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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題 2 分，占 76 分，答對給分，答錯不倒扣。「寫作測驗」共一題，

占 24分。 

4.本試卷選擇題均為單一選擇題，每題都有 (A)、(B)、(C)、(D) 四個選

項，請選一個最適當答案，在答案卡同一題號對應方格內，用 2B 鉛

筆塗滿方格，但不超出格外。   

5.「寫作測驗」請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於答案卷之「寫作測驗作答區」內。 

6.本試卷空白處或背面，可做草稿使用。   

7.請在試卷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

將「答案卡(卷)」及「試題」一併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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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 一 ) 綜合測驗 20題 

1. 下列選項「」內的字音，何者完全相同？  

 
(A) 狼「嗥」鬼叫 ／「皋」魚之泣 (B) 秋荼春「薺」／ 光風「霽」月 

 
(C) 不「悱」不發 ／「蜚」短流長 (D) 修「葺」補漏 ／ 擊「楫」中流 

  

2.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錯別字？  

 

(A) 我從山頂俯身來看，是一片濛濛的白芒花，而坡底更有許多白芒花，也都在前後搖曳，

興高采烈地看我們 

 

(B) 我曾立誓一定要弄出一筆錢來買張新桌。皇天不負苦心人，後來居然得遂所願，寫字

已可不必提心掉膽了 

 

(C) 經過了這麼長久的別離，你仍是我最勞靠的信仰。窗外的江湖，物換星移，而我總是

以整個不眠的夜，以熾熱的心，記取你回憶你 

 

(D) 那是壯觀的一次接觸，牠們整群耀起，個體間幾乎是到了彼此肌膚磨擦的地步，像是

為了成就海上的一湍激流，或是一注瀑布水花 
  

3. 「戊午九月初三日，□白岳榔梅庵，□桃源橋。□小橋右下，陡甚，□舊向黃山路也。

七十里，宿江村。」( 徐霞客〈遊黃山日記〉) 文中依序缺空的字詞，下列何者正確？  

 
(A) 即 ／ 從 ／ 出 ／ 至 (B) 出 ／ 至 ／ 從 ／ 即 

 
(C) 至 ／ 即 ／ 出 ／ 從 (D) 從 ／ 出 ／ 即 ／ 至 

  

4. 「斟」本義為倒酒，「酌」本義為飲酒，「斟酌」引申為取捨考慮。下列選項「」內的 

詞語，何者不是引申義的用法？  

 
(A) 萬里十六歲時，「椿萱」俱喪 

 
(B) 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  

 
(C) 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針砭」之妙術  

 
(D) 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5. 下列文句「」內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A) 商人趁颱風來襲哄抬物價，「不愧屋漏」，趁機謀取暴利 

 
(B) 參加這場活動的理由只有一個，「不一而足」，你應該主動報名 

 
(C) 那篇討論核能發電的社論，理論堅實，說服力強，真是「不刊之論」 

 
(D) 關於畢業旅行的地點，同學發言踴躍，「不容置喙」，一時難以達成共識 

  

6. 下列選項「」內的詞義，何者兩兩相同？  

 
(A) 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齊國「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 

 
(B) 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 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 

 
(C) 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 

 
(D)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 ／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7. 「童時，你的眼睛似蔚藍的天空，／ 長大後，你的眼睛如一座花園，／ 到了中年，你的

眼睛似海洋多風浪，／ 晚年來時，你的眼睛成了憂愁的家，沉寂如深夜落幕後的劇場。」

( 羅門〈小提琴的四根弦〉) 推斷詩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每個人生階段流露憂愁孤寂的悲苦情調 (B) 對應小提琴四根弦彈奏人生的悲歡離合 

 
(C) 感慨人生雖坎坷艱難但勇於面對挑戰 (D) 藉由眼睛透視生命各階段的情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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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偷藏許多武俠小說，□□□□被搜了出來，母親□□□□對我說你是沒爹的孩子，好好

