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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選項「」內的文字，何者兩兩相同？

(A) 不「ㄔˇ」下問 ／ 令人不「ㄔˇ」 
(B)「ㄍㄨˋ」步自封 ／ 擇善「ㄍㄨˋ」執 
(C) 詰「ㄑㄩ」聱牙 ／ 卑躬「ㄑㄩ」膝 
(D) 頭童齒「ㄏㄨㄛˋ」／ 胸有丘「ㄏㄨㄛˋ」 

  
2. 下列選項「」內的文字，字義與讀音的敘述，何者錯誤？

(A)「號」當哭叫義時，應讀為ㄏㄠˊ (B)「勞」當慰勉義時，應讀為ㄌㄠˋ 
(C)「扁」當狹小義時，應讀為ㄆㄧㄢ (D)「屏」當排除義時，應讀為ㄆㄧㄥˊ 

  
3. 下列選項「」內的讀音，何者不同？  

(A) 黜「陟」／ 胼「胝」 (B)「庇」佑 ／「詖」辭 
(C)「羸」弱 ／「縲」紲 (D) 花「萼」／ 羈「軛」 

  
4. 關於「馬」的字形演變，從甲骨文到楷書的發展順序，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B)  

(C)  (D)  
  
5. 下列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A) 他記取前車之鑑、再接再厲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B) 他一番發人深醒的言論，實在有著發聾震聵的效果 
(C) 拿到獎學金後，他馬上興高彩烈的去配了一付眼鏡 
(D) 在不景氣的年代，年青人更應該發奮圖強才能成功 

  
6. 下列選項「」內的語詞，何者經替代後語意不變？ 

(A) 身為醫護從業人員，除了精湛的技術外，更應具備「悲天憫人」的情操 ／ 惺惺相惜 
(B) 這個歹徒連續作姦犯科，終於被處以極刑，真是「罪有應得」／ 罪魁禍首 
(C) 由於經濟不景氣，所以他懷著「臨深履薄」的心情，希望能保住工作，不被裁員 ／ 戰戰兢兢

(D) 富裕的社會，安逸的生活，易使人「沉迷」於追逐物質聲色的罪惡深淵 ／ 沈澱 
  
7. 下列選項「」內的成語，何者使用不恰當？  

(A) 考量國家利益，重視人民福祉，而不斤斤計較於意氣之爭，這種「別有用心」的執政者可將國家帶向坦途

(B) 任何指控，有憑有據自是鐵證如山，「無的放矢」只是從意識形態及想像中捕風捉影而已 

 
(C) 很多人把無禮當作性格，把邋遢當作時尚。其實，不注意衣著，「蓬頭垢面」，不修邊幅，

不是豪邁，而是不尊重別人的表現 

 
(D) 追求完美是賈伯斯帶領蘋果「念茲在茲」的管理原則，全體員工在他看似不切實際的夢想領導

下，完成一件件不可能的任務  
  
8. 下列選項「」內的成語，何者不是源自於事件或神話寓言？  

(A) 人如果能知足，真可以傲視王侯，雖「簞食瓢飲」，也富可敵國 ( 思果〈幸福何在〉)  
(B) 春夏秋冬，四時之氣，「周行不息」，而後歲歲年年，人道賴以永存 ( 唐君毅〈說青年之人生〉) 
(C) 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 ( 孫文〈心理建設自序〉)  
(D) 自我「初識之無」以迄於今，將近半個世紀，讀過的書為數究有多少，從來未有統計 ( 莊因〈詩情與俠骨〉) 

 

9. 下列選項「」內的成語運用，何者錯誤？  
(A) 那個落網的殺人犯總是「頭角崢嶸」，橫眉豎目地令人不寒而慄 
(B) 由於優異的表現，如今林書豪的地位已不可與過去「同日而語」 
(C) 一個人若能虛心求教，「從善如流」，通常就離成功的路不遠了 
(D) 這次的考題實在太難，他即使「絞盡腦汁」，還是想不出答案來 

  
10. 江盈科〈催科〉：「為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對於「科」字的解釋，

下列何者正確？  
(A) 科舉考試 (B) 科技發展 (C) 科學實驗 (D) 科稅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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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選項中的「如」字，何者作「往」的意思解釋？ 
(A)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論語‧述而》)  
(B)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 蘇軾〈前赤壁賦〉)  
(C) 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 ( 劉鶚《老殘遊記‧明湖居聽書》)  
(D)「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 ( 司馬光《資治通鑑‧赤壁之戰》)  

