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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四技二專第一次聯合模擬考試 

共同考科 國文 詳解 
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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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一) 綜合測驗 
 1. (A) 惋／腕 

(B) 跫／煢 

(C) 斕／闌 

(D) 悖 

 2. (A) ㄩˊ／ㄩˇ 

(B) 一ㄢ／一ㄢ 

(C) ㄅ一ㄣ／ㄆ一ㄣˊ 

(D) ㄅ一ˇ／ㄆ一ˇ 

 3. (A) 均為「以……為恥」 

(B) 老師／以他為師，向他學習 

(C) 竟然／就、便 

(D) 贈送／通「遺」字，遺留 

 4. (A)「最喜歡」改成「很喜歡」或刪去「之一」 

(B)「著手」或「進行」刪去一個，「務必」或「一定」刪去一個 

(D)「無時無刻」改為「無時無刻不」或「時時刻刻」 

 5. (A) 王鼎鈞以散文著稱；魯迅以小說聞名 

(B) 張曉風創作體裁多元(散文、小說、戲劇、兒童文學等)；林海音主張純文學，以散文小說著名 

(C) 琦君以懷舊文學聞名；簡媜則寫作風格內容多元，且其為臺灣宜蘭人，未有懷念大陸鄉情之作 

 6. (A) 借代為太子／借代為老人小孩 

(B) 轉化(形象化)／類疊、映襯 

(C) 轉品／諧音雙關 

(D) 互文／映襯 

 7. (A) 固步自封—故 

(B) 真知卓見—灼 

(D) 迫不急待—及 

 8. 題幹為夏天〈夏日南亭懷辛大〉 

(A) 冬天(出處：蘇東坡〈贈劉景文詩〉) 

(B) 夏天(出處：高啟〈初夏江村〉) 

(C) 春天(出處：杜牧〈江南春〉) 

(D) 春天(出處：韓翃〈寒食〉) 

 9. (A) 以恥字為全文重心 

(B) 四維意指禮義廉恥 

(C) 非顧炎武自責 

10. 題目意指四行絕句(翁仲為古帝王陵墓前的石人) 

(A) 意指心境的荒冷(無貧寒交迫之意) 

11. (A) 無因果關係 

(B) 引文並無此意 

(D) 引文並無此意 【注釋】 

(1) 葸：音ㄒㄧˇ，害怕退縮。 

(2) 亂：禍亂造反或無異作亂。 

(3) 絞：急切。意為說話急切則不考慮。 【翻譯】孔子說：只求恭敬而不合禮節，就會煩擾徒勞；只求謹慎而不合禮節，就會畏怯多懼；只知武勇而不合禮節，就會犯上作亂；只知直爽而不合禮節，就會顯得急亂，並會做錯事情。 

12. 題幹：項羽－秦末～楚漢相爭(出處：胡曾〈烏江〉) 

(A) 張良－秦末(出處：朱約齋「題」陝西留壩紫柏山張良廟) 

(B) 陶潛－魏晉(出處：汪遵〈彭澤〉) 

(C) 周瑜－三國(出處：〈江蘇無錫周公瑾祠聯〉) 

(D) 諸葛亮－三國(出處：杜甫〈懷古跡其五〉) 

13. 甲、花信之年－24歲 乙、強仕之年－40歲 丙、破瓜之年－16歲 丁、知命之年－50歲 戊、而立之年－30歲 

14. (A) 驢鳴狗吠：以難以入耳的驢鳴聲和狗吠聲比喻文章拙劣，不堪入目 

(B) 握髮吐哺：「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比喻求賢殷切 

(C) 頤指氣使：態度傲慢，指使他人 

(D) 師心自用：獨行己意剛愎任性 

15. 由河海填入「浩瀚」可知 

16. 黃昏為一天之暮，與人之暮年(老去)相應，第一句為丁 

17. (A) 意謂誠實是極為貴重，一旦失去就無法挽回 

(B) 意謂品德善心是一個人的根本 

(C) 意謂懂得謙虛，了解自己的不足 

18. (B) 鍾毓、鍾會年僅十三，面對魏文帝應對得體，故歸於「言語」 【翻譯】鍾毓、鍾會在少年時期就有美名。鍾毓十三歲時，魏文帝曹丕聽說這兩個孩子的聰慧名聲，就對他們的父親鍾繇說：「可以叫這兩個孩子來見我。」於是奉旨進見。鍾毓臉上有汗，魏文帝問：「你臉上為什麼有汗？」鍾毓回答：「戰戰惶惶，汗出如漿。」鍾會臉上沒出汗，文帝又問：「你為什麼不出汗？」鍾會回答：「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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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 得年－敬稱人死之年在三十歲之下；享年－卒年不滿六十歲；享壽－卒年六十歲以上；壽終－人享盡天年，自然死亡 

