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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四技二專第三次聯合模擬考試 
共同考科 國文 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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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一) 綜合測驗 
 1. (A) ㄑ一ㄠˇ。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ㄍㄨㄥ。

歐陽脩〈醉翁亭記〉 
(B) ㄏㄞˊ。王羲之〈蘭亭集序〉／ㄉㄢ 
(C) 施：ㄧˋ。李斯〈諫逐客書〉 

 2. (A)「平」心而論(平心靜氣的談論) 
(B) 萬頭「攢」動(形容群眾聚集的景象) 
(C) 集思廣益：彙集眾人的智慧，以獲得更廣更大

的效益 
(D) 不學無「術」(沒有學問才幹) 

 3. (A) 沒有。〈燭之武退秦師〉／沒有。范仲淹〈岳陽

樓記〉 
(B) 鄙陋。司馬光〈訓儉示康〉／鞏固。魏徵〈諫太

宗十思疏〉 
(C) 學習。韓愈〈師說〉／老師。《論語．學而》 
(D) 女子出嫁。歸有光〈項脊軒志〉／聚攏。歐陽脩

〈醉翁亭記〉  
 4. (A) 不自禁，忍不住。歸有光〈項脊軒志〉 

(B) 嫋嫋，柔細悠長的樣子。〈赤壁賦〉／杳然，幽

深、寂靜的樣子 
(C) 黔首，百姓。李斯〈諫逐客書〉。 
(D) 俄而，短暫的時間。劉義慶〈世說新語 言語〉 

 5. 題幹強調為學之道貴在持之以恆 
(A) 強調累積深厚學力後，才慢慢施展作為 
【語譯】廣博地學習而取其精要，蓄積深厚學力而慢

慢發揮。蘇軾〈稼說送張琥〉 
(B) 勉人為學之道貴在持之以恆，不可半途而廢 
【語譯】為學譬如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

這時停下來，那是我自己停止了努力。譬如填平土

地，即使只倒下一筐，但只要繼續進行，我就能往

目標邁進。《論語．子罕》 
(C) 說明學習環境對人的影響很大 
【語譯】一個齊國人教他齊語，卻有許多楚國人講楚

國話擾亂他的學習，即使天天責打他，要求他說齊

語，也是不可能的。《孟子．滕文公下》 
(D) 表達從師問學的重要性 

【語譯】人並不是生下來就知道一切道理的，誰能沒有

困惑呢？有了困惑卻不去請教老師，那麼他的困惑

就永遠不能解決了。韓愈〈師說〉 
 6. (A) 表達想追求生命永恆的心願。蘇軾〈赤壁賦〉 

(B) 在奢侈淫靡的社會風氣中，仍堅守節儉樸素的

美德，是為「獨醒之人」。司馬光〈訓儉示康〉 
(C) 指一般遷客騷人會隨外境和己身遭遇而改變心

情，不能像古仁人一樣有宏大的胸襟。范仲淹〈岳陽

樓記〉 
(D) 寫歐陽脩縱情山水之樂。〈醉翁亭記〉 

 7. 首句說「輿論之所以有力量」，依據文意，下面應說

明輿論具有力量的原因，故適合接丙、丁。而丙有

「除了……」，故宜置於丁前，組成遞進複句。再看

末尾提示句是「往往加以壓迫」，故前面最適合放

乙，表明被壓迫的是「言論自由」，而甲有「壓迫」

的主語「極權國家」，所以適合放在乙之前。則知順

序為丙 丁 戊 甲 乙 
 8. (B)「就業率」宜改為「就業」 

(C)「實做」和「紙上談兵」語意矛盾。紙上談兵指

「不切實際的議論、空談」 
(D)「切忌」是否定詞，若接「不能」，反成肯定詞，

故「不能」應刪除 
 9. 甲、「二表」指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託孤

寄命」指劉備將太子劉禪託付給諸葛亮 
乙、「正氣參天地」出自文天祥〈正氣歌〉：「天地

有正氣」。「丹心照古今」出自文天祥〈過零丁洋〉：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丙、「招魂」、「九歌」皆為屈原作品。「香草」為

