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立忠明高級中學一○五學年度第學一期高三第二段考國文科試題卷
【考試範圍】 康熹版第五冊與陳伯之書、新詩選、鴻門宴、詞選、原君、戰士，乾杯!
古今文選答夫秦嘉書、李夫人傳、詞選、原才文化基本教材 論教與學、論政治、尚論古人

高三

班

座號

姓名

注意事項
※本卷選擇題請用 2B 鉛筆依序劃記於電腦卡，非選擇題請用黑色原子筆作答於答案卷
※答案卷未寫姓名或電腦卡班級座號劃記有誤等導致無法判讀扣總分五分
壹、單選題 60﹪ 每題二分，答對一題得二分。
1.下列各組「」中的文字，字音完全相同的選項是：

羅「衾」／「矜」持／青青子「衿」
（B）人為刀「俎」／「狙」擊手／炭「疽」病
（C）「栗」背林鴝／戰「慄」發抖／滄海一「粟」
（D）無「適」
，無莫，義之與比／鳴「鏑」／「嫡」長子
答案：（D） 解析：(Ａ) ㄑㄧㄣ／ㄐㄧㄣ／ㄐㄧㄣ（B）ㄗㄨ ／ㄐㄩ／ㄐㄩ（C）ㄌ
（A）

ˇ

ˋ

ˋ

ˋ

ˊ

ㄧ／ㄌ ㄧ／ㄙ ㄨ（D）ㄉㄧ

2.下列文句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孔子踐越職分以魯史為中心寫成《春秋》
（B）司馬遷壯遊天下繼承父志，忍辱含詬寫成《史記》
（C）曾鞏蒐羅漢代劉向整理的《戰國策》
，留下當時策士縱橫捭闔的言論
（D）連橫眼看臺灣即將淪為日本殖民地，撰寫《台灣通史》勘為臺人典範
答案：（C） 解析：(Ａ)「僭」越（B）含「垢」（D）「堪」為
3.下列「」中的字，意義前後相同的是？
（A）「刑」馬作誓／「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B）「行」略定秦地／故聲無小而不聞，
「行」無隱而不形
（C）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
「比」之如父／「比」去，以手闔門
（D）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日從海旁沒，水「向」天邊流
答案（D） 解析：(Ａ) 殺／通「型」，以……為典型、模範（B）將要／行為。荀子 勸學（C）)比擬／及、等到。語
出歸有光 項脊軒志（D）對著、朝著

4. 下列各組「 」內讀音相同的字，何者字形亦完全相同？
（A）不共「ㄉ ㄞ」天／被山「ㄉ ㄞ」河
（B）按「ㄋ ㄚ」不住／「ㄋ ㄚ」印指紋
（C）無知「ㄗㄡ」生／深入荒「ㄗㄡ」
（D）目「ㄗ 」盡裂／「ㄗ 」意而行
答案：（B） 解析：(Ａ)戴／帶（B）捺（C）鯫／陬（D）眥／恣
ˋ

ˋ

ˋ

ˋ

ˋ

ˋ

5. 下列選項何者不屬於倒裝語句？
（A）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
（B）父母唯其疾之憂
（C）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D）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答案：（A） 解析：（B）父母唯憂其疾（C）吾歸與誰（D）漏吞舟
6. 7.題為題組
6.「涉過積雨的武昌街拐角／猛抬頭／有三個整整的□□那麼大的／一片落葉／打在
我的肩上，說：／『我是你的。我帶我的□□□□來／為你遮雨！』」上列節錄的詩句，
□處最適合填入什麼文字？
（A）

秋天／生生世世

冬季／金枝玉葉

（B）

春光／花枝招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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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威威風風

（D）

答案：（A） 解析：從「一片落葉」，可知此季節較有可能為「秋」或「冬」，因此(Ｃ)(Ｄ)可以刪除。其中因為「秋
天」和「落葉」的關聯較大，所以選項有可能為(Ａ)。此外，
「我是你的」是一句人性化的情話，
「生生世世」和「金
枝玉葉」兩個選項，以「生生世世」和「我是你的」較有關聯，故答案為 (Ａ)

