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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樹 林 高 中 九 十 九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二 次 段 考 中 三 國 文 科 試 題 卷 

〈命題範圍：翰林版第六冊第五課~~第八課〉 

 

      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單一選擇題：100％〈50題，每題２分〉 
(  )1.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得「隴」望蜀／小巧玲「瓏」 (Ｂ)白「蘋」渡口／「瀕」臨破產 (Ｃ)「滄」海桑田／統「艙」鋪位 (Ｄ)

「睚」眥之仇／浪跡天「涯」。 

(  )2.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踱」步／擺「渡」 (Ｂ)「咀」嚼／「沮」喪 (Ｃ)寂「寥」／紅「蓼」 (Ｄ)夏「丏」尊／乞「丐」。 

(  )3.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枯」藤／評「估」 (Ｂ)遊方「僧」／「憎」恨 (Ｃ)「譴」責／排「遣」 (Ｄ)安「撫」／「憮」然。 

(  )4.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觀」照享樂／著名道「觀」 (Ｂ)屈指可「數」／如「數」家珍 (Ｃ)不見經「傳」／名不虛「傳」 (Ｄ)

殷切「期」盼／「期」年方過。 

(  )5.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默而「識」之／目不「識」丁 (Ｂ)漫「卷」詩書／國文試「卷」 (Ｃ)左右侍「從」／「從」容不迫 (Ｄ) 

謀臣「說」客／「說」大人則藐之。 

(  )6.老師要芸芸找出下列「 」中字音相同、字形也相同的詞語，何組兩兩「相同」？ 

(Ａ)「ㄧㄡ」秀人才／歷史「ㄧㄡ」久 (Ｂ)「ㄓㄣˋ」戈待旦／「ㄓㄣˋ」流漱石 (Ｃ)圓「ㄌㄨˊ」方趾／ 

「ㄌㄨˊ」火純青 (Ｄ)不期而「ㄩˋ」／「ㄩˋ」教於樂。 

(  )7.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自出機「ㄓㄨˋ」／陶「ㄓㄨˋ」人才 (Ｂ)「ㄧㄣ」容宛在／「ㄧㄣ」緣際會 (Ｃ)童「ㄙㄡˇ」無欺／煙波釣

「ㄙㄡˇ」 (Ｄ)全身「ㄊㄢ」瘓／分「ㄊㄢ」工作。 

(  )8.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ㄒㄩㄢ」賓奪主／寒「ㄒㄩㄢ」問好 (Ｂ)珍饈美「ㄓㄨㄢˋ」／有酒食，先生「ㄓㄨㄢˋ」  

(Ｃ)「ㄒㄧˊ」以為常／勞師「ㄒㄧˊ」遠 (Ｄ)門「ㄍㄨㄟ」森嚴／「ㄍㄨㄟ」依佛門。 

(  )9.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迫不「ㄐㄧˊ」待／「ㄐㄧˊ」惡如仇 (Ｂ)「ㄉㄧㄠ」蟲小技／松柏後「ㄉㄧㄠ」 (Ｃ)先斬後「ㄗㄡˋ」／ 

風狂雨「ㄗㄡˋ」 (Ｄ)「ㄍㄥˇ」介不移／「ㄍㄥˇㄍㄥˇ」於懷。 

(  )10.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草「ㄐㄧㄢ」人命／三「ㄐㄧㄢ」其口 (Ｂ)自嘆「ㄈㄨˊ」如／無遠「ㄈㄨˊ」屆 (Ｃ)諷齊王納「ㄐㄧㄢˋ」

／時時而「ㄐㄧㄢˋ」進 (Ｄ)形貌「ㄧˋ」麗／「ㄧˋ」名古籍。 

(  )11.(甲)金蘭之交(乙)生意成交(丙)莫逆之交(丁)風雨交加(戊)春夏之交(己)刎頸之交。以上「交」字的意思，「相同」

的有哪些？ 

(Ａ)甲丙己 (Ｂ)乙丙戊 (Ｃ)丙丁己 (Ｄ)乙丁戊。 

(  )12.下列選項中的「儼然」，何者與「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中的「儼然」一詞同樣是「彷彿、好像」的意

思？ 

(Ａ)表演藝術課，豪豪演起戲來「儼然」就是個奸臣樣 (Ｂ)老闆的新家裝潢豪奢，氣派「儼然」 (Ｃ)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 (Ｄ)老師神情「儼然」的坐在講堂上。 

(  )13.「皆以美於徐公」句中的「於」字，與下列何者同樣是「比」的意思？ 

(Ａ)謗議「於」市朝 (Ｂ)苛政猛「於」虎 (Ｃ)是法不信「於」民也 (Ｄ)舜發「於」畎畝之間。 

(  )14.(甲)便「下」襄陽向洛陽(乙)夕陽西「下」(丙)今既「下」廷尉(丁)從橋「下」走出(戊)煙花三月「下」揚州。以

上各選項中的「下」字，字義「相同」的有哪些？ 

(Ａ)甲戊 (Ｂ)乙丙 (Ｃ)丙戊 (Ｄ)乙丁。 

(  )15.下列各選項「 」中的字，何組字義「相同」？ 

(Ａ)吾「孰」與徐公美／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Ｂ)「誠」能如此，則國家幸甚／臣「誠」知不如徐公美  

(Ｃ)坐北「朝」南／「朝」服衣冠 (Ｄ)不「蔽」風日／王之「蔽」甚矣。 
---翻面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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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下列「 」中的字，何組意思「不同」？ 

