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 馮諼客孟嘗君
一、 注音
「拊」愛：ㄈㄨ

長「鋏」歸來乎： 馮諼「署」曰：

性「懧」愚：ㄋ

「賈」利：ㄍㄨ

ˇ

ㄐㄧㄚˊ

ㄨㄛˋ

ˇ

「責」畢收：ㄓ

文車二「駟」
：ㄙ 使人「屬」孟嘗

後「期」年：ㄐ

馮「諼」
：ㄒㄩㄢ

ㄞˋ

ˋ

君：ㄓㄨˇ

ㄧ

予車五十「乘」： 遣太傅「齎」黃

「食」以草具：

寡人不足「為」： 「憒」於憂：ㄎ

ㄕㄥˋ

金千斤：ㄐㄧ

ㄙˋ

ㄨㄟˋ

ㄨㄟˋ

狗馬實外「ㄐㄧ
ㄡˋ」：廄

居有「ㄑㄧㄥ
ˇ」：頃

復「ㄗㄠˊ」二
窟：鑿

被於宗廟之「ㄙ
ㄨㄟˋ」：祟

「ㄔㄢˇ」諛之
臣：諂

載「ㄑㄩㄢˋ」
契而行：券

「ㄒㄧㄢ」介之
禍：纖

文車二「ㄙˋ」： 狡兔有三「ㄎ
駟
ㄨ」：窟

「ㄑㄧㄝˋ」以
為：竊

被於宗廟之「ㄙ
ㄨㄟˋ」：祟

「ㄐㄧㄝ」其
劍：揭

計「ㄎㄨㄞˋ」： 起「ㄐㄧㄠˇ」
會
命：矯

高瞻遠「ㄓㄨ
ˇ」：矚

約車治裝：

下陳：

答案：

答案：

「區區」之薛： 不拊愛「子」其
民：
答案： 小小的。
答案： 作動詞
用。像照顧子女
一般地愛護。

先生「不羞」：
答案： 不以為羞
辱。即不介意、
不見怪。

ㄕㄨˋ

二、 國字

三、 解釋
準備車

馬，整理行裝。

古代殿

堂下陳放禮品、
站列侍妾的地
方。

出「記」：
答案： 公告。

食以「草具」： 「被」於宗廟之
答案： 指粗劣的 祟：
答案： 遭受。
食物。

券契：

「食」以草具：

「纖介」之禍：

憒於憂：

答案：

答案：

答案：

因煩憂

孟嘗君「不說」： 起矯命：
答案： 發布假命
答案： 不高
令。
興。

文車二駟：
賈利之：
無以「為」家：
答案： 繪有文采 答案： 從人民身 答案： 維持；
的馬車兩
上圖利。
養護。
輛。

被於宗廟之
「齎」黃金千
「祟」：
斤：
答案： 鬼神帶來 答案： 帶著東西
的災禍。
去送人。

物。

供給食

絲毫；

細微。

.
三、選擇題(共 0 分,每題 0 分)

而糊塗。

答案：

「過」其友：
債券、

答案：

拜訪。

契約。

1. ( B ) 下列各組「 」的讀音，何者兩兩相同？
(A)長「鋏」／「挾」持 (B)「憒」於
憂／振聾發「聵」 (C)「檮」杌／「躊」躇滿志 (D)馮「諼」／罰「鍰」
解析： (A)ㄐㄧㄚˊ／ㄒㄧㄚˊ。(B)ㄎㄨㄟˋ。(C)ㄊㄠˊ／ㄔㄡˊ。(D)ㄒㄩㄢ／ㄏㄨㄢˊ。
2. ( C )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屬於自謙之詞？
(A)「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
足 (B)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C)「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 (D)
「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解析： (A)跟從的侍者。(B)小小的。(C)諸侯自稱的謙詞。(D)對男子的尊稱。
3. ( A ) 下列選項中的「為」字，何者有「幫助」的意思？
(A)寡人不足「為」也 (B)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 (C)余時「為」桃花所戀 (D)不足「為」外人道也
解析： (A)音ㄨㄟˋ。(B)音ㄨㄟˊ。是。出自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C)音ㄨㄟˊ。被。
出自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D)音ㄨㄟˋ。對；向。出自陶淵明〈桃花源記〉。
4. ( D ) 下列文句「 」內的詞，何者不是指短暫的時間？
(A)「已而」
，夕陽在山，人影
散亂 (B)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 (C)「少焉」，月出於東山
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D)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
解析： (A)不久。語出歐陽脩〈醉翁亭記〉。(B)不久。語出《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C)不
久。語出蘇軾〈赤壁賦〉
。(D)自來；自那時以來。指一段時間。語出諸葛亮〈出師
表〉
。
5. ( D ) 下列各組「

