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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測驗 22題  
1. 下列「」內的讀音，何者正確？ 
甲、西力東「漸」：ㄐㄧㄢ  乙、心廣體「胖」：ㄆㄢˊ  丙、萬頭「攢」動：ㄗㄨㄢ 
丁、審己「度」勢：ㄉㄨㄛˋ 戊、斬「刈」殺伐：ㄍㄨㄚ  ̀ 

 
(A) 甲乙丁 (B) 乙丙戊 (C) 甲乙丁戊 (D) 乙丙丁戊 

  
2. 下列各組成語，何者意義相近？  

 
(A) 夜不閉戶 ／ 雞犬不寧 (B) 滄海橫流 ／ 四海昇平 

 
(C) 搜索枯腸 ／ 不假思索 (D) 味如嚼蠟 ／ 興味索然 

  
3. 樂府詩〈有所思〉：「妃呼唏！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句中「妃呼唏」表達
何種情緒？  

 
(A) 歎息 (B) 懷疑 (C) 驚訝 (D) 喝斥 

  
4. 下列「」內的詞，何者不是古代君主的自稱？  

 
(A)「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B)「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 

 
(C)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D)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 

  
5. 閱讀下文，推斷何者最符合作者的觀點？ 
凡為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
術不限在詩裡，也不限在畫裡，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
人，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作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
照玩味的能力，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 ( 夏丏尊〈生活的藝術〉 )  

 
(A) 成功的藝術家不必超脫現實名利與成見的束縛 

 
(B) 下功夫作詩作畫反而無法直接體驗生活的藝術 

 
(C) 享有自由放縱的生活即是獲得藝術之神的恩寵 

 
(D) 詩人是能觀照日常生活並以文字加以表達的人 

  
6. 閱讀下文，推斷何者最符合梁實秋對「要求美味」的想法？ 
《 朱子語錄 》 云：「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
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我的想法異於
是。我以為要求美味固是人欲，然而何曾有背於天理？ ( 梁實秋 《 雅舍談吃‧序言 》 )  

 
(A) 既無關天理，也無關人欲 (B) 原即天理，豈能視為人欲 

 
(C) 有時是人欲，有時是天理 (D) 既是人欲，也在天理之中 

  
7. 閱讀下文，推斷最符合其要旨的文句為何？ 
我們暫不自行思索而拿書來讀時，會覺得很輕鬆，然而在讀書時，我們的頭腦實際上成
為別人思想的運動場了。所以，讀書愈多，或整天沉浸讀書的人，雖然可藉以休養精
神，但他的思維能力必將漸次喪失。  

 
(A) 學而不思則罔 (B) 思而不學則殆 

 
(C)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D)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8. 閱讀下文，推斷作者認為丘處機「傑然不群」的原因為何？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惑時君，既而煉藥不成，或勸服藥反速其至死者多矣。金末，
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好長生之藥麼？」對曰：「有衞生之道，無長生之
藥。」可謂傑然不群者矣。 ( 《 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 )  

 
(A) 不向異族透露長生秘方 (B) 不假長生之藥害人利己 

 
(C) 倡導養心可保長生不死 (D) 主張製藥須重清潔衛生 

  
9. 閱讀杜甫〈石壕吏〉，推斷誰在「有吏夜捉人」事件被迫隨官吏離家？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
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
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
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A) 老翁 (B) 石壕吏 (C) 老翁之妻 (D) 老翁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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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閱讀下文，選出符合文中敘述的選項：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 ( 《 論語‧陽貨 》 )  

 
(A) 子游行政才能不足，孔子以鼓勵代替責備  

 
(B) 子游於小城施行禮樂，孔子始終不以為然 

 
(C) 子游認為，教化對各個階層皆有正面價值 

 
(D) 子游自覺辜負老師的期許，內心深感慚愧 

  
11. 閱讀下文，推斷「浮田」的特徵為何？ 

嶼無田，岸多蔓草。番取竹木結為桴，架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禾稻，謂之浮田。 

( 藍鼎元〈紀水沙連〉 )  

