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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一個人最重要的事是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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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

班座號

姓名：

(D) 在有心人士的「呼嘯」下，保育行動進行得非常順利

是快樂的活著，是毫無理由快樂地活著。」
所以我們應該要 :
(A) 奢侈地日日擁有好情懷
(B) 未雨綢繆而深謀遠慮
(C) 避免慾望糾纏之苦而心如止水
(D) 放棄成為頂尖的機會而藏拙

10.
(A)
(B)
(C)
(D)

2.下列「」的注音寫成國字，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A)「ㄐㄧㄢˋ」及履及
(B)唇槍舌「ㄐㄧㄢˋ」
(C) 歸心似「ㄐㄧㄢˋ」
(D) 刀光「ㄐㄧㄢˋ」影

下列文句中成語的使用何者最恰當？
每天出門前，媛雅總是打扮得美輪美奐，光鮮亮麗
虞姬向來長袖善舞，是舞壇最閃的一顆星
田徑隊歷經苦練而奪冠，消息傳來，全校師生都休戚與共
這個研究團隊人人經過嚴格挑選，沒有濫竽充數之人

3.下列詞語替換後何者前後意思相同？

11. 請依層遞原則重組張曉風<情懷>中的文句：
「等車不來，等到的卻是疏籬上的金黃色絲瓜花，花香成陣，
直向人身上撲來，籬外有四野的山，
(甲) 抱住水的岸（乙）以及抱住岸的草（丙）繞山的水
我才忽然發現自己已經陷入美的重圍了」

(A) 鞍部 / 峭壁
(C) 乩童 / 廟公

(A) 甲乙丙
(C) 丙甲乙

(B) 打烊 / 倒閉
(D) 訕笑 / 譏諷

4.下列形似字何組前後讀音相同？
(A) 為人市「儈」 / 「膾」炙人口
(B) 祭拜神「祇」 / 「抵」禦外辱
(C) 分「泌」唾液 / 「沁」涼如水
(D)「拎」著菜藍 / 口齒「伶」俐

(B) 丙乙甲
(D) 乙甲丙

12. 下列詞語延伸義的說明何者有誤?
(A) 在艱困的時候，一定要堅忍向前，人生總有「柳暗花明」
的時候，千萬不要放棄→喜從天降
(B) 青年人本來是「有稜有角」，經過社會的磨練以後就會變
得越來越圓了→不易妥協
(C) 我和他雖是「萍水相逢」，卻有一見如故之感 →偶然相遇
(D) 然而在西部，人卻得在「剃刀邊緣」求生存→危險的處境

5.下列「」中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前後字形相同？
(A) 心如刀「ㄍㄜ」 / 大動干「ㄍㄜ」
(B) 「ㄒㄧㄥ」風血雨 / 「ㄒㄧㄥ」風作浪
(C) 攻城「ㄌㄩㄝˋ」地 / 「ㄌㄩㄝˋ」奪財物
(D) 怨聲「ㄗㄞˋ」道 / 「ㄗㄞˋ」水一方

13.「但二十年的時間卻可以讓一個好人變成壞人」使用映襯
修辭，下列何者也使用了相同修辭格？
(A) 春風以溫暖的手，揉綠了大地
(B) 一滴迸濺的血跡/就是一頁隨風飄零的花瓣
(C) 開始讀時，手還穩穩的拿著，讀完時，手卻微微顫抖
(D) 他的眼裡有笑，笑裡有暖，暖裡有春風，她在春風裡聽見
心動

6.「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蜀道難>)文中「於」
的字義與下列何相同？
(A) 黔敖為食「於」路
(B) 吾常「於」吳商
(C) 吾舅死「於」虎
(D) 苛政猛「於」虎

14. 對於文意的詮釋下列選項何者說明正確？
(A) 黔敖為食於路：黔敖在路邊煮食販賣
(B)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 聽您的哭聲好像是一再遇到憂

7.下列字義何者前後相同？
(A) 其嗟也可「去」/ 何為不「去」也
(B) 喜而「逆」諸郊 / 倒行「逆」施
(C) 有眼不「識」泰山 / 膽「識」過人
(D) 繞室以「旋」/ 凱「旋」歸來

傷的事
(C)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工 : 我常與吳國商人往來，知道吳
國人講話很會修飾
(D)吳儈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吳國商人
來，看到漆桶上的封條是新的，內心起疑，就請虞孚製作新漆