」中的字，何者意思兩兩相同？

(A)揭其劍，「過」其友／貴人「過」

而見之，易之以百金 (B)驅而「之」薛／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C)願君「顧」
先王之宗廟／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 (D)驅而「之」薛／項伯乃夜馳「之」沛
公軍，私見張良
解析： (A)拜訪／經過。出自劉基《郁離子》「工之僑為琴」。(B)往／的。出自《詩經‧小
雅‧蓼莪》。(C)顧念／看；張望。出自歸有光〈項脊軒志〉。(D)往；到。後者出
自司馬遷〈鴻門宴〉。
6. ( C ) 下列「屬」字的解釋，何者有誤？
(A)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請託 (B)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類 (C)舉匏樽以相「屬」：連綴 (D)名「屬」教
坊第一部：隸屬
解析： (C)勸請。
7. ( D ) 下列「顧」字的意思，何者兩兩相同？（甲）願君「顧」先王之宗廟／（乙）三「顧」
臣於草廬之中／（丙）孟嘗君「顧」謂馮諼／（丁）每移案，
「顧」視無可置者／（戊）
「顧」修史固難，修臺之史更難／（己）
「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庚）
「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
(A)甲丁 (B)乙丙 (C)丁庚 (D)戊己
解析： (D)（甲）顧念／（乙）訪視；探訪／（丙）回頭／（丁）看／（戊）
（己）但是／（庚）
照顧。
8. ( A ) 下列「 」內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A)驅而「之」薛／項伯乃夜馳「之」沛
公軍 (B)責畢收，以何「市」而反／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 (C)齊「放」
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D)孟嘗君「客」我／寒
夜「客」來茶當酒
解析： (A)到。(B)購買／市場。後句語出〈木蘭詩〉。【語譯】東邊市場買駿馬，西邊市場買
鞍墊。(C)放逐；驅逐／亡失。後句語出《孟子‧告子上》
。
【語譯】研究學問的途徑沒

