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年____班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 三年級國文科試題 

科目代號：01 

一、單選題(每題 2.5 分，65%) 
1. 下列「 」中的讀音，何者前後相同？  

(A) 姿態「娉」婷 / 縱橫馳「騁」  (B)「間」不容髮 /「間」壁人家 
(C)環保「署」長 / 部「署」就緒    (D) 「揣」 摩演技 / 氣「喘」如牛 

2. 下列「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兩兩相同？  
(A) 敞開心「ㄈㄟ」 / 「ㄈㄟ」短流長 (B) 戶籍「ㄊㄥˊ」本 / 飛黃「ㄊㄥˊ」達 (C) 堅若「ㄆㄢˊ」石 / 「ㄆㄢˊ」根錯節 

(D) 人心「ㄏㄨㄤˊㄏㄨㄤˊ」 / 誠 「ㄏㄨㄤˊ」誠恐 

3. 下列哪一項文句的用字完全正確？ 
(A) 吻頸之交  (B) 歸依佛門 (C) 忻然答應  (D) 信口胡鄒 

4. 下列各組字義，何者兩兩相同？  

(A) 皆「朝」於齊 / 「朝」服衣冠           (B) 令初「下」，群臣進諫 /乃「下」令  

(C) 皆以「美」於徐公 /  妾之「美」我者     (D) 欲有求「於」我 / 皆朝「於」齊 

5. 轉品修辭是指一個詞彙在語文中改變它原來的詞性。請問下列文句『』的詞性，何者沒有用到此修辭﹖   
(A) 我會永遠記得你「溫暖」的友情。  (B) 難道「美麗」也是一種錯誤？    

(C) 有一位朋友送了四樣菜來「齋」他 。  (D) 能「面」刺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6. 「如果我是開水 / 你是茶葉 /（甲）讓你底乾枯柔柔的 /（乙）必須倚賴我底無味 /（丙）那麼你底香郁 /（丁）在我裡面展開、

舒散 /.讓我的浸潤舒展你底容顏 / 我必須熱，甚至沸 / 彼此才能相溶 」--------------﹙節選自翱翱茶的情詩﹚ 
請依照詩意，選出排列順序最恰當的選項。（Ａ）甲丁乙丙 （Ｂ）丙乙甲丁  （Ｃ）丙丁甲乙 （Ｄ）甲丁丙乙。 

7. 有關中國韻文發展的敘述，何者錯誤？ 
(A)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以四言為主，是中國韻文之祖。  
(B) 古體詩又稱古風，相對於 近體 詩而言。不限句數平仄，可以換韻，多五、七言。  

(C) 詞為盛唐時採用「新樂 ｣來製作新詞，並稱這種配樂的歌詞為「曲子詞 ｣，後簡稱為「詞｣ 。 
(D) 散曲分兩種：1.小令 ：只用一曲，形式與詞略同，唯曲可以加襯字。2.劇曲：有科白，又分雜劇和傳奇。 

8. 小萱在爸爸書房書發現一本沒有封面的古典小說，翻到其中一頁寫著： 
『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良厚。顧我貧若此，君但一舉手，金錢自可立致，何不小周給？」翁默然，少間笑曰：「此大易事。

但須得十數錢作母」生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數十百萬從梁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

拔足而立又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余。乃顧生曰：「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畫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

生竊喜暴富矣。』  由此段內容來判斷，此書最有可能是：  (A) 儒林外史  (B) 水滸傳(C) 聊齋志異(D) 老殘遊記 

9. 關於天淨沙秋思這首曲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Ａ)各種不同的景物緊密配合，互相烘托，表現一種淒涼之美 (Ｂ)從時間推展到空間的鋪敘，層次分明 (Ｃ)由景入情，襯

托出遊子飄泊異鄉的悲苦情懷 (Ｄ)就曲的形式而言，這是一首小令。 

10. 方位詞有些明指方向或位置，有些則是虛指，另有涵義。天淨沙秋思「夕陽西下」的「西」就是實指的方位詞。下列「 」中的

字，屬於實指的？  (A)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B) 他的身分低「下」，以致受到許多人的嘲諷。  (C) 畢業時，老師