屈原作品中常用意象。「呵壁」形容屈原因不得志而

發牢騷。「湘流」為屈原所投之河 
10. 【語譯】讀書人立志求道，卻以粗食布衣為可恥，這

種人就不值得和他談論道理了。 
11. 【語譯】唐雎回答說：「別人憎恨我，不可以不知

道；我憎惡別人，是不可以讓人知道的。別人有恩德

於我，是不可以忘記的；我有恩德於別人，是不可

以不忘記的。如今，你殺了晉鄙，救下邯鄲，打敗

秦兵，保存了趙國，這對趙國是大恩德。現在，趙

王親自到郊外迎接你。你很快就會見到趙王了，希

望你把救趙王的事忘掉吧!」信陵君說：「無忌我敬

遵你的教誨。」 
12. (A) 正當壯盛之年╱趨附權貴，以求進升╱情況壞

到極點後逐漸好轉 
(B) 形容來訪的人數眾多╱形容門庭冷落、賓客稀

少的景況╱比喻失去權勢者再度掌握大權，或受管

制停休的事物再度興盛起來 
(C) 比喻事物正發展到十分興盛的地步╱連綿不

絕，往返不斷╱形容極度憂愁、煩惱的樣子 
(D) 比喻得意於仕途╱大聲怒喝，使風雲變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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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威風凜冽，足以左右世局╱日暮時，夕陽照在桑榆

間。比喻晚年、年老 
13. (A) 黑色╱白色 (B) 黑色╱青綠色 

(C) 黑色    (D) 紅色╱白色 
14. 乙：只、僅 丙：只、僅 
15. 甲、岈，隆起的樣子；洼，低下的樣子 

乙、不同 
丙、因此 
丁、浩浩，廣大無邊的樣子；飄飄，心情輕鬆舒暢

的樣子 
16. (A) 譬喻。以「躍金」比喻「浮光」；以「沉璧」比

喻「靜影」 
(B) 形象化。用「剪去」形容抽象的「愁緒」 
(C) 移覺。以聽覺形容視覺 
(D) 層遞，將少年、中年、老年的讀書體會層層鋪

敘；年紀愈大，讀書的體會愈高明。另有排比 
17. (A) 賀生女／賀男壽／賀男女同壽 

(B) 賀生女／輓女喪／賀新婚 
(D) 賀生子／賀新婚／賀新居落成 

18. 甲、私下，表示不確定的語氣。謙詞 
乙、寡德的人。古代國君自稱的謙詞 
丙、敬詞。表不敢直呼對方名號 
丁、敬詞。尊稱已過世的父親 

19. 【語譯】依照魯國的法令規定，凡魯國有人贖回被賣

到其他國家的奴婢，魯國政府都會頒發獎金給他。

子貢贖回人卻不接受獎金，孔子知道了，很不高興

地說：「賜，你做錯了！聖人處理事情，要以能改變

風俗為原則，並且用以教化百姓，不能只是為了成

就自己的德行。當今魯國的有錢人少、貧窮人多，

如果領取獎金就不算廉潔，那以後還有誰願意去別

國贖回國人？從今以後，大概沒有人去他國贖回魯

人了吧！」 
20. (A) 為歐陽脩文集 

(B) 清人吳楚才、吳調侯叔侄兩人選編和注釋的一

部文言散文選集 
(C) 歐陽脩私撰 
(D) 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錄秦、漢至齊、梁間

詩、文，為文學總集 

(二) 篇章閱讀測驗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21. (B)「書即友，友亦書」，讀者和作者可以交流 

(C) 再次閱讀時「自然有印象」 
(D) 樂讀強調「反覆吟誦地領會」，而非「化整為零

地理解」 
22. (A) 主張以敬慎的態度來讀書。與「樂讀」的輕鬆心

情不同。朱熹《朱子語類大全》 
(B) 主張讀書要讀聖賢書，不要只知看當代的文

章。文中並無此說。陸清獻〈示子弟帖〉 
(C) 互相輕視的態度，與本文的主張不合 
【語譯】文章不是只有一種體裁，很少有人能夠完全

精通，因此各拿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的短處。

曹丕《典論．論文》 
(D) 著重領會書中的旨意，而不鑽研個別字句的意

思，和夏承燾老師「隨心瀏覽」、「貴在領悟，更不

必強記」的讀書方法相符 
【語譯】喜好讀書，不過度理解字句意思，每次遇到

領會書中涵義時，就高興得忘了吃飯。陶淵明〈五柳

先生傳〉。 
23. 由「遇有心愛作品，反覆吟誦，一次有一次的領會，

一次有一次的境界。吟誦多了自然會背，背多了自

然會作，且不至局限於某一人之風格。」可知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24. (A)「喪明之痛」比喻喪子。《禮記．檀弓上》：「子