(B) 秩為十年，晉為進，應為八十七歲壽宴 

(C) 應為道啟 

(D) 應為弄瓦之喜 

20. (A) 樂府詩(唐詩格律嚴謹) 

(C) 與君絕－女子的口吻 

(D) 直接而坦率 【注釋】 

(1) 上：指天。上邪：猶言「天啊」。這句是指天為誓 

(2) 相知：相親、相愛 

(3) 命：古與「令」字通，使。這兩句是說，我願與你相愛，讓我們的愛情永不衰絕 

(4) 陵：大土山。此處的陵字應解釋為「山、山頭」 

(5) 震震：雷聲。雨雪：降雪。雨，動詞，音ㄩˋ 

(6) 天地合：天與地合而為一 

(7) 乃敢：才敢。「敢」字是委婉的用語 【翻譯】蒼天呀！我願與你相親相愛，讓我們的愛情永不衰絕。除非高山崩毀，除非滾滾江水乾涸，除非寒冬裡響起雷聲陣陣，除非夏日白雪翻飛，除非天與地合為一線，直到那天，我才會和你斷絕此情此愛！ 

(二) 篇章閱讀測驗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題 

21. (C) 藉由肯定落花生說明人生的道理來表達對子女的期望 

22. (B) 母親點點頭(表示贊同) 

23. (B) 無美學價值 

(C) 無此說法 

(D) 要做有用的人，而不是體面的人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題 

25. (D) 不含蜥蜴 

26. (A) 水生類半年，陸生類一年 

(B) 出現在春夏 

(C) 黑翅螢不是，出現在秋冬季節 

(D) 不含黃色、應為紅色、橘色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題 

28. (A) 商周時期 

(B) 可分樹椿盆景、山水盆景(又稱山石盆景)二種 

(C) 明清時期 

(D) 揚派(中國畫理)、嶺南派(嶺南畫派) 

29. (A) 層次分明為揚派；具文人風格為蘇派 

(B) 徽派講求自然興味 

(D) 蘇派注重造型構圖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題 

31. (A)「校其分數」：比較(考察)他們的比例 

(B)「互則須」：他們相互需要 

(D)「英之分也」：英才的本分 

32. (A) 無此意 

(B) 無此意 

(C) 二者相輔相成 【翻譯】草木中優秀特異的稱為英，野獸中超越群獸的稱為雄。所以文武才幹並傑出眾的人，取名為「英雄」就是由此而來。因此，聰明傑出的稱為「英」，膽識氣力過人的叫做「雄」，這是名稱上大體上的區別。如果比較他們的比例，他們是互相需要，各分為二部分。自己各占得一半，再取得另一半，就可以成功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凡是聰明的人，占有「英才」這部分，但是沒有「雄才」的膽力，那麼他的學說主張無法實行。而有膽力的人，占得「雄才」這部分，但是沒有「英才」的智慧則做不成大事業。所以「英才」用他的智慧謀劃，用他的聰明洞見機微，還要依靠「雄 才」的力量去實踐。而「雄才」憑藉他的力量使眾人順服，憑藉他的勇氣排除危難，也需要有「英才」的智慧相助才能成功。這樣才能各自發揮他們的長處。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題 

34. (A) 恭敬之意 

(B) 醒悟之意 

(D) 是表現靈公看重史 之意 

35. (A) 未提及 

(B) 先無後有 

(C) 後為君用 【翻譯】衛靈公在位時，蘧伯玉非常賢明，卻不受重用；沒有才德的彌子瑕，反而擔任重要的職位。大夫史 看到這種情形，內心十分擔憂。他屢次規勸衛靈公，但是靈公卻都不聽。後來，史病得很重，他臨死的時候對兒子說：「我死了以後，你要在北堂替我料理喪事。因為，我不能向國君推薦蘧伯玉，又不能罷免彌子瑕，實在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生前既然不能盡職，死後就不應該按照禮儀辦喪事。你只要把我的靈柩放在北堂，我就心滿意足了。」 史 死了以後，衛靈公來弔喪，就問為什麼把史停在北堂。史 的兒子把原因全都告訴了靈公。靈公聽了心生恭敬，臉色大變，已然醒悟，馬上站起來，說：「你生前就想引薦賢明的人，罷免沒有才德的人，到死了還是念念不忘，又停在北堂來規勸我，真是忠心耿耿啊！」 於是，靈公立刻召見蘧伯玉，並且重用他為卿，也把彌子瑕罷免了。他還親自把史 的靈柩移到正堂，直到喪禮結束以後才離開。後來，衛國因而大治。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題 