有別的，把丟失的良心找回來罷了。(D)以客禮相待／客人。後句語出杜耒〈寒夜〉
。
【語
譯】寒冷的夜裡客人來訪，卻只能拿茶來當酒。
9. ( D ) 下列「會」字，何者用法兩兩相同？（甲）「會」其怒，不敢獻／（乙）「會」桃花
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丙）誰習計「會」／（丁）每有「會」意，便欣然忘食
／（戊）「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A)丙戊 (B)甲丁 (C)乙丙 (D)乙戊
解析： (D)（甲）適逢／（乙）聚會／（丙）統計；計算／（丁）領悟；了解／（戊）聚會。
10. ( C ) 下列「 」中文字的音義，何者完全相同？
(A)「食」以草具／「食」之，比門
下之魚客／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 (B)孟嘗君「客」我／馮諼「客」孟嘗君／「客」
何好 (C)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起矯命以「責」賜諸民／「責」畢收 (D)無
以「為」家／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寡人不足「為」也
解析： (A)ㄙˋ，供給食物／ㄙˋ，使……食／ㄕˊ，食物。(B)ㄎㄜˋ，以客禮相待／ㄎㄜ
ˋ，做門客／ㄎㄜˋ，門客。(C)ㄓㄞˋ，通「債」
。(D)ㄨㄟˊ，維持／ㄨㄟˋ，替／
ㄨㄟˋ，幫助。
11. ( A ) 下列「 」內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A)請而見之，
「謝」曰／旦日不可不蚤自
來「謝」項王 (B)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孟嘗君「客」我 (C)齊「放」
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D)願君「顧」先王之宗
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解析： (A)道歉。(B)食客／以客禮相待。(C)放逐；驅逐／亡失。後句語出《孟子‧告子上》。
【語譯】研究學問的途徑沒有別的，把丟失的良心找回來罷了。(D)顧念／訪視；探訪。
12. ( A ) 下列「 」內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A)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食」
之，比門下之魚客 (B)「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
(C)孟嘗君「就」國於薛／三窟已「就」
，君姑高枕為樂矣 (D)君「云」視吾家所寡
有者／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解析： (A)供給食物。(B)搭坐／利用。(C)返回／完成。(D)說／句末語助詞，無義。
13. ( B ) 根據〈馮諼客孟嘗君〉一文，下列對孟嘗君的說明何者正確？
(A)孟嘗君笑而接
受馮諼寄食門下的請託，表現出知人善任，惟才是用的眼光 (B)對於馮諼貪而不知
足的彈鋏三嘆，孟嘗君表現出雍容大度的胸襟 (C)「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
吾負之，未嘗見也。』」其中的「笑」說明孟嘗君不相信馮諼，故而冷笑 (D)馮諼
自薛地焚券而歸，
「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傳神地刻劃出孟嘗君引咎自責
的誠懇態度
解析： (A)當時對馮諼的才能仍無體會。(C)得到意外的驚喜而笑。(D)禮賢下士。
14. ( D ) 馮諼告誡孟嘗君說：
「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馮諼此話的用意何在？
(A)
使孟嘗君回國復相職，統治全國人民 (B)希望齊王入境隨俗，配合薛地重視祭祀的
傳統 (C)將薛地訂為首都，讓齊王到薛地定居 (D)使薛地成為國家重地，藉以鞏
固孟嘗君的地位
15. ( C ) 由下文可知，孟嘗君一開始可能對馮諼抱持何種態度？
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
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A)對馮諼成為食客一事求之不得，將他奉為上賓 (B)馮諼的無好無能頗為特異，
故對他感到好奇 (C)雖然接受馮諼成為食客，但對他頗為輕視 (D)不太情願讓馮
諼成為食客，但為保有名聲所以勉強同意
解析： (C)由後文「左右以君賤之也」，可推知孟嘗君「笑而受之」的笑容或許帶有輕蔑之意，
所以左右之人才會認為孟嘗君輕視馮諼。

