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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一) 綜合測驗 
1. 下列文句「 」內字的讀音，何者正確？ 

(A)「閹」然媚世：ㄢ 
(B) 管「窺」蠡測：ㄍㄨㄟ 
(C) 浮光「躍」金：ㄧㄠˋ 
(D) 一「幢」房子：ㄔㄨㄤˊ 

2.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何者兩兩相同？ 
(A) 圖文並「ㄇㄠˋ」／國際「ㄇㄠˋ」易 
(B) 出「ㄑㄧˊ」制勝／莫名「ㄑㄧˊ」妙 
(C)「ㄅㄠˋ」怨連連／懷「ㄅㄠˋ」理想 
(D) 精神「ㄐㄩˇ」喪／含英「ㄐㄩˇ」華 

3. 下列文句「 」內的成語，何者不屬於可代換的近義詞？ 
(A) 先人們「篳路藍縷／滄海桑田」開拓台灣這片土地 
(B) 要多學習，增廣見聞，以免像「埳井之蛙／蕃籬之鷃」 
(C) 做任何事要有「鍥而不捨／跬步千里」的精神才能成功 
(D)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圓山園區一片「綠煙紅霧／柳綠桃紅」 

4. 下列文句中的「中」字，何者意義與其他三者不同？ 
(A) 木直「中」繩，輮以為輪 
(B)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C)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D)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5. 「心心在一藝，其藝必工。」(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下列選項中的疊字，其詞性組合與「心心」相同者為： 
(A) 己立立人 
(B) 親親仁民 
(C) 賢賢易色 
(D) 君君臣臣 

6. 閱讀下文，文章中「 」內應填入： 
  去年九月時，我正開始計畫作淡水河一年的水鳥觀察與拍照，辛普森船長來的正是時候，因

為他已經有十餘年的賞鳥經驗。 
  我們一進入關渡沼澤區，我就直接帶他走到水鳥群集的淺灘。這些水鳥剛剛從北方南下，我

想辛普森船長必然在日本見過，也急於看到牠們。 
  果然，他高興的叫嚷著，一一唸出每一種水鳥的名字，他說上個月在瀨戶內海時也遇到牠

們。我又想，這大概也算是「     」了，只是他遇見的是鳥朋友。 
(劉克襄〈隨鳥走天涯〉) 

(A) 他鄉遇故知 
(B) 或恐是同鄉 
(C) 獨在異鄉為異客 
(D) 人情懷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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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閱讀下文，推斷柳宗元所要告誡人們的是：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

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

已，至墜地死。                                                   (柳宗元〈蝜蝂傳〉) 
(A) 及時奮進，不可懈怠 
(B) 功成名就，雖死猶榮 
(C) 量力而為，不可貪求 
(D) 任重道遠，豈能貪生 

8. 依據前後文意，填入適當的語詞： 
甲、秋天是□□殉情的季節，它們把位置讓給明年早春的嫩芽(白家華〈兩行〉) 
乙、一朵山花／在一瓣瓣地□自己的臉(洛夫〈秋日偶興〉) 
(A) 菊花／削 
(B) 落葉／剝 
(C) 夏蟬／刻 
(D) 土蜢／劃 

9. 閱讀下文，根據前後文意，排出適當的順序： 
我自己十九歲的時候，父母之於我，大概就像城市裡的行道樹一樣吧？ 
甲、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 
乙、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 
丙、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 
丁、天空漂浮著的濛濛細灰，靜悄悄地下來 
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龍應台〈大江大海 1949〉) 
(A) 丙甲丁乙  (B) 甲乙丙丁 
(C) 丙丁甲乙  (D) 丁乙丙甲 

10. 下列「 」中的詞所表示時間的長短，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A)「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 
(B)「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 
(C)「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D)「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 

11. 下列「 」中的成語皆與植物有關，何者使用正確？ 
(A) 陽明山藍天下花紅草綠，處處「椿萱並茂」的景像，十分美麗 
(B) 過年到了，家家戶戶喜氣洋洋、「郁郁青青」，年味十足 
(C) 小林對女友總是「菽水承歡」，讓許多女生十分羨慕 
(D) 陳伯伯在「桑榆晚景」之年生活陷入困境，令人唏噓 

12.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與下列何者具有相同警惕之意？ 
(A) 火是木頭的考驗者，黃金是利刃的考驗者 
(B) 橫逆困窮是鍛鍊豪傑的爐錘，受其鍛鍊助益身心 
(C) 英雄並不比普通人有勇氣，只不過把勇氣多堅持五分鐘 
(D) 最困難的時候，也就是離成功不遠的時候 

