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年度全國科學班試辦聯合學科資格考國文科試題卷
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55 分）
一、單選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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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逸椿和同學組隊參加「語文達人競賽」，決勝題抽到的題目是：「長「鋏」／豆「莢」／鏡「匣」」，請先判斷『』
內三字的讀音為完全相同、完全不同或二同一異，再選出與上述三字發音關係相同的一組答案」，正確答案的選項
是：
(A)拘「囿」／寬「宥」／「鼬」鼠
(B)荒「陬」／胡「謅」／諮「諏」
(C)綿「襖」／「燠」熱／老「媼」
(D)先「妣」／「仳」離／「裨」海
2. 以下文句，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你做事太過強硬，凡事不留點轉寰餘地，難怪留不下人才
(B)他總是以逸代勞，專挑簡單輕鬆的事做，最後勢必一事無成
(C)這塊崎零地因為都市更新的關係，反而成為財團兵家必爭之地
(D)沒有人不喜歡旅行，當你徜徉在碧海藍天中，難道還會有煩惱嗎
3.閱讀下文，選出依序最適合填入□內的選項：
服貿爭議相持不下、障礙重重，緊隨在後已完成八成協商的貨貿協議，要如何方不致受到阻礙？□□官員口口聲聲
服貿不過，貨貿也將停擺；事實上，這兩者本為□□□□的協商，彼此並無因果關係；而且海協會會長從去年即幾
次三番強調，貨貿不受服貿牽絆。真正有礙其進展的，其實是社會大眾對自由開放的至深恐懼，這也正是服貿受阻
的原因之一。學運即使退場，□□依然存在。(改寫自馬凱〈曲終人不散〉)
(A)儘管／毫無瓜葛／抗議
(B)但是／並行不悖／抗議
(C)儘管／並行不悖／恐懼
(D)但是／毫無瓜葛／恐懼
4.下列是一段散文，依文意選出排列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我並不眷戀長髮的美麗，
(甲)五年前剪下的那把長髮依然那麼溫柔黑亮
（乙）與萬年青毗鄰而居
（丙）入夜之後，它會不會化為壁虎四處遊走
（丁）只是對那留住時間的光澤和長度充滿不捨之情
（戊）它學爬牆虎那般靜靜懸止在書房的牆上
甚至依偎在我新生的髮旁，要求再續結髮之緣？」（鍾怡雯〈髮誄〉）
(A)甲戊乙丙丁
(B)甲丁丙乙戊
(C)丁甲戊乙丙
(D)丁戊乙甲丙
5.〈項脊軒志〉︰「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年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藉琵琶樹表達對亡妻的思念。下列詩文，
亦為藉物思人之作的選項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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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寒雨連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洛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C)梁園日暮亂飛鴉，極目蕭條三兩家。庭樹不知人去盡，春來還發舊時花
(D)征途中，看見掛一條大辮子的姑娘，曾經想過：紅頭繩兒也該長得這麼高了吧
6.下列文字所描繪的人物，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甲、響徹銅琵，千古大江東去。吹殘鐵笛，一聲孤鶴南飛
乙、祖國勳昭，正氣長存椽筆史；士林風振，別才爭仰劍花詩
丙、高視兩三州，何論二分明月；曠觀八百載，難忘六一風流
丁、才非干寶，雅愛搜神；情類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
(A)以上人物其時代先後順序為：甲→丙→乙→丁
(B)乙、丙均擅長詩、文、史學，均有正史著作
(C)丁的「黃州」，指其寫作效法「甲」的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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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甲、丙均為唐宋八大家，丙為甲之師
7.閱讀下文，選出最符合全文主旨的選項：
當我們追問，散文可以虛構嗎？這個問題，似乎可以從文學史找到答案。陶淵明便是一個虛構的高手，他所寫
的〈桃花源記〉與〈五柳先生傳〉，既是他個人的想像，也是他心靈的具體經驗。文字裡所承載的夢想，在現實中似
乎很難找到相應的事實，但是他的作品卻成為千古以來的永恆嚮往。一個作者寫出他真實的感受，如果被讀者接受，
那就是真實。虛構或非虛構，絕對不是散文書寫的難題。(陳芳明《散文可以虛構嗎？》)
(A)散文只要文字能承載夢想，即使內容是虛構的，讀者也不在意
(B)〈桃花源記〉與〈五柳先生傳〉令人嚮往，卻全然是作者虛構的
(C)只要作者文字描寫能力高超，即使內容虛構，讀者仍可以接受
(D)散文書寫著重在作者真誠地面對自我，真實地呈現自我的心靈
8.閱讀下列小說，選出敘述不正確的選項：
