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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____年級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A 卷解析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一年級 (101~122) ﹐國文科﹐期末考試題  

題目卷 6 張 12 面  答案卷 1 張  答案卡 1張  

注意 1：答案卷(卡)未於規定位置內確實填寫班級、座號、姓名者成績扣 10 分. 

注意 2：手寫卷除特別規定外、一律使用藍色、黑色筆書寫，否則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 
【考試範圍】 
1. 龍騰版國文課本第一冊、語文練習第一冊：L9 樂府古詩選、L10 髻、L11 小王子、論

語選讀 

2. 龍騰版國文補充文選第一冊：樂府古詩選、圖表 

3. 《想讀．享讀》主題三 經典研究 

 

一、 單一選擇題：48% 
 

說明：第 1 題至第 24 題，單選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

項，請畫記在答案卡。各題答對者，得 2 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

該題以零分計算。 

1. 下列各組「」內的字音，三組完全不相同的選項是： 

（A）駢肩雜「遝」／紛至「沓」來／大肆「撻」伐 

（B）「愀」然一笑／「瞅」了一眼／「揪」住不放 

（C）「掇」拾章句／絃歌不「輟」／「啜」菽飲水 

（D）容貌「姝」麗／「殊」途同歸／「株」連九族。 

【答案】（B） 

 
2.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    錯別字的選項是：： 

（A）唯利勢圖的人除了金錢和利益，對其他事情皆陌不關心 

（B）小人及奸佞饞害賢臣，使忠良之士不得展其才，令人不勝唏噓 

（C）羅敷意正辭嚴地拒絕使君，並誇耀丈夫，使他自慚行穢，知難而退 

（D）作者經歷人事滄桑，見證愛憎貪痴俱成空，從而對人世多有領悟與超越。 

【答案】（D） 

 

3. 下列選項關於「髮」的成語運用，敘述正確者為： 

（A）每個人從青春紅顏走到「黃髮垂髫」的過程，恰似由旭日東升到日落黃昏 

（B）環境髒亂，廚餘胡亂棄置，引來「擢髮難數」的蟑螂，令人作噁 

（C）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經常「吐哺握髮」，飽受飢餓之苦 

（D）站在山頂遠望家的方向，只見「青山一髮」，思鄉之情油然而生。 

【答案】（D） 

 

4. 側面烘托法是間接烘托人物形象的寫作手法。〈陌上桑〉裡對羅敷美貌的描寫不直

接描寫主角本身，而是從主角的服飾或是旁觀者的反應來凸顯主角的美。下列選項

何者亦使用「側面描寫」： 

（A）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B）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 

（C）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 

（D）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 

【答案】（C） 

 

5. 〈髻〉一文藉由對比技巧的靈活運用，強化了全文主旨的傳達，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以母親失寵的悲愁對比姨娘得寵的歡笑 

（B）以父親年老時的孤單寂寞對比年輕時的榮華富貴 

（C）以姨娘進門前母親的操勞辛苦對比姨娘進門後母親的悠閒安逸 

（D）以作者童年的天真無邪對比母親成人世界的勾心鬥角。 

【答案】（A） 

 

6. 琦君擅長以溫柔敦厚之筆，抒發善良溫婉的情志。下列選項最富有這樣風格，可能

出自琦君之手的是： 

（A）我們所遭遇的每一次失敗，都可以促使我們更了解自己知識、能力、經驗的

限度，了解自己整個性格的優劣長短，了解自己在這個社會環境下的合理位

置 

（B）我們邊走邊搖，桂花飄落如雨，地上不見泥土，鋪滿桂花，踩在花上軟綿綿

的，心中有點不忍。這大概就是母親說的「金沙鋪地，西方極樂世界」吧。

母親一生辛勞，無怨無艾，就是因為她心中有一個金沙鋪地、玻璃琉璃的西

方極樂世界 

（C）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

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

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 

（D）讓我們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魯迅所描寫的那個村子裡頭的人，那麼我們

看見的，理解的，會是什麼呢？祥林嫂，不過就是一個讓我們視而不見或著

繞道而行的瘋子。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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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文中常以形象化的語言將抽象情感描寫得更為具體，如琦君〈髻〉一文：「她剪

去了稀疏的短髮，又何嘗剪去滿懷的悲緒呢！」用「剪去」這個動作表現出滿懷愁

緒的難以消除。下列選項沒有使用這種技巧的是： 

（A）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慫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發瘋。有人揮

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動。我又一次，又一次，溺在洪水中 

（B）你品嚐了夜的巴黎，你踏過下雪的北京，你熟記書本裡每一句你最愛的真理，

卻說不出你愛我的原因，卻說不出你欣賞我哪一種表情，卻說不出在什麼場

合我曾讓你動心，說不出離開的原因 

（C）走過的叫足跡，走不到叫憧憬，學會收拾起叛逆，學會隱藏了表情，卸下了

這面具，我想說謝謝你，謝謝你一路陪我到這裡 

（D）眼看著妳難過，挽留的話卻沒有說，妳會微笑放手，說好不哭讓我走，妳什

麼都沒有，卻還為我的夢加油，心疼過了多久，還在找理由等我。 

【答案】（D） 

 

8. 〈小王子與狐狸〉一文以「馴服」為主題，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馴服的意義在於建立雙方互相需要的關係 