13. 下列「 」中皆為古人生活中所用器物，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A) 將以實籩「豆」，奉祭祀 
(B) 飛羽「觴」而醉月 
(C) 沛公奉「卮」酒為壽 
(D) 急罰「盞」夜闌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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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神探狄仁傑找到一張可開啟通天門的密碼，內容如下，請問這組密碼數字依序是： 
花信之年 嘯聚梁山泊好漢 救人命勝造浮屠 紅樓金釵 瓜字初分 

(A) 16 108 7 8 16 
(B) 24 108 7 12 16 
(C) 18 72 7 10 18 
(D) 24 108 7 12 18 

15. 下列□處依序應填入何者？ 
甲、□者臨財不苟，□者出語不欺 

乙、常以□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莿棘少矣 

(A) 智／勇／忠 
(B) 誠／清／愛 
(C) 廉／信／恕 
(D) 智／愚／義 

16. 傳統工藝建築與某些成語有著趣味關聯，下列配對何者不正確？ 
(A) 古代建築技術－日月如梭 
(B) 古代治理運河－水到渠成 
(C) 古代軍事器械－強弩之末 
(D) 古代織錦技術－錦上添花 

17. 下列選項何者不屬於詩句中所言的節日？ 
「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張潮〈幽夢影〉) 
(A) 競渡齊登杉板船，布標懸處捷爭光。歸來落日斜檐下，笑指榕枝艾葉鮮 
(B) 二月江南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往往無煙火，不獨明朝為子推 
(C) 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 
(D) 煙霞微月澹長空，銀漢秋期萬古同。幾許歡情與離恨，年年並在此宵中 

18. 下列詩句所寫的人物應是： 
「一張用赤膽染紅的臉／早已流傳成千古的傳奇／即使長滿利齒的歷史／也嚼不爛他的忠心／所

以，他／受千千萬萬雙手，膜拜成佛。」                           (陳寧貴〈單刀赴會〉) 

(A) 岳飛 
(B) 張飛 
(C) 關雲長 
(D) 劉備 

19. 閱讀下文，選出與文中志工所言相互呼應的文句： 
  彰化高中師生志工團，連續 3 年帶濟助物資到非洲史瓦濟蘭，並從事社區服務，該國駐臺大

使桂布至該校表達感謝，學生志工回應：「我們得到的比付出的多，未來還要持續關懷」 
(聯合報新聞) 

(A) 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B)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C)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D)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20. 文學上有些與「方位」有關的詞，常有特殊涵義，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吾見「上下」交相賊：國君與人民 
(B) 予「左遷」九江郡：貶謫 
(C) 堪作「東床」之選：女婿 
(D)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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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篇章閱讀測驗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想要開發火星成為殖民地的念頭似乎很瘋狂，但是已經有一些科學家很認真地在研究。有人

說這顆紅色的星球可能是太陽系中唯一另一處人類永久殖民地可能存在的地方。這個星球一天有

24.6 小時，而四季的變化也和地球很類似，雖然氣溫冷多了，人類還是可以藉由科技的幫助在那

裡生活。非常重要的是，火星有充足的資源提供許多產業所需；至於食物，它是除了地球之外，

唯一一個可利用自然太陽光來做溫室農業的星球。 
支持殖民火星的科學家都相信，這個研究會提供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挑戰，給予人們更遠大的

目標，並鼓勵孩子們學習科學。當然，有許多人反對這種想法。有人辯稱殖民火星太過困難而且

太昂貴了，有人說，錢最好是花在無人太空船的太空探險，更有人說這些錢和精力應該要花在改

善地球、保護這個人類的家。                                                 (殖民火星)

21. 火星上的狀況和地球上很類似，除了下列何者之外？ 
(A) 一天的時數類似 
(B) 有季節的變化 
(C) 有溫和的氣溫 
(D) 陽光可以到達 

22. 有關研究殖民的火星，下列何種利益較為可能？ 
(A) 從事太空計畫的時候比較省錢 
(B) 在選擇想要居住之處時，給予人們另一個選擇 
(C) 挑戰人們對地球的信任 
(D) 鼓勵孩子學習和科學有關的東西 

