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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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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贓」款／「臧」否人物：ㄗㄤ，題幹字音前後相

同 
甲、「庋」藏：ㄐㄧˇ／不「忮」不求：ㄓˋ 
乙、「愧」疚，回「饋」：ㄎㄨㄟˋ 
丙、桂「棹」蘭槳：ㄓㄠˋ／「踔」厲風發：ㄓㄨ

ㄛˊ 
丁、「庖」丁，「刨」刀：ㄆㄠˊ 
戊、邊「疆」：ㄐㄧㄤ／「彊」弩之末：ㄑㄧㄤˊ 
己、「徜」徉：ㄔㄤˊ／「敞」開：ㄔㄤˇ 
庚、傅璣之「珥」：ㄦˇ／鹿「茸」：ㄖㄨㄥˊ 
辛、修「葺」，通「緝」：ㄑㄧˋ 

 2. 甲、純屬「臆」測／「意」想不到 
乙、意興「闌」珊／「蘭」芷漸滫 
丙、龍盤虎「踞」／「倨」傲不恭 
丁、首「屈」一指／「屈」指一數 
戊、大「快」朵頤／大「快」人心 
己、「韶」光易老／不勝桮「杓」 
庚、蠅營「狗」苟／「苟」且偷安 

 3. 題幹之「其」為「豈、哪裡」的意思。(B) 他，此

指李蟠；(C) 假設語氣，若；(D) 這樣地 
 4. 【語譯】徐渭，字文長，山陰秀才，極具聲名。薛

蕙來山陰主試時，就對他的才能很稱奇，認為他

是國中奇才。但是命運多舛，他屢次考試皆失

敗，中丞相胡宗憲知道了，就延攬他成為幕僚。 
 5. 「我也相信唯心淨土，可是…」、「我也相信因果

報應是有的，但…」從轉折語可知作者雖接受信仰

哲學卻未能例行。從下一句更可知作者將宗教的

事理二分，知而不行 
 6. 題幹：「奔車朽索」：十分危急 

(C) 敝車羸馬：形容生活儉樸 
 7. 正確：甲、丁 

甲、莘莘學子：指努力求學的青年 
乙、夙夜在公：勤政盡職 
丙、汲汲營營：形容人急切求取名利的樣子 
丁、堅若磐石：堅固不移 
戊、雕樑畫棟：指有彩繪裝飾的十分華麗的房屋 
己、氣宇軒昂：形容人的神采洋溢，氣度不凡 

 8. 春蚓秋蛇：比喻字寫得不好，彎彎曲曲，如蚯蚓

和蛇爬行的痕跡 

入木三分：書法筆力強勁 
 9. (甲) 語出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乙) 語出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丙) 語出蘇軾〈前赤壁賦〉 

10. 題幹為諧義雙關 
(A) 回文 
(B) 諧音雙關 
(C) 諧義雙關 
(D) 諧音雙關 

11. 題幹旨在說明深思熟慮比苦幹不思來得重要 
(A)《論語．為政》，【語譯】只知學習，卻不去

思考所學的道理，那還是等於一無所知；而單憑

空想，卻不去實地學習，也是得不到正確的學問。 
(B)〈韓愈．進學解〉，【語譯】行事順利有成是由

於深思熟慮的緣故；卻也因思慮隨便不縝密而宣告

失敗。 
(C)《論語．為政》，【語譯】禮節與其奢侈浪費，

還不如節儉的好。辦理喪事，與其有條不紊、和

和氣氣的，還不如處理得雖然不完備，但是內心

卻充滿著哀戚。 
(D)《論語．雍也》，【語譯】僅是知道不如喜愛(學
習)，僅是喜愛(學習)又不如樂在其中。 

12. 【語譯】富貴名譽若是從自身道德修養得來的，就

好像種植在園林裡的花，能自在地隨季節遞嬗綻

放；若是來自於自己所立的功業，則像是種在盆栽

中的花，不免會有變動的可能；若是以權力取奪來

的，則是插在花瓶裡的花，根未著土，隨時就會

枯萎。 
13. 「詩不能賣錢」是從市場需求詮釋 

「詩是這樣無用的東西」是從實用性詮釋 
「將來在歷史上能否就成為神聖，也很渺茫」則是

從現實考量作詮釋 
「經世」指治理世事 

14. (D) 是青少年的自我認知，而非實際狀況 
16. (A)「妳」藉著雖輕卻連續不斷的翻書聲向「我」

宣告不理會的態度 
(B)「她」是因為對方不與之對話而走 
(D) 甲的敘事觀點為第一人稱旁知觀點，乙的敘

事觀點為第三人稱旁知觀點 
17. 題幹為路寒袖〈日之出──阿里山清晨〉，「我」

指的是日出之景。 
甲、張蠙〈登單于台〉：清晨時一輪白日像是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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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躍出，千里黃河像是天外飛來。 
乙、柳永〈少年游〉：秋天的夕陽淡淡灑落逐漸變