喬遷新居，還没收拾完畢，突然停電了，室内一片漆黑。
「篤、篤、篤」，小薇剛摸到蠟燭和火柴，門外便傳來了敲門聲。
打開門一看，原來是一個小男孩，仰着小臉，背着手：「阿姨，你家有蠟蠋嗎?」
怎麼？剛搬進來第一天就支使孩子來借東西！真是欺負新來，這怎麼行？今天借给他家蠟燭，說不定明天又來借
葱、蒜之類的。不，不行！小薇的腦筋急速地轉著。
「哎呀，真不巧，阿姨剛搬來，也没有蠟蠋。」說完就準備關門。
「阿姨，你看，我媽媽讓我送來的。」小男孩變戲法似的從背後抽出手，高高地舉著兩根粗粗的蠟燭。
面對孩子澄澈的眼睛，小薇一下子驚呆了，繼而無力地倚着門，雙手捂面，不敢與孩子對面……佚名〈燭芯〉)
(A)「阿姨，你家有蠟蠋嗎？」為全文承上啟下的懸念所在
(B)全文從作者與「小薇」的雙線觀點進行敘述
(C)主要人物為小薇和小男孩媽媽，冷漠多疑與熱心周到的對比
(D)小薇的心理變化過程是：猜疑、反感、拒絕、驚悟、愧疚
9.閱讀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而孔子，憑欄而坐，那腳下的河水，浩浩蕩蕩，不息而去，他要發怎樣的感喟與驚悟呢？
仁者與智者都在山川之間，自然的教訓永遠高於人的教訓。「天地有大美而不言」，莊老都從聆聽自然的語言
開宗立派。孔子悽悽惶惶，在人世的糾葛紛亂中如喪家之犬，然而，他對人世的大愛，最終畢竟還是回歸到「天何言
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自然的化育中去，引導著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去傾聽自然的語言！
因為可以傾聽自然的語言，在大自然的循環生息中觀察出一種智慧，可以知道「萬物並育而不相害」的道理，
可以坦蕩寧靜，沒有征服者的霸道與自大，沒有予取予求的貪婪，自然的循環也才能天長日久，生生不息。
（蔣勳〈天何言哉〉）
(A)「天何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乃為孔子的不屑之教，因為對世道灰心，所以拒絕發言，把話
語權還諸大地
(B)孔子與老莊皆提倡順應自然、清靜無為的理念，並落實於個人修養與政治理想之上
(C)本文以聖哲群像示現大地的寧靜無言，沒有征服與侵略，狂妄與殘缺，人與自然自可相濡以沫，和平共處
(D)人與天地之間無須任何語言，只要聆聽自然的聲息，便可「獨與天地精神相往來」，因此作者建議大家保持緘默，
無聲勝有聲
10.閱讀下列文章，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不說，曰：「臣
奉使使威后，今不問王，而先問歲與民，豈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不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
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戰國策．齊策四》
(A)「歲亦無恙」的「歲」指的是年景，收成，與「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的「歲」意義相同
(B)「茍無歲，何以有民？」的「茍」乃是一種假設語氣，用法與「茍志於仁矣，無惡也」的「茍」不同
(C)本文表現出趙威后「民為本，君為末」的民本思想，恰可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互相呼應
(D)趙威后先問歲，其次民，最後為君，並以激問法駁斥使者本末倒置，其思想恰可呼應孔子「先富後教」的精神
11.閱讀下文，選出「 」內文字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怒而欲殺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數之以其罪，乃殺之。」景公曰：「可。」
於是乃召燭雛數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殺人，是二罪也；使諸侯聞之以吾
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數燭雛之罪已畢，請殺之。」景公曰：「止。勿殺而謝之。」（《說苑．正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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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
(B)燭雛有罪，請「數」之以其罪／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數」
(C)使諸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不「以」物喜，不以己悲
(D)景公曰：止。勿殺而「謝」之／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不祥，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
12-13為題組
閱讀下列引文，回答12-13題。
現在的生態保護思想，還像是以人為中心，只是因為經濟要持續發展而無奈地保護生態，只是出於使人活得更好
些，不得已而愛護自然。可什麼是好些呢？大約還得是人說了算，而物質的享樂與奢華哪有盡頭？至少現在，到處都
是一樣，好像人的最重要的追求就是經濟增長，好像人生來就是為了參加一場物質佔有的比賽。而這比賽一開始，欲