23. 下列何者不是反對殖民火星的論點？ 
(A) 殖民火星價值不菲 
(B) 該在其他星系上努力，使它們成為適合居住的地方 
(C) 錢應該花在改善地球，使其成為人類的永久住所 
(D) 錢最好是花在無載人的太空探索計畫上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

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

得乎？」                                                            (韓非子〈說林上〉) 

24. 魯國人一家如果搬到越國，將無法施展才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越國人習慣披頭散髮，不戴帽子 
(B) 用縞布做的鞋子很容易就穿壞 
(C) 縞布是高級布料，越國人貧窮買不起 
(D) 越國有大批工匠，魯國人將搶不到生意 

25. 「子必窮矣」中的「窮」字，其意思與下列何者相同？ 
(A)「窮」兵黷武  (B) 黔驢技「窮」 
(C) 人「窮」志短  (D) 欲「窮」其林 

26. 以今日觀點，本文主要強調的是下列何者？ 
(A) 和氣生財的道理  
(B) 市場調查的重要性  
(C) 產品品質的精良與否，是拓展市場的首要條件  
(D) 經商必須先具備雄厚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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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你的臍帶，安置在 
聖簍內，機胴內， 
你是母親分出的一塊肉。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讓你知道雄偉的父親， 
一如我的名字有你驕傲的祖父， 
你孩子的名字也將連接你。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要永遠記得祖先的勇猛， 
像每一個獵首歸來的勇士， 
你的名字將有一橫黥面的印記。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要永遠謙卑的向祖先祈禱， 
像一座永不傾倒的大霸尖山， 
你的名字將見證泰雅的榮光。                             (瓦歷斯．諾幹〈給你一個名字〉) 

27.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讓你知道雄偉的父親，／一如我的名字有你驕傲的祖父，／你孩子的

名字也將連接你。」這段話意涵最接近下列何者？ 
(A) 飲水思源 
(B) 忠孝傳家 
(C) 薪火相傳 
(D) 慎終追遠 

28. 由「一如我的名字有你驕傲的祖父，／你孩子的名字也將連接你。」可知： 
(A) 泰雅族採父子聯名制 
(B) 泰雅族的姓氏是由祖先代代相傳 
(C) 泰雅族的歷史要薪火相傳 
(D) 泰雅族習俗是由家有初生兒之驕傲的祖父負責命名工作 

29. 「要永遠謙卑的向祖先祈禱，／像一座永不傾倒的大霸尖山，／你的名字將見證泰雅的榮光」是

勉勵孩子要： 
(A) 藏才隱智，任重道遠 
(B) 虛懷若谷，意志堅強 
(C) 謙以誡傲，淡泊名利 
(D)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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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

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

常，焉得登枝而損其本？爾曹其存之！」                                 (世說新語〈德行〉) 

30. 「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損其本？」此句話勉人如何？ 
(A) 人飢己飢，視民如傷 
(B) 飲水思源，莫忘根本 
(C) 居安思危，有備無患 
(D) 樂天知命，君子固窮 

31. 殷仲堪的生活態度，能作為為政者的學習榜樣。下列何者不包含在內？ 
(A) 克己奉公  (B) 正直清廉 
(C) 墨守成規  (D) 以身作則 

32. 有關本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殷仲堪生性質樸儉約 
(B) 勉人平日要能安於貧困 
(C) 安貧樂道是讀書人的基本修養 
(D) 居高位則作公孫布被之態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群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皆屬過而不問之秋矣。芙蕖則不然：自荷錢出水之

日，便為點綴綠波；及其莖葉既生，則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風既作飄颻之態，無風亦呈嬝娜

之姿。是我於花之未開，先享無窮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嬌姿欲滴，後先相繼，自夏徂秋，此則

在花為分內之事，在人為應得之資者也。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於主人矣；乃復蒂下生蓬，蓬中

結實，亭亭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葉並擎，不至白露為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 
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荷花之異馥，避暑而暑為之退，納涼而涼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則

蓮實與藕，皆並列盤餐，而互芬齒頰者也。 
只有霜中敗葉，零落難堪，似成棄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備經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無一

時一刻不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

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於此者乎？                                       (李漁〈芙蕖〉) 

33. 「群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皆屬過而不問之秋矣。」關於這句話的說明，下列

何者正確？ 
(A) 群花只在秋天開花 
(B) 群花開放之時，少有人探問 
(C) 群花只在花開的幾天之間，可供人欣賞 
(D) 當人們欣賞開放的群花時，就對芙蕖視而不見 

