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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翰林版第三冊第九~十二課) 

 

一、注音與國字：每字一分，共十分 

01.「雋」永： 

02.「ㄒㄧㄝˋ」下行李： 

03. 「ㄐㄩㄢˋ」顧： 

04.「ㄖㄨㄥˊ」毯： 

05.「靛」青： 

06.「踅」了一趟： 

07.無人「匹」敵： 

08.「ㄉㄞˋ」款： 

09.「篡」位： 

10.一見「ㄓㄨㄥ」情： 

 

二、解釋：每題二分，共二十分 

01.「敕」見： 

02.「梵」宇僧樓： 

03.剝蝕： 

04.怨懟：  

05.瞋甚： 

06.忿狷： 

07.微詞： 

08.藻荇交橫： 

09.言不及義： 

10.虛應一應故事： 

 

三、改錯：每字一分，共六分 

1. 彥廷的個性沉墨、孤僻，但聽到演藝圈要推見羅志祥去競

選立委，竟噗吃一聲笑出來。……（      ） 

2. 昱瑋雖然有精戰的球技，但常常因為思慮不夠瞋密而無法

得分，卻又害羞嚅弱，不敢與教練討論。……（      ） 

0 

四、填充：每格一分，共四分(錯、漏、多字全錯)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  1、 )，(  2、 )

起行。念無與樂者，(  3、 )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

(  4、 )。 

     

五、選擇題：每題二分，共四十分，請於答案卡上做答！！ 

(   )01.0下列「 」中的字，何者意思「異於」其他三者？ 

(Ａ)雞子「於」地圓轉未止 (Ｂ) 不戚戚「於」貧

賤 (Ｃ)又嘗「於」土牆凹凸處 (Ｄ) 留蚊「於」

素帳中。 

(   )02.0(甲) 「解」衣欲睡／「解」除危機 (乙)藻荇交「橫

」／「橫」衝直撞(丙)念無「與」樂者／多學而識之

者「與」(丁) 積水「空」明／許多「空」間。以上

「 」中的字音，相同的有哪幾組？ 

(Ａ)甲乙丙 (Ｂ)甲乙丁 (Ｃ)乙丙丁 (Ｄ)甲丙

丁。 

(   )03.0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音義完全相同？ 

(Ａ)念無「與」樂者／上天「與」社會 (Ｂ)「尋」

張懷民／「尋」來的錢 (Ｃ)「蓋」竹柏影也／「蓋

」一癩蝦蟆也 (Ｄ)「然」非精潔即不受／這卻不「

然」。 

(   )04.0下列哪一個句子所描述的季節跟記承天夜遊一文中

「十月十二日，夜」的季節相同？ 

(Ａ)沾衣欲溼杏花雨 (Ｂ)荷風送香氣 (Ｃ)不覺

商意滿林薄 (Ｄ)大雪滿弓刀。 

(   )05.0記承天夜遊一文中，「庭下如積水空明」一句所描述

的對象同於何者？ 

(Ａ) 明月松間照 (Ｂ) 久旱逢甘霖 (Ｃ)簾外雨

潺潺 (Ｄ)流水聲淙淙。 

(   )06.0虎克說：「發明有時就需要這種幸運的一觸，這種偶

然巧合的一推。」這句話的意思為何？ 

(Ａ)只要運氣好，就能夠從事發明的工作 (Ｂ)宗教

是影響發明成功與否的關鍵 (Ｃ)發明需要九十九

分的努力和一分的運氣，前者是後者的基礎 (Ｄ)發

明需要長時間的研究，沒有僥倖、沒有幸運。。 

(   )07.0蘇軾 記承天夜遊：「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

，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

吾兩人耳！」作者所呈現的心境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90.第一次基測〕 

(Ａ)忙人無是非，閑人是非多 (Ｂ)人閑桂花落，夜

靜春山空 (Ｃ)人莫樂於閑，非無所事事之謂也 (

Ｄ)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   )08.0關於老殘遊記一書，下列四位學生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東東：是諷刺章回小說的名著 (Ｂ)珊珊：是清

朝劉鶚招集文士編著而成的 (Ｃ)嫺嫺：其中大明湖

一文內容反映清末的腐敗政治 (Ｄ)傑傑：若模擬重

建劉義慶的書房，可能會出現此書。 

(   )09.0阿綸正在練習量詞的學習單：「一□巧妙的對聯、一

□和諧交響樂、一□素雅的晚禮服、一□精緻的屏風

」以上缺空處，阿星應該填入下列何組字？ 

(Ａ)幅、聲、襲、面 (Ｂ)副、派、襲、架 (Ｃ)

葉、片、件、張 (Ｄ)方、場、件、幢。 

(   )10.0下列哪個選項「 」中的詞語代換後，何者意思「改

變」了？ 

(Ａ)「開發」了車價酒錢：給付 (Ｂ) 對方派出「

細作」來竊取機密：間諜 (Ｃ)「土人」尚不斷的來

此進香：俗人 (Ｄ)「捕快」奉命捉拿犯人：刑警。 

(   )11.0大芬要替深坑國中掛上布置校園的對聯，下列何者最

合適？ 

(Ａ)願天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

因緣 (Ｂ)萬里春風陶美德，百年事業育新人(Ｃ)

