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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國文科第二次期中考教用 

【考試範圍】 
1. 龍騰版國文課本第一冊、語文練習第一冊：L5 桃花源記、L6 發現事理的樂趣、L7

范進中舉、L8 孔乙己 

2. 龍騰版國文補充文選第一冊：藥 

3. 《想讀．享讀》主題二 

【注意事項】 

1. 選擇題的答案請用 2B 鉛筆畫記在答案卡上。 

2. 答案卡基本資料欄之班級、座號、姓名請確實填寫並畫記。（如無十位數，請畫記 0）

答案卡之個人基本資料沒有畫記或畫記錯誤者，將扣本次考試成績 10 分。 

第壹部分：選擇題、混合題型（共二大題，占 82 分） 

一、 單一選擇題 48%、混合題型 4% 
說明： 

1. 第 1 題至第 26 題，單選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

請畫記在答案卡。各題答對者，得 2 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

該題以零分計算。 

2. 混合題型之第 23 題、26 題為簡答題，答案請寫於答案卷上，作答字數限 20 字內。 

 

1. 下列各組「」內的字音，三組皆相同的選項是： 

（A）「間」隔／「間」隙／晚「間」 

（B）嬌「嬈」／「僥」倖／「饒」富 

（C）「啐」在臉上／憔「悴」／薈「萃」 

（D）劍拔「弩」張／妻「孥」／「拏」起。 

【答案】（C） 

 

2. 下列各組「」內的字，字形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嘴「ㄔㄢˊ」：纔 ／「ㄔㄢˊ」言：饞 

（B）「ㄒㄩㄢˋ」麗：絢 ／「ㄊㄤˊ」塞：搪 

（C）「ㄨㄢˇ」髮：皖 ／「ㄊㄧㄢˇ」著肚子：忝 

（D）「ㄓㄢˋ」了酒：湛 ／君子「ㄍㄨˋ」窮：故。 

【答案】（B） 

 

 

3. 古人對於不同身分或職業，用詞稱呼與現今用語有所不同。下列「」的古代用詞，

說明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泰山」：岳父／「郎中」：江湖行騙者 

（B）「相公」: 秀才／「宗師」：對主考官的尊稱 

（C）「渾家」: 妻子／「燒湯的二漢」：市場賣湯食的人 

（D）「現世寶」：對人才的敬稱／「同案」：共同犯案被捕的犯罪者。 

【答案】（B） 

 

4. 下列「  」內的「借代」修辭，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小孩 

（B）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繪畫 

（C）「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美人 

（D）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菊花。 

【答案】（D） 

 

5. 下列關於「序」的描述，正確的是： 

（A）寫在書前的稱「跋」，寫在書後的稱「序」 

（B）〈琵琶行并序〉是白居易為小說所寫的序言 

（C）〈說文解字序〉是許慎說明創作《說文解字》的緣由 

（D）〈桃花源詩〉是〈桃花源記〉的記前詩，具有序的功能。 

【答案】（C） 

 

6. 下文擷取自〈儒林外史序〉，請選出（  ）中答案最適當的選項：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玄虛荒渺之談也。其書

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  ）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  ）者；

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  ），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

層為中流砥柱。 

（A）驕人傲人／媚人下人／自以為高 

（B）媚人下人／驕人傲人／自以為高 

（C）媚人下人／自以為高／驕人傲人 

（D）自以為高／驕人傲人／媚人下人。 

【答案】（B） 

 

7. 「對萬物存疑，是我□□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你開始具備□□的警覺性，在質

疑與□□下，就不會輕信沒有根據的答案了。」依文意選出□□內最適當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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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靈魂／懷疑／詢問    （B）靈魂／莫名／訊問 

（C）生活／懷疑／訊問    （D）生活／莫名／詢問。 

【答案】（A） 

 

