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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選擇題（共一大題，佔 100 分） 
壹、單一選擇題 (佔 100 分) 

 １. 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C 

(A)知足「勝」不祥／更恐不「勝」悲   (B)「行行」鄙夫志／「行」之苟有恆  

(C)惟仁「為」紀綱／行拂亂其所「為」 (D)老氏誡剛「強」／項為之「強」 

 ２. 下列選項，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B 

(A)他在職場上一直受到流言緋語的攻擊  

(B)心中只有憤世嫉俗的人，是不容易有所成就的  

(C)那些詆毀他的同事見到他如此績效皆三箴其口  

(D)在這樣的環境中還能諦造本年度奇蹟的營業收入 

 ３.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組意思相同？  D 

(A)各式各樣，不同「顏色」的花朵一起盛開，美不勝收╱他的個性沉靜內斂，喜怒哀

樂很少形於「顏色」  

(B)利用假日到郊外踏青，享受大自然的絢麗「風光」╱這場婚禮是政治界與企業界聯

姻，辦得十分「風光」  

(C)和煦的「春風」吹來，心情不自覺愉快起來╱他今天看起來滿面「春風」，想必遇

上了什麼好事  

(D)這片大草原綠草隨風搖擺，呈現出「生意」盎然的景象╱嚴冬來臨，花朵枯萎，樹

葉落盡，大地了無「生意」 

 ４. 〈與荒野相遇〉一文中作者說她是一個自然生活者，鳥獸蟲魚盡是點滴。請閱讀下列

各首新詩，判斷詩文中錯誤的歌詠對象  A 

(A)現在／你是夏日裡／最快樂的／水聲了（馮青）—蟬  

(B)冷豔洗空的季節／借枝蘆葦／站個耶穌釘十字架的姿勢（燕翎）—蜻蜓  

(C)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

喃討人家的歡喜（胡適）—烏鴉  

(D)嗡嗡不停地 飛來／叮在我癱瘓的手背上／說是過境／過境 就抽一絲利己的致

命的血去了（桓夫）—蚊子 

 ５. 下列文句皆出於〈座右銘〉，何者說明正確？ C 

(A)「守愚聖所臧」意同於「傻人有傻福」  

(B)「施人慎勿念」強調要隱惡揚善，不說人是非  

(C)「知足勝不祥」說明不貪求無厭，就能趨吉避凶  

(D)「隱心而後動」告誡人們喜怒應不形於色 

 ６. 〈大鼠〉一文中，下列何者為獅貓致勝的原因？  D 

(A)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膽識    (B)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  

(C)故布疑陣，擾亂視聽        (D)鬥智不鬥力，善用謀略 

 

 ７. 賈伯斯在〈求知若渴，永保傻勁—賈伯斯的人生三堂課〉一文文末以「求知若渴，永

保傻勁」期勉學子，下列何人的表現最接近該句話的意思？  C 

(A)不拘泥文字，活用書本知識的阿廷 (B)做事認真負責，謹慎細心的阿柔  

(C)精益求精，勇敢追求夢想的阿筠   (D)待人處事圓融，大智若愚的阿玟 

 ８. 下列關於〈與荒野相遇〉一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B 

  (A)作者不喜歡塵世喧擾，選擇居住在山中  

  (B)作者在深夜回山時，常因孤身一人感到寂寥  

  (C)作者時常留心鳥獸、風物，享受觀察的樂趣  

  (D)作者讓自己與自然相融，使感知浸潤在自然中 

 ９. 「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齕首領，輾轉

爭持間，貓聲嗚嗚，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從這段描述，可看出

獅貓所採取的行動，和下列何者相同？  A 

(A)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B)趁火打劫，借刀殺人  
(C)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D)調虎離山，聲東擊西     

