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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高中 110年度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語文類】複選評量－

國文能力評量試題 

◎注意事項： 

1.請確認個人資料正確完整，倘因資料不符導致成績登記有誤，由考生自行負擔後果。 

2.請用 2B 鉛筆清楚填畫答題的電腦卡，若有更動答案請務必用橡皮擦擦拭乾淨。本 

  測驗得分以電腦卡為機器判讀之分數為準。 

3.題目共有 40 題單選題，每題 2.5 分，合計 9 頁。請依照題號一一回答於電腦卡中 

  相應的題號，否則不予計分。 

一、單選題，一題 2.5分，共 100分。 

1. 大雄參加「語文達人競賽」，決勝題抽到的題目是：「所向披『靡』／奢『靡』

／肉『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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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目可「憎」／味「噌」湯／「甑」塵釜魚 

(B) 髮「綹」／馬「廄」／自「咎」 

(C)「饒」舌歌手／芻「蕘」／妖「嬈」 

(D)「揣」測／「惴」慄／逸興「遄」飛 

  

2.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 流浪多年，離鄉遊子迫不急待地想要歸返家園  

(B) 警方決定出其不意，趁毒販交易完放鬆警惕時再一擁而上 

(C) 颱風季節將到，防災單位莫不未雨籌謀，預作防範措施  

(D) 老江十分關心社會環境，因而積極參與政事，並勇於針貶時弊  

  

3. 下列各組「 」內的文字，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 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B)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顧自海通以來， 

西力東「漸」，運會之趨，莫可阻遏 

(C) 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D) 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4. 「河上三軍合，神京一戰收。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大將臨江日，中原望

捷時。從軍無限樂，早賦仲宣詩。」（顧炎武《京口即事》）這首詩中所提到的

「祖生」與下列哪一成語的典故相關？ 

 (A) 毛遂自薦   (B) 胯下之辱 

(C) 擢髮難數   (D) 聞雞起舞 

  

5. 下列□□內最適合填入的字詞依序是： 

甲、下輩子／我要變成一枚／印錯的字／錯降在一首／□□的情詩裏／讓你微

微詫異／讓你認真思考／我存在的意義（patmuffin〈我要用自己的下輩子

與你交換〉） 

乙、而我只能為你寫一首詩／多麼希望，我的詩句／可以鑄造成□□／射穿貪

得無厭的腦袋／或者冶煉成刀劍／刺入□□不斷膨脹的胸膛（吳晟〈只能

為你寫一首詩〉） 

 (A) 完美／子彈／私欲    (B) 憂傷／弓箭／私欲 

(C) 完美／弓箭／自信   (D) 憂傷／子彈／自信 

  

6. 小明是市議員的助理，常常需要替議員致贈祝福給選區的新婚夫妻，請你幫小

明檢查下列賀詞，不適合在婚禮上使用的是： 

 (A) 福祿鴛鴦   (B) 明珠入掌 

(C) 花開並蒂   (D) 秦晉之好 

  

7.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不恰當的是： 

 (A) 身為領導者，當虛心接受各方意見，不應剛愎自用 

(B) 他行事力求光明磊落，俯仰無愧，故深受眾人信任 

(C) 離開家鄉多年，人事景物如白雲蒼狗般，一成不變 

(D) 兩位參賽者實力堅強，一時瑜亮，令評審難以取捨 

 

8. 依據文意，甲、乙、丙、丁、戊排列順序最適當的是：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 

甲、積久，犬皆如人意。 

乙、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牴觸偃仆，益狎。 

丙、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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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 

戊、其人怒，怛之。 

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A) 丙戊丁乙甲   (B) 丁甲乙丙戊 

(C) 丙丁甲乙戊   (D) 丙戊丁甲乙 

  

9. 《世說新語》：「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

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蓋子上題

「合」字，解為「人噉一口也」的原因是： 

 (A) 「合」字可分解為「人一口」 

(B) 「合」字暗示眾人聯合食用 

(C) 「合」與「喝」音近，暗示眾人可以分食 

(D) 「合」字可分解為「入口」，允許他人食用 

  

