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高中 104 學年度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語文類】複選暨高瞻班甄選測驗—國文實作評量試題
注意事項：
1.請核對准考證號碼是否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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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題選擇題以及 1 題非選擇題，合計 7 頁。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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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選擇題請用黑色墨水筆書寫於非選擇題答案卷上。

上述新詩中的□□依序最適宜填入的選項是：
(A)感受／奔馳／全心全意
(B)思索／刊登／義無反顧
(C)隱藏／綻放／鐵石肺肝
(D)捕獲／投稿／生生世世
5.

第一部分：選擇題(佔 82 分)
一、
單一選擇題(共 20 題，每題 2 分，答錯不倒扣)
1.
下列「 」內三個偏旁相同的字，字音皆相同的選項是：
(A)「惴」慄不安／胡不「遄」死／「湍」流溯波
(B)先「妣」事略／夫妻「仳」離／屢出「紕」漏
(C)「庖」丁解牛／「炮」烙之刑／「匏」樽相屬
(D)「喁」喁細語／負「嵎」頑抗／妝樓「顒」望
2.

3.

4.

下列各組「」內詞語，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與君「夙昔」結成冤，今日相逢那得緣
「無論」魏晉／戰地中凡違紀分子，格殺「無論」
(B)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
(C)但覺那人「氣味」倒還沈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語／山瓶乳酒下青雲，
「氣
味」濃香幸見分
(D)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青青陵上松，
「亭
亭」高山柏
下列文句「」處的成語，運用恰當的選項是：
(A)每到中秋節，風景名勝處處賞月人潮，四周「萬籟有聲」好不熱鬧
(B)當珍惜資源，不浪費日常生活用品，要「慎終追遠」做到廢物利用
(C)在氣氛幽雅的咖啡廳中，他卻「焚琴煮鶴」地摳腳丫，真是大殺風景
(D)他認真好學，凡課業上遇有疑義，必向老師「不恥下問」以得解答
（甲）存在在語言之前／詩自己創造出自己／我們以心靈□□／無以名之的情境／
文字賦予餘韻無窮（林梵〈詩〉）
（乙）每年三、四月／櫻花爭先恐後□□／緋紅的詩在春天副刊發表／億萬朵
雀躍的／日出（渡也〈阿里山也是詩人〉）
（丙）
「涉過積雨的牯嶺街拐角／猛抬頭！有三個整整的秋天那麼大的／一片
落葉／打在我的肩上，說：／「我是你的。我帶我的□□□□來／為你遮雨！」
（周夢蝶〈積雨的日子〉）

104 學年度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語文類】複選暨高瞻班複選測驗—國文試題

第 1 頁，共 7 頁

6.

7.

下列一段文字，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堆積的飛魚，宛如一座又一座的銀白色的小山丘，
(甲)熊熊的火光，
(乙)乍看煞是一座被焚燒的小島，
(丙)燃燒出的光亮在海邊，
(丁)放射人們生存的希望火苗，
(戊)燃燒人們的喜悅，
(己)人們臉龐染上自信自傲的光亮，
熙熙攘攘交談，譜出達悟性格不炫耀的一種靈動的語言。」
（夏曼‧藍波安〈黑色的翅膀〉）
(A)己丙乙丁戊甲
(B)甲己丁乙戊丙
(C)己丁乙甲丙戊
(D)甲丙乙戊丁己
《論語》文句常能相互呼應，以下各組主旨意涵最可以相互闡發的選項是：
(A)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有教無類
(B)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今之學者為人
(C)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D)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
下列詩歌、楹聯所描繪的人物，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甲、萬點梅花，盡是孤臣血淚；一抔故土，還留勝國衣冠
乙、進學解成，閑官一席曾三任；起衰力任，鉅制千秋本六經
丙、博學鴻文，郡國關心書利病；忠肝義膽，庶民有責鑒興亡
丁、廣招良將憑才學，抑制豪强灌長虹，烈士暮年心不已，建安風骨傲蒼穹
(A)以上人物其時代先後順序為：丁→丙→乙→甲
(B)乙、丁均擅長詩歌，且提倡文學有功，蔚為風氣
(C)甲、丙均為國捐軀，烈舉壯行令後人感慕不已
(D)乙倡經世致用，丙言義法並重，均為古文大家

8.