 １０.歇後語為漢語特有的一種隱語。通常由兩個部分組成，前半部是形象的比喻，如同謎

面；後半部的說明則像謎底，為表達的重點。若運用得當，可使文句更加詼諧靈活。

下列各句「 」中的歇後語配對何者正確？  B 

(A)一見到廚房冒出火苗，大家是「螃蟹過河—南來北往」地忙著救火，卻忘了撥一一九求救 

(B)考試時應遵守考場規則，如果「老鼠出洞門—東張西望」，就難免有瓜田李下的作弊嫌疑的困境 

(C)在日常生活中，別讓自己因為一時的有勇無謀，身陷「羊頭鑽籬笆—無濟於事」 

(D)他雖然一再大聲疾呼，請相關單位重視消防問題，但人微言輕，猶如「狗吠火車—空歡喜一場」 

 １１.「多數人會用照片留住歡樂時光，因此我們總看到歡樂的慶生照、幸福的結婚照，但

那些獨自過生日的落寞、婚姻破局的哀傷，卻沒人想留下紀念。可是，人生中很多時

候都是五味雜陳的，無論悲喜，一定都有值得記憶的部分。也許正是那些黯然的時刻，

讓我們更珍惜美好的時光。」這段文字的觀點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B 

(A)從照片中可看出人生的五味雜陳  (B)低潮的落寞更能襯出歡樂的美好  

(C)感傷時的照片比歡愉時的更傑出  (D)難過的時光比美好的更值得珍惜 

 １２.下列文句，何者用詞最為恰當、文意合乎邏輯？  D 

(A)目睹祖母心臟病緩緩猝發而不幸過世，他心中無限哀傷  

(B)清晨，在山巔對著雲海，看斜陽從波光粼粼的海平面升起  

(C)我熱愛健行，其中最難忘的一次是騎著腳踏車直達玉山的頂巔  

(D)為何你的作風迥異於常人，上班時從不化妝，下班在家卻濃妝豔抹  

 １３.下列文句「 」中的字詞，何者意義前後相同？  B 

(A)蟬則「千轉」不絕／劍門「千轉」，入蜀之道難似登天  

(B)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子謂顏淵曰：用舍行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C)使之沖煙飛鳴，作青雲白鶴「觀」／帝令廣建園林池臺，多營宮「觀」樓閣  

(D)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位鐵鉉／眾議紛紜，教我好生「為難」 

 １４.「江河日下」這四個字，沒有使用到下列哪一種造字法則？  C 

(A)象形 (B)指事 (C)會意 (D)形聲   

 １５.「我只希望，我們的距離□我和所有野鳥的距離，永遠是這樣接近。」句中空格處填

入下列哪一種標點符號最恰當？  (A)； (B)！ (C)……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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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70％的英國人承認壺裡的水裝太滿，其實他們通常只需要泡一杯茶。有人算出，使

