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高中 105 學年度學術性向資賦優異【語文類】複選測驗－國文能力評量試題
04. 下列「 」中的詞語，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辦公室裡「人氣」旺，連植物也長得生氣蓬勃／這位歌手的「人氣」紅不讓，
如日中天
(B)我對他言行不一的行為很「感冒」，不喜歡與他來往／最近流感猖獗，稍有一點「感

注意事項：
1.請用黑色墨水筆依題號在答案卷上作答。
2.本試題卷有「一、單選題」及「二、意見闡述」兩大題。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82 分）

冒」症狀就要注意，不可輕忽

01. 這樣持續了幾個月苦功，漸漸地，我對英文古文不再感到那麼生「澀」
，而且竟然
感覺有趣了。第二學期開始時，我已把莎翁的劇本視為一個樂趣，後來讀蕭伯納
的「劇」本更覺趣味盎然。即使開學時視為畏途的《伊里亞德》
，後來重讀也覺得
裡面的希臘神話富「饒」意味，有些神話故事至今還在腦海裡。最近有一次與一
位美國人做商業交涉，我引用希臘女神卡姍德拉的話，他會後問我怎麼會熟悉希
「臘」神話？我說這是幾十年前讀荷馬的結果。他大為驚奇說，現在連美國人都
很少讀荷馬，想不到讓中國人領先了。（張忠謀〈哈佛大學的一年〉）
下列各組文字，讀音依序與上文「 」文字完全相同的選項是：
(A)不稼不「穡」／引人發「噱」／芻「蕘」之言／「邋」裡邋遢
(B)「赧」顏汗下／進退失「據」／「蹺」足而待／斑點「鬣」狗
(C)「嗇」己奉公／疾言「遽」色／女貌嬌「嬈」／味如嚼「蠟」
(D)罪不可「赦」／侍中應「璩」／「翹」首盼望／學不「躐」等
02. 下列新聞標題中，完全沒有出現錯別字的選項是：
(A)嘉義酒廠人體攝影 深窖古甕襯美人
(B)金曲獎歌王寶座爭奪 創作歌手的拉踞賽
(C)非法捕魚 管理不力 歐盟下通碟 恐禁我海鮮進口
(D)網路遊戲玩瘋了 青少年網路成癮 罹犯人工自閉症
03. 下列各組「 」中的字義，前後兩兩相同的選項是：
(A)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且「姑」姪與母子孰親
(B)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其父之側庶亦稱「姨」者
(C)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玄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故令其守中
軍保護妻小
(D)晉代王濟之「叔」王湛。王湛有才德，人皆不知而以為痴／在路上「叔」姪閒
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