9.

小嘉 做歷代韻文的體例整理，找到五首作品如下，請依照其文體及內容特質，
判斷所屬年代，並依年代先後，選出正確的順序：
（甲）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
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乙）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 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 寄奴 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丙）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丁）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
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戊）多情多緒小冤家，迤逗得人來憔悴煞，說來的話先瞞過咱。怎知他，一
半兒真實一半兒假。
(A)丙丁甲乙戊 (B)丁丙戊甲乙 (C)丙甲乙丁戊 (D)丁戊甲丙乙
下列關於歷代文學革新運動的敘述，何者有誤：
(A)唐、宋古文運動：韓愈、歐陽脩為主導人物，其主要的訴求是文章需有載
道的功能，以樸實無華的散文取代華而不實的駢文
(B)中唐新樂府運動：白居易揭示「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原則，與友人元
稹共同提倡，繼承漢樂府及杜甫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作品積極反應民生，揭
露時弊
(C) 明代復古擬古運動：以前後七子為主導人物，反對當時「臺閣體」歌功頌
德、模擬抄襲的文風，主張恢復秦漢以來的古文，唐宋派歸有光承其遺緒
(D) 民國白話文運動：胡適是主導人物，主張以白話的語體文取代文言文，
要「以我手寫我口」
，並最早倡導新詩寫作，出版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
集》，新詩風氣因而大開

10-12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問題：
子曰：
「
(甲)
」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
橫流，
(乙)
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
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
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令之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
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
(顧炎武《廣宋遺民錄序》)
10. 依據文意，(甲)、 (乙)依序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A)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松柏後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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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百川歸海
(C)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風雨如晦
(D)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昧昧不明
11.

本文與〈廉恥〉比較，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A)本文為序跋體的贈序類；〈廉恥〉選自《日知錄》，為讀書筆記
(B)「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義近於「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
也」
(C)「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義近於「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
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
(D)本文主旨說明慎選朋友的重要性，〈廉恥〉旨意在強調恥與國運的關聯

12.

「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中的「筆」是「名詞轉品為動詞」的用法，下
列各組「」內用法完全與此相同的選項是：
(A)「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B)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C)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
之
(D)呈卷，即面「署」第一／軒東故嘗為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
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13.

閱讀下文，最符合作者觀點的選項是：
文化，現實上，「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蓄妻兒」，但它卻直指宇宙觀、
生命觀等根柢價值。正如此，談文化，求有用，反常在用中顛倒，反多成世
法附庸；相反地，直指無用，卻能彰顯其不共之價值，成其「無用大用」之
妙用。但話雖如此，談生命修行，若無具現無用大用之「身影」，又如何讓
俗世起信？
修行，化抽象哲理為具體證悟，但要如何化？如何從抽象到具體？若無
實證之例，就難接引顛倒之眾生。實證，原勝似百千議論。而以活生生之身
影彰顯悟境，讓眾生知道：修行，誠不我虛！ (林谷芳《杭城亦孤峰》)
(A)談文化即無法顧及孝親人倫
(B)生命修行重在生活中的踐履
(C)執守無用才能找出文化價值
(D)文化修行離不開身影的形式

