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全國科學班 聯合學科資格考 國文科試題卷
第壹部分：選擇題（佔 55 分）
一、單選題（佔 34 分，每題 2 分，共 17 題）
說明：第 1 題至第 17 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劃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
。
每題答對得 2 分，答錯、未作答或劃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下列各組「」內的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A）「瞿」然注視／精神「矍」鑠／「攫」取金錢
（B）危「惙」之際／若「掇」刺狀／學業中「輟」
（C）「簞」食瓢飲／肆無忌「殫」／「憚」精竭慮
（D）「斐」然成章／不「誹」不發／「蜚」短流長
2、下列各組「」內的字音，何者完全相同？
（A）「纖」離之馬／一語成「讖」／全數「殲」滅
（B）「餔」糟歠醨／已臻「晡」時／周公吐「哺」
（C）「裨」補闕漏／「睥」睨群雄／奴「婢」成群
（D）「鍥」而不捨／「楔」形文字／提綱「挈」領
3、漢語中許多詞語，歷經時代衍變，會出現「古今義異」現象，比如「鉤心鬥角」一詞原指「形容宮室的建築結構精
緻巧妙」，後來衍變為「比喻人刻意經營，競鬥心機」。請問下列畫底線的詞語，何者沒有產生「古今義異」？
（A）《孟子．梁惠王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執政者首重誠信，施政切勿出爾反爾
（B）〈出師表〉：「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這事關係重大，需再三斟酌
（C）〈燭之武退秦師〉：「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今天且讓我當東道主，帶領
各位飽覽沿途景色、品嘗在地美食
（D）〈關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菸抽了大半截，才看到秦香
蓮帶著四個孩子悠哉悠哉的晃回來
4、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成語，運用不恰當的是：
（A）記者事前對演講者下的功夫不夠，整場訪談隔靴搔癢，令粉絲大呼失望
（B）金鐘獎能否入圍是憑實力，你為了兒子而逢人說項，評審可不吃這一套
（C）剉冰清涼解渴，在熾熱燠燥的夏天吃上一碗，令人心凝形釋，暑氣全消
（D）今冬寒流多次發威，讓許多店家決定打鐵趁熱，促銷各種保暖電器用品
5、說話或寫文章時，有時不直接說出要表達的意思，而以委婉曲折的筆法，含蓄地暗示意旨，如燭之武以「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婉轉表達年輕時不受重用的心境，以下選項也運用相同手法的是：
（A）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
（B）魏武亦記之，與脩相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C）（班固）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D）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
6、閱讀下列詩詞，具有「思鄉」之情的是：
（A）臥聞岳陽城裡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江空明月時，雲水蒼蒼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
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B）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從
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C）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世
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D）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
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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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據下文，最能用以評斷齊宣王的是：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
「此不下
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呂氏春秋》）
（A）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