以「欲窮千里目，更『上』一層樓」的題字勉勵我。  (D) 陳老師的雕刻技巧嫻熟高明，無人可出其「右」 

11. 皓呆在無敵星光大道歌唱比賽中脫穎而出，成為無敵星光經紀公司旗下的第一個藝人，他的好友紛紛恭賀他。請問從下列這些

讚美中，可知誰的國文程度最不好？ 
(A)庚庚：皓呆哥的聲音真是「玉潤珠圓」啊           (B)小銘：聽君一首歌便感「餘音繞梁」三日不絕 
(C)小鈞：皓呆歌唱得「活靈活現」，讓人好生感動      (D)乃乃：用「新鶯出谷」四個字最可形容他歌聲之美妙 

12. 自認俊逸的鄒忌三問後得到美於徐公的答案，卻不欣喜驕矜，反而能認清事實並推究原因、且類推至國家大事，反映鄒忌 
(A) 洞明練達，長於思辨  (B) 聽取諫言，改正缺點  (C) . 虛心納諫，明智果斷  (D) 善於辭令、勇於進諫 

13. 語文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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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青少年口語的「這樣」合音

為「醬」。按此原則，下列句子「 」中的合音字。何者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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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兩人「耳」！───而已。 (B) 候選人將政見公「諸」選民之前，讓選民自由選擇。

──之於。 (C) 黃鼠狼給雞拜年，真是居心「叵」測啊！──不用。  (D) 不「消」說，藝術上的話是不再談起了。──需要 

14. (甲)顛狂柳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流(乙) 六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丙) 昨夜庭前葉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丁) 
綠槐高柳咽新蟬，薰風初入弦。以上詩詞名句依春夏秋冬的季節順序排列應為何？ 

(Ａ)甲乙丙丁 (Ｂ)甲丁丙乙 (Ｃ)乙丙丁甲 (Ｄ)甲丙乙丁。 

15. 在青鳥就在身邊一文中「青鳥」象徵幸福，請同學就下列文句判斷其象徵意涵，何者「不正確」？ 
(A)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郊遊子吟）──故鄉 
(B) 在 很 重 的 水 泥 塊 底 下 ， 竟 能 找 到 這 麼 一 條 小 小 的 縫 ， 抽 出 枝 條 來 ， 還 長 著 這 麼 一 個 大 花 苞 （ 楊 逵 壓 不 扁 的

玫 瑰 花 ） ──臺 灣 人 民 不 屈 服 的 心  

(C) 予獨愛蓮之出淤泥而不染，濯清漣而不妖（周敦頤愛蓮說）──君子美德 
(D) 我與父親不相見已二年餘了，我最不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朱自清背影）──父愛 

16. 請判斷下列「 」中的詞哪一個是偏義複詞？  (A) 天有不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B) 學生程度「良莠」不齊，老師宜採

用因材施教的方式來教導  (C) 早知你這麼不受「抬舉」，我就不在總經理面前推薦你了！  (D) 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

天下用法皆為「輕重」 

17. 有關「送禮帖」直式封套的寫法，下列敘述哪一項正確？ 

(Ａ)左上方寫收禮人的姓名                     (Ｂ)中間寫祝福或慰問的話  

(Ｃ)右下方寫送禮人的姓名，並在姓名上註明稱謂 (Ｄ)一律使用紅色封套。 

18. 畢業後學校校慶時，如果你想贈送匾額給母校，以祝福校運昌隆，請問哪些賀辭你可以使用？(甲) 松柏長青(乙)眾望所歸(丙)

鴻猷大展(丁) 弦歌不輟(戊)桃李芬芳(己)華佗再世    (Ａ)甲乙 (Ｂ)丙丁 (Ｃ)丁戊 (Ｄ)戊己。 

19. 關於馬致遠 天淨沙秋思「枯藤、老樹、昏鴉。小橋、流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下列哪些