用電水壺一天額外產生的能源消耗，足以點亮英國一個晚上所有的路燈。」根據這段

文字，可明確推論出下列何者？   B 

(A)30％的英國人只喝冷水不喝熱茶  

(B)至少 70％的英國人意識到自己煮了過多的水  

(C)英國多數的電水壺一次只能煮出一杯茶的水量  

(D)點亮英國一整晚燈的電量相當於使用電水壺一天 

 １７.下列詩句前後兩句的關係，何者說明正確？ C 

 (A)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前句為因，後句為果  

(B)戲掬清泉灑蕉葉，兒童誤認雨聲來：前句泉灑蕉葉的假設引發後句的雨聲  

(C)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將前句的讀書與後句的尋春互作比較  

(D)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前句由梅至雪，後句由雪至香，層層遞進 

 １８.「曹雪芹的曾祖母孫氏擔任康熙保母，孫氏之夫曹璽於康熙二年被委任為江寧織造，

此乃清廷財政重要職務，本規定三年更換一次，曹璽竟任職二十二年。又因曹璽之子

曹寅自小即為康熙伴讀，成為康熙心腹，所以曹氏家族世襲江寧織造，共達五十八年。

康熙六下江南，五度入住織造府。直到雍正即位，以曹家虧空公款為由，前後兩次抄

家，終於令曹家敗落下來。」根據上文，下列何者在文中不曾被提及？    D 

(A)曹寅的身世與崛起         (B)兩任皇帝對曹家的態度 

(C)曹家得勢的緣由           (D)曹雪芹世襲官職的經歷 

 １９.一群畢業二十年的小學同學聚會，他們送了一方「眾望所歸」的匾額至花輪的辦公室。丸

尾：「恭喜老兄，你當年的理想終於如願以償了。」花輪：「上個月小玉弄璋之喜，我未

能親臨祝賀，真是過意不去。」小玉：「沒關係，小丸子下個月喬遷之喜，到時候我們可

得大肆慶賀一番！」小丸子：「丸尾如今廣栽桃李，享譽杏壇，也算是可喜可賀呢！」    

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 

(A)花輪投身政壇 (B)小玉喜獲千金 (C)小丸子即將于歸 (D)丸尾行醫仁心仁術 

 ２０.「藏書室是一處有著許多迷睡靈魂的神奇陳列室，當我們呼叫他們，這些靈魂就甦醒

過來。」這句話的意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C              

(A)許多作家在藏書室找到心靈的歸屬 (B)好的作品可以喚醒讀者迷睡的靈魂  

(C)讀者可透過閱讀與作者的心靈相通 (D)迷失在書海的讀者需要適當的指引 

 ２１.下列選項「 」中的文字，何組讀音相同？    D 

(A)為減輕生產痛苦，有些產婦選擇無痛分「娩」／救援投手獨撐全局，力「挽」狂瀾
(B)你別「呶」呶不休，讓我耳根不得清淨／雙方意見不合，僵持不下，劍拔「弩」張 
(C)坊間「贗」品幾可亂真，小心上當／我們要服「膺」師長的教導，切不可一意孤行 
(D)瞧他「躊」躇滿志的模樣，真令人反感／開放農產品進口，是我方的談判「籌」碼 

 ２２.「我最佩服的，便是那些喜歡開會、善於開會的人。他們在會場上總是意氣風發，滔

滔雄辯，甚至獨攬話題，一再舉手發言，有時更單挑主席纏鬥不休，陷議事於瓶頸，

置眾人於不顧，像唱針在溝紋裡不斷反覆，轉不過去。」關於這段文字的分析，下列

敘述何者最恰當？  B  

(A)作者對在會議中滔滔雄辯的人給予肯定    (B)行文用語帶有嘲諷的風格  

(C)作者無法忍受口吃卻老在會議中發言的人   (D)運用對比技巧凸顯作者的觀點 

 

 ２３.                    。螢光幕上的偶像，為了迎合「大眾」，用浮濫的口語自以為雅俗共

賞。以報紙標題為例，形容詞用「爆」，用「不行」……，某個東西好吃，說法是「好吃到

不行」，還有「好看到不行」、「好聽到不行」，一個「不行」，囊括了所有的感覺。當人們不

再用準確的文字描述世界時，有一天，世界的細緻之處會不會也消失不見？ 

  這段文字開頭畫線處點出段落要旨。據此判斷，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D 

(A)偶像總能帶動風潮，使青少年趨之若鶩  

(B)媒體已注意到生活語言有庸俗化的傾向  

(C)文字的奧妙之處，在於能兼顧小眾與大眾的品味  

(D)文字的口語化與粗俗化，正壞蝕我所理解的世界 

 ２４.小憲參加林爺爺的壽宴，在會場聽到以下對話，哪一組用詞最為得體？    C 

(A)林爺爺之子：「王先生、王太太，歡迎賢伉儷大駕光臨。」王先生：「敝伉儷恭賀令堂生日快樂。」 

(B)陳先生：「林爺爺，祝您生日快樂。」林爺爺：「小陳，歡迎你光臨貴府。」  

(C)魏太太：「林大哥，看你們賢喬梓父慈子孝，令人好生羨慕！」林爺爺之子：「託您的福。」 

(D)林奶奶：「很榮幸內人我可以替您服務。」張太太：「不敢，麻煩林奶奶了。」 

 ２５.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D 

(A)他發揮「全盤托出」的力量，盡力完成這項創舉  

(B)今天聚會，敬呈拙作一本，請各位不吝「貽笑大方」  

(C)孟母重視教育，帶著孟子「移樽就教」，搬到學校旁邊  

(D)即使她非科班出身，但因表現優異，舞團決定「破格錄用」 
 ２６.「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這世間的態度。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裡，人
懂得尊重□□—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他不霸道，因
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慧。」
根據這段文字的內容，空格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C 

(A)自己／自然／別人    (B)別人／自己／自然  
(C)自己／別人／自然    (D)別人／自然／自己。 

 ２７.蘇東坡自述：「自今日以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
三曰省費以養財。」根據這段文字，下列何者最符合東坡的飲食原則？     B 