（B）馴服不能躁進，需要長時間的付出及耐心等待 

（C）對於馴服過後的對象要用心去愛，承受相應的責任 

（D）透過馴服改變對方，如此就能擺脫人際關係的困境。 

 
【答案】（D） 

 

9. 樂府和古詩同為漢代詩歌文學雙葩，兩種體裁的詩特點不太相同，樂府詩的敘事性

強，古詩的抒情性佳，請依據所學判斷詩歌的歸屬，下列正確的選項是： 

選項 詩句 詩體 

（A） 
  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

勿復道。」（〈婦病行〉） 
古詩 

（B）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十五從軍征〉） 樂府詩 

（C） 
  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

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哺糜。（〈東門行〉） 
古詩 

（D）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

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

房，淚下沾裳衣。（〈明月何皎皎〉） 
樂府詩 

【答案】（B） 

 

10. 「孔門論學，以德為本」，下列哪些章節，無法作為例證： 

（A）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B）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C）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D）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答案】（A） 

 

11. 有關〈行行重行行〉一詩的句義說明，錯誤的選項是： 

（A）「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化用典故「悲莫悲兮生別離」，暗示讀者「悲莫

悲兮」的意思，強調內心的悲痛 
（B）「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凸顯思婦因別離日久而漸消瘦的情景，藉以抒發

思念之情 

（C）「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敘述丈夫工作在外，兩人距離如北胡、南越般遙

遠，含蓄流露出思婦的埋怨之情 

（D）「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表達雖對丈夫略有不滿，仍希望丈夫在外好好保

重身體，呈現「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態度。 
【答案】（C） 

 

12. 此文字雲由《紅樓夢》製成，出現次數越多的語詞， 
字體越大。該文章標題應為： 

（A）〈林黛玉和薛寶釵吃對藥了嗎？從紅樓夢看養生〉 

（B）〈既生玉，何生釵─紅樓夢女主角的人物塑造〉 

（C）〈誰註定是贏家：薛寶釵壓倒林黛玉的七大優勢〉 

（D）〈只取一瓢飲──寶玉、寶釵和黛玉的三角關係〉。 

【答案】（A） 

 
13. 依據下列「長照 1.0 與 2.0 服務項目比較圖表」的內容，選出敘述錯誤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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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 提供了 1.0 沒有的居家及社區資源 

（B）2.0 比 1.0 有更完整的在地化服務 

（C）2.0 比 1.0 更強調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服務體系 

（D）2.0 的長照服務比 1.0 有更完整居家醫療照護。 

【答案】（A） 

 

14. 下表是四位學生讀《論語》後整理的孔子言論在生活情境上的實踐筆記，請判斷下

列何者的配對正確的是： 

【支持論據】 

甲、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

乎？ 

乙、必也正名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丙、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己、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選項 事例 支持論據 

（A） 

人際溝通大師卡內基曾在一次晚宴中，指正一位男士的談笑

說：「這是出自莎士比亞的名句，不是出自《聖經》。」卡內

基的堅持己見讓對方頗為尷尬。卡內基友人正是研究莎士比

己 

亞的權威，沒想到他卻表示那位男士是對的。晚宴後，卡內

基忍不住質疑友人。友人回答：「那句話的確出自莎士比亞作

品，但這不過是個聊天場合，有必要當場爭辯對錯，讓對方

下不了臺嗎？」 

（B） 

李安導演曾感嘆自己無法被外界歸類與定位，但負評並不能

阻礙他追求電影的創新。面對不被理解的孤獨，李安不生氣，

而是選擇無悔地向前。 

丙 

（C） 

有人問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的銷售理論是什麼？他解釋： 
「就是利他主義，……相信只有別人成功，你才能成功。」

阿里巴巴提供的平台曾幫助貴州某農村的特產辣椒醬在五小

時內賣掉八萬瓶。馬雲說，想到阿里巴巴工作，不看履歷，

而是看有無願意幫助別人解決問題的能力。 

戊 

（D） 

原先台塑企業申請修護保養用的表單稱為「請修單」，經營之

神王永慶認為維修本是保養人員分內之事，為何還要「請你

來修理」？於是指示改名。「請修單」便改成「修護單」，可

是王永慶還是不滿意。他認為，只是「修護」太消極，應該

積極找出設備出錯原因，並防止再發生相同的問題，最終定

名為「修復單」。 

丁 

【答案】（C） 

 

15-16 為題組 

    在一般人看，美是物所固有的。有些人物生來就美，有些人物生來就醜。……說美

人是美的，也猶如說她是高、是矮、是肥、是瘦一樣，她的高、矮、肥、瘦是她星宿定

的，是她從娘胎帶來的，她的美也是如此，和你看著無關。這種見解並不限於一般人，

許多哲學家和科學家也是如此想。所以他們費許多心力去實驗最美的顏色是紅色還是藍

色，最美的形體是曲線還是直線，最美的音調是 G調還是 F調。 

  但是這種普遍的見解顯然有很大的難點，如果美本來是物的屬性，則凡是長眼睛的

人應該都可以看到，應該都承認它美，好比一個人的高矮，有尺可量，是高大家就要都

說高，是矮大家就要都說矮。但是美的估定就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假如你說一個人美，

