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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測驗 
1. 「石簣數為余言」，句中「數」的字義與下列何者相同？ 

(A)「數」罟不入洿池 
(B) 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C) 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D) 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 

2.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錯別字？ 
(A) 由於頻繁的戰爭，許多人流離失所，過著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痛苦生活 
(B) 自從檢討公司的贏虧狀況後，公司的業績逐漸有起色 
(C) 博物館的內部陳設富麗堂皇，展品精妙絕倫，每天參觀人潮川流不息 
(D) 經過嚴格的訓練，戰士們能在接受命令後兩分鐘內就全付武裝準備戰鬥 

3. 字與字之間完全因為聲音的關係所構成的複詞稱為「衍聲複詞」。下列「 」內的詞，何者屬於「雙

聲衍聲複詞」？ 
(A) 姿態「窈窕」  (B) 出水「芙蓉」 
(C) 聰明「伶俐」  (D)「絡繹」不絕 

4. 下列「 」中字音，何者兩兩相同？ 
(A)「犖犖」大者／「煢煢」無依 
(B)「踉踉」蹌蹌／「琅琅」上口 
(C) 功虧一「簣」／振聾發「聵」 
(D)「鏤」骨銘心／衣衫襤「褸」 

5. 下列各句，何者沒有錯別字？ 
甲、獨佔驁頭  乙、連篇累牘  丙、鞭辟入理  丁、惹事生非  戊、誓在必行 
己、走頭無路  庚、淪肌浹髓  辛、枉自尊大 壬、蜂擁而至  癸、莫衷一是 
(A) 甲乙丙丁 
(B) 乙庚壬癸 
(C) 戊己庚辛 
(D) 丙己辛壬 

6. 下列文句中的「使」字，何者具有假設的涵義？ 
(A) 然好「使」酒，怒視人 
(B)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C)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D)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7. 下列成語選項何者可用來比喻「君子處亂世，仍不改其操守」？ 
甲、道遠知驥 乙、風雨雞鳴 丙、風樹之悲 丁、風木之思  戊、松筠之節 
(A) 甲、乙、戊 
(B) 甲、乙、丁 
(C) 丙、丁、戊 
(D) 乙、丙、丁 

8. 下列「 」中相同之字，何者詞性沒有改變？ 
(A)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B)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C)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 
(D)「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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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兩兩相同？ 
(A) 國家棟「ㄌㄧㄤˊ」／膏「ㄌㄧㄤˊ」子弟 
(B) 大相「ㄐㄧㄥˋ」庭／不「ㄐㄧㄥˋ」而走 
(C)「ㄒㄩㄣˋ」情枉法／「ㄒㄩㄣˋ」私舞弊 
(D)「ㄎㄢ」察地形／狼狽不「ㄎㄢ」 

10. 「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揚人惡，即是惡；疾之

甚，禍且作。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                          (摘錄〈弟子規〉) 
上段語意可以用下列哪一項成語代替？ 
(A) 禍福相倚  (B) 隱惡揚善 
(C) 陟罰臧否  (D) 韜光養晦 

11. 「我對『    』的表達方式很在意，很有信心。但這是可怪的，因為其實我並不覺得我已經把握到

其中的道理。通常我能夠隨意摘取一個意象或意象語，加以擴大，渲染，迅速定型，難免就喜歡。於

是我為它追尋外在的框架，以特定的主題範疇加以界定，並努力將那框架一一充實起來，使它左右前

後的意義，聲色都能呼應，甚至上下裡外也能呼應而無扞格抵觸。」『    』宜填入： 
(摘錄自楊牧〈那一個年代〉) 

(A) 攝影  (B) 小說 
(C) 散文  (D) 詩 

12. 「在她□□□□的經營下，這家生機飲食店建立起口碑，經常是高朋滿座」空格中的成語宜填入： 
(A) 苦盡甘來  (B) 苦心孤詣 
(C) 按圖索驥  (D) 別有用心 