(Ａ)皆以「美」於徐公／妾之「美」我者 (Ｂ)自我反「省」／發人深「省」 (Ｃ)怒髮衝「冠」／朝服衣「冠」 

(Ｄ)宰予晝「寢」／「寢」而思之。 

(  )17.下列「 」中的字，何組意思「相同」？ 

(Ａ)含辛「茹」苦／「茹」冰飲雪 (Ｂ)「拂」袖而去／法家「拂」士 (Ｃ)化「裝」舞會／整「裝」待發 (Ｄ)

「堅」若磐石／船「堅」炮利。 

(  )18.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意思「相同」？ 

(Ａ)「步步」為營／「步步」高升 (Ｂ)占人「便宜」／價錢「便宜」 (Ｃ)「黑白」人種／混淆「黑白」 (Ｄ)

崇拜「偶像」／祭拜「偶像」。 

(  )19.下列何組為「近義詞」？ 

(Ａ)門可羅雀／高朋滿座 (Ｂ)膾炙人口／乏人問津 (Ｃ)黔驢之技／出神入化 (Ｄ)戶限為穿／門庭若市。 

(  )20.生活的藝術：「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中的「齋」字，由名詞轉為動詞用。下列何者也作「動詞」？ 

(Ａ)鄒忌「脩」八尺有餘 (Ｂ)願為「市」鞍馬 (Ｃ)皓為數學競試得優等獎後，心花「怒」放 (Ｄ)割雞焉用 

「牛」刀。 

(  )21.下列「 」中的字，何組詞性「相同」？ 

(Ａ)當「面」對質／「面」刺寡人 (Ｂ)變色而「作」／毋以小謀敗大「作」 (Ｃ)乃「下」令／令初「下」  

(Ｄ)芒「刺」在背／面「刺」寡人。 

(  )22.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詞性「相同」？ 

(Ａ)若有疑問，請向本單位「反應」／事情被揭穿後，世鴻的「反應」很激烈 (Ｂ)岳父的病情加重，需要更謹慎

地「觀察」／平哲在這幾日的「觀察」中，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Ｃ)受到颱風肆虐的「影響」，蔬菜產量銳減

／儒家思想深深「影響」著我們(Ｄ)伯峰「參與」了這次單車環島旅遊路線的設計／綠化環境需要你我共同「參與

」。 

(  )23.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詞性「相同」？ 

(Ａ)這道數學題目很「簡單」／老師「簡單」說幾句話就離開了 (Ｂ)貪圖「舒服」的生活容易喪志／坤宏要利用

假日「舒服」地睡一覺 (Ｃ)芷妤屋內的擺設頗有「藝術」感／雅玄過的是「藝術」的生活 (Ｄ)丈夫瑞帆的劈腿

，對妻子安貞而言是莫大的「刺激」／你任意「刺激」傷口，只會使傷口更嚴重惡化。 

(  )24.「飲水思源」一詞的詞性結構和下列何者「相同」？ 

(Ａ)狂風暴雨 (Ｂ)膽破魂奪 (Ｃ)忠臣義士 (Ｄ)擎天撼地。 

(  )25.老師請廷芳試著加以判斷：下列各項中，有哪幾組屬於「對偶」句？(甲)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乙)雖無刎頸交

，卻有忘機友(丙)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丁)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戊)白日依山盡，黃河

入海流(己)白髮三千丈，離愁似箇長(庚)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Ａ)甲乙丙庚 (Ｂ)乙丙戊庚 (Ｃ)丙丁戊己 (Ｄ)乙丁己庚。 

(  )26.「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裡」一句使用了「譬喻」修辭。下列詩句，何者也運用了「譬喻」

修辭？ 

(Ａ)老花鏡片剛一扶正／所有的鉛字竟都齊聲吼了起來 (Ｂ)即使最冷的朝代／你仍然筆直堅持／站在雨裡  

(Ｃ)葉子們彎下腰來挽留將暮的天色 (Ｄ)青春是手牽手坐上了永不回頭的火車。 

(  )27.「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一段使用了「排比」修辭，下列何者

也運用了「排比」修辭？ 

(Ａ)嘲笑的風高唱著離別，月光盡是從前蒼白了的想念 (Ｂ)媽媽看到浩凱的成績單，氣得七竅生煙 (Ｃ)關心石

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裡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 (Ｄ)我只好假裝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她在對街擁吻。 

(  )28.「孤村□日殘霞，輕煙老樹□鴉，一點飛鴻影下，青山綠水，白草□葉黃花。」（白樸浣溪沙）以上文句缺空處，宜

填入下列哪一組詞語？ 

(Ａ)落、昏、綠 (Ｂ)旭、昏、紅 (Ｃ)落、寒、紅 (Ｄ)旭、寒、綠。 

(  )29.「一□墨衣／一□對聯／一□屏風／一□房子」，缺空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組「量詞」？ 

(Ａ)套／幅／面／床 (Ｂ)襲／副／架／幢 (Ｃ)襲／幅／架／棟 (Ｄ)套／副／面／床。 

(  )30.「臘梅映雪、遍插茱萸、芰荷飄香、桃紅柳綠」以上這些詞語中的植物所代表的「季節」依序為何？ 

(Ａ)春夏秋冬 (Ｂ)冬秋夏春 (Ｃ)夏春冬秋 (Ｄ)秋春夏冬。 

 

