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林高中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中三國文科試題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P.1 
命題範圍:翰林版第六冊 5-8 課、語文常識(二) 
 
一、單一選擇題(共 75 分/每題 2.5 分) 
(   ) 1. 下列皆是出自馬致遠天淨沙的句子，何者點出時間？ 

(Ａ)古道、西風、瘦馬 (Ｂ)夕陽西下 (Ｃ)小橋、流水、人家 (Ｄ)斷腸人在天涯。 
(   ) 2. 「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置力焉。」此語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志高品高，志下品下 (Ｂ)上者作惡，下民遭殃 (Ｃ)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 (Ｄ)君好則臣為，上行則
下效。［97.第二次基測］ 

(   ) 3. 下列「  」中的國字寫成注音後，那一組字音兩兩相同？ 
(Ａ)「鋪」蓋／店「鋪」 (Ｂ)「輟」學／「綴」飾 (Ｃ)「僧」侶／味「噌」湯 (Ｄ)「雋」永／「眷」屬。 

(   ) 4. 下列各選項「 」中的詞語，何組詞性兩兩相同？ 
(Ａ)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他的病情加重，需要更謹慎地「觀察」 (Ｂ)事情
被揭穿後，他的「反應」很激烈／若有疑問，請向本單位「反應」 (Ｃ)綠化環境需要你我共同「參與」／阿健
「參與」了這次旅遊路線的設計 (Ｄ)孔 孟思想深深「影響」著我們／受到颱風肆虐的「影響」，蔬菜產量銳減。 

(   ) 5. 下列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肝腸寸段 (Ｂ)夕揚西下 (Ｃ)紅蓼攤頭 (Ｄ)流水人家。 

(   ) 6. 關漢卿 四塊玉閒適曲中「共山僧野叟閒吟和，他出一對雞，我出一個鵝」一段所表達的是何者？ 
(Ａ)與眾樂樂 (Ｂ)醉翁之意不在酒 (Ｃ)慷慨激昂 (Ｄ)發牢騷。 

(   ) 7. 語文中將兩個字的聲音拼合在一起，只念一個聲音，寫成一個字，而表達同樣意思的現象稱為「合音字」。下列關
於合音字的說明，何者有誤？ 
(Ａ)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而已 (Ｂ)放「諸」四海皆準─言者 (Ｃ)你「甭」再責備他了─不用 (Ｄ)對
手真是居心「叵」測啊─不可。 

(   ) 8.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一段使用「排比」修辭，下列
何者亦同此修辭？ 
(Ａ)我只好假裝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她在對街擁抱 (Ｂ)你是一滴滴隱形的眼淚，風一吹就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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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的風高唱著離別，月光盡是從前蒼白了的想念。 

(   ) 9. 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不同」？ 
(Ａ)時時而「間」進／「間」不容髮 (Ｂ)「朝」服衣冠／「朝」氣蓬勃 (Ｃ)「期」年／日「期」 (Ｄ)袖手
旁「觀」／由此可「觀」。 

(   )10. 下列有關韻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北朝民歌大多風格質樸，活潑有致 (Ｂ)唐代近體詩即指律詩，句數不限 (Ｃ)宋詞由於句子長短不一，所
以也叫「短長書」 (Ｄ)元代散曲的「曲牌」，標明了曲子的內容。 

(   )11. 有關沉醉東風漁父詞這首曲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Ａ)漁父詞是題目 (Ｂ)全首只有一組對仗 (Ｃ)作者為白樸 (Ｄ)就曲的分類來說，本曲屬於小令。 

(   )12. 有關「文章摘要」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Ａ)易在短時間內掌握文章的意涵 (Ｂ)係針對文章內容歸納大意 (Ｃ)最好能聯繫生活的經驗，寫出獨特的感
受 (Ｄ)須力求結構完整，用語確切。 

