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高中 102 學年度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語文類】複選暨高瞻班複選測驗—國文實作測驗及觀察試題（共 6 頁） 

※請用藍色或黑色墨水筆，書寫答案於答案卷中※ 

第壹部分：選擇題（共 80 分）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1.下列各組「 」中的讀音，何者完全相同？ 
（A）空谷「跫」音／寒「蛩」兒／「踅」了一趟 
（B）「誹」謗／「斐」然成章／妄自「菲」薄 
（C）「礦」坑／粗「獷」／「曠」達 
（D）「紕」漏／「枇」杷／「仳」離 
 
2.漢字的部首往往和字形構造以及字義密切相關，如「松柏」是木部，因為與樹木有關。

下列部首和字義解釋不正確的選項是： 
（A）「扃」字屬「戶部」， 因為是安裝在門外的門閂或環鈕之意 
（B）「綹」字屬「糸部」， 因為指計算絲、線、髮、鬚等的單位 
（C）「酡」字屬「酉部」， 因為飲酒而臉色泛紅之意 
（D）「霍」字屬「隹部」， 因為鳥飛乃霍霍有聲之意 
 
3.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將來不管選擇社會組亦或自然組，都是以考慮個人性向及能力為依歸 

（B）大明必竟太年輕，定力不夠，才會受朋友慫恿犯下大錯 

（C）我只花三個小時就完成五千片拼圖，不禁湧起莫明的成就感 

（D）颱風肆虐引發嚴重土石流，屋毀人亡的災民祈求上蒼別再作弄他們 

 
4.下列是一段古文，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甲、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乙、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丙、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 

丁、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 

作〈伶官傳〉。 

 （ 歐陽脩《五代史‧伶官傳序》） 

（A）丙甲乙丁 （B）丙丁甲乙 （C）丁甲乙丙 （D）丁乙丙甲 

 
5.閱讀下文，依序選出最適合填入□□內的選項： 
    旅行的最大好處之一，你可以擷取人生美好的段落，到一個城市選擇你想要的角

落；到一個國度，想像一段沉醉的文明。我們在一個熟悉的地點，難免感到□□，我

們被迫承受一切，沒得選擇，總想逃避；旅行不同，它像朗讀一首詩，不須經歷太繁

複的轉折，句子短，卻□□□□。每一個旅行地點，都好似與你發生戀情的某段回憶，

雖纏綿不斷但卻□□□□。——選自陳文茜〈旅行，是一首詩〉 

（A）窒息／美不勝收／見好就收 （B）窒息／絲絲入扣／一日三秋 

（C）孤寂／美不勝收／一日三秋 （D）孤寂／絲絲入扣／見好就收 
 
6.下列選項讚詠的古人何者是正確的？  
（A）博浪一聲震天地，圮橋三進升雲霞──韓信 
（B）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干寶 
（C）心在漢室，原無分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關羽 
（D）諷喻豈無因，樂府正聲熟人口。行藏何足辨？名山大業定生前──白居易 
 
7.閱讀下文，推斷最適合填入「但目前的狀況是」一句的位置是： 
    有人已經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漢語的世紀。預言者說，在新的世紀裡，漢語

將成為最流行、最時髦的語言。(甲)不僅僅是我們的漢語要不斷地吸收外來的營養來

豐富自己，外國的語言更要從我們的漢語裡吸收營養來豐富它們。(乙)除了使用漢語

的人數在地球上名列前茅外，漢語實際上還是一種弱勢語言。我出國時，常常因為不

懂外語而感到羞愧，但我發現那些不懂漢語的傢伙毫無羞愧之心。好像中國人就應該

懂外語，而那些外國人就應該不懂漢語。(丙)我們對於那些不懂漢語的外國人是多麼

友好啊，可是那些外國人對我們這些不懂外語的中國人是多麼冷漠。(丁)剛開始我還

為這種不公平的現象耿耿於懷，但現在我想明白了。造成漢語這種弱勢地位的不是外

國人，而是我們自己。——選自莫言〈翻譯家功德無量〉 

（A）甲 （B）乙 （C）丙 （D）丁 
 
8.唐代的韓愈，是有名的文學家。他的文章氣勢充沛，善於說理。例如〈送孟東野□〉

一文，表面上是對懷才不遇的孟郊之慰藉，實則闡述了「不平則鳴」的中心論點，這

亦是韓愈對文學創作動力的見解。至於〈馬□〉一文，則是喻馬以說理，抒發了有才

之士不受重用、明主難遇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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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處皆為文體名稱，依序選出最適合填入的選項： 
（A）書／說  （B）序／說  （C）書／記  （D）序／記 
 
