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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9學年度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語文類】學生入班鑑定安置計畫 

國文學科能力評量 試題卷 

一、單選題（占 20 分）      

說明：第1題至第10題，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

各題答對者，得2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 ）下列詞語中，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辯才無礙／沉魚落燕／嘔心瀝血 

（B）摩頂放踵／水道渠成／驕陽如炙 

（C）追根究柢／焚膏繼晷／諱疾忌醫 

（D）櫛風沐雨／恬不知恥／落慌而逃 

2.（ ）請閱讀下文，選出排列最適當的選項： 

在歌曲進行之中， 

  甲、倘沒有休止符 

  乙、行迅速的吸息 

  丙、這方法最要迅速敏捷 

  丁、不可因吸息而延長拍子 

  戊、宜在樂句交替地方的音符中借用歷時的幾分 

又不可因急速的吸息而在唇間發出吵音。（豐子愷〈唱歌法〉） 

（A）乙丁戊丙甲 

（B）戊甲丁丙乙 

（C）甲戊乙丙丁 

（D）戊丁乙甲丙 

3.（ ）使用「題辭」，必須考量相應的社交場合。 

  甲、建安諸子亡故時，曹丕可用以表達悼輓之意 

  乙、一中校慶時，社會各界用以表達祝賀之意 

  丙、班級導師找到合適的對象結婚，學生用以表達祝賀之意 

上文甲、乙、丙中，依序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A）大雅云亡／化洽菁莪／永浴愛河 

（B）弱樓赴召／杏林春暖／之子于歸 

（C）話冷雞窗／啟迪有方／松柏長青 

（D）彤管流芳／時雨春風／宜室宜家 

4.（ ）下列詞語，與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既醉則退，曾不吝情去留」的「去留」一詞，用法相同的是： 

（A）大凡憂之所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一曰憂「得失」 

（B）古代重視孝道，對父母必然「晨昏」定省，冬溫夏凊  

（C）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D）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無論任何樂器要達到登峰造極的深奧造詣也許都一樣困難，尤其小提琴和三味線的指位沒有任何印記，而且每次

彈奏之前都一定必須事先調音，因此要達到能夠從頭到尾完整彈奏的程度並不容易，最不適合自修獨學，何況在沒有

音譜的時代，就算是從師學習普通也有「琴需三月，三味線三年」的說法。……從前有所謂「寒稽古」寒天練功的說

法，就是指在寒冷的深夜天色由黑暗開始轉成微明的時分，浴著刺骨寒風苦練琴藝的習慣。 

                                                                  （谷崎潤一郎著，賴明珠譯，《春琴抄》） 

5.（ ）閱讀上文之後，請從下列敘述選出正確選項： 

（A）作者認為小提琴和三味線的學習法相同  

（B）「寒稽古」強調學琴過程中，由生疏到精熟，所付出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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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三味線三年」，如果不拜師學習，三味線自修，只需三年就能精通  

（D）「琴需三月」，可見小提琴和三味線相比，小提琴適合自修獨學。 

下列文章抒發對「讀書」的看法，請閱讀後回答 6-7 題： 

    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於上，體貌哀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

於後，是自棄也。」感此數語，掩卷而嘆，並日而學。又傭力之暇，餘晷尚富，疎野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

影以披衣，獨就跋則攜素冊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

在京邑之內，所居介公卿之間也。 

    夫人之智力有限，今世之所謂名士，或懸心於貴勢，或役志於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於博弈

之趣，畢命於花鳥之妍；勞瘁既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者之失也。                   （洪亮吉〈與孫季逑書〉） 

6.（ ）「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意謂   

（A）只要付出自己的精力，自可求取功名   

（B）功名利祿尚未求得，自己的學問成就卻付之闕如   

（C）未能求得學問，功名也是無從獲取   

（D）權勢功名皆身外物，不必強求 

7.（ ）承本文內容，「餘晷尚富」是形容：   

（A）精神尚好   

（B）錢財頗多   

（C）還有多餘時間   

（D）尚有體力讀書 

8.（ ）先秦諸子的思想與文章各有其特色，請推斷下列敘述中各指何人，請選出適當的選項： 

（甲）強調民貴君輕，其文表現出氣勢浩然的風格。 

（乙）主張以嚴刑峻法治國，筆鋒峻峭犀利，論說透徹精闢。 

（丙）強調教育和禮法的作用，善於運用排偶句法議論，邏輯周密。 

（丁）追求逍遙的境界，善於寓哲理於寓言之中，想像玄妙，說理高超。 

 (甲) (乙) (丙) (丁) 