10. 依據下文，敘述最適當的是：   

曹操是個愛才的人，卻常常殺害才子。原來深深的知己常與深深忌才，混

同在一起。公孫鞅有奇才，他被推薦給魏惠王時，推薦人便建議：「王若不聽用

鞅，必殺之。」韓非子有奇才，為秦王所賞愛，結果也是「王不用，不如以過

法誅之。」愛與嫉竟是如此難分難辨，難怪憐才賞才者，有時即是殺才者。因

為他懂得你，可以算是你的知己，愛得真切才嫉妒得最厲害。倒過來說：嫉妒

得厲害的往往是很了解你的人，詩人說「娥眉勿愁妒，能妒即解人」，這樣想，

遭嫉妒者也能平紓一口氣了。（節錄自黃永武〈嫉妒如同集郵〉） 

 (A) 互相嫉妒者往往能成為知己 

(B) 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嫉妒 

(C) 君主殺害才子，是由於君王威儀不容侵犯 

(D) 嫉妒你的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優點的人 

 

11. 關於下文，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於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

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因專就唐詩

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餘首，錄成一編，為家塾

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云：「熟讀唐詩三

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唐詩三百首》卷頭題辭） 

 (A) 《千家詩》的缺點在於易於成誦，少欠風雅 

(B) 《唐詩三百首》共編選三百首詩 

(C) 先有俗語提到唐詩三百首，作者才編輯出這樣一本書 

(D) 《千家詩》的優點在於其詩止於五七律絕二體，量少質精 

  

12. 張舉人已取得舉人身份九年，遲遲無法通過下一階段的考試。依據下文，下列

對張舉人生活狀況的敘述，不可能發生的是： 

  若想獲得科舉入場券，學子必須先通過地方官府舉辦的「童試」，通過童試

便獲得生員資格，也就是俗稱的秀才。通過地方型考試，才踏入官場的基本門

檻。清代科舉制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等級。鄉試三年一次，生員要赴省

城會考，一旦上榜便可取得「舉人」身分。古時舉人身分相當難得，與平民間

已劃分出巨大的階級差異，就算舉人屢試不第，也還有「大挑」、「截取」等任

官途徑。揀選、大挑由官員面試，「不試文藝，專看相貌」，相貌俊朗、口齒清

晰者更易出線。「截取」則如同候補資格考，錄取後仍需耐心等候吏部缺額通知。

（節錄自劉芝吟採訪〈穿越大清拚國考！清代科舉教戰守則〉） 

 (A) 張舉人已經考了三次的鄉試 

(B) 張舉人考慮積極備考「截取」 

(C) 張舉人相貌堂堂，朋友建議他直接參加「揀選」 

(D) 即使屢試不第，張舉人依舊在地方上受人尊敬 

  

13. 古詩誕生在亂世中，詩人在亂世中，對於生命總有許多的思索，其中有感嘆真

正的友情難以尋覓，人生實難之感。下列所舉的詩句中，何者符合此種主題？ 

 (A)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B)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C)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D)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14. 請閱讀下列故事，並選出其主旨說明最適當的選項： 

   有位時間管理專家，在演講時做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示範。 

  他將如拳頭大的石頭一塊塊放進一個大玻璃缸裡，直到與缸口齊平，然後

問聽眾：「缸子放滿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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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聽眾回答「放滿了！」聲中，他揚揚眉毛：「是嗎？」說著，又拿出一堆