（B）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
（C）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
（D）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
8、下列各則均出自《韓非子》，請依文意為缺空處找出最適合的詞句：
甲、夫嚴家無悍虜，而□□□□□，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乙、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
丙、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A）俠以武犯禁／寧默毋躁，寧拙毋巧／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B）人臣無外交／世異事異，事異備變／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
（C）獨木不成林／行戒高絕，性戒褊急／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D）慈母有敗子／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
9、以下為地理課時四位學生在閱讀完資料一~三後的口頭報告，其中內容正確的是：
【資料一】非洲豬瘟是病毒引起的一種高度傳染疾病，野豬、家豬都會傳染。發病豬隻，病徵為發高熱、皮膚呈現紫
斑點，嘔吐、全身內臟出血最後死亡。畜產專家廖震元指出，非洲豬瘟病毒基因結構龐大且有逃避免疫系統攻擊的能
力，所以目前全世界還無法研發疫苗，也缺乏有效的治療方式，對豬隻是高度致死的疾病。
【資料二】非洲豬瘟病毒是透過接觸傳染，可經由廚餘、節肢動物（如蝨蟲、蜱）、動物分泌物或排泄物、車輛及人
員夾帶等途徑傳播，若沾附在人類鼻黏膜，可存活一周以上，就有可能傳給豬，且人如果吃了病死豬肉，人體就會帶
有病毒，排泄物中也可能具有傳染力，因此建議到疫區旅遊或經商，盡量不要食用豬肉，以免擴大疫情。
【資料三】根據農委會的資料顯示，非洲豬瘟病毒在冷凍豬肉中可存活 3 年、冷藏豬肉 100 天，豬舍 30 日、糞便 11
日，廖震元表示，即使在醃製豬肉品，病毒都可能會存活，只有高溫才能殺死。
（A）甲生：若是感染了非洲豬瘟，人體將呈現紫斑點，嘔吐、全身內臟出血而死
（B）乙生：非洲豬瘟的傳染力極強，不論廚餘、分泌物或排泄物、空氣都會傳染
（C）丙生：只要我們不吃到感染非洲豬瘟的豬肉，就可杜絕非洲豬瘟的傳染散布
（D）丁生：經高溫攝氏 90 度以上、至少 1 小時蒸煮後的廚餘，可用於餵食豬隻
10、關於陳寅恪、唐長孺兩位先生對〈桃花源記〉的解讀，敘述不恰當的是？
陳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記旁證〉發表於 1936 年，早於唐長孺先生《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20 年。但兩位先生
寫文章時的年紀很接近，都在 45 歲左右。陳先生認為「陶淵明〈桃花源記〉寓意之文，亦紀實之文也」，因而他「就
紀實立說」，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四點：
（一）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二）真實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三）〈桃花源記〉紀實之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
（四）
〈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並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所作成。
唐先生在其《質疑》一文則認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一種傳說，這種傳說晉、宋之間流行於荊、湘。他依次列舉
劉敬叔《異苑》卷 1 所載元嘉初武陵蠻人射鹿因而入石穴見異境，
《雲笈七籤》卷 120 引《神仙感遇傳》所載蜀民射鹿
入小成都、庾仲沖《雍荊記》所載武陵西陽縣蠻人元嘉中射鹿入石穴見異境，以及《太平寰宇記》卷 73 彭州九隴縣白
鹿山條引《周地圖記》四條資料。然後他總結道：
我們可以設想，這個故事先在荊、湘一帶傳播，陶淵明所聞為漁人捕魚，發現異境，而稍後的劉敬叔所聞則是為
射鹿的蠻人所發現。以後故事又流入蜀地，這個異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隴縣，也可能九隴縣本有相似傳說，說那裡有
一個隱藏著的小成都，後來和荊、湘傳來的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結合，才構成《周地圖記》所載的故事內容。
（張偉然〈學問中的證與悟——陳寅恪、唐長孺先生對〈桃花源記〉的解讀〉節錄）
（A）陳寅恪認為「桃花源」中之人託言避秦，「秦」所指的是前秦符堅而非秦始皇
（B）陳寅恪認為〈桃花源記〉描述的內容，乃參考古代寓言、劉子驥傳說等事而成
（C）唐長孺所列舉的文章和〈桃花源記〉不同處在於主角的職業從漁人轉為獵鹿人
