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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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5 分）
一、 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34 分）
說明：第 1 題至第 17 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畫記在答案
卡之「選擇題答案區」
。各題答對者，得 2 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零分
計算。
以下各組引號中的讀音完全相異的是：
(A)「驏」馬／「潺」湲／「孱」弱
(B)「諢」號／「渾」沌／青「溷」
(C) 浩浩「湯」湯／「蹚」渾水／羽「觴」醉月
(D) 岸芷「汀」蘭／酩「酊」大醉／「鋌」而走險
答案：D
解析：(A) ㄓㄢˋ／ㄔㄢˊ／ㄔㄢˊ (B) ㄏㄨㄣˋ／ㄏㄨㄣˊ／ㄏㄨㄣˋ
(C) ㄕㄤ／ㄊㄤ／ㄕㄤ。(D) ㄊㄧㄥ／ㄉㄧㄥˇ／ㄊㄧㄥˇ
1.

2.

下列文句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如果你的目標是念醫學系當醫生，就誓必得像十項全能的選手一般，每科都要出類拔萃
(B)科學班並非要求學生每一科都超絕群倫，而是冀望培育基礎科學人才，提升國家競爭力
(C)參加不同主題科學營隊、專題研究討論、成果發表等等，學生雖單精竭慮但卻樂此不疲
(D)審甚評估各種面向，了解自己的優勢與升學標的，就能在多元紛呈的制度中，適才適所
答案：B
解析：(A)誓必→勢必(C)單精竭慮→殫精竭慮(D)審甚→審慎。
3.

下列文句「」中的詞義，相同的是：
(A) 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
(B) 深追先帝遺詔，臣「不勝」受恩感激／（孔融）不能持論，理「不勝」辭
(C) 年初十五最「風流」，新賜雲鬟便上頭／大江東去，浪淘盡，千古「風流」人物
(D) 百事俱作，而臺灣「氣象」一新矣／如舜孳孳為善，想其「氣象」必是個溫良恭順底人

答案：A
解析：(A)周旋來往(B)無任、非常／不如(C)形容風韻美好動人／形容俊逸出眾(D)景況／氣度
4.

下列文句，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A)小毛愛傳簡訊，為了省時省事，常常「文不加點」，讓人讀得費力又不知所云
(B)人家說東，他就偏要說西，真是「引喻失義」，令人不禁懷疑他到底有何居心
(C)英國女王訪問巴黎，造成當地舉城若狂，「萬人空巷」，人人爭相一睹其風采
(D)王太太由於丈夫不幸車禍喪生，為了家計，只好選擇「重做馮婦」，再嫁他人

答案：C
解析：(A)文不加點：形容文思敏捷、下筆成章，通篇無所塗改。(B)應該用「大唱反調」。引喻失
義：援引例證而有所不當。(C)萬人空巷：形容擁擠、熱鬧的盛況。(D)重做馮婦：重操舊業。
5-6 題為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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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讀下文，回答第 5-6 題。
「比如您講李後主的〈清平樂〉中二句：
『砌下落梅如雪亂，拂了一身還滿。』您說：
『這是兩句

甲

的詞。一身落梅如雪亂，該是多麼美的境界，只因作者心境不好，他癡癡呆呆地坐在階前，落了一
身的梅花也似毫無知覺。待知覺了卻厭煩地將它拂去，拂去了又飄落一身，如此反覆數次，只著一
乙 字便充分寫出一個亡國之君在絕望中挨著歲月的苦悶心情，是多麼的含蓄而耐人尋味。』」
（琦
君〈遙念瞿師〉）
5. 文中 甲 指的是哪一種文學性的手法？
(A)白描直述 (B)比興寄託 (C)詠物說理 (D)情景交綰
答案：D
解析：透過落梅之景，與內心苦悶連結，寫出情景交融的句子。
6. 文中 乙 宜填入這兩句詞中的哪一個字？
(A)亂 (B)落 (C)滿 (D)還
答案：D
解析：(D)從前句「反覆數次」與後句「挨著歲月」去推敲，知為「還」字。
7. 先秦諸子對軍備、戰爭各有其看法及主張，請就下列甲、乙、丙、丁四人的主張，推斷其各代
表何家思想？
甲、吾教令民之欲利者，非耕不得；避害者，非戰不免。境內之民，莫不先務耕戰而得其所樂。
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
乙、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不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不義之
辯乎？
丙、兵者，不祥之器，非君子之器，不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丁、域民不以封疆之界，固國不以山谿之險，威天下不以兵革之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8.