13. 下列各組詞語□中的字，都是動物名稱，其中三種動物都列在十二生肖之中的是： 

(A) 吳□喘月／巴蛇吞□／□首是瞻 

(B) □尾春冰／味同□肋／呆若木□ 

(C) 招兵買□／牝□司晨／管中窺□ 

(D) □羆入夢／驢鳴□吠／兔死□悲 

14. 有關現代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現代詩又叫新詩，亦稱白話詩 
(B) 臺灣詩壇曾有「橫的移植」及「縱的繼承」二種主張；前者重視對西方詩風的學習，後者強調

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吸收 
(C) 最早提倡新詩寫作的人是徐志摩 
(D) 現代詩的分行不是以句為單位，而是以意思、情感、節奏為單位 

15. 有關並稱之作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曹操、曹丕、曹植並稱「三曹」，三人皆以辭賦見長 
(B)「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以駢文佳作齊名海內，且在唐詩試驗推進的階

段意義上功不可沒 
(C) 蘇洵、蘇軾、蘇轍並稱「三蘇」，以策論見長，並以古文名家 
(D)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並稱「三袁」，為公安派作家，以小品文見長 

16. 下列何句是推測的語氣？ 
(A)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 
(B) 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C)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D) 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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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評論不同的文藝作品或活動，有不同的用語。下列各組用語不完全適合者為： 
(A) 字字珠璣、錦心繡口、倚馬可待－「評論文學」 
(B) 銀鉤鐵畫、入木三分、龍飛鳳舞－「評論書法」 
(C) 能語善道、立論精宏、議論風生－「評論演講辯論」 
(D) 歌喉宛轉、陽春白雪、口若懸河－「評論音樂」 

18.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上文所運用到的修辭方法不包括下列哪一種？ 
(A)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B)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C)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D)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19. 下列有關「小說」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小說起源於神話傳說，先秦時代的山海經、穆天子傳則略具小說的雛形 
(B) 南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零星記事屬筆記小說 
(C) 唐代小說又稱「傳奇」，已具備完整的故事結構，如李娃傳、虯髯客傳等 
(D) 元代開始發展章回小說，最著名者有水滸傳、三國演義等 

20. 甲、韻文之祖 乙、我國最早詩歌總集 丙、名列十三經之一 丁、溫柔敦厚的表達方式 
從上列的資料可推知是哪本書籍？ 
(A) 尚書 (B) 詩經 (C) 禮記 (D) 論語 

21. 請依據下列名家的評論，推斷所指涉的作家依序應為何？ 
甲、多次參與台灣詩學論戰，引領台灣現代詩作古今鎔鑄、中西交會之發展，學養與才情兼備，詩聲

鏗鏘，為一代典型。 

乙、喜歡庶民題材，著筆於凡人凡事的細痕微處，「但凡人事皆可觀」堅持抓住人性作文章，題材多

為對土地親情的依戀、對城市的觀察，以及對社會的批判。 

丙、其散文亦秀亦豪，文字清麗多采，思慮流宕蜿蜒，耐人尋味，曾分別以筆名桑科、可叵寫作詼諧

調笑的戲謔、嘲諷散文。 

(A) 琦  君、張曉風、廖玉蕙 (B) 鄭愁予、廖輝英、王鼎鈞 
(C) 徐志摩、黃春明、簡  媜 (D) 余光中、阿  盛、張曉風 

22.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

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節錄朱熹 大學章句) 
由本段中可以判斷宋朝大儒程伊川先生認為做學問的入門應該是指： 
(A) 論語  (B) 孟子 
(C) 大學  (D) 中庸 

23. 閱讀下列的求職信，並推斷畫底線的詞語，何者使用錯誤？  
○○公司經理先生(甲)矜鑒： 
  (乙)敬啟者：近日於○○人力網站，得知(丙)貴公司徵求繪圖員一名，需大專畢業以上學歷，且

有一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求職人畢業於○○技術學院工業設計系，曾在○○公司擔任研發工作二