天上樓臺山上寺，雲邊鐘鼓月邊僧 (Ｄ)自古庖廚君

子遠，從來中饋淑人宜。 

(   )12.0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不是」指真正的顏色？ 

(Ａ)秋山「紅」葉 (Ｂ)一株「丹」楓 (Ｃ)「赤」

手空拳 (Ｄ)一抹「緋」紅。 

(   )13.0泓泓若要從對聯講求對仗、協調平仄的原則來判斷，

下列何者為「水色山光皆書本」之下聯？  

(Ａ) 花香鳥語是詩情 (Ｂ)千紅萬紫絢春光 (Ｃ)

秋水文章不染塵 (Ｄ) 春風化雨聖賢心。 

(   )14. 請問下列「 」中的數字，何者為「虛數」？ 

(Ａ)一個「十七」歲的孩子 (Ｂ)一隻「十六」吋大

的跳蚤 (Ｃ)「三」年後虎克自學徒畢業 (Ｄ)在「

千」頭萬緒纏繞的中心。 

(   )15.0下列「 」中的字，用下面的詞語替換後，何者文意

「改變」了？ 

(Ａ)「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只 (Ｂ)以「筯」刺

之—助 (Ｃ)復行「下」船—上 (Ｄ)但少閑人如吾

兩人「耳」—罷了。 

(   )16.0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相同？ 

(Ａ)趣味「ㄏㄥˊ」生／盱「ㄏㄥˊ」時勢 (Ｂ)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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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齊「ㄑㄩ」／為國捐「ㄑㄩ」 (Ｃ) 生活「ㄙㄨㄛ

ˇ」事／繁「ㄙㄨㄛˇ」小事 (Ｄ)野史「ㄧˋ」聞／

多多「ㄧˋ」善。 

(   )17.0(甲)毓面有「汗」(乙)卿面何以「汗」(丙)「汗」出

如漿(丁)卿面何以不「汗」(戊)「汗」不敢出。以上

「汗」字的詞性關係何者說明正確？ 

(Ａ)甲乙丙同 (Ｂ)乙丙丁同 (Ｃ)丙丁戊同 (Ｄ

)甲丙戊同。 

(   )18.0身體的許多部位，經常被象徵具備某些意義。下列選

項「 」中有關人體部位詞語的運用，何者「不恰當

」？ 

(Ａ)家豪是個「硬骨頭」的人，寧願窮，也不求人 (

Ｂ)小龍喜歡「嚼舌根」，因此嘴巴經常受傷 (Ｃ)你

「高抬貴手」，饒了我這一次吧 (Ｄ)「眼尖」的阿

庭，發覺了這件衣服的瑕疵。 

(   )19.0 「工作的偉大不在獲得的『價錢』，而是在其『價值

』。」這句話告訴我們工作的意義「不包括」下列何

者？ 

(Ａ)賺錢養家 (Ｂ)服務的人生觀 (Ｃ)發揮己長

，貢獻社會 (Ｄ)為他人謀福利。 

(   )20.0「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句中「使」是

「假如」的意思，是假設之詞。下列文句中的「使」

字用法相同？ 

(Ａ)多多「使」了一個眼色，大家就知道怎麼做了 (

Ｂ)假「使」你考第一名，我就請你吃牛排 (Ｃ)汽

車牌照號碼前標個「使」字，應該就是使節專用車 (

Ｄ)路面凹凸不平，「使」得過往車輛蹦跳不已。 

  

六、題組：每題二分，共二十分，請於答案卡上做答！！ 

01.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游白水山 佛跡院。

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

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

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

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山

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

，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東坡翁。 

（蘇軾 游白水書付過） 

（ ）21. 這篇文章就內容而言，是何種形式？ 

(Ａ)記人 (Ｂ)記事 (Ｃ)記遊 (Ｄ)記物。 

（ ）22. 關於本文的說明，下列何者「有誤」？ 

(Ａ)「雪濺雷怒」描繪水石相擊貌 (Ｂ)「二鼓

」表示中午時分 (Ｃ)「懸水百仞」是指瀑布 (

Ｄ)「顧影頹然」表示自己已經疲倦。 

（ ）23.文中遊山者有幾人？ 

(Ａ)一人 (Ｂ)二人 (Ｃ)數十人 (Ｄ)不計

其數。 

02.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世說新語 雅量篇） 

注釋：○１王戎：晉 琅邪 臨沂（今山東省 臨沂縣）人。幼

時聰敏，是竹林七賢之一。 

   ○２折枝：指李樹結果很多，以致樹枝下垂、折斷。 

   ○３信然：果然如此。 

 （ ）24.「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王戎為何判    

斷「此必苦李」？ 

(Ａ)路邊的土壤貧瘠 (Ｂ)路邊空氣汙染嚴重 

(Ｃ)以李樹當行道樹，樹種較差 (Ｄ)如非苦李

，早被摘光。 

 （ ）25. 從本文可知，王戎七歲時就具備哪一種能力？ 

(Ａ) 推理力 (Ｂ)想像力 (Ｃ) 超能力 (Ｄ

)聯想力。 

（ ）26. 其他小孩要等到吃了李子，才知道李子果然是苦

的，比起王戎來是如何？ 

(Ａ)先知先覺 (Ｂ)後知後覺 (Ｃ)不知不覺 

(Ｄ)無知無覺。 

03. 