9.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這段話的意義，與下列孔子言論契

合的選項是： 
（A）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B）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C）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D）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10.《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中的「浮雲」，與下列「浮雲」意義最

為接近的選項是： 
（A）與世浮沉惟酒可，隨人憂樂以詩鳴。江頭一醉豈易得，事如浮雲多變更 
（B）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噎而莫達 
（C）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對秋山 
（D）我聞浮屠教，中有解脫門。置心為止水，視身如浮雲。抖擻垢穢衣，度脫生死輪 
 
11.作者敘事寫人事物時，常藉由動作或是事情的描繪，讓讀者體會言外之意。關於下

列文句畫底線處動作描繪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琦君〈髻〉：「她（姨娘）送母親一對翡翠耳環，母親只把它收在抽屜裡從來不戴，

也不讓我玩。我想大概是 她捨不得戴吧！」──指的是母親愛惜耳環，擔心耳環

壞了或丟了，因而捨不得配戴 
（B）李黎〈愛之淚珠〉：「沙加汗的石棺上有石雕的墨水瓶，蒙泰姬的沒有──只有男

性是書寫者，他理所當地說」──指的是印度男性地位比女性高，掌有語言詮釋

的權力 
（C）蔣勳〈滅燭，憐光滿〉：「看到他們（學生）與自己相處，眉眼肩頸間都是月光，

靜定如佛，我想這時解讀詩句也只是多餘了」──指的是因為學生年輕無法懂得

月光的美好，難以用語言教導 
（D）劉鶚〈明湖居聽書〉：「她（黑妞）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 。

她（黑妞）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指的是白妞氣質出

眾，天賦異稟，無人能超越 

 
12.唐 崔護〈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

花依舊笑春風。」利用追敍的手法對乍見而又旋離的貌美情多、靚若桃花的少女的回

憶起，由今思昔，而是物是人非之感。下列哪一個選項沒有這種「今非昔比、物換星

移」的感受？ 
（A）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B）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C）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D）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13.文學作品常見空間移轉手法寫景，寫景或由遠而近，或由大而小。下列例句，符合

此種作法的選項是： 
（A）細草微風岸，桅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B）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C）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D）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14.下列選項與「桃」相關意象，何者敘述不正確： 
（A）古代相傳有神荼、鬱壘二神，能捉百鬼，新年時於門旁設兩塊桃木板，上面書寫

二神之名或畫上其圖像，用以驅鬼避邪，此關聯稱作「桃符」。後又發展成在桃

符上寫新春祝辭和禱語，用以表示平安、吉祥 
（B）《詩經‧國風‧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室宜家」，

這是一首送新嫁娘歌，用美麗的桃花比喻新娘 
（C）陶淵明〈桃花源記〉虛構一個人間淨土，作者安排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的人物和

情節，藉此使故事逼真詳實 
（D）成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語出《史記．李將軍傳》原指桃樹、李樹不會說話，

但因其花朵美豔，果實可口，人們紛紛去摘取，於是在樹下踩出一條路來。比喻

為人真誠篤實，自然能感召他人 

 

15.閱讀下列章君雅、柯學面的對話，選出填入   內正確的選項： 

章君雅說：很久沒見到小學的王老師了，他最近好嗎？  

柯學面說：你也太久沒問候他了吧，他去年二月生了一個女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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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君雅說：現在應是小朋友的 (A)，想必相當可愛。  

柯學面說：老師現在滿口爸爸經，但他說，他過了 (B)才生孩子，

照顧孩子是體力上的一大負荷。  

章君雅說：老師把女兒養到像我們高一這麼大，就是個 (C)亭亭玉

立的小姐囉。  

柯學面說：孩子小的時候，父母親都很辛苦，只盼望自己到了 (D) 

走不動的時候，孩子能懂反哺回報呢！  
（A）湯餅之期 （B）強仕之年 （C）花信年華 （D）就傅之年 
 
16.閱讀下列詩歌後回答問題。 

我夢見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條狗在背後叫起來了。 

    我傲慢地回顧，叱吒說：「呔！住口！你這勢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還接著說「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麼！」我氣憤了，覺得這是一個極端的侮辱。 