的書不讀，將來不成器，我那有臉見人？說著便流下淚來，我嚇得□□□□，不敢作聲。
那時即使我未□□□□，卻也收斂了許多。」文中□□□□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為
何？ 

 
(A) 一鼓作氣 ／ 捕風捉影 ／ 心有餘悸 ／ 心嚮往之 

 
(B) 屢試不爽 ／ 披肝瀝膽 ／ 進退失據 ／ 舉重若輕 

 
(C) 不脛而走 ／ 揆情度理 ／ 魂不附體 ／ 暴虎馮河 

 
(D) 事機不密 ／ 聲色俱厲 ／ 噤若寒蟬 ／ 立地成佛 

  

9. 以生活語言解讀《論語》文句，下列何者最恰當？  

 
(A)「色難」：從「久病無孝子」可以印證 

 
(B)「知之為知之」：是「心有靈犀」的一種試探 

 
(C)「小人長戚戚」：受盡地獄般的折磨而疲憊不堪 

 
(D)「巧言令色」：大部分的話都在表明心跡 

  

10. 下列各項何者沒有語病？  

 
(A) 李先生服務公職數十年，既潔身自好，又奉公守法，值得大家眾口鑠金 

 
(B) 物價不斷上漲，同樣鈔票能買到的物品愈來愈少，令人不禁有洛陽紙貴的感慨 

 
(C) 老王不務正業，偷竊為生，兒子又大相逕庭，搶劫勒索，終至父子一起鋃鐺入獄 

 
(D) 影星們演起戲來，能說善道，一詢及緋聞事件，則支吾其詞，顯得諱莫如深 

  

11. 擬人，是以人的情性賦予其他事物的修辭技巧。下列各項廣告語，何者使用擬人法？  

 
(A) 相機軟片：「它抓得住我」 

 
(B) 海苔：「元本山，原本是座山」 

 
(C) 便利商店：「全家就是你家」 

 
(D) 果菜汁：「三餐老是在外，人人叫我老外」 

  

12. 《孟子．公孫丑》：「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句中的「而」表示
一層推進一層的遞進關係，下列各項「」內的字詞，何者詞性與此相同？  

 
(A) 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B)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C) 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 

 
(D)「與其」不遜也，寧固 

  

13. 下列文句皆描寫傳統民俗節慶，依時間先後排列，何者順序正確？ 

( 甲 ) 兒童強不睡，相守夜歡嘩 

( 乙 ) 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 

( 丙 ) 平分秋色一輪滿，長伴雲衢千里明 

( 丁 ) 競渡深悲千載冤，忠魂一去詎能還 

( 戊 ) 無燈有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 

 
(A) 乙甲丁戊丙 (B) 丁丙甲戊乙 (C) 戊丁乙甲丙 (D) 戊乙丁丙甲 

  

14.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綠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
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關於本段文句，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文中攏、撚、抹、挑、切、滑皆指彈奏技法 

 
(B) 霓裳、綠腰、間關皆是曲名 

 
(C)「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形容音聲緩慢婉轉 

 
(D)「大弦嘈嘈」與「幽咽泉流」皆屬低沉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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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篇章閱讀測驗 6篇，共 18題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 − 23題  

   屏東東港造船工藝大師洪全瑞，造船已逾半世紀。他的作品從漁船、王船、龍舟到
戰艦皆有，件件皆巧奪天工，充分展現工藝之美。 
  洪全瑞父親是家具木工，從小耳濡目染，對於木工工作並不陌生。為了精進造船技術，
曾遠赴歐洲各國取經。回台後，結合瑞典瓦薩戰艦、羅馬戰船、挪威海盜船等製船工法
與傳統技術，再加入想像，結合中西造船技巧，打造十餘艘世界各國著名的古式帆船和
戰艦模型。他說造船過程就像蓋房子，一塊塊拼建起來，曠日彌久。其維京戰船，參考
挪威出土文物設計而成，船上有眾多船槳，船體刻上動物肖像；羅馬戰船造型則參考羅
馬古戰船平面圖；而福州漁船是台灣傳統漁船的先驅。 
  至於龍舟畫舫相傳是隋煬帝下江南時所搭的巨型龍舟，龍身設計成祥龍造型，船艙
有宮殿式屋頂，尊貴華麗。至於鄭和寶艦船身全部採用上等櫸木建造而成，不但氣勢磅
礡，精緻度更是讓人為之讚嘆。鄭和寶船是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隻，由於當時相關資料