 
(A) 原住民逐水草而居，駕木筏於湖岸開墾農地 

 
(B) 乘木筏剷除島嶼周邊的蔓草，填土擴張農地 

 
(C) 在木筏先種植蔓草，再用來種稻的浮動農地 

 
(D) 在水上以蔓草、木筏為基礎，覆土形成農地  

  
12. 鄭愁予〈如霧起時〉借「航海的事兒」來敘寫「我」對「你」的情思。下列關於此詩的

解說，何者最不恰當？ 
我從海上來，帶回航海的二十二顆星 ／ 你問我航海的事兒，我仰天笑了…… ／ 如霧起
時，敲叮叮的耳環在濃密的髮叢找航路 ／ 用最細最細的噓息，吹開睫毛引燈塔的光 ／ 赤
道是一痕潤紅的線，你笑時不見 ／ 子午線是一串暗藍的珍珠，當你思念時即為時間的分
隔而滴落 ／ 我從海上來，你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 ／ 迎人的編貝，嗔人的晚雲 ／ 和
使我不敢輕易近航的珊瑚的礁區  

 
(A) 從船在霧起時找航路、尋燈塔，引出對情人頭髮、眼睛的感受 

 
(B) 以「潤紅的線」比喻嘴唇，以「暗藍的珍珠」比喻眼淚 

 
(C) 以「珊瑚的礁區」暗示兩人感情正陷入觸礁的危機 

 
(D) 藉海洋的珍奇與迷離，暗示愛情極具吸引力 

  
13. 下列是一段中間拆散的現代散文，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我重新拾起書本，發現了其中腴沃的另一種滋味， 
甲、有時我甚至猜想，      乙、哪些詩是快炒而成， 
丙、某作者應該嗜辣，如東坡，  丁、偶爾可以嘗出哪些文章是經過熬燉， 
某個作者可能尚甜，如秦觀。 ( 徐國能〈刀工〉 )  

 
(A) 甲乙丁丙 (B) 甲丙丁乙 (C) 丁甲丙乙 (D) 丁乙甲丙 

  
14. 下列是一段中間拆散的古文，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 
甲、欲養鳥莫如多種樹，  乙、使遶屋數百株，  丙、但養之有道耳， 
扶疏茂密為鳥國鳥家。 ( 鄭板橋〈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書後又一紙〉 )  

 
(A) 甲乙丙 (B) 甲丙乙 (C) 丙甲乙 (D) 丙乙甲 

  
15. 下列含有「乎」的句子，何者屬於「徵詢答案」的問句？  

 
(A) 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B)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C) 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D) 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 

  
16. 諸葛亮〈出師表〉：「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句中「性行淑均」以錯綜方

式構詞，意同於「性淑行均」。下列文句「」內，何者也運用相同的構詞方式？  

 
(A) 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  

 
(B) 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C) 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D)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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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歌詞「你髮如雪，淒美了離別」，原是形容詞的「淒美」轉作動詞，係運用「轉品」的
修辭技巧。下列文句，何者也運用「轉品」？  

 
(A) 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  

 
(B) 大悲劇之後，山色猶青著清朝末年的青青 

 
(C) 一踏上露臺，一陣桂花的濃香便侵襲過來了 

 
(D) 心腸變得像鋼鐵一樣硬，卻又易碎如透明的水晶 

  
18. 信封的收件人欄使用「側書」，係為表示敬意。下列側書寫法，何者最恰當？  

 
(A) 林經理之凡 鈞啟 

 
(B) 林經理之凡 鈞啟  

 
(C) 林之凡經理  鈞啟 

 
(D) 林之凡經理  鈞啟  

  
19. 下列何者符合孟子的觀點？ 

甲、仁者無敵  乙、性無善無不善  丙、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丁、君子以王天下為樂  

 
(A) 甲丙 (B) 乙丁 (C) 甲丙丁 (D) 甲乙丙丁 

  
20. 下列書籍，何者屬於經、史、子、集中的「史部」？ 

甲、《 左傳 》   乙、《 漢書 》   丙、《 隋唐演義 》   丁、《 資治通鑑 》  

戊、《 臺灣通史 》  

 
(A) 甲乙戊 (B) 乙丁戊 (C) 甲乙丙戊 (D) 乙丙丁戊 

  
21. 近體詩不只律詩講究對仗，絕句也會使用對仗。下列絕句，何者詩中沒有使用對仗？  

 
(A)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閒。楚俗饒詞客，何人最往還 

 
(B)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C)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過 

