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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四技二專第四次聯合模擬考試
共同考科 國文 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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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一) 綜合測驗
1. (A) ㄅㄧˋ／ㄅㄞˋ
(B) ㄙㄨˋ
(C) ㄋㄨˊ／ㄋㄨˇ
(D) ㄐㄩㄝˊ／ㄐㄩˋ
2. (A)「流」連忘返
(B) 興「致」
(C) 心曠神「怡」
3. (A) 接近
(B) 昔日、從前
(C) 崇尚、景仰
(D) 對著、朝著
4. 甲、借代「史冊」
丙、借代「酒」
戊、借代「平民」
5. (B) 款款為徐緩的樣子，深深則指在花叢深處。句譯
為：但見蝴蝶在花叢深處穿梭往來，蜻蜓在水面徐緩
輕飛，不時地掠點水面。出處：杜甫曲江對酒：「朝
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隨處有，
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
飛，傳與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語譯：無人種植的荷花，夏日便盛開，蔓延了整個堤
岸。如此清豔芳香。從小樓西邊一聲聲傳來，採蓮女
子清脆嘹亮的歌聲。水上那一對鴛鴦鳥，相依相偎的
深情，無論刮風或下雨，總是成雙成對在一處棲息著。
6. (C) (因)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果)
出處：
(A) 唐．韋應物滁州西澗：「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
無人舟自橫。」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
(B) 唐．白居易琵琶行：
青衫濕。」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
(C) 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使人愁。」
(D) 李商隱無題：「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
通。」
7. 題幹：連接詞，乃；於是。出處：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語譯：
「於是摸地板上的刑具，做出投擊的樣子。」
A 動詞，憑藉。B 動詞，憑藉。
C 動詞，沿襲。D 連接詞，乃；於是。
出處及語譯：
「比不上柳絮憑藉風力飛起。」
(A) 劉義慶世說新語：
(B) 左傳燭之武退秦師：「憑藉人家的力量而反過來
損害人家，是不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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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論語 為政：
「商朝沿襲夏朝的制度，所興革的是
可以知道的。」
(D) 白居易琵琶行：於是寫了長篇詩句，唱著送給她。
8. (A) 北宋梅堯臣陶者：古代的屋瓦是以陶土製成，經
過窯燒的陶瓦。陶者的工作就是製瓦片，辛苦製造但
自己的住屋卻沒有半片瓦
(B)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朱門酒肉臭，路
有凍死骨。朱門是富貴人家，寫出貧富的對比情況
(C) 唐李紳憫農詩之二：農夫種田的辛苦，沒有對比
意味
(D) 北宋張俞蠶婦：全身綾羅綢緞的，卻不是養蠶