 
---翻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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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下列各組詩句中所描寫的季節屬於「夏季」的有哪些選項？(甲)古道、西風、瘦馬(乙)倚東風，一笑嫣然，轉盼萬

花羞落(丙)坐對韋編燈動壁，高歌夜半雪壓廬(丁)水滿有時觀下鷺，草深無處不鳴蛙(戊)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

里芰荷香(己)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Ａ)甲乙 (Ｂ)丙己 (Ｃ)丁戊 (Ｄ)甲丁。 

(  )32.下列各選項歌詠的對象，何者「不是」歲寒三友其中之一？ 

(Ａ)綠葉青蔥傍石栽，孤根不與眾花開 (Ｂ)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 (Ｃ)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Ｄ)夏去秋來長默然，狂風驚濤只等閑。霜摧雪壓渾無物，高格方知在歲寒。 

(  )33.有關戰國策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內容反映各國的成敗興亡 (Ｂ)戰國策是史書，記載春秋以後至楚、漢間，共二百四十

五年間之史事 (Ｃ)是國別史，與史記的紀傳體不同 (Ｄ)戰國策多採司馬遷史記中的史事，長於敘事，描寫生動

。 

(  )34.有關「韻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韻密」是元曲的特色之一，押韻比詩、詞密 (Ｂ)唐代近體詩指律詩與絕句，句數不限，可以轉韻 (Ｃ)

古詩、樂府詩須押韻，講究平仄 (Ｄ)散曲是元代的新詩，不必押韻。 

(  )35.有關元曲的說明，下列何者「不正確」？ 

(Ａ)曲牌除了標明曲子的音樂性，也和內容絕對有關 (Ｂ)曲與詩、詞最大的不同是曲可加襯字 (Ｃ)小令，是單

支的曲子，平仄通押 (Ｄ)可分為劇曲和散曲兩類。 

(  )36.有關元曲的常識，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Ａ)白樸字太白，號東籬，詞集東籬樂府，在元朝朝廷當官 (Ｂ)「散套」是用同宮調的若干小令組成，又稱「套

曲」 (Ｃ)元曲四大家是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鄭光祖 (Ｄ)馬致遠作品風格豪放，但也有閒逸恬靜、清麗細密

的篇章。 

(  )37.根據宇辰在國文課堂上所學到的元曲知識，請問哪一項敘述「正確」？ 

(Ａ)天淨沙和沉醉東風都是曲的題目 (Ｂ)雜劇是元代的歌劇，用在舞臺上的表演，須加上「科、白」 (Ｃ)馬致

遠是元代重要的雜劇作家，最有名的雜劇作品是竇娥冤 (Ｄ)曲的風格較莊重、瀟灑。 

(  )38.欣彥試著將唐詩、宋詞、元曲做比較，請問哪一項敘述「不正確」？ 

(Ａ)宋詞又稱樂府、長短句，元曲又稱詞餘 (Ｂ)近體詩講究平仄、字數、押韻 (Ｃ)詞，有小令、中調、長調的

分別 (Ｄ)唐詩平仄有定格，元曲平仄並無定格。 

(  )39.采蓉試著將「新詩」與「近體詩」做比較，請問哪一項敘述「正確」？ 

(Ａ)兩者的字數、句數固定 (Ｂ)新詩又稱為現代詩、白話詩 (Ｃ)兩者均必須押韻、注意平仄 (Ｄ)兩者均有五

言、七言之分。 

(  )40.關於馬致遠天淨沙秋思這首小令，下列何者敍述「錯誤」？ 

(Ａ)「枯藤老樹昏鴉」的情境，給人蕭瑟衰落的感受 (Ｂ)從時間推展到空間的鋪敘，層次分明 (Ｃ)各種不同的

景物緊密配合，互相烘托，表現一種淒涼之美 (Ｄ)由景入情，襯托出遊子漂泊異鄉的悲苦情懷。 

(  )41.關於白樸沉醉東風漁父詞這首小令，下列何者敍述「正確」？ 

(Ａ)全首押「ㄚ」韻 (Ｂ)描寫春景 (Ｃ)內容反映作者妄自菲薄，無意與人爭奪富貴名利的生活態度 (Ｄ)全曲

寫景色彩鮮明，文字靈動自然。 

(  )42.關於渡也竹一詩的說明，下列何者敍述「正確」？ 

(Ａ)本詩主旨是歌詠竹不畏風雨而挺拔不屈的精神 (Ｂ)以竹永遠硬著頭顱而不肯破裂象徵竹子墨守成規的性格 

(Ｃ)以偶爾喜歡化裝凸顯竹子重視外表的光鮮亮麗 (Ｄ)以竹子向天空步步高升的特質象徵竹追求飛黃騰達生活

的決心。 

(  )43.現代「詠物詩」判讀，請根據詩句內容，判讀所歌詠的對象何者為「非」？ 

(Ａ)是的，我們很彆扭／不敢迎向／任何一種撫觸／一聽到誰的聲響迫近／便緊緊摺起自己／以密密的、小小的刺／

衛護自己。（吳晟）---含羞草 (Ｂ)數百個空虛心靈／在這裡互相敲擊寂寞／把煩人的白天敲走／把寂靜的夜晚擊醒

／專心研究十個瓶子／遭受一連串打擊後／倒了再站起來的勇氣。（蘇文彥）---保齡球 (Ｃ)秋天／最容易受傷的記

憶／霜齒一咬／噢／那樣輕輕／就咬出一掌血來（余光中）---蚊子 (Ｄ)整個昨夜的思念都／任它一口吞噬／它一

直裝傻／胃口又很大／可是那張肚皮是否能／消化了我的思念／而後／隨風飄給／伊。（黃樹根）---郵筒。 

(  )44.鄒忌身邊的人（妻、妾、客），各基於不同的動機恭維他，而鄒忌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Ａ)勃然大怒，加以斥責 (Ｂ)得意忘形，欣喜若狂 (Ｃ)理性客觀，並作比較 (Ｄ)渾然不知，不予理會。 

