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年___班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三年級國文科試題 
一、 注音國字：10% 
1.找「ㄔㄚˊ」         2.「癖」好           3.「ㄓㄨㄟˋㄓㄨㄟˋ」不安 
4.文過「ㄕˋ」非         5.止痛「ㄉㄧㄥˋ」       6.胼手「ㄓ」足 
7.慫「ㄩㄥˇ」         8.「一ㄢˋ」品         9.鄭「ㄒㄧㄝˋ」 
10.斗「ㄏㄨˊ」之祿  

二、解釋：20% 
1.守先待後                 2.小頭銳面 
3.抗懷千古                 4.束修自好 
5.如願以償                 6.社林 
7.坎坷                   8.傳奇小說 
9.登民衽席                 10.淪肌浹髓 

三、綜合測驗：60% 
(  )1.下列選項「」中的字義何者兩兩相同？  (A)生活好的東西往往「極」便宜／他的打擊技巧已達登

峰造「極」之境 (B)子女「伺」後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敵人已經窺「伺」在旁 (C)聽「取」蛙聲

一片／隔離呼「取」盡餘杯 (D)士「獨」於民大不便／我「獨」何人，貪得無厭。 
(  )2.下列選項何者讀音兩兩相同？  (A)「數」息而後一鋤／「數」見不鮮 (B)羽扇「綸」巾的周瑜才

華／經濟自期，經「綸」世務 (C)吞「沒」無助的鄉人／堪為農夫以「沒」世 (D)我們是「繫」在

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彼此間的聯「繫」是斬不斷的。 
(  )3.下列選項中的詞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鞭僻入裡 (B)醍醐貫頂 (C)心存魏闋 (D)精神矍鑠。 
(  )4.下列「 」中詞語的使用何者最正確？  (A)他的頭痛「隱隱待作」應該就醫檢查 (B)海闊天空聽任

「鳶飛魚躍」自得其樂 (C)為了維持公共秩序乘車買票應「守先待後」不可插隊 (D)美食當前若能

「淪肌浹髓」一番實在是人間一大樂事。 
(  )5.下列「」中的字何者去掉部首後讀音不變？  (A)「曮」黃的茶煙 (B)生活變成一場夢「魘」 (C)

舊時「茆」店社林邊 (D)「抗」懷千古者亦所多在多有。 
(  )6.「天下之樂孰大於是？」的「於」字與下列何者意思相同？  (A)天將降大任「於」是人也 (B)不

戚戚「於」貧賤 (C)又高「於」農夫一等 (D)得志，澤加「於」民。 
(  )7.下列選項中的「是」何者詞性是虛詞(介詞、連詞、助詞、歎詞)？  (A)天下之樂孰大於「是」 (B)

寸陰「是」競 (C)廷尉當「是」 (D)無「是」非到耳。 
(  )8.「點頭之交」之於「泛泛之交」猶如「杵臼之交」之於  (A)車笠之盟 (B)金蘭之交 (C)刎頸之交 (D)

竹馬之交。 
(  )9.下列各句的文字順序調整後，何者文意改變了？  (A)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禮→新招佃地人必

須以禮待之 (B)盤飧市遠無兼味→市遠盤飧無兼味 (C)舊時茆店社林邊，路轉溪橋忽見→路轉溪橋

忽見，舊時茆店社林邊 (D)寒流躲回北方，太陽重又升起→太陽重又升起，寒流躲回北方。 
(  )10.下列選項中「」中的字何者代換後意思改變？  (A)取「內」口中→吶 (B)「為」是其智弗若與→

謂 (C)漫「卷」詩書喜欲狂→捲 (D)入則孝出則「弟」→悌。 
(  )11.「假日午後，倘佯在書海中，有時走入地毯的那一端，與( )共品生活點滴；有時穿越時光隧道，

回到(  )筆下三零年代繁華又空虛的舊上海，展開那傾城之戀；或者跟著(  )痛快吃著碧沉西瓜，

作青少年的四個大夢！」以上(  )中依序應填入哪些作家？  (A)張曉風、周芬伶、吳淡如 (B)
陳幸蕙、張曼娟、廖玉蕙 (C)張曉風、張愛玲、陳幸蕙 (D)張曉風、琦君、陳幸蕙。 

(  )12.「沿途草花隨風綻放你的叮嚀」其句型與下列何句相同？  (A)我走過的路途坎坷破裂 (B)賈人搬

有運無 (C)人莫樂於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 (D)山石崩走如火。 
(  )13.「炎涼」一詞拆開後成「炎」「涼」二字，彼此意義相對，下列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與此不同？  