年，以學歷、經歷而言，均能符合所求，自信頗能勝任該項工作，因敢冒然應徵。如幸蒙 惠予面

談，不勝感禱。順問(丁)近祺 
                                            ○○○圖章(戊)敬啟 ○月○日 
 
(A) 甲、丙  (B) 乙、戊 
(C) 甲、丁  (D) 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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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章閱讀能力測驗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 
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 
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 
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 
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 
老僧四五人，逍遙蔭松柏。 
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 
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 
＊………… 
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 
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覿。           (〈藍田山石門精舍〉) 

24. 下列哪一個「信」的解釋與文中的「漾舟『信』歸風」相同？ 
(A「信手把筆，隨意亂書。」 
(B)「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 
(C)「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D)「此悉貞亮死節之士，願陛下親之信之。」 

25. 甲、山月映石壁  乙、瞑宿長林下  丙、澗風襲人衣  丁、焚香臥瑤席 
根據詩的格律與修辭，段落＊應填上的詩句排列依序應該為： 
(A) 甲乙丙丁 (B) 乙丙甲丁 (C) 乙丁丙甲 (D) 丁丙乙甲 

26. 關於此詩的風格和理趣推測作者應為： 
(A) 李商隱 (B) 王之渙 (C) 元稹 (D) 王維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8 題 
他們以重機械徹夜在外頭切割巨廈 

你徹夜被騷擾，卻始終沒有醒來。 

十層樓的破碎迷宮把你困在噩夢的夾層裡 

或者，你被牆上的相框壓成最後一張照片 

或者，你缺乏鐵質的大樓吞嚥，成為它 

糾纏的管線裡淤塞的血水 

所有的可能都已腐臭、發脹 

不再可能…… 

被挖掘開的馬賽克浴室，四處是你過期的呼吸 

被折疊起來的挑高客廳 

縮得小小那聲尖叫還在瓦礫中戰慄 

在挖掘不出來的驚懼裡 

翻倒的美景則緊摟著你孤單的屍骸， 

也許還有一個永被深埋的想法…… 
 

□□□、□□□、□□□、□□□、 
□□□、□□□、□□□、□□□…… 

死亡已治癒你們的傷痛與恐懼了嗎？ 

我們不然， 

整個島嶼還在收縮、抽痛、胡言亂語 

生命總一次又一次叫我們面面相覷： 

我們只是薄膚恆溫的凡人 

怎會遇上只有地球足以承擔的變動與損傷？            (摘錄自羅智成〈鎮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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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字裡行間大量出現的□□□，詩人所要表達的是： 
(A) 生還者 (B) 罹難者 (C) 眾神祇 (D) 先知者 

28. 詩人的眼光落在災難現場，悲憫於哪一項事件？ 
(A) 九一一事件  (B) 八掌溪事件 
(C) 莫拉克風災  (D) 九二一地震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9-30 題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

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緜緜，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

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

體周，淮南採汎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略也。 

29. 本段列舉孟荀以下十八家文章的特色，應該出自於下列哪一本書？ 
(A) 太平廣記 (B) 資治通鑑 (C) 文心雕龍 (D) 花間集 

30. 小雨：孟子和荀子的作品風格說理華美而詞藻典雅 
小華：如果要鍛鍊文情並茂，讓人容易明白，可以鬼谷子和尹文為師 
小紅：要學習譬喻和聯想力，可以多閱讀韓非和鄒衍的作品 
小山：呂氏春秋體制周備，內容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多論經世治國之道 
上列對於文章的解讀和理解，何者錯誤？ 
(A) 小雨 (B) 小華 (C) 小紅 (D) 小山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1-34 題 
辛丑秋八月吾父病瘧返里，寒索火，熱索冰，余諫不聽，竟轉傷寒，病勢日重。余侍奉湯藥，晝夜

不交睫者幾一月。吾婦芸娘亦大病，懨懨在床。心境惡劣，莫可名狀。吾父呼余囑之曰：「我病恐不起，

汝守數本書，終非餬口計，我托汝於盟弟蔣思齋，仍繼吾業可耳。」越日思齋來，即於榻前命拜為師。

未幾，得名醫徐觀蓮先生診治，父病漸痊。芸亦得徐力起床。而余則從此習幕矣。 
甲辰之春，余隨侍吾父於吳江明府幕中，與山陰章蘋江、武林章映牧、苕溪頤藹泉諸公同事，恭辦