我說她不美，你用什麼方法可以說服我呢？有些人歡喜辛稼軒而討厭溫飛卿，有些人歡

喜溫飛卿而討厭辛稼軒，這究竟誰是誰非呢？同是一個對象，有人說美，有人說醜，從

此可知美本在物之說有些不妥了。（朱光潛《談美．□□――美與自然》）  

 

15. 關於文中對於美的看法，正確的選項是： 
（A）美是一種科學的精神，必須透過共同價值認定才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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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脫離不了時代認同，所以溫飛卿和辛棄疾各有擁護者 
（C）美的標準不同，對不了解的事物有距離，容易產生美感 
（D）美是一種物我之間的形象直覺，難以使用統一準則評議。 

【答案】（D） 

 

16. 本文的標題為《談美．□□──美與自然》，空格中最有可能填入的是： 
（A）君子有成人之美 
（B）情人眼底出西施 
（C）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D）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扶持。 

【答案】（B） 

 

17-18 為題組 

明清傳奇是曲牌體戲曲劇本，一本戲，大約由三十到五十齣不等的折子組成，例
如《牡丹亭》就多達五十五齣，每一齣，由數個曲牌聯套組成，而曲牌，則是一首一
首的曲子。這個曲家經歷了什麼思考歷程呢？他翻開劇本，看到一段唱詞，上頭標註
了這段唱詞的曲名，如《牡丹亭》第二齣〈言懷〉，「真珠簾」三字是曲名，一看到這三
個字，腦中浮現【真珠簾】的音樂旋律，接著，按照崑腔唱法，把詞套進曲子裡，卻發
現□□□□，唱詞難以適應曲牌唱腔，有的句子多幾字，有的少幾字，有的字倒了，因
此唱得彆扭。這首曲子，湯顯祖原文是這樣的： 
  河東舊族，柳氏名門最，論星宿連張帶鬼。幾葉到寒儒，受雨打風吹。謾說書中能富
貴，顏如玉和黃金那裡？貧薄把人灰，且養就這浩然之氣。 
  如果按照正確的格律來修改會是怎麼樣呢？和湯顯祖大約同時的吳江派領袖沈璟
是這樣改的： 
  河東柳氏簪纓裔，名門最，論星宿連張帶鬼。幾葉到寒儒，受雨打風吹。謾說書中能
富貴，金屋與玉人那裡？貧薄把人灰，且養就，浩然之氣。 

  千萬不可小看這些看似細微的修改，各位請想像，在當時，一則沒有字幕，二則一

般觀眾對曲子是熟悉的，這樣的錯誤，雖然不是不能唱，但唱得彆扭，聽得也彆扭，

對敏銳的曲家而言，更覺得刺耳。於是，《牡丹亭》問世之後，出律問題屢被指出，例

如臧懋循盛讚湯顯祖之餘，也不免指出「獨□□□□，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

 （節錄自黃思超〈抝折天下人嗓子？！――談《牡丹亭》曲樂的華麗轉身〉） 

 

17. 依據文意，選出依序最適合填入□□□□內的選項：： 

（A）格格不入／金聲玉振 

（B）不謀而合／音韻少諧 

（C）格格不入／音韻少諧 

（D）不謀而合／金聲玉振。 

【答案】（C） 

18. 本文內容包括三個重點，按其文中呈現的次序，排列最適當的選項是： 

甲、改詞就調的變通方式 乙、戲曲的體制與音樂性 丙、當代曲家的評議意見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乙丙甲    （D）丙甲乙。 

【答案】（B） 

 

19-20 為題組 

請閱讀下列短文，回答 1-2 題：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

曰：「為孔丘。」曰：「是魯 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

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第十八．6》） 

19. 請選出文意解讀正確者： 

（A）長沮曰：「是知津矣」，可見長沮以輕佻口氣回答子路 

（B）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意謂知津者比比皆是 

（C）長沮桀溺以為，孔子自以為能改善混亂的世局，實則無力改變 

（D）所謂「辟世之士」，是指能關懷世人、具有兼善天下的情操的人。 

【答案】（C） 

 

20. 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孔子的觀點： 

（A）世衰道微，儒者更須肩負起博施濟眾的使命 

（B）被隱者嘲笑，孔子採「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 

（C）即使所作所為於事無補，儒者仍要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 

（D）孔子慨嘆長沮、桀溺與鳥獸同類，放棄身而為人的責任，與禽獸無異。 

【答案】（D） 

 

21-22 為題組 

甲、 

熟讀琦君作品的讀者都會感覺到琦君的母親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琦君寫得最感

人的幾篇文章幾乎都是寫她母親。可以說母親是琦君最重要的創作泉源。琦君塑造成的

母親意象是一位舊社會中相當典型的賢妻良母，充滿了「母心、佛心」——但這並不是

琦君文章著力之處，而是琦君寫到她母親因父親納妾，夫妻恩情中斷，而遭受到種種的

不幸與委屈，這才是琦君寫得刻骨銘心，令人難以忘懷的片段。看過琦君膾炙人口的名

著髻的讀者，我想沒有人會忘記二媽頭上耀武揚威的髮髻是如何刺痛著琦君母親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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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替她母親鳴不平，為她母親立碑作傳，忠實的記錄下一位菩薩心腸的婦人，在情感