  
12. 下列選項「」中的字義解釋，何者錯誤？  

 
(A)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第一個「物」是「享用祭物」，第二個「物」是「祭物」

(《 左傳‧宮之奇諫假道 》)  

 
(B)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第一個「效」是「任務」，第二個

「效」是「成功」( 諸葛亮〈出師表〉)  

 
(C)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第一個「師」是「老師」，第二個

「師」是「學習」( 韓愈〈師說〉)  

 
(D)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第一個「學」是「學問」，第二個「學」是

「學習」(《 孟子‧滕文公上 》)  
  

13.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豈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

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 詩經‧伯兮 》)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A)「朅」意指英武雄壯 (B)「杲杲」意指黑暗 
(C) 為婦人思念遠征丈夫之詩 (D)「諼草」俗稱忘憂草 

  
14. 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請問作者的人生態度與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A)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B)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C) 身似行雲常自在，心如流水任東西 (D)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15.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說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

『向三賢孰勝？』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

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世說新語》)
依據上文，子敬被謝安推為最勝的原因為何？  
(A) 言笑自若 (B) 言寡而實 (C) 言方行圓 (D) 言聽計從 

  
16. 「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良久漸暗，尚熱不可近。

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

 (《天工開物‧隕石》 )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記載隕石的溫度、重量 (B) 記載隕石的形狀、色澤 
(C) 記載隕石墜地後的撞擊凹洞 (D) 記載隕石墜地時的撞擊聲音 

  
17. 「這裏的水，多、清、靜、柔。在園裏信步，但見這裏一泓深潭，那裏一條小渠。橋下有河，亭

中有井，路邊有溪。石間細流脈脈，如線如縷；林中碧波閃閃，如錦如緞。這些水都來自『難老

泉』，泉上有亭，亭上懸掛著清代著名學者傅山寫的『難老泉』三個字。」( 梁衡《晋祠》)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開端用四個單字來形容泉水，語意簡潔 (B) 文中說明難老泉處處水淺，可清澈見底 
(C) 文中描述泉水碧波，如錦緞般光彩奪目 (D) 採排比兼明喻手法，以展示難老泉之美 

  
18. 「它 ( 楊柳 ) 長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長得高，越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柳，條條不忘記根本，常常

俯首顧著下面，時時藉了春風之力，向處在泥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親吻。」( 豐子愷〈楊柳〉)  
上文的象徵意義，最接近下列何者？  
(A) 樹高千丈，平步青雲 (B)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C) 受人點滴，湧泉以報 (D)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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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寒蟬淒切，對長亭晚，驟雨初歇。都門帳飲無緒，方留戀處，蘭舟摧發。執手相看淚眼，竟無語凝噎。」

(  柳永〈雨霖鈴〉)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能顯示作者運用語文的矛盾張力以渲染離別之痛？  

(A) 寒蟬 − 長亭 (B) 淒切 − 驟雨 (C) 都門 − 蘭舟 (D) 摧發 − 凝噎 
  

20. 「行欲至宛市，定伯便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索下，不復聽之。徑之宛市中，

下著地，化為一羊，便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    ( 曹丕〈宋定伯〉)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可見定伯肩上的鬼怪既緊張又害怕 (B) 反映定伯對於鬼怪抱持敬畏之心 
(C) 鬼怪神通廣大，能擺脫定伯的束縛 (D) 害人的鬼怪最後得錢一千五百 

  
21.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利斷金。同心之言，其臭如蘭。」 

(《 易經．繫辭上 》)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有志一同，可互蒙利益；臭味相投，則言不由衷 
(B)「其利斷金」意指志同之利可斷金錢引誘 
(C) 同心志堅，其利可切金；言語相契，則芳香如蘭 
(D)「其臭如蘭」意指臭腐之味如蘭香般遠播 

  
22.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鄂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金而愈不可得。今棄是州也，