玻璃珠大小的碎石子，一個個塞進大石頭的縫隙裡，直到塞不下。然後再問聽

眾：「這樣滿了嗎？」 

  「也許還沒滿。」聽眾學乖了，有人這樣回答。「很好！」專家說著，又拿

出一桶沙子，將沙子倒進玻璃缸的縫隙裡。再問：「這樣滿了吧？」 

  「還沒滿！」有個聽眾大聲說。「很好！」專家面露讚許之色，再拿出一桶

水，將水倒進石子和沙粒的縫隙中，直到水溢出了玻璃缸才停下來。 

  「你們從我的示範表演裡學到了什麼？」專家回到講桌問。 

  一個聽眾站起來，熱情而興奮地說：「不管你的時間表排得多滿，只要你願

意，你還可以塞進另外一些東西。」 

  「不對！」專家搖搖頭，說：「它最大的啟示是，如果你不先將大石頭放進

玻璃缸裡，而是先放碎石子、沙子或水，那你就沒有辦法放進這麼多的大石頭。」

（王溢嘉〈時間之缸〉） 

 (A) 學會管理自己的心靈，才能影響他人 

(B) 凡事從細微處出發，累積經驗方能做出大事 

(C) 正確的時間管理是先判斷重要事項為何，應做優先處理 

(D) 有容乃大，好的領導者必須放下身段，謙卑待人 

  

15. 閱讀下文，選出「□□□□」中最符合文意的選項： 

  周師傅說一物有一物的美味，只是凡人昧於世俗的價值，往往失去了領略

真諦的契機，茶煙裊裊中，他說：「樹葉的品種、焙製的火工與泉水的凜冽，

常人總以為這就是一杯茶的甘苦所由，其實每一株茶樹，都有它葉子自身的甘

美，都是無可取代的回味。」□□□□天地無論賢愚酸苦而一律包容的溫暖充

滿了胸臆。（徐國能〈食髓〉） 

 (A)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B) 味無味處求吾藥，材不材間過此生 

(C) 老病已全惟欠死，貪嗔雖斷尚餘癡 

(D) 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 

 

16. 依據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那麼意和境之間之關係如何渾為一體的呢？在我看來，是透過情境經驗的建立。 

  我們常常說「因境生情」。這是說，人類會因景物而產生感情的共鳴。我們一生

在自然或人文環境中累積了很多感應的經驗。我們胸中的鬱悶，會因環境的激發而得

到舒散，面對夕陽西下的景象，我們會感到悲愴，面對花木扶疏的園景，我們會精神

振奮。面對長江大河會有壯闊的胸襟，面對歷史古蹟則發思古之幽情，這表示對於敏

感的人，尤其是詩人，環境有紓解人類心思的作用，反過來說，情境的體驗可以豐富

人生。這就是為什麼古人認為行萬里路勝讀十年書，為什麼現代人這樣重視旅遊，特

別是對異域自然與文化景觀的參訪。 

  情境與意境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因境生情，沉澱到經驗中的都是情境。某種境會產生某種情，有一定程度的客觀

性，否則就不能成為人類共通的語言了。這與某種樂音可以產生某種情感一樣。樂音

是音樂藝術之本，情境是造境藝術之本，意境就是利用情境為手段以抒發心意與情思

所創造出來的境界。（漢寶德〈意境之美〉） 

 (A) 「因境生情」，是指人類因主觀情緒的引導去欣賞萬物，產生不同的角度 

(B) 作者認為人類應當掌握環境，人定勝天，不向命運低頭 

(C) 文中提出「行萬里路勝讀十年書」，意在說明讀書對於人生無益 

(D) 作者認為景物化為經驗是「情境」，之後生出情感變為「意境」 

  

17. 依據下文，分析文章中的「戲」，請問下列說法不適合的是： 

    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兗，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

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噀天為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

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殘雪。余呼小僕攜戲

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填，一寺人皆起

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嚏俱至，徐定睛，視為何許

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

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張岱〈金山夜戲〉） 

 (A) 選擇的戲曲，是因為其時其地、其情其景的聯想，其中金兵也影射關外的

清兵  

(B) 將寺中人夜半驚醒看戲，那種乍喜還驚及驚疑未定之氣氛烘托得極其成功 

(C) 因為「人生如戲」，所以選用「戲」暗示世事無常，選在寺院則有教化世人

的目的  

(D) 從文中所透露的諧趣，此「戲」亦是遊戲之意 

  

18. 依據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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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這亭，在平日是可以近瞰西湖，遠望浙江，甚而至於縹緲的滄海的，

