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02 學年度資賦優異【數理暨語文類】鑑定
國文成就測驗 試題卷
第一部分：選擇題
●說明：以下有 43 題選擇題，每題 2 分，共計 86 分。每題都只有一個答案，答錯不倒
扣。請用藍、黑色筆依題序寫於答案卷上：不得使用鉛筆作答
1.

下列各組「」內的字，讀音相同的選項是：
甲、「瞋」目怒視／嬌「嗔」害羞
乙、風行草「偃」／「揠」苗助長
丁、提綱「挈」領／「鍥」而不捨
戊、社交名「媛」／永矢弗「諼」
(A)甲乙戊
(B)乙丙丁
(C)甲丙丁
(D)乙丁戊。

2.

丙、功虧一「簣」／振聾發「聵」
己、「踔」厲風發／丰姿「綽」約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他寫這篇文章，只為文過飾非而已。」句中兩個「文」字，音同義異
(B)「媽媽對我常去同學家叨擾，嘮叨不已。」句中兩個「叨」字，音義皆異
(C)「這棟大樓如期興建完成，業主非常高興。」句中兩個「興」字，音義皆同
(D)「桂冠詩人的作品是一時之冠。」句中兩個「冠」字，音異義同。

3.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 板橋地方法院的檢察官日前受理一起兄弟鬩牆案，由於是公訴案件，所以雙方沒有和解的轉還空間
(B) 張三不僅工作能力好，又篤實可靠，因此備受重視，是炙手可熱的挖角對象
(C) 部分餐館以廉價牛肉充當高級牛排，媒體揭發之後，業者卻以「拼裝牛排」強加辯解，此種塘塞卸責之說明，
令人無法苟同
(D) 考前他抱著勢在必得的決心，期待一舉金榜題名，沒想還是名落孫山，真教人為之挽惜。

4.

文字所屬的「部首」
，往往與「字義」相關。下列文字部首相關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B)
(C)
(D)

5.

下列文句中「 」內的詞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A)
(B)
(C)
(D)

6.

睡覺時若能墊高「枕頭」，那就叫做能高枕無憂
在「落花」時節遇見妳，我們走的小路彎成了微笑的曲線
能忍受我胖虎的歌聲，你真是我的「知音」，我送你三十張演唱會門票
「靠山」做主，就是八隻腳的螃蟹一般，豎了兩個大鉗，只管橫行將去。

下列各組成語，何者均是比喻情勢危險？
(A)
(B)
(C)
(D)

8.

人家說東，他就偏要說西，真是「引喻失義」
大師一進會場，聽眾個個「正襟危坐」，屏息以待
他總是為朋友兩肋插刀，常擔任「抱薪救火」的角色
盧彥勳出賽時總是「精神矍鑠」
，充滿自信魅力，被網友選為台灣最 MAN 一哥。

陶淵明〈歸去來辭〉一文中「策扶老以流憩」的「扶老」一詞是指「枴杖」
，「扶」是動詞，「老」是名詞
，
「扶老」為一動賓（即動詞＋受詞）結構，但是整個詞結合起來作為名詞用。下文「 」中的語詞，何
者不具同樣語法結構的選項？
(A)
(B)
(C)
(D)

7.

「郵寄包裹」之「裹」字與「衣」有關，故屬於「衣」部
「藉口挑釁」之「釁」字與「分」有關，故屬於「分」部
「炎黃子孫」之「黃」字與「田」有關，故屬於「田」部
「服務社會」之「務」字與「矛」有關，故屬於「矛」部。

危如累卵／高山景行／釜中之魚／肝膽相照
間不容髮／奔車朽索／燕巢飛幕／盲人瞎馬
一髮千鈞／撫背扼喉／兵不厭詐／覆巢毀卵
釜底抽薪／朝不保夕／魚游沸鼎／覆車之鑒。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稿費稱作「潤筆」

(B) 訂婚稱為「文定」

(C) 錢稱為「孔方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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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男子謙稱自己為「拙荊」
。

9.