 (A)招待尊客，最少須準備三道盛饌   (B)對己待客，飲食皆須有所節制  

  (C)受邀作客時，抱持客隨主便的態度 (D)宴請賓客前，必先告知自家飲食原則 
 ２８.「以往許多民生用品都以農作物製成，取之於大自然，還之於大自然，不會造成地球
負擔、環境汙染。若更用心研發，一定可以製作得更精良、推廣得更普及。很可惜在
工業產品的衝擊下，這些用品一一被取代而消失。」根據這段文字，下列何者最符合
作者的觀點？  D 

(A)近代快速工業化導致農作物大量消失  

(B)用心研發的農作物不會造成地球負擔  
(C)以農作物製成的產品較工業產品更為精良  

(D)將農作物轉加利用更能夠保護我們的地球 

 ２９.在外地求學的郭襄，想寫明信片給她的姐姐郭芙。 

  右圖明信片的格式中，(甲)、(乙)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   

(A)郭襄 緘／郭芙 吾姐 啟 B 

(B)郭襄 寄／郭芙 小姐 收  

(C)郭襄 緘／郭芙 小姐 臺啟 

(D)郭襄 寄／郭芙 吾姐 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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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大鼠〉一文描述獅貓與大鼠相鬥的情節，老師請學生將貓鼠相鬥的過程畫成圖表，
下列哪個圖表最符合〈大鼠〉一文的故事內容？  D 

 

 

 

 

 

 
  
 

 
 

 ３１.「某相國之孫，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嗔其行遲，曰：『吾生相門，
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胡為亦爾？』對曰：『吾亦某尚書孫也。』此事聞之於董蒼
水。貴人子孫，不可不知。」這則故事所要告誡世人的道理，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C 

(A)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B)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C)祖蔭不可圖，唯己力可恃       (D)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３２.「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自元日至端午

以來，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
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耶？』」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A)艾人以「半截入土」暗譏桃符有過時之嫌  

  (B)門神指責桃符愛爭閒氣，所以只能傍人門戶  

  (C)三者位置由高而低依序是：門神、桃符、艾人  
  (D)桃符與艾人為了元日、端午的重要性而爭吵不休 

 ３３.【甲】春雪滿空來，觸處似花開。不知園裡樹，若個是真梅？ 

  【乙】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根據甲、乙兩詩的內涵，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註：若個：哪個。）  B 

(A)甲詩以梅喻雪，乙詩以雪喻梅     (B)甲詩主題是詠雪，乙詩主題是詠梅  

(C)兩詩所描繪的都是暮春夜晚的景致 (D)兩詩作者都無法分辨眼前所見是雪還是梅 
 

● ３４.- ４０.請依下列文章內容選出最適當的選項：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下列各題： 

  從建安時期開始，文人多數是在朝做侍從供奉，或在外作一薄宦，或靠府主為

生。這個情形，到了唐代更甚。唐代的社會是貴族的社會，唐代的政治掌握在門閥

手中。中唐以來，地方割據的勢力瓜分朝廷的政權，各節度使又每成一個小朝廷，

能養清客。這時候的書生多出身於清門，他們卻多在華貴的社會中作客，譬如：李

白只是朝中權貴的客，杜甫只是地方節度使的客。中、晚唐詩人的作客生活尤其表
顯這情形，直至五代不曾改。經五代之亂，世族社會式微，到了北宋以後，文人每

以射策登朝，致身將相，所以文風從此一變，直陳其事，求以理勝者多。詩風從此

一變，以作散文的手段作詩，而直說自己的話。以前讀書人和統治者並非一事，現

在差不多是一類了；以前的詩人寄居在別人的社會中，現在可以過自己的生活了；

以前詩人說話要投別人的興趣，現在可以直說自己的話了。總而言之，以前的詩多
是文飾其外，現在的詩可以發揮其中了。以前是客，現在是主了。社會組織之變遷

影響及於文人的生活，文人的生活影響及於文章之風氣。 

（改寫自傅斯年 文人的職業） 

註：○１建安：東漢 獻帝的年號。 

  ○２射策：宋代科舉時，考生針對皇帝的策問，提出應對之方略。 

 ３４.根據本文，讀書人與統治者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B 

(A)建安文人多數成為有權的府主 (B)中唐文人多在華貴階級中作客  

(C)五代文人以文章推翻世族社會 (D)北宋文人以寫詩晉身統治階層 
 ３５.關於本文的寫作手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D 