34. 「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於主人矣。」這句話的含義為何？ 
(A) 花因自己的凋謝，對主人感到愧疚 
(B) 花雖凋謝了，但已盡了本分，無愧於主人 
(C) 花凋謝得如此快，令主人感到意猶未盡 
(D) 花的凋謝，是對主人照顧不周的無言控訴 

35. 根據本文，作者認為芙蕖有何特色？ 
(A) 只宜遠觀，無實質用處 
(B) 可食可用，惟花朵不美 
(C) 既可欣賞，又具實用價值 
(D) 花蒂蓬實皆有用途，但枯葉毫無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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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 題 
學生想找出最好的方法可以把資訊放在他們長期的記憶中，他們想要在往後的測驗中仍能記住

這些資訊。學習資訊而且在想用時還能記得，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讀書時，應該先閱讀整篇課文，這可以提供你整體的概念，其中涵蓋各種觀念，而符合整體概

念的新資訊比零碎的事實更好記。你也能學得更快，只要你注意看標題、引言、重要字詞、摘要、

結論，以及其他任何有助於組織閱讀資料的要點，有組織的閱讀資料比較容易了解。 
當你讀完一整課之後，下一步就是研讀各章節，思考它們如何融入整體的概念。 
如果你要讀很多東西，不要想立刻就把整份工作做完。學習必須平均分散並做區隔，這樣比一

次讀一個半小時還要好。較短的研讀時間對字彙表及困難的資料都較有助益。在兩小時的研讀時段

中要學到最多，應該要讀不同的資料：半小時讀文法、十五分鐘背字彙、二十分鐘寫作，這樣的變

化有助於讓你保持興趣。 
在剛讀過或聽過某件新鮮事之後，忘得最快。你應該立刻複習才不會忘記，而且如果可能的

話，解釋給別人聽。當你複習及自我測驗這些資料內容時，你是主動的；主動學習勝過只是讀或

聽。如果你能花費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主動複習上，最後你將記得更多並且能節省時間。 
(學習的方法) 

36. 在前三段中，作者暗示在閱讀時重要的是： 
(A) 資訊比測驗重要  (B) 整體性的了解應先於細節的掌握 
(C) 倉促地下結論可以增加閱讀的速度 (D) 有組織的資料比零碎的事實難記 

37. 為了通過測驗，以下何者是學生必須有效去做的？ 
(A) 記住他們所學過的東西 (B) 了解記憶到底是什麼 
(C) 只要完成困難的部分 (D) 在整體概念中把內容分散 

3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作者用「主動學習」一詞表示只有讀和聽  
(B) 把你所讀過的教給別人，會幫助你更快把它忘掉  
(C) 在很長的學習時段中研讀不同類型的科目，會帶給你新鮮感 
(D) 根據分配的時間和科目的難度，常常改變你的學習模式是有害的 

二、寫作測驗 

※寫作說明：作答時，請從答案卷第一頁右邊第一行開始作答。 
※注意事項： 

1. 請用本國文字書寫。 
2. 請於答案卷上作答，如需擬草稿，請使用題本中之空白頁。 
3. 依試場規定：「作答時務必使用黑色墨水的筆，不得使用鉛筆。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

(帶)。如有書寫不清或汙損等情事，致電腦掃描後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者，其責任由考生

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作答方式： 

閱讀下列短文，請將短文給你的啟示，結合生活經驗，寫成一篇完整文章，文章不必訂題目。 
引導寫作 

生活，永遠是擷取省思的時刻。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很容易牽動內心的情思，情景如果

能夠交融，一步步的省悟與覺知，常可編綴出個人專屬的成長故事，這也常是文人創作的靈

感的來源。如果將場景聚焦在十字路口上的燈號標誌上，紅綠的變化常常左右著前行的腳步，無

法隨著既訂的節奏前進，有時遠看是綠燈，匆匆趕前卻瞬間轉紅；有時遠看是紅燈，到了跟前悠然

轉綠。雖然燈號的變化是規律的，對行人的影響也是短暫的，最終的結果都將是離開，各自朝向預

訂的目標。然而這一場場的微妙變化總好像人生中的步伐，快快慢慢總得按照著環境而隨時調整，

人生的景色也因為一場場的微調更有不預期的美感，但是得付出欣賞的情思。尋思至此，不禁也自

問：為什麼要為一次紅燈而焦慮不安，或為一次綠燈而興奮不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