(C)他這次中了「樂透」，獨得一億，高興得不得了／看到這次升遷名單中有自己
的名字，我簡直「樂透」了
(D)這次研究室所研究的「基因」突變，已經大有進展／人體內的「基因」藏有許
多祕密，科學家至今仍未完全發現
05. （河伯）望洋向若而嘆曰：
「野語有之曰：
『聞道百，以為莫己若者。』我之謂也。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
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見笑於大方之家。」細細咀嚼河伯此聲嘆息，其中深意
與下列「 」中的成語，最為相近的選項是：
(A)張小飛是口若懸河，李阿逵則雄辯滔滔，雙方實力在「伯仲之間」
(B)菜鳥櫻木花道仗著自己體能好，竟在高手流川楓面前「班門弄斧」
(C)失戀的他成天「長吁短嘆」的，溫柔學姐的深情告白也鼓舞不了他
(D)有些女星可能是偶像劇拍多了，臨場表現反而比男星「落落大方」
06. 下列三段新詩，請仔細推敲文意，選出最適合依序填入□的選項：
(甲)鐘／因□□而被敲響／青苔因疑惑／而美如絲綢（白靈〈山寺〉）
(乙)九官鳥一叫／早晨，就一下子□出來了（周夢蝶〈九官鳥的早晨〉）
(丙)沒有酒的時候／到河邊去捧飲自己的影子／沒有嘴的時候，用□□呼吸（洛
夫〈湯姆之歌―西貢詩抄〉）
(A)謙虛／飛／胸口 (B)謙虛／跳／傷口 (C)荒涼／飛／胸口 (D)荒涼／跳／傷口
07. 正反複句是以一正一反的兩分句組合而成。例如胡適〈母親的教誨〉
：
「你要學他，
不要跌他的股。」請選出下列同屬於正反複句的選項：
(A)你不知那聲音是來自地下，還是來自天上
(B)划去橋邊蔭下，躺著唸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
(C)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時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時的牆
(D)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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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下引詩人隱地的一節小詩，詩人用桃紅襯衫來襯寫寂寞，詩中的「他」是個孤獨
男子，卻急切期盼有人來破除他的寂寞。試以此為據，將錯置的詩句重新排序：
天空灰暗
甲、渴望為新的一天帶來好運
乙、他選了一件桃紅襯衫
丙、一天裡什麼事也未發生
丁、男子擔心這一天的情緒
沉悶一如辦公室凝固的空氣
（隱地〈穿桃紅襯衫的男子〉）
(A)甲乙丁丙
(B)丙丁甲乙
(C)丁乙甲丙
(D)丁丙乙甲
09. 「近悅遠來」的詞性結構，與下列詞語完全相同的選項是：
(A)物換星移
(B)風聲鶴唳
(C)激濁揚清
(D)車水馬龍
10. 下列文句中，兼用「聽覺摹寫」與「譬喻」修辭的選項是：
(A)絕望的雨聲，遠遠近近流瀉，像群鬼在曠野齊聲抽泣，音聲龐大，綿密
(B)我本想過去探個究竟，但是才一腳踏出去，雪地唰唰塌陷，整個人落入原被
雪遮蓋了的箭竹叢
(C)我們要走過風沙迷眼的荒漠，走過疾風怒號的暗夜，走過冰霜嚴寒的冬季，
一直走到春來雨潤的綠洲
(D)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而
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溼溼，即連在夢裡，也似乎把傘撐著
11. 國立嘉義高中為籌建文學館暨文學步道，邀請詩壇祭酒余光中蒞校演講，引領師
生親炙大師風采及領略詩文之美。家長會特請禮品店贈送花籃共襄盛舉，下列各
組題辭最適合題寫在花籃祝賀卡上的是：
(A)慶衍桑弧／極婺聯輝
(B)贊天地化／作育菁莪
(C)杏壇之光／治平初基
(D)輝生錦帨／厚生堪欽
12. 下列關於書信「提稱語」的使用，選出錯誤的選項：
(A)「膝前」：蘇轍寫給蘇洵的信
(B)「大鑒」：韓愈寫給柳宗元的信
(C)「如晤」：曹操寫給曹植的信
(D)「青鑒」：劉基寫給明太祖的信
13. 《人間詞話》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領域中允稱翹楚，試依詞意、作家、詩義等相
關知識判斷，選出最適合填入的選項：
甲、詞最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流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