（D）陳寅恪認為〈桃花源記〉是一篇事實記錄，唐長孺則舉證其故事為普遍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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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據下文內容，最符合文意的解說是：
身為人口高齡化全球最為嚴重的國家，
「缺乏人手」是日本各行各業都面臨的困境，最貼近民眾生活的服務業：便
利商店也不例外。日本位於東大阪市的一間 7-11 加盟店，就因苦於找不到人手，而決定縮短營業時間，於凌晨 1 點至
6 點間暫停服務，結果遭總公司解除契約，並求償違約金 1,700 萬日圓。
這起事件在日本社會引發軒然大波，更導致 7-11 社長古屋一樹辭去職位，由副社長永松文彥接任，但俗話說危機
也是轉機，問題浮上檯面的現在，能否令 7-11 正視人力匱乏的事實，著手調整營業模式、導入新技術輔助？
日本 7-11 母公司，7&I 控股社長井阪隆一在 4 月 4 日透露，7-11 在 2019 年將把重心從「展店」轉移至「強化既有
店面」上。在 7-11 的計畫中，今年僅預計拓展 850 家新店面，這個數字相比去年大幅減少了 500 間，並打算將 6 成花
費用於投資現有店面，發展自助結帳技術。
日本 7-11 決定重新審視過去作法，並加強對現有店面的投資與支持。加盟店占日本 7-11 店數的 98%，然而多數加
盟店長卻對總公司積怨已久。日本經濟產業省針對超商加盟店長進行問卷調查，4 成加盟店長對便利商店總公司的作法
感到不滿，且有超過 6 成認為人力不足，也有近 3 成認為「工作時間比想像中長太多了」。
儘管事件爆發後，7-11 近期放寬強制 24 小時營業的規範，但「全年無休」是 7-11 發展的根本，總公司並不願輕
易破除 24 小時營業的規定，暫時是採開放店家申請、部份店面試行的方式做評估。
人手不足卻又不希望中止 24 小時營業的措施，能為日本 7-11 解開這個困境的鑰匙，可能就是 AI 與自動化技術，
許多同業的嘗試，或許值得這家便利商店龍頭借鑒。
全家便利商店與 Panasonic 合作的智慧超商，才於 4 月 2 日正式登場。這家次世代超商內導入大量 IoT 與 AI 技術，
包括能夠自動變換價格的電子價格標籤、人臉辨識結帳，聚焦各種節省人力、低成本的自動化技術。日本知名連鎖超
商 Lawson 更是日本連鎖超商業者中，最為積極擁抱自動化技術者。早在 2016 底就開始與 Panasonic 合作，試行擁有自
動結帳功能的智慧超商，一步步朝著無人商店的目標邁進。
儘管今年大刀闊斧減少展店，並聲明將投資發展自助結帳技術，與同業積極試驗相比，目前日本 7-11 在 AI 與自
動化技術上的發展仍相形見絀，若要應對日益嚴重的人手不足問題，這家超商龍頭可能得加快腳步了。
（改寫自陳建鈞〈人力不足仍希望 24 小時全年無休，
「未來型超商」是為 7-11 解套的鑰匙嗎？〉）
（A）7-11 減少「展店」並將投入 6 成花費用於現有店面發展自助結帳技術
（B）加盟店對總公司的不滿，主要是因人力不足且工時過長以及抽成過高
（C）事件爆發後，總公司決定全面變更「全年無休」24 小時營業的規範
（D）7-11 繼全家便利商店與 Lawson 之後，也將和 Panasonic 合作智慧超商
12-13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2-13 題。
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
「人皆
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
「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
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
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後
漢書．逸民列傳》）
12、上列文章中「異、野人、理、宰」四個詞語，各與下列選項「」內的詞語意義不相同的是：
（A）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B）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C）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
（D）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13、有關本文的詮釋，下列敘述不正確的是：
（A）漢陰老父對尚書郎張溫用「今子之君」來稱呼漢桓帝，足見老父不承認與漢桓帝有「君臣之義」
（B）由「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可知：漢陰老父不懂得行君臣相見之禮，是粗鄙無禮之人
（C）漢陰老父舉出「昔聖王宰世」時能行父天下之事使「萬人以寧」的作為，對比漢桓帝的逸遊無度
（D）漢陰老人對張溫所言符合儒家「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的主張
14-15 題為題組：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14-15 題。