7.依據以上詩句詩人應與武昌街有段特殊因緣。此詩應當出自那一詩人？
（A）紀弦
（B）林泠
（C）鄭愁予
（D）周夢蝶
答案：（D）
8.下列各組詩歌中前後都各有一含「來」字的語詞，其中「來」字意義不同的選項是？
（A）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B）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C）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D）歸來彷彿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鳴／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答案：（D） 解析： (Ａ)將來的 (Ｂ)……以來 (Ｃ)至 (Ｄ)至(來為偏義複詞，無義)／……以來
9.請仔細閱讀下列一首現代詩，選出詮釋正確的選項：
「是誰那麼樣地惡作劇，在／耶穌受難圖的旁邊，依序排列／日本兵／八路軍，還有／國軍的
大頭像，在／好茶，一個魯凱族的家，在那／香味撲鼻的月桃皮編成的牆上／ 是誰那麼樣
地惡作劇，讓／那位日本兵竟然是／那位中華民國國軍的父親／那位共匪竟然有一個兒子／
當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準備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是誰那麼樣地惡作劇，匹配／母
親的前夫是日本兵，後來／再嫁給共匪／而那位和日本兵生的孩子／在金門也登了天／而那
位和共匪生的孩子／正踢著正步準備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是誰那麼樣地惡作劇／盜走了他
們的睡眠／六隻圓滾滾的眼睛，像／門鐶被釘在那裡／掛在深山的黑石板瓦的矮房子裡／一
直，一直不曾闔上一眼／從此那燦炯炯的六隻眼睛／羅列在南極星的旁邊／一座新的星座就
誕生了仰對著和耶穌受難圖併排的戰士／我端起小米酒，張口無語久久／那話只肯留在心
頭，它是說／戰士，乾杯！」（黃春明 戰士乾杯！詩）

在此詩中，作者想要表達的是「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的豪情壯志
（B）日本軍、八路軍、國軍的遺像排列凸顯出原住民驍勇善戰、保家衛民的英雄形象
（C）耶穌受難圖透露了原住民的宗教信仰，也是「受難」的象徵
（D）詩中「六隻圓滾滾的眼睛」
、
「門鐶」及「一座新的星座」是在暗示原住民親附自
然、敬畏祖靈的民族性
答案（C） 解析：黃春明對本詩的註解：戰士，乾杯！早年寫成小說，後編成劇本，現在又把它改成詩作。我個人
（A）

覺得耶穌受難圖還有日本兵、八路軍、國軍的大頭像陳列在一起就很有意象與象徵，雖然是名詞的排列，就像天
淨沙裡：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他們那三個敵對的軍人都是一家族人，但又不是為自己的
族群當兵作戰，這樣的悲劇辛酸史發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面我所嘗試的典故：眼睛和門
鐶，那是伍子胥的民間故事，他叫人將他的眼睛釘在門板上，要看到吳王的敗亡，後來才變成門鐶，有此一說。
(Ａ)作者為原住民辛酸的歷史悲劇感到愧疚

(Ｂ)凸顯少數民族在結構暴力下的不幸

(Ｄ)暗示受難者將會看到時

代的改變

10.《史記》乃文史鉅作，書中出了許多常見的生活詞彙，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即
其中名句。此句涵義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A）隔岸觀火，冷眼旁觀
（B）醉翁之意不在酒
（C）欲擒故縱，調虎離山
（D）打蛇隨棍上，順藤摸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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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11.下列〈與陳伯之書〉一文的寫作與章法，敘述正確的是：
（A）採先抑後揚，先寫陳伯之投降北魏的卑劣，再讚揚陳伯之的才幹和往昔的顯赫功
名，而後筆鋒一轉，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B）為打消陳伯之歸梁的疑懼，作者除了寫梁朝的寬大政策，又引歷史上著名事例並歸
結到梁朝對陳家的禮遇
（C）處處為陳伯之設想：既曉之以梁朝赦罪之恩，復誘之以功名之利，威之以刑殺之戮，
憂之以鼎幕之危，又動之以故國之思，並勉之早日暗渡陳倉，方能善有善報
（D）是一篇駢體書信，也是一篇成功的檄文
答案：（B） 解析：（A）先揚後抑（C）早日棄暗投降（D）招降書信
12. 下列符合管仲對鮑叔牙描述的選項是：
管仲曰：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
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

。
（
《史記‧管晏列傳》）
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牙治國才能不如己身
（ C ） 鮑叔牙不拘小節難謀大事
（ A）

因鮑叔牙的知遇提拔而顯名
（ D ） 鮑叔牙因功名而不顧知己情
（B）

答案：（B）
13. 蘇打綠的〈故事〉中唱道：「我唱，我寫，我藏，我找／這緜延的故事還未了；我愛，我
恨，我哭，我笑／人生一場大夢，葉落知多少／人生一場大夢，知多少？／人生一場大夢，
夜落不覺曉」意境與哪闋詞最相近？

辛棄疾．醜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B）李清照．一剪梅：
「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C）柳
永．雨霖鈴：「多情自古傷別離，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D）李
煜．浪淘沙：「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答案：（A） 解析：題幹我唱，我寫，我藏，我找／這緜延的故事還未了與「為賦新詞強說愁」相呼應
（A）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 14、15 題：
甲．被關進監牢，肯定是一種束縛。但很多作家卻都在入獄時寫出他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譬如
塞萬提斯的《唐吉軻德》
、班揚的《天路歷程》
、還有柏楊的《中國人史綱》等，都是在獄中
完成的，因為失去自由的牢獄生活反而能讓人更沉潛、更專心的去思考和工作，激發出更多
的潛能和創意。
（王溢嘉《少年夢工場．有限裡的無限》
）
乙．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
），仲尼厄而作
《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
）
；左丘失明，厥有（
）
；孫子臏腳，
《兵法》修列；不
韋遷蜀，世傳（
）
；韓非囚秦，
《說難》
、
《孤憤》
；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
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14.乙則（