 
(D) 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語問東流 

  
22. 韓信墓前有對聯云：「生死一知己，存亡兩婦人」，下列關於「知己」、「婦人」的解

釋，何者正確？  

 
(A) 知己：蕭何；婦人：漂母、呂后 (B) 知己：蕭何；婦人：虞姬、呂后 

 
(C) 知己：劉邦；婦人：漂母、呂后 (D) 知己：劉邦；婦人：虞姬、呂后 

  

二、篇章閱讀測驗 18題  
  

▲閱讀下文，回答第 23 - 25 題  

   人類的飲食行為，長久以來便與建築空間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每一種飲食行為與
每一種飲食空間，都述說著某種文化的精神意義。 
  機械文化所強調的「速度」，就曾大大改變人類飲食生活的面貌。為了配合駕駛人
的需要，出現了「得來速」的飲食方式；為了吸引公路上疾駛的汽車，出現了巨大甜甜
圈、巨大漢堡等造型的餐館，被稱為「普普建築」。機械文化的大量生產，也曾影響了
最重視手工技藝的日本餐館，生產輸送帶結合壽司師傅的手工技藝，產生了「旋轉壽司」。 
  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建築風潮，也對飲食空間有著極大影響。以巴黎的龐畢度
中心為例，建築本身是高科技風格，但頂樓餐廳後來卻改裝成解構主義色彩的空間；藝
術也會影響餐飲空間，東京的奈良美智 A — Z咖啡館、AKB48Cafe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旅行途中，我會將飲食空間的觀察視為城市觀察的一部分。事實上，台灣民眾味
蕾靈敏，早已從「吃美食」進化為「吃空間」，到餐館吃飯，同時也是一種「吃建築」
的空間文化品味活動。（改寫自李清志〈吃建築的魅力〉）  

  
23.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不屬於「普普建築」的特徵？  

 
(A) 多建於公路旁 (B) 視覺上具誇張感 

 
(C) 採機械化快速搭建 (D) 販售品反映於造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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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最符合作者的觀點？  

 
(A)「吃美食」的消費較低，「吃建築」的消費較高 

 
(B)「吃建築」使吃飯成為具有多重滋味的文化活動 

 
(C) 越是裝潢華麗的餐館，越能提供「吃建築」的趣味 

 
(D) 若缺乏建築之美，餐館的食物再好吃也讓人覺得乏味 

  
25.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應該不會列入作者「旅行途中城市觀察的一部分」？  

 
(A) 便利商店增設用餐桌椅 (B) 傳統市場裡所賣的魚丸漲價 

 
(C) 百貨公司地下樓開闢為美食廣場 (D) 捷運站口的小吃店改裝為連鎖餐廳 

  
  
▲閱讀下文，回答第 26 - 28 題  

   每二十秒鐘，全世界就有一個小孩因為沒有乾淨水源而病死；全世界有二十五億人
沒有乾淨的衛生設備可用──地球上有手機的人，比有馬桶的人還要多。很多人不知
道，我們家中馬桶裡的水，比世界上許多地方人所喝的水還要乾淨。 
  幾年前，我在衣索比亞鄉下的小水池旁，看到幾個小孩來汲水。那水非常髒，可是
這些小孩還是把水舀起來喝。當地人都知道這水喝了會生病，甚至喪命，但他們別無選
擇。 
  當這些人獲得乾淨安全的用水，他們的命運會完全改變，特別是小孩，不僅存活的
機會大幅提高，而且可以接受教育，享受童年，夢想自己的未來。解決缺水問題，對婦
女的意義更大──缺水地區的女孩們每天要花許多時間，到很遠的地方打水，往往被迫
輟學，這對她們的未來發展和生活品質，影響太大了。 
  我們發現，光靠慈善捐款解決不了問題。在衣索比亞，多年前有非政府組織好心募
款，蓋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大水井，問題是，後來當它故障時，沒有零件可換，也沒人會
修理。水的問題很複雜，絕不可能只靠一種方法就見效，需要根據當地狀況，找出不同
的解決辦法。 
  比鑿井更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水信貸」。它的構想來自小額信貸，運作方式是提
供每個申請人七十五美元的貸款，讓他們從供水站直接接管到家裡，把等水、取水的時
間拿去工作掙錢。 
  2009 年我到南非拍片時，去拜訪當地的水信貸申請人。這些人利用這筆小小的錢，
在家裡裝了水龍頭，生活真的有了改變。到 2014 年止，水信貸總共核發了三十幾萬筆，
有一百多萬人因為這個計畫而受益。水信貸的還款率，高達 98％。 

