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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一) 綜合測驗 
1. 下列各組「 」內的讀音，完全相同的是：  

(A)「朔」日／「溯」游  
(B) 高「亢」／頡「頏」 
(C)「延」長／垂「涎」 
(D)「聶」政／「躡」足 

2. 下列選項「 」內字形，相同的是： 
(A) 疏「ㄐㄩㄣˋ」河道的工程已如期「ㄐㄩㄣˋ」工 
(B) 向來「ㄉㄨㄛˋ ㄉㄨㄛˋ」逼人的班長在聯考失意後變成書空「ㄉㄨㄛˋ ㄉㄨㄛˋ」 
(C) 大學畢業生將以「ㄓㄢˇ」新的心情，迎接「ㄓㄢˇ」翅高飛的新生活 
(D) 我和他是時裝雜誌社的同「ㄉㄠˋ」，深知他對流行趨勢有獨「ㄉㄠˋ」見解 

3. 下列選項「 」內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A) 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故」人西辭黃鶴樓 
(B) 東西一「舍」／「舍」生取義 
(C) 施從良人之所「之」／驅而「之」薛 
(D) 枝葉茂「盛」／西湖最「盛」，為春為月 

4. 下列成語何者是同義詞？ 
(A) 目光如豆／高瞻遠矚 
(B) 不遺餘力／全力以赴 
(C) 遊人如織／門可羅雀 
(D) 唾手可得／緣木求魚 

5. 九月初，統領百貨 11 樓新開張了一家誠品書局，不少名人紛送匾額；但眾多賀詞中有一則 
不適合，請幫忙挑出： 
(A) 春秋之筆  (B) 琳瑯滿目 
(C) 斯文所賴  (D) 名山事業 

6. 元代散曲名家馬致遠在《落梅風 遠浦歸帆》提到：「斷橋頭賣魚人散」，其中「斷橋」位於杭

州西湖白堤東頭的第一橋；請問傳說中哪個愛情故事的男女主角首次相會，恰在此橋？ 
(A) 牛郎與織女 
(B) 董永與七仙女 
(C) 許仙與白蛇 
(D) 呂布與貂蟬 

7. 下列文句，何者不屬於激問？ 
(A)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 
(B) 嘻，善哉！技何至此乎 
(C) 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D) 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邪 

8. 麵包出爐僅十分鐘，吳寶春的徒弟立刻在門口貼一張啟事：「本店的荔枝麵包已售罄，讓顧客撲

空，請見諒」，其中「見」字的意義與下列何者相同？ 
(A) 相「見」時難別亦難 
(B) 高祖發怒，「見」於辭色 
(C)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章 
(D) 郎中問：閣下造訪有何「見」教？康熙說：因我得一怪病，渾身發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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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短文中劃線處，呈現出父親的哪種特質？ 
「那個瘦小父親沉默而堅定，讓人感覺他是凡事一肩擔，一聲令下，就敢往機槍砲硝交織的火網

裡衝闖的那種人。而那兩個傻兒子，臉上永遠書寫著不變的情節……。」(石德華〈月餅禮盒〉) 
(A) 堅毅盡責  (B) 誠信重諾 
(C) 忠貞不渝  (D) 明快矯捷 

10. 閱讀下文，推斷下列選項中的語詞，何者最適合形容所述的心情？ 
「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A) 酒澆壘塊 
(B) 反璞歸真 
(C) 陶醉忘返 
(D) 渾然天成 

11. 關於景物的描寫，有動態亦有靜態。下列各組文句何者不含有動態的描寫？ 
(A)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B) 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C) 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 
(D) 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12. 關於詩文名句的出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語出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B)「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語出曹丕〈典論．論文〉 
(C)「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語出顏之推〈訓儉示康〉 
(D)「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語出李煜〈水調歌頭〉 

13. 閱讀下文，推斷文中蘊含的情感與下列何者相近？ 
范仲淹〈岳陽樓記〉：「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A) 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李白〈長干行〉) 
(B)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李清照〈一剪梅〉) 
(C) 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王維〈送別〉) 
(D)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蘇轍〈黃州快哉亭記〉) 

14. 下列何者是運用「味覺」描寫景物？ 
(A) 那片漂浮的濁白，像滲在泡沫裡的乳酪；而整條河面則是無可加深的墨魚 
(B) 山裏的霧氣像初泡的烏龍，帶著一絲甘醇，無聲無息地滲入人的每吋肌膚 
(C) 風裏帶來些新翻泥土的氣息，混著青草味，還有各種花香，都在微微溼潤的空氣醞釀 
(D) 真冷囉，那時北京也是八度，冷到頸都沒囉……她縮著脖子行走在頤和園 