14-15 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問題：
如果成長過程未曾與一條河共舞，那童年近乎坐牢。摸蜆及田貝（沒人喜歡吃
它，僅用來丟擲取樂），捉泥鰍、溪蝦、澤蟹及俗稱「大肚乃」的小魚，河川提供
給孩童的豈僅是潑水泡澡之類的親水活動，而是充滿驚喜的探險自然遊戲。一條盡
責的河一定會給孩子成就感——摸得最大顆蜆或居然逮到水蛙或最會採「過
貓」……。因而老河的形象著實像一個胖祖母，身穿縫著無數口袋的衣衫，陽光下
坐著不動，笑嘻嘻地任憑孫兒們爭先恐後掏口袋。她讓他們皆有所獲。
這使你難過起來，你與同代人幼時跟河水這麼親，照說這份情感會使你們視河
川為血脈，戒慎恐懼地加以護持、供養才是，何以輪到你們當家作主的今日，臺灣
卻沒剩幾條像樣的河？你不得不承認，唯有比親情更強悍的慾念才能毀了親情，比
家園更刻骨的誘惑才能毀了家園。
破敗的又何止是河？若從自然界角度檢視，半世紀以來這島的致富之道，是割
土地之肉、賣河川之血換得的。如此山河破碎，算富還是窮？如果可以飄浮於空中，
你希望找到一條最像你的童年河的溪流，重溫靜靜地坐在岸邊聆聽河水的幸福。你
希望那是個清晨，因為微風與細膩的陽光，最能讓河與人相互留下深愛的證據。這
證據會長成一株水草，不斷地在河面及你的心頭招搖。
（節錄自簡媜〈河川證據〉）
14. 下列何者與「老河的形象著實像一個胖祖母，身穿縫著無數口袋的衣衫，陽
光下坐著不動，笑嘻嘻地任憑孫兒們爭先恐後掏口袋。她讓他們皆有所獲」
所表達的情感最為接近：
(A)在一個舉世遷徙移民的時代，那樣的鄉土感和歸屬感已越來越薄，代替的
是疏離和失落，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走到哪裡算到哪裡的淡漠，或者說灑脫
(B)母親見我回來，愁苦的臉上卻不時展開笑容。無論如何，母女相依的時光
總是最最幸福的
(C)輭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在康河的柔波裡，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D)我向你泅去，我正遇見你，向我泅來——以同樣柔和的柳條。我們在河心
相遇，我們的千絲萬緒祕密地牽起手來，在河底
15.

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此段文字內容主要藉由人與河川的親近，來讚譽臺灣近年來對於河川汙染
整治有成
(B)作者認為臺灣如今沒剩幾條像樣的河川，原因在於環境氣候的丕變
(C)作者以沉痛的反詰及憤怒，期望人們靜心思考，重新找回與河川相愛的證
據
(D)作者提出臺灣今日的富裕在於河川資源豐沛，提醒大家要懂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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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閱讀下列兩首詩歌，選出錯誤的選項：
(甲)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君去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劉長卿 〈送嚴士元 〉)
(乙)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
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
塗窮，死灰吹不起。(蘇軾〈寒食雨 〉)
(A)兩詩皆藉雨景寄情，前者送別友人，後者抒發自知將死前的悲懷
(B)甲詩「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 」將視、聽、觸覺結合
(C)乙詩「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 」寫生活清苦，心境亦悲悽
(D)甲詩末兩句嘆己身居下僚，乙詩由「君門深九重 」可知作者官運不順

17-18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
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
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1)面，
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露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
者，罍而歌者，紅裝(2)而蹇(3)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
（袁宏道〈滿井遊記〉）
注(1)靧：音ㄏㄨㄟˋ，洗。(2)紅裝：婦女的裝飾多為紅色，故泛指婦女。(3)蹇：體弱的坐騎
（▓
，此處作動詞，騎乘。）

17.

關於上文的說明，何者有誤：
(A)由「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可知作者的心情是欣喜自在的
(B)用譬喻法寫水面清澈發亮，好像鏡匣乍開所反射出來的鏡面光芒
(C)以「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的動景來形容山巒
(D)人物描寫由靜而噪，塑造遊客擁擠熱鬧的氣氛

18.

下列詩歌所展現的季節，何者與上文相同：
(A)古木陰中繫短篷，杖藜扶我過橋東。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B)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C)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D)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19-20 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問題：
昔者 秦繆公 乘馬而車為敗，右服佚而野人取之。繆公 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
食之於 岐山 之陽。繆公 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
徧飲而去。處一年，為 韓原 之戰，晉人已環 繆公 之車矣，晉 梁由靡 已扣 繆公
之左驂矣，晉惠公 之右 路石 奮投而擊 繆公 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嘗食
馬肉於 岐山 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 繆公 疾鬥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 惠公
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
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
矣。
（《呂氏春秋．愛士》）
【註】梁由靡 ：晉大夫，為 晉惠公 駕車者。路石 ：晉惠公 之車右。
19.

下列哪些文句最適合做為上文 秦繆公 故事的註解：
(A)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B)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
(C)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D)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20.