二字代 (A) 耳。
乙、沈伯時《樂府指迷》云：
「說桃不可直說桃，須用『紅雨』
、
『劉郎』等字。說
(B)
不可直說破 (B) ，須用『章臺』、『灞岸』等事。」若惟恐人不用
替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類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
所譏也。
丙、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冷月無聲」、「數峰清苦，商略
黃昏雨」
、
「高樹 (C) ，說西風消息」
。雖格韻高絕，然如霧裡看花，終隔
一層。
丁、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蘭花慢以送月〉，曰：「可憐今夕月，向
何處、去悠悠？ (D) 。」詞人想像，直悟月輪遶地之理，與科學家密合，
可謂神悟。
(A)應填入「霜」
(B)應填入「梅」
(C)應填入「晚蟬」
(D)應填入「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
14－15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 14－15 題。
海南沒有醫藥，而人不能無病，病則相信殺牛可以愈疾，這是海南的風俗，
惜生的□□，看得滿懷悲憫，為之惄焉不安，寫了一篇柳宗元的〈牛賦〉
，加上長
跋，交給瓊州僧人道贇，希望借他的手代為傳佈，能夠稍稍改變這種風俗。……
海南還有一個特殊的風俗，即男人在家，終日游手好閑，一切外出體力勞作
的事，都由婦人承擔，包括上山打柴，鑿地汲鹽井在內。□□又寫一幅杜甫的詩，
希望能勸儋人改俗―這也不過是書生行其心之所安的作為而已，效果是很微茫的。
元祐臣僚，幾乎無人不遭謫逐，而遠竄海外的，卻祇□□一人。人莫不自負
有才，莫不好名，而才名相累，竟是如此苛酷，此所以□□對於《莊子‧山木》
篇「材與不材」之說，懷著甚深的感慨。（節錄自李一冰《□□新傳》）
14. 依據上文，下列文句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海南人一旦生病，便以殺牛的方式來治病
(B)柳宗元寫〈牛賦〉，記述海南人殺牛的風俗
(C)海南男人雖游手好閑，但仍承擔一切體力勞作之事
(D)元祐年間，□□改善海南風俗失敗，因此遭遠謫海外
15. 依據上文的敘述，□□中最適合填入的人物應該是：
(A)韓愈
(B)李白
(C)蘇軾
(D)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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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 16－17 題。
被稱頌為「天下第一行書」的「蘭亭」是一篇草稿！
唐代中期被稱為「天下行書第二」的顏真卿〈祭侄文稿〉
，祭悼安史亂中喪生
的侄子，血淚斑斑，泣涕淋漓，塗改圈劃更多，筆劃顛倒錯落，也是一篇沒有謄
錄以前的「草稿」。
北宋蘇軾被貶黃州，在流放的悒悶苦鬱裡寫下了〈寒食詩〉，兩首詩中有錯
字別字的塗改，線條時而沉鬱，時而尖銳，變化萬千。
「寒食帖」也是一篇「草稿」
，
被稱為「天下行書第三」。
三件書法名作都是「草稿」
，也許可以解開「行草」美學的關鍵。
「行草」其實是不能「複製」的。「蘭亭」陪葬了昭陵，也許只是留下了一
個嘲諷又感傷的荒謬故事，令後人哭笑不得吧。（節錄自蔣勳〈王羲之蘭亭序〉）
16. 根據作者的觀點，
「行草」美學的關鍵特質是：
(A)追求創作者最純熟的技巧
(B)表現原創當下的飽滿情緒
(C)追求典範楷模的完美流暢
(D)突破楷模規矩的限制拘束
17. 根據文中所提供的線索，試判斷下列哪一幅作品是顏真卿〈祭侄文稿〉
：
(A)

(B)

(C)

(D)

小時候
我喜歡用瓦片
在水面上
打飄飄
風□□著湖水
時間□□著臉
那天我在岸邊
奮力扔著石子
跟著飛出去的是一隻
灰色的掌
（洛夫〈童年〉）
18. 根據詩意，□□中最適合填入的詞語是：
(A)吹拂
(B)侵襲
(C)摺疊
(D)雕刻
19. 詩人寫詩著重在語言的鍛鍊，詩的語言往往必須精準又含蓄地表達出欲傳達的意
念。在這首詩中，「灰色的掌」所要傳達的意涵應該是：
(A)拾獲河邊奇石的記憶
(B)歷經戰火摧殘的生命
(C)承受生活痛苦的「我」
(D)已經年華老去的「我」
20－21 為題組