）處，依序宜填入的作品，正確的選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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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離騷》、《國語》、《呂覽》 （B）《易經》、《楚辭》、《左傳》、《淮南子》
（C）《尚書》、《離騷》、《通鑑》、《皇覽》 （D）《尚書》、《楚辭》、《國語》、《呂氏春秋》
答案：（A） 解析：(A)《周易》也稱《易經》；《呂覽》是《呂氏春秋》的代稱 (B)《淮南子》，西漢淮南王劉
（A）

安所撰，漢代高誘、許慎等都曾為之作注，現今所傳的只有高誘的注本。其書內容多歸道家思想，亦雜糅先秦
各家的學說 (C)《通鑑》，《資治通鑑》的簡稱。《皇覽》，三國魏劉劭、王象等奉敕所撰。因整理五經群
書，將其分類成篇，以供皇帝閱讀，故稱為「皇覽」 (D)《呂氏春秋》，戰國時代秦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著
作。二十六卷，分八覽、六論、十二紀，有漢高誘注。綜合九流百家，暢論天地人物，多主儒術，而參以道家、
墨家之言，取材廣博，頗有功於古代史料的保存。亦稱為「呂覽」。

15.甲、乙二則的比較、說明，何者正確？
（A）甲則提及監牢，乙則並未涉及監牢的內容
（B）甲則純粹引西洋的事例為證，乙則只引中國的事例為證
（C）兩則都是在論自由只會引人墮落，唯有束縛才能激發創意
（D）兩則主要論述愈是困苦的環境，愈能激發人的鬥志
答案：（D） 解析：【題幹語譯】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語譯：古時候身雖富貴而名字磨滅不傳的人，多得數
不清，只有那些卓絕而不平常的人才著稱於世。周文王被拘禁而演繹《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
屈原被放逐，才寫了《離騷》；左丘明失去視力，才有《國語》；孫臏被截去膝蓋骨，《兵法》才撰寫出來；
呂不韋被貶謫蜀地，後世才流傳著《呂氏春秋》；韓非被囚禁在秦國，寫出《說難》、《孤憤》；《詩》三
百篇，大抵都是一些聖賢發憤而寫作的。這些都是人們感情有壓抑鬱結不解之處，不能實現其理想，所以記
述過去的事蹟，使將來的人了解他的志向。

16.「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之境界：(甲)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
天涯路』，此第□境也。 (乙)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
第□境也。(丙)『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
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 歐諸公所不許也。」上引文字節選自王國維《人間詞

話》
，請依文意選出排序正確的選項：
（A）甲丙乙
（B）乙丙甲
（C）乙甲丙
（D）丙甲乙
答案：（A） 解析：本段文字說明人們在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過程中，所進行的艱苦執著探求，及一旦收穫
時的欣喜之情。三階段中，第一階段需「立志」，近於(甲)晏殊詞；第二階段是艱苦卓絕、勇往無悔的探索，
近於(丙)柳永詞；第三階段言一旦成功的驚喜，近於(乙)辛棄疾詞；故可選出答案

17.下列「 」中的書信用語，適合其使用情境的選項是：
（A）邱池寫信給任職公司的主管蕭宏，結尾書寫「邱池筆」
（B）邱池寫信給任職公司的主管蕭經理，開頭書寫「蕭經理賜鑒」
（C）秦佳寫信給好友，在信中提及自己的父母，使用「令尊」
、「令堂」
（D）黃曉明寫信給高中導師耿精明，信封中間受信人的欄位書寫「耿精明老師臺啟」
答案：（B） 解析：（A）寫給主管，不可用「筆」，應為「謹上」或「敬上」
母」

(Ｃ)「令尊」
、
「令堂」「家父」
、
「家

(Ｄ)「臺啟」適用於平輩，應用「道啟」

18.「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
而君是履。」這段話是徐淑因惦念夫婿的安危，透過「預言的示現」具體表達。下
列各句何者不是此種方法的運用？
（A）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B）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C）早晚下三巴，欲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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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答案：（D） 解析：(Ａ)預言示現。杜甫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Ｂ)預言示現。柳永 雨霖鈴 (Ｃ)預言示現。