農夫、漁夫過而陋之，賈四百，連歲不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

書於石，以賀茲丘之遭也。」                ( 柳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此文旨在說明小丘受到世俗大眾的賞識 (B) 作者的眼光比不上貴遊之士、農夫、漁夫 
(C) 作者為爭買此地，費盡千金仍不可得 (D) 感慨小丘美景，若在都會應該價值不菲 

  
23. 下列是一段拆散的文句，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甲、癲者默然垂首「沒有人將多餘的愛放在這裡寄售嗎？」 

乙、「聽說你們有一種新貨色，叫做愛情」 

丙、「多餘？」女店員尖聲叫了起來 

丁、「我們人人自己都缺貨呢！」 

戊、「是的，那是一種洗衣機」                    ( 張曉風〈癲者〉) 
(A) 乙戊甲丙丁 (B) 丁甲乙丙戊 (C) 丙丁甲乙戊 (D) 戊甲乙丁丙 

  
24. 李 白 〈 長 干 行 〉 ： 「 早 晚 下 三 巴 ， 欲 將 書 報 家 。 相 迎 不 道 遠 ， 直 至 長 風 沙 。 」

下列選項，何者最能表達詩中主角的心情寫照？  
(A) 小心翼翼 (B) 坐困愁城 (C) 氣定神閒 (D) 迫不及待 

  
25. 閱讀下列新詩，推斷最適合填入的選項為何？ 
 

暈眩藏於艙廳的食盤 

藏於菠蘿蜜和鱘魚 

藏於女性旅客 的口唇 
 

時間 

鐘擺。鞦韆 

木馬。搖籃 

時間 
 

腦漿的流動、顛倒 

攪動一些雙腳接觸泥土時代的殘憶 

殘憶，殘憶的流動和顛倒                       ( 瘂弦〈遠洋感覺〉)
 

(A) 褪色 (B) 興奮 (C) 徬徨 (D)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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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文畫底線處，何者是明顯的贅詞？

阿里山中， ( 甲 ) 那種無人的安寧，( 乙 ) 彷彿是一面透明無形的巨網，懸垂在天地之間，濾除了

人間 ( 丙 ) 所有言語，( 丁 ) 可是只留下三兩點鳥啼，四五聲蟲鳴，和此起彼落的足音。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27. 「天下之佳人，莫若楚國；楚國之麗者，莫若臣里；臣里之美者，莫若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

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羽，肌如白雪，腰如束素，

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上文未使用下列何種修辭技巧？  
(A) 頂真 (B) 譬喻 (C) 層遞 (D) 回文 

  
28. 下列遊記作品與作者的對應關係，何者錯誤？  

(A) 桃花源記：陶淵明 (B) 永州八記：柳宗元 
(C) 滿井遊記：王安石 (D) 紀水沙連：藍鼎元 

  
29.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二十四節氣歌〉：「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下列關於節氣的名稱，何者錯誤？  
(A)「驚」指驚蟄 (B)「芒」指芒種 (C)「露」指露雨 (D)「小」指小寒 

  
30. 從話本小說到章回小說的發展，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話本是說書人的底本，說書是明代興起的娛樂活動 
(B) 章回體小說由講史話本發展而來，講史多講歷史興亡和爭戰故事 
(C) 《五代史平話》經說書人補充與文人加工，成為後來的《水滸傳》 
(D) 章回小說是古典長篇小說的主要形式，與說書的回次毫無關聯 

  
31.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A) 這珍貴而無傷的文物，幸好殘缺不全，既然已值得我們用心保存  
(B) 在端午節的夜晚，一輪滿月高掛在夜空，與滿天的星斗相互輝映 
(C) 在風和日麗、春暖花開的季節裏，大地上處處充滿了盎然的生機 
(D) 在漫長的暑假，人容易變得懶散；每天清晨起床時，已經十二點  

  
32. 關於公文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三段式」中的「主旨」與「辦法」兩段，可視情況予以簡省不寫 
(B) 公文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密」四種密等  
(C) 公文的寫作須力求文采，最好能有譬喻式的修辭技巧以加強說服力 
(D) 為配合中國文字的特性，現行公文規定採由右至左的直式書寫方式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 − 35 題  