(  )45.「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這段話屬於「判斷句」，下列哪一選項與此相同？ 

(Ａ)富者面有難色 (Ｂ)泰山為五嶽之首 (Ｃ)雄兔腳撲朔 (Ｄ)宰相肚裡能撐船。 
---翻面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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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待我非常客氣呢！」這段話顯示出說話的人應是怎樣的性格？ 

(Ａ)心安理得 (Ｂ)無入而不自得 (Ｃ)漫不經心 (Ｄ)虛情假意。 

(  )47.下列何者最能說明「生活的藝術即是懂得觀照玩味生活」的道理？ 

(Ａ)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Ｃ)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

與人同 (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  )48.語文中有所謂「合音字」，如「需要」合音為「消」。下列選項何者「非」合音字？ 

(Ａ)所謂民主政治，就是各個候選人將政見公「諸」選民之前，讓選民自由選擇 (Ｂ)小心隔牆有「耳」 (Ｃ)黃

鼠狼給雞拜年，真是居心「叵」測啊！ (Ｄ)你別「醬」固執。 

(  )49.清儒曾國藩云：「凡富貴功名，半由人事，半由天命；唯讀書做人，全憑自己作主。」由此可推知他的想法為何？ 

(Ａ)讀書做人，操之在己 (Ｂ)富貴功名，命中注定 (Ｃ)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Ｄ)發憤向學，功名可得。 

(  )50.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腦筋靈活者，輕蔑學問；腦筋單純者，崇拜學問。只有聰明人會使用學問，因為學

問不教人使用的方法，運用的智慧在於書本之外。」根據這段話，下列何者是對待學問最好的態度？ 

(Ａ)相信學問的偉大力量 (Ｂ)勇於推翻既定的學說 (Ｃ)學問必須與生活結合 (Ｄ)審慎探索學問的根源。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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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樹 林 高 中 九 十 九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二 次 段 考 中 三 國 文 科 詳 解 卷 

〈命題範圍：翰林版第六冊第五課~~第八課〉 

      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單一選擇題：100％〈50題，每題２分〉 
(Ｃ)1.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得「隴」望蜀／小巧玲「瓏」 (Ｂ)白「蘋」渡口／「瀕」臨破產 (Ｃ)「滄」海桑田／統「艙」鋪位 (Ｄ)

「睚」眥之仇／浪跡天「涯」。解析：(Ａ)ㄌㄨㄥˇ／ㄌㄨㄥˊ(Ｂ)ㄆㄧㄣˊ／ㄅㄧㄣ(Ｃ)ㄘㄤ(Ｄ)一ㄞˊ／ㄧㄚˊ。 

(Ｂ)2.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踱」步／擺「渡」 (Ｂ)「咀」嚼／「沮」喪 (Ｃ)寂「寥」／紅「蓼」 (Ｄ)夏「丏」尊／乞「丐」。 

解析：(Ａ)ㄉㄨㄛˋ／ㄉㄨˋ(Ｂ)ㄐㄩˇ(Ｃ)ㄌㄧㄠˊ／ㄌㄧㄠˇ(Ｄ)ㄇㄧㄢˇ／ㄍㄞˋ。 

(Ｃ)3.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枯」藤／評「估」 (Ｂ)遊方「僧」／「憎」恨 (Ｃ)「譴」責／排「遣」 (Ｄ)安「撫」／「憮」然。 

解析：(Ａ)ㄎㄨ／ㄍㄨ(Ｂ)ㄙㄥ／ㄗㄥ(Ｃ)ㄑㄧㄢˇ(Ｄ)ㄈㄨˇ／ㄨˇ。 

(Ｂ)4.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觀」照享樂／著名道「觀」 (Ｂ)屈指可「數」／如「數」家珍 (Ｃ)不見經「傳」／名不虛「傳」 (Ｄ)

殷切「期」盼／「期」年方過。解析：(Ａ)ㄍㄨㄢ／ㄍㄨㄢˋ(Ｂ)ㄕㄨˇ(Ｃ)ㄓㄨㄢˋ／ㄔㄨㄢˊ(Ｄ)ㄑㄧˊ／ㄐㄧ。 

(Ｄ)5.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默而「識」之／目不「識」丁 (Ｂ)漫「卷」詩書／國文試「卷」 (Ｃ)左右侍「從」／「從」容不迫 (Ｄ) 