8. 關於魯迅〈藥〉一文的說明，不正確的選項是： 

（A）「華、夏」兩姓實為中華民族的代稱，暗示當時中國現況 

（B）華家讓得癆病兒子吃人血饅頭，諷喻人民愚昧迷信的弊病 

（C）華、夏兩家均喪兒的結果，暗示國家病入膏肓，革命失敗 

（D）夏瑜墳頭的紅白花，象徵革命烈士對社會的冷漠感到憤怒。 

【答案】（D） 

 

9. 下列引文，請就其文意，選出排序正確的選項： 

「一千六百年前， 

（甲）其實 

（乙）我們並不是找不到它 

（丙）陶淵明在桃林深處 

（丁）為我們勾勒出「樂活」的精神與樣貌 

是我們背棄了桃花源。」 

（A）丙丁乙甲    （B）甲丙丁乙 

（C）甲乙丙丁    （D）丙甲丁乙。 

【答案】（A） 

 

10. 理查‧費曼曾說：「我認為我們住在不科學的年代，幾乎身處其中的所有溝通媒介，

電視、文字、書籍等等，都不科學。因此，在以科學為名之下，也就產生了許多知

識如同暴政般橫虐的現象。」對於這段話，解讀正確的選項是： 

（A）我們住在不科學的年代，因為傳媒不夠數位化 

（B）電視、文字、書籍的資訊，不比科學來得精確 

（C）許多傳媒假科學之名，傳播效果如同思想箝制 

（D）就算是科學的年代，仍有迷信暴政救國的人們。 

【答案】（C） 

 

11. 依據下文，請選出不符合文意解說者： 

    蔡倫之前或已有紙的存在，但蔡倫以竹、布等原料，通過煮濾打散原料纖維而

造出的紙，頗有劃時代的意義，方便、廉價的書寫便於文明的傳播，將竹簡上的文

字謄寫在紙上則有利於學術的普及，西晉的左思寫下〈三都賦〉，時人搶讀而造成紙

價上揚，史稱「洛陽紙貴」，可見除了有好文章，不然紙價是可以很低廉的。唐宋以

下中國造紙愈是精工華貴，為了美觀灑上金粉的，防止蟲蛀而改變配料的，紙已從

單純的書寫方便而有更多的考量。不過影響最大的當是造紙術的西傳，古歐洲用石

版書寫，君王貴族或教士用鵝毛筆寫在昂貴的羊皮紙上，中國的紙藝為阿拉伯人所

得，再傳入歐洲，影響了西方的文明傳播。 

    紙的發明縱然帶來便利，但是造紙的原料消耗與書籍的保存問題也開始困擾人

類，紙張易於蟲蠹，更怕水火，白居易擔心自己的詩集失傳，便手抄多部藏諸寺廟，

寺塔廟宇在古代社會應是相對安全的地方；明代藏書家范欽將自己的書閣命名為「天

一閣」，就是取《易經》中「天一生水」的意思，以水制火，永保藏書的安康。只是

「天一閣」防火卻不能防賊，他珍貴的藏書後來被偷盜了不少。（節錄自徐國能〈蔡

倫的夢〉） 

（A）蔡倫造紙的貢獻，在於幫助統治者宣達政令 

（B）阿拉伯將中國紙藝傳入歐洲，影響文明傳播 

（C）白居易為了防止偷盜而抄多部詩集藏諸寺廟 

（D）范欽的天一閣躲過多次竊盜，最終毀於大火。 

【答案】（A）（C）（D）擇一 

 