（D）

李白 長干行

(Ｄ)追述示現。蘇軾念奴嬌

赤壁懷古

19.「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
者莫不感動。」本段文字的描述，有關李夫人的訊息正確的是？
（A）孝武李夫人因受到眾人的提倡推薦，而得以進宮
（B）李夫人的兄長叫李延年，是擅長音樂歌舞的樂工
（C）李夫人的諡號叫做孝武，顯見其畢生行事為人風格
（D）漢武帝性好音樂歌舞，李延年為夫人演奏新曲，深得皇帝喜愛
答案：（B）
20.關於〈原君〉與〈原才〉二文的分析，下列何者正確？
（A）前者作者為曾國藩，後者為黃宗羲
（B）二者對鞏固封建制度有極大的幫助
（C）前者就國家上層領導處著眼，後者就政治幕僚層著手
（D）前者主張「人才愈求愈出，不求則不得」
，後者主張以「天下為主、君為客」
答案（C） 解析： (Ａ)前者為黃宗羲，後者為曾國藩 (Ｂ) 二文皆啟發近現代民主思潮之興起，對當代政
治發展進步，民主素養之啟蒙，亦有可參酌之(Ｄ) 前後主張相反處

21.林泠〈不繫之舟〉一詩中，下列何者最能表現其不畏艱難、堅持理想的一貫理念？
(Ａ)意志是我，不繫之舟是我／縱然沒有智慧／沒有麻繩與桅杆
(Ｂ)我醒了／海也醒了／人間與我又重新有了關聯
(Ｃ)我將悄悄自無涯返回有涯
(Ｄ)五月燃著火的黃昏
答案：(Ａ)

22.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
董仲舒、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
之州縣；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
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下》)

細究文意，篇名□□應填入「納諫」
( Ｂ ) 作者認為賢主納諫，宜寬不宜嚴，始能興利除弊
( Ｃ ) 「屈原、司馬遷」為正面例證，「董仲舒、揚雄」為反面例證
( Ｄ ) 「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州縣；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此
段文意有層遞效果。
答案：(Ｄ) 解析：(A)應填入「取士」 (B)本文與納諫無關 (C)皆為正例 (D)列於侍從→置之州縣→黜落
(Ａ )

而為鄉貢者（遞降式層遞）
。語譯：現今則不是如此，取士的方法只有科舉考試一途，縱使古代豪傑之士，
像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董仲舒、揚雄這些人，也會因沒有途徑而獲得任用，這不能不說是取士太嚴了
。如果僥倖獲得任用，在朝廷中任為侍從之類的官吏，或派任到州縣任官；如果沒有被舉用而只有鄉貢之名
，終身將不再被任用為官，如果把這些人都任為官吏，那用人的制度就太寬了。錄取士人嚴，那麼豪傑之士
老死於山野幽僻之地；用人制度寬，那麼執政者就無法取用到真正的才能之士。程，考核、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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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透過電腦演算搜集數據，已廣泛應用於各領域，對文獻研究也頗有助益。下列關
於古代文獻和數據分析的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Ａ)透過北宋文人書信中出現的人名，可大致勾勒出他們的交友網絡
(Ｂ)統計南宋詞家所用的詞牌，可推論出南宋詞在敘寫內容上的特色和演變
(Ｃ)統計分析白居易詩的韻腳，有助於推斷白居易情感表達和韻腳運用的關係
(Ｄ)若以「人主」、「人臣」二詞搜尋先秦思想典籍，應該有不少資料集中於《韓非子》
答案：

(Ｂ)

解析 ：詞牌與詞內容無涉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 24、25 題：
24.「教育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課題。談到教育的方法，特別重視啟發，孔子說：（甲）就是希望
受教者能有積極主動的學習精神；孟子則以（乙）強調慎選環境的重要性，以（丙）說明學習應
按部就班，以（丁）解釋為學應該專心致志。」根據上述文意，（甲）應該填入下列何者？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叛矣夫」
(Ｃ)「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Ｄ)「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Ａ)

答案：

(Ｃ)

解析：(Ａ)為學應虛心誠懇(Ｂ)掌握大綱，依其程序，得其條理(Ｄ)天賦和後天學習的重要

25.依據上述文意，（乙）（丙）（丁）依序應該填入下列何者?
(Ａ)一傅眾咻／盈科後進／心無旁騖
(Ｂ)盈科後進／心無旁騖／一傅眾咻
(Ｃ)心無旁騖／一傅眾咻／盈科後進
(Ｄ)心無旁騖／盈科後進／一傅眾咻
答案：

(Ａ)