(A)報導小吃「鉅細」靡遺令人視野大開 (B)「良莠」不齊要謹慎交友 (C)「朝野」同心共同創全

民福祉 (D)生子不生男，「緩急」非所益。 
(  )14.「應是綠肥紅瘦」中的「綠」「紅」使用借代修辭，代替「葉」「花」，下列何者與此不同？ 

(A)畫閣朱樓盡相望，「紅」桃「綠」柳垂簷間 (B)「紅」情「綠」意之多少，盡入涇川萬樹花 (C)
枝間新「綠」一重重，小蕾深藏數點「紅」 (D)千里鶯啼「綠」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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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知否？知否？應是綠肥紅瘦。」是屬於自問自答的方式，下列哪一個選項也屬於這種方式？ 
(A)試問捲簾人，卻道海棠還依舊。 (B)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不得意，歸臥南山陲 (C)
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位鐵鉉 (D)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

深不知處。 
(  )16.下列詞句何者無法表達驚喜之感？  (A)歧王宅裡尋常見，崔九堂前幾度聞，正是江南好風景，落

花時節又逢君 (B)七八個星天外，兩三點雨山前，舊時茆店社林邊，路轉溪橋忽見 (C)山重水複

疑無路，柳暗花明又一村 (D)眾裡尋他千百度，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  )17.「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裡說豐年，聽取蛙聲一片」這段文字中藉「鵲噪」「蟬鳴」

「蛙聲」等聲響反襯出夜晚的寧靜。下列何者並未使用這種「以動顯境」的手法？ 
(A)空山不見人，但聞人語響 (B)只見赤日當空，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 (C)靜極了，這

朝來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車的鈴聲，點綴這周遭的沉寂 (D)在林間細聽雨聲，情致特別，

近處滴滴答答，遠處澌澌灑灑，更遠的四周迴響形成蟬鳴般的長嘶聲。 
(  )18.下列選項何者用字最為精簡？  (A)竹蓆恍惚猶然仍飽含著未褪盡的竹葉清香 (B)一領清簟竹蓆

可以把人沉澱下來，靜定下來 (C)小明連兩天都未交作業，難怪會被老師捱罵 (D)最好的事莫過

於把自己或別人放在蓆子上了。 
(  )19.「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麗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句中的「韻友」

與下列哪一種朋友相似？  (A)喜歡週末待在誠品看書一整天的朋友 (B)喜歡到處觀賞文藝表演

的朋友 (C)對於言行舉止十分謹慎的朋友 (D)幽默風趣樂觀開朗的朋友。 
(  )20.「止知其一，唯恐不止其一，復求知其二者。」這種求學態度最接近下列何項？  (A)好讀書，不

求甚解 (B)善於釋疑，無徵不信 (C)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D)虛懷若谷，汲汲求知。 
(  )21.下列詩句何者描述的季節與「九月中，每每在一場冷雨之後，半夜乍然驚醒，是被背上的沁涼叫

醒的─唉，這涼蓆明天該收了」相同？  (A)人間桂花落，夜靜春山空 (B)木落水盡千崖枯，迥

然吾亦見真吾 (C)不覺商意滿林薄，蕭然萬籟涵虛清 (D)鏡湖三百里，菡萏發荷花。 
(  )22.炎涼一文中「讓蓆子在該鋪開的時候鋪開，在該收捲的時候收捲」這段話展現了何種生活態度？

(A)順應自然，用坦蕩胸懷面對人事冷暖 (B)不屈不撓，用堅毅信心面對挫折考驗 (C)見風轉舵，

用樂觀積極面對生命橫逆 (D)超然物外，用隱居避世面對人生禍福。 
(  )23.幽夢影：「律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以上這句話涵義為何？  (A)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B)

嚴以律己，寬以待人 (C)不怕人不敬己，就怕己身不正 (D)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  )24.春回鳳凰山，在於詩人不自陷情緒泥沼中而展現了生命的昂揚與自信  (A)依依難捨飄灑而下的竹

葉在林間含淚送我離鄉 (B)沿途草花凋萎鳥鳴失蹤我走過的路途坎坷破裂 (C)我心中惦念長青鳳

凰山在朝陽照射下如此灰黯 (D)寒流躲回北方，太陽重又升起，我看到新綠，迸跳於回鄉的路上。 
(  )25.辛棄疾的詞風以雄放豪邁見長，與蘇軾並稱「蘇辛」。試依以上敘述判斷下列哪一項是他的詞作？ 

(A)花自飄零水自流，一種相思，兩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B)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留春住，淚眼問花花不語，亂紅飛過鞦韆去  
(C)金陵城上西樓，倚清秋。萬里夕陽垂地，大江流  
(D)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北固樓。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不盡長江滾滾來。 

(  )26.下列何者並非對仗修辭？  (A)一盞寒泉薦秋菊，三更畫舫穿藕花 (B)七八個星天外，兩三點雨山

前 (C)工人制器利用，賈人搬有運無 (D)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 
(  )27.「我們在這世界上，每個人都是短暫的過客。」下列哪一句所運用的修辭與之相同？ 

