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縣立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中三國文科試題 

  命題範圍：翰林版第六冊 1—4課及語文常識（一）      

一、綜合測驗(每題 2分，共 40 分) 

1.（ ）以下各句皆出自吳均的〈與宋元思書〉，

其中所運用到的感官描寫，何者敘述「錯

誤」？ 

(Ａ)泉水激石，泠泠作響聽覺 

(Ｂ)急湍甚箭，猛浪若奔觸覺 

(Ｃ)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聽覺 

(Ｄ)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聽

覺。 

2.（ ）(甲)經綸世務(乙)經世濟民(丙)身經百戰

(丁)閱金經。以上四句中「經」字的意義

相同的是  

(Ａ)(甲)(乙)(Ｂ)(丙)(丁) 

(Ｃ)(甲)(乙)(丙)(Ｄ)皆異。 

3.（ ）(甲)望峰息心(乙)搖頭嘆息(丙)自強不息

(丁)息息相關。以上四句中「息」字的意

義相同的是 

(Ａ)(甲)(乙)(Ｂ)(乙)(丙) 

(Ｃ)(甲)(丁)(Ｄ)(甲)(丙)。 

4.（ ）「去年走過陽明山步道，那兒的美景，至

今回想起來，猶然歷歷在目。□□的水

聲，□□的鳥鳴，□□的草木，啊！我真

的愛上了那塊世外桃源！」以上空格內，

依序應填入  
(Ａ)喃喃、啞啞、亭亭 
(Ｂ)淙淙、啾啾、田田 
(Ｃ)濺濺、嚶嚶、鬱鬱 
(Ｄ)漉漉、泠泠、芊芊。 

5.（ ）吳均寫信給宋元思，提稱語要用  
(Ａ)知之(Ｂ)惠鑒(Ｃ)尊鑒(Ｄ)膝下。 

6.（ ）「整個夏天／你的鼓噪／很像我家悍婦／

那種重複調子／令人思慮的／不知道誰

抄襲誰的語言」在這首現代詩中所描述的

動物，會出現在下列哪一則成語中？ 

(Ａ)噤若寒蟬(Ｂ)蠶食鯨吞 
(Ｃ)蛛絲馬跡(Ｄ)蜂擁而至。 

7.（ ）下列各「 」內成語的運用，何者適當？ 

(Ａ)受金融風暴的影響，「自立自強」的                        

情況日趨嚴重 

(Ｂ)懂得觀風望色之人，可謂「枕流漱石」

的高士 

(Ｃ)家鄉的風土人情，總叫我「魂牽夢

縈」 

(Ｄ)他一心隱逸，嚮往「經綸世務」的

生活。 

8.（ ）梁實秋先生評論徐志摩的散文，認為他無

論寫什麼題目，永遠保持一個親熱的態

度。由此看來，下列關於徐志摩散文的敘

述何者是「不正確」的？  
(Ａ)懷抱熱情、真誠的態度 
(Ｂ)充滿同情心和幽默感 
(Ｃ)喜歡以故事來教訓、說理 
(Ｄ)語氣生動活潑，具有親切感。 

9.（ ）以下是歇後語的配對組合，何者的意思是

「不相近」的？  
(Ａ)「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Ｂ)「大隻雞慢啼。」—大器晚成 
(Ｃ)「猴子爬竹竿。」—進退兩難 
(Ｄ)「乞丐趕廟公。」—喧賓奪主。 

10.（ ）「無法駕馭小牛，卻一心想牽公牛。」這

句話的意思和下列哪句成語的意思是相

近的？  
(Ａ)牛刀小試(Ｂ)窮寇莫追  
(Ｃ)泥牛入海(Ｄ)夸父追日。 

11.（ ）下列「 」中的字，何者去掉部首後，

其讀音與原字相同？  
(Ａ)「嫵」媚  (Ｂ)「糝」上 
(Ｃ)怯「怜」怜(Ｄ)採「擷」。 

12.（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是「反義詞」？ 
(Ａ)「勝敗」乃兵家常事 

(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Ｃ)一笑泯「恩仇」  

(Ｄ)「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13.（ ）下列「」中的字，何者「不是」動詞？  

(Ａ)貓即疾「下」 
(Ｂ)眾「咸」謂貓怯 
(Ｃ)口「齕」首領  
(Ｄ)輾轉「爭」持間。 

 
【背面尚有試題】 

 
 



14.（ ）「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

們也是不信的！」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

受？  
(Ａ)懸疑性(Ｂ)必然性 
(Ｃ)神異性(Ｄ)炫耀性。 

15.（ ）下列「」中的字，何組意思相同？ 
(Ａ)「扁」舟/「扁」平 
(Ｂ)「徒」步/「徒」具虛名 
(Ｃ)「屏」障/「屏」除 
(Ｄ)斷「絕」往來/猿則百叫無「絕」。 

16.（ ）「行行鄙夫志」句中的「鄙夫」，是指有

哪一種缺點的人？ 
(Ａ)井蛙之見(Ｂ)虎頭蛇尾 
(Ｃ)一毛不拔(Ｄ)膽小如鼠。 

17.（ ）下列哪句「不是」〈座右銘〉文中的意思？ 

(Ａ)聰明不要外露 

(Ｂ)不要暴飲暴食 

(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Ｄ)人最可貴的是不處在汙濁的環境中。 

18.（ ）好文章常運用一、二個關鍵字眼來凸顯

主旨，下列哪一項「不正確」？ 

(Ａ)崔瑗〈座右銘〉—仁 

(Ｂ)胡適〈母親的教誨〉—嚴 

(Ｃ)劉蓉〈習慣說〉—慎始 

(Ｄ)蘇軾〈記承天夜遊〉—閑。 

19.（ ）形容句子或文章中遣詞用字非常優美的

成語為下列何者？  

(Ａ)舌粲蓮花(Ｂ)鐵畫銀鉤 

(Ｃ)字字珠璣(Ｄ)言重九鼎。 

20.（ ）下列各選項，何者前後兩句文意相同？ 

(Ａ)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Ｂ)美玉出藍田／藍田出美玉 

(Ｃ)你是我的最愛／你最愛的是我 

(Ｄ)張將軍屢戰屢敗／張將軍屢敗屢戰。 

 