可是此刻卻不能了。離庵不遠的山嶺，僧房，竹樹，尚勉強可見，稍外則封鎖

在茫漠的煙霧裡了。 

   空齋蹋壁臥，忽夢溪山好。朝騎禿尾驢，來尋雪中道。 

   石壁引孤松，長空沒飛鳥。不見遠山橫，寒煙起林杪。（〈雪中登黃山〉） 

  我倚著亭柱，默默地在咀嚼著漁洋這首五言詩的清妙；尤其是結尾兩句，

更道破了雪景的三昧。但說不定許多沒有經驗的人，要妄笑它是無味的詩句呢。

文藝的真賞鑑，本來是件不容易的事，這又何必咄咄見怪？自己解說了一番，

心裡也就釋然了。（鍾敬文〈西湖的雪景〉） 

 (A) 文藝鑑賞之難，是因為讀者欠缺大量閱讀的經驗  

(B) 作者登亭而不能近瞰西湖，遠望滄海，是由於霧霾  

(C) 「不見遠山橫，寒煙起林杪」，是漁洋登亭所見之景  

(D) 作者認為雪景之美，在寒煙籠罩樹梢，遠近一片朦朧 

  

19. 閱讀下文，選出與文中□□敘述的對象相同的選項： 

及至□□，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

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

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 

 (A) 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頭顱贈馬童。天意何曾袒劉季，大王失計戀江東 

(B) 古今都付劫灰餘，牽犬東門禍已儲。偏是銘山文字好，不知平日讀何書 

(C)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D) 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20. 下列是東三寫給同窗友人的一封回信，根據信件的內容，□內依序最適合填入

的選項是： 

 
 (A) 鈞鑒／喜報鶯遷／鈞安   (B) 尊鑒／坐擁百城／道安 

(C) 惠鑒／鳳振高岡／臺安   (D) 知悉／群賢畢至／臺安 

  

21.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

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

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

垂後世，豈妄也哉！ 

 (A) 「『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意指荊軻認為刺殺秦王之舉乃違反天命 

(B) 太史公站在同情刺客的立場，五位刺客雖均失敗，但不應以成敗論英雄 

(C) 荊軻刺秦王一事，是司馬遷親自採訪夏無且而編寫成文 

(D) 本文應選自《史記‧刺客列傳》，記載自曹沫至荊軻等不同時代、國家五位刺

客之事 

  

22. 請判斷下列詩作所詠對象，選出正確的配對： 

 (A) 為閨中畫眉／為大千渲染長卷／讓仁人烈士留名千古／生命走到末端 便

／飄然為一縷雲煙：墨 

(B) 他們知道我是誰嗎／在這裡／在那裡／我聽到／無數個我被撕裂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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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卷 

(C) 寧願被掛在牆上／或是與書蠹為伍／也不甘充當美麗的包裝／參與騙局／

製造垃圾：繪畫 

(D) 這樣的相逢恬淡如水／恰似剛蒸熟的糯米散發清香／萌芽的介紹，含苞的

微笑／好比紅麴催化著這段時日／的攀談：深深淺淺，滔滔喃喃／化作糟

粕在腦海隱隱發酵：茶 

  