我們常常譏笑現在的年輕學生是「草莓族」
，意思大約是他們外表光鮮可人，但抗壓性極低，容易因為輕微的碰撞
而損傷。不過據我觀察，現在的大學生，對於生涯發展的憂患意識似乎遠在我們當年之上，他們很早就在為「未來」
準備，每天忙東忙西，檢定這個申請那個，當學生的那種快樂似乎是很淡薄的。不像我們當年做學生時就安安心心地
做學生，終日嚮往的是楊牧在《葉珊散文集》裡的那種生活方式，實況大約就是徐志摩筆下「看天、聽鳥、讀書，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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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時到草綿綿處尋夢去」那樣。回想起來，當時的悠遊有著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文史科系的學生，縱使在社會上
屬於百無一用的書生，但是最起碼可以到中學教教書，足以養活自己，有一個尊嚴且小康的開懷人生。學校是我們的
桃花源，可以適性而生的一塊夢土。
曾幾何時，
「當老師」竟成為一種奢侈，即便搭上了這個已過份擁擠的班車，仍然有著不足為外人道也的辛酸。我
過去認為當老師是極喜樂的，一開始的時候是知識、技術上之傳遞，每見學子日起有功，如苗之抽長茁壯、欣欣榮榮，
想其日後蔚然成蔭，而自己也是那清涼的灌溉者其中之一，此生畢竟不虛，其樂足以浮一大白。為師之樂次在教學相
長，學生無論賢愚，以其生命之經驗、生活之感觸回應師者所教，其中必有可思可悟之處，一時靈感泉湧，忽透天機，
其樂正是拈花而笑的瞬間。為人師而最樂者，莫過於找到志業的傳人，雖說人生營營世間無異於螻蟻，茍求生活之安
適滿足便堪稱成就，但我以為人人心中多少還有一分理想的執著，或許還存一絲淑世的盼望，但限於生命，那卻總是
每個人的未竟之渡，倘若有一修養和能力皆堪信任的後生承傳了那理想的薪火，為人類文化保留了一點質量，其樂便
是孟子所說「王天下而不與焉」的至樂了。
不過在我的觀察中，現下大多數為人師表者往往未蒙其樂，先受其苦。日日須早起，言行必端莊，太嚴足至謗，
過鬆則不安，外有行政工作之摧逼，內有週記考卷之折磨，勞神傷心，鬱怒傷肝，永無富貴榮華之日，常有案牘勞形
之時。不過，這些都是其次，學生對教師悉心所授嗤之以鼻，或以欺騙的方式利用了教師的善良而遂其不堪之目的；
乃至於行為失當，以至社會對其師有未盡職責之物議，都是對教師嚴重的傷害。最悲哀者，乃是見一門可貴學問日漸
凋零而無能為力，一種純粹品格為時代所棄而回天乏術，孤燈寒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頓生天喪斯文之嘆，
不免悲夫悲夫！
回顧我的生涯，真要感謝那些勤於付出而不計回報的老師。近年來雖然世風日下，但仍有不少朋友懷抱著理想投
入這個行業。現在的學生早慧，家長的教育程度也普遍提高，學生與家長對班級該怎麼經營和書該怎麼教都有自己的
見解，同時面對多元社會的多元價值，老師一方面要傳達某種「正確」
，但亦須尊重與包容那些另類或非主流的思想言
行，其中分寸的拿捏，真是需要智慧與用心。同時現下的教育政策搖擺不定，考試題目刁鑽靈活，為了學生的成績，
做老師的更須煞費苦心地與時俱變，將學生訓練成能征慣戰的考場英雄。在這種環境下，那些寫在教育學課本裡的崇
高理念，頓時顯得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大家見面聊起，都是不免感嘆「書是愈來愈難教了」。
當老師本來就很困難，張愛玲就曾經說過，那難處在於「又要做人，又要做戲」
。在我的朋友中，有幾位在中學任
教是極為成功的，所謂成功，並不是得到了什麼「優良教師」的獎狀，而是我曾聽見表現卓越的大學生，很自豪地說
某某是我的高中國文老師，而我也知道在升學主義掛帥的今日，他們並不是那麼在意學生在升學考試中國文科的分數
有多高，而是努力讓學生懂得文學、真心愛上文學，從此人生便比別人有了多一些的風景，因此他們並非得到學生的
喜愛，而是得到學生的尊敬；他們從不弘揚自我，而是傳遞文化。近來我漸漸體會他們成功的秘訣，那就是「真誠做
人絕不做戲」
，我認為他們以實踐，將教育工作推向了一種新的高度。
（徐國能〈從感覺出發〉）
14、作者認為當時「文史哲」科系的學生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學生，對未來不會有太多的顧慮與煩憂是因為：
（A）「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觀念已不復存在
（B）提早為未來做準備，有足夠的憂患意識
（C）學校是一座桃花源，能讓學生適性發展
（D）教書的工作，是一種保障，能養活自己
15、根據上文，最符合文意的解說是：
（A）作者認為現今正式教師的門檻很高，被稱為草莓族的年輕人不具備躋身這道窄門的能力和抗壓性
（B）作者引用張愛玲的名言，認為現今能受到學生喜愛的老師，是能做人又能做戲、唱作俱佳的老師
（C）作者認為老師面對現今多元價值觀的時代，必須學會迎合不同家長和學生的需求，方能與時俱進
（D）作者認為成功的老師是能不拘於時，秉持教學理念，將文化的底蘊傳達給學生、內化於學生生命
16-17 題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6-17 題。
中國古代的書寫與建築都使用軟性的材料。其中文化的因素有待探討，而事實是我們使用軟筆書寫，使用木材建