閱讀下列這一首新詩後，回答 20－21 題。

甚至於伸個懶腰，打個呵欠，
都要危及四壁與天花板的！
匐伏在這低矮如鷄塒的小屋裏，我的委屈著實大了：
因為我老是夢見直立起來，
如一參天的古木。
（紀弦〈現實〉）

18－19 為題組
閱讀下列的新詩後，回答 18－19 題。

20. 對此詩的闡釋，下列最適切的選項是：
(A)此詩主要表現的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B)此詩旨在鋪敘現實中身居陋室的苦楚
(C)詩人只能消極地在睡夢中，接受無情現實
(D)詩人對於禁錮生命之嚴峻現實，完全認命
21. 請仔細體味詩人說話的口吻，判斷這首詩的語氣應是：
(A)半嘲諷半幽默 (B)既憤懣且抑鬱 (C)又無奈又悲傷 (D)既理智且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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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 22－23 題。
「小說」之所以能夠歷久不衰，是來自它「合作」的本質：讀者將自己投注
在書中角色發生的故事裡，積極主動地創造意義，從而獲得莫大的快樂—這種
親密的感覺是從戲劇或電影中無法得到的。打從第一行文字開始，作者與讀者間
一來一往的遊戲，會一直持續到小說的最後一個字為止，最後即使將書闔上，書
中故事仍舊迴盪在讀者的腦海裡。
這種「一來一往」的過程，並不是虛擬的。從開頭的第一頁，每本小說就不
斷乞求讀者閱讀它，同時也告訴讀者它想被「怎麼讀」
，提示即將發生的每一場好
戲；而身為讀者的我們，得決定是否要跟著作者的計畫走，也就是要不要繼續往
下讀。
進一步來說，讀者與小說、作者建立了一個「祕密同盟」
，共同創造意義。
（湯
瑪斯．佛斯特《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 23 堂小說課》）
22. 關於上引文章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透過小說的閱讀，讀者可以從中學到「合作」的道理
(B)戲劇和電影始終無法取代小說，是因為讀者無法從中獲得親密感
(C)為了創造小說的新意義，讀者與作者必須建立「祕密同盟」，才能分享感受
(D)閱讀小說的快樂，來自於讀者可以投射感情於故事中，而與作品及作者產生一
種親密的連結
23. 上文中提到的「『一來一往』的過程」，意指：
(A)作者和讀者對情節辯論的過程
(B)讀者為小說創造新意義的過程
(C)作者與讀者共同營造和諧的閱讀關係的過程
(D)作者設計及引導讀者自發地完成閱讀的過程

的「好位置」上，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傷害我的身體，因為有了保證，只要在這位
置上，我就處在最佳的狀態中，有力量擺脫任何對我有害的事物。但是，如果他
告訴我那個位置，我就永遠無法擁有把它當成真實知識的必要信心，因此，知識
就是力量。
然後唐望說，每次一個人決定去學習時，都必須像尋找位置時一樣賣力，而
且學習的極限是由每個人自身的性格決定，因此他覺得談論知識是不必要的。他
說某些知識對我目前而言太強了，談論它們只會帶給我害處。他顯然覺得沒有什
麼好說了，站起來便朝屋子走去。
（節錄自卡洛斯．卡斯塔尼達〈巫士唐望的教誨〉）
24. 唐望之所以認為「經由談話來學習不僅是浪費，而且愚蠢」的理由是：
(A)缺乏自我摸索的學習，純粹是複製別人經驗
(B)透過談話的學習並不能突破自身性格的極限
(C)透過談話的學習僅像鸚鵡學舌般，有樣學樣
(D)透過談話的學習，無法產生力量，甚至有害
25. 關於上文的主旨，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學習者必須賣力地超越自身的性格
(C)真實的體驗讓學習產生獨特的信心

26－27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 26－27 題。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
撫節悲歌，聲振林木，響遏行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不敢言歸。
（《列子‧湯問》）
26. 上文所要闡述的主旨是：
(A)言教更甚於身教
(C)師生可教學相長