8.下列各句的主語何者錯誤？
(A) 揚其目而視之→黔敖
(B) 從而謝焉→黔敖
(C) 終不食而死→餓者
(D) 使子路問之→孔子

15. 「一位值勤的警察大搖大擺的沿街走著，（甲）他威風凜
凜的姿態不是裝出來引人注目的，，因為街上並沒什麼人
在看他。此時已近晚上十點，（乙）寒風颼颼夾著雨絲，（丙）
行人寥寥無幾，（丁）臨街人家的壁爐中發出熊熊烈火。」文
中畫雙線處文句，何者使用了狀聲詞？
(A)甲
(B)乙

9. 下列詞語的使用何者錯誤？
(A) 觀光夜市的龐大商機，引來黑道的「覬覦」
(B) 他千里「跋涉」，終於回到朝思暮想的家園
(C) 眼看局勢即將穩定，結局卻「陡然」一轉出乎預期

(C)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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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
<請繼續 P2 作答 >

16.下列何者是＜習慣說＞一文的主旨？
(A) 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
(B) 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C) 足利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

24.「萬花叢裡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四方海內皆羨談。
戰文場，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
（賈仲明<凌波仙>）這首節錄的曲對馬致遠做何種闡述？

(D) 君子之學貴慎始

(A)
(B)
(C)
(D)

17. < 缺憾 >中提到：「既然連天都曾經是殘缺的，人世間的
缺憾遺恨就更是常態，又何須苦苦癡想、執著求全？」這段話
希望讀者抱持何種心態？
(A) 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
(B)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C)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D) 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

25.小說中人物的面容細膩描寫，目的是刻畫人物的性格，同
時也能深刻地表達文章的中心主旨。下列選項，何者並非從面
容角度描寫人物？
(A) 酡紅的雙頰，玉雕般的鼻梁，眼梢斜飛入鬢，嫵媚與風
情幾乎要從眼底流瀉而下了
(B) 一張端正的小嘴輪廓分明，柔唇微啟，露出一口潔白如

18.下列<獵人>文中的句子，何者暗示「狩獵的緊張和壓力」?
(A)
(B)
(C)
(D)

凸顯其為文壇老手、曲界中翹楚
點出其姓名、字號之由來
細數其歷任官職與建樹
陳述其一生命運之坎坷

老獵人枯藤一般的左手已拎了隻狐狸
身影已像是隻蝙蝠飄然消逝在林子裡
整片天空宛如張大翅膀的蒼鷹迅速撲掠而下
雅隆．諾基斯把命令像流星拋進我的耳朵裡

玉的貝齒
(C) 她習慣將冰毛巾繫於額前或頸間，看來真像日本料理店
裡吆三喝四的大廚
(D) 一張蒼白的臉，方下巴，眼光銳利，右眉邊上一道白色
小疤

19.「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關於曾子這段話的
分析，下列何者正確？
(A) 認為對待無禮之人，應該要循循循善誘
(B) 維護自尊是必要的，禮的取捨之間應慎重斟酌
(C) 希望餓者能堅持原則，做到威武不能屈
(D) 讚賞餓者勇於認錯，知錯能改的精神。

26.「飛魚季期間，嚴禁捕其他的魚，若網到其他的魚時，務
必放生。同樣的，飛魚季之後，如果捉到飛魚的話，你們也
要放生。倘若你們族人之中不遵守這約定、規則的話天神將處
罰你們來年沒有飛魚可捕，使你們飢餓。」下列哪一理念與此
相同？

20.「誰知我去魯十四年/都化為臨河的一句/長嘆
還不如歸去！修<詩>、<書>/作<春秋>，含笑，植栽
那七十二株等待茂盛的杏樹」(渡也 < 麟 >)
這首詩是歌詠的對象應是下列何人？
(A) 陶淵明
(B) 孔子
(C) 董奉
(D) 孟子

(A) 黑暗是森林的鬼魅，它會趁你不注意的時候凍結身體的血
液，第二天，黑夜的使者──山豬，便把失去靈魂的軀殼叼走
(B) 狩獵對泰雅男人是莊嚴的事，沒有獵物就餵不飽你的家
人，也證明這個男人失去勇武犯難的精神
(C) 老獵人離去的時候，要我一早準備番刀和鹽巴就好
(D) 山裡只有這一頭勇猛的山豬，你獵到了，以後泰雅的小孩
要獵什麼？