(A)一旦把冰抽離，相信每個人的童年都會黯然失色 (B)最冷的冬天，凍得彷彿聽見冰裂的聲音  
(C)電視上的美女不化妝，就像乾燥的玫瑰         (D)世界上的生物沒有比鳥更俊俏的。 

(  )28.下列「 」中的詞語，哪個不是該句的主詞？  (A)「每個人」都是短暫的過客 (B)「我」微弱的

力量，曾改進了幾許觀念 (C)「人」是為其他的人活著 (D)「我」從來未把舒適作為標的。 
(  )29.「人是為其他的人活著─主要是為了我們所關心的人笑靨和生活，此外也為一些並不相識的靈魂。」

下列各選項中的行為，何者與這句話無關？  (A)雖然我不認識妳，但是我謝謝妳 (B)順手捐發

票，救救植物人 (C)現金卡，幫你圓一個夢 (D)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  )30.寄弟墨書一文中，哪一句話最能看出作者悲天憫人宅心仁厚的胸懷？  (A)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

只有農夫。 (B)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禮。 (C)夫束修自好者，豈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

古者，亦所在多有。 (D)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得無饜，窮民將何所措手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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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讀題組：10% 
 (一)當海洋瘦成河流 
    而站在日漸近密的風波中 
    當我們的船只能彼此相覷 
    而望不見天的遼闊時 
    這河也無異於一口憂深的井了        (許常德--公寓) 
(  )31.詩以「船」的「彼此相覷」來比喻公寓：  (A)外觀千篇一律 (B)房舍擁擠貼近 (C)住戶間守望相

助 (D)鄰居相見不相識。 
(  )32.詩以「海」→「河」→「井」層遞的方式為喻，頗富深意，下列的理解，何者不正確？ 

(A)「海洋瘦成河」比喻人們的活動空間因為公寓林立而變的狹窄 (B)「河無異於井」比喻居住空

間的壓縮，對人們的胸懷視野造成負面影響 (C)詩人認為人們原本應該「海闊天空」，可惜公寓建

築使人們「坐井觀天」 (D)公寓「河海不擇細流」的特性，使「離鄉背井」的外地人得以在都市棲

身。 
 (二)瀰漫人間 
    黑幕重重的符號 
    太陽 
    總跟在後面 
    用陽光的血滴 
    一一破解             (李魁賢--晨曦) 

(  )33.「晨曦」一詩的「黑幕重重的符咒」象徵什麼？下列何者欠當： (A)黑夜 (B)邪惡 (C)黑暗 (D)
墮落。 

(  )34.「晨曦」一詩的「太陽，陽光」象徵什麼？下列何者欠當：(A)光明 (B)曠達 (C)公理 (D)正義。 
 (三)聲聲慢    李清照 
    尋尋覓覓，冷冷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兩盞淡酒，怎敵他、晚來風急！

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識。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更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了得！ 
(  )35.「最難將息」的意思為何？  (A)很難有休息的機會 (B)很難靜心休養 (C)不易侍後 (D)很難有生

息的可能。 
(  )36.「怎一個愁字了得」的意思為何？  (A)怎能用一個愁字說盡呢 (B)這個愁字如何驅除掉 (C)這個

愁字真是神通廣大 (D)這個愁字怎麼這般厲害。 
(  )37.這闋詞從頭到尾給人何種感受？  (A)殘酷不忍的景象 (B)寂寞單調的氣氛 (C)悲天憫人的情懷 

(D)貧困無依的淒楚。 
 (四)蘇幕遮    范仲淹 
    碧雲天，黃葉地。秋色連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更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旅思，夜夜除非，好夢留人睡。明月樓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淚。 
(  )38.此闋詞表達何種情感？  (A)家國之痛 (B)兒女情長 (C)思鄉愁緒 (D)感嘆時光易逝。 
(  )39.就詞中所寫的景色，可知這闋詞所描述的季節與下列哪一項相同？   

(A)瑤琴一曲來薰風 (B)籬豆花開蟋蟀鳴 (C)吹面不寒楊柳風 (D)數點梅花天地心。 
(  )40.下列有關這闋詞的描述，哪一項是錯誤的？   

(A)分為上、下兩片 (B)描寫的景色壯麗 (C)情感寫的悽婉 (D)上段寫情，下段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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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年___班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９９學年度第一學期 第一次段考三年級國文科答案卷 
※非選擇題答案卷 

一、注音國字：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解釋：2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三年級國文科解答單 

 

一、 注音國字：10% 

1. 碴  2. ㄆ一ˇ  3. 惴  4. 飾  5. 錠 

6. 胝  7. 恿   8. 贗  9. 燮  10.斛 

二、 解釋：20%  (略) 

三、 綜合測驗：60% 

CCDBD    CBADA    CBDAC    ADDBD 

CABDD    CCBCD 

四、 閱讀題組：10% 

BDDBB    ABC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