下列對引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秦繆公 在戰場上收服野人，又因野人之助而大勝晉國
(B)本文記述 韓原 之戰始末，野人原為晉人，後歸附秦國
(C)主要文意是：以 晉惠公 象徵暴君、以 秦繆公 象徵仁君
(D)繆公 因能捨馬施德，一年後獲得野人之助，反敗為勝

二、
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每錯、多、漏一選項扣 0.6 分)
21. 下列各組「 」中的文字，意義完全相同的選項是：
(A)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
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
(B)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
里／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
之罰金
(C)「比」去，以手闔門／「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介而馳，初不甚疾，「
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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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況為大臣而無所
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
(E)「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去年今日
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22. 以下文句，請找出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
(A)法官審理海關不肖人員收受廠商賄賂案件，怒斥這些人利用職務之便上下
其手，貪圖個人利益，令人不齒
(B)近日食安風暴席捲全臺，消費者怒批廠商一昧推卸責任，避重就輕，政府
處理問題態度也讓人民怨聲載道
(C)造成社會不安的槍擊要犯，遭到強式警力的圍捕，走頭無路之下，只能棄
械投降
(D)考試將屆，莘莘學子無不把握最後時間奮力苦讀，進行最後衝刺，然而成
就大事，能力固然重要，若無耐心做後盾，往往禁不起考驗而功虧一潰
(E)從前我有難時，承蒙你鼎力相助，如今你有困難了，我責無旁貸，必當助
你一臂之力
23. 對於因果關係的敘述，下列文句屬於「先果後因」的選項是：
(A)來歸相怨怒，但坐觀羅敷
(B)（項脊）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C)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D)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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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下列選項各有一個歸類，請選出「」內的字詞完全合乎條件的選項：
(A)實指方位：日薄「西」山／追亡逐「北」／「東」道主
(B)聯綿詞：五馬立「踟躕」／因起「仿偟」／「蕩漾」不已
(C)語助詞：「有」明一朝／人皆有母，「繄」我獨無／恥「之」於人大矣
(D)借代修辭：公閱畢，即解「貂」覆生／「漏鼓」移，則番代／人知之者，
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
(E)譬喻修辭：「松柏後凋於歲寒」／「未若柳絮因風起」／林盡水源，便得
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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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線處動作描繪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項脊軒志〉：余(歸有光)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
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 藉闔
門的動作表達祖母對歸有光的關懷與憐惜
(B)〈送董邵南序〉：吾(韓愈)因子(董邵南)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
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韓愈請董邵南為其祭悼樂毅並觀察民風，