下列有關應用文語彙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祝賀男子八十大壽，題辭可用「春盈杖履」
(C) 為表示對收信人的敬重，信封的啟封辭宜用「敬啟」

(B) 祝賀女子七十大壽，題辭可用「花開甲子」
(D) 賀科學園區的工廠開業，題辭可用「大啟爾宇」。

，但為流通方便，如今圖書館多採西方圖書分類，請問過去原
10. 中國傳統的圖書分類為「經、史、子、集」
隸屬「集部」的書，如今大多歸入：
(A) 總類

(B) 哲學類

(C) 史地類

11. 有關「楷書」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從魏、晉時代開始通行
(C) 王羲之的〈蘭亭集序〉是楷書名篇

(D) 語文類。

(B) 迄今仍通行，是中國文字的正體
(D) 不合六書的造字原則。

12. 下列各則詩句，化用有關詩人的典故。細究詩意，缺空處宜填入何字？
甲、 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花盡日隨流水，洞在清谿何處邊
乙、 秋叢繞舍似□家，遍繞籬邊日漸斜。不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更無花
丙、 不見□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殺，吾意獨憐才。敏捷詩千首，飄零酒一杯。匡山讀書處，頭白好歸來
(A) 李／高／嵇
(B) 桃／陶／李
(C) 梨／王／阮
(D) 杏／謝／杜。
13. 「徐志摩這位詩哲，活著像天空一道燦爛的長虹，死，則像平地一聲春雷。別人是用兩隻腳走路，他卻

是長著翅膀飛的」這段敘述中「他卻是長著翅膀飛的」是運用修辭學上「以物擬人」的「轉化」
。下列選
項內容引自〈在再別康橋〉一詩，何者同樣採用轉化修辭？
(A) 輕輕的我走了，正如我輕輕的來
(C) 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班斕裡放歌

(B) 那河畔的金柳，是夕陽中的新娘
(D) 在康河的柔波裡，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14. 有關以下這首詩的說明，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四圍的青山太高了，顯得晴空／如一描藍的窗／我們常常拉上雲的窗帷／那是陰了，而且飄著雨的流蘇／我
原是愛聽磬聲與鐸聲的／今卻為你戚戚於小院的陰晴／算了吧／管他一世的緣分是否相值於千年慧根／誰讓你我
相逢／且相逢於這小小的水巷如兩條魚。」（鄭愁予〈水巷〉）
(A) 由詩中所述，水巷狹窄、多雨，但擁有蔚藍的晴空
(B) 詩中用「流蘇」比喻雨的：輕、細、柔
(C) 末句「如兩條魚」是比喻苟全性命於江湖的處境
(D) 本詩前半靜謐、憂愁，後半呈現心境的豁然，造成前後轉折的關鍵句是：「算了吧」。

「中國新詩創作始於
15. 下列是一段有關中國新詩發展的敘述，其中對缺空處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此
後，詩壇風起雲湧，名家輩出，如 (b) 以歐化語法，益以中國特有的聲韻，詩風穠麗唯美。 (c) 的
詩作富陽剛美，中國意識濃厚為其顯著特徵，有「詩壇祭酒」之稱。紀絃，成立現代派，提倡 (d) ，
強調知性，排斥情緒告白，影響詩壇甚巨。」

(A) (a)填入「徐志摩的《新月集》
」

(B) (b)填入「余光中」

(C) (c)填入「楊牧」 (D) (d)填入「橫的移植」。

16. 依據文章所述，應當依序填入哪些標點符號是：
「雖然是滿月，天上確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不能朗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了好處□酣眠固不可少，小睡也別
有風味的。」(朱志清〈荷塘月色〉)
(A) 。！：
(B) ，；──
(C) 、。；
(D) 。？！
17. 下列文句「 」內的敘述，何者不涉及天文星象：
(A)〈古詩十九首〉：「玉衡指孟冬」，眾星何歷歷
(B) 杜甫〈贈衛八處士〉：人生不相見，「動如參與商」
(C) 崔液〈上元之夜〉：「玉漏銅壺且莫催」，鐵關金鎖徹明開
(D)《論語．為政》：為政以德，「譬如北辰」，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18. 山水本無道德，但在古代文人筆下，常以山水比附人之品格與德行。下列不屬於這種比德山水的選項是：
(A)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不見使人愁
(B) 知者樂水，仁者樂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樂，仁者壽
(C)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D) 碧雲天，黃葉地，秋色連波，波上寒煙翠。