37. (A) 有「明季」太守：明朝末年 

(B) 至黎明「發點」：開始點名 

(D) 上堂「南向坐」：坐北朝南 

38. (A) 意謂前任太守貪執官位不忘 

(C) 意謂前任太守已知自己官位不再，心生落寞 

(D) 意謂喬公了解有官癖者 【翻譯】相傳明朝末年，河南南陽府有一個太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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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官署中。從此之後他靈魂不散，每天到了天剛亮早點名時，他必定戴好烏紗帽，繫好束腰玉帶，上堂面向南方而坐，如果有官員僕役向他叩頭，他也會點頭回禮，做出接受拜見的模樣。到了天大亮時才看不見。雍正年間太守喬公到任時聽說了這件事，他笑著說：「這就是有做官成癖的人，雖然人死了，卻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我有辦法讓他明白。」於是喬公趁著天末亮，就穿好朝衣，戴好朝帽，搶先上堂面向南方坐下來。到了天剛亮早點名時，戴著烏紗帽的鬼魂遠遠走來，看到堂上已經有人佔住座位，腳步不知不覺猶豫起來，長嘆一聲就消失了。從此這個怪異現象就絕跡了。 

二、寫作測驗 【範文】 俗話說：「條條大路通羅馬。」而人生的道路也不會只有一條。筆直寬闊的大路固然好走，但人生的道路卻不會永遠都是一條康莊大道，轉彎也是路途中必然的風景！當我們發自己正走在一條荊棘遍布、困難重重的坎坷路時，仍該不顧一切的繼續前進，堅持走下去？還是要認清現實，調整步伐後再前進？抑或是要退出原路，重新選擇，重新出發？這些在在都考驗著我們的智慧。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不是路已經走到盡頭，而是該轉彎了。」我認為「轉彎」意味著改變與機會，也象徵挑戰與成長。但是面對改變，我們都不免為「未知」而擔心，畢竟選擇「改變」，不能保證一定是邁向成功或是變得更好，但至少有機會自我挑戰，促進成長。 我永遠記得升上國一那一年的暑假的大震撼──我的人生出現了急轉彎。才剛結束了歡樂的國小生活，還沒有進入課業繁重、升學壓力沉重的國中生活。原本應該是快樂似神仙的暑假，卻因為父母的離異，而投下了核子彈，我的生活被炸得粉碎。我既驚慌又害怕，不斷自責是不是因為我不夠乖巧害他們時常吵架，最後鬧得離婚？ 當我被害怕自責的情緒綑綁而動彈不得時，爸媽卻因為爭執「孩子應該跟著誰」而僵持不下。最後，爸媽認為我已經大到可以自己做出選擇，所以要我自己選擇：要跟著爸爸？還是跟著媽媽？我不記得我把自己關在房間多久？也不記得自己痛哭了多久？只記得四周愈來愈黑了，我的心愈來愈沉。當時我真希望自己立刻從地球上消失！後來我依稀是在昏昏沉沉中的睡著了……。 爸媽給我兩條難以選擇的道路，我放棄了，我選擇轉身離去，自己生活。從小在父母的照顧下，我過著平順的生活。而今平凡完整的家已碎裂成片，我必須走出自己的人生路，凡事要靠自己，我開始到處打工來養活自己，日子過得很辛苦、忙碌而充實。雖然我還是很想念爸媽，他們也在常在經濟上資助我，在生活感情上關心我。學校老師、同學也非常關心我。但我心裡很明白：過去的日子已經回不去了。 

在我生命的轉彎處，我面對了改變，也得到機會；我接受挑戰，也得到成長！倔強的我，學會了自我負責，我要為自己而活，也要為關愛我的人而活，而獨立自主、勇敢堅強、成熟懂事是轉彎送給我的生命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