謀臣「說」客／「說」大人則藐之。解析：(Ａ)ㄓˋ／ㄕˋ(Ｂ)ㄐㄩㄢˇ／ㄐㄩㄢˋ(Ｃ)ㄗㄨㄥˋ／ㄘㄨㄥ(Ｄ)ㄕㄨㄟˋ。 

(Ｂ)6.老師要芸芸找出下列「 」中字音相同、字形也相同的詞語，何組兩兩「相同」？ 

(Ａ)「ㄧㄡ」秀人才／歷史「ㄧㄡ」久 (Ｂ)「ㄓㄣˋ」戈待旦／「ㄓㄣˋ」流漱石 (Ｃ)圓「ㄌㄨˊ」方趾／ 

「ㄌㄨˊ」火純青 (Ｄ)不期而「ㄩˋ」／「ㄩˋ」教於樂。解析：(Ａ)優／悠(Ｂ)枕(Ｃ)顱／爐(Ｄ)遇／寓。 

(Ｃ)7.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自出機「ㄓㄨˋ」／陶「ㄓㄨˋ」人才 (Ｂ)「ㄧㄣ」容宛在／「ㄧㄣ」緣際會 (Ｃ)童「ㄙㄡˇ」無欺／煙波釣

「ㄙㄡˇ」 (Ｄ)全身「ㄊㄢ」瘓／分「ㄊㄢ」工作。解析：(Ａ)杼／鑄(Ｂ)音／因(Ｃ)叟(Ｄ)癱／攤。 

(Ｂ)8.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ㄒㄩㄢ」賓奪主／寒「ㄒㄩㄢ」問好 (Ｂ)珍饈美「ㄓㄨㄢˋ」／有酒食，先生「ㄓㄨㄢˋ」  

(Ｃ)「ㄒㄧˊ」以為常／勞師「ㄒㄧˊ」遠 (Ｄ)門「ㄍㄨㄟ」森嚴／「ㄍㄨㄟ」依佛門。解析：(Ａ)喧／暄(Ｂ)饌 

(Ｃ)習／襲(Ｄ)規／皈。 

(Ｄ)9.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迫不「ㄐㄧˊ」待／「ㄐㄧˊ」惡如仇 (Ｂ)「ㄉㄧㄠ」蟲小技／松柏後「ㄉㄧㄠ」 (Ｃ)先斬後「ㄗㄡˋ」／風

狂雨「ㄗㄡˋ」 (Ｄ)「ㄍㄥˇ」介不移／「ㄍㄥˇㄍㄥˇ」於懷。解析：(Ａ)及／嫉(Ｂ)雕／凋(Ｃ)奏／驟(Ｄ)耿。 

(Ｂ)10.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草「ㄐㄧㄢ」人命／三「ㄐㄧㄢ」其口 (Ｂ)自嘆「ㄈㄨˊ」如／無遠「ㄈㄨˊ」屆 (Ｃ)諷齊王納「ㄐㄧㄢˋ」

／時時而「ㄐㄧㄢˋ」進 (Ｄ)形貌「ㄧˋ」麗／「ㄧˋ」名古籍。解析：(Ａ)菅／緘(Ｂ)弗(Ｃ)諫／間(Ｄ)昳 

（逸）／佚（亡失）。 

(Ａ)11.(甲)金蘭之交(乙)生意成交(丙)莫逆之交(丁)風雨交加(戊)春夏之交(己)刎頸之交。以上「交」字的意思，「相同」

的有哪些？ 

(Ａ)甲丙己 (Ｂ)乙丙戊 (Ｃ)丙丁己 (Ｄ)乙丁戊。解析：(甲)(丙)(己)朋友(乙)買賣(丁)雜合(戊)相會的時候。 

(Ａ)12.下列選項中的「儼然」，何者與「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中的「儼然」一詞同樣是「彷彿、好像」的意

思？ 

(Ａ)表演藝術課，豪豪演起戲來「儼然」就是個奸臣樣 (Ｂ)老闆的新家裝潢豪奢，氣派「儼然」 (Ｃ)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 (Ｄ)老師神情「儼然」的坐在講堂上。解析：(Ｂ)(Ｄ)矜莊的樣子(Ｃ)整齊的樣子。 

(Ｂ)13.「皆以美於徐公」句中的「於」字，與下列何者同樣是「比」的意思？ 

(Ａ)謗議「於」市朝 (Ｂ)苛政猛「於」虎 (Ｃ)是法不信「於」民也 (Ｄ)舜發「於」畎畝之間。 

解析：題幹與(Ｂ)比(Ａ)在(Ｃ)被(Ｄ)從。 

(Ａ)14.(甲)便「下」襄陽向洛陽(乙)夕陽西「下」(丙)今既「下」廷尉(丁)從橋「下」走出(戊)煙花三月「下」揚州。以

上各選項中的「下」字，字義「相同」的有哪些？ 

(Ａ)甲戊 (Ｂ)乙丙 (Ｃ)丙戊 (Ｄ)乙丁。解析：(甲)(戊)順流而下(乙)降落(丙)交付(丁)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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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15.下列各選項「 」中的字，何組字義「相同」？ 

(Ａ)吾「孰」與徐公美／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Ｂ)「誠」能如此，則國家幸甚／臣「誠」知不如徐公美  

(Ｃ)坐北「朝」南／「朝」服衣冠 (Ｄ)不「蔽」風日／王之「蔽」甚矣。 

解析：(Ａ)誰(Ｂ)果真／實在(Ｃ)向、對／早晨(Ｄ)遮掩／受蒙蔽。 

(Ａ)16.下列「 」中的字，何組意思「不同」？ 

(Ａ)皆以「美」於徐公／妾之「美」我者 (Ｂ)自我反「省」／發人深「省」 (Ｃ)怒髮衝「冠」／朝服衣「冠」 

(Ｄ)宰予晝「寢」／「寢」而思之。解析：(Ａ)俊美／以我為美(Ｂ)檢討(Ｃ)帽子(Ｄ)睡。 

(Ｄ)17.下列「 」中的字，何組意思「相同」？ 

(Ａ)含辛「茹」苦／「茹」冰飲雪 (Ｂ)「拂」袖而去／法家「拂」士 (Ｃ)化「裝」舞會／整「裝」待發 (Ｄ)