敘述是正確的？(甲)整首小令多為靜態景物的平列，而悲涼之氣自然充塞其間(乙)作者是元曲四大家之一，曲風以豪放為主(丙)

韻腳共有「鴉、家、馬、涯」四字(丁)「夕陽」兩字點明時間，「斷腸」兩字由情入景，令人低迴不已 

(Ａ)甲乙 (Ｂ)甲丁 (Ｃ)乙丙 (Ｄ)乙丁。 

20. 「六隻眼睛望來／六隻大頭蒼蠅／在出神」這三句詩是回應了下列哪一個選項？ 

(Ａ)還快速地穿過／迷你而帥勁的／中午 (Ｂ)枯坐成一棵／室內裝潢的老松 (Ｃ)那瓶紅露酒／又不知酒言酒語／把中午說

到／哪裡去了 (Ｄ)一群年輕人／帶著風／衝進來。 

21. 請判斷下列選項中的詩句，何者屬於「都會詩」？ 
(Ａ) 在沒有玩具的環境中 /辛勤地成長的孩子 /長大後，才不會將別人 /也當成自己的玩具 /在沒有粉飾的環境中 / 野樹般

成長的孩子 /長大後，才懂得尊重 /一絲一縷的勞苦 /才懂得感恩（吳晟 成長）  
(Ｂ)步調放慢趕不上捷運何妨下一班／考試不求高分只要及格畢業就好／信用卡先刷再說管他利率有多少／怕死用白開水煮湯

更不吃蚵仔煎／……..／戀愛不發毒誓海會乾石頭也會爛（王添源 賭爛生活哲學十四行）  
(Ｃ)當我死去的時候／親愛的／妳別為我唱悲傷的歌／我墳上不必安插薔薇／也無須濃蔭的柏樹／讓蓋著我的輕輕的草／淋著

雨也沾著淚珠（徐志摩 歌）  
(Ｄ) 星星的眼永不疲憊，因為她有白晝的溫床／流水的歌最甜，她正趕赴大海母親的召喚／風這流浪漢最悲哀了／爬山越水的

亂跑，故居卻丟在相反的方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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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複疑無路，柳暗花明又一村  (Ｂ)春花秋月何時了？往事知多少  
(Ｃ)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Ｄ)去年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23. 在生活的藝術一文中，從下列哪一句最能看出弘一和尚惜福惜物的精神？ 
(Ａ)自憐囫圇吞棗地過了大半生 (Ｂ)披剃以後，專心念佛 (Ｃ)把那粉破的席子叮嚀珍重地鋪在床上 (Ｄ)他是過午不食的。 

24. 「為月憂雲，為書憂蠹，為花憂西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正菩薩心腸。」(幽夢影  張潮)此段話可以表達何種道理? 

(A) 厚以待人，嚴以律己   (B) 生於憂患，死於安樂   (C) 人飢己飢，人溺己溺   (D)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25. 「剛剛出發的白鳥 / 在明淨的天空中畫出弧線 / 激動的心啊 / 並不能知道 /前路上的風景 / 並不能躲避陰雲綿密 / 那些急急

向著命運逼近的 / 十面埋伏」下列何者最適合這首詩的題目?   (A) 白鷺鷥   (B) 海鷗   (C) 白文鳥   (D) 家鴿 

26. 「夕陽黃昏，是令人感慨的；英雄末路，是千古同愁的。更何況日漸式微的，是我們自己的文藻；日漸衰竭的，是我們自己的

歌聲；日就凋零的，是我們自己的濟世救人的仁術。」此段文字，作者要表達的是什麼涵義？   

(A)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B)世風日下，人心不古  (C)歲月如梭，馬齒徒長  (D)物換星移，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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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 (每題 2.5 分，35%) 

(五) 韓子廬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廬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見之，無勞倦之苦而擅其功。  注釋：罷，通「疲」。                                       （戰國策） 