21.以下是對於〈不食嗟來食〉與〈苛政猛於虎〉的比較，何
者敘述正確？
(A) 主要內容都以對話方式呈現
(B) 皆以強烈口氣批判暴政

27.「舞蹈讓我擁有學習的欲望，舞蹈讓我感受存在的價值，
一路走來的挫敗、辛苦，是我面對未來挑戰最大的本錢。」
（許芳宜）這段話的涵義同於下列何者？
(A)魔鬼，藏在細節裡
(B)做人，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C) 前者使用開門見山，後者以實例故事法呈現
(D) 文末都以作者想法評論作結

(C)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 (D)幸運，常在你不注意時到來
28. 「一腳皮鞋、一腳球鞋 ; 左肩公事包、右肩書包 ; 左邊
辦公桌、右邊書桌。終其一生不斷學習、不斷進化，七手八
腳、十八般武藝的
人才正是職場新星。」（天下雜誌
624 期）根據文意，上面缺空處最適合填入下列哪一種動物？
(A)鯨魚
(B)章魚
(C)猴子
(D)大象

22.林懷民說：「世界上沒有靈感這回事，我是個工匠，藝術的
『術』是技術，是每天每天的工作，使手藝跟著慢慢熟練起
來」其含義與下列選項何者相同？
(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B) 靈感來時不報備
(C) 偉大的藝術家是簡化大師
(D) 練習可以成就大師
23. 關於<二十年後>一文的寫作技巧，下列分析何者正確？
(A) 以警察巡夜開端製造出緊張氣氛
(B) 吉米的畏縮與鮑伯的豪爽成對比

29. 「碧色的江水在眼前展開，雪峰藍天白雲，一股腦兒映在
清澈的江面上」這段景物摹寫文與下列哪一句話最契合？
(A) 春來江水綠如藍
(B) 點秋江白鷺沙鷗

(C) 紙條是揭開故事真相的關鍵
(D) 全篇採第一人稱立場推展情節

(C) 兩岸人家接畫簷
(D) 山映斜陽天接水
<請繼續 P3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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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魯蛟<生活所見>：「一位農夫在
/一批老蠶在
/
一座泥山在一方磚上坐著/一些智者在一個輪上轉著/一棵大樹
在
/一群歌者在
。」根據前後文意線索判斷，缺空
處應填入何者最恰當？

尋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現在已經比不上三、五歲小孩
子那樣好奇、那樣興味淋漓了。你長大一歲，你感覺興味的敏
銳度便遲鈍一分。」下列何者是這段話的主旨？
(A) 培養讀書興趣要趁年少

(A)一塊布上趴著/一支笛上哼著/一張紙上挺著/一粒米上站著
(B)一粒米上站著/一塊布上趴著/一張紙上挺著/一支笛上哼著
(C)一支笛上哼著/一粒米上站著/一塊布上趴著/一張紙上挺著
(D)一粒米上站著/一張紙上挺著/一塊布上趴著/一支笛上哼著

(B) 味覺隨年齡增長而衰退
(C) 抵抗誘惑的唯一方法是讀書
(D) 三、五歲小孩因無知所以好調教
37.文學上常與藉景物的摹寫暗示人物的心境，下列何者的心
境異於其三者？
(A) 陽光灑在許沁身旁的櫻桃樹上，在看不見的地方醞釀春意
(B) 樹枝乾枯，街景蕭條，從容心情像枯枝上的藍天一樣晴朗
(C) 蜻蜓點水款款飛，桃花頷首紛紛落，余飛的腳步在飛轉
(D) 街上的銀杏，一樹亮眼的金黃，程珈望見的是一地凋零

31.「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以九個
名詞營造出豐富的意象，充滿層次感的畫面。下列何者也使
用相同的技巧？
(A)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
(B) 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
(C) 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D) 桃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

38.「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李白<
將進酒>)抒發對時光的慨嘆，下列何者與其含義最相近？
(A) 青春去時不告別，老年來時不招手
(B) 青春的夢想，是未來真實的投影
(C) 青春多麼美麗！發光發熱，充滿彩色與幻想
(D) 青春是神箭手，百發百中

32. 「臺灣是我生活的場域，從基隆到墾丁，從窗前的淡水河
到臺東的太平洋，從故宮博物院到廟前的乩童到路旁的檳榔西
施，都是我的臺灣。」這段文字主要在說明什麼意念？
(A) 展翅高飛以實現雄心壯志
(B) 身在臺灣處處是溫暖
(C) 創作的泉源來自多元文化的台灣
(D) 以巡迴演出回饋台灣鄉親的愛護

39.「雙關修辭」表現方式比較常用是「諧音」和「諧義」。下
列何者使用了「諧音雙關」？
(A) 中油自助加油區，請大家「自己為自己加油」
(B) 大同國中探索少年藉著咖啡「啡·向夢想」