甲

乙

丙

丁

(A)

法家

墨家

道家

儒家

(B)

法家

儒家

道家

墨家

(C)

墨家

法家

道家

儒家

(D)

墨家

法家

儒家

道家

答案：A
解析：甲、出自《商君書．慎法》：由強調「務耕戰」的好處可得知其為法家；乙、《墨子．非
攻》：由「攻國」為大不義之事，可知其「非攻」之思想，是墨家之立場。此處雖言「義」與
「不義」之辨，卻是由功利主義出發，以為戰爭為大不利；而儒家（孟子）則是以道德實踐的
優先性反對戰爭，二者立場不同；丙、《老子 31 章》：由「不得已」、「恬淡」與道家「無為」
之思想相契得知；丁、《孟子．公孫丑下》：此言「得民心」之道才是「服天下」之道，而非憑
靠「兵革」「山谿」「封疆」，是儒家思想。
作者敘事寫人時，常藉由動作的描繪，讓讀者體會言外之意。關於下列文句畫底線處的動作說
明，正確的選項是：
(A)〈項脊軒志〉：迨諸父異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
於廳。──作者以雞犬相聞、人情往來熱絡，凸顯今盛昔衰之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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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廉恥〉：頃讀《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年已十七，頗
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不寵愛。』吾（顏之推）時俯而
不答。」──顏之推「俯而不答」，是因為自傷為父無狀
(C)〈醉翁亭記〉
：至於負者歌於塗，行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來而不絕者。
──作者以滁人遊山之樂，委婉表現出其「樂民之樂」之意
(D)〈馮諼客孟嘗君〉
：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
「千金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
梁使三反，孟嘗君固辭不往也。──作者以孟嘗君的「固辭」，來凸顯其「謙謙君子」之心。
答案：C
解析：(A)寫家道中落，親情疏離 (B)顏之推俯而不答是因不以為然(D)寫孟欲藉外援以自重。
9. 下列是一段古文，請依文意與句法結構選出排列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公孫鞅之治秦也，
甲、 賞厚而信，刑重而必
乙、 然而無術以知姦
丙、 設告坐而責其實，連什伍而同其罪
丁、 故其國富而兵強
戊、 是以其民用力勞而不休，逐敵危而不卻
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韓非子〈定法〉）
(A)丙甲乙戊丁
(B)丙甲戊丁乙 (C)甲戊丙丁乙 (D)甲丙丁乙戊
答案：B
解析：語譯：商鞅在治理秦國時，訂立告發姦人有賞、不發告姦人則連坐的制度來責求實效，每十
家、五家相連保，一家有罪而其他家不檢舉就同受其罪，獎賞豐厚而確實，刑罰嚴厲而堅定。所以
秦國的百姓為國出力，雖然勞苦卻不休息；追逐敵人，雖有危險卻不退卻，所以秦國富足而軍隊強
大。然而君王沒有術來洞察臣子所做的壞事，那麼國家的富強只是助長大臣的勢力罷了。
10-11 題為題組。
請閱讀下文，回答第 10-11 題。
甲：既然是文學副刊所辦的百萬小說獎，我的評選重視文學性和創造性。換言之，既是好的文學小
說，也是好的□□小說。
乙：作為一種類型，吸引讀者繼續讀下去，非要看到結尾不可的趣味很重要。需要有不論是文學的、
心理的、人類錯縱複雜的面貌等等，以及現代小說技巧推陳出新的描寫。
丙：謎團的鋪陳、線索的追蹤關係到技巧是否高妙，這是高潮點。另外，角色的個性化、創作的新