  「缺水」不像愛滋病或癌症那麼容易引起關注，所以在宣傳和募款上，面臨很大的
困難。但我仍立下了一個願景：「讓全世界         」，目前尚有八億人需
要幫助。(改寫自《天下雜誌》〈麥特戴蒙：用我的明星光環搶救缺水危機〉)  

  
26. 上文提到馬桶，目的是為了凸顯：  

 
(A) 世界上擁有手機的人很多 (B) 落後國家的衛生設備不足 

 
(C) 許多人的飲用水極不衛生 (D) 水資源正面臨枯竭的危機 

  
27. 下列關於上文「缺水」問題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解決「缺水」問題，便能同時解決失業問題 

 
(B)「缺水」問題肇因於民眾的衛生認知嚴重不足 

 
(C)「水信貸」能因地制宜，解決部分「缺水」問題 

 
(D) 透過「水信貸」解決「缺水」問題者大多無法還款 

  
28. 依據上文，         內麥特戴蒙的願景最可能是什麼？  

 
(A) 每個家庭都能愛惜水資源 (B) 每個家庭都擁有一座大水井 

 
(C) 每個人都有乾淨的水可用 (D) 每個人都有能力申請水信貸 

公告試題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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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29 - 31 題  
 全 
 
白蛇 
全 
法海 
全 
法海 
 
 
 
白蛇 
 
 
 
 
 
青蛇  

人畜何處分哪，人畜何處分？天生萬物，芸芸眾生。至性精誠，人獸仙鬼。何分？
何分？ 
說什麼人獸妖聖，要這個皮囊作甚？願若流水江奔，永恆……永恆……（白蛇的痛心） 
願若流水江奔，永恆……永恆…… 
妖怪！阿彌陀佛……（譴責白蛇不守人獸分際） 
妖怪！我祖西方佛陀，命我來，拿……妳這妖怪，孽畜。 
人是人，畜是畜，天生萬物各有所處；人不人，畜不畜，綱毀紀崩生靈炭塗。自
天地之初，生物混處，殘食殺戮。我祖西方佛陀點化眾生普渡，救苦救難，祥雲
紫竹。妳本蛇妖一隻，理當以蛇身行世，（譴責）何故，擅化人形，魅惑人心，
自取其辱？大壞綱紀倫常，亂我佛陀法輪，其心可誅、可誅！ 
嗚……（嘲諷法海），好大的一篇道理，既是慈航普渡，你還分什麼人我獸畜？
（質疑何為天道）我與許仙真情摯愛，壞了你什麼偉大的天綱法紀？我死何足
懼，白骨散天地，但我珍惜；長相廝守，白頭共敘，延香火，代代續續。哈！
哈！哈！（痛苦嘲笑狀）大壞綱紀？其心可誅？哈！哈！哈！天道倫常？縱──
我夫妻不能比翼雙飛，我兒何辜？我兒何辜？我腹中的兒啊！我腹中的兒！縱母
親九死，也不允人把你傷！縱母親九死，也絕不讓你成為一個無父的兒郎！ 
（發出不平之鳴）法海，你快把許仙放！（節錄自田啟元〈白水〉） 

  
29. 下列關於劇中情節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法海認為白蛇殘食殺戮，其罪當誅 (B) 法海告誡白蛇須徹底悔過，皈依佛門 