「堅」若磐石／船「堅」炮利。解析：(Ａ)受、含／吃(Ｂ)甩動／輔佐(Ｃ)修飾、打扮／行李(Ｄ)結實、牢固。 

(Ａ)18.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意思「相同」？ 

(Ａ)「步步」為營／「步步」高升 (Ｂ)占人「便宜」／價錢「便宜」 (Ｃ)「黑白」人種／混淆「黑白」 (Ｄ)

崇拜「偶像」／祭拜「偶像」。解析：(Ａ)逐步(Ｂ)不應該得到或額外的利益／物價低廉(Ｃ)黑色和白色／是非、善

惡(Ｄ)比喻崇拜、傾慕的對象／以土木金屬或其他材料所製的神佛塑像。 

(Ｄ)19.下列何組為「近義詞」？ 

(Ａ)門可羅雀／高朋滿座 (Ｂ)膾炙人口／乏人問津 (Ｃ)黔驢之技／出神入化 (Ｄ)戶限為穿／門庭若市。 

(Ｂ)20.生活的藝術：「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中的「齋」字，由名詞轉為動詞用。下列何者也作「動詞」？ 

(Ａ)鄒忌「脩」八尺有餘 (Ｂ)願為「市」鞍馬 (Ｃ)皓為數學競試得優等獎後，心花「怒」放 (Ｄ)割雞焉用 

「牛」刀。解析：(Ｂ)動詞(Ａ)名詞(Ｃ)副詞(Ｄ)形容詞。 

(Ｃ)21.下列「 」中的字，何組詞性「相同」？ 

(Ａ)當「面」對質／「面」刺寡人 (Ｂ)變色而「作」／毋以小謀敗大「作」 (Ｃ)乃「下」令／令初「下」  

(Ｄ)芒「刺」在背／面「刺」寡人。解析：(Ａ)名詞／副詞(Ｂ)動詞／名詞（事業）(Ｃ)動詞(Ｄ)名詞／動詞。 

（芒刺在背：比喻因畏忌而極度不安。） 

(Ｄ)22.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詞性「相同」？ 

(Ａ)若有疑問，請向本單位「反應」／事情被揭穿後，世鴻的「反應」很激烈 (Ｂ)岳父的病情加重，需要更謹慎

地「觀察」／平哲在這幾日的「觀察」中，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Ｃ)受到颱風肆虐的「影響」，蔬菜產量銳減

／儒家思想深深「影響」著我們(Ｄ)伯峰「參與」了這次單車環島旅遊路線的設計／綠化環境需要你我共同「參與

」 。解析：(Ａ)(Ｂ)動詞／名詞(Ｃ)名詞／動詞(Ｄ)動詞。 

(Ｃ)23.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詞性「相同」？ 

(Ａ)這道數學題目很「簡單」／老師「簡單」說幾句話就離開了 (Ｂ)貪圖「舒服」的生活容易喪志／坤宏要利用

假日「舒服」地睡一覺 (Ｃ)芷妤屋內的擺設頗有「藝術」感／雅玄過的是「藝術」的生活 (Ｄ)丈夫瑞帆的劈腿

，對妻子安貞而言是莫大的「刺激」／你任意「刺激」傷口，只會使傷口更嚴重惡化。 

解析：(Ａ)(Ｂ)形容詞／副詞(Ｃ)形容詞(Ｄ)名詞／動詞。 

(Ｄ)24.「飲水思源」一詞的詞性結構和下列何者「相同」？ 

(Ａ)狂風暴雨 (Ｂ)膽破魂奪 (Ｃ)忠臣義士 (Ｄ)擎天撼地。 

解析：題幹與(Ｄ)動名動名(Ａ)(Ｃ)形名形名(Ｂ)名動名動。 

(Ｂ)25.老師請廷芳試著加以判斷：下列各項中，有哪幾組屬於「對偶」句？(甲)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乙)雖無刎頸交

，卻有忘機友(丙)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丁)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戊)白日依山盡，黃河

入海流(己)白髮三千丈，離愁似箇長(庚)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Ａ)甲乙丙庚 (Ｂ)乙丙戊庚 (Ｃ)丙丁戊己 (Ｄ)乙丁己庚。 

(Ｄ)26.「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裡」一句使用了「譬喻」修辭。下列詩句，何者也運用了「譬喻」

修辭？ 

(Ａ)老花鏡片剛一扶正／所有的鉛字竟都齊聲吼了起來 (Ｂ)即使最冷的朝代／你仍然筆直堅持／站在雨裡  

(Ｃ)葉子們彎下腰來挽留將暮的天色 (Ｄ)青春是手牽手坐上了永不回頭的火車。解析：(Ａ)(Ｂ)轉化(Ｃ)擬人。 

(Ｃ)27.「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一段使用了「排比」修辭，下列何者

也運用了「排比」修辭？ 

(Ａ)嘲笑的風高唱著離別，月光盡是從前蒼白了的想念 (Ｂ)媽媽看到浩凱的成績單，氣得七竅生煙 (Ｃ)關心石

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裡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 (Ｄ)我只好假裝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她在對街擁吻。 