26.閱讀下列文句，請依文意選出正確的排列：「她突然覺得冷，又覺得空虛，正像每一次
她離開了項王的感覺一樣。如果他是那熾熱的，
(甲)他活著，為了他的壯志而活著。他知道怎樣運用他的佩刀、他的長矛和他的江東子弟去
獲得他的皇冕
(乙)她以他的壯志為她的壯志，她以他的勝利為她的勝利，他的痛苦為她的痛苦
(丙)每逢他睡了，她獨自掌了蠟燭出來巡營的時候，她開始想起她個人的事來了，她懷疑她
這樣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丁)充滿了燁燁的光彩，噴出耀眼欲花的 ambition 的火焰的太陽
(戊)她應是那承受者、反射著他的光和力的月亮。
然而她呢？她僅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嘯的一個微弱的回聲，漸輕下去，輕下去，終於死
寂了。」
（張愛玲 霸王別姬）

甲乙丙丁戊

(Ａ)

答案：

(Ｂ)

丁戊乙丙甲

丙甲丁戊乙

(Ｂ)

(Ｃ)

丁甲戊乙丙

(Ｄ)

解析 ：題幹「熾熱的」下宜接「太陽」，所以(丁)宜列為第一，下句宜接「反射著他的光和力的

月亮」，故(戊)為第二，則只有答案(Ｂ)適合，再檢查整篇文句，文意通順，可確定答案是(Ｂ)

27.司馬遷擅長人物描寫，在〈鴻門宴〉一文中，義勇雙全的樊噲使讀者印象深刻。
下列敘述，何者非其言行的表現？
(Ａ)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Ｂ) 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
(Ｃ) 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
(Ｄ) 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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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Ａ)

解析：敘述項伯

28.〈與陳伯之書〉和〈燭之武退秦師〉二文的比較，下列敘述不正確的選項是：
(Ａ)都成功地達成勸說目的
(Ｂ) 前者為駢文寫作，後者為散文寫作
(Ｃ) 依《四庫全書》分類，前者收於集部，後者收於史部
(Ｄ) 所記都是銜命勸說，前者透過書信，後者親訪秦營
答案：

(Ｃ)

解析：〈燭之武退秦師〉出自《左傳》是經部

29.〈原君〉一文中，黃宗羲舉證朱元璋廢止孟子配祀孔廟，因孟子言論不利於君主擅
權。孟子這些「不利於國君的言論」，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Ｄ)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答案： (Ｂ)

解析：(Ａ) 語出孟子 梁惠王下。語譯：只聽說把獨夫紂處死了，卻沒有聽說是殺害君主 (Ｂ)
語出孟子 公孫丑上。語譯:不忍心傷害人民的政策(Ｃ)語出孟子 盡心下。語譯：人民是最貴重的，其次是土穀
之神，國君是最輕的 (Ｄ)語出孟子 萬章下。語譯：國君有重大過錯臣下就應規勸他，若反覆規勸國君，國君
卻不肯聽從，就可以更立新君

30.下列詞句解說，何者正確？
(Ａ)「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
：完全從視覺來發揮
(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喻指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要忘懷得失
(Ｃ)「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蘇軾此語有珍惜此身，期待東山再起之意
(Ｄ)「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與「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
（歐陽脩
蝶戀花）皆有等候音訊的用意
答案：

(Ｄ)

解析：

(Ａ)視覺、聽覺

(Ｂ)指今昔景況對比，有如天上與人間之別

(Ｃ)希望子由保重自己，

也抒發思念之情

貳、多重選擇題 30﹪每題三分，答對一題得三分，答錯一選項倒扣五分之一題分。
31.閱讀下列現代詩，選出符合詩意的選項：
霧笛劃破無垠的蒼茫／船舶犁過 海的胸腔／生鏽的鐵錨／在船的肚腹裡──溫習著／鹽與
水的催眠曲
航海圖、水手刀、纜繩與聽話的輪盤／信天翁、逆脊鯨與船長是拒戴荊棘桂冠的王
天狼星懸吊在船桁的頂端／熱帶性氣旋在赤道旁靜靜地醞釀／細密的網中沾滿著 魚的眼
淚……
船桅上的瞭望臺／望遠鏡底下；船長／嚴肅地緊皺著／海的 藍色眉頭……（紀小樣〈出航〉）

「船舶犁過 海的胸腔」以擬物化手法，寫航海的艱辛
(B)「生鏽的鐵錨」既寫船隻，也交代了漁人滄桑的形象
(C)「信天翁、逆脊鯨」縱橫汪洋，反襯水手居無定所的無奈
(D)「熱帶性氣旋在赤道旁靜靜地醞釀」寫漁獵過程中隱藏災禍
(E)「嚴肅地緊皺著／海的
藍色眉頭」既寫船長的憂慮又寫海天的莫測變化
(A)

答案：(Ｂ)

(Ｄ) (Ｅ)