16. ( D ) 下列兩段引文中，馮諼分別展現出哪種人格特質？
（甲）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
「孟嘗君客我。」
（乙）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
為君復鑿二窟。」
(A)（甲）知恩圖報、一飯千金／（乙）心機深沉、處處算計 (B)（甲）志得意
滿、處事高調／（乙）戰戰兢兢、小心謹慎 (C)（甲）愛慕虛榮、崇尚浮華／（乙）
即知即行、積極勤快 (D)（甲）小人得志、洋洋得意／（乙）深謀遠慮、高瞻遠矚
17. ( B ) 「焚券市義」是馮諼為孟嘗君所營造三窟的第一窟，其真正展現具體的成效表現在
哪裡？
(A)齊王謂孟嘗君曰：
「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 (B)孟嘗君就國於薛，
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 (C)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
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 (D)齊王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
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解析： (A)為齊王罷黜孟嘗君的委婉說辭。(B)馮諼燒掉薛邑百姓的債券為孟嘗君換得「仁義」
的美名，穩固了孟嘗君在其封地的地位。(C)梁王重金禮聘孟嘗君，提高了孟嘗君的身
價。(D)為齊王請求孟嘗君回國主政的謙虛之辭。
18. ( B ) 下列有關〈馮諼客孟嘗君〉一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A)首段以馮諼「無好」
、
「無
能」到「三彈其鋏，貪而不足」反襯孟嘗君之能容 (B)末尾以馮諼為孟嘗君立就三
窟，結束全文 (C)文始由「食無魚」
、
「出無車」再到「無以為家」採用層層遞進 (D)
孟嘗君言「視吾家所寡有者」為「市義」的伏筆
解析： (B)以孟嘗君為相，無纖介之禍，展現馮諼三窟的成功。
19. ( A ) 下列選項「 」中的文句，何者文意說明有誤？
(A)「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
其券」說明馮諼這種舉動是為孟嘗君求利，增加財富 (B)「食之，比門下之魚客」
意謂孟嘗君同意給馮諼跟門下吃魚的門客一樣的待遇 (C)「諾，先生休矣！」由此
可推測孟嘗君對馮諼說話的語氣可能頗為不悅 (D)「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
意謂馮諼貧困到不能養活自己
解析： (A)馮諼此舉是為了替孟嘗君市義，收攬民心。
20. ( B ) 下列文句的言外之意，何者不正確？
(A)「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
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放低姿態以請求孟嘗君回齊國當宰相 (B)
「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馮諼囂張跋扈、自立
為王的行徑 (C)「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宗廟是國君家族存亡與權
力的象徵，此舉將使薛受到萬全的保護 (D)「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馮諼為孟嘗君塑造有德、不為利誘的形象
解析： (B)馮諼為孟嘗君市義的過程。
21. ( A ) 下列有關〈馮諼客孟嘗君〉一文的說明，何者正確？
(A)本文描述馮諼採「先抑
後揚」的筆法 (B)本文寫戰國時代養士風氣所帶來的社會亂象 (C)孟嘗君焚燒債
券使薛邑歸心，可見其深謀遠慮 (D)馮諼挾外自重，致使齊王決定罷黜其相位
解析： (B)本文描寫馮諼以其深遠的政治眼光，協助孟嘗君鞏固權位的過程。(C)孟嘗君→馮
諼。(D)馮諼→孟嘗君；罷黜其相位→道歉並重新拜相。
22. ( C ) 馮諼精心為孟嘗君策劃經營三窟，使其可以高枕無憂。下列何者並非這三窟之一？
(A)焚券市義 (B)遊梁求售 (C)乘車揭劍 (D)立廟於薛
解析： (C)「乘車揭劍」是馮諼得意洋洋的張狂表現，而非馮諼的精心謀劃。
23. ( D ) 說話或行文時，不直講本意，只用委婉閃爍的言詞，曲折地烘托或暗示出本意的修

辭叫「婉曲」。下列何者不屬於此種修辭？
(A)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
王之臣為臣」 (B)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C)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已 (D)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
解析： (A)委婉表達罷黜孟嘗君相位之意。(B)「舅奪母志」是母親改嫁的委婉說法。(C)燭之
武委婉拒絕出使並埋怨鄭伯沒有及早重用他。(D)直接稱頌滕子京的政績，並未使用婉
曲修辭。
24. ( C ) 下列關於〈馮諼客孟嘗君〉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甲）馮諼三彈鋏所求者
求魚、求車、求房／（乙）馮諼「三窟之計」是焚券市義、復登相位、立廟於
薛／（丙）
「視吾家所寡有者」一句，是開啟後文馮諼市義的伏筆／（丁）全文用先
抑後揚的筆法寫馮諼客孟嘗君，協助鞏固其政治地位／（戊）末尾以馮諼為孟嘗君
三窟完成做結。
(A)甲丙戊 (B)甲乙丙 (C)乙丙丁 (D)丙丁戊
解析： (C)（甲）求魚、求車、求養家／（戊）以孟嘗君為相，無纖介之禍，以展現馮諼計之
深遠做結。
25. ( B ) 下列「 」中的字，作動詞使用的為何？（甲）使人「屬」孟嘗君／（乙）孟嘗君
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丙）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丁）孟嘗君「顧」
謂馮諼曰／（戊）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己）孟嘗君「就」國於薛
／（庚）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 (A)甲丙戊 (B)甲乙己 (C)乙丙庚
(D)丁戊庚
解析： (B)（甲）動詞，請託／（乙）動詞，供給／（丙）名詞，債款／（丁）動詞，回頭／
（戊）副詞，堅決／（己）動詞，返回／（庚）形容詞，顯耀的。
26. ( D ) 「編年體」是一種依照年、月、日之順序記載歷史的體裁。下列史書，何者屬於「編
年體」？
(A)《史記》 (B)《漢書》 (C)《戰國策》
解析： (A)紀傳體。(B)紀傳體。(C)國別史。(D)編年體。