  貝殼很小，卻非常堅硬和精緻。迴旋的花紋中間有著色澤或深或淺的小點，如果仔細觀察的

話，在每一個小點周圍又有著自成一圈的複雜圖樣。怪不得古時候的人要用貝殼來做錢幣，在我

手心裏躺著的實在是一件藝術品，是捨不得拿去和別人交換的寶貝啊！

  在海邊撿起這一枚貝殼的時候，裏面曾經居住過的小小柔軟的肉體早已死去，在陽光、砂粒

和海浪的淘洗之下，貝殼中生命所留下來的痕跡已經完全消失了。但是，為了這樣一個短暫和細小

的生命，為了這樣一個脆弱和卑微的生命，上蒼給牠製作出來的居所卻有多精緻、多仔細、多麼

地一絲不苟呢！

  比起貝殼裏的生命來，我在這世間能停留的時間和空間是不是更長和更多一點呢？是不是也

應該用我的能力來把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做得更精緻、更仔細、更加地一絲不苟呢？

  請讓我也能留下一些令人珍惜、令人驚嘆的東西來吧。     ( 節錄自席慕蓉〈貝殼〉)
  

33. 文中第一段對貝殼花紋圖樣的描述，屬於下列何種寫作技巧？  
(A) 排比 (B) 飛白 (C) 引用 (D) 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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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全文的意旨？  
(A) 我雖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能走出生命的寬度 
(B) 為了明天之後能走更遠的路，所以今天的休息是必要的 
(C) 人生的價值，並不是用時間，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D) 人類最大的悲劇不是死亡，而是沒有掌握有意義的人生 

  
35. 依據上文，作者認為古人為何以貝殼為錢幣？  

(A) 具食用功能 (B) 具流通性質 (C) 有娛樂效果 (D) 有藝術價值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 − 38 題  
  每個社會群體都有它的文化需求以及屬於它的文學。這樣的社群可以是一種性別，也可以是一個年

齡層或一個社會階層；比如女性文學、兒童文學、工人文學等等。這些文學各自掌有獨特的交流系統。

  掌有最明確文學性質的社群，就是文化團體；這一類「文人雅士」也就是眾所皆知文學概念

的起源。這些文人們起初是在一種封閉的「種性階層」裡自成天地，即使迄今也仍不同化於某個

社會階級或層次，甚至不跟任何社會職業團體為伍。我們可以將文人的定義，當作是那些受過相當的

智識培育及美學薰陶，既有閒暇從容閱讀、手頭又足夠寬裕以經常購買書籍，因而有能力做出個

人文學判斷的人士們。

  過去這個文人群體指的就是貴族，而漸漸跟有文化修養的中產階級聲息相通；這個有文化修養的

中產階級，它的文化養成的據點就是舊制的中學教育。現今這個群體又接納了智力勞動者；當中

從事教育的人士尤其成為主力，另有藝術勞動者和極少數受初級教育或現代教育所栽培的體力勞動

者。這就是我們所稱的「文人圈」：聚集了絕大多數的作家們；而且也吸收了從作家到大學文史

研究員，從出版商到文學批評家等文學活動所有的參與人士。這些「搞」文學的人全都是文人，

因而他們的文學活動又是在一個內部封閉的交流圈中流轉運作。

  相對於文人圈，則有「大眾圈」的發行系統。通常大眾圈讀者所受的教育還不足以掌握理性

判斷和詮釋能力，僅能粗具一種直覺的文學鑑賞力；而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並不利於進行閱讀或

養成閱讀習慣，甚至收入也不容許他們經常購買書籍。這些讀者有的是小中產階級；卻有更多是

上班族、勞動者和農民。比起文人圈的讀者，他們不論在份量上、類型上以至於品質上都有著同等

的文學需求；可是這些文學需求卻得依賴他們社群的「外部」來滿足，他們本身沒有任何手段來

使作家或出版商等文學成品的負責人了解他們的反應。 

( 改寫自埃斯卡皮 ( R‧Escarpit ) 著，葉淑燕譯《文學社會學》) 
  

36. 上文中有關「文人圈」的發展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 貴族 → 中產階級 → 教育人士 → 藝術勞動者 
(B) 藝術勞動者 → 教育人士 → 中產階級 → 貴族 
(C) 教育人士 → 貴族 → 藝術勞動者 → 中產階級 
(D) 貴族 → 教育人士 → 中產階級 → 藝術勞動者 