屋。這種情形到春秋、戰國就完全定型。今天發現的戰國的竹簡，是用毛筆寫的篆字。用毛筆寫字，筆劃就有流動的
感覺，在筆劃上有起伏的氣勢。可是篆書的筆劃密集，所以並不甚適合用軟筆，最早的竹簡上的篆書，看得出毛筆也
是很硬的。這種情形到了漢代竹簡上的隸書就大大不同了。
到東漢，各種字體，包括草書都出現了。已有後代自然流暢的書寫風格。而比較嚴整的隸書，最晚的發現有晉代
的竹簡，書寫的構成風格與文化精神非常明顯的表現出來了，那就是在嚴謹中表露的飄逸之感。
這個時候也是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傳統建築的成熟期。在此之前，中國建築是甚麼樣子，實在沒有具體的觀念。今
天我們自文獻與遺物中推斷，中國文化在漢代正自嚴密的禮制中解脫，走向輕靈、自然。書法在蛻變中，建築也在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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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中。說得具體一點，當書法自篆書的密集結體，演變到漢末晉代瀟灑的隸書的時候，建築也「
」了。
魏晉南北朝之後，中國藝術的最高法則是氣韻生動。在書法上，這種生動的氣韻表現在隸書的波磔上，同時也表
現在王羲之的行草上，並成為嗣後一千五百年的書法範式。出於匠人之手的建築，漸漸發展出翼角起翹，使厚實的建
築也有振翼欲飛的姿勢。整個屋頂由曲線構成，而每一根曲線都有收頭，與書法的運筆一樣。這個時期的建築在大陸
已無遺存，僅可自碑上、窟中的刻劃中了解一二。如果勉強自實例中找，可以參考日本奈良的法隆寺。日本的五重塔，
其飄逸的深遠出簷，只能用大鵬振翼來描述。塔這種建築，自印度進入中國，原是一個石砌的大饅頭，幾百年後，居
然成為帶有層層翅膀，完全失去重量的木塔，只能用氣韻生動的文化力量來解釋此一出人意表的發展。
漢晉隸書與建築形態之間有特別的近似性。當時的隸書在結體上是橫平豎直的，相當規矩的結構，與建築的結構
非常相近。除了橫向的筆劃總以微微起翹收頭以外，不得不斜的筆劃總愛拖一個長尾巴，如「捺」的波磔。這是理性
結構中的變體，其目的是造成活潑、生動的印象，消除刻板造型的生硬感覺。這些多餘的誇張的尾巴，就形成漢晉隸
書的特色，相信與規矩的建築結構上翹起屋角與脊線，其意義是一樣的。
16、上文「
」內最適合填入的是：
（A）自空間自由的橢圓形，逐漸轉變到空間整齊的方塊形
（B）自空間寬闊的曲線形，逐漸轉變到空間狹窄的直線形
（C）自空間密集的直線形，逐漸轉變到空間疏朗的曲線形
（D）自空間促狹的長條形，逐漸轉變到空間舒展的方塊形

（漢寶德〈建築是立體的書法〉）

17、根據上文，不合乎書法與建築關係的選項是：
（A）書法、建築的演變與文化的演變有關，其由規矩走向活潑
（B）皆使用軟性素材，春秋戰國時期定型，早期篆書即為一例
（C）隸書的波磔以及建築的飛簷表現出了中國藝術的氣韻生動
（D）漢晉隸書結構和建築的結構近似，皆是理性結構中有變體

二、多選題（佔 21 分，每題 3 分，共 7 題）
說明：第 18 題至第 24 題，每題有 5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將正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
擇題答案區」
。每題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3 分，答錯 1 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 2 個選項
者，得 0.6 分；答錯多於 2 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8、下列各組文句「」內的字詞，前後意義不同的選項是：
（A）「子」墨子聞之，起於齊／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B）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 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C）風至，硫氣甚「惡」／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D）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E）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19、孟子謂高子曰：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孟子‧盡心》）
，下
列《論語》文句，與孟子之言意旨接近者的是：
（A）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B）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C）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D）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E）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20、歸有光於〈項脊軒志〉中，藉由記錄妻子手植之枇杷樹，表達睹物思人之意，雖無一悲字，卻已道出心中無限感