上被丈夫拋棄後，是如何默默的承受著非人的痛苦與屈辱。當然，琦君母親的故事，只

有在從前中國舊社會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會發生。……我想琦君並無攻擊「封建家

庭」罪惡的企圖，她落筆相當含蓄，對她父親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責，甚至對她二媽寫得

也算寬容，事實上琦君筆下，她父親是個很正派人物——正派人物對自己髮妻不自覺的

殘忍，有時更加可怕。琦君用隱而不露的曲筆，卻把中國舊社會「封建家庭」中婦女的

痛苦，寫得如此深刻、令人難忘。「哀而不傷，怨而無誹」，中國文學這項傳統法則，恐

怕還是有點道理的。（節選自白先勇〈棄婦吟——讀琦君「橘子紅了」有感〉） 

 

乙、 

對於許多我們滿意、偏愛的文章，有時不免會有雞蛋裡挑骨頭的毛病。對琦君的散

文，有時個人也會想挑掉一些地方，也許他會更緊湊些。有許多撫今追昔的文章，在她

歷歷敘寫往事時，那層深深的感慨，已款款地打動了讀者，所以作者本身似乎不必再加

以詮釋了；像〈楊梅〉中說：「我常為母親的多叮嚀而感到厭煩，無知的童子，竟以為

一輩子都會在母愛的愛撫下享受著幸福呢！」又如〈晒晒暖〉的最後結尾：「可是歲月

不待人，一轉眼間父親鬢邊添了星星白髮，我也長大了。戰亂中流離轉徙，沒有一個冬

天能夠在故鄉過著晒晒暖的安閒日子。如今呢？更不必說了……」又如〈三劃阿王〉的

尾巴：「我現在常常記起三劃阿王那一副與艱苦疲病饑寒掙扎的頑強神態，我更聽見了

他充滿感情與熱情的語音……」若此之類，作者似乎習慣在文尾述說感情，其實有許多

感情是寄託在敘事中，作者不必再跳出來補充說明，反造成畫蛇添足的結果。這個小毛

病，甚至在最精彩的〈髻〉文中也不免，例如：「人世間，什麼是愛，什麼是恨呢？」

又結尾也可以割愛：「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 

對於散文，一向有兩種看法：「一種是要求燦爛絢麗，一種是樸素醇厚；前者較偏

重文字的華豔，感情的奔放；後者則重文字的樸質，感情的蘊藉。不過個人卻常想，兩

者難道永遠水火不容嗎？一個人，有濃妝艷抹的時候，也有歸真返璞的時間，但也可以

折衷，蛾眉淡掃，半分天生麗質，半分人工點綴豈不也是文質彬彬？散文在內容上已具

有高水準，文字上是否還能更求巧妙呢？文情並茂，不正是《昭明文選》經得起考驗的

事實嗎？（鄭明娳《現代散文縱橫論》） 

 

21. 甲文中提及：「琦君寫到她母親因父親納妾，夫妻恩情中斷，而遭受到種種的不幸

與委屈，這才是琦君寫得刻骨銘心，令人難以忘懷的片段。」試判讀下列文句，何

者最能與白先勇此段描述呼應？ 

（A）母親烏油油的柔髮卻像一匹緞子似的垂在肩頭，微風吹來，一綹綹的短髮不

時拂著她白嫩的面頰  

（B）我們全家搬到杭州以後，母親不必忙廚房，而且許多時候，父親要她出來招

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絲髻兒實在不像樣，所以父親一定要她改梳一個式樣  

（C）她的眼睛停在鏡子裡，望著自己出神，不再是瞇縫眼兒的笑了。……因為在

走廊的那一邊，不時飄來父親和姨娘琅琅的笑語聲  

（D）在上海求學時，母親來信說她患了風溼病，手膀抬不起來，連最簡單的螺絲

髻兒都盤不成樣，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幾根短髮剪去了。 

【答案】（C） 

 

22. 關於甲、乙二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甲文中提及父親與母親的愛恨情仇是琦君最重要的創作泉源  

（B）乙文認為情感應寄託在敘事中，作者的多加詮釋反而造成畫蛇添足的反效果  

（C）甲文評論的重點著重在探討作家的作品取材與文風，乙文則在探討作家的表

現方法  

（D）甲文以為作家處理父母相處時隱而不露之曲筆，恰恰是乙文認為文章可以更

緊湊的例證。 

【答案】（A） 

 

