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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卷
姓名：

一、國字注音：10 分(每字 1 分)
1.鍾「毓」：

2. 復於地取
「內」口中：

6.船「ㄐㄧㄤˇ」：

7. 互相砥
「ㄌ一ˋ」
：

3. 「箴」言：

8. 「ㄓㄢˇ」轉：

4. 龍「蟠」虎踞： 5. 童山「ㄓㄨㄛˊ
ㄓㄨㄛˊ」
9. 杯盤狼
「ㄐㄧˊ」
：

10.「ㄧˊ」指氣使：

二、注釋與摘釋：21 分(1-7 題每題 2 分，8-14 題每題 1 分)
1.戰戰惶惶：
2.策勵：
3.令譽：
4.忿狷：

8.以屐齒「蹍」之：
9.「敕」見：
10.謙「遜」：
11.「瞋」甚：

5.拘執：

12.予「謂」：
13.噫：
14.「褻」玩焉：

6.不蔓不枝：
7.中通外直：
三、默寫：7 分(每格 1 分，錯字扣 0.5 分)
1
2
1.(
○
)，可愛者甚蕃：(
○
5
2.噫！菊之愛，(
○
)。蓮之愛，(

)，(
6
○

3
○

)，(
)？牡丹之愛，(

四、綜合測驗題：40 分(每題 2 分)
1.王藍田吃不到雞蛋時所表現的樣子，可用哪一個成語來形容？
(Ａ)急如星火 (Ｂ) 謙沖自牧 (Ｃ) 氣急敗壞 (Ｄ)吞聲飲泣
2.請問以下關於愛蓮說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說」為一種解析事理、闡明己見的文體，與「論」的性質相去甚遠
（Ｂ）愛蓮說一文先泛論再舉例詳述，並以不同的花代表不同的人格特質
（Ｃ）作者喜愛蓮，並舉出菊花與牡丹作為反襯與正襯，以象徵手法凸顯蓮的特點
（Ｄ）本文是一篇藉物抒情的文章，表面寫蓮，實寫君子，寄託不被重用之嘆
3.王右軍聞而大笑，曰：
「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耶？」
由此句話可知王右軍對二人的評價如何？
(Ａ)王家父子平分秋色
(Ｂ)王藍田承襲王安期急躁的性格
(Ｃ)譏笑王安期的為人
(Ｄ)王安期才德優於王藍田
4.以下成語皆出自世說新語，下列句子敘述何者不適當？
（Ａ）睽違政壇多年後，他「東山再起」，高票當選立委
（Ｂ）小旭在音樂比賽中「口若懸河」的表現，使大家刮目相看
（Ｃ）做學問要有耐性，鑽研日久必如「倒吃甘蔗」，漸入佳境
（Ｄ）創造力競賽最忌「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想法才是
5.關於鍾家兄弟巧應答一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藉由對話凸顯魏文帝才智平庸，鍾家兄弟才智靈敏
(Ｂ)「鍾毓、鍾會少有令譽」的「令」可以用「美」字替換
(Ｃ)文中以對話的方式表現兩兄弟的機智
(Ｄ)文筆簡潔、人物形象刻畫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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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有關世說新語選一文的敘述，哪個選項的組合「正確」？
(甲)作者為劉義慶 (乙) 內容多記載東漢至東晉間，文人的言行風貌 (丙) 為志怪小說的代表
(丁)鍾家兄弟巧應答 ，在覲見皇帝時表現出機智又敬畏的態度，果然符合「少有令譽」
(戊)透過「刺」、
「舉」、
「擲」、
「蹍」
、「齧」、
「吐」幾個動詞，將王藍田急躁的個性表露無遺
(Ａ)甲乙丙
(Ｂ) 甲乙丁
(Ｃ) 乙丙丁 (Ｄ) 乙丁戊
7. 麥克阿瑟對兒子有不少期勉，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Ａ）在企圖駕馭他人之前，先能駕馭自己─反求諸己
（Ｂ）不要以願望代替實際作為─勝不驕，敗不餒
（Ｃ）真實智慧的虛懷若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Ｄ）在誠實的失敗之中，能自豪而不屈，在獲得成功之際，能夠謙遜而溫和─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8.「陶」指用填土製造器物，「冶」指鎔鑄金屬，結合成「陶冶」則引申出新的意思。請問下列哪一個詞
語的組成方式和「陶冶」不同？
（Ａ）準繩
（Ｂ）跋涉
（Ｃ）圭臬 （Ｄ）聆聽
9. 下列各選項「 」中的文字，經調整之後，何者意思不變？
(Ａ)「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刺之以筯
(Ｂ)「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擲地以舉
(Ｃ)戰戰惶惶，
「汗出如漿」─漿如出汗
(Ｄ)復於地取內口中，
「齧破即吐之」─吐之即齧破。
10.麥帥為子祈禱文中，麥克阿瑟最後說：「我已不虛此生！」請問，他要表達的意思為何？
（Ａ）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
（Ｂ）把孩子撫養成人
（Ｃ）盡到為人父的責任
（Ｄ）替兒子完成人生的夢想
11.「在獲得成功之際，能夠謙遜而溫和。」麥帥希望兒子注意下列何事？
（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Ｂ）滿招損，謙受益
（Ｃ）業精於勤，荒於嬉
（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12.以下「」中的注音何者相同？
（Ａ）寡見「鮮」聞／光「鮮」亮麗
（Ｃ）共襄「盛」舉／「盛」極必衰
13.以下「」中的詞性何者不同？
（Ａ）出淤泥「而」不染／菊「之」愛
（Ｃ）可愛者「甚」蕃／亭亭「淨」植

