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文文理補習班 1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閱讀測驗～】講義 

1.閱讀下文，選出符合作者想法的選項：  

年紀輕的時候，倒是敢說話，可是沒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會上有了地

位，說出話來有相當分量，誰都樂意聽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學做人，一味的唯唯

否否，出言吐語，切忌生冷，總揀那爛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紀大了，退休之後，

比較不負責任，可以言論自由了，不幸老年人總是嘮叨的居多，聽得人不耐煩，

任是入情入理的話，也當作耳邊風。這是人生一大悲劇。（張愛玲〈論寫作〉） 

年輕人與老年人都較敢表達意見，但也不耐聽他人意見  

中年人處世多權衡利害輕重，常不願說出與眾不同之論  

說話者地位越高、年齡越長，越能得到聽眾喜愛與信任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的差距，形成「人生一大悲劇」  

【解答】  

B 

2.閱讀下文，回答 12-13題。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遊必與之俱，相將數年

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無策。鳥云：「何不售

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貲也。」其人云：「我安忍！」鳥言：「不

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攜至城，相問答，觀者

漸眾。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為命，不願

賣。」王問鳥：「汝願住否？」答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

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出。王與鳥語，應對便捷。呼肉啖

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籠令浴。浴已，飛簷間，梳翎抖

羽，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操晉聲曰：「臣去呀！」顧盼已失

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攜鳥

在西安市上。（蒲松齡《聊齋誌異‧鴝鵒》）  

 

(1)  關於本篇故事內容，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八哥的主人因缺旅費，打算出售八哥  

八哥擬另謀棲身之處，設局誆騙主人  

八哥與主人合謀，利用賣身詐取錢財  

八哥與主人得手後，在西安故技重施  

畀：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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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關於故事的解釋，錯誤的選項是：  

主人將八哥「攜至城，相問答」，係為製造奇觀引人注意  

八哥對王言「給價十金，勿多予」，有助於取得王的信任  

主人「故作懊恨狀」，目的是為了讓八哥相信他萬分不捨  

八哥「尚與王喋喋不休」，係為讓王疏於防備，以便逃走  

【解答】C；C 

3.閱讀下文，回答 14-15題。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

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

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

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戰國策‧東

周策》）  

 

(1) 下列各組「」內的文字，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  

馮且使人操金「與」書／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  

「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2) 依據文意，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馮且收買昌他為西周間諜，遭東周查獲而遇害  

馮且命昌他策反東周斥候，反令昌他被捕遇害  

馮且誣陷昌他收賄通敵，昌他逃至東周而遭戮  

馮且故布疑陣，使昌他被東周誤為間諜而遭戮  

【解答】 

C；D 

4. 下列符合管仲對自己描述的選項是：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

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

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

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史記‧管晏列傳》）  

治國才能不如鮑叔牙  

因鮑叔牙提拔而顯名  

謀大事難免不拘小節  

未因功名而不顧小節  

 

候：斥候，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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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C 

5.閱讀下列散文詩，選出敘述最恰當的選項：  

中午時候，火一樣的太陽，沒法去遮攔，讓他直曬著長街上。靜悄悄少人行

路，只有悠悠風來，吹動路旁楊樹。 

誰家破大門裡，半院子綠茸茸細草，都浮著閃閃的金光。旁邊有一段低低土

牆，擋住了個彈三弦的人，卻不能隔斷那三弦鼓盪的聲浪。 

門外坐著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雙手抱著頭，他不聲不響。(沈尹默〈三弦〉) 

畫面描寫由遠而近，逐層推移，旨在表現城鎮之美  

第二節以「綠茸茸細草」、「閃閃的金光」，暗喻三弦樂音的鼓盪  

第三節聚焦於老人的書寫，可看出作者對人間疾苦的觀察  

本詩寫人採畫龍點睛法，點出第三節老人即第二節彈弄三弦的人  

【解答】  

C 

6.閱讀下文，選出最接近本文主旨的選項：  

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

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

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

其室。 (羅大經《鶴林玉露》)                              椀，通碗。 

承恩不在貌  命無莫強求  

曾經滄海難為水  糟糠之妻不下堂  

【解答】  

A 

7.閱讀下文後，回答 12-13題。  

從前，在巴格達，有個商人派他僕人去市場採購貨物。然而過了片刻，僕人

便回來，一臉發白，全身顫抖說：「主人，剛剛在市場，人群中，我被一個女人推

了一把。我轉身一看，推我的竟是死神！她直盯著我，並且擺出一個威脅的手勢！

現在，把你的馬借我，我要離開這城市，躲過我的命運。我要去撒馬拉。在那裡，

死神就不會找到我。」 

商人便將馬借他。僕人騎上，立即用馬刺夾緊馬腹，以最快的速度縱馬奔馳

而去。後來，這商人也去市場，看見死神站在人群裡，他便走過去，對她說：「今

早，你看到我僕人時，為什麼要對他作出威脅的手勢？」「那不是威脅的手勢！」

死神答道︰「那只是個吃驚的表示。我只不過看他那時人還在巴格達，大為吃驚。

因為，我預定今晚要在撒馬拉和他碰面。」 

(毛姆〈撒馬拉之約 (Appointment in Samarra)〉，顏靄珠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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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上文，作者描述僕人對死神手勢的理解，其用意是：  

