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彰師附工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職二國文科試題
適用班級：高職二、綜二仁、綜二愛

壹、選擇題 (共 60 分，每題 2 分；請將答案代碼填入電腦答案卡，個人基本資料未填或填錯者，一律扣 10 分)
1、(
2、(

) 下列各組「 」中的字，何者讀音完全相同？ (A)「蜚」短流長／雨雪「霏」霏／「緋」聞 (B)通「緝」犯／拱手作「揖」
／修「葺」 (C)「膾」炙人口／牛肉「燴」飯／人文「薈」萃 (D)酩「酊」大醉／「疔」瘡／岸芷「汀」蘭
) 下列選項中的「微」字，何者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A)「微」斯人，吾誰與歸 (B)「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
3、(

4、(

5、(
6、(

(C)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D)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 「躊躇／躑躅／踟躕」
，以上三組詞語的字音，依序應為下列何者？
(A)ㄔㄡˊ ㄔㄨˊ／ㄓˊ ㄓㄨˊ／ㄔˊ ㄔㄨˊ
(B)ㄔㄡˊ ㄓㄨˊ／ㄓˊ ㄓㄨˊ／ㄓˊ ㄔㄨˊ (C)ㄔㄡˊ ㄔㄨˊ／ㄓˊ ㄔㄨˊ／ㄔˊ ㄓㄨˊ
(D)ㄔˊ ㄓㄨˊ／ㄔˊ ㄔㄨˊ／ㄔˊ ㄓㄨˊ
) 下列選項中，何者呈現的情感和「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語最接近？
(A)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B)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 (C)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
人愁 (D)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 下列文句的「一」，何者有「全部」的涵義？ (A)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敘病心 (B)予觀夫巴陵勝
狀，在洞庭「一」湖 (C)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 (D)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看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孟浩然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上列詩作中「坐看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弦外之音是

7、(
8、(
9、(
10、(

11、(

(Ａ)欲飄然遠引 (Ｂ)欲干謁出仕

(Ｃ)喜靜觀自得 (Ｄ)期安身立命。
) 「□□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不宜填入
(A)離離 (B)蔚蔚 (C)青青 (D)郁郁
) 在〈岳陽樓記〉文中，哪兩句是「雨悲」
、
「晴喜」的伏筆？ (A)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B)浩浩湯湯，橫無際涯 (C)朝暉
夕陰，氣象萬千 (D)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 下列文句，何者使用「借代」修辭？（甲）錦鱗游泳／（乙）沙鷗翔集／（丙）岸芷汀蘭／（丁）居廟堂之高／（戊）處
江湖之遠。 (A)甲乙丙 (B)乙丁戊 (C)乙丙戊 (D)甲丁戊
)有一副岳陽樓的對聯寫到：「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情，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其中
「范希文兩字關情」是指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哪兩個字可以作為全篇關鍵？
(A)興／廢 (B)憂／樂 (C)古／今
(D)晴／雨
) 關於〈岳陽樓記〉一文的說明，何者有誤？
(A)為范仲淹政治革新失敗，自請罷相後所作 (B)文章一開頭即點出主旨，
凸顯「說理明志」的立意 (C)融敘事、寫景、抒情、議論為一爐 (D)除了申明自身心志外，亦隱含期勉滕宗諒的意思

12、(
13、(

14、(

15、(
16、(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一文可分作三節，下列分析，何者錯誤？
(A)第一節，說明人生無常，該及時行樂 (B)第二節
言良辰、美景、樂事、俊才，一時並集 (C)第三節切入賦詩主旨 (D)序文應具的時、地、人、事要素在末節才揭示
) 寫景時常以聽覺、視覺、嗅覺等知覺對事物加以形容摹寫，下列文句中，何者兼具「視覺」及「嗅覺」兩種摹寫技巧？
(A)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 (B)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 (C)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D)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
)下列各選項「 」中的語詞，何者不可互相代換？
(A)「群季俊秀」中「群季」可用「諸弟」替換 (B)「大塊假我以文
章」中「大塊」可與「天地」替換 (C)「會桃花之芳園」中「會」可與「聚」替換 (D)「吾人詠歌，獨慚康樂」中「康
樂」可與「美酒」替換
)下列「 」中的字，何者不是動詞？ (A)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B)「幽」賞未已，高談轉清 (C)「飛」羽觴而
醉月 (D)不有佳詠，何「伸」雅懷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一文「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之句中，牽涉到的歷史人物，在下列哪一篇文章亦曾提及？
(A)師說 (B)醉翁亭記

