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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單選 27題，多選 7題，混合選擇 1題共 35題 77分)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27 題，共 54 分) 

1. 下列各組「 」中的字，讀音完全相同的選項是： 

(A) 東南「隅」／「齵」齒／大智若「愚」  

(B) 「鬑」鬑 ／「鶼」鰈／「蒹」葭蒼蒼  

(C)「傍」午／「滂」沱／「磅」礴  

(D) 「捋」髭鬚／「捋」袖子／「捋」虎鬚 

 解答 A 

解析 (A) ㄩˊ (B)ㄌㄧㄢˊ／ㄐㄧㄢ／ㄐㄧㄢ (C) ㄅㄤ／ㄆㄤ／ㄆㄤ (D)ㄌㄩˇ／ㄌㄨㄛ／ㄌㄜˋ 

2.  下列「 」中的同音字，字音相同字形完全相異的選項是：  

(A) 「ㄆㄧ」頭散髮／「ㄆㄧ」肝瀝膽／天打雷「ㄆㄧ」  

(B) 香風四「ㄧˋ」／「ㄧˋ」於言表／標新立「ㄧˋ」  

(C) 「ㄌㄤˊ ㄌㄤˊ」笑語聲／「ㄌㄤˊ ㄌㄤˊ」上口／琳「ㄌㄤˊ」 

(D) 滿目「ㄇㄧㄣˇ」嘴兒笑／「ㄇㄧㄣˇ」滅人性／悲天「ㄇㄧㄣˇ」人  

 解答 D 

解析(A)披／披／劈 (B)溢／溢／異 (C)琅／琅／瑯 (D)抿／泯／憫 

3. 下列各組文句「 」內的字，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 使君「一」何愚／「一」不留神  

(B) 來歸「相」怒怨／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C) 相「去」萬餘里／大勢已「去」  

(D) 使君「謝」羅敷／新陳代「謝」 

 解答 B 

解析(A)助詞／偶然 (B)彼此、交互(指雙方) (C)離／失掉 (D)詢問／替代、更換 

4. 〈孔乙己〉：「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句中用「大約」表示推測語氣，下列文句同樣 

為推測語氣的是：  

(A) 或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B) 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 

(C) 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 

(D) 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解答 D 

解析 (A)有疑惑卻不請教老師，那些成為疑難的問題便永遠得不到解答了〈師說〉(B)好久沒見到你的身影，為什 

     麼整天一聲不響地在這裡，像個女孩子呢？〈項脊軒志〉(C)若：如果〈范進中舉〉(D)聖人為什麼能成為聖 

     人，愚人為什麼會成為愚人，大概都是由於這個緣故吧！〈師說〉 

5. 日向和影山是兩位來文華高中的日本交換學生，下課時影山不小心撞倒隔壁同學的大冰奶，潑溼了〈孔乙己〉 

國文筆記的其中一頁。正當他不知該如何是好時，日向自告奮勇要幫他還原那一頁的筆記並拉著你一起幫忙。 

請你幫忙檢查下方日向所寫的筆記，何者寫錯了： 

   ◎咸亨酒店的客人們 

 短衣幫 長衫客 

(A)  職業 做工的人 士紳階級 

(B)  點菜 一碗酒和一盤小菜 酒、下酒菜、葷菜 

(C)  座位 靠櫃外站著 在店面隔壁的房子裡坐著 

(D)  態度 不易說話，要人侍候 嘮嘮叨叨、眼見為憑 
 

 解答 D 

解析 (D) 「不易說話，要人侍候」是長衫客，「嘮嘮叨叨、眼見為憑」是短衣幫 

6.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在現代文學的多種領域上，各有傑出的成就。下列敘述何者和魯迅不相關：  

(A)為新文學史上最早從事現代小說創作的人  

(B)散文方面開創新的雜文風格，具有強烈的批判性  

(C)作品揭示中國舊社會之弊病，對封建枷鎖下人物的劣根性尤其刻劃入微  

(D)倡導以科學的方法治學，揭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字為文學革命的標的 

 解答 D 

解析 (D)胡適 

7. 小松想要整理〈髻〉裡頭描繪母親和姨娘性格、處境的對比手法，但是才剛寫完就被隔壁同學打翻的大冰奶潑 



第2頁，共10頁 

 

得到處都是，字跡都模糊了。隔壁同學覺得很抱歉想要重新幫他整理筆記以表歉意，便拜託熱心的你一起幫忙 

。請你檢查下方的敘述何者正確： 

  ◎姨娘與母親的對比 

 母親 姨娘 

(A) 髮髻變化 同心髻、橫愛司髻等新式髮髻 螺絲髻、鮑魚頭 

(B) 生活習慣 每年的七月初七洗頭 一個月內洗好幾次頭 

(C) 性格特徵 外放恣意 溫婉保守 

(D) 梳頭場景 和劉嫂有說有笑，展現自己擅長 

交際的一面 

任憑陳嫂講話而不搭腔，顯得 

含蓄木訥 
 

 解答 B 

8. 沈德潛《說詩晬語》：「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婦，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 