藉以勉勵其出將入相，為國效力
(C)〈左忠毅公逸事〉：史前跪，抱(左)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
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左公身陷囹圄，思念親人，故興奮地以指撥
眥，欲與故人相認
(D)〈廉恥〉：齊朝一士夫，嘗謂吾(顏之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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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時俯
而不答。――藉低頭無回應的動作，表達對無法苟同對方媚外無恥之作為
(E)〈陌上桑〉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
其犁，鋤者忘其鋤。――藉行者觀看及少年欲引起羅敷注目的動作，烘托羅敷
的豔麗動人
26. 閱讀下引文，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
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
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
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
（蕭統《陶淵明集序》）
(A)有人認為陶淵明詩中篇篇有酒，而作者認為陶淵明是藉酒作為一種寄託
(B)用「不群」、
「精拔」
、
「獨超眾類」
，
「莫之與京」等詞，予以陶淵明作品極
高評價
(C)「橫素波而傍流」喻其作品樸素俊茂，
「干青雲而直上」則喻其淑世壯志逸
四海
(D)「語時事則指而可想」意謂陶淵明善於評論時事，為當世之人所稱道
(E)文中認為陶淵明躬耕自給，能夠安貧樂道，不僅人品高曠真純，更能篤守
志節
27. 下列「」中關於《論語》文句的詮釋，正確的選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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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旨意為孔子感嘆歲月如流水，勉人當及時進取
(B)「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乃孔子以藏玉待賈為喻，表達積極用世
的志向
(C)「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為孔子慨嘆人生正道艱深，
難以捉摸掌握
(D)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旨意言事父母當順服，
不宜勸諫其過失
(E)「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意謂君子堅守仁德，
不因外在環境而有所改變
28. 下列關於各篇章的文類、寫作手法與要旨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李白〈長干行〉之「行」為樂府體裁之一，以少婦口吻表達對遠行在外丈
夫的思念。依時間順序，從青梅竹馬到結為連理，從初嫁的羞澀到婚後的恩愛，
再寫到對丈夫遠行的擔憂，最後以盼君早歸作結
(B)〈師說〉之「說」為闡發論說之意，闡述從師問學之重要性。文中以「聞道有
先後，術業有專攻」鼓舞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必有所成
(C)〈左忠毅公軼事〉之「軼事」，意為史傳所闕載的事。全文採「以賓顯主」
的手法，以史公的忠勤任事及篤厚師門，襯顯左公的鑑識如神，正好印證桐城
派嚴標義法之「法」，「法」代表足供「取法」之人物
(D)〈孔乙己〉為一篇現代小說。以文中主角諷刺讀書人的迂腐、虛有其表，
以及被扭曲得不合時宜的儒家思想，又以咸亨酒店所發生的種種事情，象徵舊
社會人情的涼薄
(E)〈髻〉為一篇現代散文。髻是髮結，同時亦有「心結」的象徵。全文以「髻」
為線索，貫穿全文，巧妙勾勒出作者、母親和姨娘之間的三角關係
29. 下列文句「 」內應用文詞的運用，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子夏的兒子過世，同學子游送上「話冷雞窗」輓詞表示悼念
(B)王羲之與郗太傅之女郗璿舉辦喜宴，所收的「賀儀」將用來支付筵席酒錢；
丞相王導送上紅色喜幛「秦晉之好」表達由衷的祝賀
(C)歸有光的書房項脊軒因已不堪使用，決定在過年前搬遷到新居。好友為祝
賀他喬遷之喜，特送上賀禮，上題賀詞「近悅遠來」
(D)左光斗遇害身亡，其訃聞上特別以紅色字體註明「鼎賻懇辭」
，懇切辭謝親
友致送財物；告別式上掛著史可法致送的白色禮幛：「教澤永懷」
(E)徐志摩為其父徐申如舉辦壽宴，請柬內容可寫：本月○日為家嚴五秩壽辰
「敬治湯餅」恭候 臺光；而梁啟超準備的禮帖上可寫：「福如東海」