12. 依據下文，請選出符合文意解說者： 

    園林的空間配置，也並非隨意擺放，會將相同使用類別予以集中，然後彼此之

間以牆隔開，同時也依此打造不同的景區，也稱為「分景」，使參觀者不能一眼看穿。

在動線上的規劃特別用心，追求的乃是人身在空間中與自然的體驗，因此不同於現

代建築以效率為考量，除少數服務動線乃是直線抵達外，其餘動線為穿繞轉折、迂

迴轉折，藉由走廊、水池、假山、門、窗及牆體等，來創造游移的動線，且彼此間

交錯連通可有多種走法。為使游移中的人能被不斷驚艷，在遮擋的路徑中會巧妙的

安排門窗出現，讓人可以藉其看到另一側不同的景色。在路徑端點的轉折上，安排

景色讓人的視覺不斷接受新的影像，古人稱為「因路得景」或「步移景換」，即為「藏」

與「引」。而景的營造多為「挖湖堆山」，雖然是人工營造出來，但在寫意的轉換下，

確為真山真水，並在大的假山中安排探索路徑，刻意擠壓而窄矮的山洞，讓人在進

入穿梭時，產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獨特感受。（節錄自王進坤〈貝聿銘作品「蘇州博

物館」――江南建築〉） 

（A）園林講求不被一眼看穿，追求自然與效率的調和 

（B）走廊、水池、假山、門、窗及牆體等，是為了使人走直線路徑更有樂趣 

（C）「因路得景」或「步移景換」是古人為了表達對祖屋的懷念，以示不忘本 

（D）假山假水在園林的寫意轉換下，化為真山真水，常讓人有柳暗花明的驚喜。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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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引文描述吳敬梓的才學、性情。請選出說明正確的選項： 

    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為勝。辛酉、壬戌間，延至余

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生平見才士，

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余恆以為過，然莫之能禁。

（程晉芳〈文木先生傳〉） 

   （A）文思敏捷，但詩賦寫作須構思費時 

   （B）專精《文選》，學問無人可與之匹敵 

   （C）個性不喜歡酬酢，尤其不喜歡招待賓客 

   （D）喜歡拔擢有才之士，但仇視擅長八股文者。 

【答案】（D） 

 

14. 侯吉諒〈書法必懂的三大行書〉：「沒有黃州就不會有蘇東坡，也就不會有天下第一

的〈寒食帖〉，人類歷史中沒有蘇東坡，就少了一種曠達的身影，人類文化中沒有

了〈寒食帖〉，就少了一種經過苦難後而依然瀟灑的泰然。」請選出最能詮釋本句

意義的選項： 

（A）窮達各有命  （B）否極而泰來  （C）患難相與共  （D）文窮而後工。 

【答案】（D）  

 

15. 依據作者對「塗鴉」意義的解讀，選出不包含在內的選項： 

    我最早接觸到塗鴉，是在自己居住的永和附近，街上或附近的中正橋橋墩有一

些噴漆畫作，不僅技巧很厲害，甚至會挑戰高難度的塗鴉地點。越過景美溪到了公

館，又發現許多帶有政治議題的模版塗鴉，漸漸知道塗鴉代表的意義不只是簽名或

畫畫，也可以對社會發出挑釁。   

    後來出了國，看到各式各樣的塗鴉，體會到更多方面的意涵。一次搭乘火車到

大阪附近，發現一間工廠的牆面畫了許多幅巨大的塗鴉畫作，火車飛馳而過時，那

一格格的作品連起來竟然像動畫一般，讓我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也第一次意識到塗

鴉不僅挑戰禁忌，還能夠表達藝術性。（節錄自蕭青陽〈塗鴉，內心深處的吶喊〉） 

（A） 從塗鴉地點可看出技巧難易度 

（B） 塗鴉具有挑戰社會秩序的功能 

（C） 塗鴉無法突破政治和藝術禁忌 

（D） 塗鴉的影響效應超過作者預期。 

【答案】（C）文中無此說。  

 

16-17 為題組 

    下列引文四則均為魯迅對為古典小說的評論之詞，請閱讀並回答 16 題及 17 題。 

甲、之開篇詩有云「商、周演義古今傳」，似志在於演史，而侈談神怪，什九虛造，實

不過假商、周之爭，自寫幻想 

乙、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步云：「說到酸辛事，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痴。」

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

小說甚不同 

丙、歷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以為「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

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

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 

丁、制藝而外，百不經意，但為矯飾，云希聖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

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唯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