意跟文學的娛樂效果，都是重要因素。
丁：此種小說的張力很重要，我常常以此為第一次的判斷。其次，文學。的確可以成為大眾小說裡
的成分之一，但是文字的濃度太強，以致妨礙情節閱讀的程度，又會損害閱讀樂趣。
戊:在閱讀上，我更強調「類型」的性格，例如□□技巧就與現代社會迷宮般的複雜度息息相關，
而我們的社會也逐漸走向那樣的階段；因此除了文學性，我非常看重□□的設計。(〈時報文學百
萬小說獎評審紀要〉)
10. 請依據這份文學獎的決選紀實，判斷出他們所評選的小說類型是：
(A)奇幻小說
(B)言情小說
(C)武俠小說
(D)推理小說
答案：D
解析：從謎團、線索、推理的設計等等，可以推測出是推理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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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下古人的文章評論符合評審強調的評選重點的是：
(A) 文章經國之大業，不朽之盛事
(B) 取於心注於手，惟陳言之務去
(C) 言者為志之苗，行者文之根
(D) 不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
答案：B
解析：(A)語出曹丕〈典論論文〉，意為寫作文章是治理國家的重大功業，是可以流傳後世，不會朽
壞的主要事功 (B)語出韓愈〈答李翊書〉，意為陳舊的言詞一定要去掉。後指寫作時要排除陳舊的
言詞或題材，努力創新。(C)語出白居易《讀張籍古樂府》說明語言是作者心志的表述；德行，是
創作詩文的根本。指言辭與思想、德行與詩文的關係，就像枝葉與根本。(D)語出〈答李秀才書〉，
說明閱讀時不只喜好文辭的美好，更對古人的道理、意義更感興趣。(B)符合評審認為「不論是文
學的、心理的、人類錯縱複雜的面貌等等，以及現代小說技巧推陳出新的描寫」的評選要點。
12-13 題為題組。
請閱讀下文，回答第 12-13 題。
〈赤焰騰空〉是清代畫家吳有如晚年的繪畫作品，畫家在畫面上方的題記上面寫道：
「九月二十八日，晚間八點鐘時，金陵(今南京市)城南，偶忽見火毯(即球)一團，自西向東，形如
巨卵，色紅而無光，飄蕩半空，其行甚緩。維時浮雲蔽空，天色昏暗。舉頭仰視，甚覺分明，立朱
雀橋上，翹首踮足者不下數百人。約一炊許漸遠漸減。有謂流星過境者，然星之馳也，瞬息即杳。
此球自近而遠，自有而無，甚屬濡滯，則非星馳可知。有謂兒童放天燈者，是夜風暴向北吹，此球
轉向東去，則非天燈又可知。眾口紛紛，窮於推測。有一叟云，是物初起時微覺有聲，非靜聽不覺
也，係由南門外騰越而來者。嘻，異矣！」
12. 關於本文，敘述不正確的選項是：
(A)本文不僅敘述「異物」掠過的變化，還旁及圍觀者樣態
(B)本文紀錄了「異物」的形狀、顏色，唯缺少其飛行速度的紀錄
(C)文中夾敘眾人對「異物」的猜測，但莫衷一是
(D)本文中的「異物」最終東向而逝，消失無蹤
答案：B
解析：異物的飛行速度為「濡滯」
13. 依作者看法加上你的推論，九月二十八日金陵夜空出現的「異物」可能是：
(A)流星 (B)天燈 (C)幽浮 (D)彗星
答案：C
解析：作者推論非流星、天燈。
14. 下列關於人物言語或行為的分析，正確的是：
(A)紅拂女詢問虯髯客姓氏後，隨即答以「妾亦姓張，合是妹。」展現其慧眼識英雄的眼光
(B)袁宏道好友邀請他觀賞古梅，他卻「為桃花所戀，竟不忍去湖上」可見其棲隱山林的決心
(C)祖母來到項脊軒對歸有光說「吾兒，久不見若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類女郎也！」是長
輩望其成龍的責備
(D)蘇軾與客泛舟赤壁，扣舷而歌「桂棹兮蘭槳，擊空明兮溯流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傳達懷抱志節，追求理想的信念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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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A)化虯髯客的愛慕之情為兄妹之義，見其聰慧(B)未有隱退的決心(C)憐惜關愛非責備