33. 「歐．亨利在其作品故事發展過程中，會著力描寫某一
面，這些描寫與主題密切相關，但沒有觸及最重要的事實，最
重要的事實只用一兩筆帶過，讀者難以看出他埋下的伏筆。到
故事結尾，筆鋒一轉，寫出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這時，讀者
再回想一下整部作品，會為歐．亨利精妙的構思而拍案叫
絕。」關於上文，下列敘述何者說明正確？
(A) 歐．亨利對主題的描述總是面面俱到
(B) 結尾出人意料是歐．亨利作品最為人稱道之處
(C) 歐．亨利對最重要的事實會鉅細靡遺地描寫
(D) 精妙的構思是歐．亨利那時的文壇風氣。

(C) 一到芋頭盛產季節，甲仙滿街賣的是「燙手山芋」
(D) 「還是神箭手比較會說話。」「為何？」「因為『一語中
的』呀！」
40.「命運之所以強大，在於它可以站在終點，看你為它沿途
設下的偶遇驚豔，而那些偶遇，雖然每每令你在心中盛讚它的
無可取代，但回首看來，卻又是哪樣自然而理所當然的存在，
好像拼圖上細微得近乎忽略的一塊，終究存在了才完整。」
(書海蒼生〈十年一品溫如言〉)關於這段話的涵義，下列選項
何者敘述正確？
(A) 命運之所以強大是來自置身度外
(B) 偶遇拼湊出一幅完整的命運風景

34.「我是有老婆的人，要不是你一直的追，我是不會留資料
給你的」這段文字饒富趣味，最有可能是誰在追這位開車的男
士?

(A)絕色美女 (B)超跑女駕駛
(C)交通女警 (D)尋仇大姐頭

(C) 人生的精彩程度取決於偶遇的多寡
(D) 命運站在終點評判偶遇的表現

35. 「高原上的深夜，不是黑不見底的，是深藍的，像海洋。
遙遠的地平線上閃爍著天光。湖面星光閃閃，滿地蕩漾著水
鑽，她抬頭仰望，看見了滿天繁星。彷彿數條銀河懸掛於上，
熠熠生輝。」（玖月晞<他知道風的來向>）這段文字主要是在
描述：
(A)水鑽
(B)海洋
(C)平原
(D)星空

41.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
動，無節不作。』」這句話的含義，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A)禮重符合道理，學習禮可成有德之人
(B)先習禮再學樂，君子行事要一步一步來
(C)禮節的真諦，在於以音樂輔佐禮節進行
(D)不管是禮還是樂，都是君子行事的準則

36.「如果你在讀書中尋出一種趣味，將來你抵抗誘惑的能力
比別人定要大些。這個興趣你現在不能尋出，將來便永遠不能

<試題尚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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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P4>

定風波

46.根據新解，下列哪一個選項合乎「歹竹出好筍」的涵義？
(A) 不怎麼樣的父母，卻生出很有成就的小孩
(B) 絕對尊重孩子的父母，能培養出優秀的子弟
(C) 教育孩子這件事，需要全村莊的人一起努力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

（宋 蘇軾 ）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①且徐行。竹杖芒鞋②輕勝馬。
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③春風吹酒醒， 微
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D) 懂得琢磨璞玉的父母，能教出成器的孩子

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④處，歸去、也無風雨
也無晴。
①吟嘯：呼嘯歌唱。 ②芒鞋：草鞋。
③料峭：風寒的樣子。

47. 「一位很文青的生物老師」，其中「文青」是為轉品，本
是名詞，轉為形容詞。下列選項何者用法相同？
(A) 人啊！長了一顆「紅樓夢」的心，卻生在「水滸傳」的世
界
(B) 我們都得讓生物老師「科普」一下大自然的知識
(C) 友情，玩得好就是「小時代」，玩不好就是「甄嬛傳」
(D) 這時候，春光已是「爛漫」在人間

④蕭瑟：風雨吹打樹林的聲音。

42.詞前有一小序，主要是在說明：
(A) 雨中即景
(B) 同行夥伴
(C) 寫作緣由
(D) 踏青奇遇
43. 這闋詞反映了詞人何種心境？
(A) 悲喜交集
(B) 纏綿悱惻
(C) 坦蕩豁達
(D) 憂心忡忡
44.依格律和體制判斷，何者與<定風波>一樣是一闕詞？