人；寫出養蠶人的辛苦，富裕人家卻享受豪奢
9. 題幹與(A)都是轉化修辭的「形象化」：
(A) 平安是「抽象」轉為「具體」的「路」
(B) 映襯
(C) 回文
(D) 層遞
10. 出處：
夏志清：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一文，從題幹「看
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翻譯得多了，就沒什麼
好」、「翻譯一點點，大家覺得很好」，可見「物以稀
為貴」
「刻」是牢記，所以(C) 讀書、(D) 下
11. 出處：幽夢影。
棋，都與牢記有關。(C)「買書」比(D)飲酒文意更通
順，所以選(C)為標準答案
語譯：任何事情都不該牢記，但讀書就不可不牢記；
任何事情都不該不知滿足的追求，但買書就不可以知
足；任何事情都不可以沉迷，但是做善事就可以沉迷
12. (A) 教師／道啟
(B) 尊親／安啟
(C) 唁喪／禮啟
13. (A)「司馬遷」
(C)「蘇軾」
(D)「杜甫」
14. (B) 風吹柳花滿店「香」，別意與之誰「短長」。判斷
關鍵可以從「平仄、韻腳」兩方面作判斷
(1) 偶數句是押韻的字，「嘗、觴」，可以得知「ㄤ」
為韻腳，所以 (D)「說」的韻部「ㄛ」不合
(2) 可從平仄方面予以判讀：
「別意與之誰□□」
，
「仄
仄平平仄仄平」
，所以□□要選「仄、平字」的答案，
(A)(C)都是「平、平」不合，綜合起來只有(B)選項是
符合二字的要求，故選(B)
題幹語譯：柳絮在風中輕輕飄揚，瀰漫酒香的酒店滿
是春天的芳香，吳地的酒家女拿出新釀的美酒，殷勤
地勸客人多多品嘗。金陵的朋友們前來送別，就要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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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征途的我依依不捨地同大家盡情飲酒互訴衷情。請
你問一問那日夜不停向東奔流的江水啊！我這離別
的愁緒和它相比，究竟是哪個短，哪個長呢？
15. (C) 籃球比賽要「實地練習」
，才知道投籃、上籃的技
巧，所以「紙上談兵」，是比喻不合實際的空談、議
論，與上下意思矛盾
16. 出處：余光中母難日。判斷關鍵：今生今世，我最忘
情的哭聲有兩次，所以要接續(丁)或(甲)，生命的開始
要先於在生命的告終，所以先(丁)再(甲)。(丙)第一次
哭聲要在第二次哭聲(乙)之前，所以(丁)Æ(甲)Æ(丙)
Æ(乙)Æ(戊)
17. 力有未「逮」／危「殆」不安／「戴」罪立功／責無
旁「貸」
18. 節選自張曼娟你是我生命的缺口〈傘，海角天邊〉一
文
(C) 我喜歡傘，因為傘骨總「親暱」的靠在一起、書
包裡放著一把摺疊傘，很有些「沾沾自喜」。判斷關
鍵在於：
(1)「因為傘骨總□□的靠在一起」，因為「靠」字給人
依靠、相親相愛的感覺，後面又接著「美麗的圓弧形
狀」，表現出和樂溫馨的氣氛，所以「親暱」會比其
他三者更適切
(2) 題目中提及「期待長大」、「唸中學開始，書包裡
放著一把摺疊傘」，這樣的心情是期待長大的願望實
現，所以不適合選「萬般無奈、身不由己」等語，才
不會語意前後矛盾。
「沾沾自喜、趾高氣揚」二者，
「趾
高氣揚」是指「走路腳抬得很高，十分神氣」
，比「沾
沾自喜」更有驕傲的意涵，加上「懶懶」一詞不如「親
暱」一詞適切，所以選(C)為最佳解答理由在此
19. (C) 日夜琢磨成，所以不會快，應是「緩緩」吐出無
奈的句點
語譯、賞析：
(A) 你那衣領的蔚藍顏色，依然銘刻在我的心裡。都
是為了思念你，讓我默默沉吟至今日。(曹操短歌行)
(B) 古原上的草長得十分茂盛。這些野草每年都是春
季繁生，秋季枯萎。(白居易賦得古原草)
(C) 本詩描寫蚌將沙粒經由痛楚，日夜琢磨成一顆完
美的真珠，唯有孕育出美麗的珍珠，使命才告完成，
所以說是「句點」，以句點的形狀讓人聯想到「珍珠
的圓潤」
，此譬喻極富巧思。(顏艾琳的蚌)
(D) 歌詞中敘述：尼羅河靜悄悄地漫淹過岸邊的紙莎
草，河流蜿蜒的形狀像是一襲紗袍，美麗卻不帶感
情，讓人不禁有種感傷又無奈的思緒。(周杰倫蛇舞)