 

 

 

 

 

 

 

 

 

 

 

 

 

 

 

 

 

 

 

（ ）27.在文章中提到，「電動玩具讓你們失去學習爬樹、

打獵的時間；電視機慢慢模糊你們對森林的好奇

。」這段文句的涵義為何？ 

(Ａ)電動玩具可虛擬爬樹、打獵 (Ｂ)電視機裡

的森林比自然的森林好看 (Ｃ)文明使人脫離自

然 (Ｄ)文明比自然更吸引人。 

（ ）28.當部落長者說：「泰雅的孩子從來沒有瘦得像竹子

般的手臂。」說此句話的心情「不會」是下列何

者？ 

(Ａ)沉重 (Ｂ)讚美 (Ｃ)感慨 (Ｄ)落寞。 

（ ）29.「雖然大家不再以欣賞的眼光尊敬獵人的行業，巴

尚．達努依舊把獵得的山肉，分食給親友。」由

這句話的描述，下列那一個成語最適合形容巴尚

．達努這位族中長者的行為？ 

(Ａ)擇善固執 (Ｂ)聽天由命 (Ｃ)遊手好閒 

(Ｄ)處變不驚。 

（ ）30. 文章最後「疾風的訕笑」，是把「人」的特質加在

動物或無生物上，讓不是「人」的事物也具有人

的行為、動作，這就是「轉化」修辭中的「擬人

」法。以下哪一個選項，「沒有」使用此種修辭

法？ 

(Ａ)城市的文明還畏畏縮縮地不敢闖進部落 (

Ｂ)老吊橋在物質嚴重缺乏的年代中，勉強擔負

起重責大任，仍然不得安歇 (Ｃ)他的疾病逐漸

追上他旺盛的發明力 (Ｄ)在我還是小松鼠般

的年齡。 

 

 

 

 

 

奇怪的是，部落的巴尚．達努從來並不喜歡文明的奇異。

照常還是把斬下的山豬肉醃在竹筒內，像泰雅傳統的老人，

津津有味地吃著酸酸的醃肉，每半個月就到八雅鞍部山脈看

陷阱，雖然大家不再以欣賞的眼光尊敬獵人的行業，巴尚．

達努依舊把獵得的山肉，分食給親友；上山前必須觀看西麗

克鳥的行徑，判定吉凶；雖然不愛看電視，但只要他帶一把

番刀和火柴，在森林待多久都餓不死；我們很懷疑他並沒有

上過高等教育的學校，卻對森林裡飛禽走獸、一草一木都熟

悉得比生物博士還清楚，我們有時依舊愛聽巴尚．達努的山

林奇遇記，但還是忍不住問他：「為什麼還學著老泰雅般的生

活？」巴尚．達努摸摸我們的肩膀回答：「泰雅的孩子從來沒

有瘦得像竹子般的手臂。」我們仍然不滿意他的回答。他又

說：「孩子，想想看，電動玩具讓你們失去學習爬樹、打獵的

時間；電視機慢慢模糊你們對森林的好奇，想想你們的夢想，

有了文明並不需要忘了老泰雅啊！」 

啊！想到童年的夢想，似乎是文明的腳步也追不回來

的，為什麼二十年後的夢想改變了呢？答案彷彿如疾風的訕

笑。                  (瓦歷斯‧諾幹來到部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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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次段考 國文科 答案 
一、注音與國字：每字一分，共十分 

  

 

 

 

 

 

二、解釋：每題二分，共二十分   略 

 

三、改錯：每字一分，共六分    

 

 

 

 

 

四、填充：每格一分，共四分 

 (錯、漏、多字全錯) 

 

 

 

 

 

五、選擇題：每題二分，共四十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B Ｂ C D Ａ Ｃ D Ａ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A Ｄ B Ｃ Ｄ Ｂ Ａ Ｂ 

 

六、題組：每題二分，共二十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Ｃ Ｂ Ｂ Ｄ Ａ Ｂ C B A Ｄ 

 

1. 2. 3. 4. 5. 

ㄐㄩㄢˋ 卸  眷 絨 ㄉㄧㄢˋ 

6. 7. 8. 9. 10. 

ㄒㄩㄝˊ ㄆㄧˇ  貸 ㄘㄨㄢˋ 鍾 

1. 2. 

默、薦（荐）；嗤  
湛；縝；懦 

1 2 3 4 

月色入戶 欣然 遂至 相與步於中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