15-16 題為題組。
請閱讀下文，回答第 15-16 題。
某些植物利用豆莢成熟時爆裂將種子彈出，某些植物借助風力滑翔而將種子帶往遠方，某些植
物長著倒鉤跟著動物四處旅行，種子傳播最常見的方式是以堅硬的外殼或外表包覆著果肉。堅硬的
外殼，可以延長齧齒類動物的處理時間，增加被拋棄或遺忘的機會，同時也能被帶往離母株較遠的
地方，減少生長的競爭。果肉，則是更大的誘惑，果蝠可以為了一嘗巴拿馬天蓬樹的果肉，飛往結
滿果實的天蓬樹，將果實帶回窩，無意間協助種子的傳播。
對植物來說，「傳播」只是達成繁衍任務的其中一項挑戰，面對潛在的威脅還需要「生物鹼」。
辣椒素是用來驅除影響種子生存的真菌病原體，是為了迎戰喜好高濕度環境的真菌才演化出來，也
就是說生長在低濕度環境的辣椒是不會辣的。種子內含的毒素會對發芽造成抑制的效果，但種子仍
能掙脫毒素對自己的傷害，讓毒素的正面功用發揮到極致。種子的毒素在掠食者接觸時給予對方刺
激，防止掠食者將種子吃掉。毒素並非只有警告和破壞的功用，如菎麻毒素提供種子發芽時的養分。
現在，許多種子毒素已被開發成為藥物，用以治療病患。（改寫自索爾‧漢森《種子的勝利》）
15. 關於種子的傳播方式，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動物覓食的過程中，可能將種子帶至離母株較遠的區域散布
(B)種子過於堅硬的外殼將阻礙發芽，因此較容易產生滅絕危機
(C)植物生長出倒鉤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如此便不容易被食用
(D)植物借風力滑翔可以增加競爭力，延長齧齒動物的處理時間
答案：A
解析：(B)堅硬的外殼，可以延長齧齒類動物的處理時間，增加被拋棄或遺忘的機會(C)某些植物長
著倒鉤跟著動物四處旅行(D)某些植物借助風力滑翔而將種子帶往遠方，同時也能被帶往離母株較
遠的地方，減少生長的競爭。
16. 依據文意，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達成「繁衍」唯一的挑戰是傳播，因此種子必須用盡各種方式散布出去
(B)種子內含的毒素會抑制發芽，而且可能造成種子無法回復的永久性傷害
(C)種子為了防止掠食者將之吃掉，其毒素會在掠食者接觸時給予特殊刺激
(D)種子毒素具有高破壞力，並不適合開發成藥物，更不可以用在治療病患
答案：C
解析：(A)「傳播」只是達成繁衍任務的其中一項挑戰(B)種子內含的毒素會對發芽造成抑制的效果，
但種子仍能掙脫毒素對自己的傷害，讓毒素的正面功用發揮到極致(D)毒素並非只有警告和破壞的
功用，如菎麻毒素提供種子發芽時的養分。現在，許多種子毒素已被開發成為藥物，用以治療病患。
17. 閱讀全文後，用一句話來形容種子精神，最貼切的選項是：
(A)燃燒自己，照亮別人
(B)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C)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D)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答案：B
解析：種子為了能世世代代生長，故有許多方式能自我保護、自我防衛，並且有許多傳播模式，增
加生存機會。
二、 多選題（每題 3 分，共 2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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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正確選項畫記
5