已不復見，造船技術也已失傳，洪全瑞憑著古代圖畫重建寶船形貌，該船船體碩大，猶如
古代海上戰艦。 
  面臨造船工藝可能失傳的危機，他認為複雜的造船技術難以吸引年輕人投入，但也
不能因此而失傳。他曾建議政府重視傳統造船業，好讓傳統技藝向下扎根，但始終沒有
得到回應。他秉持山不轉路轉的理念，轉往創作船艦的文創商品，簡化造船工藝的複雜
性，保留傳統造船工藝之美，打造迷你版龍舟與王船。他將傳統技藝融入現代元素更能
貼近大眾生活，藉此認識傳統造船技術。他相信若能以此傳承造船技藝，也不啻為另一
種延續，何樂而不為呢！( 改寫自《中國時報》郭韋綺報導 ) 

  

21. 下列何者最適合當作本篇報導的主題？  

 
(A) 台灣造船產業亟待現代化 (B) 東港造船工藝方興未艾 

 
(C) 洪全瑞造船工藝巧奪天工 (D) 重現臺灣造船工業的榮景 

  

22. 關於洪全瑞精進造船技術，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結合中西製造工法與傳統技術 (B) 參考出土文物及船艦平面圖 

 
(C) 仿龍舟畫舫外觀重建鄭和寶艦 (D) 造船技藝講求精緻細膩 

  

23. 洪全瑞提出未來傳承造船工藝的看法，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力圖重建真實版的龍舟與王船 (B) 設法將傳統技藝融入現代元素 

 
(C) 發展造船技藝的相關文創商品 (D) 簡化複雜性保留工藝之美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 − 26題  

   色有定也，色之用無定。針法有定也，針法之用無定。有定故常，無定故不可有
常，微有常弗精，微無常弗妙，以有常求無常在勤，以無常運有常在悟。昔之繡花卉無
陰陽，繡山水亦無陰陽，常有一枝之花而數異其色。一段之山，一本之樹，而歧出其色
者，藉堆垛為燦爛焉耳，固不可以繡有筆法之畫，與天然之景物 ( 山水花卉皆是 )，余憾

焉。故不敢不循畫理，不敢不師真形，雖謂自余始，不敢辭也。言乎色，若余繡 
《耶穌像》，稿本油畫；繡《義大利皇后像》，稿本鉛畫，皆本於攝影。影因光異，光
因色異，執一色以貌之而不肖，潛心默會，乃合二三色穿於一針，肖焉。旋悟雖七色可
合而和也，分析之雖百數十色亦可合而和也，故曰：「色之用無定也。」( 沈壽《雪宦繡
譜》) 

  

24. 閱讀本文，下列何者不是作者改良傳統刺繡的看法？  

 
(A) 求真形可本攝影之理 (B) 循畫理改進刺繡針法 

 
(C) 應多取材天然景物作繡 (D) 求精須有常，求妙要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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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昔之繡花卉無陰陽，繡山水亦無陰陽」句中的「陰陽」是指：  

 
(A) 遠近 (B) 高低 (C) 正反 (D) 明暗 

  

26. 下列何者無法表現「色之用無定」的繡理？  

 
(A) 無定不可有常，以無常運有常在悟 (B) 不敢不循畫理，不敢不師真形 

 
(C) 歧出其色者，藉堆垛為燦爛 (D) 潛心默會，合二三色穿於一針 

  