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B)「釋氏不生不滅」是指佛教的「無常」觀 
(C)「所有的缺憾」是指父母本身的缺點，希望能在

子女身上得到彌補，而非讓子女繼承家業 
(D) 本段追溯「喪明之痛」的原因是父母將感情投射

至子女身上所致 
25. (A) 由「他們的名字，是甜蜜的信號，在別人提到的

時候，比提到自己的時候將使你支付更多的興趣」可

知 
(B) 由「而所有的缺憾，都希望在這個新的生命中得

到改善與補充」可知 
(C) 父母的言行是身教，會影響子女；而子女的模

倣逼肖，也會使父母警惕，從而改過向善 
(D) 是希望子女不要學習自己的惡行，或因為有了

女兒，身為人父，感同身受，所以不再縱情聲色 
26. (A)【語譯】父母生給子女完整的軀體，子女如果能

夠愛惜身體，不讓父母擔心，就可以說是行孝的開

始了。《孝經》 
(B)【語譯】侍奉父母，對他們的過錯應委婉地勸諫，

如果見他們不願聽從，應該再恭敬地侍奉他們，不

得冒犯。雖然勞苦，也不能怨恨，仍然諫之不已。

《論語．里仁》 
(C)【語譯】孝子侍奉父母，有三個原則：父母在世

時，就奉養他們；父母過世時，就為他們舉行喪

禮；喪禮結束就行祭祀。《禮記．祭統》 
(D)【語譯】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就觀察他的心志；

當他父親去世以後，就觀察他的行為。如果他長期

沒有改變父親傳下來的正道，就可以說是孝了。《論

語．學而》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28. 由「它們可能降低從空氣傳入水中的聲音，但是海底

打樁製造的噪音，大約 10%還是會從海床傳入海 
中。……，希望也能找到降低它們的方法」可知 

29. 由首段可知，發明氣泡薄幕是為了保護海洋生物免

受噪音污染的傷害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語譯】 

鐘會是荀濟北的堂舅，兩人感情不睦。荀勖有一把

寶劍，價值一百萬錢，常常放在母親鐘太夫人那裡。鐘

會擅長書法，便摹仿荀勖的字跡，寫信給荀勖的母親要

那把寶劍，於是騙取到手便不再歸還。荀勖知道是鐘會

竊取的，卻無法取回，就想報復他。後來鐘氏兄弟花一

千萬錢蓋了一座宅邸，剛剛建成，十分精緻華麗，尚未

遷入。荀勖極擅長繪畫，便偷偷潛入鍾會新居，在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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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畫了一幅鐘太傅的肖像，衣冠容貌與生前一樣。鐘

氏兄弟進入大門，見後極度悲痛，這所宅邸便一直荒廢

未用。 
30. (A) 比喻人拙劣的技能已經使完，而終至露出虛弱

的本質 
(B) 隱藏自身的才學、技藝，而不表現出來 
(C) 形容技藝精巧，超凡入聖 
(D) 比喻微不足道的技能 

31. 本文主旨為「巧藝」。文中透過鍾會和荀勖各憑技藝

對付對方，來呈現兩人精湛的書藝或畫技 
32. 由於荀勖所畫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所以鍾

會兄弟倆見畫如見本人，進而思親，而大感慟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語譯】 

世人都說孟嘗君擅於延攬有人才，人才因此都來歸

附他，終於憑藉這些人的力量，使他從像虎豹一樣凶狠

的秦國逃出來。唉！孟嘗君只是雞鳴狗盜之輩的首領罷

了，哪裡說得上擅於延攬人才呢？否則，擁有齊國的富

強，只要得到一個真正的人才，應該就可以南面稱王而

制服秦國了，哪裡還用得著雞鳴狗盜的力量呢？雞鳴狗

盜之輩都聚集在他的門下，這正是真正的人才不願來的

原因啊。 
33. 關鍵句為「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

士？」 
34. 關鍵句即「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35. (A) 王安石認為孟嘗君根本不擅養士 