23.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符合文中觀點的選項： 

  比較論場面的筵席，頭菜總要用魚翅才有光彩。可是上品魚翅，貨高價昂，

所以知好小酌，率多改用魚肚，一則表示自己人不見外，二則袁才子在《隨園

食譜》裡常說雞鴨魚蝦實用之材，鮑參肚翅虛名之士，肚翅同仗醲汁腴煨燉，

如果出自烹調高手，同樣澄清百品，列為珍味。不過有些人祇知魚肚好吃，可

是魚的那部位還不甚了了。其實說穿了，魚肚就是魚鰾。魚的種類多，魚肚的

品質自然龐雜，其中以鰵魚的魚肚品質最高；而潮汕海豐一帶的產品更稱上選。

聽精於醫道的前輩們說，魚肚功能益氣補中，早年廣東富貴人生產坐蓐，講究

送燕窩、銀耳、魚肚、大烏給產婦進補。鰵魚又別稱鰲魚，送人滿月禮用鰲魚

肚，又含有貴子連生、鰲頭獨占意思在內，這種善頌善禱的意味，您瞧有多麼

深遠。魚肚當然是先用上湯煨足，然後蒜頭瑤柱燜妥，厚而不膩，質爛味醇，

這是一道火候菜，在名家調教之下，當然異常出色。 （唐魯孫〈獻歲幾樣吉

祥菜〉節錄） 

 (A) 鰵魚產量稀少，因此其魚肚是各類魚中的上選 

(B) 鮑參肚翅因貨少價昂，故袁枚以其為「虛名之士」 

(C) 鰲魚肚不僅能益氣補中，其名亦富含吉祥寓意 

(D) 知好小酌時改用魚肚，粗食粗吃，方不見外 

  

24. 下列是簡媜談論愛情的散文〈渡〉，下列選項中，最吻合作者看待愛情立場的

是：  

  關於愛情，我們知道的夠不夠？ 

  愛情是不是最容易在青春領土發芽？卻只在滄桑岩層茁壯？大多數的愛情

不管初始多麼驚心動魄，最終不免墜落平地、深淵或沼澤，有沒有一種愛情仍

在雲空遨遊，依隨時間航行，航向凡人不能察覺的永恆邊境？ 

  兩人世界是愛情的鐵律嗎？能否三人共享、四人均霑，建築愛情新樂園？ 

  若有擅情者營造一種迷人夢境，引人陷溺其中如一名夢奴，凡事需以之為

中心，又用香軟情話、旖旎情絲要求這對象維繫夢境不滅—這夢奴感動了，遂

斷手斷腳當作木柴，投薪以助夢境火勢。這算愛情，還是誘捕愛情貢品的蜘蛛

網事件？ 

  如果愛情與婚姻不能兩全，有愛情無婚姻、無愛情有婚姻孰優孰劣？都說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難道婚姻永遠不能變成愛情的沃土？ 

  愛情是不是道德最喜歡投宿的地方—如帝王微服出巡，欣欣然奔赴最想念

的那幢民宅。不蘊含德性的愛情還叫愛情嗎？不聆聽、閱讀對方內心，不憂其

所憂、樂其所樂，這算愛嗎？ 

 (A) 維護傳統道德價值，不符合規範的愛情，將會遭遇道德困境  

(B) 愛情的緣分由天注定，若是執意追尋，將成為愛情的奴隸  

(C) 從各方面釐清愛情的面貌，可看出作者對愛情的理解與執著  

(D) 譴責現代人未能從雙贏角度思考過愛情，導致婚姻的紛擾與混亂 

  

25. 閱讀下文，依序選出甲、乙、丙、丁代號內最適合填入的書名，正確的選項是： 

「假如說人類的歷史，原來即包含了戰亂時期的武功，以及承平時期的文

治。當中國呈現為一個自足的天下，所謂武功，指的正是改朝換代或穩定秩序

的對軍閥與盜賊的征戰討伐；它們就是《甲》與《乙》的主題；所謂文治，唐

宋以後歷來也是豪紳與士人的糾葛競爭，《丙》與《丁》反映的正是這批「無譁

戰士」─豪紳與士人─以社會與家庭為戰場所做的名利與酒色財氣的「銜枚勇」

的徵逐。」（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中國文學之美的價值性》） 

 (A) 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 

(B) 封神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老殘遊記 

(C) 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 

(D) 封神演義／西遊記／金瓶梅／老殘遊記 

 

26.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 （《論

語》）以上文句意旨最不能與下列那段文句互相闡發？ 

 (A)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B)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C)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 

(D)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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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 題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7-28 題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

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

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27. 依據上文，古代沒有設置諫官的原因是： 

 (A) 中央集權，君王的言行沒有人有權力置喙 

(B) 從公卿大夫一直到工匠商人，都能夠進諫 

(C) 古代採禪讓政治，君王聖明不需要有諫官 

(D) 經過歷史的驗證，才發現設置諫官的必要 

  