(Ａ) 莊子 孟子 韓非 荀子 

(Ｂ) 孟子 韓非 荀子 莊子 

(Ｃ) 莊子 孟子 荀子 韓非 

(Ｄ) 孟子 韓非 莊子 荀子 
  

9.（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本句用以勸諫君王： 

（A）居安思危 

（B）廣納賢士 

（C）慎始敬終 

（D）正身黜惡 

10.（ ）閱讀甲、乙兩文，並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甲  

一官遇生辰，吏典聞其屬鼠，乃醵黃金鑄一鼠為壽。官甚喜，曰：「汝等可知奶奶生日，亦在目下乎？」眾吏曰：「不

知，請問其屬？」官曰：「小我一歲，丑年生的。 

 乙  

一人性最慳吝，忽感癆瘵之疾，醫生診視云：「脈氣虛弱，宜用人參培補。」病者驚視曰：「力量綿薄，惟有委命聽天

可也。」醫士曰：「參既不用，須以熟地代之，其價頗賤。」病者搖首曰：「費亦太過，願死而已。」醫知其吝嗇，乃

詐言曰：「別有一方，用乾狗屎調黑糖一二文服之，亦可以補元神。」病者躍然起問曰：「不知狗屎一味，可以禿用否？」 

（A）甲文中官員的言行，可以用「以退為進」來形容。 

（B）甲文眾吏若為逢迎上意，隔年將奉以黃金龍為壽。 

（C）乙文病者躍然而起，可見他身體強健，並無病痛。 

（D）甲文官員慾壑難填，乙文病者一毛不拔，皆好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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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題（占 40 分）  

說明：第11題至第20題，每題有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

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4分；答錯1個選項者，得2.4分；答錯2個選項者，得0.8分；

答錯多於2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1.（ ）下面「」中的字音，前後相同的選項有： 

（A）「砒」霜／「紕」漏 

（B）「蝙」蝠／「編」輯 

（C）「蹩」腳／「彆」扭 

（D）「緋」聞／「誹」謗 

（E）拜「謁」／「偈」語 

12.（ ）下面所歌詠的植物，屬於「四君子」的選項有： 

（A）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B）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 

（C）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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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春紅始謝又秋紅，息國亡來入楚宫。應是蜀冤啼不盡，更憑顏色訴西風。 

13.（ ）清朝沈德潛於《說詩晬語》有言：「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

他鄉，死生新故之感。」下面選文中，屬於「逐臣棄婦」主題的選項有： 

（A）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B）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C）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D）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坎坷長苦辛。 

（E）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 

14.（ ）根據本詩，請選出敘述有誤的選項： 

水深及膝／淹腹／一寸寸漫至喉嚨／浮在河面上的兩隻眼睛／仍炯炯然／望向一條青石小徑／ 

兩耳傾聽裙帶撫過薊草的窸窣／日日月月／千百次升降於我脹大的體內／ 

石柱上蒼苔歷歷／臂上長滿了牡蠣／髮，在激流中盤繞如一窩水蛇／緊抱橋墩／我在千噚之下等你／ 

水來，我在水中等你／火來，我在灰燼中等你                                               洛夫〈愛的辯證〉                                                               

（A）由愛人未至、緊抱橋墩溺亡的內容，可知本詩化用了尾生抱柱的典故。 

（B）「蒼苔、牡蠣、水蛇」等詞彙，塑造出鮮活的生命力與愛情的美好意象。 

（C）本詩使用了聽覺、視覺、嗅覺等摹寫，令讀者彷彿有身歷其境之感受。 

（D）本詩與「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均為為愛情而至死無悔。 

（E）詩末兩句，洛夫以轉化手法，凸顯在愛情中誓死等待、真情不渝的決心。 

 靈感也就是古人所謂的「興」（觸發）。 

  一個在現實生活裡感性豐沛又敏於思考的人，靈感躍出之次數，當較常人為多而且活潑。尋找靈感，可從先天才

具與後天苦學兩大層面來談。本質上燃不起心靈火焰的人，不可能自平凡事物中釀出美的蜜汁；但若只憑二三機巧，

不學即妄圖逞強，詩興也容易單薄、枯竭，無法突破時空限制、匯流出源源不絕的創作力。 

  曹丕「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說的是天生資質高下的問題。劉勰「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