 
(C) 白蛇真情至性，盡力保全家庭完整 (D) 青蛇願以性命交換，求法海釋放許仙 

  
30. 劇中法海、白蛇論辯時採取的主要立場，何者正確？  

 
(A) 法海：不論情意，只談分際 (B) 法海：嚴斥虛情，譴責假意 

 
(C) 白蛇：質疑佛法，否定人倫 (D) 白蛇：披露懷胎，乞求放生 

  
31. 劇中「全」的作用為何？  

 
(A) 表示法海的內心獨白 (B) 表示白蛇的內心獨白 

 
(C) 向觀眾提示主流價值 (D) 為劇中角色幫腔烘襯 

  
▲閱讀下文，回答第 32 - 34 題  

   景城有姜三莽者，勇而戇。一日，聞人說宋定伯賣鬼得錢事，大喜曰：「吾今乃知
鬼可縛。如每夜縛一鬼，唾使變羊，曉而牽賣於屠市，足供一日酒肉資矣。」於是夜夜
荷梃執繩，潛行墟墓間，如獵者之伺狐兔，竟不能遇。即素稱有鬼之處，佯醉寢以誘致
之，亦寂然無睹。一夕，隔林見數磷火，踴躍奔赴，未至間，已星散去，懊恨而返。如
是月餘，無所得，乃止。蓋鬼之侮人，恆乘人之畏。三莽確信鬼可縛，意中已視鬼蔑如
矣，其氣焰足以懾鬼，故鬼反避之也。（《閱微草堂筆記》卷 8）  

  
32.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姜三莽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向宋定伯學捉鬼術 (B) 通曉擒鬼變羊之法 

 
(C) 欲縛鬼卻苦無機會 (D) 因法術失靈而懊悔 

  
33. 依據上文，姜三莽捉鬼的動機為何？  

 
(A) 賣鬼換錢 (B) 表現勇氣 (C) 為民除害 (D) 破除迷信 

  
34. 上文中「鬼之侮人，恆乘人之畏」的意思為何？  

 
(A) 閻王好見，小鬼難當 (B) 心裡怕鬼，鬼就找上你 

 
(C) 人鬼殊途，用不著害怕 (D) 夜路走多了，難免碰到鬼 

  
▲閱讀下文，回答第 35 - 37 題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又於金
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
僅一二中。未洽浹，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既積，預聚雜果核，具犁牛以耕
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栽蜀葵雜
花果，蜂采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古台主簿拜殿
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太平廣記》卷 243）  洽浹：周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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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裴明禮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基於濟助貧困而經營多項生意 (B) 善於開發常人未見的商業價值 

 
(C) 藉多種理財管道謀取升官機會 (D) 經常利用官職之便經營其副業 

  
36.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是裴明禮的經營之術？  

 
(A) 低價購入土地高價售出 (B) 辦挖寶競賽誘眾人翻土 

 
(C) 無償取得肥料以利耕種 (D) 夷平宅第改建蜂房養蜂 

  
37. 依據上文，下列文句中的「以」，何者可解釋為「因為」？  

 
(A)「以」此家產巨萬 (B) 中者輒酬「以」錢 

 
(C) 具犁牛「以」耕之 (D) 周院置蜂房「以」營蜜 

  
  
▲閱讀下文，回答第 38 - 40題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
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
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
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
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
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
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
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
為不愈也。」帝善其對。(范瞱《後漢書‧方術列傳》)  

  
38. 依據上文，下列文句「」內的解釋，何者正確？  

 
(A)「狀若異人」，臣疑其故：表情異於常人 

 
(B) 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改穿破舊的衣服 

 
(C) 玉「仁愛不矜」：當仁不讓而不拘小節 

 
(D) 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稍加針治便神清氣順 

  
39. 依據上文，郭玉所稱的「四難」大致可歸納為：  

 
(A) 要御醫診治，要內廷供藥 (B) 要湯藥可口，要一帖見效 

 
(C) 不勤於運動，不害怕病痛 (D) 不聽從醫囑，不保養身體 

  
40. 依據上文，郭玉認為「醫療貴人，時或不愈」的主要原因為何？  

 
(A) 醫者與貴人間主客觀條件難以配合 (B) 醫者害怕說出真實病因而遭到懲罰 

 
(C) 帝王關切貴人病況而干預診治方式 (D) 貴人諱疾忌醫而錯過最佳治療時期 

  
三、語文表達能力測驗 10題  

41. 下列各組詞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 握手寒喧、意興闌刪 (B) 冬溫夏清、風糜一時 

 
(C) 觸目驚心、走頭無路  (D) 嬌生慣養、直截了當 

  
42. 下列六個「ㄎㄜˋ」寫成國字，重複最多的字為何？ 

「ㄎㄜˋ」己復禮     「ㄎㄜˋ」骨銘心     循名「ㄎㄜˋ」實 
「ㄎㄜˋ」紹箕裘     戰無不「ㄎㄜˋ」     杜門謝「ㄎㄜˋ」  

 
(A) 刻 (B) 克 (C) 課 (D) 客 

  
43.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 他自出機鑄的創新畫風，有別於當時多數畫家的墨守成規 