17、(
18、(

19、(

20、(

21、(

(C)訓儉示康 (D)廉恥

)下列何者屬於對偶句式？ (A)群季俊秀，皆為惠連 (B)不有佳詠，何伸雅懷 (C)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D)開瓊筵
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
)下列關於孟子思想的說明，何者有誤？ (A)提出「性善說」，認為仁、義、禮、智這四種善性都是先天固有的 (B)提出
「修養論」
，認為人生下來都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善端，人們應時時存養擴充 (C)提出「仁政論」
，要求統治
者從「羞惡之心」出發，做個行仁政的仁君 (D)提出「處世論」，主要表現在「出處去就」
、
「辭讓取與」兩方面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孟子以水喻性，可知人性的哪種
特徵？
(A)受到外力影響會使人趨向惡，因此要靠「禮」來導正 (B)人性無善無不善，如同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C)人如果沒有受到外力的干擾，是自然會為善的 (D)人性必須受到外力影響，才會向善
) 「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引用孔子之言，意在說明下列何者？
(A)善心若亡失，便不知其去向 (B)人心不可片刻失養，須時時刻刻存養 (C)善心存亡與否，非人能主觀操控 (D)善心存
養沒有特別方法，端視人們如何操控其方向
)下列注釋說明，何者正確？ (A)牛山濯濯：草木茂盛的樣子 (B)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人人天生皆有個別差異
(C)平旦之氣：指人養息整夜，清晨起來，尚未與外物相接時清明的身心狀況 (D)梏之反覆：不斷的叮嚀提醒
1

22、(

)下列選項中，何者不是〈黑與白──虎鯨〉一文所描述的主題及內涵？

(A)苦口婆心勸說世人保護海洋，重視虎鯨的生

態環境 (B)以虎鯨背腹黑白的顏色象徵人間是非的黑與白 (C)描述發現鯨豚的經過與喜悅之情 (D)藉由與虎鯨相遇的
經驗，澄清世人對虎鯨的誤解
23、(
24、(

25、(

26、(

27、(

)下列文句畫底線的部分，何者使用不當？「即使牠們遠遠離去，我也感覺和牠們之間已經雁杳魚沉，終身不渝。那黑白分
明不會褪色的溫潤感覺，如一塊璞玉埋入心底。」 (A)雁杳魚沉 (B)終身不渝 (C)不會褪色 (D)一塊璞玉
)下列出自〈黑與白──虎鯨〉的文句，何者不是用來形容虎鯨的動作姿態？
(A)牠臉偎著船尖牆板，如老朋友相見般親
暱地擦頰 (B)衝到幾乎要和船尖親吻的距離，倏地側身，迴旋垂下尾鰭，把頭部露出水面 (C)如海面一朵綻放的黑色花
朵，一扇尾鰭高高盛開 (D)無意識地呼喊，分不清是激情、感動，是夢裡的恍惚，還是承受不住盛情的呢喃
) 「
（甲）遠山浮雲飛鳥波濤，海面上的一切是我們習慣了的亮麗世界／（乙）我終日沉浸悠游在藍色冰涼的海洋中／（丙）
海上的日子在苦悶的等待中彷彿海水的味道——鹹鹹苦苦的／（丁）漁船鏗鏘的引擎聲，響徹黎明港灣，破曉晨風迎面吹
拂，海上一片霧色茫茫」
。以上為〈鬼頭刀〉中的句子，試辨析共用了哪些摹寫手法？
(A)聽覺、視覺、味覺、嗅覺
(B)視覺、觸覺、味覺、心覺 (C)視覺、聽覺、嗅覺、味覺 (D)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心覺
)下列關於〈鬼頭刀〉一文的說明，何者正確？ (A)「那倨傲桀驁的眼神經常壓迫著我的夢」寫鬼頭刀挑釁的眼神激起作
者的鬥志 (B)「我撫摸著銳利的魚鉤，一遍又一遍把鮮豔的假餌提在眼前晃動」意謂作者滿足於漁貨豐收的景況 (C)「感
覺上鬼頭刀似乎隱藏在海面下的某個角落窺視著我們，那幽靈般藍色的發亮星點似乎環繞在船筏四周，而又在我興奮的跳
躍起來後消失無踪」意謂鬼頭刀是種個性陰沉的魚類 (D)「海湧伯撿起折斷了的魚鉤說：
『這不是普通的力量』
」是對作者
成功捕到鬼頭刀的讚美
)滕宗諒〈與范經略求記書〉：「竊以為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瑰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
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意指〈岳陽樓記〉可使岳陽樓
遊客