解析 ：(A)以擬人化手法，準確的點出漁人以海為田的志業

(C)「信天翁、逆脊鯨」是

孤寂水手的伴侶，暗示所有在大海中的生命，與勇敢出航的水手，都是不向命運屈服的君王。

32.〈李夫人傳〉：「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句中的「所以」用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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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原因，說明事件發生的理由。下列「所以」何者用法與其相同？
(Ａ)師者，
「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韓愈 師說）
(Ｂ)太宗之為此，
「所以」求此名也（歐陽脩 縱囚論）
(Ｃ)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韓愈 師說）
(Ｄ)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蘇轍 黃州快哉亭記）
(Ｅ)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
（蘇軾 留侯論）
答案：(Ｃ)

(Ｄ) (Ｅ)

解析 ：

(Ａ) (Ｂ)用來，表用途；

(Ｃ) (Ｄ) (Ｅ)

何以，表原因。(Ｅ)語譯：觀察漢高祖

之所以能取得勝利，而項羽之所以失敗，在於一個能忍耐而另一個不能忍耐的差別而已

33.下列「」中字，請選出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
(Ａ)「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未果，
「尋」病終
(Ｂ)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
(Ｃ)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
(Ｄ)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三／石簣「數」為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
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
(Ｅ)離散天下人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
「曾」不慘然／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
答案：(Ｂ)

(Ｄ) (Ｅ)

解析 ：(Ａ)探究／不久(Ｂ)猶(Ｃ)承受／勝過(Ｄ)屢次(Ｅ)竟然

34.李煜〈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中表達深切之哀愁與思念，與下列何者相似？
(Ａ)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Ｂ)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Ｃ)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Ｅ)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答案：

(Ａ) (Ｄ) (Ｅ)

解析 ：Ａ)(Ｄ)(Ｅ)與題幹皆是抒發亡國及思國的悲痛之情

於我更是容易觸景傷情，在夢中重回故國，醒來不覺淚雙垂

(Ａ)李煜 子夜歌。語譯：人生本多愁恨，對

(Ｂ)憑弔古人遺事，抒發一己感嘆。蘇軾 念奴嬌。語譯：此時神遊舊地，應

會笑我早生白髮，卻又自作多情地嚮往羨慕三國時代的風流人物。人生正如一場夢，不如舉杯灑酒江中，一祭明月吧(Ｃ) 秋日送別，離人
的淒苦之情。柳永 雨霖鈴。語譯：多情的人，自古以來總為離別而感傷，特別在這蕭條淒清的清秋時節，更怎能忍受得了？今夜喝醉了，
等到一覺醒來，不知將置身於何地？應該是在種滿了楊柳的岸邊，破曉時分，微風吹拂而殘月未落(Ｄ)李煜 破陣子。語譯：四十年來的歷
史，三千里的版圖。雄壯的樓閣高聳直至雲霄，花木扶疏如煙聚、如絲蘿纏繞。我在這裡快樂的生活著，哪裡知道什麼叫做戰爭呢？ 一
旦做了俘虜，在哀愁苦惱中消磨日子，腰肢瘦了，鬢髮也白了。想當年家國淪陷之際，我倉皇告別祖先家廟，皇室樂坊也為我演奏離別歌。
對著宮女，我流下淚水，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Ｅ)李煜 虞美人。語譯：春花秋月何時才能結束呢？它勾起我心頭的往事不知有多少！小

小的樓閣昨夜又吹來了春風，在一輪明月下，怎麼忍心去回想那永遠失去的故國

35.唐詩與宋詞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Ａ)就風格而言，詩多端莊而詞多柔媚
(Ｂ)詩有古體、近體之分，詞有入樂與徒誦之別
(Ｃ)二者皆屬韻文，有相當的淵源關係，故宋詞又稱「詩餘」
(Ｄ)詩流行於漢、魏、六朝、隋、唐；詞盛行於兩宋；此後均衰微不振
(Ｅ) 近體詩句型、平仄、對仗均有定格；詞依詞譜填寫，無須講究對仗、平仄、用韻
答案：(Ａ)

(Ｃ) 解析 ：(Ｂ)詞均入樂

(Ｄ)宋詞、清詞均有可讀之作(Ｅ)平仄、用韻須講究

36. 在〈戰士，乾杯！〉一文中，作者運用許多對比來凸顯主題，下列何者可作為說明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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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祖父、曾祖父為敵人奮戰／耶穌為世人受難
(Ｂ)熊祖父、曾祖父為族人奮戰／熊父親、大哥為敵人而戰
(Ｃ)熊祖父、曾祖父的事蹟被漠視／熊父親、大哥的事蹟被重視
(Ｄ)原住民的弱勢處境／漢人的強權欺凌
(Ｅ)熊母親吟唱靈歌的哀怨／熊父親、大哥慷慨赴義的英勇
(Ａ)

答案：(Ｂ)

(Ｄ)