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制。 

 

16. 上列引文，屬於評論《儒林外史》的選項是：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D） 

 

17. 下列是用文字雲軟體所製成的四本傳統小說視覺圖，書中使用次數越多的字，圖片

中的字體越大，呈現原書特色。請判斷哪一朵文字雲也包含在魯迅的評論範圍： 

 

（A）                                （B） 

 

 

 

 

 

 

 

    （C）                                （D） 

 

 

 

 

 

【答案】（A）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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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為題組 

甲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

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理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

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

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乙 

        我們對於不論哪一本書，哪一種學問，都要先經過懷疑，因懷疑而思索，因思索而

辨別是非。經過懷疑、思索、辨別三個步驟以後，那本書才是我的書，那種學問才是我

的學問。否則便是盲從，便是迷信。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就是教我們有一點

懷疑的精神，不要隨便盲從或迷信。 

 

18. 關於甲乙兩文的內容，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甲文鼓勵人們多讀書，但不贊成在夜間背誦精思 

（B）甲文認為讀書還是得下「記憶」的功夫，在這之前，得讀懂道理原由 

（C）乙文認為處理學問，歷經懷疑、思索、辨別三步驟，並可隨意調換次序 

（D）乙文希望人們「盡信書不如無書」，因為讀書是一種盲從、迷信的行為。 

【答案】（B） 

 

19. 我們都身處資訊世界，下列何種行為不符合甲、乙文處理學問與訊息的精神： 

（A）點擊其他連結，判斷是否足以佐證這個訊息 

（B）不鼓勵為了點擊率而使用聳動標題，使事件內容不完整或偏差 

（C）確認資訊來自哪個網站，而這個網站的目的與相關連結是否有疑慮 

（D）消息來源冠上「某某學者研究」，即表示學者完成乙文的三步驟，無可質疑。 
【答案】（D） 

 

20-21 為題組 

    范進後來擔任山東學道，恩師周進託他提拔自己昔日訓蒙弟子荀玫。范進到任進行

考務，卻不見荀玫應試的卷子，心中著急。……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數年前，有一

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吃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

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裡，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

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

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范學道是

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

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

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知。」

學道道：「有理，有理。」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

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            （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七回》） 

 

20. 根據上文，選出說明正確的選項： 

（A） 范進擔任考務，與考生荀玫之間本不相識 

（B） 何景明酒後對蘇軾的評語，被蘧景玉譏笑是醉話 

（C） 宋朝蘇軾若參加明清科舉，必能發揮古文專長考試得第 

（D） 范進徇私提拔本已落榜的荀玫，凸顯科舉舞弊不公之弊。 

【答案】（A） 

 

21. 從上文，可以印證胡屠戶對范進的辱罵「不全然是過當之詞」的選項為： 

(A）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  

   （B）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吃起天鵝肉」 

（C）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 

        捨與你的 

   （D）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 

        今不知因我積了什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 

【答案】（C） 

 

22-24 為混合題組 

    甲、乙二文節選自《儒林外史》第二回與第三回，請閱讀後回答第 22-24 題。 

甲 

    周進無事，閒著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理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

想挨進去看，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晚間向姊夫（金有餘）說，要去看看。金有餘

只得用了幾個小錢，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1 領著。行主人走進頭門，

用了錢的並無攔阻。 到了龍門○2 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來的門了。」

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 

    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3 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裡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

一頭撞在號板上，直殭殭不醒人事。眾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

這貢院裡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著他，

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裡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個客人一齊

扶著，灌了下去，喉嚨裡咯咯的響了一聲，吐出一口稠涎來。眾人道：「好了。」扶著

立了起來。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眾人勸著不

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來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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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號啕痛哭？」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著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

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眾人心裡都悽慘起來。 

    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裡肯起來，哭了一陣，

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裡吐出鮮血來。眾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擡了出來，貢院前一個茶棚