27. 本文要表達的主旨為何？   (A)指桑罵槐 (B)池魚之殃  (C)兩敗俱傷   (D)寸草不留。 

28. 下列哪一個人可比喻為文中的疾犬或狡兔？  (A)歐馬一聽到敵人來了，就拿起武器衝了出去  (B)胡強總是神色自若，不怕敵

人突擊  (C)蘇昌故作鎮定，藉故離開戰場  (D)孫華一到戰場，立即撇清關係。 

 
(二) 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園丁計畫」報名注意事項： 
1.報名期間：○○年○○月○○日起至○○月○○日止。 
2.報名資格：年齡三十五歲以上之國民有興趣從事農業，但未曾經營農業者，或三十五歲以下目前已從事農業經營，

想要進一步強化其農業知能者，年齡在五十五歲以下者優先錄取。 
3.報名管道： 
(1) 請填寫報名表後，選擇下列之一管道報名：電子郵件報名、通訊報名、傳真報名。 
(2) 報名後請以電話確認主辦單位是否有收到報名資料，電話為 (04)123xxxx 轉 123。 
4.資格審核：報名後由農業試驗所進行資格審核及遴選，倘填報資料不實者，報到時主辦單位得拒絕其參訓，且不退

回報名費。 
5.繳交報名費： 
(1) 於訓練單位（農業試驗所）審核及通知錄取後一週內繳交，未於期限內繳費，視同放棄。 
(2) 報名費：每人三千五百元，繳交後不受理退費。 
(3) 繳費方式：請將款項匯入「好棒銀行」。 
(4) 報名費繳交後請保留單據至少一個月。 
6.洽詢電話：(04)123xxxx 轉 123 農業試驗所技術服務組吳小姐。             （改寫自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 農糧署網站） 

29. 根據以上公告的注意事項內容，下列哪一種人最符合報名資格？ (A)十八歲高中畢業生小高 (B)四十三歲農場主人阿山 (C)

三十二歲農人拓也 (D)七十歲銀行退休人員老陳。 

30. 若賈先生想報名此項活動，他的報名程序何者錯誤？(A)先填寫「園丁計畫」的報名表 (B)打電話至農業試驗所搶先劃位(C)郵寄

報名表到農業試驗所(D)報名後用電話向主辦單位確認。 

31. 由以上公告內容可獲得的資訊，下列何者正確？ (A)報名資料如有不實，主辦單位可拒絕其參訓 (B)共有四種報名方式 (C)

報名後保證可以參加 (D)報名過程有任何問題必須親自到農業試驗所洽詢。 

 

問劉十九變奏曲         蘇紹連 

從綠色的裡面借一些寧靜，好嗎 
從紅色的裡面借一些溫暖，好嗎 
我為你釀一壺酒，好嗎 
我為你燒一爐火，好嗎 
我在綠色的裡面和紅色繾綣，好嗎 
我在紅色的裡面和綠色擁吻，好嗎 
爐火把我的身影投射在天空，好嗎 
你看到我的身影就來喝一杯，好嗎 
把我釀成酒，好嗎 
把我燒成灰，好嗎 

32. 本詩句句是問句，作者何以如此安排？ （Ａ）一直未得到答案，十分恐慌 （Ｂ）緊扣著原詩題目中的「問」字發揮 （Ｃ）

充滿未知的急躁，一問再問 （Ｄ）強調失去耐心，故名為變奏曲。 
33. 下列何者為非？ （Ａ）使用類疊，不避雷同，反覆吟詠 （Ｂ）此新詩情感濃烈，原詩雖含蓄，但情意真摯 （Ｃ）所改編

的原詩為朋友之情，此詩為情侶之情 （Ｄ）綠色應是指身影，紅色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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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鴨 蒲松齡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

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落。」而鄰翁素雅量，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1 翁曰：「鴨乃某甲所

盜，彼深畏罵焉，罵之亦可警將來。」翁笑曰：「誰有閒氣罵惡人。」卒不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良已。