住在斯德哥爾摩，日常利用的公共設施可能就是世界知名
傑作。像我常去借書的市立圖書，位在地鐵人民路站附近，是
二十世紀建築大師貢納˙阿斯普朗德的傑作，來自世界各地的
參觀者絡繹不絕。斯德哥爾摩市內共有四十四座市立圖書館，
就屬這座藏書最多，我從家裡過去也方便，所以常去借書。設
計領域的藏書也極其豐富，有時候我也會在閱覽室閱讀不方變
帶回去的大部頭設計書。阿斯普朗德是瑞典數一數二的建築
家，在他一手打造的建築空間裡閱讀他的相關資料，真是過
癮。
這座市立圖書館是橘色圓形建築，從遠處看就十分顯眼。
從正面入口登上細長的階梯後，一片大的書海在眼前展開，滿
滿三層樓的藏書放在挑高的圓形壁面上，從中找出自己想要的
書也是一個絕佳的經驗。光線從接近天井的窗戶照進來，灑在

(A)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B)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C)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新
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
(D) 風飄飄，雨瀟瀟，便做陳摶睡不著。懊惱傷懷抱，撲簌簌
淚點拋。秋蟬兒噪罷寒蛩兒叫。淅零零細雨打芭蕉。
小光：老師，竹筍是怎麼長出來的？
師：從竹子的地下莖長出來的。
小光：算是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利用根、莖或葉來繁殖）
師：算。
小光：這也是無性生殖的一種嗎？
師：没錯！
小光：没有突變的話，它們的 DNA ，100%相同囉？
師：完全正確。
小光：既然是無性生殖，後代特徵應該要和親代都相同。為何
親代是「歹竹」，後代卻是「好筍」呢？
（哇嗚！老師好感動！小光同學，你果然是天資聰穎啊！）
根據筍農（綠竹筍）的說法：
竹筍是由竹的地下莖，萌芽生長而得。
若要來年的竹筍（竹子）長得好，一般都會在冬季（農曆
年前）竹子休眠前，進行竹欉整理。通常留下隔年生產竹筍所
需之「母莖」，砍除多餘的老莖或其它雜枝。因爲數量太多的

成排的藏書上，阿斯普朗德的設計讓每位訪客都覺得宛如踏進
智慧森林。（《北歐瑞典的幸福設計》山本由香）

雜枝，會消耗土壤的養分。而且竹園通風不良，則管理、採收
不易，也容易招致病蟲害。竹欉整理完畢，掘開枝幹四周的土
壤，埋下肥料、再掩上土壤。竹子有了足够的養分，隔年春天
長出的竹筍就能够肥碩又甜美了。而新生竹的子株體，也可以
長得粗壯挺拔、高高又壯壯。
台灣諺語「歹竹出好筍」中的「歹竹」，應該不是指竹子
瘦弱彎曲的老枝。「歹竹」的「歹」不是形容詞，應該是動
詞，是「砍」除雜枝的意思。
從生物學、遺傳學的角度來看，這樣才是合理的解釋。
( 一位很文青的生物老師 < 從□□□□看「歹竹出好筍」>)

(B) 阿斯普朗德的設計引領讀者徜徉書海，接近知識的殿堂
(C) 阿斯普朗德設計了一座森林造型的圖書館
(D) 進入阿斯普朗德設計的圖書館，令人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48.根據上面這篇文章的內容，下列哪一個選項的敘述正確?
(A) 斯德哥爾摩市街頭有很多金碧輝煌的公共設施
(B) 斯德哥爾摩市立圖書館的藏書量令其他圖書館望洋興嘆
(C) 作者因為仰慕阿斯普朗德所以常去圖書館借書
(D) 這座圖書館裡設置了「阿斯普朗德書房」供讀者瞻仰風采
49.「光線從接近天井的窗戶照進來，灑在成排的藏書上，阿
斯普朗德的設計讓每位訪客都覺得宛如踏進智慧之森。」
對於這句話的解讀，下列哪一個選項正確？
(A) 阿斯普朗德設計了一連串的閱讀活動，吸引讀者享受閱讀

50.大同國中有一個名為「存在森林」的處所，請問目前為止
其功能不包括下列何者？
(A) 蒐藏圖書
(B) 讀書會
(C) 藝品展覽
(D) 植物生態研究
<試題結束>

祝各位會考順利

45.從上文可推知，題目中□□□□ 應填入其下列那一選項？
(A) 親身經驗
(C) 成語新解

(B) 自然科學
(D) 神話傳說

會的題目都寫對 不會的都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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