24－25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 24－25 題。
他看了我許久，笑了。他說經由談話來學習不僅是浪費，而且愚蠢，因為學
習是一個人所能從事的最困難任務。他要我回憶尋找自己休息位置的那一次經
驗，我如何希望不做什麼便把它找出來，因為我希望他告訴我一切答案。如果他
那樣做的話，我就永遠學不到。但是後來知道要找到這個位置是多麼困難，以及
更重要的是，知道這個位置的確存在，給我一種獨特的信心。他說只要我待在我

(B)談論知識對學習者有百害而無一益
(D)只要有信心，就能體驗知識的力量

(B)音樂能感化人性
(D)學藝應精益求精

27. 下列「 」中的字，其音、義說明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薛譚學「謳」：音ㄛ，歌唱
(B)郊「衢」：音ㄑㄩˊ，四通八達的道路
(C)響「遏」行雲：音ㄧㄝˋ，阻止
(D)薛譚乃「謝」求反：音ㄒㄧㄝˋ，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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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 28－29 題。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不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若
蔓菁、若蘆菔、若薺，揉洗數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碗，下菜
沸湯中。入生米為糝，及少生薑，以油碗覆之，不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不除。
其上置甑，炊飯如常法，既不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
下，又為碗所壓，故終不得上。不爾，羹上薄飯，則氣不得達而飯不熟矣。飯熟
羹亦爛可食。若無菜，用瓜、茄，皆切破，不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半為糝，
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廬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甘苦嘗從
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個天真味，根上來麼塵上來？（蘇軾〈東坡羹
頌並引〉）
28. 關於此文的內容說明，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東坡羹是蘇軾所發明的一道料理，大約類似現在的素菜粥
(B)東坡羹雖然不用魚肉及五味等調味，卻有自然的甘鮮美味
(C)東坡羹所用的料都很普通，僅是尋常可見的蔬菜，甚至瓜、茄子均可
(D)東坡羹所用的炊具也是尋常的碗、鍋、蓋，上面如果放上蒸籠還可以蒸飯
29. 在這篇文章中，蘇軾所展現出來的生命態度是：
(A)積極進取，懷抱希望
(B)苦中作樂，虛以委蛇
(C)熱愛生活，樂觀豁達
(D)及時行樂，享受生活
30－31 為題組
閱讀下列短文後，回答 30－31 題。
美人之勝於花者，解語也；花之勝於美人者，生香也。二者不可得兼，舍生
香而取解語者也。……
所謂美人者，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神，以柳為態，以玉為骨，以冰
雪為膚，以秋水為姿，以詩詞為心，吾無間然矣。（節錄自張潮《幽夢影》）
30. 上文中「吾無間然矣」一句，意謂：
(A)我是沒有時間欣賞美人啊
(B)我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了
(C)我與美人之間是沒有距離的
(D)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想著美人

31. 關於這篇短文，下列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作者愛美人勝過於愛花
(C)大量使用譬喻法，比喻美人的特質

(B)美人善解人意，是勝過花的原因
(D)作者對於美人的定義，著重於外在美

32－33 為題組
閱讀下列這一首詩後，回答 32－33 題。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數斟已復醉。父老雜亂言，觴酌失行次。
不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留，酒中有深味。（陶潛〈飲酒〉）
32. 下列最能表現出賓主雙方生活簡樸且隨遇而安的詩句是：
(A)故人賞我趣
(B)班荊坐松下
(C)父老雜亂言