暗，滿懷離緒地站在長滿香草的沼澤。 
丙、王維〈使至塞上〉：浩瀚沙漠中醒目的烽煙挺

拔而起，遠方西落的夕陽映照在不絕黃河之上。 
丁、白居易〈暮江吟〉：九月初三的夜晚真是可

愛，露水如珍珠般新月彎彎如箭弓。 
戊、白居易〈憶江南〉：旭日東昇照耀岸邊春花如

火一般紅，清澈江水映照岸邊春草，呈現一片深

青色。 
18. 從甲、「樂歌」；乙、聲學；丁、倚聲可知是能入

樂的文學 
19. 【語譯】讀四書的方法有四不，不要貪多、不要穿

鑿附會、不要無章法地蒐集例證、不要隨意錯誤引

用，只要以平常心仔細體會四書章旨，並且能切合

自身進行反思即可。 
20. (A) 時間順序應為：(甲) 春秋 (乙) 先秦  

(戊) 魏晉 (丁) 唐 (丙) 北宋 
(B) 依性質分類，(乙)(丁)(戊)為上行公文，(甲)為
哲理性散文非公文，(丙)是干謁書信非公文 
(C) 作者身份分別為(甲) 孔子與弟子、時人談論對

答的語錄，由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記述編輯(乙) 
李斯，大臣(丙) 蘇轍，布衣(丁) 魏徵，大臣(戊) 諸
葛亮，大臣 

(二) 篇章閱讀測驗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23. 【語譯】 
  歙縣的吳豐南是一位奇偉的豪傑之士。富有且充

滿豪俠義氣，擅長擊刺術，尤其善於使劍。有一次到

楚國南方旅行，一位女子偕一老翁來拜訪他。女子大

約十五歲，落落大方，溫柔中帶著凜凜的英氣。他們

告訴吳豐南他們特前來找他比劍。吳豐南爽快地答應

他們，約在郎官湖上。 
  比劍當日，吳豐南到郎官湖時，女子已先到。兩

人拔劍相觸，上下相交，劍光與劍風忽起忽落，看得

圍觀者眼花撩亂。過許久，吳豐南突然跳出比畫的圈

子喊著：「停下來，停下來！」女子收劍，微笑說道：

「你能使劍至如此也是不容易，難怪我的師父一直讚

美你。」吳豐南問她的師門派別，原來師學同一位師

父。邀請女子到他的住處，問她姓名，都不肯回答，

要送她贈別禮金，也不肯收就離開了。 
  後來吳豐南教學甚廣，但就是不肯教導劍術，是

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天下最好的劍客！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語譯】 
  晉武帝司馬炎問尚書摯虞：「三月三日在曲水集

會的由來為何？」摯虞回答：「漢章帝時，平原有一

個人叫徐肇，三月初三日生了三個女嬰，養到三個月

大時全都夭折，整個村子的人都覺得十分詭異，於是

就到水畔盥洗以去除不祥，並且順著水流浮置酒杯

(祭祀河神)，這就是曲水集會的由來。」武帝聽了說：

「這樣說來，曲水集會是源於不祥之事啊！」尚書郎

束皙說：「摯虞這小鬼不懂事啊，他根本不知道曲水

的由來。讓我來告訴皇帝吧！西周周成王時，周公建

城雒邑後，在流水中放置酒杯以為紀念。因此散逸的

詩曾言：『酒杯隨水流。』另外，秦昭王上巳日在水

彎之處置酒祭祀時，看見金光閃閃的神人從河中出

現，奉上水心劍(寶劍)說：『皇帝您將會統理西夏之

地。』後來秦國果真稱霸諸侯。因為神人出現在水彎

處，兩漢後沿襲此風俗，皆在水彎之處集會。」皇帝

說：「說的真好啊！」就賜給束皙五十金，並把摯虞

貶謫為陽城令。 
24. 小生：長輩對晚輩輕蔑的稱呼 
25. (C) 金人為神人，且秦昭王並無鑄金人 
26. (A) 皇帝喜歡束皙的回答 

(B) 金人出現乃是吉祥之兆 
(D) 晉武帝僅喜聽好話卻未曾查證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27. (A) 「彈破碧雲天」的琵琶聲恰如「銀瓶乍破水漿