(D)《資治通鑑》

27. ( A ) 如果想要欣賞先秦的精彩寓言作品，下列何者不適合作為參考書籍？
(B)《莊子》 (C)《韓非子》 (D)《戰國策》
解析： (A)《老子》為語錄體的作品，沒有寓言故事。

(A)《老子》

28. ( D ) 下列關於《戰國策》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本有《國策》、《國事》、《短長》、
《脩書》等名目，後經曾鞏整理，定名為《戰國策》 (B)內容主要記載戰國時代諸
侯相互爭伐、爾虞我詐的戰爭情況 (C)為依人物編排的史書，性質屬紀傳體，司馬
遷撰寫《史記》時多採其說 (D)善於刻劃人物，語言鋪張雄辯，對後代敘事、說理
散文影響深遠
解析： (A)最初的整理、定名者為西漢劉向，北宋時散佚，又經曾鞏訪求校正，方成為現今看
到的版本。(B)主要記載當時策士遊說各國，及列國之間的利害折衝之事。(C)為分
國編排的史書，性質屬國別史。
29. ( B ) （甲）傷心來笑一場，笑你個三閭強，為甚不身心放？滄浪汙你，你汙滄浪／（乙）
門下三千各自矜，頻彈劍客獨無能。田文不厭無能客，三窟全身果有憑。上述所歌
詠的人物各為何人？
(A)賈誼／諸葛亮 (B)屈原／孟嘗君 (C)孔子／張良 (D)
孟嘗君／馮諼
解析： (B)（甲）句從「三閭」可知所指為楚三閭大夫屈原。語出貫雲石〈殿前歡‧弔屈原〉。
【語譯】傷心之餘只有苦笑一場。笑你這個三閭大夫心性太強，為什麼不曠達超脫心
胸開放？與其說是江水汙染了你，不如說是你汙染了汨羅江／（乙）句從「門下三千」、
「田文」
、
「三窟全身」可知所指為孟嘗君。語出唐代周曇〈春秋戰國門‧再吟（田文）〉。
【語譯】門下三千食客各各都自我展現，只有頻頻彈劍而歌的那位食客無能。但孟嘗

君田文不排斥那位無能的食客，在三窟鑿成後得以保全都是依靠他。
30. ( C ) 下列關於古代散文的發展，試問劃線處的敘述何者正確？「中國散文早在先秦時期
即已成熟，（甲）《左傳》、《莊子》、《戰國策》等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記述，尤其精
彩生動。六朝時期，講求平仄的（乙）
「律賦」日益興盛，至中唐（丙）韓愈、柳宗
元並起，致力倡導古文，北宋（丁）范仲淹、曾鞏更紹續而發揚之，先後提攜三蘇、
王安石等人，散文始確立日後不移的地位」。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 (C)（甲）
《莊子》為諸子散文而非歷史散文／（乙）律賦為韻文而非散文，應改為「駢
文」／（丁）范仲淹和曾鞏未提攜三蘇、王安石，應改為「歐陽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