望就收不住，生態早晚要遭殃。這不是哪一國的問題，這是全人類的問題，因而這不完全是政治問題，根本是信仰問
題。人為什麼不能在精神方面自由些再自由些，在物質方面簡樸些再簡樸些呢？是呀，這未免太浪漫，離實際有些遠，
但嚴謹的實際務要有飛揚的浪漫一路同行才好。人用腦和手去工作、去治理，同時用心去夢想；一個美好的方向不是
計算出來的，很可能倒是夢想的指引。總之，人為什麼不能以萬物的和諧為重，在神的美麗作品中「詩意地棲居」呢？
詩意地棲居是出於對神的愛戴，對神的偉大作品的由衷感動與頌揚，惟此生態才可能有根本的保護。經濟性的棲居還
是以滿足人的物欲為要，地球則難免劫難頻仍，苟且偷生。（史鐵生〈病隙碎筆４〉）
12.依據上文，符合作者觀點的選項是：
(A)認同生態保護思想，應該以人為中心
(B)認為「詩意地棲居」生活，是浪漫而實際的
(C)認為「經濟性的棲居」生活，可使生態免於劫難
(D)強調精神與物質並重，才是解決生態問題的根本
13.若為上文下標題，最能總括全文主題的選項是：
(A)走出生態保護的困境
(B)生態保護的重要性
(C)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
(D)經濟發展的利與弊
14-15 為題組
閱讀下文後，回答 14-15 題。
托勒密從每天的生活經驗中，歸納出太陽繞著地球轉的「地心說」，主導了歐洲人的宇宙觀長達一千四百年，直
到哥白尼提出了「日心說」，在日地關係上作出了重要貢獻，但他錯誤地使用了「圓形軌道」來描述行星的運行，因
此無法準確預測行星位置；克卜勒鑽研火星數據，得出了「橢圓軌道」的重要結論，大幅改進了預測行星位置的準確
性，但當別人問他太陽靠著何種力量維繫行星繞行時，克卜勒回答「磁力」！只因為當時「磁力」剛被發現，因此所
有不可知的現象一概歸咎於「磁力」；牛頓提出了「萬有引力」的概念，建構了太陽和行星之間的聯繫，但卻認為空
間是三維正交；愛因斯坦結合了空間和時間，提出了四維時空，但是卻因為相信宇宙是穩定不變的，在數學式中硬是
加入了一個「宇宙常數」，以抵銷萬有引力的作用，希望讓宇宙維持「穩態」，不數年之後，哈柏發現了宇宙正在「均
勻膨脹」，讓愛氏頓足嘆息…。（孫維新〈白象與男孩〉）
14.依據上文文意，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科學工作者研究自然的歷史，就是一連串認錯的過程
(B)科學發展的歷史與科學本身一樣的重要
(C)今日的神話，也許到了明日就成了科學
(D)唯有正視錯誤，才有追求卓越進步的可能
15.下列哪個句子可以作為本文的註腳？
(A)何梅斯：「人生重要的並非我站在何處，而是我們正往哪個方向去。」
(B)牛頓：「如果說我看得比別人更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C)約翰生：「一大早就知道有人要被上吊，對集中注意力有莫大的功效。」
(D)亞里斯多德：「自然是用對立的東西來製造和諧，而非用相同的東西。」
16-17為題組
閱讀下文後，回答 16-17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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靖康之難，欽宗幸虜營。虜人欲得某文。欽宗不得已，為詔從臣孫覿為之；陰冀覿不奉詔，得以為解。而覿不復
辭，一揮立就：過為貶損，以媚虜人；而詞甚精麗，如宿成者。虜人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餉之。覿亦不辭。其後
每語人曰：「人不勝天久矣；古今禍亂，莫非天之所為。而一時之士，欲以人力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
不免焉。孟子所謂『
』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在虜營也，順天為已甚矣！其壽而
康也，宜哉！」覿慚無以應。聞者快之。
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劉晦伯語，錄記此事，因書以識云。（朱熹〈記孫覿事〉）
16.依據文意，選出『
』內最適合填入的選項：
(A)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B)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C)天時不如地利，地利不如人和
(D)行有不得者，皆反求諸己
17.依據上文，下列文句最適何用來形容孫覿的選項是：
(A)侍衛之臣，不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
(B)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損其本
(C)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D)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為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二、多選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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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選項「」內的詞語，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A)商旅「不行」，樯倾楫摧／臣少多疾病，九歲「不行」