異史氏曰：甚矣，攘○2 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為善有術○3 ，彼鄰翁者，是

以罵行其慈者也。  

○1 詭告：巧詐虛假地告訴。○2 攘：音ㄖㄤˊ，竊取。○6 為善有術：做善事有各種不同的方法。 

34. 文中的偷鴨賊「無術可醫」，其原因為何？ (A)態度敷衍，沒有認真找方法 (B)病是上天懲罰，非人為所能醫治 (C)找不

到良醫，故束手無策 (D)家境不好，請不起醫生。 

35. 依據本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老翁剛開始不肯罵人的原因是認為沒必要 (B)老翁的鴨被偷了，卻完全沒有察覺  (C)

偷鴨賊據實以告，老翁才肯罵人  (D)老翁罵過之後，偷鴨賊的病才痊癒了。 

36. 本篇故事主要是在諷刺什麼樣的人？  (A)知難而退的人  (B)只知其一，不知其二的人  (C)口無遮攔的人  (D)知過不改的

人。 

 
(二) 鳥類是許多昆蟲的主要掠食性天敵，神奇的擬態世界中，很多昆蟲便以酷似鳥糞的外觀來擺脫鳥類的侵犯。試想

一下，當一隻在植物叢間覓食的小鳥，發現一團自己的糞便，牠會有食欲嗎？ 
  鳥類是蝴蝶幼蟲的剋星，然而蛇類卻是許多小鳥的天敵。為了欺敵保命，有些蝴蝶幼蟲便擬態成小蛇來嚇阻天敵

的威脅。Papilio屬的「終齡鳳蝶幼蟲」，在身體前方背側部有一對左右對稱的眼狀斑紋，當這些鳳蝶幼蟲受到騷擾時，

牠們習慣抬高前半身左右緩慢擺動身體，外觀加上動作看起來有點像是一隻怒目相視的小蛇。 
  以都市地區的「無尾鳳蝶幼蟲」為例，擬態成鳥糞的二～四齡幼蟲並不罕見。可是擁有綠色保護色且擬態成小青

蛇的幼蟲相對比較少見，這可能與都市中的小鳥沒領教過蛇的可怕有關，所以這些小鳥就成了牠們的一大剋星。       

（節錄自張永仁 臺灣賞蝶地圖） 

37. 文中提及的「終齡鳳蝶幼蟲」以什麼方式躲避天敵的侵犯？ (A)在植物葉面上擬態成鳥糞 (B)利用植物樹叢將自己遮蔽起來 

(C)噴出臭氣令天敵喪失食欲 (D)以眼狀斑紋加上搖擺動作。 

38. 為什麼都市地區擬態成小青蛇的無尾鳳蝶幼蟲比較少見？ (A)蛇類經常捕食無尾鳳蝶幼蟲 (B)都市中的小鳥反而比較害怕糞

便 (C)綠色的保護色讓天敵和人類都不容易發現牠們 (D)都市中的小鳥比較不受蛇類侵害。 

 

山坡羊  驪山懷古                                 張養浩 

驪山四顧，阿房一炬，當時奢侈今何處？只見草蕭疏，水縈迂，至今遺恨迷煙樹。列國周 齊 秦 漢 楚，贏，都變作了

土！輸，都變作了土！ 

39. 「贏，都變作了土！輸，都變作了土！」詩人由此領悟的事理為下列何者？ 
(A)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B) 勝負乃兵家常事 
(C) 稱王稱霸不值得羨慕 
(D) 明爭暗鬥乃世人的天性 

40. 本篇有敘事、寫景與抒情，下列何者為「借景抒情」的內容？ 
(A) 驪山四顧 
(B) 當時奢侈今何處 
(C) 只見草蕭疏，水縈迂 
(D) 贏，都變作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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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段考 
三年級國文科解答 
一、單選題(一題 2.5 分) 65% 

1    BDCBA    BDCBA 
11   CACBA    ABCAC 
21   BCCCB    B 

二、題組(一題 2.5 分) 35% 
27   CA 
29   CBA 
32   BD 
34   BBD 
37   DD 
39   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