二、題組（每題 2分，共 10 分） 
（一）「   鄉人某者，偶坐樹下，捫得一虱，片紙

裹之，塞樹孔中而去。後二、三年，復經

其處，忽憶之，視孔中紙裹宛然。發而驗

之，虱薄如麩，置掌中審顧之。少頃，掌

中奇癢，而虱腹漸盈矣。置之而歸。癢處

核起，腫數日，死焉。（聊齋誌異）」 
承上文，回答以下三題 

 

21（ ）「置掌中審顧之」的「審顧」，宜解釋為： 

(Ａ)左顧右盼 

(Ｂ)仔細地看 

 (Ｃ)偷偷地看 

(Ｄ)隨便看看。 

22（ ）下列「」的注音，何者「正確」？ 

(Ａ)「捫」得一虱：「ㄇ
ㄛ」 

(Ｂ)「虱」腹漸盈：「ㄙ」 

(Ｃ)虱薄如「麩」：「ㄈ
ㄨ」 

(Ｄ)「宛」然：「ㄩ
ㄢ」。 

23（ ）這個故事可以用下列那句話來形容？  

(Ａ)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Ｄ)姑息養奸，導致禍患。 

 

 （二）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

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

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

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節選自劉向說苑） 

 

 

24（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意思為何？  

(Ａ)生死貧富瞬息萬變，難以掌握 

(Ｂ)生者無須顧忌死者的看法，貧者不應

巴結富人 

(Ｃ)做人應廣結善緣，結交各類型的朋友 

(Ｄ)交情須經過考驗，才知道真假。 

 

25. （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

可言智。」實在因為他們 

 (Ａ)喪失了原有的勇與智 

(Ｂ)缺乏可以誇耀的事蹟 

(Ｃ)一向不喜歡誇耀  

(Ｄ)被敵人的威嚇所懾服了。 

 

 

 



臺北縣立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
段考中三國文科試題 
 【※】非選擇題       

三、寫出國字、注音 (每字 1分，共 10 分) 

 １.「逡」巡：         ６.沃「ㄩˊ」： 

 ２.「輿」論：         ７.「ㄓ
ㄣ」言： 

 ３.「娉」婷：         ８.「ㄕ
ㄨˋ」光： 

 ４.口「齕」：          ９.「一
ㄥ」粟： 

 ５.「參」差：         １０.「ㄗ
ㄤ」否人物： 

 
四、注釋 (每題 2分，共 20 分) 

 １.「軒」邈：  

 ２.爪「掬」頂毛： 
 ３.之子于「歸」： 
 ４.「隱」心而後動： 

 ５.「曖曖」內含光： 

 ６.伺候： 

 ７.匹夫： 

 ８.窈窕： 

 ９.紀綱： 

 １０.鳶飛戾天： 

 

 

五、填充(每格 1分，共 14 分) 

 １.駢文的主要特點是句式（ ○1  ）整齊，聲韻和諧，

詞藻華麗，多用（ ○2  ）。這種文體一般以四字

句和六字句為主，所以又稱（ ○3  ） 

 ２.「水皆縹碧，（ ○4  ），（ ○5  ），直視無礙。

夾岸高山，（ ○6   ），（  ○7  ），互相軒邈，

（ ○8  ），千百成峰。 

 ３.（座右銘〉一文選自（ ○9  ），是一篇應用文。

〈大鼠〉一文選自《聊齋志異》，作者（ ○10   ），

字留仙，自號（  ○11  ）是一篇（ ○12  ）小說。 

 ４.題辭的分類，依據內容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三大

類：慶賀類題辭、（ ○13    ）類題辭、

（  ○14   ）類題辭。 

 

六、默寫(共 6分，每錯、漏字扣 1分，扣完為止) 

「無使名過實，……悠悠故難量。」 

 

 

※ 此張試卷請隨答案卡交回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分欄 

三、國字、注音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四、注釋 2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填充 1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六、默寫 6％ 

 
 

 



臺北縣立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

段考中三國文科試題解答 

一、綜合測驗 

1 B 2 A 3 D 4 C 5 B 

6 A 7 C 8 C 9 C 10 D 

11 D 12 A 13 B 14 C 15 D 

16 A 17 D 18 A 19 C 20 B 

二、題組 

21 B 22 C 23 D 24 D 25 B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分欄 

三、國字、注音 10％ 

1 ㄑㄩㄣ 2 ㄩˊ 3 ㄆ一ㄥ 4 ㄏ
ㄜˊ 5 ㄘ

ㄣ 

6 腴 7 箴 8 曙 9 罌 10 臧 

 

四、注釋 20％ 

1 高 2 雙手捧取，或揪 

3 出嫁 4 安穩的樣子 

5 光輝暗藏的樣子 6 偵察等候 

7 有勇無謀之人 8 幽靜美好的樣子 

9 引申為法則 10 
比喻人一心追求飛

黃騰達 

  

五、填充 14％ 

○1  對偶 ○2  典故 ○3  四六文 

○4  千丈見底 ○5  游魚細石 ○6  皆生寒樹 

○7  負勢競上 ○8  爭高直指 ○9  昭明文選 

○10  蒲松齡 ○11  柳泉 ○12  文言短篇 

○13  哀輓 ○14  應酬 

 

六、默寫 6％ 

 

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