（Ｂ）
「予」取予求／不「予」置評
（Ｄ）
「說」三道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Ｂ）「予」獨愛蓮／魏文帝聞「之」
（Ｄ）不「蔓」不枝／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14.「在刮別人的鬍子之前，先把自己的刮乾淨。」以上這句話具有什麼樣的涵義？
（Ａ）要培養寬容大量的心胸
（Ｂ）應懂得反躬自省，自我檢討
（Ｃ）現在你相信我，以後你會相信他 （Ｄ）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15.請問以下蓮花的特質與所對應的選項何者錯誤？
（Ａ）出淤泥而不染：潔身自好，不與世浮沉
（Ｂ）香遠益清：品德醇美，名聞遐邇
（Ｃ）濯清漣而不妖：光明磊落，不結黨營私
（Ｄ）亭亭淨植：高潔不屈，令人敬重
16.請問以下描寫植物的詩詞何者配對錯誤？
（Ａ）不是人間種，疑從月裡來，廣寒香一點，吹得滿山開—桂
（Ｂ）不論台閣與山林，愛爾豈惟千畝陰。未出土時先有節，便淩雲去也無心—竹
（Ｃ）拂水斜煙一萬條，幾隨春色醉河橋，不知別後誰攀折？猶自風流勝舞腰—柳
（Ｄ）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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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請問以下關於聲音鐘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時間的推移總是默默地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你至多只能從天晴時射入斗室內的陽光，它們的寬
窄、亮暗來判定時光的腳步。」—從作者細膩的觀察中可知時間的推移是十分細微的，不易覺察
（Ｂ）
「時間一到，這些叫賣聲就像報時的鐘一般準確地出現。但這些鐘可不是一成不變地只會敲著噹、
噹、噹的聲音，或者每隔一個鐘頭伸出一隻小鳥，
『布穀、布穀』地向你報時。他們的報時方式、
出現時機，是和這有情世界一樣充滿變化與趣味的。」—每位小販的人格特質、販售方式不同，
也造就了叫賣聲的千變萬化與趣味橫生，是十分有人情味的
（Ｃ）「碰到颱風下雨，這些鐘自然也有停擺、慢擺或亂擺的時候。他甚至跟你惡作劇。」—此處以轉
化修辭形容小販的叫賣聲，生動活潑的表現這些「聲音鐘」的人性化
（Ｄ）「那位賣蝦仁羹的歐巴桑的叫賣聲恐怕是最平板無奇的，但還沒看到她就拿著大碗小碗衝出來的
大人小孩，每天不知凡幾。」—可見據「羹學界」的人士表示，歐巴桑的生意乏人問津、門可
羅雀
18.陳黎麻糬：「如果你住在花蓮，你一定聽過一位歐吉桑，推著腳踏車在街上急促地叫賣：『麻——糬，
麻糬、麻糬哦！』這聲音從什麼時候開始，花蓮縣誌上並沒有記載。三十年來，吃過多少個他做的這
包著好吃的紅豆的麻糬，我已經數不清了，只記得小時候聽到聲音，就趕緊從母親的錢包裏拿五毛錢
跑出去。讀國校時有一次老師帶我們去花崗山開會。在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總統萬歲之後，忽然聽
到『麻糬、麻糬哦』的聲音，大家一哄而散跑去買，連吃了兩個的阿雄興奮得直呼：
『麻糬萬歲！』……
難怪去年冬天，他在寄回來的賀年卡上告訴我：
『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身處雪地的異國，午夜夢迴，還
常常聽到那麻糬、麻糬哦的聲音。』」關於此段文字的解讀，何者錯誤？
（Ａ）麻糬讓作者與朋友具體感受到生命中的美好與珍貴
（Ｂ）作者朋友念念不忘麻糬，不僅僅是因為美味，更代表著故鄉的印記
（Ｃ）本處的麻糬的叫賣聲與〈聲音鐘〉裡小販的叫賣聲有異曲同工之妙，都代表著時間的推移
（Ｄ）如果這位賣麻糬的老闆要開店，想必車水馬龍、戶限為穿
19.請問以下關於句子的判斷，何者正確？
（Ａ）歲月，原本是一個安靜的秘密—表態句
（Ｂ）我要揭穿你的謊言了—敘事句
（Ｃ）他欣喜無限—有無句
（Ｄ）你不可能通過測驗—判斷句
20.請問下列哪一句歌詞與「我的世界被吵醒」屬於相同的句型？
（Ａ）玻璃瓶裡插滿小小森林
（Ｂ）你才是這世界上無與倫比的美麗
（Ｃ）熱戀的時刻最任性
（Ｄ）你有我的蝴蝶
五、成語(每題2分，共6分)
1.這位女法官查案詳細，且不受利益強權左右，真是（
）
，令人敬佩
（Ａ）明鏡高懸
（Ｂ）杯水車薪 （Ｃ）杯弓蛇影 （Ｄ）東窗事發
2.下列詞語，何者與「東山再起／一蹶不振」的關係相同？
（Ａ）杯弓蛇影／風聲鶴唳
（Ｂ）抱殘守缺／墨守成規
（Ｃ）披星帶月／櫛風沐雨
（Ｄ）怙惡不悛／從善如流
3.請選出正確的組合
(甲)若曦去看了一場舞台劇，女主角對先生的家人非常孝順，每天「昏定晨省」，數十年來始終如一
(乙)不料先生卻「拈花惹草」
，令若曦憂傷不已(丙)不禁感嘆自己「東施效顰」陪伴先生(丁)可謂
「虛懷若谷」，簡直不值
（Ａ）乙丙
（Ｂ）甲丁 （Ｃ）乙丁 （Ｄ）甲乙
六、閱測（每題 2 分，共 10 分）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
「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