(   )13. 下列皆是出自馬致遠天淨沙的句子，何者營造出溫馨寧靜之感，對照遊子的孤寂？ 
(Ａ)枯藤、老樹、昏鴉 (Ｂ)古道、西風、瘦馬 (Ｃ)小橋、流水、人家 (Ｄ)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   )14. 下列各倒裝句，何者還原後正確？ 
(Ａ)點秋江白鷺沙鷗 沙鷗點秋江白鷺 (Ｂ)黃河入海流 黃河流入海 (Ｃ)綠滿窗前草不除 草綠滿窗前
不除 (Ｄ)江楓漁火對愁眠 愁眠江楓漁火對。 

(   )15. 下列「 」中詞語代換後，何者意思「改變」了？ 
(Ａ)時時而「間進」 漸進 (Ｂ)「旦日」，客從外來 明日 (Ｃ)「熟視」之，自以為不如 詳看 (Ｄ)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不如。 

(   )16. 「每扇門對我關著，當夜晚來時／人們開始偏愛他們自己修築的籬笆／只有月光，月光沒有籬笆／且注滿施捨的
牛奶於我破舊的瓦缽，當夜晚／夜晚來時」（ 弦 夜晚來臨時）這首詩所描述的對象應為下列何者？ 
(Ａ)郵差 (Ｂ)小嬰兒 (Ｃ)推銷員 (Ｄ)乞丐。 

(   )17.「枯坐成一棵／室內裝潢的老松」，這詩句隱含著什麼樣的深意？ 
(Ａ)啟示飲水思源的感恩念頭 (Ｂ)老年人久坐不走，別人也無視於他的存在 (Ｃ)老人像松柏長青，永不凋落 
(Ｄ)每個人應自愛自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18. 有關麥當勞午餐時間一詩之重點，下列何者有誤？ 
(Ａ)「整張桌面忽然暗成／一幅記憶」呈現年輕人回想起舊日的時光 (Ｂ)「一群年輕人」、「三兩個中年人」和
「一個老年人」在數量上表示老年人為弱勢族群 (Ｃ)「窗內一盤餐飲／窗外一盤街景」指現代化的街景，像西
式速食餐飲一般標準化、單調化 (Ｄ)「慢慢張開成筷子的雙腳」表示不習慣刀叉，也代表對舊有文物及生活方
式的懷念。 

(   )19. 有關「當一陣陣年輕人／來去的強風／從自動門裡／吹進吹出／你可聽見寒林裡／飄零的葉音」一段的賞析，請
問下列何者正確？       

【翻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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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從自動門裡」代表時代、科技的進步，是現代社會表徵 (Ｂ)「當一陣陣年輕人／來去的強風」說明年輕
人口眾多，無法嚴管 (Ｃ)「飄零的葉音」以落葉為喻，比喻年輕人的忘恩負義 (Ｄ)由「當一陣陣年輕人」可
知此段詩句主要是在寫年輕人的帥勁。 

(   )20.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好文章結構須嚴僅 (Ｂ)我們容易受好奇心的趨使 (Ｃ)姑且做一次是不好的念頭 (Ｄ)說話要簡明鄂要。 

(   )21. 白樸的沉醉東風中，何句最能顯現動態感？ 
(Ａ)黃蘆岸白蘋渡口 (Ｂ)點秋江白鷺沙鷗 (Ｃ)綠楊堤紅蓼灘頭 (Ｄ)傲殺人間萬戶侯。 

(   )22. 下列「 」中的字，何組字義相同？ 
(Ａ)盛「饌」佳餚／有酒食，先生「饌」 (Ｂ)法家「拂」士／「拂」袖而去 (Ｃ)「寢」而思之／宰予晝「寢」 
(Ｄ)吾與徐公「孰」美／是可忍，「孰」不可忍。 

(   )23. 「手裡的刀叉／較來往的車／還快速地穿過／迷你而帥勁的／中午」從上述這段詩可以研判年輕人對西方文明的
態度是如何？ 
(Ａ)抗拒排斥 (Ｂ)戰戰兢兢 (Ｃ)欲拒還迎 (Ｄ)欣然接受。 