23-24 為題組 

甲、 

  旅行，造就了人。我仍舊探訪著世界上的城市，穿梭漫遊在大大小小的通路與街道，

一再地行走、逗留在綿延不絕的巷弄裡而留下我的足跡。緊張與不安當中一個人迷失在

不知名的地方，因著孤獨而感到嚴苛、迷惘，甚至不知所措。但總是能在那當中找出一

條活路，順利地全身而退，並繼續邁向下一個旅程。……我的人生也可算是一段旅程吧。

在沒有接受專門教育的狀況下而志向建築這件事情，就如同獨自在緊張與不安下迷失在

一個陌生地方一樣。……然而像現在這樣回過頭來看，我寧可將那視為是因著在那苦難

當中以所得的體驗作為食糧，自己才得以一直生存到現在。往往在孤獨與不安、一個人

在都市裡彷徨的時候，那樣的感覺便更明顯而具體地流露出來。……旅行，也造就了建

築家。（節錄自安藤忠雄〈安藤忠雄的都市徬徨〉） 

乙、 

  再往前走只是白費力氣，今天的步行顯然無法讓我們抵達任何地方。該回到我們的

飛機那邊了，那個紅白相間的物體至少是個明顯座標，或許能讓某個從天邊飛來的夥伴

找到。雖然我對救援搜尋完全不抱希望，但那似乎是我們獲救的唯一機會。更重要的是，

我們最後一點點飲料還在那裡，而我們現在非回去喝不可。只有回去，我們才有一絲存

活的可能。我們被束縛在一個鋼鐵般無法改變的循環中，口渴宰制著我們，使我們無法

長久維持自主。可是，當我們可能正朝生存的機會走去，折返原點是多麼痛苦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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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市蜃樓後方某處，天際線上可能有數不清的真正城市、淡水河道及青青草原。我知

道折返原點是正確的決定，但當我轉身，一股可怕的倦意襲來，我覺得彷彿隨時可能永

遠沉淪。（節錄自聖•修伯里〈在沙漠的中心〉） 

 

23. 上述兩則引文或隱或顯皆提及對生命存在的看法，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A）甲文作者將旅途中迷失的過程視為找到生命出口的養分 

（B）乙文作者面對求生旅途中的掙扎，從而找到並成就自己的生命意義 

（C）甲、乙二文均使用細緻的寫景描述，烘托旅途中尋找人生方向的心境 

（D）甲文以抒情筆法，點出旅行的意義；乙文為真實記錄，說明人生的荒謬性。 

【答案】（A） 

 

24. 「我仍舊探訪著世界上的城市，穿梭漫遊在大大小小的通路與街道，一再地行走、

逗留在綿延不絕的巷弄裡而留下我的足跡／我知道折返原點是正確的決定，但當我

轉身，一股可怕的倦意襲來，我覺得彷彿隨時可能永遠沉淪」。下列選項中，敘事

人稱與上述引文完全相同的是： 

（A）我們都不是喜歡熱鬧的人，可是我們不能安於狹窄的斗室空間 

（B）我心想：到了巴黎，這就是巴黎。遂坐下攤開一疊紙，振筆疾書。到了就好

了，知道我已經在巴黎就夠了 
（C）你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顧盼尋覓，說是看風景，其實是在看自己如何在看著

風景，那時你的心思最敏銳，精神最飽滿 

（D）你何妨就在內心先確定一個廣泛的目標？先在家裏勾畫出完整的憧憬，布置

一些可能發生的情節，以想像的陌生世界為背景，把自己血肉之軀投射進去，

堅持自己所追求所要的東西，然後出門。 
【答案】（B） 

二、多重選擇題：36% 

說明：第 25 題至第 36 題，每題有 5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適當的選項，

請畫記在答案卡。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3 分；答錯 1 個選項

者，得 1.8 分；答錯 2 個選項者，得 0.6 分；答錯多於 2 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

該題以零分計算。 

 

25. 下列各組「 」中的字詞，字義兩兩相同的是： 

（A）君子恥其言過其「行」／言必信，「行」必果 

（B）入則孝，出則「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C）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D）「比」去，以手闔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 

（E）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答案】（A）（C） 

 

26. 下列文句說明，敘述正確的是： 

（A）孔子認為自少而壯而老的三階段中，少之時，血氣未定，應戒之在鬥 

（B）「六十而耳順」是為學歷程中，達到爐火純青，言行視聽都能從容中道的最高

境界 

（C）「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強調過分遵

守禮，行事會僵化拘泥而造成偏頗 

（D）「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察人善惡之法，

可由行為、動機、心態三方面著手觀察 

（E）「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說話誠信，行事果

敢，雖才識器量不足，也可說是次一等的士。 

【答案】（D）（E） 

 

27. 四位學生嘗試分析〈髻〉一文，其中說明適當的是： 

（A）甲生：〈髻〉一文中，母親還是姨娘，她們的髮髻由「密」到「疏」的過程，

象徵人世間遭遇，否極終會泰來 

（B）乙生：對於另結新歡的父親，琦君寫父親抽著水煙看著姨娘，眼神裡全是笑

時，流露出對父親的怨懟，與為母親抱不平 

（C）丙生：文中由母親與姨娘由原先的仇視，發展到日後的患難與共，引領讀者

見證以愛來化解恩怨情仇的過程 

（D）丁生：作者以順敘法帶出傳統社會中三妻四妾的家庭故事，行文中流露出女

性地位的卑微和彼此勾心鬥角的可悲，可謂文壇女性主義的先驅者 

（E）戊生：當作者說：「一把小小黃楊木梳，再也理不清母親心中的愁緒。因為在

走廊的那一邊，不時飄來父親和姨娘琅琅的笑語聲」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

「悲」、「喜」並敘，且「以喜襯悲」的表達方式。 

【答案】（C）（E） 

 

28. 關於〈小王子與狐狸〉的文意說明，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狐狸說「我還沒有被馴服」是因為小王子破壞了彼此信任 