    「我慚愧：我終於還不知道分別銅和銀；還不知道分別布和綢；還不知道分別官

和民；還不知道分別主和奴；還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們再談談……。」他在後面大聲挽留。 

    我一徑逃走，儘力地走，直到逃出夢境，躺在自己的床上。（魯迅〈狗的駁詰〉） 
本詩旨在表達 
（A）人與獸皆然的勢利 （B）是非善惡對立的兩個世界 
（C）人類的自大與無知 （D）夢境的無奈與戲謔 
 
17.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合傳之體有三難。一曰無雷同：一書百十人，其性情言語面目行為，此與彼稍有

相仿，即是雷同。一曰無矛盾：一人而前後數見，前與後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

無掛漏：寫一人而無結局，掛漏也；敘一事而無收場，亦掛漏也。知是三者而後可與

言說部。（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例言》） 
上文所述的內容，作者最著重的小說的要素應是： 
（A）人物的性格 （B）結構的完整 
（C）情節的連貫 （D）語言的藝術 

 
18-25 為題組 
題組甲：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意象的運用，是加強敘事作品的詩化程度的一種重要手段。它是中國人對敘事學

與詩學聯姻所作出的貢獻，它在敘事作品中的存在，往往成為行文的詩意濃郁和圓潤

光澤的突出標誌。然而，意象的功能並非無限，它既有醒目的功能，但對於過分炫目

之處也須有所節制，求其醒目而不過分炫目，乃是發揮意象功能之道。一方面，意象

可以點醒故事的精神。文章總是需要有一些才華煥發的光亮點的，在意象和非意象的

相互間隔和節制中，以光亮點和非光亮點的疏密度，來控制敘事作品審美色調、節奏

和旋律。另一方面，敘事文學不能等同於寫抒情詩，不能一味地堆砌意象。……意象

作為「文眼」，它具有凝聚意義、凝聚精神的功能。意義在許多敘事文學之作中是不

明白地說出來的，是滲透到行文的每一個細胞中的。敘事的過程既要表達意義，又要

隱藏意義，使意義不是唾手拾得、而是細心解讀方可得到。蒲松齡《聊齋誌異》中的

〈嬰寧〉，它是以「□」的意象作為「文眼」，而凝聚全文的精神和意義的。……少年

王子服上元節郊遊，對她留下如此第一印象： 

有女郎攜婢，拈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

過去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楊義《中國敘事

學》） 
18.有關上文文意，敘述正確的是： 
（A）詩化的敘事作品才是好的作品 
（B）敘事文學不宜過度抒情 
（C）蘊含意象的敘事文學可突顯作品的精神 
（D）意象與非意象的調和是敘事文學的目的 
 
19.上文中的□應填入： 
（A）容 （B）顧 （C）花 （D）笑 
 
題組乙：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每夜，星子們都來我的屋瓦上汲水 

我在井底仰臥著，好深的井啊。 

 

自從有了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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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親手揭開覆身的冰雪 

 ──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 

 

星子們都美麗，分占了循環著的七個夜， 

而那南方的藍色的小星呢？ 

源自春泉的水已在四壁間蕩著 

那叮叮有聲的陶瓶還未垂下來。 

 

啊，星子們都美麗 

而在夢中也響著的，只有一個名字 

那名字，自在得如流水…… 

——選自 鄭愁予〈天窗〉 
20.「形象化」是一種抽象的事物化為具體的修辭法，如琦君〈髻〉：「我手中捏著母親

的頭髮，一綹綹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黃楊木梳，再也理不清母親心中的

愁緒。」即以頭鬆的特質具體的描寫抽象的愁緒。此首詩採用「形象化」的選項是  
（A）星子們都來我的屋瓦上汲水／我在井底仰臥著，好深的井啊  
（B）星子們都美麗／分占了循環著的七個夜／而那南方的藍色的小星呢  
（C）源自春泉的水已在四壁間蕩著／那叮叮有聲的陶瓶還未垂下來 
（D）而在夢中也響著的，只有一個名字／那名字，自在得如流水 
 
21.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A）「星子們都來我的屋瓦上汲水」透過星子光束，詩人將其擬人為汲水動作 
（B）「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中「天窗」是解放詩人蟄伏情感的出口 
（C）「忍不住的春天」這句話充滿語言趣味，「忍不住」表現了季節輪替的自然現象無