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立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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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行文，文句間常存在因果、假設、選擇等關係。以下文句中所表現的關係，與「人而如此，
則禍敗亂亡亦無所不至」相同的選項是：
(A)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B) 君人者，誠能見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
(C)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豈若從辟世之士哉
(D) 若使天下兼相愛，愛人若愛其身，猶有不肖者乎
(E) 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答案：BD
解析：條件關係。(A)轉折關係(C)選擇關係(E)推測關係
19. 網路語言「粉」輕鬆，能「了」就好；但是應用文辭，倘未符合固定格式或專門用語，卻將貽
笑大方，甚至大失禮數。下列敘述，措詞、用法都正確的選項是：
(A)馬：請問府上哪裡？今年貴庚？蔡：我府上高雄，虛度二八年華了
(B)連：老王開業行醫，該怎麼道賀？瑀：送他「近悅遠來」的匾額吧
(C)龍：寫信給老師，信封中路怎麼寫？莉：寫「王秦老師道啟」啊
(D)宋：「演中外事，貫古今情」的對聯，適用於何處？張：簡單啦！就是「電影院」嘛
(E)章：小犬結婚，席設漢來飯店，歡迎闔第光臨！王：恭喜你，「之子于歸，宜室宜家」
答案：CD
解析：(A)不可以自稱「我府上」
。(B)「近悅遠來」用於旅社、大飯店。(E)「之子于歸，宜室宜家」
用于賀女出嫁。
20. 有關記體古文的說明，下列正確的選項是：
(A)〈始得西山宴遊記〉以「未始」入筆，以「始遊」收筆，以旅遊始末呈現作者與世推移，
悠然物外的情懷
(B)〈岳陽樓記〉以「古之仁人」對比「遷客騷人」的心境，主張士人的悲喜應超脫於個人的
順逆窮通之外
(C)〈醉翁亭記〉寫山水之樂、飲宴之樂、與民同樂，帶出因政治清明而民生樂利，是士人立
志求學用世的最高之樂
(D)〈項脊軒志〉寫項脊軒建造修葺的過程與興衰的歷史，抒發作者領悟讀書是要以精力自致，
並進而深造道德
(E)〈晚遊六橋待月記〉不直述待月場景，而以層遞呈現待月過程，引發待月心理，文末以虛
筆寫月景，情味無窮
答案：BCE
21. 閱讀鄭板橋〈畫竹題記〉後，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江館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露氣，皆浮動於疏枝密葉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
之竹，並不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落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不是胸中之竹也。總之，
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
(A)本文旨在說明作者晨起觀竹後領悟作畫的道理
(B)文中「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形貌皆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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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作者肯定作畫必須意在筆先、趣在法外
(D)作者認為繪畫須注重工筆描摹，務求形似
(E)作者由繪畫的道理領悟到人生其他事除法則之外，更須注重意趣
答案：ABCE
解析：（D）作者注重法則之外的意趣，並非力求形似。語譯：在江邊館舍，每逢清秋，早晨常起來
觀察竹子。這時，煙光、日影、露氣，都在疏枝密葉之間飄浮流動。於是，胸中情致勃動，就有了
作畫的意念。其實，這時在心中映現的竹子，已經不是眼睛所看到的竹子了。於是趕快取硯磨墨，
展開畫紙，下筆迅速迅呈現新的圖畫形象。這時，筆下所畫出來的竹子又不是心中映現的竹子了。
總之，意念產生在落筆之前，這是無可置疑的法則；但情趣流溢在法則之外，則全憑個人的運化之
功了。難道僅僅作畫是這樣嗎？
22. 關於以下三段引文，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甲、 西施病心而矉（同顰）其里。其里之醜人見而美之，歸方捧心而矉其里，其里之富人見之，
堅閉門而不出；貧人見之，擎妻子而去走。（《莊子‧天運》）
乙、 秦氏有好女，自名為羅敷。……行者見羅敷，下擔捋髭鬚。少年見羅敷，脫帽著帩頭。耕
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來歸相怨怒，但坐觀羅敷。使君從南來，五馬立踟躕。
（〈陌上桑〉
）
丙、 輝輝面子，荏苒畏彈穿；細細腰支，參差疑勒斷。韓娥宋玉，見則愁生；絳樹青琴，對之
羞死。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弱質輕身，談之不能備盡。（張鷟〈遊仙窟〉）
(A)三者皆以貌醜之人凸顯美人之神
(B)三者所描寫的美人皆體態纖細，孱弱多病
(C)甲文旨在描寫西施之美
(D)乙文不直接描寫羅敷之美，而是藉由觀者之行止加以襯托
(E)丙文由多種角度描寫美人，既明指其容光照人，肌膚細緻，又用對比方式，突顯美人之美。
答案：DE
解析：(A)乙用「側寫」方式凸顯羅敷之美。丙用「正襯」方式寫美人之姿。(B)僅甲、丙。(C)旨
在寫效顰之可笑。
23. 閱讀下文。詩中作者運用許多對比來陳述母親的付出與子女的幸福，選出適當的選項：
母親的身影，在山與山的峰谷之間，穿梭，在浪與浪的這一秒下一秒之際，穿梭，在艱辛與苦
難的隙縫裡，穿梭。
穿梭在山峰山谷之間
織起兒女脣邊的酒渦，自己指間無法剝離的厚繭
穿梭在浪起浪落之際
織起兒女臉上的花朵，讓自己額際的魚尾紋失憶
穿梭在艱辛與艱辛的刀尖，苦難與苦難的隙縫
織起兒女生命中牢靠的繩索，自己筋骨裡的痠痛
母親的身影，帶著花的芬芳，在溫煦的春息中綻放，在太陽的光熱裡躍動。要用整顆心貼近，
要用全生命熨燙，要用完整的一首詩比擬呵！母親回頭的身影。（蕭蕭〈母親回頭〉）
(A)脣邊酒渦／厚繭
(B)臉上花朵／魚尾紋
(C)艱辛的刀尖／苦難的隙縫
(D)牢靠繩索／筋骨痠痛 (E)花的芬芳／太陽的光熱
答案：ABD
請閱讀下文，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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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中倒影：中文與英文的對稱句法結構
中文和英文是南轅北轍的兩種語言：拼寫上，中文是表意文字、英文是拼音文字；聲音上，中
文是聲調語言、英文是重音語言。其他還有很多語序和文法上的差異，例如姓名的順序，就剛好相
反：
中文的姓名，我們會先講家族姓氏、然後才是個人名字；但英文相反，先名後姓，這是什麼原
因呢？
大多數人被問到這個問題，最先聯想到的答案應該是：「華人的家庭觀念較重，所以家族姓氏
放前面；西方社會重視個體，因此反過來。」這說法聽似合理，畢竟語言的確會受到傳統文化的影
響。
那麼，如果這個邏輯成立，中文和英文在「日期」和「地址」的寫法上，又有何差異？