(B)我雖老了，年輕時也「風流」／不著一字，盡得「風流」
(C)「行李」之往來，共其乏困／捲捲「行李」，一溜煙走急到省城了
(D)「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風簷展書讀，古道照「顏色」
(E)余「區區」處敗屋之中／今君有「區區」之薛，不捬愛子其民
19.下列「」內語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A)怡君讀書總是「心凝形釋」，專注認真，終於如願考上理想的大學
(B)建宏愛好自然科學，做實驗向來「管窺蠡測」，謹慎細心絕不馬虎
(C)阿嘉經歷多次失敗，以致失去鬥志，從此「一蹶不振」，頹靡度日
(D)兄弟象對統一獅那場球賽精彩至極，使人「繞樑三日」，難以忘懷
(E)張老闆為人「錙銖必較」，常與客戶發生爭執，生意因此一落千丈
20.以下對於事件因果關係的陳述，其中屬於「先果後因」的選項是：
(A)余時為桃花所戀，竟不忍去湖上
(B)（項脊）軒凡四遭火，得不焚，殆有神護者
(C)及郡下，詣太守，說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
(D)孟嘗君為相數十年，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E)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來而不絕者，滁人遊也
21.下列三段文字是某學派的文學理論，哪些寫景文字可能是他們的創作？
（甲）文之不能不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
夏之葛者也。
（乙）曾不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六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六經，豈
復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復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降，而法不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
以可貴，原不以優劣論也。
（丙）大都獨抒性靈，非從自己胸臆流出，不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令人奪魂。
(A)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時湖光染翠之工，山嵐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
(B)虎丘去城可七八里，其山無高岩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樓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
往來，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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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丘之小不能一畝，可以籠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不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憐
而售之。……即更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惡木，烈火而焚之。
(D)今是溪獨見辱于愚，何哉？蓋其流甚下，不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不可入也。幽邃淺狹，蛟龍不屑，
不能興雲雨，無以利世，而適類於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E)由山以上五六里，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不能窮也，謂之後洞。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
愈深，其進愈難，而其見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不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
22.關於下列甲、乙、丙三者的陳述，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宣公二年秋九月乙丑，晉

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

趙盾弒其君夷皋。

加之趙盾？不討賊也。

乙

甲
乙丑，趙穿攻靈公於桃園。宣子(趙盾)未出山而復。大史書曰：「趙盾
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不然。」對曰：「子為正卿，亡不越