子裡坐下，勸他吃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個客人道：「周

客人有甚心事，為甚到了這裡這等大哭起來，卻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位老客

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曾做得一

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 

（○1 行主人；行旅中綜理事務的人  ○2 龍門：科舉試場的正門 ○3 號板：舊時科舉考場

中，作為桌子及睡榻用的鋪板。） 

乙 

    鄰居道：「你中了舉了，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

有米，要賣這隻雞去救命，為什麼拿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

我賣雞。」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摜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

「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著他說話，范進三兩步進屋裡來，見屋中報帖已經升

掛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

（……）眾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 

 

22. 甲文描寫周進號啕痛哭的情節，最能詮釋周進為何哭泣的選項是： 

  （A）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被看門的大鞭子打出來 

  （B）金有餘道：「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曾做得一個」 

  （C）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裡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 

  （D）周進進號房，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裡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 

【答案】（B） 

 

23. 乙文中段（……）省略的部分是作者描寫范進聽聞中舉時的情態。請同學依據文句

情境，選出排序正確的選項 

甲、說著，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 

乙、眾人拉他不住，拍著笑著，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丙、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

外飛跑 

丁、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

身的水 

戊、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

好了！我中了！」 

 

  （A）丁丙乙戊甲  （B）戊甲丙丁乙  （C）乙丁丙甲戊  （D）戊丁乙丙甲。 

 

【答案】(Ｂ)   

 

24. 甲乙二文的主角都命名為「進」，一個痛哭吐血，一個喜極而瘋，作者所要呈現的

意旨為何？（限20字以內） 

【參考答案】 

○1  兩個「進」一哭一笑，是受困於科舉時代，讀書人悲劇的寫照。  

○2  兩個「進」一哭一笑，都代表為了考上科舉，心情極端壓抑苦悶。 

○3  一哭一笑，前後呼應，用荒謬喜劇呈現科舉時代的悲劇。 

○4 兩人都是到老才中舉，之前皆遭別人的冷嘲熱諷。  

（○4 雖是答案之一，但引文未能見出受諷之事） 

分數 0 1 2 

標準 
空白、完全離題、不知所

云 

答案超出文本所給的資

訊或不完整，得一分 

ex. ○4  

以上○1 ○2 ○3 任何一個答

案皆可 

註：錯字不扣分，字數 25 字內不扣分。 

 

25-26 為混合題組 

甲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

識字麼？」孔乙己看著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著說道：「你怎的連

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裡說

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

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乙 

  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

書麼？」我略略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樣

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回過臉去，不再理會。孔乙己等了許久，

很懇切地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著！這些字應該記著。將來做掌櫃的時

候，寫帳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帳，

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地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麼？」

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著櫃臺，點頭說：「對呀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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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了，努著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

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嘆一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 

丙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

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

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25. 關於引文甲、乙、丙，詮釋恰當的選項是： 

（A）甲文中「眾人的哄笑」、「快活的空氣」，是為了營造反差效果，證明孔乙己的 

    悲劇性 

（B）由乙文得知，孔乙己有著表面誠懇其實虛偽的個性，以教寫字、識字為由，刁 

     難小夥計 

（C）丙文中提到「年關」、「端午」、「中秋」，表示孔乙己因畏罪而好一陣子沒有出 

     現在咸亨酒店 

（D）甲、乙、丙文都是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敘事，藉此讓作者如同上帝一 

   般的預知整個故事。 

【答案】（A） 

 

26. 閱讀甲、乙、丙三段引文後，請完成下列表格之「？」處之答案：（20 字以內） 

人物 對待孔乙己的方式 

眾人 當他是取樂的對象 

小夥計 ？ 

掌櫃 是一個數字化的人 

【參考答案】 

○1 孔乙己是可被嘲笑或輕視的對象 

○2 願意聽孔乙己說話，但略顯不耐煩 

○3 關心孔乙己的生死 

分數 0 1 2 

標準 
空白、完全離題、不知所

云 

答案超出文本所給的資

訊或不完整，得一分 

ex.只答○1 ○2 ○3 其中一

個，或只有○2 ○3  

完整答案至少得涵蓋○1

○2 或○1 ○3  

註：錯字不扣分，字數 25 字內不扣分。 

二、多重選擇題：30% 

說明：第 27 題至第 36 題，每題有 5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適當的選項，