（B）「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家商店可以買到友誼」說明有錢能使鬼推磨 

（C）狐狸說「世上真的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是要小王子理解人生並不完美 

（D）「有一朵花……我想，她把我馴服了……」小王子被馴服是因為自己願意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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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可是我的時間不多，我還要去尋找朋友，還有許多事物要了解」由小王子的

話語凸顯小王子當時還未了解「馴服」的意義。 

【答案】（C）（D）（E） 

 

29. 《韓非子‧二柄》：「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所

表達的概念，可與下列哪些選項呼應：  

（A）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B）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 

（C）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D）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賞之不竊。」 

（E）國王如果在一個百姓的園子裡取一顆蘋果，臣屬就會砍走一棵果樹。 

【答案】（A）（B）（C）（D）（E） 

 

30. 閱讀下列關於子路的描述或對話後，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

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

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 

（A）從可知，子路是一個謙虛、不自滿的人 

（B）從可知，子路有勇武過人、謀略不足的毛病 

（C）從可知，子路對孔子在政治上「正名」的主張質疑且不認同 

（D）中孔子明顯地表達對子路的喜愛與肯定 

（E）在中，孔子對子路回答問題的態度頗不以為然。 

【答案】（B）（C）（D）（E） 

 

31. 儒家深化「君子」的涵義，突破封建制度下君子即為貴族的狹隘定義。請判讀下列

文句中的君子，何者與「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的「君子」意涵相同： 

（A）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B）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C）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D）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E）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答案】（C）（D）（E） 

 

32. 請選出下列關於孔子及《論語》的相關敘述正確的選項： 

（A）孔子，春秋時代魯國陬邑人，三歲失怙，由母親含辛茹苦，撫養長大成人 

（B）孔子好學不倦，曾向向郯子問禮，向老子學官制，向師襄學琴，是「學無常

師」最好的例證 

（C）《論語》一書的成書時間約在漢代，主要由孔子結束周遊列國後，晚年刪編而

成 

（D）《論語》為語錄體形式，主要記言，其中多半為孔子與弟子間簡短的談話和問

答，故每篇以弟子之名命為篇名 

（E）朱熹所作《集注》與其所編的《孟子集注》、《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合稱

《四書章句集注》。從元代後被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答案】（A）（E） 

 

33. 有關古詩與樂府詩的比較，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A）起源時間：一般說來，古詩的起源較樂府為早，約莫興於東漢 

（B）作品體製：古詩與樂府詩均屬韻文，因此皆須押韻，且句式講究整齊一致 

（C）作品風格：古詩多係文人創作，作品尚溫婉；而樂府詩來自民間，因此作品較

為真率樸質，貴遒勁 

（D）作品音樂性：早期漢樂府入樂可歌，後代仿作之「新樂府」不入樂，只可誦；

古詩不入樂，不可歌，只可誦 

（E）詩體流變：五言古詩正式成立為班固〈詠史詩〉，七言古詩至曹丕〈燕歌行〉

始正式成立；樂府產生於兩漢，發達於南北朝，變調於中唐。 

【答案】 (C)(D)(E) 

 

34～35 為題組 

閱讀下列甲、乙二詩，回答 34～35 題。 

甲、 

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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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飲馬長城窟行〉) 

乙、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 
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陌上桑〉) 

 
34. 關於甲、乙兩詩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依內容所述，甲乙兩詩皆為樂府詩 
   （B）甲詩以丈夫的口吻鋪敘對妻子的深情思念 

（C）乙詩以鋪排渲染的手法，凸顯丈夫官位顯赫、才貌雙全 
（D）甲、乙兩詩皆體現了樂府民歌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特色 
（E）甲詩緊扣「思」字深化發展；乙詩使用對話手法推動情節。 

【答案】（A）（C）（D）（E） 

 

35. 所謂「興」是聯想，觸景生情，如《詩經．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詩人看到河洲上成雙成對的水鳥，從而聯想到人間的愛情。下列

也運用了「興」之手法的是： 
（A）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B）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C）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D）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E）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答案】（A）（E） 

 
36. 如果要蒐集〈飲馬長城窟行〉與〈陌上桑〉的相關資料，下列哪本書不可能找到相

關資料： 

（A）《詩經》 

（B）《楚辭》 

（C）《昭明文選》 

（D）《古文觀止》 

（E）《樂府詩集》。 

【答案】（A）（B）（D） 

 

三、單選混合題型：16% 
說明： 

1.混合題型之選擇題，請依題號劃記於答案卡上。 

2.混合題型之第 39 題、第 41 題、第 44 題題為簡答題，答案請寫於答案卷上。 

 

37-39 為混合題組 

甲、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生年不滿百〉) 

 

乙、 

    一想到死，人們便覺得時光一去不回，生命彌足珍貴。或許正是死亡，使生存變得

更有魅力、更有意義。如果人永遠不死，活得大概就沒這麼認真而有滋味了。 

  有人懼怕死神，有人談笑就死。人們對於死的探求、對死的思索，實際上正式對生

存的探索和思索。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時人性顯優劣。 

…… 

  人有生必有死，但生前德行可以不同，業績也不一樣。期望靠權勢、靠財富、靠法

令，甚至靠高大的陵墓來抬高自己，永垂不朽，那實在是徒勞的，有時正好適得其反。

無論你是九龍天子，還是黎民百姓，人們能記住的只有高尚的道德和不朽的功業。 

  當代人更多地勘破生死的大關，或要求薄葬，或囑咐死後捐獻自己的器官供醫學研

究，或交待不留骨灰，這當然是社會的進步、歷史的進步，人類對自身認識的進步。 

  古往今來，生與死的問題困擾過數不清的人。人參透了生死乃是自然的規律，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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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是生之大幸，也是死之大幸了！ 