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選自世說新語
1.以下關於本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謝太傅與親朋好友暫別時感到怡然自樂
（Ｂ）本文中的「桑榆」是指遲暮之年
（Ｃ）謝太傅表示在這年紀無論面對何事都能無入而不自得
（Ｄ）王右軍不想讓晚輩知道他的興趣是因為害怕兒女反對
2.請問文中的「絲竹」不可與以下哪一個選項互換？
（Ａ）鐘鼓 （Ｂ）管絃 （Ｃ）金石 （Ｄ）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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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
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選自世說新語
3.以下關於本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由文中可知諸葛家有三兄弟，分別是諸葛瑾、諸葛亮和諸葛誕
（Ｂ）人們給他們的排名是在蜀國的諸葛亮第一，在吳國的諸葛瑾第二，在魏國的諸葛誕第三
（Ｃ）除了諸葛亮之外，其餘二人表現平平
（Ｄ）諸葛家一門英傑，可說是棠棣競秀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
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枒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越出了樹籬，勾
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我無比清楚
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
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
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
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乎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
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
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
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
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我看著他的小
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裡，
一口皮箱旁。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
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
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
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節選自龍應台目送
4.本文中許多出現的事物都象徵或暗示了某些事情，請問以下何者的解釋較不恰當？
（Ａ）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此處的灰色亦有憂鬱的象徵
（Ｂ）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此處的背影包含著人生中不得不面
臨的道別與感傷，意象飽滿豐富
（Ｃ）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象徵著孩子的獨立自主
（Ｄ）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暗示父親與在大學當教授的作者，彼此社會地位
的差異
5.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緣分就如本文作者說的，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所以，更
應把握機會孝順父母，而我們不能用以下哪一個選項的話來提醒自己？
（Ａ）一枝草，一點露
（Ｂ）生前一粒豆，卡贏死後拜豬頭
（Ｃ）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Ｄ）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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