15. 李清照〈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東

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關於這首作品內容的敘

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前三句，作者選擇重陽節不登高，待在家，不時去看香爐裡的香料燃燒多少，表現出她度

日如年的心情 
(B) 上片，作者描述夜裡失眠的情狀，不只身體有寒意，內心也感到淒涼 
(C) 作者以《醉花陰》為題目，雖沒直接寫離別，但細膩描繪出不堪離別之苦的少婦形象 
(D) 下片，「簾捲西風」運用倒裝修辭，「人比黃花瘦」表達出主角憔悴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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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請依據「文章風格」判斷以下作品缺空處最適切的語詞： 
甲、我想我一定潛入那女子的意識纖維，跟隨她浮沉於那一筆□□□□的情債裡，浮的時候以為

熬出頭了，沉的時候如在煉獄。           (簡媜〈雪夜．無盡的閱讀〉) 
乙、一定是先有千千百百個人在做一板一眼、□□□□的事情，細心固執連半截螺絲釘上的紋路

都不放過，然後才可能會有所謂悠閒的瑞士生活。        (龍應台〈人在歐洲〉) 
(A) 千瘡百孔／一絲不苟 (B) 鶼鰈情深／一視同仁 
(C) 高潮迭起／一應俱全 (D) 濃情密意／一勞永逸 

17. 下列各回目，依序屬於哪一部小說？ 
甲、受女辱潛逃黑齒邦 觀民風聯步小人國 

乙、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丙、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丁、袁紹磐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A) 金瓶梅、水滸傳、西廂記、三國演義 
(B) 西遊記、鏡花緣、聊齋誌異、三國志 
(C) 鏡花緣、儒林外史、紅樓夢、三國演義 
(D) 水滸傳、儒林外史、聊齋誌異、三國志 

18. 下列各句遣詞用字何者最恰當，沒有語病或用詞不當的情形？ 
(A) 他的鄰居已遷居加州，他固定每年一次赴美西省親探望鄰居 
(B) 他知道自己在尾牙抽獎活動中抽到首獎，興奮得死去活來 
(C) 陳議長：「很高興今天能夠光臨貴校，這是本人從政二十年來首度在學校對學生演講。」 
(D) 獲知凡那比颱風的慘況，119 的隊長立即發揮解民倒懸的行動，投入賑災工作 

19. 下列文句「 」內的語詞，何者使用正確？ 
(A) 教師節，謝老師的學生發簡訊祝她「政躬康泰」 
(B) 陳樹菊把儲蓄一一捐贈給弱勢團體，她的善行令我們「自取其咎」 
(C) 三軍將士個個強壯威武，不愧是「國之干城」 
(D) 對手太弱，我們只能「俯首稱臣」 

(二) 篇章閱讀測驗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0-21 題 
父親說：「你們愛吃花生嗎？」 
我們爭著答應：「愛！」 
父親說：「誰能把花生的好處說出來？」 
姐姐說：「花生的味美。」 
哥哥說：「花生可以榨油。」 
我說：「花生的價錢便宜，誰都可以買來吃，都喜歡吃。這就是它的好處。」 
父親說：「花生的好處很多，有一樣最可貴：它的果實埋在地裡，不像桃子、石榴、蘋果那樣，把鮮紅

嫩綠的果實掛在枝頭上，使人一見就生愛慕之心。你們看它矮矮地長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

不能立刻分辨出來它有沒有果實，必須挖出來才知道。」 
我們都說是，母親也點點頭。 
父親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沒有實用的東

西。」 
我說：「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 
父親說：「對，這是我對你們的希望。」 
我們談到夜深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親的話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許地山〈落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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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中的父親希望子女「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是希望孩子具有什麼品德？ 
(A) 明哲保身，不引起爭議 
(B) 深思熟慮，規畫人生 
(C) 韜光養晦，不虎皮羊質 
(D) 重諾守信，待人誠懇 

21. 作者以花生喻人，下列哪個文句也使用譬喻的修辭？ 
(A) 遇到多風的下午，野櫻依然搖擺細枝，那樣落拓地讓葉子一片一片跌到土地上，似乎是沒

有一絲怨尤的 
(B) 蟬聲是一陣襲人的浪，不小心掉進小孩子的心湖 

(C) 仙人掌住在沙漠裡／沙漠水不多／只好伸出很多手／向四面八方說／給我水喝 
(D)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愛／卻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無法抵擋這股

想念／卻還得故意裝作絲毫沒有把你放在心裡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2-23 題 
中國父親對子女的觀心愛護方式，有時候顯得升硬草率，不夠合暖溫柔。他們習慣把熱愛貯放在冰