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則說明力學足以充實文采、啟發天才和思想。 

  詩人如何誘發偉大的靈感呢？倚柱即興歷史悲情、看花則聞美人嘆息的敏銳，只能算是一個基礎。在此基礎上，

平日還須強力集中意識廣泛觀察並作聯想。李賀騎弱馬、背古錦囊以及陳師道閉門擁被覓句的行徑，顯示古代詩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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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強力集中意識所下的苦功。 

  古今詩理相通，作為一個新詩人，讀書可以觀摩前人的人生世界，使自己體會生活的功力大增，下筆自然有神；

多觀察、多思考，可以儲備豐富的素材，幫助自己整理歸納，創造出典型的人生情態。準此觀之，靈感並不是憑空來

的。一心「守株待兔」的人，終將使田園荒蕪。    (〈詩與靈感〉 陳義芝) 

15.（ ）本文提及多項創作時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包含了： 

（A）先天資質 

（B）後天力學 

（C）集中意識 

（D）觀察聯想 

（E）生命歷練 

學者柯慶明論《詩經》與《楚辭》文學的美感異同： 

迥異於《詩經》中基於對人與人的畢竟同情共感的信賴，（《詩經》的作者或詩中人總是假定他的讀者基本上是會

知和他深有同感的），因而總是出以一往情深的訴說；《楚辭》，尤其在屈原的深具自傳性的作品中，總是反覆論辯的。

揉合了最激切的熱情與複雜的說理，形成了一種深具思想性的熱情。《詩經》的情感或許因其出以精誠而有其情感體驗

的深刻性與廣大的普遍性；但《楚辭》卻開始擁有它所未曾出現的思想觀照本身的深度與廣度。因為它所表達的是一

個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敏銳心靈，對於時代社會之病癥的痛切反省。它透過一種高卓的文化理想，一種廣博的歷史知

識，以一種憂心如焚的激切之情來關懷國家社會，來抨擊時代的墮落，人們的謬誤。它的美是一種對於高遠的理想的

執著追尋之美。假如《詩經》反映的大體上只是常人之情的話，《楚辭》中反映的卻是屈原的志士哲人的憂國憂世之情。

因此它的美也同時是偉大人格的自我流露之美。《詩經》中亦不乏對於某些人物的讚頌，但其「人格」只是一種遙遠的

對象，並不自我呈現自我流露。屈原不但成為中國第一個面目鮮明的詩人；而且《楚辭》也開啟了以詩人自身人格為

表現的偉大的詩歌傳統。自此以後，誠如舞與舞者難分，在偉大的詩人手中，詩之偉大亦與詩人人格之偉大，渾然一

體難以區別。 

16.（ ）依據上文，關於《詩經》與《楚辭》的異同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詩經》中已出現面目鮮明的詩人，且有志士哲人的憂國憂世之情 

（B）《楚辭》開始擁有《詩經》所未曾出現的思想觀照本身的深度與廣度 

（C）《詩經》是中國南方文學的代表，《楚辭》則是中國北方文學的代表 

（D）《楚辭》屈原的作品，其自傳性的鮮明色彩勝過《詩經》 

（E）《楚辭》屈原的作品，其詩之偉大與詩人人格之偉大，渾然一體難以區別 

17.（ ）南宋詞人辛棄疾的詞〈瑞鷓鴣〉（京口病中起登連滄觀偶成）云：「聲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與願違。山草

舊曾呼遠志，故人今又寄當歸。  何人可覓安心法﹖有客來觀杜德機。欲笑使君那得似，清江萬頃白鷗飛。」此詞作

於嘉泰四年，辛棄疾時年六十五，知鎮江府。詞序中的「連滄觀」觀名，是紹興年間，胡世將知鎮江，取王存中詩句

「連山湧滄江」，將原名「望海樓」改為此名。下列關於此詞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清江萬頃白鷗飛」的描寫，扣合「連滄觀」觀名 