(   )24. 「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一句，所指為何？ 
(Ａ)藝術的生活便是世俗物質化的生活 (Ｂ)宗教的生活令人有拘束嚴謹的藝術色彩 (Ｃ)藝術的生活，原是觀
照享樂的生活 (Ｄ)藝術與宗教生活是人生必備的生活方式。 

(   )25. 生活的藝術：「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中的「齋」字本為名詞，在此轉為動詞使用。請問下列「 」中
的字，何者亦為動詞？ 
(Ａ)那少女「鐵」著一張臉 (Ｂ)他「目」送她遠去 (Ｃ)她得獎後，心花「怒」放 (Ｄ)我不是「歸」人，而
是個過客。 

(   )26. 「我立在池岸／望那一朵好花／亭亭玉立／出水妙善——／『我將永不愛海了。』／荷花微笑道：／『善男子，
花將長在你的海裡』。」（廢名 海）詩中荷花是喻觀音大士，試分析此詩的涵義，何項敘述「錯誤」？ 
(Ａ)此詩筆法頗有禪宗偈語的味道 (Ｂ)「亭亭玉立」是用擬人法的修辭 (Ｃ)詩人的「海」象徵極樂的世界 (Ｄ)
「花將長在你的海裡」意謂人須從苦難中超脫。 

(   )27. 下列選項中的通同字，哪一組替換錯誤？ 
(Ａ)身材「脩」長 修 (Ｂ)王之「蔽」甚矣 弊 (Ｃ)朝服衣「冠」 帽 (Ｄ)「弗」如遠甚 不。 

(   )28. 下列「殺」字的詞性，何者與「傲殺人間萬戶侯」中的「殺」字相同？ 
(Ａ)「殺」雞宰羊 (Ｂ)「殺」出重圍 (Ｃ)「殺」風景 (Ｄ)愛「殺」江南。 

(   )29. 下列選項中的句子，何者「並非」重視納諫？ 
(Ａ)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Ｂ)貴莫貴於求過，病莫病於愎諫 (Ｃ)人有諷諭我者，必其愛我
之甚，不置我于度外者也；當知顏以受之 (Ｄ)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   )30. 下列各選項「 」中的詞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改變了？ 
(Ａ)言之「憮然」─悵然 (Ｂ)我「惘然」了─黯然 (Ｃ)「忻然」答應─怡然 (Ｄ)望之「儼然」─肅然。 

 
二、閱讀測驗(共 25 分/每格 2.5 分) 
 (甲).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游於後園，露沾其衣，
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
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選自劉向 說苑 正諫 螳螂捕蟬） 
註：○１荊：楚國。 
  ○２舍人：官名。 
  ○３懷丸操彈：帶著彈子，拿著彈弓。 
  ○４三旦：三個早晨。 
  ○５委身曲附：彎曲著身體，攀附在樹幹上。 
  ○６延頸：伸長脖子，表示深切盼望。 

 
（ ）31.  為什麼少孺子要懷丸操彈，游於後園？ (Ａ)引起吳王的注意 (Ｂ)伺機捕蟬 (Ｃ)藉吳王左右，獻治國良

策 (Ｄ)面見楚王，請求罷兵。 
（ ）32. 「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文中「三者」指的是下列何者？ (Ａ)吳王、少孺子

、楚王 (Ｂ)蟬、螳螂、黃雀 (Ｃ)螳螂、黃雀、操彈之人 (Ｄ)吳王、王之左右、少孺子。 
（ ）33.  本則故事強調重點為何？ (Ａ)凡事瞻前顧後，才能減少損失 (Ｂ)兩害相權取其輕 (Ｃ)未雨綢繆才能旗

開得勝 (Ｄ)只見眼前之利，必有身後之害。 
 (乙).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
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世說新語 巧藝篇） 
【翻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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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陵雲臺的結構可以說如何？ 