慨。下列詩文，何者亦表達了睹物思人之意？
（A）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B）子敬素好琴，（王子猷）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C）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D）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為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
門階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
（E）父後某月某日，我坐在香港飛往東京的班機上，看著空服員推著免稅菸酒走過，下意識提醒自己，回到台灣入境
前記得給你買一條黃長壽。這個半秒鐘的念頭，讓我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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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明史‧錢唐傳》
：
「帝（明太祖）嘗覽《孟子》
，……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下列各句均出自《孟子》
，在
君權體制下，會被明太祖認為「不宜」的是？
（A）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B）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C）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D）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E）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22、依據下文，作者認為旅人真正認識一個地方的方式應該是：
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真實，這種真實只能以生活之眼捕捉，而不能以旅人之眼睛觀看。我們在一個地方居住一
段時間之後，開始熟悉這地方的季節草木，情事脈動。我們在這地方之內，以居民視而不見覺而不感的無謂切入其中，
體會周圍的一切，因為是局內人，生活在常規中老舊而安心。走過每天走過的街道，進出每天進出的建築，所有細節
在熟悉中泯滅，不能描述那個招牌的顏色，弄不清楚巷子裏有幾盞路燈，但是那氣氛、節奏、味道、聲音，所有的總
體在我們的印象裏。我們在印象的混沌中摸索，這感覺是熟悉到再不能熟悉，準確到再不能準確。我們是這印象的一
部分，我們知道，不需要去尋找，去看。
當一個旅人遠道尋訪一個地方，看見的是什麼？到紐約看見帝國大廈、世貿大樓、自由女神、第五街、百老匯，
到巴黎看見凱旋門、羅浮宮、艾菲爾鐵塔、皇家歌劇院、塞納河，這些名勝古蹟一一看在眼裏，甚至背誦它們的歷史
事實，彷彿比當地居民知道更多重要細節。然而正是這種彷彿知道，使旅人的看見停留在表面。這是局外人的看，不
能在幾天之內吸取屬於一個地方的精神，以當地的山水人文為自己的血肉素質，風格性情，充其量只能是眼睛的看。
也許所見不是虛假，然而隔了一層，見皮不見神。
我要以一個居民的身分認識所到的地方，知道那裏的山水節氣，了解在那個環境生活的甘苦。我想要捕捉屬於每
個地方的特質，也許是天空的顏色，城鎮的格局，或者是居民的口音。我想要在出發前便略有所知，到時能夠看見內
在生命的肌理，而不是遊客一味尋樂的平面。
（A）瞭解當地歷史與著名古蹟
（B）觀察當地生活的真實面貌
（C）盡情欣賞當地的山水美景
（D）熟悉氣氛節奏味道聲音的總體印象
（E）以適當的距離美感欣賞朦朧的美感

（張讓〈旅人的眼睛〉）

23、根據下文，何者符合作者的想法？
1960 年，芝加哥白襪隊把球員名字印在球衣背面，在那之前，任何一支大學球隊或職業球隊都不曾這麼做過。短
短十年間，除了三支球隊之外，所有美國職棒大聯盟的隊伍都捨棄了球員的球衣背後不印名字（No Name on Back
uniforms，簡稱 NNOBs）的做法。球隊把球員當名人行銷，一旦球隊比賽上了電視，球迷便能從球衣背面得知球員名
字。有趣的是：少數奉行 NNOBs 的球隊得到的勝場數，往往不成比例的高。
我們身處在一個自尊心必須靠外界來肯定的環境裡，有些人甚至會對外界讚美上癮，如盛行的電視實境秀，這種
全場焦點都在我身上的表演文化，正是靠媒體傳播助長、強化了那原本就存在、一心引人注目的內在欲望。根據密西
根大學心理學家珍妮佛．克洛克的研究報告：「靠外在動機建立自我價值的大學生──包括外貌、學業表現、別人的肯
定，往往會面對較大的壓力與課業問題，脾氣變壞，容易與人起爭執，染上藥癮和酒癮的比例較高。」而這些「靠學
業表現來建立自我價值的學生，雖有很強的學習動機，也比那些不把學業表現和自尊畫上等號的學生來得更用功，但
成績卻不會比較好。」相反的，
「靠內在動機的學生──譬如做一個善良的人或堅守道德標準──反而能在學業上獲得更
高的分數，而且比較不會有藥癮或酒癮，以及飲食失調的症狀。」