▲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 − 29題  

   墨魚即為烏賊魚，骨名海螵蛸。腹中有墨可以書字，但逾年則迹滅，惟存空紙爾。

俗謂是海若白事小吏也。近海皆有之，每游行輒吸波噀墨，令水溷黑自衛，以防人害。

漁人即于有墨處網取，百不失ㄧ。 

  魚知以墨自衛可謂智矣。不謂漁人則因彼之智以成己之智，智出彼上，而彼以智敗。 

是可為不善用智者戒。                                                                           ( 青城子《亦復如是》) 
  

27. 本文對墨魚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吐墨溷黑留下行跡 (B) 噴出墨汁用以攻敵 

 
(C) 其墨書寫字跡易褪 (D) 吸波噀墨得以遁形 

  

28. 對於墨魚自衛之智，下列敘述何者較恰當？  

 
(A) 拆東牆補西牆 (B) 聰明反被聰明誤 

 
(C) 長痛不如短痛 (D) 得了便宜又賣乖 

  

29. 漁人捕捉墨魚，運用何種策略？  

 
(A)  (B)  

 

 
(C)  (D)  

  

▲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 − 32題  

   第二次大戰後，研究人員開始分析為什麼平時訓練有素的飛行員，上戰場時會犯下

簡單但致命的錯誤。我們一直不知道額頭後方的腦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直到近年神經

造影技術出現後才開始有些頭緒。掃描大腦產生的影像中，前額葉皮質的混亂活動，顯示

這個大腦調控中心有多麼脆弱。 

  前額葉皮質在大腦結構中的地位特殊，因此對壓力非常敏感。它是最高度演化的腦

區，佔據了大約 1 / 3 的大腦皮質，在人腦中所佔的比例也高於其他靈長類。前額葉皮質

成熟的速度比其他腦區慢，到了 20 歲後才會發育完全。它負責抽象思考，並讓我們能專注

海若：海神。  白事：稟告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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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眼前的事物，同時也負責工作記憶的儲存。這個記憶的暫時儲存區域可以「記住」一些

臨時資訊，像是加法時的進位運算。前額葉皮質也是心智控制中樞，能抑制不恰當的想法

和行為。這個神經管理中樞透過密集的神經網絡來收發指令，而網絡則是由許多三角形

神經元錐狀細胞所構成。這些神經元也可以連結到其他負責控制情緒、慾望和習慣的較

遠腦區。沒有壓力時，該網絡中的迴路可以穩定運作。工作記憶會提醒我們開始著手下

星期要完成的事情，其他迴路送出訊息給較原始的腦區，要我們別再喝酒。同時，也會

傳送訊息到腦部深處的杏仁體 ( 恐懼反應中心 )，要我們不必擔心路上朝我們移動的龐然

巨物會撞過來。 

  這個網絡的運作很容易受到破壞，壓力來臨時，神經系統中的化學發生任何細微改變，

都可能立即削弱網絡的連結。為了回應壓力，大腦分泌出大量化學物質，例如正腎上腺

素和多巴胺，這些化學物質的來源是腦幹中的神經元，它們可以連結到大腦的許多區

域。當這些物質的濃度上升，前額葉皮質的神經元會停止活動，原因之一是這些化學物

質暫時使神經元之間的連結 ( 突觸 ) 減弱了。在這種狀況下，自制力就處於崩潰的邊緣。

( 摘自《科學人雜誌》〈壓力，讓你腦中一片空白〉) 
  

30. 關於前額葉皮質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位於額頭後方的腦區 (B) 是高度演化的腦區 

 
(C) 於大腦皮質所佔的比例高於其他靈長類 (D) 成熟速度比其他腦區快 

  

31. 平時訓練有素的飛行員，上戰場時為何會犯下致命的錯誤？  

 
(A) 前額葉皮質密集的神經網絡連結增強 

 
(B) 正腎上腺素和多巴胺分泌的濃度下降 

 
(C) 來自腦幹神經元產生的化學物質使前額葉皮質的神經元停止活動 

 
(D) 正腎上腺素和多巴胺強化了前額葉皮質神經元間的連結 

  

32. 下列何者不是前額葉皮質的功能？  

 
(A) 掌控工作記憶及記住臨時訊息 (B) 為恐懼反應中心 

 
(C) 進行抽象思考及心智控制 (D) 抑制不恰當的想法和行為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 − 35題  