28. 依據上文，諫官應具備的條件不包括： 

 (A) 具備洞察社會弊端的能力 

(B) 具備判斷事務緩急的能力 

(C) 事無大小皆是國家要務，應一併呈上 

(D) 將國家利益擺在個人私利之上的操守 

 

29-30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9-30 題。 

 甲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婦，朋友闊絕，遊子

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辟之思、驚險之

句，而西京（指西漢）古詩，皆在其下。（沈德潛《說詩晬語》） 

 

乙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

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古詩十九首

〈生年不滿百〉） 

 

29. 依據甲文，下列關於古詩十九首的敘述正確的是： 

 (A)性質屬於民間歌謠     

(B)是西漢的代表文體 

(C)反應當時的社會狀況   

(D)語言雕琢，描寫生動 

  

30. 依據甲文，乙文的主題的類別是： 

 (A)逐臣棄婦   (B)遊子他鄉 

(C)死生新故    (D)朋友闊絕 

  

31-33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1-33 題。 

 甲 

  前不久，史隆管理學院的入學申請總監羅德．賈西亞接受校友李楓真專訪，

他歸納出台灣人面試有三大缺點：溝通技巧不佳、專業態度不足、欠缺國際視

野。 

  專訪披露不久，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劉宏恩在臉書上評論國內研究所的招生

面試。提到了一個分不清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的學生，劉宏恩認為這等於沒國

際觀。我覺得他太嚴格了，畢竟中文只有一字之差。然而，我卻在這例子中，

看見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怎麼接受面試前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以劉宏恩遇到的學生為例，如果只會說「我一向對主權紛爭問題有興趣」，

這是吹噓。如果他從巴勒斯坦開始，把話題帶到印尼亞齊省、南蘇丹、蘇格蘭，

這就不是吹噓，而是展現個人特色。要知道，學校花時間面試你，正是想從你

的言談去認識你的個人特色。 

  英語好卻沒用來增廣見聞，幹嘛把英語學那麼好？又幹嘛出國念 MBA？偏

偏名校商學院面試，最重要的問題一定都指向自我探索：「你遇過的最大挑戰是

什麼？人生目標呢？你可為我們課堂帶來什麼樣的貢獻？」只會考第一志願、

進最頂尖企業的年輕人，有機會想過這些問題嗎？這，可能才是台生的真正死

穴。（摘錄自顏擇雅〈台灣人面試，敗在哪裡？〉） 

 

乙 

  轍生年十有九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

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

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

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鄉，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

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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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蘇軾〈上樞密韓太尉書〉） 

 

31. 依據甲文，作者認為台灣學生面試時最關鍵的問題是： 

 (A)缺乏自我探索 

(B)欠缺國際視野 

(C)事前準備不足 

(D)英語能力不佳 

  

32. 依據甲文，下列特質最符合作者所認同的「國際觀」的是： 

 (A)認真謹慎，準備周全 

(B)見聞廣泛，觀點卓越 

(C)英文流利近母語人士 

(D)熟悉各國的地理位置 

  

33. 乙文是蘇軾寫給韓太尉的自我推薦信。若依據甲文「學校面試是想從你的言談

去認識你的個人特色」的觀點，蘇軾展現出來個人特色是： 

 (A)維持良好的社交活動，與鄉里賢士論學 

(B)遍讀古代聖賢書，學問淵博，貫通古今 

(C)拜當代名人為師，往來的同學皆是菁英 

(D)果決踏出舒適圈，胸襟眼界皆十分開闊 

 