(A)以唐和五代文人做對比，凸顯唐代文人的風骨  

(B)透過細膩的空間描寫，以呈現社會組織的變遷  

(C)援引李白、杜甫為例，說明科舉與文人的關係  

(D)按歷史朝代先後次序進行論述，鋪陳文章主旨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下列各題：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往昔遭

風，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莫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

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見己。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

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群臣侍宴者數十，其器用絲竹
陳設之類，多類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召

巫者視之。巫至，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為祟

，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群臣皆來祀祝，客

據案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己，復遇便

風得歸。時賀德儉為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其為師厚
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為余言。 

（改寫自太平廣記．青州客） 

 ３６.故事中雙底線處所省略的主詞，何者不是 青州客？  C 

(A)向城而去  
(B)見人皆揖之  

(C)亦不應  

(D)復遇便風得歸 
 ３７.根據故事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B 

(A)青州客登岸所見的房舍田畝，皆與中國不同  

(B)國王生病的原因是青州客接近王座窺探  
(C)巫師建議大肆祝祀並齋戒沐浴以接待青州客  

(D)青州客遠離時，王國中的人皆避而不見。 

 ３８.文末「時賀德儉為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其為師厚言之。
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為余言。」這段文字的作用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D 

(A)顯示作者的交遊廣闊  

(B)點出故事發生的地點  
(C)表明作者的身分、來歷  

(D)強調故事內容言而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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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背後尚有試題，請繼續作答》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問題： 

  1620 年 9 月，一群清教徒從英格蘭搭乘五月花號前往美洲新大陸，11 月抵達現

今的麻州。新移民一邊面對水土不服的問題，一邊學習狩獵，種植玉米、南瓜等作

物，並在第二年冬天慶祝首次的收成。當時掌廚的 6 位女士發現麵粉用光，改以玉
米粉替代，做出與歐陸風味不同的麵包，搭上鹿肉、火雞肉、南瓜、敏豆及玉米湯，

大夥一連三天享受可口的豐收宴。新移民也邀請了 91 位原住民參與盛會，感謝他們

提供農耕協助。這就是感恩節的開始。 

  很自然的，新移民在適應美洲生活環境的過程中，學到利用當地食材做出合自

己口味的菜色。例如被視為美國傳統菜之一的玉米布丁是利用玉米粒、蛋、牛奶烤
出來的，有別於他們故鄉的約克郡布丁。另有以酸豆或其他蔬菜加培根及楓糖汁的

波士頓焗豆。總之，不少美國菜是以英國菜或原住民的傳統菜為基礎做出來的。此

後美國經濟進步，成為世界富裕國家，豐富的農作物和世界先進的廚房烹飪設備的

結合，發展出現代的美國菜。 

  平心而論，美國菜不走精緻路線，這和從舊大陸來的新移民忙於擴張領土、開
荒墾殖有很大的關係。在拓荒時期，不論男女老少都需投入墾荒工作，無法悠閒的

在家準備三餐。由於三餐並非為了享受而存在，而是為得到勞動所需的活力，肚子

填飽就好，因此新移民就地取材，慣用鹽和胡椒來醃漬肉品，圖個簡便。當時一戶

人口多，一次就備好三餐吃的肉，為了防止腐敗，加入不少調味料且煮得久，致使

口味加重。 

  後來美國人更為了提高工作效率，節省花在廚房的時間，開發出多種罐頭、瓶
裝等耐放的加工食品。在這股潮流引領下，輾轉發展出速食文化。如今速食成為美

國菜的一大主流，其快速的供食方式創造出充斥世界各都會的美式服務。 

（改寫自朱耀沂〈閒聊美國食物〉） 

 ３９.根據本文，關於 17 世紀後美國新移民的飲食文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A)以玉米粉取代麵粉，克服水土不服的問題  

(B)融合在地食材與新移民發源地的烹調傳統  

(C)慣用鹽、胡椒以及很多調味料，使口味偏重  
(D)歷經拓荒時期，發展出追求方便快速的風格 

 ４０.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B 

(A)罐頭、瓶裝等加工食物成為現今充斥世界的美式服務  
(B)感恩節源於 1621 年一次美洲新移民感謝原住民的宴會  

(C)為求飲食的精緻，美國人發展出世界一流的廚房烹飪設備  

(D)波士頓焗豆、約克郡布丁與現代速食都是典型的美國食物 

 

試題結束 

 

 

 

 

 

 

 

《恭喜你寫完了。若還有時間，好好的檢查吧！》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