第 2 頁，共 6 頁

19. 下列文句「 」內的數字，何者具有實質數量的涵義而非虛數？
甲、「三」顧臣於草盧之中
乙、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
丙、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丁、治病不蘄「三」折肱
戊、白髮「三千」丈，離愁似箇長
己、履至尊而制「六」合。
(A) 甲乙丙
(B) 丙丁戊
(C) 甲乙己
(D) 丁戊己。
20. 中秋佳節，四位好友月下共飲，每人吟詠一則關於中秋的聯語。以下為其所說的聯語內容，說錯者為何？
(A) 天上一輪滿，人間萬里明
(B) 玉宇無塵一輪月，銀花有焰萬點燈
(C) 葉脫疏桐秋正半，花開叢桂樹齊香
(D) 喜得天開清曠域，宛然人在廣寒宮。
21. 漢語中經常運用昆蟲的特性形成借代或譬喻。例如古人認為蜾蠃養螟蛉為己子，因此稱「養子」為「螟

蛉子」。依此類推，下列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甲、
「蜉蝣」壽命極短，故以「寄蜉蝣於天地」比喻人生短暫
乙、
「螳螂」前足強健，狀如鐮刀，故以「螳臂當車」比喻銳不可當
丙、「蚍蜉」是螞蟻，力量弱小，故以「蚍蜉撼樹」比喻小兵立大功
丁、「蜩螗」是蟬，鳴聲響亮，「國事蜩螗」即以蟬鳴喧天比喻國運昌盛
戊、
「蜻蜓」在飛行中反覆以尾部貼水產卵，古人視為其特有的飛行方式，故以「蜻蜓點水」比喻學問膚淺而不深
入接觸。
(A) 甲丙
(B) 乙戊
(C) 丙丁
(D) 甲戊。

：
「律詩難於古詩，絕句難於八句；七言律詩難於五言律詩，五言絕句難於七言絕句。」
22. 嚴羽《滄浪詩話》
依照這段話推斷，嚴羽認為最難寫的詩是：
(A) 五言絕句

(B) 五言律詩

(C) 七言絕句

(D) 七言律詩。

23. 蘇軾〈定風波〉
：
「莫聽穿林打葉聲，何妨吟嘯且徐行。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料峭

春風吹酒醒，微冷，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來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晴」詞中所呈現的旨趣，
與下列選項何者最為相近？
(A)
(B)
(C)
(D)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樓
縱浪大化中，不喜亦不懼
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留晚照
老當益壯，寧知白首之心；窮且益堅，不墜青雲之志。

24. 「錦衣夜行」
、「運籌帷幄」、
「約法三章」、「多多益善」、
「借箸代籌」
、「胯下之辱」、「蕭規曹隨」、
「破釜

沉舟」、
「背水一戰」
、「四面楚歌」、「一飯之恩」，以上成語均出自歷史人物，其中與何人最多直接相關：
(A) 蕭何

(B) 張良

(C) 項羽

(D) 韓信。

25. 請依文意重組句子：
「烏語蟲聲，
甲、無非見道之文
乙、總是傳心之訣
丙、學者要天機清徹
丁、觸物皆有會心之處
戊、胸次玲瓏
己、花英草色
。」
(A) 乙己甲丙戊丁
(B) 己甲丁乙丙戊
(C) 甲己乙戊丁丙
(D) 丁戊乙己甲丙。
26. 「天時不和地利，地利不如人和」在敘述中運用了層遞法，請問下列何句沒有運用相同的修辭法？
(A)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B) 知之者不如好之者，好之者不如樂之者
(C)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D) 得乎丘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27. (甲)你猶記在那最醉的一天？／在禁宮，在被一大叢牡丹嚇醒之後／磨墨濡筆的宮女問：／你就是那好酒，吐酒，
病酒的飲者？／寬衣脫靴的內侍問：／你就是那飛揚跋扈的詩人？／你仰著臉不答，揮筆如舞劍／頓見紙上煙
霞四起／才寫下清平調的第一句／便驚得滿園子的木芍藥紛紛而落。
(乙)車子已開出成都路／猶聞浣花草堂的吟哦不絕／再過去是白帝城，是兩岸的猿嘯／從巴峽而巫峽心事如急流的
水勢／一半在江上／另一半早已到了洛陽／當年拉縴川是何等慌亂淒惶／於今閒坐船頭讀著峭壁上的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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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石破／天驚／秋雨嚇得驟然凝在半空／這時，我乍見窗外／有客騎驢自長安來／背了一布袋的／駭人的意
象／人未至，冰雹般的詩句／已挾冷雨而降。
以上三首現代詩皆為洛夫的作品，分別描寫唐代三個詩人，此三者應為：
(A) 李白／杜牧／杜甫
(B) 杜牧／李白／白居易
(C) 李白／杜甫／李賀
(D) 杜甫／白居易／李白。
28. 閱讀下文，推斷此文為哪個成語出處？
異日者，更贏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見飛鳥。更贏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
射可至此乎？」更贏曰：「可。」
有間，雁從東方來。更贏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更贏曰：「此孽也。」王曰：「先
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
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戰國策‧楚策四》
(A) 鳥盡弓藏
(B) 一箭雙雕
(C) 驚弓之鳥
(D) 倦鳥知返。
29. 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菟絲附女蘿。菟絲生有時，夫婦