解析：(Ａ)轉化(Ｂ)誇飾(Ｄ)頂真。 

(Ｃ)28.「孤村□日殘霞，輕煙老樹□鴉，一點飛鴻影下，青山綠水，白草□葉黃花。」（白樸浣溪沙）以上文句缺空處，宜

填入下列哪一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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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落、昏、綠 (Ｂ)旭、昏、紅 (Ｃ)落、寒、紅 (Ｄ)旭、寒、綠。 

(Ｂ)29.「一□墨衣／一□對聯／一□屏風／一□房子」，缺空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組「量詞」？ 

(Ａ)套／幅／面／床 (Ｂ)襲／副／架／幢 (Ｃ)襲／幅／架／棟 (Ｄ)套／副／面／床。 

(Ｂ)30.「臘梅映雪、遍插茱萸、芰荷飄香、桃紅柳綠」以上這些詞語中的植物所代表的「季節」依序為何？ 

(Ａ)春夏秋冬 (Ｂ)冬秋夏春 (Ｃ)夏春冬秋 (Ｄ)秋春夏冬。 

(Ｃ)31.下列各組詩句中所描寫的季節屬於「夏季」的有哪些選項？(甲)古道、西風、瘦馬(乙)倚東風，一笑嫣然，轉盼萬

花羞落(丙)坐對韋編燈動壁，高歌夜半雪壓廬(丁)水滿有時觀下鷺，草深無處不鳴蛙(戊)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

里芰荷香(己)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Ａ)甲乙 (Ｂ)丙己 (Ｃ)丁戊 (Ｄ)甲丁。解析：(丁)(戊)夏季(甲)秋季(乙)(己)春季(丙)冬季。 

(Ａ)32.下列各選項歌詠的對象，何者「不是」歲寒三友其中之一？ 

(Ａ)綠葉青蔥傍石栽，孤根不與眾花開 (Ｂ)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 (Ｃ)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Ｄ)夏去秋來長默然，狂風驚濤只等閑。霜摧雪壓渾無物，高格方知在歲寒。 

解析：歲寒三友為：松、竹、梅。(Ａ)蘭(Ｂ)竹(Ｃ)梅(Ｄ)松。 

(Ｄ)33.有關戰國策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內容反映各國的成敗興亡 (Ｂ)戰國策是史書，記載春秋以後至楚、漢間，共二百四十

五年間之史事 (Ｃ)是國別史，與史記的紀傳體不同 (Ｄ)戰國策多採司馬遷史記中的史事，長於敘事，描寫生動

。解析：(Ｄ)史記多採戰國策之說。 

(Ａ)34.有關「韻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韻密」是元曲的特色之一，押韻比詩、詞密 (Ｂ)唐代近體詩指律詩與絕句，句數不限，可以轉韻  

(Ｃ)古詩、樂府詩須押韻，講究平仄 (Ｄ)散曲是元代的新詩，不必押韻。 

解析：(Ｂ)有句數限制，不可轉韻(Ｃ)不講究平仄(Ｄ)必須押韻。 

(Ａ)35.有關元曲的說明，下列何者「不正確」？ 

(Ａ)曲牌除了標明曲子的音樂性，也和內容絕對有關 (Ｂ)曲與詩、詞最大的不同是曲可加襯字 (Ｃ)小令，是單

支的曲子，平仄通押 (Ｄ)可分為劇曲和散曲兩類。解析：(Ａ)曲牌和內容無關。 

(Ａ)36.有關元曲的常識，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Ａ)白樸字太白，號東籬，詞集東籬樂府，在元朝朝廷當官 (Ｂ)「散套」是用同宮調的若干小令組成，又稱「套

曲」 (Ｃ)元曲四大家是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鄭光祖 (Ｄ)馬致遠作品風格豪放，但也有閒逸恬靜、清麗細密