(D)悠悠迷所留

33. 在此詩中，作者飲酒後「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此時的心境與下列詩意最接
近的是：
(A)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B)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C)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D)置酒長安道，同心與我違
34－35 為題組
閱讀下列詞作，回答 34－35 題。
碧雲天，黃葉地，秋色連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更在斜
陽外。 黯鄉魂，追旅思，夜夜除非，好夢留人睡。明月樓高休獨倚，酒入愁腸，
化作相思淚。（范仲淹〈蘇幕遮〉）
34. 下列關於上引詞作的敘述，選出正確的選項：
(A)上片以抒情為主，抒發懷才不遇的愁悶
(B)下片描寫景物，寫登高望遠所見的秋景
(C)重複使用「斜陽」一詞，透露厭世思想
(D)以「芳草無情」反襯作者深受思念煎熬
35. 上引詞作所傳達的情懷，與下列詞意最為接近的是：
(A)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
(B)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
(C)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紅顏
(D)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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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7 為題組
閱讀下列這一首散曲後，回答 36－37 題。
功名萬里忙如□，斯文一□微如線， 光陰寸隙□如電，風霜兩鬢白如□。盡
道便休官，林下何曾見？至今寂寞彭澤縣。（薛昂夫〈正宫‧塞鸿秋〉）
36. 此作品前四句全部對仗，這種多句的對仗在散曲中名為「聯珠對」
。請據此判斷，
曲中□依序應為：
(A)燕，脈，流，練
(B)雁，支，迅，雪
(C)鼠，紙，逝，雲
(D)雨，派，秋，銀
37. 「盡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見？至今寂寞彭澤縣。」所嘲諷的對象是：
(A)尸位素餐的官吏
(B)獨善其身的隱士
(C)故作清高的政客
(D)不願折腰的狂士
38－39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 38－39 題。
軸心時期的聖哲是種神祕，其出現只能訴諸天意，所以他們多有知
天之學，孔子卻以不講「天道性命」給學生留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他
教學不講天，晚年卻特多仰天自語，或曰：「天何言哉！四時行焉，百
物 生 焉，天 何 言 哉 ！ 」或 曰：「 不 怨 天，不 尤 人，下 學 而 上 達，知 我 者 ，
其天乎！」孔子所嘆者為何，我們不得而知。但他的生命和「天」有種
奇怪的連結，這樣的記載卻不時可見。孔子的「天命」究竟為何？
孔子身世的詭譎使得他對「天命」不能不敬畏，「天命」只能以人
格 的 成 長 加 以 體 現 而 成，而 不 是 以 知 識 的 解 析 加 以 解 釋 的 問 題。（節錄自
楊儒賓〈聖人的天命〉）
38. 依據上文，下列文句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孔子企圖對學生講授天命之學
(B)孔子以人格的成長來體現天命
(C)孔子因學生無法體現天命而感嘆
(D)孔子認為聖哲的出現是一種神祕

39. 下列「 」中字詞的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A)「四 時 」行 焉 ： 指 四 個 時 辰 ， 借 指 長 久
(B)「百物」生焉 ： 意 同 「 萬 物 」 ， 百 是 虛 數
(C)不「尤」人： 當 形 容 詞 用 ， 有 特 別 的 意 思
(D)「其 」天 乎 ： 當 代 名 詞 用 ， 指 體現天命的聖人
40－41 為題組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40－41 題。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不入，孔子賢之。顏子當亂世，居於陋巷，一簞
食，一瓢飲，人不堪其憂，顏子不改其樂，孔子賢之。
孟子曰：
「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溺者，由己溺之也；稷思天下有飢
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易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
鬥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鬥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
也，雖閉戶可也。」（《孟子‧離婁下》）
40. 根據上文畫底線處，最接近顏回生命情態的人物是：
(A)淡泊名利的五柳先生
(B)積極進取的建安七子
(C)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賢
(D)崇尚性靈的公安三袁
41. 孟子認為「鄉鄰有鬥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的原因是：
(A)無欲速，無見小利
(B)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C)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D)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二、意見闡述（共 18 分）
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上任後首日，教育部即公布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規定「學校不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
作為高中生的你，你對服裝儀容規定有何看法呢？請以「我對服儀規定的看法」
為題，寫一篇文長 300—350 字的議論文。

【本試題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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