(生命無常)之感。」〈行行重行行〉的感懷則是偏向「逐臣棄婦」。以下列舉四首古詩詩句，請選出正確的歸類： 

(A)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死生新故 

(B)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坎坷長苦辛。→遊子他鄉 

(C)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逐臣棄婦 

(D)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朋友闊絕 

 解答 C 

解析 (A)朋友闊絕 (B)死生新故 (C)逐臣棄婦 (D)死生新故 

9. 〈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下列敘述，最符合詩句含意的是：  

(A)以旭日初升照耀秦家，烘托羅敷的明豔照人 

(B)以太陽高掛秦家樓，象徵羅敷的身價不凡  

(C)以豔陽高照照亮秦家，說明羅敷的熱情奔放  

(D)以夕陽照耀秦家，暗示羅敷的溫柔婉約 

 解答 A 

10.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說明藉由「視」、「觀」、「察」的觀察之

法可以考察一個人的善惡。下列同屬於觀察的識人之法是：  

(A)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B)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C)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D)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解答 B 

解析  (A)為別人做事有沒有盡力，和朋友交往有沒有不真誠，學到的東西自己有沒有好好溫習。(B) 《史記‧ 

魏侯世家》子夏學生李克的一席話。觀察一個平時跟誰在一起，看他如何支配自己的財富，看他處於烜赫時如何 

選拔推舉部屬，看他身處困境時能否把持底線，看一個人在窮困時的行為 (C)言君子該用心思考的事情。語譯： 

看要思考是否看清楚、聽要思考是否聽清楚、臉色要思考是否溫和、表情要思考是否恭敬、說話要思考是否忠誠 

(D)言實踐仁德在克己復禮，其具體的條目是視、聽、言、動皆應合於禮。 

11. 漢武帝成立樂府官署，收集民間歌謠，被管絃以入樂，此類詩歌即為樂府詩。樂府詩句式自由，多長短句。 

不論平仄、不要求對仗，可換韻。內容主敘事、貴逎勁，反映社會中下階層的心聲，具寫實精神。下列四首詩歌 

何者屬於兩漢樂府詩： 

(A)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長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 

(B)忘憂草。含笑花，勸君聞早冠宜掛。那裡也能言陸賈，那裡也良謀子牙，那裡也豪氣張華，千古是非心。 

一夕漁樵話 

(C)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悽悽復悽悽，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D)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飛雲冉冉蘅皋暮， 

   彩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解答 C 

解析 (A)李白〈長干行〉(B)白樸〈慶東原〉(C)卓文君〈白頭吟〉(D)賀鑄〈青玉案〉 

12. 〈小王子與狐狸〉一文中，小王子說：「我的玫瑰花可不一樣。」因為小王子為玫瑰花澆灌、用屏風保護她、撲殺 

她身上的毛毛蟲、傾聽她的抱怨和自詡。當小王子為玫瑰付出時，她便是世上最獨特的玫瑰，這種付出便是「愛」 

。下列四個選項皆談到「愛」，何者和小王子、玫瑰之間的關係最為相似：  

(A)追逐眼前不斷消失的背影／我觸不到的距離／毫無保留以為就能感動你／原來差距像天地  

(B)還是不愛認錯／脾氣是硬了點／這我都清楚但我沒有辦法改變／我後悔高中花錢裝很吵的排氣管／想努力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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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妳卻養成了壞習慣 

(C)你是誰／叫我狂戀／教我勇敢的挑戰全世界／在一樣的身體裡面／一樣有愛與被愛的感覺／我愛誰已無所謂 

   ／沒有誰能將愛情劃界限／在一樣的身體裡面／謎樣的魔力卻是更強烈 

(D)你的手冷冷的／是不是讓你等了太久／抱緊我就算多一分鐘 都不要再讓你吹風／放不下一個人 那就是定 

   下來的時候／急著把最奢侈的溫柔／全部都交給你揮霍／賴著你每一天離不開你／再耽誤多一秒都不願意 

 解答 D 

解析 (A)徐佳瑩〈真的傻〉 (B)高爾宣〈Without you〉 (C)五月天〈愛情的模樣〉 (D)陳小春〈離不開你〉 

13. 魯迅撰寫〈孔乙己〉一文抨擊許多當時的社會醜態，下列哪一個場景揭示讀書人飽受科舉摧殘的畸型社會狀態：  

(A) 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 

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 

掌櫃，不要再提。  

(B) 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著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著說道： 

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一層灰色，嘴裡說些話，這回可 

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 

(C) 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地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著！這些字應該記著。將來做掌櫃的時候， 

寫帳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帳，又好笑，又不耐煩。  

(D)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 

然不散，眼睛都望著碟子。孔乙己著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 

 解答 B 

解析 (A)掌櫃和群眾針對孔乙己的弱點一再抨擊，暴露殘酷人性 (B)刻意踩孔乙己面對科考無力的痛腳，顯現以 

通過科舉與否來判斷一個人價值的畸型社會狀態 (C)對小夥計熱心教字卻惹來不被尊重的窘態 (D)展現本性善良 

的一面 

14. 〈孔乙己〉：「接連便是難懂得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這段文字主要是用以呼應： 