…… 

  人生終有了結時，死亡之關更見出人的生活態度。 

  蘇東坡病重之時，曾對朋友說： 

  莊子主張不要勉強用心去治理天下，而要順乎其然，無為而治。我現在久病不起是

天意，不是我的過失。 

  臨死前，老友維琳方丈來探望他，並一直陪伴著他。方丈不斷地和他談今生與來生，

勸他念幾首偈語。蘇東坡笑了笑。 

  彌留之際，全家人都守候在蘇東坡身邊。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裡說：現在，

要想來生！ 

  蘇東坡輕聲說：西天也許有。空想前往，又有什麼用？ 

  東坡的老朋友錢世雄這時也站在一旁，對他說：現在你最好還是要想著天堂、想著

來世。 

  東坡最後的話是：勉強想就錯了。 

  解脫之道在於自然，在不知善而善。東坡是真正的徹悟人生者。 

  東坡晚年最為推崇的陶潛，對生死大關就是看得很透的。眼見死神緩緩降臨，陶潛

說：「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人生如過客，自己的家

好旅店，現在我要走了，到哪裡去呢？那南山的墳塋不就是我的老家嗎！ 

  面對生與死的鐵門檻，古人是何其鎮定，何其超然曠達。 

  人終究有一死，誰又能長生不死，怎樣又才算死而不朽？（節錄自范軍《蘇東坡的

人生哲學》） 

 

37. 關於甲詩的說明，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千歲憂為事實的陳述，表現詩人內心的眾多憂慮與哀傷 

  （B）以不滿百歲的壽命與千年的憂愁相對比，凸顯人生短暫 

  （C）人生歲月所剩無幾，應積極把握當前成就，抱著先苦後甘的想法 

  （D）認同追求現世生活的富貴，並藉著求仙消除人生短暫的壓迫感。 

【答案】（B） 

 

38. 以下文句均出自於乙文，對於面對死亡時的態度為「貪戀執著」的選項是： 

（A）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B）東坡死前說：勉強想著天堂、想著來世，只要是想就錯了 
（C）企求長生不老、萬壽無疆，秦皇漢武，求仙煉丹，封禪祭天 
（D）莊子主張不要勉強用心去治理天下，而要順乎其然，無為而治。我現在久病

不起是天意，不是我的過失。 

【答案】(C)   

 

39. 依甲、乙兩作品內容所述，其中對人生在世與面對生命殞落的態度的看法分別為

何？（兩格限20字以內，每格1分） 

作品 人生在世的生活態度 面對生命殞落的態度 

甲 
作者認為生命短暫， 

所以(     ○1       ) 
 

乙 建立高尚的道德和不朽的功業 ○2  

【參考答案】 

○1 及時行樂或把握當下。  

○2 超然曠達╱看淡生死大關╱參透了生死乃是自然的規律。 

分數 0 1 

標準 
空白、完全離題、

不知所云 

每題符合參考答案其中一個詞語，就可得一分 

ex. ○1 及時行樂 

 

40-41 題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40-41 題： 

人生的三種目的或意義 

  有人認為，人活著就是為了享樂，滿足自然所賦予的各種欲望。孔子說：「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自然欲望的滿足當然重要，但如果僅止於此，那跟動物似乎就沒

有兩樣。而且，滿足自然欲望所獲得的快樂為時都相當短暫，很快就會感到空虛，如果

你想繼續有滿足感，通常需要比上一次更大的刺激才能得到同樣的快樂。這樣的人生，

只會讓人愈來愈覺得空虛與無聊。 

  人在飲食男女之後，總會想再做些什麼。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認為即使是牌戲、下棋等活動，也比什麼都不

做來得好。但不管做什麼，重要的是要有所「用心」――把心思放在那上頭。它們包括

從上學讀書、上班工作到假日登山、禮佛、打太極拳、研究昆蟲等等，各式各樣的活動

形成了人在文明社會裡的主要生活內容。如果這些活動能符合你的興趣，又能發揮你的

才藝，那你就會有愉悅的滿足感，它們比感官的滿足來得持久，而且能讓你覺得生命有

所成長、感到充實並獲得某種尊嚴。 

  但這顯然也不是孔子想要的人生。當學生子路問他「人生的志願」時，孔子回答：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表示孔子不以「獨善其身」為滿足，他還想要

「兼濟天下」，走出自我，將自己融入一個更大的群體中，讓世人共享安和樂利的生活，

這樣才能使他的生命得到最豐富、最有價值與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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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與愛因斯坦殊途同歸 

  愛因斯坦曾說：「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他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在