法抵擋，也表現了觀星者「我」的雀躍、欣喜 
（D）「分占了循環著的七個夜」源自於地球的公轉與自轉 
 
題組丙：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

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

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

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批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

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

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

先生手畫口誦，探原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無賢不肖，皆之先生為通儒也。 

——選自 潘耒《日知錄‧序》 

22.上文□內的詞義，與下列選項相同的是︰ 
（A）以約失之者，鮮矣 
（B）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C）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 
（D）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23.上文文意不包括︰ 
（A）顧炎武公忠體國、夙夜憂勤的愛國之舉 
（B）顧炎武無徵不信、究源溯本的治學態度 
（C）顧炎武樂於教導、提攜後進的良師風範 
（D）顧炎武考察山川、心繫民瘼的救世精神 
 
題組丁：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選自王昌齡〈從軍行〉 

24.關於這首詩的意象表達，下列何者的敘述是錯誤的？ 
（A）首句描寫邊疆戰場的壯闊場景，同時對比出「孤城」的蒼涼感 
（B）「玉門關」是通往西域的要道，「孤城遙望」描寫了戰士思歸欲返的渴望 
（C）「黃沙百戰穿金甲」運用誇飾的修辭描述了戰士們征戰之苦 
（D）全詩情景交融，主要表達征戍者懷鄉情結，和邊疆民族驍勇善戰的性格 
 
25.王昌齡〈從軍行〉所表達的心情與下列哪一選項的意境相同？ 
（A）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B）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 
（C）戰酣太白高，戰罷旄頭空。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D）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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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題（每題 3 分，共 30 分） 
說明：每題有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選項是答案。答錯1 個選項得2 分；答錯2 個

選項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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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關於下列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徐志摩 吟詠自然和愛情，詩作詞藻華美、聲律鏗鏘，是抒情與格律的典範 

（B）蔣勳 筆觸細膩，文字清麗流暢，說理清晰透澈，兼具感性與理性之美 

（C）卞之琳 倡導詩的現代化，大量採用口語入詩，作品質樸平實，影響深遠 

（D）琦君 筆調理性沉靜，文字簡潔俐落，表現富邏輯有條理的文學風格 

（E）魯迅 作品風格潑辣犀利、嚴峻凜然，批判意識強 

 
2.下列各組「」內的詞語， 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六藝」經傳，皆通習之／孔子 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有二人  

（B）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

其般若之「絕境」 

（C）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范、中行氏 皆「眾人」遇我，我故「眾

人」報之 

（D）但覺得那人「氣味」倒還沉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語／還似往年春「氣味」，不

宜今日病心情 

（E）畫 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望之「儼

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3.由字詞的讀音，以模擬聲音的本身為「擬聲詞」，如 關漢卿〈大德歌．秋〉：「風飄飄，

雨瀟瀟。便做陳摶也睡不著，懊惱傷懷抱」瀟瀟二字指的是風雨的聲音。下列框線中

的疊字詞何者為擬聲詞： 
（A）〈大德歌．秋〉：「撲簌簌淚點拋。秋蟬兒噪罷寒蛩兒叫，淅零零細雨灑芭蕉。」 
（B）〈慈烏夜啼〉：「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 
（C）〈秋聲賦〉：「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 疾走，不

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D）〈詩經‧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E）〈滅燭憐光滿〉：「月光，如此浩瀚，如此繁華，如此飽滿，如此千變萬化，令人

驚叫，令人嘖嘖讚嘆。」 
 
4.一般疑問句需要回答，但「反問句」雖採疑問形式，卻是無疑而問，不需對方回答，

而是藉由提問引起對方思考，屬於特殊的疑問句。下列文句畫底線處，屬於「反問句」

的選項是： 
（A）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 
（B）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C）小時候讀唐詩，對「憐光滿」三個字最無法理解。「光」如何「滿」？詩人為什

麼要「憐」「光滿」 
（D）她（黑妞）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這幾年來好玩耍

的，誰不學她們的調兒呢 
（E）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5.為了凸顯用意或是避免陳熟，作家有時刻意顛倒語序，如徐志摩〈巴黎鱗爪〉：「流