南斗圩行宮，得第二次瞻仰天顏。一日，天將晚矣，忽動歸興。有辦差小快船，雙艫兩漿，於太湖飛棹

疾馳，吳俗呼為「出水轡頭」，轉瞬已至吳門橋。即跨鶴騰空，無比神爽。抵家，晚餐未熟也。 
(摘錄自 沈復〈浮生六記．浪遊記快〉) 

31. 「我病恐不起，汝守數本書，終非糊口計，我托汝於盟弟蔣思齋，仍繼吾業可耳。」句中「不起」不

可以與下列哪一項詞語替換？ 
(A) 殗殜 (B) 不祿 (C) 物化 (D) 仙遊 

32. 承上題，句中「汝守數本書」，下列何者是作者書架上不可能出現的書籍？ 
(A) 老殘遊記  (B) 日知錄 
(C) 詩品  (D) 涑水紀聞 

33. 下列詩句的描述何者最為接近作者起興乘艫的時節？ 
(A) 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麥苗風柳映堤。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B) 清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畫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偷開門戶又翻書。 
(C)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D) 去雁聲遙人語絕，誰家素機織新雪。秋山野客最醒時，百尺老松銜半月。 

34. 根據文意，下列敘述何項錯誤？ 
(A) 作者父親於病重臨危之際託付兒子給堂兄弟 
(B) 作者在病榻旁侍奉父親稱得上衣不解帶、夙興夜寐 
(C) 從父親病重到起興乘艫悠悠已過三年 
(D)「吾婦芸娘亦大病」句中吾婦指的是作者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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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回答第 35-36 題 
方文山作詞的「青花瓷」裡，青花瓷是中國古典女子的化身，清麗典雅、完美無瑕。青花瓷的「完

美」得來不易，明朝洪武至成化年間，景德鎮官窯生產的瓷器必得經過瓷官細細檢視，稍有瑕疵便當場敲

破、埋入土中。因此送到皇帝眼前的瓷器是「百中選一」、精品中的精品。  
1980 年代，這些埋藏在「瓷器墳場」裡的千年幽魂挖掘出土，上億片的瓷器碎片，送到景德鎮市文化

局，等待受過訓練的研究員重新拼湊。拼好的成品經過修復，歷史價值高者便會到送到「龍珠閣」博物館

陳列。  
景德鎮以四大名瓷著稱於世─青花、粉彩、玲瓏、顏色釉。青花瓷尤其名號響亮，還把景德鎮帶進世界地

圖。  
創於唐代的青花瓷，元代因為加入新材料高嶺土，技藝達於成熟，高嶺土的發現地即是景德鎮旁的高嶺

村，景德鎮青花瓷至此成為中國瓷器的主流。明代鄭和七下西洋，大量青花瓷隨「寶船」遠走四方、揚名四

海。  
一般咸認，「瓷」在此時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兩者的英文都是「CHINA」。景德鎮原名「昌南」，

發音近似 China，景德鎮人深信，正因景德鎮青花瓷大量流傳到海外，才使得瓷(China)成為中國的代名

詞。  
18、19 世紀，擁有一件「白如□、薄如□、聲如□、明如□」的景德鎮瓷器，是許多歐洲貴族的夢

想，景德鎮成為歐洲人心中「美好中國」的象徵。當時模仿青花瓷最成功的山寨版代表─荷蘭台夫特，被

稱為「歐洲景德鎮」。 
(陳宛茜：聯合報 2009.8.〈千年青花瓷—尋回被遺忘的美麗〉) 

35. 根據文意，下列敘述何項錯誤？ 
(A) 元代在材質和技藝方面突破創新讓青花瓷愈臻完善 
(B) 元代的蒙古大軍遠征歐洲讓青花瓷廣為世界所知 
(C) 瓷和中國的連結關係可以推論青花瓷在當時舉世聞名 
(D) 青花瓷的名氣在景德鎮四大名瓷中首屈一指 