 
(B) 他外表看似忠厚，內心卻相當狡滑，你可別讓他矇騙過去 

 
(C) 市長在災害應變中心坐陣指揮，市府相關部門也各司其職 

 
(D) 來賓以幽默的口吻，在廣播節目中娓娓道出居家生活瑣事 

腠理：人體肌理。 

差：同「瘥」，痊癒。 

破漏：針刺宜忌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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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成語運用，何者正確？  

 
(A) 老太太一上車，幾個年輕學生不遑多讓，紛紛起身讓座 

 
(B) 這幅書法雖然有幾個小缺點，但還算差強人意，仍然可以展出 

 
(C) 他懂得在簡報上用閃爍其辭的方式凸顯重點，所以客戶們一目瞭然 

 
(D) 書法老師是完美主義者，作品沒達到標準，他寧可求全之毀，撕掉重寫 

  
45. 閱讀下文，推斷□□□□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為何？ 

提到大理石，如何能不聯想到米開朗基羅？他的大衛王像□□□□巍巍地站在那裡，
□□□□的鑿痕，使人望而屏息。（林文月〈翡冷翠在下雨〉） 

 
(A) 栩栩如生／鬼斧神工 (B) 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C) 躍然紙上／鬼斧神工 (D) 躍然紙上／入木三分 

  
46. 閱讀下文，推斷□□□□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為何？ 

壯闊的是海，它的浩瀚令志士鷹揚奮發；汪洋的是湖，它的澄碧使詩人□□□□；奔流
的是江河，它的□□□□讓智者不免臨流感嘆。 ( 李元洛〈一勺靈泉〉 )  

 
(A) 逸興遄飛 ／ 不舍晝夜 (B) 逸興遄飛 ／ 濯纓濯足 

 
(C) 飛鴻踏雪 ／ 不舍晝夜 (D) 飛鴻踏雪 ／ 濯纓濯足 

  
47.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A) 台灣的機車使用人口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 

 
(B) 燈會開幕的那天包括來自國內外著名的表演團體 

 
(C) 環保局根據民眾提供的線索，找到排放有毒廢水的工廠 

 
(D) 氣候、美食和人情味，無一不是吸引外國觀光客的好地點 

  
48.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冗贅詞語？  

 
(A) 以前對大品牌有充分十足的信心，現在不免覺得心存懷疑 

 
(B) 食安問題連環爆，已經幾乎快要成為每一家食品廠的夢魘 

 
(C) 我們可選的食材變少，有些商人還趁機把握機會哄抬物價 

 
(D) 若您曾在今年二、三月間來店消費，可持發票到門市退款 

  
49. 下文    內應填入哪個句子，可使全文完整而通順？ 

         ，它主要存在於結締組織中的細胞外間質。細胞外間質環繞在細胞
外圍，由醣蛋白、蛋白纖維等蛋白質構成，是細胞與細胞之間的支架，類似鋼筋混凝
土；而膠原蛋白是屬於纖維性的蛋白，作用如同鋼筋混凝土中的鋼筋。  

 
(A) 美容護膚領域對膠原蛋白的研究日益重視 

 
(B) 膠原蛋白是脊椎動物體內含量最豐富的蛋白質 

 
(C) 最適合腸道吸收的膠原蛋白分子量為三千道爾頓 

 
(D) 缺少膠原蛋白可能引起肌肉鬆垮、骨骼生長不全等問題 

  
50. 下文    內依序應填入哪個主語，可使全文最明白清晰？ 

馬戲團的節目結束後，他跑到後台找出那位走繩者。   臉上的粉墨還未清洗，   對著
那張紅紅綠綠的臉發問：「在那麼高地方不怕嗎？在一條繩索上行走不怕嗎？走了多久
呢？」   說：「誰說我走在繩索上？我這輩子一直都很平靜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呀。」
說完，在地上畫出一條線。   試著在那條細線上踏步，卻走得零凌亂亂，愈走愈慌，竟
感覺自己有隨時墜地的感覺。 ( 林彧〈走索〉 )  

 
(A) 他 ／ 走繩者 ／ 他 ／ 走繩者 (B) 他 ／ 他 ／ 走繩者 ／ 走繩者 

 
(C) 走繩者 ／ 走繩者 ／ 他 ／ 他 (D) 走繩者 ／ 他 ／ 走繩者 ／ 他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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