  
37. 依據上文，有關「文人圈」和「大眾圈」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所謂「文人雅士」是指有文化素養的貴族階層 
(B)「大眾圈」因為較具行動力及務實判斷力，所以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 
(C)「文人圈」具備購買圖書能力及充裕閱讀的優勢 
(D)「文人圈」主力為教育人士，相較於「大眾圈」有更充實的知識能力 

  
38.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是「大眾圈」必須依賴社群「外部」以滿足其文學需求的原因？  

(A) 社會階級界線嚴格，士、農、工、商各階層的生活圈不易跨越 
(B) 自古文人自貴，鄙視庸俗大眾，致使大眾難以打進文學的核心 
(C) 教育程度及經濟收入皆不如文人圈，因此不容易成為主導力量 
(D) 政府文化政策的偏頗與短視，無形中造成文化水準的相對劣勢 

  
▲閱讀下文，回答第 39 − 41 題  

  新時代還是帶來了新的好處。例如，「無聊」似乎已經消失了，因為總是有事情可做。不管

在廁所中、餐桌上、車子裡，或在畢業典禮，我們總是不斷看簡訊、發推文、上網、下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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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遊戲，我們手上的這些裝置，牢牢抓住了我們的注意力，但我們的生活也變成永遠都在分心

( perpetual distraction )。而且，這些新科技還帶來了「名人過多」( a surplus of celebrities ) 的

現象。現在任何人都有成名的機會，成名的時間也從安迪沃荷所說的十五分鐘，變成了十五個月

──只要你願意在鏡頭前面，做出某些事。

  所以，世界究竟是變好或變壞，不管我怎麼算，答案都是平手。正面和負面的發展彼此抵消、

希望與恐懼兩者並存。不過，二○一一年，恐懼成了一股強大的可怕勢力。我們對許多事情充滿

恐懼。恐懼成了很好賣的商品，跟性一樣。恐懼很廉價，又引人注意，它傳播快速、八卦聳動，

而且有利可圖。它把事實與虛構攪和在一起，讓人變得無知。

  不久前，我在家裡看電視的球賽轉播，看到了一則夜間新聞的預告：「學校在給我們的小孩

下毒？」因為家裡有小孩在上學，我特地在當晚收看。結果，實際的新聞是，學校供應的若干漢堡，

被驗出某種細菌的含量偏高。為了安全起見，廠商決定拿掉這些漢堡。所以，新聞預告的質疑，有了

答案：不是！學校並沒有給學生下毒。美國海軍之父瓊斯 ( John Paul Jones ) 曾說，「恐懼經過培養，會

變得更嚴重；信心經過培養，會變得堅定不移。」各位，恐懼或信心，何者將成為我們的主宰？到了

今天，卻有太多人願意相信許多毫無根據的虛構說法。各種陰謀論盛行，分化對立嚴重，族群間

的差異，並沒有讓我們融合壯大，反而被用來挑撥離間。我們的信心正遭受考驗和威脅。

  你們要畢業了，這代表工作就要開始。未來的工作也許不會那麼好玩，有時你會覺得很難發

揮，有時你會做什麼都不順。但是，從現在開始，你們人生的每一天，都要投入一份全職的終身

「工作」。而這份作為人類、作為美國人、作為耶魯畢業生的終身職，就是站在恐懼和信心的

槓桿支點上。當信心在你的前面，恐懼在你的在後方時，你會往哪個方向移動？各位，向前行

吧。永遠都要向前行，然後，把你的努力成果，用推特告訴大家。這樣，你或許也能像徐山姆一

樣，變成網路紅人。( 摘自 2011 年 5 月《天下雜誌》〈美國奧斯卡影帝湯姆漢克─別讓恐懼成為

我們的主宰〉)  
  

39. 文中指出「我們的生活變成永遠都在分心」，作者認為造成「分心」的原因，下列選項何者

正確？  
(A) 新科技帶來了「名人過多」的現象 
(B) 只要你願意在鏡頭前面，做出某些事 
(C) 手上的那些裝置，牢牢抓住我們的注意力 
(D) 網路可在地球另一端掀起革命，也可在國內製造仇恨 