28、(

(Ａ)美好特出 (Ｂ)適合遊觀 (Ｃ)吸引

(Ｄ)流傳久遠。

)（范仲淹）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否？」相士云：「不也。」再問：「能作名醫否？」相士訝之曰：「何前問之高，
而今問之卑也？」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贊曰：「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史潔珵《德育古鑑．救
濟類》）以下敘述，合乎文意的選項是 (Ａ)相士認為醫生地位過低，不足為之
有經世濟民的懷抱

29、(

(Ｂ)范仲淹希望能聲聞於世 (Ｃ)范仲淹

(Ｄ)相者認為能看清世局、分辨善惡者為「真宰相」。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中，和〈與崔策登西山〉：「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描述手法相同的是 (Ａ)其高下之勢，
岈然洼然，若垤若穴 (Ｂ)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 (Ｃ)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 (Ｄ)心凝形釋，與萬化
冥合。

30、(

)〈對土地負責—身為臺灣原住民的心底話〉：「他們把軀體的養料交還給土地，豐沛的土地照顧世世代代……這是每
一個人對土地的責任，也是對土地的眷戀。」以下詩句和此寓意最接近的選項是
(Ｂ)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Ｃ)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

(Ａ)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Ｄ)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

貳、非選擇題（40﹪，請在非選擇題作答卷上應答）
一、 解釋（共 20 分，每題 2 分）
1. 越明年

2. 增其「舊制」

3.「去國」懷鄉

4. 秉「燭」夜遊

5. 終生不「渝」

6. 大塊「假」我以文章

7. 逆旅

8.良有「以」也

9.「怵惕」惻隱

10.「放」其良心

二、 字音字形（共 10 分，每題 1 分）
1.「與」會者

2. 浩浩「湯」湯

3.「熾」熾閃閃

4. 有「梏」亡之矣

5.「嗟」夫

6. 穿「ㄗㄠˊ」附會

7.「ㄧㄣˊ」雨

8. 萌「ㄋㄧㄝˋ」

9. 流「ㄘㄨㄢˋ」不定

10.檣傾「ㄐㄧˊ」摧

三、默寫填充（共 10 分，每格 1 分，多、錯、漏一字該格即不給分）
1. 若夫ㄧㄣˊ雨霏霏，連月不開，
（

a ）
，（ b ）；（

2. 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
（ h ），（ i ）
，（

c ），（

d ）
；（

j ）
，此樂何極！

2

e ），
（

f ）；
（ g ）
，虎嘯猿啼。

國立彰師附工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職二國文科非選擇題作答卷
一、 解釋 20％（共 20 分，每題 2 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二、字音字形 10％（共 10 分，每題 1 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三、默寫填充：10％（共 10 分，每格 1 分，多、錯、漏一字該格即不給分）

班級：

a

b

c

d

e

f

g

h

i

j

座號：

姓名：
3

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