   龍與蛇皆食于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

險，所忌必傷，且惡其得于鳳也，不惟嚙龍，雖遇麟、龜，固將噬而亡之。鳳知蛇不得

其欲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于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

而不能。 

  麟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

既而麟傷于毒，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喉而龍走。鳳喪其

助，于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 李翱〈鳳喪其助〉) 
  

33. 有關文中動物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龍為群首領導無方 (B) 鳳為輔治賢良之才 

 
(C) 麟龜與蛇結黨為惡 (D) 豺犬嗆聲是為蛇助陣 

  

34. 依文中所示，鳳喪其助的原因：  

 
(A) 縱欲肆志 (B) 利令智昏 (C) 姑息養奸 (D) 暴虐猜疑 

 

35. 關於本文寓意，下列何者正確？  

 
(A) 賢才紛然輩出，拯濟國難 (B) 劣幣驅逐良幣，奸惡當道 

 
(C) 正邪相互內鬥，動搖國本 (D) 文武各盡其才，中興邦國 

浮：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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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36 − 38題  

   中庸精神，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應屬一半有

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用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於

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稱心如意地資助朋友。錦琴也會彈彈，可是不十分高明，

祇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而最大的用處還是給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點，可是祇夠

擺滿屋裡的壁爐架；書也讀讀，可是不很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何專家；文

章也寫寫，可是寄泰晤士報的稿件一半被錄有一半退回 —— 總而言之，我相信這種中等

階級生活，是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因為人類是生於真實的世界和虛幻的天堂之間，所以我相信這種理論在一個抱前瞻

觀念的西洋人看來，一瞬間也許很不滿意，但這總是最優越的哲學，因為這種哲學是最

近人情的。總而言之，半個林白比一個整的林白更好，因為半個能比較快樂。如果林白

祇飛了大西洋的半程，我相信他一定會更快樂。我們承認世間非有幾個超人 —— 改變歷

史進化的探險家、征服者、大發明家、大總統、英雄 —— 不可，但是最快樂的人還是那

個中等階級者，所賺的錢足以維持獨立的生活，曾替人羣做過一點點事情，可是不多；

在社會上稍具名譽，可是不太顯著。祇有在這種環境之下，名字半隱半顯，經濟適度寬裕，

生活逍遙自在，而不完全無憂無慮的那個時候，人類的精神才是最為快樂的，才是最成功

的。我們必須在這塵世上活下去，所以我們須把哲學由天堂帶到地上來。 

( 摘自林語堂〈中庸哲學〉) 
                                 

  

36. 依文中所示，下列何者是作者最嚮往的人生態度？  

 
(A) 認真工作，不忘玩樂 (B) 專志研究，追求卓越 

 
(C) 工作自由，玩樂為先 (D) 全心奉獻，樂在工作 

  

37. 符合作者所稱「由天堂帶到地上」的哲學，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名字半隱半顯 (B) 替人羣做過一點點事 

 
(C) 優越前瞻有作為 (D) 不完全無憂無慮 

  

38. 作者何以不欣賞西方式英雄主義的生命型態？  

 
(A) 過度突顯個人，忽略群體存在 (B) 華而不實，難以嘉惠社會 

 
(C) 恣意孤行妄為，造成人心不安 (D) 極端執著，未能體會人生真趣 

 

二、寫作測驗 

拿著放大鏡，可以顯示微小的東西，讓我們看清事物的形象。世上除了各式各樣有形的

放大鏡，也有無形的放大鏡存在我們心中 —— 觀察別人、檢視自己、分辨人性善惡、欣賞

大千世界。在放大鏡下，輪廓樣貌或細微末節，因著焦距的改變，會突顯或扭曲，導致不同

的判斷，帶來不一樣的理解。 

 

請以「放大鏡」為題，撰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敘述與放大鏡相關有形或無形的體察與見解。  

 

 

 

【以下空白】 

林白：美國史上第一位飛越大西洋的飛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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