如果我們不把焦點放在自尊，而是更大器的事物──比如能創造出什麼或對別人有什麼助益，就不會太受制於跟自
尊相關的負面效應。如果你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不懈，而不是花很多力氣試圖引起別人對你的注意，一心以個
人品牌和自我價值為目標，也許反而有更好的機會，因為你的努力一定會開花結果。佛州大學心理學家羅依．包米斯
特建議我們：
「忘了自尊這回事，把注意力更集中在自我控制和自律上。」 （改寫自《商業周刊‧商周書摘》
，1460 期）
（A）透過社群媒體與臉書來累積名氣，是當今成功的要素
（B）球衣背面印上球員名字，往往是球隊勝利的關鍵原因
（C）把學業表現和自尊畫上等號的學生，學習動機比較高
（D）以個人品牌與自我價值為努力目標，才有更好的機會
（E）靠外在表現來建立自我價值的學生，往往成績較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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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關於下列甲、乙二則引文，敘述適當的是：
甲、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
「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
「能。」孟嘗君怪之，曰：
「此誰也？」
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
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
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
乙、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
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
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
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
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
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
「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
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史記．孟嘗君列傳》）
（A）甲文中，馮諼詢問孟嘗君收債後如何處置款項的問題，乙文則無
（B）乙文中，馮諼確實成功地收齊了薛地人民積欠的債款，甲文則無
（C）甲乙二文中，孟嘗君均徵詢左右之人的意見，才決定由馮諼收債
（D）甲乙二文中，孟嘗君與馮諼對話時，均展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
（E）甲文說明孟嘗君出記收債的原因，乙文著重刻畫馮諼的卓越才識

第貳部分：非選擇題（共兩大題，佔 45 分）
說明：本部分共有二題，請依各題指示作答，答案必須寫在「答案卷」上，並標明題號一、二。作答務必使用筆尖
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書寫，且不得使用鉛筆。
一、 短文寫作（佔 18 分）
綜合框線內的兩個事例，提出你的看法。文長限250-300字，不須訂題目。
甲、有一次去巴黎的羅浮宮，同行一位母親，很在意孩子的學習，她說出發前就要求孩子讀很多相關的書，他的
兩個女兒都還在讀小學，很認真做了筆記，拿給我看，我也讚美了他們的用功。到了羅浮宮，那位母親便一
直督促著兩個孩子看畫，記筆記，孩子站在一張畫前面，有時還沒有一分鐘，母親便催促著：快，下一張，
時間不多，羅浮宮名作太多了。
（蔣勳《感覺十書》）
乙、有一個鋸木工人面對堆積如山的木材，他埋頭不停地鋸，緊張得不敢休息。好心人士勸他：「我看你的鋸子
都有點鈍了，你應該休息一下，磨磨你的鋸子吧！」鋸木工人卻不耐煩地說：「你沒看到我有這麼多木材要
鋸嗎？哪有時間去磨鋸子！」
（王溢嘉《蟲洞書簡》）
二、

引導寫作（佔 27 分）

近年來，世界各地饑荒、戰火不斷，連帶著出現一波波的難民潮，許多人跋山涉水離開自己的家園，只為尋求一
個遮風避雨、不用挨餓的棲身之所，對他們而言，沒有戰爭的地方就是理想國。而在許久許久之前，
〈大同與小康〉述
說著儒家以禮治國的政治方針；老子則認為「小國寡民」才是人生美好的境界；陶淵明生逢亂世，以〈桃花源記〉寄
託烏托邦的理想……。這些人這些事，雖然離你有點遙遠，但在今日的台灣，面臨高失業率、升學壓力與經濟壓力的
狀況下，除了擁有短暫的小確幸，究竟什麼才是身為學生的你心目中美好的世界呢？
請以「我心目中的美好世界」為題，明確地勾勒你心中理想世界的藍圖，告訴我們美好世界應該是何種模樣，文
長不限。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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