會有宜。千里遠結婚，悠悠隔山陂……過時而不採，將隨秋草萎。君亮執高節，賤妾亦何為？」下列對
於此詩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孤」字表示女子獨立自主
(C) 暗指女子日漸久遠，恐將被拋棄

(B) 顯示女子對丈夫的道德與愛情有所期待
(D) 哀嘆身為女子無所依託，婚姻不可依憑。

30.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綠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來

就菊花。」的季節與下列哪一項最接近？
(A) 一年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綠時
(C)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B) 漠漠水田飛白鷺，陰陰夏木囀黃鸝
(D) 最好西湖賣酒家，黃菊綻放東籬下。

31. 閱讀下列宋詞，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塞下秋來風景異，衡陽雁去無留意。四面邊聲連角起，千嶂裡，長煙落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里，燕然未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不寐，將軍白髮征夫淚。(范仲淹〈漁家傲〉)
(A) 上片表達傳統悲秋的哀嘆，時光流逝令人哀傷
(B) 下片傳達戰士思鄉，遠離家鄉，身處胡地的無奈
(C) 上片表現戰事又起，大山之中，只剩下孤城還未攻取
(D) 下片氣魄雄渾以捉住燕然為目標，期待早日收復舊江山。
【32~34 為題組】
請在閱讀完以下詩歌後，回答下列問題：
三閭大夫啊聽我講：千萬不可上東方。東方有十個火太陽，金石都能溶化盡，人到那裡必受傷。
三閭大夫啊聽我講：你千萬不可上西方。西方有流沙千里廣，沒有食物和飲水，人到那裡必受傷！
三閭大夫啊聽我講：你千萬不可上南方。南方有毒蛇和巨蟒，還有瘴氣和瘟疫，人到那裡必受傷！
三閭大夫啊聽我講：你千萬不可上北方。北方有冰雪蓋大地，還有豺狼和熊羃，人到那裡必受傷！
三閭大夫啊聽我講：你千萬千萬回故鄉。故鄉有山能擋風和雨，還有清泉長流淌，鄉人盼歸盼斷腸！
（無名氏 游江歌）
32. 作者在詩中與之對話的對象，也就是詩中的「你」
，應該是：
(A) 后羿
(B) 宋玉
(C) 屈原
(D) 范蠡。
33. 關於這首詩歌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此詩一韻到底，通篇押韻
(B) 大量使用類疊的技巧，是民間歌謠的複沓特色
(C) 「三閭大夫」和「十個火太陽」的「三」和「十」都是虛數
(D) 「鄉人盼歸盼斷腸」可是「你」卻無顏面對江東父老。
34. 孟子曰：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不中，不怨勝己者，反求諸己而已矣。」
（〈公孫丑〉上）這

段話的意義，與下列孔子言論契合的選項是
(A)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C) 唯仁者，能好人，能惡人

(B)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D)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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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 為題組】

中文語句常有「省略主語」的情形，閱讀時須由上下文來判斷其意義。如賈島〈尋隱者不遇〉：「松下問童
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不知處。」可知首句省略了尋者，次句則省略了童子為主語，第三、四
句則省略了隱者。請閱讀下列選項回答問題：
35. 孔子曾指出學習者與教育者的關係：
「不憤不啟，不悱不發。舉一隅不以三隅反，則不復也。」請問「不
憤不啟」與「不悱不發」這兩句話的主語各為何人？
(A) 教者／教者