境，反不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良史也，書法
不隱。趙宣子，古之良大夫也，為法受惡。惜也，越境乃免。」
丙
(A)(甲)略於記事，且所記與史實不符
(B)(乙)說明趙盾獲罪的原因，是(甲)的註解
我走在黑暗的小巷
(C)(丙)還原歷史真相，旨在為趙盾平反
沒有人看我一眼
(D)董狐書史，強調君臣之義，亦強調道德觀念
(E)(甲)(乙)(丙)皆為編年體史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列於史部
我蹲在閃爍的陽光下

沒有人看我一眼
23.閱讀右詩，選出詮釋正確的選項：
(A)本詩以第一人稱「我」的觀點敘述，是作者生活的自況
(B)前三小節寫「我」的隨性自在，末小節寫「我」的死
(C)由「黑暗的小巷」到「閃爍的陽光」，可見「我」曾力圖振作
(D)由走、蹲、躺、暴斃的動作可以看出乞丐生命沉寂的過程
(E)全詩以「乞丐」、「人們」之行為相互對照，形成強烈對比

我躺在公園的椅子上
沒有人看我一眼
我暴斃在一家店鋪的門口
卻吸引成群看熱鬧的人
（鄭炯明〈乞丐〉）

24.余秋雨的〈洞庭一角〉說：「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隨之而來，許多文化遺跡也
就是貶官行跡……貶到了外頭，這裡走走，那裡看看……這一來，文章有了，詩詞也有了……」而貶官隨之而來的
就需要心靈的安頓，去解消有志不得伸的苦悶，因此文人失意時往往會不自覺的向道家靠攏，去保持自己心靈的澄
明。請判斷下列句子，何者透露了作者隱含的道家思想？
(A)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不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立，羽化而登仙
(B)然而禽鳥知山林之樂，而不知人之樂；人知從太守遊而樂，而不知太守之樂其樂也
(C)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不知其所窮
(D)憶我少壯時，無樂自欣豫，猛志逸四海，騫翮思遠翥
(E)士生於世，使 其 中 不 自 得 ，將 何 往 而 非 病 ？使其中坦然，不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第貳部分：非選擇題（共二大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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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解讀（占 18 分）
閱讀框線內文章後，回答問題：(一)客因眼前的江月而興發悲嘆，他對於宇宙人生的思考點為何？(二)對於客的
悲嘆，蘇子如何化解？
（一）（二）合計文長約250－300字。各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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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
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陵，順流而東也，舳艫千里，旌旗蔽空，釃酒臨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
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鹿，駕一葉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
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不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
天地曾不能以一瞬；自其不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
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不竭。是造物者之無
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二、作文（占 27 分）
畢達哥拉斯說過：「和諧是衆多因素的統一，不協調因素的協調。」以人體美來說，頭部是身高的七或八分之
一，肩膀爲身高的四分之一，臉寬相當於大腿正面厚度……藝術家認為，這樣的體態勻稱和諧，散發出令人愉悅的
美感。被譽爲女性美典範的《米洛的維納斯》
，依照比例縮成身高 160 公分的女子，其三圍應爲 90：72：96 公分，
構成了比例協調、線條柔和的曲線美。而《擲鐵餅者》雕像，構圖的基本要素為「人體正方形」，即兩臂平舉等於
身高，體態雄健威武，呈現出勇健、陽剛的男性美。其實，不僅美感講究和諧，人在與自我、社會、自然的互動中，
處處可見追求和諧的努力。
請以「和諧」為題，寫一篇首尾具足、結構完整的文章。除詩歌、小說外，不拘體裁，文長不限，必須抄題、
分段。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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