(B) 文中並無此意 
(C) 王安石認為雞鳴狗盜之輩這些「有奇才異能的

人」並不是治國人才，否則就可以幫助齊國抵禦秦國

了 
(D) 文中並無此意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 題 
【語譯】 

古人說：「聖人千年才得一見，但其在世之時，卻像

從早到晚般極為短暫而易逝；賢士五百年才有一

個，但卻像並肩而過那樣容易失之交臂。」這正是說

明聖賢有多難得，稀疏如此。如果能遭逢世所罕

有、賢明通達的君子，怎麼能夠不趨附景仰他呢？

我生於動亂的年代，在戰爭兵火之中長大，從小便

顛沛流離，所見所聞很多；遭遇到有名望的賢人，

沒有不心醉神迷的嚮往傾慕的。人在年輕之時，精

神性情尚未定型，只要和所相處的人親密交往，就

會受到薰陶濡染，一言一笑一舉一動，就算沒有存

心去學，但在潛移默化中自然就會與其相似了。何

況是操守德行和技藝本領這些比較容易學習的東西

呢？因此常與好人相處，就像進入洋溢著芝蘭之香

的房室，時間久了，自己也會變得滿身芳香；常與

惡人相處，則如同進入滿是鮑魚的店鋪，時間久

了，自然也會染上臭味。  顏之推(顏氏家訓‧慕賢) 
36. 關鍵句為「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

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 

37. 由「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可知 
38. 題幹說明人容易受周遭環境影響 

(A)【語譯】君子處事公正而不存私心，小人處事偏

私而不公正。《論語．為政》 
(B)【語譯】上位者以仁德執政，就好像北極星一樣，

自己居於一定的方位，而群星就會環繞在它的周

圍。《論語．為政》 
(C)【語譯】上天降下的災禍，還可以逃避；自己釀

成的災禍，就不能活了。《尚書．太甲》 
(D)【語譯】蓬草生長在麻叢中，不用扶也會長得挺

直；白沙在黑泥之中，就會和黑泥一樣黑。荀子〈勸

學〉 

二、寫作測驗 
【範文】 
成功的法則 
  人人都有理想，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實現自己的

夢想；人人都有挫折，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正確地面

對困難的挑戰。於是，意志堅定的人展開了奮力不懈的

翅膀飛向了理想的天空，易於妥協的人只能頹喪地駐足

原地停滯不前。 
一年前，本校啦啦隊比賽如期而至，我們按捺已久

的激情如沉寂的火山噴發了出來。但排舞的魔鬼訓練，

卻讓我們望之卻步。夜，露出了狡黠的光芒，在舞蹈教

室中，錄音機反覆播放著音樂。這個狹小的房間裏，四

面都是明亮的鏡子，像一座密不透風的牢籠，束縛著我

們、監視著我們。 
同學拖著疲倦的雙腿，不停的扭曲著肢體。旋轉、

跳躍、平衡的枯燥過程中，我們漸漸模糊了自己的目

標，也喪失了信心的支力點，時間宛如一把利刃，不斷

凌遲著我們僅剩的耐心。有氣無力的動作，參差不齊的

隊形，連老師臉上都浮現了焦慮的神情。終於，隊伍之

中開始爆發不和諧的噪音，幾個同學癱坐在地，對著其

他人大吼：「誰要練這種困難的舞啊？吃力不討好，乾

脆棄權算了！」我們停頓下來，如衰竭的機器，停止長

期的運作，紛紛坐了下來。這個房間，從來沒有這麼安

靜過，風扇無力地旋轉著，似乎向我們傳遞微弱的安

慰。一切，都是那麼令人沮喪。 
突然，不知是誰，高喊一句：「放棄，真的很容

易，但我們真的要讓高中三年的回憶從此寫下屈辱的一

頁嗎？」這時，大家沉默了，脆弱的神經突然被震撼，

散亂的目光又重新聚焦在前方。是啊，我們不能半途而

廢，而要堅持下去，這樣才能找到成功的綠洲！像是注

入一股新鮮的活力，我們重新投入訓練之中。不管再苦

再累，一次又一次，我們執著地排練堅信，只為了想讓

未來留下美麗的回憶。 
我們的辛苦，換來比賽的佳績，淚水在大家臉上狂

奔，燦爛的笑容更如花朵般綻放，只因為，我們嚐到堅

持的滋味，為了理想而永不言棄，而努力奮鬥。 
人生看似一條漫漫長路，蜿蜒曲折，遙遙無期。我

們都像沙漠中的旅人，尋找著生命的綠洲。但這綠洲有

如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你一靠近，它就消逝。走在沙

漠中，會迷失，會煎熬，但只要堅持下去，一定就能找

到那甜美的甘泉。堅持到底，這就是成功的法則之所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