20. 判斷關鍵在於：
(1) 生性如何要選「愚魯」才適切，其他二者「寂寞、
空虛」是感覺、不是本性，若選「驕傲」一詞則前後
語意不通順，所以可以剔除(C)(D)
(2) 此處「身段」填入「柔軟、矯健」都很通順，
「俐
落」則應是接「身手俐落」，而身段「堅強」則完全
不通順，可以剔除選項(C)(D)
(3)「人生是在渴望、選擇、放棄之間□□□□」，此
處可以判斷若選擇(A)平步青雲或(C)目空一切，前後
語意不通，所以可以剔除(A)、(C)，此處若選擇「隨
波逐流」，因為前一個詞語「身段堅強」不通順，所
以可以確定(D)不是正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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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篇章閱讀測驗
▲ 第 21-22 題
21. (C) 作者寫出心中歸隱的渴望，桃源仙境令人驚豔。
語譯：你問我為何住在這翠綠的山中，我笑著，沒有
說什麼。在這裡，日子過得十分祥和。春去秋來，落
花隨著流水漂到深遠不可知的地方。此處簡直不像人
間，倒如同仙境呢！
22. (A) 居住、停留
(B) 安靜悠閒
(C) 另外
(D) 不是／過失、惡行
▲ 第 23-25 題
23. 出處：嚴長壽《御風而上---嚴長壽談視野與溝通》，
寶瓶文化，2002 年 7 月
24. (B) 判斷關鍵從文章中「在目前整個地球村中，所有
事物的界線越來越模糊」與題幹「我們競爭的對手可
能是在遙遠的另一個國家的一個年輕人」相互參看，
可知國際競爭，是所要面臨的問題
25. (A) (諺語)比喻各人管好自己的事，不要管別人閒事
(B) 上天只幫助肯努力上進、自立自強的人
(C) 比喻緩不濟急
(D) 比喻禍福時常互轉，不能以一時論定
▲ 第 26-27 題
26. 判斷關鍵從文章第一段「今年的陽明山花季……三月
開始，昭和櫻、吉野櫻粉嫩登場」，可以得知(C)為山
櫻花品種。文章出處洪秀玲《台灣醒報》2010 年 2 月
24 日
27. (A) 比喻行樂須及時
(B) (諺語)比喻一方有意，另一方卻無情
(D) (諺語)比喻人生的禍福無常，幸福難以持久
▲ 第 28-30 題
語譯：
正月十五元宵節的晚上，陣陣溫暖的東風悄然無聲
的吹來，燈火在夜空下，遠遠近近，閃閃搖搖的，像千
樹銀花，又像是被吹落的滿天星雨。華麗的香車寶馬上
醉人的香氣，彌漫著整條大街。悅耳的簫聲動人心弦，
計時的玉壺無聲轉動，提在人們手上的魚燈、龍燈翻騰
舞動著。
美人妝飾得光輝亮麗，頭上戴著華美寶貴的飾物，
笑語輕盈地走過，只留下似有若無的香氣縷縷。想要追
尋美人的蹤影，在人群中來來回回，總找不著。不經意
間一回頭，卻看見了，她正站立在燈火昏暗的地方。
28. (D) 辛棄疾在詞中盛言元宵燈會的熱鬧場景；用斯人
之獨處燈火闌珊處，暗示作者甘於孤單寂寞、傲然出
塵的節操
29. (A) 用玉裝飾的宮漏，古代宮中用以計時的器具
(C) 忽然
(D) 形狀像魚、龍的燈籠
30. (A) 出自白居易問劉十九。設問修辭。語譯：這時天
色已晚，看樣子快要下雪了，你能來我這分享美景與
好酒嗎？
(B) 出自杜甫蜀相。對偶修辭。語譯：劉備三顧茅廬
與他商量平定天下的大計，兩代間的開國與輔佐，全
靠這一位老臣的一片忠誠。與(C) 題幹都是譬喻、誇

第 2 頁

共3頁

共同考科

國文

飾修辭
(C) 出自李白將進酒。語譯：你沒看見嗎？頭上的青
絲轉眼間成了雪一樣的白髮，高堂上對著鏡子只能是
慨歎、悲哀！
(D) 出自木蘭辭。類疊、排比修辭。語譯：到東市買
駿馬，到西市買座墊和墊褥，到南市買馬籠頭，到北
市買長鞭。
▲ 第 31-33 題
31. (A) 以「2009 世運在高雄」海報系列獲得 2009 德國
紅點國際設計大獎
(B) 成為臺灣平面設計史上，
「首位二度」拿到這項大
獎的設計師
(D) 陳永基心中有個志願：只要沒去過的比賽，都要
參加，直到得獎為止
32. 由主題「沒有退路力量更大」，可以看出「難得少年
窮」是指「少年窮苦的環境激發了他奮發向上的決
心」
，所以選(D)最適切