(Ａ)搖搖欲墜 (Ｂ)恰到好處 (Ｃ)斷枝殘幹 (Ｄ)偷工減料。 
（ ）35.  魏明帝的動作可以說如何？ 

(Ａ)無心之過 (Ｂ)明知故犯 (Ｃ)獨具慧眼 (Ｄ)興風作浪天憫人。 
 (丙). 
  讀書很重要，卻不是人人都愛讀書。 
  有的人天天叫嚷著「忙」，故而無暇讀書，說來彷彿振振有詞；然而，真正肯讀書的人即使工作再忙，也總能抽
得出空閒來。所以，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琹涵 讀書） 
（ ）36.  本文文意與下列何者相近？ 

(Ａ)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Ｂ)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Ｃ)謂學不暇給者，雖暇
亦不能學 (Ｄ)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 

 (丁). 
  夢那麼短 
  夜那麼長 
  我擁抱自己 
  練習親熱 
  好為漫漫長夜培養足夠的勇氣 
  睡這張雙人床 
  總覺得好擠 
  寂寞占用了太大的面積。 

（焦桐 雙人床） 
（ ）37. 「睡這張雙人床／總覺得好擠」的原因為何？ 

(Ａ)雙人床太小 (Ｂ)作者太胖 (Ｃ)作者有幻想症 (Ｄ)內心充滿孤寂。 
（ ）38.  下列哪一個選項敘述「不正確」？ 

(Ａ)夢代表甜蜜的期待 (Ｂ)夜代表冷酷的現實 (Ｃ)「我擁抱自己／練習親熱」是因為作者要練習演技 
(Ｄ)「寂寞占用了太大的面積」襯托作者內心自我的渺小。 

 (戊). 
  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裴
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
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馬致遠 離亭宴煞秋思） 
（ ）39.  這一首元曲的題旨在哪一句？ 

(Ａ)東籬醉了 (Ｂ)人生有限杯 (Ｃ)何年是徹 (Ｄ)愛秋來時。 
（ ）40.  從「蟻排兵，蜂釀蜜，蠅爭血」與「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兩句，可以看出彼此之間有何種修辭作用？ 

(Ａ)誇飾 (Ｂ)層遞 (Ｃ)譬喻 (Ｄ)映襯。 
 

【試題結束】 



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中三國文科試題解答 
 
一、單一選擇題(共 75 分/每題 2.5 分) 
1. (Ｂ)           11. (Ｂ)           21. (Ｂ) 
 
2. (Ｄ)           12. (Ｃ)           22. (Ｃ) 
 
3. (Ｄ)           13. (Ｃ)           23. (Ｄ) 
 
4. (Ｃ)           14. (Ｂ)           24. (Ｃ) 
 
5. (Ｄ)           15. (Ａ)           25. (Ａ) 
                                               
 
6. (Ａ)           16. (Ｄ)           26. (Ｃ) 

 
7. (Ｂ)           17. (Ｂ)           27. (Ｂ) 
 
8. (Ｃ)           18. (Ａ)           28. (Ｄ) 
 
9. (Ｃ)           19. (Ａ)           29. (Ａ) 
 
10. (Ａ)           20. (Ｃ)           30. (Ｂ) 
 
 
二、閱讀測驗(共 25 分/每格 2.5 分) 
31. (Ａ) 
32. (Ｂ) 
33. (Ｄ) 
34. (Ｂ) 
35. (Ａ) 
 
36. (Ｃ) 
37. (Ｄ) 
38. (Ｃ) 
39. (Ｃ) 
40. (Ｄ) 
 
(戊) 語譯：深夜蟋蟀不叫了，才安靜熨貼地睡下，雞一鳴，各種事又忙起來，哪一年才能看得透
呢？看螞蟻密層層地排隊打仗，蜜蜂亂紛紛地忙著採蜜，蒼蠅急忙忙地爭著吸血。想起裴晉公在綠
野堂的逍遙自在，想起陶淵明在白蓮社的修身養性。秋天有哪些事是最可愛的呢？採帶著露水的菊
花，吃霜降後的紫螃蟹，煮酒燒著紅葉。想人一輩子喝不了幾杯酒，總共過幾個重陽節呢？如有人
問我，頑皮的童子記著：就是北海那樣的客人來，也回說東籬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