36. 「白如□、薄如□、聲如□、明如□的景德鎮瓷器」缺空依序宜填入： 
(A) 彤、絹、鐘、晷  
(B) 脂、緇、鐺、井 
(C) 霜、絲、簫、燈 
(D) 玉、紙、磬、鏡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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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回答第 37-38 題 
名字的漢字書寫，使學齡的兒童學習了「不可抖」的慎重，學習了「不可歪」的端正，學習了自己

做為自己「不可取代」的自信。那時候忽然想起名字叫「丁一」的人，不知道他在兒時書寫自己的名

字，是否也有困擾，因為少到只有一根線，那是多麼困難的書寫；少到只有一根線，沒有可以遺忘的筆

畫。  

長大以後寫書法，最不敢寫的字是「上」、「大」、「人」。因為筆畫簡單，不能有一點苟且，要從頭慎

重端正到底。現在知道書法最難的字可能是「一」。弘一的「一」，簡單、安靜、素樸，極簡到回來安分

做「一」，是漢字書法美學最深的領悟吧！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忘了兒童時書寫名字的慎重端正，一絲不苟。  

隨著年齡增長，隨著簽寫自己的名字次數越來越多，越來越熟練，線條熟極而流滑。別人看到讚美

說：你的簽名好漂亮。但是自己忽然醒悟，原來距離兒童最初書寫的謹慎、謙虛、端正，已經太遠了。  

父親一直不鼓勵我寫「行」寫「草」，強調應該先打好「□□」基礎。我覺得他太迂腐保守。但是他

自己一生寫端正的柳公權〈玄祕塔〉，我看到還是肅然起敬。也許父親堅持的「端正」，就是童年那最初

書寫自己名字時的慎重吧！  

簽名簽得太多，簽得太流熟，其實是會心虛的。每次簽名流熟到了自己心虛的時候，回家就想靜

坐，從水注裡舀一小勺水，看水在赭紅硯石上滋潤散開，離開溪水很久很久的石頭彷彿忽然喚起了在河

床裡的記憶，被溪水滋潤的記憶。  

…… 
那是漢字書寫嗎？或者，是我與自己相處最真實的一種儀式。許多年來，漢字書寫，對於我，像一

種修行。  

我希望能像古代洞窟裡抄寫經文的人，可以把一部《法華經》一字一字寫好，像最初寫自己的名字

一樣慎重端正。 

(蔣勳：聯合報 2009.8.「上大人－最初最美的書寫」) 

37. 下列敘述何項是正確的？ 
(A) 作者對於簽寫自己的名字熟練而線條優美感到志得意滿 
(B) 孩提時對於姓名筆畫多少並無概念 
(C) 上等的墨必須親自選定硯台方能相得益彰 
(D) 在作者心中隱然期待回到初學寫字的慎重與認真 

38. 父親一直不鼓勵我寫「行」寫「草」，強調應該先打好「□□」基礎。缺空宜填入： 
(A) 秦篆  (B) 漢隸 
(C) 唐楷  (D) 瘦金 

三、寫作測驗 
※ 寫作說明： 

(一)「寫作測驗作答區」為正反兩頁，採「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直式書寫。 
(二)「寫作測驗作答區」請用黑色墨水的筆(建議筆尖粗約 0.5mm~0.7mm)書寫，不得使用鉛筆，更正

時，可使用修正液(帶)，字跡務求清晰，如有用筆不符規定以致電腦掃瞄後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

者，責任由考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三) 凡於「寫作測驗作答區」顯示自己身分或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者，依「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

辦法」處理。 

題意引導寫作 

義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過去的，其實沒有過去，國

民政府遷台邁入整整一甲子，這六十年我們看到台灣在各個層面，諸如：社會、經濟、環保、教育、媒

體、資訊、外籍人力的加入等由壓抑、逐漸蛻變、轉型。在你的生活世界，你看到了台灣改變了什麼

嗎？ 

請以「看見台灣的改變」為題，刻畫台灣不同的姿態，也給予台灣現象關於你的解讀與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