33. 判斷關鍵在於「任誰都想不到，這些光榮紀錄的背
後，竟然是一個連大學都沒念的小子。」、
「400 多個
獎項其實也是陳永基『刻意』累積的結果，缺乏背景
跟學歷，
「我需要靠參加比賽證明我的『存在』
。」兩
段話，可以判斷「學歷不是唯一，實力才更重要」，
所以選(B)
▲ 第 34-36 題
34. (A) 大陸的學生早上五點半起床，到晚上八點下課
(B) 何安琪捨台大，進入上海復旦大學臨床醫學系八
年制博士班，加入中國每年六百萬新生的學習戰場
(C) 何安琪、黃憶農的父親都不是台商，但他們都選
擇提早把孩子送到中國或香港磨鍊
35. (A) 本文主題不是討論三歲的品德教育
(B) 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所以會為孩子選擇
最適切的教育環境
(C)(D) 均與本篇文章無直接相關
36. 判斷關鍵在於文中曾提及：「…無國界的競爭、兩岸
三地的教育匯流，將有無數個像何安琪一樣的年輕世
代，必須在眾多機會中，評估與抉擇」等語，可以看
出「道存師存」、「無國界的學習機會」，所以選(C)最
適切
▲ 第 37-38 題
語譯：
別聽那穿透樹林、打在樹葉上的風雨聲音！不妨一
邊長嘯歌吟，一邊從容地趕路。手拄竹杖，腳穿草鞋；
步履輕鬆，更勝過騎馬。誰會害怕呢？任憑它風雨一輩
子吹打，披一件蓑衣頂著它！微寒的春風吹醒了我的酒
意，還真有些涼意。但迎面的山頭上露出夕陽的餘光。
回頭看看剛才寂靜冷清的地方。回家吧！已經沒有風雨
了，落日的餘輝也消失了。
37. (A) 興盡意闌：興味情致枯寂冷淡
(B) 興致索然：形容全無興趣
(C) 洋洋灑灑：言論或文章長篇大論
(D) 瀟灑自若：灑脫自在
38. 題幹與(C)都是「稍、略」的意思
(A) 無、沒有。出處：論語．憲問
(B) 暗中、祕密。出處：左忠毅公逸事
(C)「稍、略」。出處：漢書．王莽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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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精妙幽深。出處：禮記．學記

二、寫作測驗
【參考範文】
資料(甲)是教育部反霸凌活動的教育宣導，主張開學
第一週是「友善校園週」
，希望在「反霸凌、反黑、反毒」
三大主軸下，營造友善、安全的優質校園環境。資料(乙)
則是某報的讀者投書，認為這次「反霸凌」的宣誓，只
是「宣示」的意義，對受霸凌而心生恐懼的學童幫助不
大，應該給予「受霸凌者」更多的幫助，並對「霸凌者」
予以適當的懲處。
我個人認為霸凌，是國際上普遍的問題，更是教育、
社會的問題，亟需社會大眾共同解決。若只是表面的「宣
誓」
，卻無法從心底徹底改變，習慣霸凌別人的，依然不
會有所改變；相反的，遭受霸凌的同學若是無法向學校、
市府及教育部專線反映，或是向老師求救後，老師無法
以具體的行動懲罰施虐者，那麼霸凌事件將會層出不
窮，校園將永無寧日。
所以，我建議教育部應該擬定具體的法規，防範校
園霸凌事件再度發生。例如：學校方面若發現霸凌，應
提升到校長層級並通報主管機關和縣、市教育局。教師
方面，應教導學生正確的待人處事態度，發揮同理心，
才能「將心比心」
、
「愛人如己」
，真誠地對待同儕。家長
方面可以爭取轉換學習環境的權利，以及霸凌情節嚴重
者給予家長帶薪的陪讀假，讓施暴者無可趁之機，讓受
虐者心情得以早日平復。社會方面宜多多宣揚善良的行
為，讓說好話、做好事的人，得到名聲的顯揚，使青少
年有所仿效、學習的楷模。
我肯定家長投書中提出的主張，也認為反霸凌不應
僅是「三分鐘熱度」，應該首重品德教育，「勿以善小而
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從小敦品勵學，從個人做起，
人人如此，那麼校園罷凌或許終有結束的一天，希望未
來的校園更加溫暖、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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