（B） 詞中的使君，指當年命名此觀的刺史胡世將 

（C）「有客來觀杜德機」，杜德機應是為辛棄疾治病的醫生的名字 

（D） 詞中的「遠志」和「當歸」是草藥名，雙關「遠大志向」和「應當歸去」 

（E）「聲名少日畏人知」，辛棄疾對自己年少聲名感到愧憾，有老去願違，不得意的牢騷 

18.（ ）以下歇後語、成語都與三國史實或故事有關，敘述正確者為何﹖ 

（A）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B）周瑜打黃蓋：實在冤枉  

（C）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  

（D）既生瑜，何生亮：瑜亮情結  

（E）比喻初入社會，缺乏歷練：三顧茅廬 

19.（ ）文章敘事或刻劃人物時，常把語言中的方言、俗話、吃澀、錯別，故意加以記錄或援用的，叫做「飛白」。下

列文句，使用「飛白」手法的是： 

（A）開門關門直到日沒夜深我仍在城市裡流連，真不行了，商店關門只剩展示燈蒼白發亮，所有人潮散到只剩幾縷遊 

     魂飄盪，我才返家開門關門。父還是坐在客廳同個位置，不開燈不看電視。有時回家的時間恰巧見到父低頭默默 

     吃著冷颼颼的飯，一瞬間我想把他緊緊擁抱著，卻沒有任何理由讓我這麼做。 

（B）沒想到父親一點都不體諒，聽完之後，馬上大聲駡我：「打死去好！讀書不打拚，不專心，打死去好！你要知， 

     你老師打你是愛你好，你若無做不對，伊敢會隨便打你？枉費給你讀書，這樣不識三二，也敢批評你老師，你阿 

     爸我敢是這樣教你？哭？哭好命是麼？欠人教示啦你，查埔子這樣無志無氣！」完全出我意料之外，他竟然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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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情，這樣不顧我的死活……實在說，我真恨不得立刻去死！ 

（C）家嚴是個平實，低調的人，所以才取了何凡這個筆名。他不認自己「何其不凡」，對政治無野心地無興趣，「我既 

     非黨員，亦非教徒」。他對金錢、官祿、享受也沒興趣。 

（D）然而有種酸苦，涔涔從心底滲出。做紅蘿蔔蛋糕，又讓我想起媽媽，雖然她從沒烤過任何糕點，這也不是我記憶 

     裡的家庭滋味，然而去年冬天媽媽病逝後，我竟靠著它，熬過最困難的時光。 

（E）畢業典禮那天，不但父母雙雙赴會，連遠在中部的外婆都來共襄盛舉，外婆說：「阿彌陀佛！總算畢業了！真無 

     簡單！可憐的囡仔兒！看伊都攏有在讀，哪會讀到安捏！」 

甲、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 

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                                              （陶潛〈飲酒二十首〉其十三） 

乙、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 

  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甕間臥，憔悴澤畔行。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願君且飲酒，勿思身後名。 

                                                                    （白居易詩）  

【趣舍：指出處，仕隱。規規：見小怕事貌。】 

20. （ ）根據甲乙兩詩，請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A）甲詩以客與我趣舍不同，彼此不辨醒醉，相笑而不相知，諷刺世人詐偽失真 

（B）乙詩以用典開頭，全詩僅以屈原一人的放逐為主題，哀傷其為官忠而被放 

（C）二詩主旨皆強調獨醒者多苦志，勸人獨善其身 

（D）二詩皆以描述醒者和醉者的對比，此處可見乙詩仿效甲詩章法 

（E）二詩作者自青年到老年，長期為官，深感抱負難以實現，沉痛激憤難抑 

三、非選擇題（占 40 分）   

（一）問答題：（占 16 分）  

請判斷下面小說回目是出自哪一部古典小說，並請寫出書名。 

1.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1）  

2.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2）  

3.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  （3）  

4.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4）  

5.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5）  

請判斷下文所述的著作為何，並寫出書名或文名。 

6.十三經中影響世人最深、流傳最廣者  （6）  

7.四史  （7）   （8）   （9）   （10）  

8.說話三寶典 （11）   （12）   （13） 

9.中國文學史上三大抒情文   （14）    （15）   （16） 

（二）翻譯：（占 12 分）  

陰崖二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 

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 

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用激壯士肝。               （杜甫〈義鶻行〉） 

    杜甫此詩是一首寓言詩，作於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年）。鶻，一種兇猛的鳥。詩藉猛鶻向吞噬幼鷹的白蛇復仇的

故事，熱情讚揚了愛憎分明、見義而動的俠義行為。藉物以寄懷，表現了詩人嫉惡如仇的精神。請將此詩從開頭到「飽

腸皆已穿」的二十句詩句，不須押韻，改寫成流利的白話文。（文長約 250 到 300 字） 

（三）申論：（占 12 分）  

    從人格整合談情緒管理，所謂「立志」，指人的整合性行為的重點，在將未來納入當下心理實現的能力。《孟子》

曰：「士尚志」，強調立志要高不要卑。試申其義。（文長約 250 到 300 字）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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