請畫記在答案卡。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3 分；答錯 1 個選項

者，得 1.8 分；答錯 2 個選項者，得 0.6 分；答錯多於 2 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

該題以零分計算。 

 

27. 下列各組「 」中的字詞，前後意義不同的選項是： 

（A）「儼然」成一家之言／屋舍「儼然」 

（B）淒淒不似「向」前聲／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C）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把酒「將」來 

（D）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 

（E）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某所，「而」母立於茲。 

【答案】（A）（C）（D） 

 

28. 下列為〈桃花源記〉與〈桃花源詩〉之比較表，請選出主詞與文意彼此「正相關」

的選項： 

 性質 〈桃花源記〉 〈桃花源詩〉 

（A） 原因 
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

山，伊人亦云逝 

（B） 紀年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 

（C） 環境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 

（D） 衣著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E） 結果 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 

【答案】（A）（C）（D） 

 

29. 以下關於陶淵明的介紹，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又號靖節先生 

（B）他是晉朝名將陶侃的曾孫，年輕時懷有濟世之志 

（C）四十一歲時，為生活所逼，出任彭澤縣令，因為與志趣不符，早早辭官 

（D）陶淵明的詩、文質樸，深受六朝人士重視，被後世譽為隱逸詩人之宗、田園詩           

人之祖 

（E）劉勰《文心雕龍》設專文討論陶淵明，而鍾嶸《詩品》將其列為上品，因此影      

響到唐代的王維、孟浩然等人。 



第 7 頁，共 8 頁 

【答案】（B）（C） 

 

30. 請選出下列「  」內成語使用正確之選項： 

（A）柏誠的作文風格「質而實綺」，讀者皆可從他華麗的詞藻感受到此現象 

（B）「礎潤而雨」一詞表達出先民的智慧，也提醒我們處處留心皆學問的道理 

（C）班際籃球賽是成功高中一年一度的盛事，看到球技好、態度好的球員，總讓人

不禁「趨炎附勢」 

（D）父親在我們做錯事的時候嚴格訓斥我們，之後他會慈愛的幫我們加菜，我的父

親真是「色厲內荏」 

（E）王安石變法時，常懷著一股「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態度，因此樹立了不少政敵，

導致新法無法順利推行。 

【答案】（B）（E） 

 
31. 關於〈桃花源記〉的內容說明，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中共有

三種人 
   （B）以「忘路」、「忽逢」為情節伏筆，將漁人進入桃花源歸於「無心」，藉以點出

「忘機」之人才可進入桃花源 
（C）漁人的「處處誌之」、太守遣人「尋向所誌」、劉子驥「欣然規往」均無法再進

入桃花源，表示理想世界不對別有用心者開放 
（D）喜愛《穆天子傳》的陶淵明，可能對書中「夸父逐日」的故事有極大的好感，

所以特別以「桃花林」為寫作對象，而不選其他的植物 
（E）桃花源的意境接近下列短文所述：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

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答案】（B）（C）（E） 

 

32.〈范進中舉〉與〈孔乙己〉二文，主角范進與孔乙己皆參與科舉考試，下列對於明清

科舉取士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童生應考院試錄取後稱「秀才」，第一名稱為「案首」 

（B）鄉試三年一試，稱為「進學」，第一名稱「解元」，錄取後亦稱為「老爺」 

（C）鄉試第二名以下皆稱「亞元」，例如范進中舉「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 

（D）舉人可參加「會試」，中試者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第二名稱「榜眼」 

（E）皇帝主持的「殿試」，中試者稱「進士」，第一名稱「狀元」。榜單稱為「黃甲」。 

【答案】（A）（E） 

33.作家常以「情節、言行」彰顯人物的個性特質，寄寓創作理念。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