著，溫馴的水波；流著，纏綿的恩怨」，較有「流動」之義。下列運用相同寫法的選

項是： 
（A）要一個鏗鏘的夢吧／趁月色，我傳下悲戚的「將軍令」／自琴弦 
（B）在菩提樹下，一個只有半個面孔的人／抬眼向天，以嘆息回答／那欲自高處沉沉  

俯向他的蔚藍 
（C）突然從地層深處響起／一陣嘩嘩的掌聲／當我雙手捧起一把落葉／至於結論／無

人知曉除了秋風…… 
（D）啊！啊！不再了，不再了，／昔日，那黃金一般的，／如夢，如幻，如霧，如煙。 
（E）我為什麼還要愛你呢？／海水已經漫上來了，／漫過我生命中的沙灘，而又退得

那樣急，／把青春一捲而去 
 
6.「明代中期的文壇瀰漫著（甲）的風氣，當時出現前後七子，他們的文學主張（乙），

對掃除明初臺閣體的風氣，具有正面積極的貢獻，然而矯枉過正，句擬字摹，淪為形

式化。王慎中等人起而反對，提倡唐宋古文，被稱為（丙）派。此派散文家以（丁）

的表現最為突出，擅長描寫生活瑣事，抒發內心真摯情感。明代末期出現公安派注重

文章『情、韻、趣』，提出（戊）的主張，是對前後七子的反動」以上（ ）可以填入

適當的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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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填「復古」 
（B）乙填「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C）丙填「唐宋」 
（D）丁填「歸有光」 
（E）戊填「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 
 
7.嘉義高中九十周年校慶，各方紛致匾額，下列賀詞中合適的選項是： 
（A）鑄人礪器 （B）名山事業 （C）弦歌不輟 （D）桃李芬芳 （E）民胞物與 
 
8.〈飲馬長城窟行〉中「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乃以芳草起興，引起思念遠人情思。

下列選項中，運用「因物起興」之筆法，表現「遠行」之意的詩歌是： 
（A）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B）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C）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D）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E）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合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 
 
9.中國文學傳統中對於「外物感發」，有許多相關詠物題材，下列選項所詠物的對象何

者是正確的？   
（A）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作百花王。競誇天下無雙豔，獨占人間第一香──梅花  
（B）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桃花  
（C）春天始謝又秋紅，息國亡來入楚宮。應是蜀冤啼不盡，更憑顏色訴西風──楓  
（D）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菊花 
（E）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竹 
 
10.〈項脊軒志〉：「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中，「三五」表示數字前後相

乘的意思， 亦即「十五」。下列「」內數字，具有相同用法的選項是： 
（A）初是 充國 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    
（B）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 
（C）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   
（D）光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 
（E）巨猾閒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 

第貳部分：非選擇題（共 20 分） 
一、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

鶴脛之長，憎鳧脛之短也。夫不責已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選自 袁宏道〈答友人〉 

袁宗道以何為喻以表示自己的觀點？他批評「學未至圓通」之人怎樣的態度？（文長

約 50-80 字）3 分 
 

二、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山的形象已經非常黯淡了，海濤月波恰似奔走的清風，在蒺藜叢中消逝。

從亂石間覓得一條攀升的小路，彷彿水底的魚群都在歌唱，唱一支藍色不可解

的老歌；彷彿深夜的菊花正在悲淒地啜泣寸為靈魂的游散撥泣。身邊是葛藤，

是荊棘，是荒遼的空虛。詩人，這是我寫給你的最後一封信。（選自楊牧〈作

別〉） 

在上文中，楊牧運用了怎樣的寫作技巧表達告別的情思？（文長約 120-180 字）7 分 

 
三、引導寫作 

春天，像一篇巨製的駢儷文，而夏天，像一首絕句。……走進蟬聲的世界裡，正

如欣賞一場音樂演唱會一般，如果懂得去聽的話。有時候我們抱怨世界愈來愈醜了，

現代文明的噪音太多了；其實在一灘濁流之中，何嘗沒有一潭清泉？（選自簡媜〈夏

之絕句〉） 
在上文中，簡媜以蟬聲來做為夏日做註腳，如同唐詩的格律「平平仄仄平」，同時也體

悟蟬聲亦是「禪聲」的生命。 
 
請選定一個季節，摹寫此季節的動物或植物，並能對在此季節中的動物或植物加以描

寫，以呈顯其寓意，完成一則約 300 字的短文，須自訂題目。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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