(B) 學生／學生

(C) 教者／學生

(D) 學生／教者。

36. 杜甫〈贈衛八處士〉
：「怡然敬父執，問我來何方。問答未及已，驅兒羅酒漿」請問「驅兒羅酒漿」的主

語為誰？
(A) 父執

(B) 杜甫

(C) 衛八處士

(D) 衛八處士的兒女。

【37~38 為題組】

仔細閱讀後，回答下列問題。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勞，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
「莫如學，學三十年則可以
「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不休；人將臥，吾不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
達矣。」甯越曰：
速也，而過二里止；步者之遲也，而百里不止。今甯越之材而久不止，其為諸侯師，豈不宜哉！
(劉向《說苑‧建本》)
37. 「人將休，吾將不休；人將臥，吾不敢臥」意義與下列何者相近？
(A) 行百里者，半九十
(B) 披星戴月，宵衣旰食
(C) 聚精會神，事半功倍
(D) 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38. 下列何者是本文要說明的道理？
(A) 記取龜兔之賽，絕不休息
(C) 為學須有恆心和毅力

(B) 為諸侯師之捷徑
(D) 欲速則不達，千里之行始於足下。

【39~41 為題組】
「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不能出。枉服
操即差人星夜請華佗入內，令診脈視疾。佗曰：
「汝要殺孤耶！」
湯藥，不可治療。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利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怒曰：
佗曰：
「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療毒，關公略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
「臂痛
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呼左右拏下獄中，拷問其情。賈詡諫曰：「似此良
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異！」急令追拷。
華佗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佗。佗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
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為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來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
大喜曰：「我若得此書，棄了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佗即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金城，問佗之
妻取了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佗。檢看畢，佗即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旬日之后，華佗竟死於
獄中。吳押獄買棺殯殮訖，脫了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見其妻正將書在那裡焚燒。吳押獄大驚，連忙搶奪，
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兩頁。吳押獄怒罵其妻。妻曰：
「縱然學得與華佗一般神妙，只落得死於牢中，要它何用？」
吳押獄嗟嘆而止。（羅貫中《三國演義》）
39. 下列「書」字的意思，何者與其他三者不同？
(A) 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
(C) 檢看畢，佗即將「書」贈與吳押獄

(B) 我若得此「書」，棄了此役
(D) 只見其妻正將「書」在那裡焚燒。

40. 下列敘述何者符合本文內容？
(A) 曹操懷疑華陀別有心機，賈詡勸曹操冒險接受治療
(B) 華陀醫治頭風首先內服湯藥，先治標，才能治本
(C) 吳押獄對華陀特別照顧，乃意圖獲得華陀之神術
(D) 押獄之妻恐丈夫重蹈華陀之覆轍，因而焚書。
41. 本文顯示曹操的個性為何？
(A) 癡愚
(B) 多疑
(C) 易懼

(D) 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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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題組】
(甲)徐孺子年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
「若令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
「不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
必不明。」（《世說新語．言語》）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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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
(丙)康僧淵深目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不高則不靈，淵不深則不清。」
（《世說新語．言語》）
(丁)鄧艾口吃，語稱「艾艾……」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世說新語．言語》）
42. 根據上文，下列何者最能說明徐孺子、王戎、康僧淵、鄧艾的共同特質？
(A) 小時了了
(B) 聰明機智
(C) 信口雌黃
(D) 心高氣傲。
43. 根據上文，何者的回答，沒有採用「譬喻法」？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第二部分：類推填充題
●說明：以下有 14 題，每題 1 分，共計 14 分。甲之於乙，猶丙之於丁的關係，請類推出
丁，依次填入。答案請用藍、黑色筆填寫於答案卷上：不得使用鉛筆作答
甲
例

蘇秦：引錐刺「

乙
」

丙

股

劉備：
「

」肉復生

44.

三更

子時

隅中

45.

漢宮秋

王昭君

長恨歌

46.

中國第一部志人筆記小說

世說新語

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

47.

先秦北方文學之代表

詩經

先秦南方文學之代表

48.

洛陽紙貴

左思

才高八斗

49.

蘇軾

東坡居士

歐陽脩

50.

學而不思則□

罔

思而不學則□

51.

此處春光常綺麗
誰言花事已闌珊

花店

常留桃李春風面
聊解蒹葭秋水思

52.

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流

壓不扁的玫瑰

53.

詩史

杜甫

詩佛

54.

採菊東籬下
悠然見南山

陶淵明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東流

55.

按耐不住

捺

不甘勢弱

56.

不到□□不死心

黃河

□□不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57.

□柯一夢

南

馬耳□風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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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