是： 

（A）〈桃花源記〉：村人說桃花源不足為外人道，暗示無法相信村外人心保有單純 

（B）〈范進中舉〉：胡屠戶對范進前倨後恭，代表有「官高學問大」的功利價值觀 

（C）〈范進中舉〉：范進中舉後有熱心鄰居主動送食物，肯定社會有溫暖的人情味 

（D）〈孔乙己〉：孔乙己穿長衫站著喝酒，滿口「之乎者也」，指落魄文人淡薄名利 

（E）〈孔乙己〉：孔乙己偷書被丁舉人打斷腿，暗示丁舉人是打擊墮落者的正義化身。 

【答案】（A）（B） 

 

34.范進中舉，舊友紛紛登門祝賀，或以書信致意。但因朋友素質參差，稱謂用詞出現錯

謬之處。請選出稱謂用詞正確的選項： 

（A）在下不揣孤陋，前日奉上拙文兩篇，若蒙范兄指點，不勝感激 

（B）敝人於府上備辦菲酌，恭候范老爺及令嫂賞光蒞臨，望使蓬蓽生輝，銘感五內 

（C）范兄，在下令嬡年方二八，待字閨中，琴棋書畫樣樣精通。若蒙不棄，能於來年

下嫁范家，真是我祖上積德，求之不得 

（D）范兄學養深厚，名揚士林，此次中舉，自是眾望所歸；若明年榮登黃甲，得披宮

錦，為桑梓爭光，吾等亦與有榮焉 

（E）頃聞范兄高中，來年必能獨占鰲頭，光耀門楣。聽聞足下近日閉關苦讀，猥不敢

相煩，特差人奉上薄饈，尚祈哂納。  

【答案】（A）（D）（E） 

 

35.關於魯迅作品創作的說明，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魯迅的小說作品，常以挖疤的方式放大問題，焦點於「舊社會的病根」，尖銳地批

判人們的愚昧軟弱，如（A），形塑欺善怕惡的主角，常以（B）來逃避一切，寫出自我

麻醉的國民性。再如（C），揭示禮教吃人的傳統包袱，每個人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

者。民國七年到十五年間，魯迅的創作重心發展至（D）上，用漫畫般的表現力，鋒銳

如同匕首的筆法，犀利批判中國的各種弊病，作品有（E） 。  

（A）應填入「〈阿Ｑ正傳〉」    （B）應填入「精神勝利法」  

（C）應填入「〈狂人日記〉」   （D）應填入「散文詩」 

（E）應填入「《吶喊》」。 

【答案】（A）（B）（C） 

 

36.作家在文章中善用各種語氣，使行文富有變化，例如以譏笑、諷刺的語氣進行對話。

下列文句，對話中具有「嘲諷」語氣的選項是： 

  （A）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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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

乎！」 

  （B）我有個藝術家朋友，曾拿起一朵花說：「看！它多美呀！」這我同意。接著他說：

「你知道嗎，身為藝術家的我能看見這朵花有多美麗；但科學家的你呢，噢，

會把它逐一分解，這樣就變得索然無味了。」我相信他看到的美，而我對這朵

花的了解，比他能體會到的多太多了 

  （C）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

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

也打什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

婿的病，閻王敘功，從地獄裡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 

  （D）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裡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

什麼話！怪不得不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

卷，心裡又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

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意思 

  （E）一見面，未莊的閒人們便假作吃驚地說：「噲，亮起來了。」阿Ｑ照例的發了怒，

他怒目而視了。「原來有保險燈在這裡！」他們並不怕。阿Ｑ沒有法，只得另外

想出報復的話來：「你還不配⋯⋯」這時候，又彷彿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

榮的癩頭瘡，並非平常的癩頭瘡了。 

【答案】（B）（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