姓名、日期、以及地址在中英文中的寫法對照。圖說設計／黃楷元、張語辰
從上方表格可以看出，中文和英文順序相反的不只是姓名，日期和地址的寫法也是。若前述「比
較重視家庭觀念」的原因成立，那麼難道英美語系的人重視「日」勝過於「年」？重視門牌多過城
市國家？看來，「重要性」這個邏輯，無法類推到日期和地址的順序上。

中英文句法結構的對照，同意義的字詞以相同顏色顯示，可以比對出句法的結構順序。
圖說設計／黃楷元、張語辰
這兩個句子，除了主詞之外的所有詞語，順序又剛好相反。連續幾個範例看下來，我們大概可
以猜出個端倪了。原來，中文和英文雖然差異很大，但在句法結構上，它們就像是鏡子裡外的兩人，
彼此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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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章裡「中文比較重視家庭觀念」所以姓氏在名字之前，這原因無法成立的論證內容是：
(A)舉證不符合這個語文規律的英文用法
(B)說明英文使用者的家庭觀念並未較弱
(C)以日期的中英文排列方式推論出使用原則
(D)提出中英文文法規則背後的哲學邏輯解釋
(E)比對中英文句子中字詞位置，以得出結論
參考答案：ACE
解析：(B)未加以說明。(D)未針對哲學邏輯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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