解析 ：(Ａ)熊祖父、曾祖父為族人奮戰

(Ｃ)熊祖父、曾祖父的事蹟未被漠視

(Ｅ)無此說法

37.下列有關孟子評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及孔子的文句何者正確？
(Ａ)「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意謂「其身正，不令而行」
(Ｂ)「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意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Ｃ)「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意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Ｄ)「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意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Ｅ)「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意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答案：(Ｂ)

(Ｄ) 解析：(Ａ)前句引文說明柳下惠無論處在何種狀態總能以寬宏正道的態度去面對；後句引文

說明上位者行事端正，自能上行下效，不需號令即能行政(Ｂ) 皆說明不因身處困境而憂愁埋怨(Ｃ) 前句說明離去之
急迫；後句說明君子形式不可片刻離開仁心 (Ｄ) 皆強調所見所聽都要符合禮(Ｅ) 前句比喻孔子之道有其終始條理；
後句形容有德者須文采和實質均備，配合諧調。

38.楚漢相爭五年，英雄豪傑迭出，在歷史舞臺上有亮眼的演出。下列歷史事蹟的主角
（隱去主角名）參與了「鴻門宴」的有：
(Ａ)○○曰：
「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
，吾翁即若翁，則幸分我一
杯羮。」
(Ｂ)沛公為漢王，以□□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
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具得秦圖書也
(Ｃ)項王乃疑△△與漢有私，稍奪之權。△△大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Ｄ)◇◇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Ｅ)秦皇帝東游，☆☆與客狙擊秦皇帝 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為☆☆故也。☆☆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答案：(Ａ) (Ｃ) (Ｄ) (Ｅ) 解析：(Ａ)指劉邦。項羽曾擄獲劉邦之父，揚言烹殺之，此為劉邦的回答。史記 項
羽本紀。語譯：我和項王一同授命於楚懷王，並相約以兄弟相稱，我的父親便也可算是你的父親了，若
你真的忍心烹殺了你的父親，那麼，希望你也分我一碗用他的肉煮的羹湯

(Ｂ)指蕭何。劉邦入咸陽，蕭

何蒐集秦朝戶口等資料。史記 蕭相國世家。語譯：沛公被封為漢王，任命蕭何為丞相。項羽和其他諸侯
王屠殺了咸陽城的百姓並燒毀了阿房宮便離開了。漢王之所以完全知道天下險要的地方，知道各地戶數、
人口的多少，知道不同地方的富庶和貧窮，知道人民的疾苦，就是因為蕭何得到了秦朝所有的圖書

(Ｃ)

指范增。范增遭人離間，引起項羽疑忌。史記 項羽本紀。語譯：項羽於是懷疑范增與漢王有私交暗中勾
結，便稍稍削減了范增的權力。范增大怒，說：
「天下事大致已底定，君王您好自為之吧！請求您讓我帶
著這把老骨頭回到行伍之間去吧！」項王便答應了他，但他（范增）離開還沒走到彭城，就因背上生了
毒膿瘡發病而死了

(Ｄ)指項羽。沐猴，獼猴。沐猴而冠指獼猴性急躁，不能若人久著冠帶。比喻楚人的

性情暴躁。後譏諷徒具衣冠而沒有人性的人。史記 項羽本紀。語譯：項羽眼見秦國的宮室都因為大火焚
燒而殘破不堪，又思念家鄉想回江東去，便說：
「富貴了卻不回故鄉，就好像穿了錦繡衣裳而在黑夜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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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別人誰會知道呢？」那個勸項王留在關中的人聽到了就說：
「人說楚國的人像是獼猴戴了人的帽子，
果真是這樣。」

(Ｅ)指張良買通大力士，在博浪沙椎殺秦始皇之事。史記

留侯世家。語譯：秦始皇向

東方巡遊，張良與大力士在博浪沙這個地方襲擊秦始皇，大鐵鎚卻誤擊中秦始皇的副車。秦始皇大怒，
如火如荼地到處搜查張良的下落

39.在言談書寫中讚美對方，除了能讓受話的對方有好印象，也有助於達成交際目的。
下列敘述，敘說者選用「讚美對方」的技巧的選項是：
「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
(Ａ)紅拂投奔李靖時對李靖說：
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
「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
(Ｂ)張良對項羽說：
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
「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
(Ｃ)劉姥姥遇見賈惜春時說：
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
(Ｄ)孟嘗君對馮諼說：「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
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
「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
(Ｅ)蘇轍在給韓琦的信中說：
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
答 案 ： (Ａ )

(Ｃ) ( Ｅ )