30. 下表是中國古典小說的流變簡表，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時代 先秦
魏 晉 六朝 唐
宋
元
小 說 神話傳說 筆記小說
傳
代 表 歷史傳說
話本
奇
志人
志怪
類型 寓言故事
完
白話章回
結構 不完整
(A)
完整
整
小說開始
出現
可視為後
說明 代小說的 以文言寫成 (B)
(C)
源頭
代 表
作 品
山海經
舉隅

枕
世說 搜神
中
新語 記
記

大 宋
宣 和
遺事

明

清

章回小 章回小
說
說
完整

完整

大體而
言為白 白話長
話 長 篇 篇小說
小說

(D)

(E)

(A)魏、晉、六朝的小說已發展成型，故小說至此開始具備完整的情節結構，
敘事狀物，文辭艷麗，藝術性極高
(B)唐傳奇為文言短篇型的小說，後代戲劇常據此改編，例如電影〈刺客聶隱
娘〉的情節即本源於唐傳奇名篇〈聶隱娘〉
(C)宋代話本的興起與說書行業密切相關，為使聽者易懂故事，故為白話小說，
其內容大量影響了明代以後的小說與戲曲，例如大宋宣和遺事就是水滸傳的前
身
(D)李漁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稱為小說界的四大奇書，此四
本分別代表「歷史」
、
「英雄傳奇」
、
「神魔」
、
「言情」的小說四個領域。其中三
國演義為淺近文言文寫成，餘皆白話小說
(E)清代是古典小說集大成的時代，章回小說盛行，短篇小說亦發達。如：抱
甕老人的今古奇觀是文言短篇小說，吳敬梓儒林外史與劉鶚老殘遊記諷刺現
實，名列清末四大譴責小說
31. 樂府民歌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其內容或揭露戰爭與徭役
帶給百姓的貧困和痛苦，或反映愛情的堅貞或婚姻悲劇。以下可看出內容上屬
於「前者」特色的選項是：
(A)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
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徘徊鳴
(B)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
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
(C)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
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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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臨高臺，高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
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E)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
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歸來，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
面目多塵土。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
32. 閱讀下列文字後，評斷蔣夢麟的泫然涕下的心境與下列哪些詩詞情境最近似：
1907 年的 中國 。5 月，黃花岡 之役失敗；6 月，七女湖 之役失敗。7 月，
徐錫麟 、秋瑾 在 安慶 起事，壯烈犧牲。原本可能一同去 安慶 革命的 蔣夢麟
沒去安慶卻到了 日本 ：「在一個展覽戰利品的戰跡博物館裡，看到中日戰爭
中俘獲的 中國 軍旗、軍服和武器，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興高采烈的
日本 人提著燈籠在公園中遊行，高呼萬歲。兩年前，他們陶醉於對俄的勝利，
至今猶狂喜不已。」蔣夢麟 「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
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龍應台〈一株湖
北的竹子〉）
(A)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B)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C)碧雲天，黃葉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D)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
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E)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 中原亂，簪纓散，幾時
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
33. 下列為 白居易 的一首諷諭詩，請於閱讀後選出詮釋恰當的選項：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
梟鳴松桂枝，狐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
前主為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為公卿，寢疾歿其中。
連延四五主，殃禍繼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
風雨壞簷隙，蛇鼠穿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
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
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胸。凡為大官人，年祿多高崇。
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
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
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諭邦。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
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凶宅〉）
(A)題目作〈凶宅〉，屬作者新樂府運動中「沿用樂府舊題」的主張
(B)白居易諷諭詩用詞淺白，老嫗能解，由「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
朱門內，房廊相對空」句，可為印證
(C)「梟鳴松桂枝，狐藏蘭菊叢」是諷刺小人攀附權貴之門的醜態
(D)作者認為「連延四五主，殃禍繼相鍾」的原因與風水無關

(E)「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的「四者」指「將、相、公、卿」的虛名害
人不淺
第二部分：非選擇題(佔 18 分)

34. 閱讀下兩引文，最符合作者觀點的選項是：

李黎到印度旅行，震懾於泰姬陵建築之美寫了〈愛之淚珠〉
；劉克襄認為花

(甲)(前秦 ‧苻)堅 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饑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
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子，
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
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資治通鑑‧晉書》）
(乙)時(曹)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箪食壺漿以迎之。操見父老數
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
「老丈多少年紀？」答曰：
「皆近百
歲矣。」操曰：
「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曰：
「桓帝時，有黃星見
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馗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于乾
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今以年計之，整整五
十年。袁本初重斂于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
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
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
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三國演義》）
(A)甲、乙文人民皆因感念統治者憂民安樂，興仁義之師，故簞食壺漿以迎
(B)甲文中苻堅面對送食人民堅拒賞賜，因無法報答此恩，而慚愧流淚
(C)甲文中苻堅深感自己未盡君王職責，因而無顏面對百姓以治理天下
(D)乙文中百歲人瑞倚老賣老訓誡曹操，而曹操則表現謙恭知禮且愛民
(E)乙文中曹操「心中暗喜」是因自己破袁紹之軍，順應天象，當一統天下

蓮吉安到壽豐這段東海岸的火車路線，不但有字面上的幸福意涵，更有綺麗的
地理環境、豐富的自然生態與悠閒的生活意趣，集眾美於一身，是台灣最美麗
的火車線；對明朝歸有光而言，最美的地方或許是那庭中雜植蘭桂竹木，有小
鳥時來啄食，充滿情趣與回憶的項脊軒；而陶淵明面臨政治動亂、時代劇變，
無力改變只能消極抵抗，藉由文學發聲，以「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等描繪了
他心中最美的地方。
最美的地方可能是某處景點，坐落塵囂或遺世獨立，令人魂牽夢縈；可能
是溫暖的住家，提供你身體休憩或是心靈停泊；又或者如陶淵明筆下所言，最
美的地方不在人間，只存在於想像所及的虛構之地……。而你心目中最美的地
方是何處？那裡的景象如何？身在其中又有何感受？請以「最美的地方」為題，
寫一篇結構完整、語意完足的文章。記敘、抒情、議論皆可，文長 500 字以上。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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