箱裡，固化為威嚴，倘若忘記插電時，則液化為寵蹤。因此，子女要和父親建立互愛的情感交流，

必須經過長期的解凍。 
                                                              (改編自莊因〈箱中日月〉) 

22. 這一篇短文裡，有幾個錯別字？ 
(A) 二個 (B) 三個 (C) 四個 (D) 五個 

23. 「他們習慣把熱愛貯放在冰箱裡，固化為威嚴」這個句子傳達的意涵是： 
(A) 傳統父親愛孩子，卻嚴肅與孩子互動少 
(B) 孩子是父親一輩子的甜蜜負荷 
(C) 中國父親望子成龍，慈威並濟 
(D) 言行不一的父親，令人難以捉摸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九月或十月，華爾騰湖是森林一面十全十美的明鏡。…… 
    空中的精靈也逃不過這一片大水，它經常從上空接受新的生命和新的動作。湖是大地和天空之

間的媒介，水被風吹出漣漪，我可以從一線或一片閃光上看到風從那裏吹過去。…… 
    划槳到了那地方，我才驚奇地發現自己已給億萬的小鱸魚圍住，都只五英吋長，綠水中有了華

麗的銅色，牠們在那裡嬉戲，經常躍到水面，給水面帶來一些小小水渦，有時還留下一些小小水

泡。在這樣透明的、似乎無底的、反映了雲彩的水中，我好像坐了輕氣球飄浮在空中，鱸魚游泳多

麼像在盤旋、飛翔，彷彿牠們成了一群飛鳥，……                         (梭羅〈華爾騰湖〉) 

24. 請問本文題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B)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C)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D)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25. 「在這樣透明的、似乎無底的、反映了雲彩的水中，我好像坐了輕氣球飄浮在空中。」所呈現人

和自然的狀態與下列選項描寫，何者最貼近？ 
(A) 一沙一世界 
(B) 開瓊筵以坐花 
(C) 飄飄乎如馮虛御風 
(D) 周覽四海名山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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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國籍的梭羅在《華爾騰湖》中的寫作題材，類似唐代詩人中的何者？ 
(A) 李白 
(B) 王維 
(C) 杜甫 
(D) 白居易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 

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 

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 

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王昌齡〈塞下曲〉) 

27. 〈塞下曲〉以「曲」為題名，共八句；請判別這首〈塞下曲〉的文體為： 
(A) 樂府詩 
(B) 楚辭體  
(C) 律詩 
(D) 古體詩 

28. 本詩作者王昌齡為「邊塞派」詩人，若教育部著手重新彙整網路版〈唐詩三百首〉，整首詩中哪

一個意象最不具有邊塞風格，不適合列為網路搜尋此詩的關鍵字？ 
(A) 臨洮 
(B) 秋水 
(C) 平沙 
(D) 長城 

29. 本詩隱含的主旨是： 
(A) 反對賦稅 
(B) 抗議貪污  
(C) 反對戰爭 
(D) 歌頌戰爭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註一)，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

陌，人道寄奴(註二)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註三)，贏得倉

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註四)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註一：舞榭歌台：歌舞的亭台。   

註二：南朝宋武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   

註三：漢霍去病勝匈奴，封狼居胥山，後世因以封狼居胥為驅逐胡虜之意。  

註四：佛貍，北魏太武帝之小名，他擊敗王玄謨的北伐軍隊後，率兵直追到長江北岸的瓜步山，在山上建行宮，即後來 

   的佛貍祠 

30. 依據上文，「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這段話是慨歎： 
(A) 國勢動盪，英雄不安 
(B) 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C)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D) 朝代易主，江山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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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依據上文，「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從這句話可想見： 
(A) 佛貍仍享用中原臣民之祭祀，令人不堪回首 
(B) 佛貍祠前，隨處都可聽見烏鴉和鑼鼓之聲 
(C) 佛貍祠前的百姓仍喜歡聽著鴉叫和鼓聲，叫人不忍聽聞 
(D) 戰後一片淒涼景象 

32. 依據上文，「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辛棄疾此三句之意為何？ 
(A) 自嘆年老一事無成 
(B) 為廉頗打抱不平 
(C) 感傷時事 
(D) 頗有求自試之意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4 題 
    山巔之月／矜持坐姿／擁懷天地的人／有簡單的寂寞／而今夜又是／花月滿眼／從太魯閣的

風檐／展角看去／雪花合歡在稜線／花蓮立霧于溪口／谷圈雲壤如初耕的園圃／坐看峰巒盡是花

／則整列的中央山脈／是粗枝大葉的    

(鄭愁予〈寂寞的人坐著看花－東台灣小品之一〉)