迸」 
(B) 以視覺摹寫描述小蓮的美貌 
(C) 小蓮的琴聲表達了自己的幽怨 

28. (B) 未使用倒反法。「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楊

花」為略喻法，自己追尋自由的心如同楊花 
(C)「思」指的是對自由生活的渴望 
(D) 末兩句乃是對無意於宮廷生活的宣告 

29. (A) 第一闋為傷春懷思之作，第二闋為傷春明志

之作 
(B) 第一闋的譬喻為「膚瑩玉，鬢梳蟬」一句，意

為肌膚晶瑩剔透如玉，鬢髮梳成蟬翼般。第二闋

的譬喻為「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楊花」一句，表

明自己自己追尋自由的心如同楊花般 
(C) 第二闋為白天 
(D) 前者「嬋娟」指月亮 

【語譯】 
(第一闋) 

小蓮第一次彈琵琶，琵琶聲穿破青天。情思閨怨

都在曲子中表達了出來。 肌膚若玉般晶瑩，霜鬢如

蟬翼般透薄。這裝扮美麗的容貌似乎與窗外皎潔月光

競美。 
(第二闋) 

任憑黃鶯啼叫，春天也不曾稍留。昨天晚上的一

場風雨打髒了宮裡的錦帳。 想到那善彈琵琶的歌女

們，最終逃不過美人遲暮的悲劇。不如就如眼前自在

飛翔的柳絮，怎樣也不要飛入宮庭之中。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34. 層層烏雲堆疊，好像厚實的山壁 
35. (C)從「一輪紅黃色大圓鏡似的滿月從海上升了起

來」、「愈往上升便愈縮小，紅色也愈淡」兩句可知

(D)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語譯】人生世世代

代，無窮無盡，而江上的月亮，年年看來都是相

像的。不曉得江月等待著甚麼人，只見滾滾長

江，傳送流水而不停息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 題 
38. (A) 皮日休〈酒床詩〉。【語譯】酒聲滴滴可是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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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杜康在講話嗎？ 
(B) 白居易〈送劉十九〉。【語譯】新釀好還沒有過

濾的酒，放在紅泥小火爐溫熱。 
(C) 梅堯臣〈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語譯】

砂石山流出的泉水，留住烏龍茶香。紫砂壺隱隱泛

著美麗的春光。 
(D) 歐陽脩〈浣溪沙〉。【語譯】可別笑我年紀大了

頭上還插著花，骰子一把又一把地擲出，酒杯一

傳再傳，人生還有什麼比這更快樂？ 
二、寫作測驗 
【範文】 
親愛的小淵： 
  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在溺斃之際懂得求助，可

知你是一個十分聰明且有想法的青年。 
  從你的信裡可以知道你懂得深思熟慮，所以你會

質疑考試的用途。老師年輕時大學錄取率極低，為了

進入理想的大學，大家日日浸泡在考卷堆中。那時我

也曾經懷疑人生難道是為考試而存在？後來進入職

場，我深深體驗：人生就是考場。學生時代只有考卷

存在處才是考場；進入社會後，人情的練達、處事的

圓融在在都變成考試項目。 
  從大視野看人生，人生其實就是試場，能否安然

通過測試需要「有效率且充實」的生活。一滴水可以

鏤石，可以解渴，亦可隨風而逝；一段人生可以充實

得留存千古──如你所讀的文字，也可以乏善可陳地

泯滅於歷史洪濤之中。 
  對於十七歲的你，什麼樣的生活叫做「有效率且

充實」呢？是成績單上的分數高低？是臉書上的朋友

多寡？是手機機型的新舊？十幾歲的生命需要的泥土

必須豐富而且多元，方可能滋養年輕的心靈長長久

久。 
十九歲時的蘇轍因應試而閱覽群書，進一步自期

要如太史公周覽天下，要養孟子之浩然正氣，長自己

的見識，拓自己的視野。你如今面臨統測這一個大挑

戰，為要獲取勝利，我們需要一些尖兵利刃。這些利

刃藏在書籍的鞘裡，藏在古代的文字中，也藏在你善

思熟慮的腦袋裡。找出這些兵器是需要花點時間的，

找出來後還得打磨它們，保存好以備未來不時之需。

而考試是讓你踩上這一方泥土的方式之一，閱讀、體

驗、思考都是吸取知識的管道。 
  你對日復一日的測驗感到厭倦，因此覺得人生無

趣。別忘了，你的生命土壤裡需要各樣的養分，更需

要你主動踩上。換個角度去看待考試，吸取不同養

分。祝福你，多元吸收，多方嘗試！ 
青春信箱主編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