表現人類的生死無常禍 福相倚  反諷 僕人的逃避命運 弄 巧成拙  

強 調死神的如影 隨形無所不在  證 明主僕的和 諧相處共 度難關  

(2)依據文意，最適合說明僕人心理狀態的選項是：  

心猿意馬  心蕩 神 馳  杯 弓 蛇 影  捕風 捉 影  

【解答】  

B； C 

8.閱讀下文後，回答 14-15題。  

余居西湖寓樓，樓多鼠，每夕跳踉几案，若行康莊，燭有餘燼，無不見跋。

始甚惡之，□□念鼠亦飢耳，至於余衣服書籍一無所損，又何惡焉。適有饋餅餌

者，夜則置一枚於案頭以飼之，鼠得餅，不復嚼蠟矣。一夕，余自食餅，覺不佳，

復吐出之，遂並以飼鼠。次日視之，餅盡，而余所吐棄者故在。乃笑曰：「鼠子亦

狷介乃爾。」是夕，置二餅以謝之。次日，止食其一。余嘆曰：「□□狷介，乃亦

有禮。」 (俞樾《春在堂隨筆》) 

跋：火炬或蠟燭燃燒後的殘餘部分。 

(1) 依據文意，依序選出□□內最適合填入的選項：   

已而／不亦  俄而／不失  從而／不無  繼而／不惟  

(2)依據文意，選出敘述錯誤的選項：   

「跳 踉 几 案，若 行 康 莊」，意謂 ：老鼠 橫 行無忌，毫不畏 懼人  

「燭有餘 燼，無不見跋」，意謂 ：老鼠 飢不擇 食，連 蠟 燭都吃  

「余 所 吐 棄者故在」，意謂 ：老鼠取捨不苟，有所為有所不為  

「置二餅以謝之」，意謂 ：老鼠無損 衣 物，故得到主人的酬 謝  

【解答】  

D；D 

9.閱 讀 方 孝 孺 〈越車 〉，回答 14-15題 。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輗折而轅毀，無所可用。然

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為車固若是，效

而為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為紿己，不顧。及寇兵侵其

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  

(1) 依據上文，下列各句「之」字指「越國遊者所說的話」的選項是：  

然以其 鄉「之」未嘗有也  觀者聞 其 誇而信「之」  

效而為「之」者相屬  越率敝車 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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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上文，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越人以為晉、楚之人所言不實，故對其譏笑不予理睬  

越國遊者改造的晉、楚戰車不夠精良，因此被敵寇打敗  

越人故意用殘破的戰車與寇兵作戰，使其輕敵，終獲勝利  

越國遊者將晉、楚大軍的戰車毀壞，成功地阻止晉、楚入侵  

【解答】  

B；A 

10.閱讀下文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

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

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

『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

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

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

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

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說苑‧立節》）  

(1) 依據上文，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齊王指責雍門子狄臨陣脫逃，未善盡人臣之責  

雍門子狄認為使君王陷於危殆，實為臣子之罪  

齊王對於雍門子狄有所誤解，致使他自刎明志  

車右為無力督導工匠製車而自責，故刎頸而死  

(2) 關於越人「引甲而歸」的原因，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見齊國兵車眾多、軍容盛大，自忖無法與之為敵  

車右預知越甲將至，以死勸告齊王務必提前戒備  

認為齊人忠君愛國，若執意攻伐將招致亡國之禍  

敬佩雍門子狄敢為死士，畏懼其不惜犧牲的氣勢  

【解答】  

B；C 

 

11.「 」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

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攘，同讓），易之嗛嗛（嗛，同謙），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漢書 藝文志 諸子略） 

(     )(1)文中「 」應填入的是： 儒 道 雜 小說。 

(     )(2)「君人南面之術」的「君」字，其詞性為： 動詞 名詞 形容詞 代名詞。 

【解答】 

(1)B;(2)B 

 

越甲：越國軍隊。 

車右：駕者右邊的武士。 

鈞：同均」。 

血食：殺牲取血以祭天地

祖先。保有政權方

能血食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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