  
40. 「夜間新聞的預告：學校在給我們的小孩下毒？」作者對於這樣新聞預告的看法，下列選項何者

錯誤？  
(A) 恐懼經過培養，變得更嚴重 
(B) 把事實與虛構攪和在一起，讓人變得無知  
(C) 從來沒有人相信這種毫無根據的虛構說法 
(D) 引人注意，快速傳播，八卦聳動，有利可圖 

  
41. 「人生的每一天，都要投入一份全職的終身工作」，作者對於這份「工作」的期許，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一直站在恐懼和信心的槓桿支點上 (B) 永遠都要面對信心向前行 
(C) 只要把你的努力成果，用推特告訴大家 (D) 不要效法徐山姆，變成網路紅人 

  
▲閱讀下文，回答第 42 − 44 題  

  折檐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為池。不方

不圓，任其地形；不愁不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浚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

微風而波，無波而平，若星若月，精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

江潮千里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

  乃求漁者之罟，市數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不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

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識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不得

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若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 歐陽修〈養魚記〉)
  

42. 文中「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的「偃」字，與下列何者意思不同？  
(A) 息「偃」在床 (B)「偃」鼠飲河 (C) 風行草「偃」 (D)「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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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是作者撰寫本文的動機？  
(A) 藉買魚放生池中，積功德，做善事 
(B) 有感於池水清澈明淨，漣漪激盪，微風輕送，景色動人 
(C) 希望能朝夕欣賞非非堂的池畔美景 
(D) 胸中有自足之感，即使心有憂隘，處境窮獨，也盡得舒展 

  
44. 作者在文中所描述的內容，不包括下列何者？  

(A) 作者以順應自然地形的方式挖出水池 (B) 童子棄大魚而活小魚，是因為水池太小 
(C) 作者感嘆無知的童子讓大魚不能得其所 (D) 作者以池中的小魚自比身分卑微，不受重視

  
▲閱讀下文，回答第 45 − 47 題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

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李。」「大小何如？」

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見。公曰：「寡人有病，

不能勝衣冠以出見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

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

「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不見君子，

不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七》)
  

45. 依據上文，「夫子其辱視寡人乎」的解釋，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夫子因此就輕視寡人了嗎 (B) 夫子願委屈入內探視寡人嗎 
(C) 夫子的探望讓我感到屈辱 (D) 不會因這樣寡人就鄙視夫子  

  
46. 張自烈 《 正字通 》 云：「癰之深者曰疽。」文中晏子以何者比喻疽之深者？  

(A) 日 (B) 珪 (C) 蒼玉 (D) 璧 
  

47. 上文中景公所指的「野人」，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高子 (B) 晏子 (C) 御者 (D) 宰人 

  
▲閱讀下文，回答第 48 − 50 題  

  縣人冉氏，有狗而猛，遇行人輒搏噬之，往往為所傷，傷則主人躬詣請罪，出財救療，

如是者數矣。冉氏以是頗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未忍殺，故置之。

  居數月，冉氏之鄰至，問其狗，曰：「烹之矣。」驚而詰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盜，主人

覺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之，盜驚而遁。主人疑狗之不吠也，呼之不應，遍索之無有也。

將寢，聞臥床下若有微息者，燭之則狗也。卷曲蹲伏，不敢少轉側，垂頭閉目，若惟恐人之聞

其聲者。主人曰：『嘻！吾向之隱忍不之殺也，為其有倉卒一旦之用也，惡知其搏行人則勇，而

見盜則怯乎哉？』以是故，遂烹之也。」              ( 崔述〈冉氏烹狗〉) 
  

48. 冉氏最後決定將狗烹了，下列何者是主要原因？  
(A) 咆哮喧鬧，惹惱鄰舍 (B) 屢傷行人，徒增困擾 
(C) 臨危畏縮，有失職責 (D) 行止髒亂，有礙觀瞻 

  
49. 冉氏狗是屬於下列何種性格？  

(A) 欺善怕惡 (B) 忠心護主 (C) 動心忍性 (D) 好勇鬥狠 
  

50. 上文隱含以狗性諷喻人性之意，下列何者最符合其所影射的人性？  
(A) 吃香喝辣，好逸惡勞 (B) 自私自利，枉顧公益 
(C) 勇於私鬥，怯於公戰 (D) 違法亂紀，破壞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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