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做是生活本身的目的――我把它稱為『豬欄的理

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給予我新的勇氣去正視生活理想的是善、美、真。」在

追求真、善、美的過程中，愛因斯坦進一步指出：「只有為別人而活的生命才是值得的」、

「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出實際上短暫而又有風險的生命意義」。 

  孔子不只想獻身於社會，而且跟愛因斯坦一樣是在追求真、善、美。在他心中，理

想的人生是要「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中「志於道」――以追求真理

為志業，代表了求真（理）；「據於德，依於仁」――以德和仁為立身處世的依據，代表

了求善（獨善其身又兼濟天下）；而「游於藝」――優遊於藝術的領域，則代表了求美。

孔子的理想人生跟愛因斯坦不僅殊途同歸，而且還說得似乎比他更具體而明白。（王溢

嘉〈真善美：給生命一個豐華的意義〉） 

 

40. 愛因斯坦對於「豬欄的理想」的觀點，與下列《論語》文句可以互相呼應選項是： 

（A）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B）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C）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D）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答案】（A） 

 

41. 作者認為孔子的理想人生跟愛因斯坦殊途同歸，請擷取兩段引文中兩人各一句話

語，說明「同歸」之處。（建議②作答字數：25 字以內，每格 1 分） 

孔子說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愛因斯坦說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兩人相同之處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參考範例〕只有為別人而活的生命才是值得的／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

出生命意義／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給予我新的勇氣去正視生活理想的是善、美、真 

②〔參考範例〕兩人都認為造福他人才是有意義的人生／兩人都認為人生的理想在於

真、善、美的追求  

 

 

 

42-44 為題組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 42-44 問題。 

我承繼父親的任性，也繼承母親的韌性。但母親容易煩憂，我卻不是那麼煩憂的人，

或該說煩憂事物不同。她常因沒安全感而強烈需索金錢，雨天要先存好雨水，免得日

後旱災來了，她常叮嚀我。而父親則很少表現出對生活與未來的沒安全感，父親帶著

靜默如鐵卻又□□□□地度過他的半百人生，在母親眼裡，他的優點全成了缺點，毫

無畏懼變成毫無責任。而母親卻總是感到不安，她常常煩惱這煩惱那，安全感匱乏其

實是人類個性的集體遺傳，我們在擁有的時候害怕失去，沒有的時候卻又苦苦追

求。威廉．高汀在《繼承者》寫：「我們繼承整個時代、家族，以及個人基因形塑了

我們自己，但我們有機會突破的是看見和改變。」承繼母親的韌性，也看見母親藏匿

在背後的安全感匱乏，母親的心靈難以安頓，而我則在文學、藝術和佛學裡找尋到一

絲安頓之處。我和母親有著相似的強韌本質，但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母親的內

心是一座沒有被開發的□□，母親的大腦也是一座沒有被開發的叢林，母親心靈一

直存在著危機感，她習慣以外顯的強悍去遮掩軟弱。示弱對母親是困難的柔軟，但

她需要有人傾聽，卻不擅長表達。而我的強韌就像是一扇「□□□」，不行就彎到另外

一邊，多方嘗試好讓自己得以活下去；但母親缺少這一塊的訓練，於是她的強韌轉變

成了頑固，只能掩蓋自己內心的脆弱。但本質上，我們都是同一款人，我以柔克剛，

她以剛克柔。我的個性會發生水災，她的個性會發生火災。 

我一直以為我的水滅不了她的火，但癱瘓後的母親卻最依賴我的陪伴，彷彿我是止

痛劑，為她帶來嗎啡似的虛幻安慰。 

原來，她的傳承早已給了我。家族傳承，母親與女兒，承襲的又豈只是外在。（節

錄自鍾文音〈捨不得不見妳〉） 

 

42. 請琢磨文意，選出文中缺空處最適合填上的選項： 

（A）拘謹如石∕城市∕羅生門 

（B）拘謹如石∕溼地∕任意門 

（C）放逸如水∕城市∕羅生門 

（D）放逸如水∕溼地∕任意門。 

【答案】（D） 

 
43. 作者引述威廉．高汀之語的用意是： 

（A）表達家族遺傳非形塑自我的唯一因素 

（B）暗示個人幸福取決於機遇的偶然 

（C）慨嘆人難以突破家族遺傳的框限 

（D）惋惜母親對自我人生毫無作為。 

【答案】（A） 

 
44. 請參考下表「例句」、「例句說明」，說明文句○1 的作者觀點，並依據文句○2 觀點，摘

引原文文句。(每格 1 分) 
原文文句 作者觀點 

例句： 

在母親眼裡，他的優點全成了缺點，毫無

例句說明： 

母親不是一個樂觀開朗的人 

分數 0 1 

標準 
1.答案超出文本所給的資訊 

2.空白、完全離題、不知所云 

參考答案擇一書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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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懼變成毫無責任。 

文句○1 ： 

雨天要先存好雨水，免得日後旱災來了 

文句○1 說明： 

文句○2 ： 
作者與母親相互依存，感情相容 

 

【答案】①〔參考範例〕母親沒有安全感／母親遇事習慣及早準備，防患未然 ②〔參

考範例〕我一直以為我的水滅不了她的火，但癱瘓後的母親卻最依賴我的陪伴，彷彿我

是止痛劑，為她帶來嗎啡似的虛幻安慰。 

 

分數 0 1 

標準 
1.答案超出文本所給的資訊 

2.空白、完全離題、不知所云 

①參考答案擇一書寫即可。 

②參考答案引文書寫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