33. 本詩透露對生命的體悟，下列詩句最能表現此種意味的是： 
(A) 擁懷天地的人／有簡單的寂寞 
(B) 雪花合歡在稜線／花蓮立霧于溪口 
(C) 整列的中央山脈／是粗枝大葉的 
(D) 山巔之月／矜持坐姿 

34. 本詩用字凝鍊，餘韻無窮，全詩的主旨是： 
(A) 山脈之美 
(B) 河川之美 
(C) 鄉土之美 
(D) 物產之美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5-36 題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捲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

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註一)？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

望，射天狼。                                                 (蘇軾〈江城子 密州□□〉) 
註一：漢文帝時雲中太守魏尚抗匈奴有功，但因罪削職。後來文帝聽勸，派馮唐赦免魏尚，繼續留他當雲中太守。 

35. 詞牌〈江城子〉下有一個小題目「密州□□」，概覽整首詞之後，請判斷□□中最適宜填入的語

詞是： 
(A) 登高 
(B) 出遊 
(C) 出草 
(D) 出獵 

36. 以「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捲平岡」、「酒酣胸膽尚開張，鬢

微霜，又何妨」等句來看，說明作者當下的心情是： 
(A) 悲悽 
(B) 豪邁 
(C) 憤怒 
(D) 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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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回答第 37-38 題 
星空有其誠信，總在那裡，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我們多數時候感覺不到，因為我們用

都市的光害和大氣的汙染把自己的眼給遮蔽了。古人體察日昇月恆，得出宇宙規律，寫入教科書

中，我們今天卻只能從教科書中去認識星空，渾然不知只要我們跨出門去，走向山間水邊，就是

滿天的星光燦爛！ 

希望您能從「全球天文年」開始，常走出戶外，來到星空之下，以蒼天為帳，大地為床，享

受宇宙星空帶來的感動！好些人看著宇宙的天長地久，發願要好好地活在「當下」，把握「現

在」；不過我們要提供您一個不同的角度：「當下」是什麼意思？「現在」又如何定義？  

我們白天裡抬頭看到的太陽，其實是八分多鐘以前的太陽，因為光從太陽來要走上八分多鐘

才會到達地球，所以我們看到的，不是「現在」的太陽，而是「以前」的太陽。如果太陽現在爆

炸了，我們要到八分鐘以後才會知道，不過那時候即使知道也沒什麼差別了！… 

人類的壽命相較於宇宙年歲，有如白駒過隙，曾不能以一瞬；人類生活的空間，也不過是地

表以上薄薄數公里的一層，相較於整個地球，就好像把個籃球扔到水裡再撈起來，籃球表面所沾

附的那一層水的厚度，大約也就是蘋果那層果皮的厚薄…。 

(孫維新〈天長地久和活在當下〉)

37. 「我們今天卻只能從教科書中去認識星空，渾然不知只要我們跨出門去，走向山間水邊，就是滿

天的星光燦爛！」作者此言的意思與下列敘述何者相近？ 
(A)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B)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C)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D)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38. 作者文末所發出的感慨：「人類的壽命相較於宇宙年歲，有如白駒過隙，曾不能以一瞬」和下列

何者相類似？ 
(A)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B)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C)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D)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二、寫作測驗 

〈甲、方仲永〉 

方仲永五歲就能寫詩，旁人當場出題也能立刻完成，詩的文采、義理皆令人激賞。同鄉的人感

到驚奇，有人就以賓客之禮招待他的父親，或拿錢求取他的詩。仲永的父親貪圖利益，放棄讓方仲

永上學讀書，每天帶著孩子拜訪縣裏的名流、大官。他長大後，作詩的才能慢慢消失，漸漸成為普

通人。 

〈乙、李賀〉 

中唐的李賀六、七歲時，就能吟詩作對。當時著名的文學家韓愈十分讚賞他的詩文，親至李家

去見李賀，並讓他以自己來訪為題，即席寫一首詩。李賀立即揮筆寫成一篇古體詩《高軒過》。韓

愈一看，見全詩流暢自然，極具文采。韓愈十分欣賞李賀的才華，便徵得李父的同意，帶他回家，

親自教他寫詩作文。李賀有名師指點，才學突飛猛進，自己也自動自發閱讀、創作，長大後成為著

名的詩人。 

請以下列方式，完成一篇文章： 
(1) 第一段請用「方仲永小時候…，長大後…。李賀小時候…，長大後…。」的形式，扣緊兩位神

童在人生發展上的同異，扼要說明。 
(2) 第二段以後，請就第一段的說明，深入探討兩位神童人生之所以發展不同的原因，並發表自己

的看法與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