解析：

(A)出自杜光庭〈虯髯客傳〉。語譯：「我在楊司空家裡待了很長一段時間，看到很多好的人才，可是他們當中

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您的。我知道菟絲和女蘿很難獨自生長，它們一定必須寄生在高大的樹木上，所以我是
來投奔您的啊。」紅拂女以「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這樣平鋪直敘的二句，具有比較的性質，以凸
顯李靖為當時天下第一的人才。
(B)出自司馬遷〈鴻門宴〉。語譯：「沛公不能再喝酒了，無法當面告辭。他叫我奉上一對白璧，再拜送給大王
您；（奉上）一對玉斗，再拜送給大將軍您。」
(C)出自曹雪芹《紅樓夢》。劉姥姥稱讚賈惜春，先說「好模樣」與「能幹」，都是平鋪直敘，毫不遮掩，也不
用其他技巧去凸顯或烘托，更進一步以誇飾的技巧（「神仙托生」）來表達內心的盛讚，極其符合劉姥姥的
鄉野的村婦身分，與直爽大方卻又老於世故個性。
(D)出自《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語譯：「（我）為了一些瑣事勞累不堪，心煩意亂，生性又懦弱愚昧，忙
於國家大事，因此得罪了先生。先生不介意，還願意替我到薛地收債嗎？」孟嘗君先故意貶低自己的才德，
再以「先生不羞」來凸顯出馮諼人格的高尚，度量的宏大開闊，因而進一步委婉地提出替「收責於薛」這樣
的要求。
(E)出自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語譯：「我這次來京，在山（這方面），見到了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
在水（這方面），見到了黃河的浩大深遠，在人這方面，見到了歐陽脩，可是還為沒見到太尉您（而遺憾）
啊。」蘇轍認為即使見到終南山、黃河和歐陽脩，但卻未見到韓琦，而感到遺憾；言下之意是說，在山方面，
在水方面，在文壇方面，都已經見到最為壯麗卓越的，以此烘托韓太尉在政治上的卓越實是當朝最為傑出的。

40.下列文句，敘述因月景而興發愉悅之情的選項是：
(Ａ)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Ｂ)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Ｃ)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Ｄ) 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
項，翩翩作霓裳舞
(Ｅ)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
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答 案 ： (Ａ )

(Ｂ) (Ｃ)

解析：

(A)出自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語譯：「月光下的景色尤其是美得無法形容，花的嬌態、柳的柔情、山
的姿容、水的蜜意，更是另有一種趣味。」 (B)出自歸有光〈項脊軒志〉，語譯：「每月十五的夜晚，明
月清輝照映在牆的半邊，（月光下，）桂樹的影子疏疏密密，微風吹來，樹動影搖，（如曼妙的少女），
（姿態）美麗可愛。」 (C)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語譯：「有時煙霧盡散，明月照映千里；月光照在
浮動的水面，如同閃爍的金光；月影映入平靜的水中，如同下沉的璧玉；聽著漁人的歌聲相互唱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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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哪有窮盡啊！」 (D)出自蒲松齡《聊齋誌異‧勞山道士》，敘述美人跳舞的美姿，與月景並沒有關聯。
語譯：「於是，用一根筷子向月中拋去，只見一位美人從月亮的光中走出來，一開始（她的身高）不到一
尺長，（但一）落地就和常人一樣（高了），長頸細腰，翩翩起舞。」 (E)出自蘇軾〈水調歌頭〉，敘述
中秋之夜，蘇軾醉後有感，兼懷其弟蘇轍而作，寫詩人心中的傷感愁悶。語譯：「（我）舉起酒杯向（沉
默的）上天詢問：『明月（當空，亙古長照，）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不知道月中的宮殿，今夜
是何年何月？（在醺然的酒意裡，）我想要乘風歸去，可是，又害怕高高在上精美華麗的樓閣，有著令人
難以忍受的寒冷。」

以下非選擇題部分請作答於答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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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忠明高級中學一○五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三第二次評量國文科答案卷

高三

班 座號

姓名

参、非選擇題（佔 18 分）
說明： 本大題共二題請依各題指示作答，答案務必寫在「答案卷」上，並標明題號。作答務必
使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書寫，且不得使用鉛筆。

一、 文章解讀 10％
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
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請從〈水調歌頭〉這首詞，說明蘇軾如何以月亮的意象超脫仕途失意及手足分離
的痛苦，而不沉溺在悲情之中? 請以 200 字—250 字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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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討論

8％

陣營

請完成〈鴻門宴〉人物分析表 人物及性格各佔○‧五分

漢

楚

人物： 劉邦

人物：

項羽

性格： 能屈能伸；隨機應變

性格：

粗疏寡謀、剛愎自用

人物： 張良

人物： 范增

性格： 成竹在胸、從容沉穩

性格：個性急躁、深謀遠慮

人物： 樊噲

人物：

性格： 勇猛豪邁、粗獷機智

性格： 聽命行事、未能隨機應變

人物： 曹無傷

人物： 項伯

性格：挑撥是非、吃裡扒外

性格： 重視情義、公私不辨

主帥

智囊

項莊

武將

內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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