34-35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4-35 題。 

 斷捨離就是透過整理物品了解自己，整理心中的混沌，讓人生舒適的行動

技術。換句話說，就是利用收拾家裡的雜物來整理內心的廢物，讓人生轉而開

心的方法。 

  總而言之，就是經由整理從「看得見的世界」走向「看不見的世界」。為此，

各位要採取的行動就是： 

「斷」＝斷絕不需要的東西 

「捨」＝捨去多餘的廢物 

而不斷重複「斷」和「捨」到最後，得到的狀態就是： 

「離」＝脫離對物品的執著。 

  斷捨離和單純的打掃、整理不一樣，不須以「好可惜喔」、「還能用嗎」、「不

能用了嗎」為思考重點，而要自問「這個物品適合自己嗎」，也就是說，主角不

是「物品」，而是「自己」。斷捨離就是利用「物品和自己的關係」為主軸，取

捨選擇物品的技術。不是「這個物品經常使用」→「留下來」，而是「我要用」

→「必要」的思考模式。主詞永遠都是自己，時間軸則永遠都是「現在」。現在

對自己來說不需要的物品就儘管放手，只選擇需要的物品。這個動作會讓各位

從「看得見的世界」走進「看不見的世界」，最後就能夠深入了解自己了。這麼

一來，連心靈都會完全輕鬆起來，能夠肯定最初原本的自己。（摘錄自山下英子

《斷捨離》） 

34. 依據上文，對於從「『看得見的世界』走向『看不見的世界』」說明最適當的是： 

 (A)斷絕欲望，追求質樸的精神世界 

(B)反對文明，物欲將干擾心理安寧 

(C)放下執著，順應自然而安之若命 

(D)捨去干擾，重新思考真正的自己 

  

35. 依據上文，下列最符合「斷捨離」的整理方式是： 

 (A)小明趁著假期打掃衛生，將物品收納整齊，家裡煥然一新 

(B)小雪整理時，會以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況，來決定物品去留 

(C)小華整理時，將沒有壞掉的物品全部留下，避免浪費資源 

(D)小美整理時，只留下過去經常使用的物品，其他一律丟棄 

  

36-37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7-38 題。 

 黑人姆媽，是奴隸時代南方莊園常見的家庭幫傭，打點家務、照料小主人，

許多南方白人回憶童年，總會提起兒時親暱的姆媽，但都不清楚她們的真實姓

名。1923 年，密西西比州一名參議員便提案，在華盛頓特區設立一座黑人姆媽

雕像，紀念黑人女性奴僕長年的貢獻與付出。這個雕像提議，來自「邦聯之女

聯合會」（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的促成。然而，提案不僅沒有通

過，還引發黑人社群大力反彈。 

  1864 年，長達 4 年的美國內戰終於結束。南方白人社團開始積極重新定

義內戰，對他們來說，內戰爆發並非如同「勝利者論述」那般，南方為了發展

棉花事業，蓄養黑奴、剝奪他們生存與自由的天賦人權；相反的，南方人是因

為北方背棄美國憲法，為了捍衛州自治權，挺身起義。「邦聯之女聯合會」就是

一群南方白人女性成立的組織，她們編撰歷史教科書、廣設雕像和紀念碑，大



第 8 頁，共 9頁。 

 

力宣揚南方文化。邦聯之女推動豎立雕像，除了彰顯黑人姆媽的付出，也希望

傳遞一幅歷史圖像：在南方莊園，奴僕忠心耿耿、主人仁慈寬厚、小主人依戀

信任，那是一段種族融洽共處的美好時光。但真是如此嗎？ 

  雕像不只是公共藝術，誰值得被紀念？為何紀念？如何紀念？當中的人物、

故事、情感，都是公共歷史的一環，蘊含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和詮釋。「南方黑人

真實處境」，正是雙方爭奪歷史詮釋權的關鍵戰場，白人對黑人姆媽的懷念與歌

頌，是多數黑人拚命想遺忘的傷痛。正如美國學者伊芙琳（Evelyn Brooks 

Higginbotham）的註解：「在這些雕像下，種族之間和諧相處的假象將會蔓延。

黑人要如何解釋內戰，如何告訴後代子孫，他們的祖先如何對抗奴隸制度，爭

取自由？」（摘錄自劉芝吟、yichen wang 採訪黃文齡〈美國也有紀念雕像之爭！

親切的黑人姆媽，為何掀起美國種族衝突？〉） 

36. 依據上文，雕像不只是公共藝術的原因不包括： 

 (A)紀念雕像被豎立是基於其背後的歷史與情感 

(B)選擇豎立何種雕像所展現的是當代的價值觀 

(C)選擇豎立何種雕像呈現了何者握有詮釋歷史的權力 

(D)雕像是權力的象徵，被紀念者則代表掌握權力的人 

  