的篇章。解析：(Ａ)字仁甫，號蘭谷，詞集天籟集，入元後不願為官。 

(Ｂ)37.根據宇辰在國文課堂上所學到的元曲知識，請問哪一項敘述「正確」？ 

(Ａ)天淨沙和沉醉東風都是曲的題目 (Ｂ)雜劇是元代的歌劇，用在舞臺上的表演，須加上「科、白」 (Ｃ)馬致

遠是元代重要的雜劇作家，最有名的雜劇作品是竇娥冤 (Ｄ)曲的風格較莊重、瀟灑。 

解析：(Ａ)曲牌名(Ｃ)是漢宮秋（竇娥冤作者為關漢卿）(Ｄ)詩的風格較莊重，詞的風格較瀟灑，而曲的風格則較

為疏放。 

(Ｄ)38.欣彥試著將唐詩、宋詞、元曲做比較，請問哪一項敘述「不正確」？ 

(Ａ)宋詞又稱樂府、長短句，元曲又稱詞餘 (Ｂ)近體詩講究平仄、字數、押韻 (Ｃ)詞，有小令、中調、長調的

分別 (Ｄ)唐詩平仄有定格，元曲平仄並無定格。解析：(Ｄ)元曲平仄亦有定格。 

(Ｂ)39.采蓉試著將「新詩」與「近體詩」做比較，請問哪一項敘述「正確」？ 

(Ａ)兩者的字數、句數固定 (Ｂ)新詩又稱為現代詩、白話詩 (Ｃ)兩者均必須押韻、注意平仄 (Ｄ)兩者均有五

言、七言之分。 

解析：(Ａ)新詩的字數、句數不定(Ｃ)近體詩必須押韻，注意平仄；新詩則無(Ｄ)新詩無五言、七言之分。 

(Ｂ)40.關於馬致遠天淨沙秋思這首小令，下列何者敍述「錯誤」？ 

(Ａ)「枯藤老樹昏鴉」的情境，給人蕭瑟衰落的感受 (Ｂ)從時間推展到空間的鋪敘，層次分明 (Ｃ)各種不同的

景物緊密配合，互相烘托，表現一種淒涼之美 (Ｄ)由景入情，襯托出遊子漂泊異鄉的悲苦情懷。 

解析：(Ｂ)由空間推展到時間。 

(Ｄ)41.關於白樸沉醉東風漁父詞這首小令，下列何者敍述「正確」？ 

(Ａ)全首押「ㄚ」韻 (Ｂ)描寫春景 (Ｃ)內容反映作者妄自菲薄，無意與人爭奪富貴名利的生活態度 (Ｄ)全曲

寫景色彩鮮明，文字靈動自然。解析：(Ａ)押「ㄡ」韻(Ｂ)秋景(Ｃ)內容反映作者寄情山水，蔑視功名富貴的生活

態度。 

(Ａ)42.關於渡也竹一詩的說明，下列何者敍述「正確」？ 

(Ａ)本詩主旨是歌詠竹不畏風雨而挺拔不屈的精神 (Ｂ)以竹永遠硬著頭顱而不肯破裂象徵竹子墨守成規的性格 

(Ｃ)以偶爾喜歡化裝凸顯竹子重視外表的光鮮亮麗 (Ｄ)以竹子向天空步步高升的特質象徵竹追求飛黃騰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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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心。解析：(Ｂ)象徵竹子耿介不移的性格(Ｃ)凸顯忠臣義士偶爾也有文人風雅的一面(Ｄ)象徵竹追求向上進步

的志向、理想。 

(Ｃ)43.現代「詠物詩」判讀，請根據詩句內容，判讀所歌詠的對象何者為「非」？ 

(Ａ)是的，我們很彆扭／不敢迎向／任何一種撫觸／一聽到誰的聲響迫近／便緊緊摺起自己／以密密的、小小的刺／

衛護自己。（吳晟）---含羞草 (Ｂ)數百個空虛心靈／在這裡互相敲擊寂寞／把煩人的白天敲走／把寂靜的夜晚擊醒

／專心研究十個瓶子／遭受一連串打擊後／倒了再站起來的勇氣。（蘇文彥）---保齡球 (Ｃ)秋天／最容易受傷的記

憶／霜齒一咬／噢／那樣輕輕／就咬出一掌血來（余光中）---蚊子 (Ｄ)整個昨夜的思念都／任它一口吞噬／它一

直裝傻／胃口又很大／可是那張肚皮是否能／消化了我的思念／而後／隨風飄給／伊。（黃樹根）---郵筒。 

解析：(Ｃ)楓葉。 

(Ｃ)44.鄒忌身邊的人（妻、妾、客），各基於不同的動機恭維他，而鄒忌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Ａ)勃然大怒，加以斥責 (Ｂ)得意忘形，欣喜若狂 (Ｃ)理性客觀，並作比較 (Ｄ)渾然不知，不予理會。 

(Ｂ)45.「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這段話屬於「判斷句」，下列哪一選項與此相同？ 

(Ａ)富者面有難色 (Ｂ)泰山為五嶽之首 (Ｃ)雄兔腳撲朔 (Ｄ)宰相肚裡能撐船。 

解析：(Ａ)有無句(Ｃ)表態句(Ｄ)敘事句。 

(Ｂ)46.「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待我非常客氣呢！」這段話顯示出說話的人應是怎樣的性格？ 

(Ａ)心安理得 (Ｂ)無入而不自得 (Ｃ)漫不經心 (Ｄ)虛情假意。解析：(Ａ)行事合情合理，心中則坦然無憾 

(Ｂ)不論處於任何境地，皆能自適(Ｃ)隨便而不留意(Ｄ)虛偽做作，而無真實的情意。 

(Ｃ)47.下列何者最能說明「生活的藝術即是懂得觀照玩味生活」的道理？ 

(Ａ)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Ｃ)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

與人同 (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Ｂ)48.語文中有所謂「合音字」，如「需要」合音為「消」。下列選項何者「非」合音字？ 
(Ａ)所謂民主政治，就是各個候選人將政見公「諸」選民之前，讓選民自由選擇 (Ｂ)小心隔牆有「耳」 (Ｃ)黃

鼠狼給雞拜年，真是居心「叵」測啊！ (Ｄ)你別「醬」固執。解析：(Ａ)「之於」之合音(Ｂ)指「耳朵」之意 
(Ｃ)「不可」之合音(Ｄ)「這樣」之合音。 

(Ａ)49.清儒曾國藩云：「凡富貴功名，半由人事，半由天命；唯讀書做人，全憑自己作主。」由此可推知他的想法為何？ 

(Ａ)讀書做人，操之在己 (Ｂ)富貴功名，命中注定 (Ｃ)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Ｄ)發憤向學，功名可得。 

(Ｃ)50.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腦筋靈活者，輕蔑學問；腦筋單純者，崇拜學問。只有聰明人會使用學問，因為學

問不教人使用的方法，運用的智慧在於書本之外。」根據這段話，下列何者是對待學問最好的態度？ 

(Ａ)相信學問的偉大力量 (Ｂ)勇於推翻既定的學說 (Ｃ)學問必須與生活結合 (Ｄ)審慎探索學問的根源。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