37. 依據上文，若黑人姆媽雕像成功豎立，可能會產生的結果是： 

 (A)展現女性價值，促進性別平權 

(B)促使非裔美國人擺脫負面印象 

(C)淡化奴隸制度對非裔美國人的傷害 

(D)強化女性僅適合做家務的刻板印象 

 

38. 以下為三種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史料。對於（甲）、（乙）、（丙）三種資料

的解讀，下列敘述錯誤的是： 

（甲）《紅樓夢․程偉元序》 

  《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

內記曹雪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

金，……。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傳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稱有全部者，

及檢閱仍只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

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廿余卷。

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翻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榫，

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

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小泉程偉元識。 

 

（乙）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七․引續閱微草堂筆記》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吾輩尤喜閱之。 戴君誠甫曾見一舊時真本，

八十回之後，皆不與今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 亦早卒，寶玉無以

為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為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故 書中回目

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言也。  

     

（丙）《萬松山房叢書本飲水詩詞集》 唯我跋  

  余往常見《石頭記》舊版，不止一百二十回，事跡較多於今本，其所著者，

榮、寧結局， 如史湘雲流為女傭，寶釵、黛玉淪落教坊等事。 

 (A) 從（甲）資料可知程偉元不確定《紅樓夢》的作者是否是曹雪芹 

(B) （乙）、（丙）資料作者均曾親見與今本《紅樓夢》不同敘述之舊本《紅樓夢》 

(C)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為八十回中的回目，因此（乙）資料作者認為現存真

本結局有誤。 

(D) 從（乙）、（丙）資料可知除程偉元友人做過續寫工作外，清代亦有其他作家

續寫《紅樓夢》 

  

39-40 題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9-40 題。 

 甲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周玉慧研究員與其團隊，分析大台北地區 390 對

夫妻的問卷資料，將這些夫妻的幽默互動整理成以下四種型態： 

 

 夫詼諧自貶型：丈夫運用較多詼諧與自貶式幽默。 

 妻嘲諷自貶型：妻子運用較多嘲諷與自貶式幽默。 

 雙多元運用型：不論自貶、嘲諷或詼諧，丈夫與妻子各種幽默的運用頻率

都很高。 

 雙少用幽默型：不論何種幽默的運用頻率都最低。 

 

自貶是拿自己開玩笑、嘲諷是帶有貶意地開伴侶的玩笑，而詼諧則是指玩諧音、

文字遊戲等等。分析結果發現：夫妻間的幽默運用方式，以妻嘲諷自貶型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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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多 （35.1%）， 接下來並列的是夫詼諧自貶型 （25.4%）、丈夫和妻子雙多

元運用型 （25.1%），而夫妻雙少用幽默型為最少 （14.4%）。（節錄自張凱鈞採

訪文） 

 

乙 

 

 

 

婚姻的「充實感」分數，在四種幽默運用類型的夫妻間的差異 

 

39. 依據乙圖，敘述正確的是： 

 (A)對於妻子而言，丈夫越幽默，對於婚姻的充實感越佳 

(B)對於丈夫而言，妻子越幽默，對於婚姻的充實感越差 

(C)對於夫妻雙方而言，最好的互動關系為雙多元運用型 

(D)對於夫妻雙方而言，幽默感對於婚姻充實感毫無影響 

 

40. 若要依據甲文、乙圖的分析成果，延伸出論文的研究議題，下列最不適當的是： 

 (A)自貶比詼諧式的幽默不受歡迎的原因 

(B)女性婚姻充實感普遍低於男性的原因 

(C)幽默的運用對婚姻品質產生負面效果的原因 

(D)兩性於婚姻中運用幽默的方式與效果的差異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