(A)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B)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 

(C)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 

(D)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裡，替他取下一個綽號。 

 解答 A 

15. 〈髻〉一文中，在作者心細如絲，巧手編織綰合下，一個小小的「髻」，道盡了人世的悲歡離合。關於「髻」的

深層意義，請選出說明錯誤的選項：  

(A)是母親與姨娘頭上的髮結，也象徵她們之間的心結。  

(B)「髻」代表女性形象，作者藉由母親和姨娘髮式的不同、髮量的變化，寫出彼此性情的差異及情感上的牽動。 

(C)「結髮而為夫妻」，作者母親是元配，在先生納妾後，情感上所遭遇的困境，更是「髮有千千結」，難以梳理。  

(D) 「頭髮」的變化，代表年歲的增長，對於生命無常的喟嘆。 

 解答 D 

16. 〈髻〉中提到「人世間，什麼是愛，什麼是恨呢？」作者的心境與下列文句最相近的是：  

(A)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B)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感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C)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D)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解答 C 

解析  (A)寫離別的不捨與情意深重。杜甫〈贈衛八處士〉(B)女子獨守空閨，因寂寞所發出的憂怨。(C)人世間的

繁華到頭終究還是一場空，故生前的過多執著又有什麼意義呢？與題幹中的無須為人事有過多執念的想法最接近

。曹雪芹〈好了歌〉(D)展現豪放、浪漫的積極心態 李白〈將進酒〉。 

17. 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這段話說明的是：  

(A)要時時注意父母親喜愛的菜色，以免父母親用餐時難以入口  

(B)無論如何對待父母親必須裝出和顏悅色的樣子，態度要孝敬奉承  

(C)侍奉父母最難得的是能保持和顏悅色的臉色，發自內心真心誠意的態度  

(D)為人子女只要替父母親效勞，並且提供口體之奉，就可以算是真正的孝 

 解答 C 

18. 「□□轟動中國文壇，主要因為中國讀者在□□身上發現了中華民族的病態。從他屢次受辱的經驗裡，他學到了

一個法則：被欺侮的時候感到『精神勝利』，而遇到比他身體更弱小的人，他就欺凌對方，每遇到不如意的事，

他就自己打氣，在失敗面前裝作一副自命不凡的樣子。在中國讀者心目中，這一種性格，是對於國家近百年來屢

受列強欺侮慘狀的一大諷刺。」（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所指的作品應為：  

(A) 〈狂人日記〉 (B)〈阿 Q 正傳〉 (C) 〈祝福〉 (D) 〈藥〉 

 解答 B 

19.、20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9、20 題： 

    ㄅ是不，ㄅ很輕／妳說不安、不識字／但ㄅㄆ是不怕／不怕字寫得像蛇／在爬，ㄆ是爬／ㄇ是陌生，是祕密／妳

偷偷練習讀字／妳慢慢瞇起眼是貓／ㄈ在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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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ㄉ是弟弟、讀書／還有對不起／所以ㄊ是他不是她／她要被跳過／她要幫忙貼補家用／ㄋ是妳，接著ㄌ／ 

妳是接著老去的她 

 

    妳說工廠是ㄍ／持續發出ㄎ／喀喀喀喀的聲響／妳撫摸舊針車／ㄏㄐ是痕跡／是很靜／ㄑㄒ是情緒／ 

讓情緒棲息 

 

    婚後，ㄓ是煮飯／ㄔ是炒菜／ㄕ不是食譜／妳說看不懂食譜／ㄕ是生小孩／妳熟記每個ㄖ／ 

每個熱鬧的日子 

 

    ㄗ是子女成群／沒人知道妳不識字／ㄗ是字的空白／是自強號，探望孩子／是坐過頭是走失／ 

所以ㄗ是漬，妳說／ㄘ是藏起／歲月ㄙ的過去／聲母就到這裡 

 

    妳背誦剩下的注音／還難以被聽懂／像一串咒語：／ㄧㄨㄩㄚ（以後、獨立、去、搭車）／ 

ㄛㄜ（我、可以）／ㄝㄞㄟ（別擔心、矮人一截、累贅）／ㄠㄡㄢ（考駕照、郵寄、看書剪報）／ 

ㄣㄤ（今天起、想這樣）／ㄥ（哼著夢想就像哼著哼著）／ㄦ（兒歌） 

(林儀〈注音練習〉) 

19. 詩中以某人正在學寫ㄅㄆㄇㄈ的故事為素材，敘述其一生歷程，下列文句敘述何者最接近此人的生命歷程： 

   (A)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間／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閒／既然不是仙／難免有雜念／道義放兩旁／把利字擺中間 

   (B)第一次見面看你不太順眼／誰知道後來關係那麼密切／我們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卻總能把冬天變成了春天  

    ／妳拖我離開一場愛的風雪／我揹妳逃出一次夢的斷裂／遇見一個人然後生命全改變／原來不是戀愛才有的情節       

   (C)她惺忪著眼袋／幫寶貝／穿好制服／時候到去陽台／幫老公／曬／四角內褲／一邊預錄選秀節目／一邊逛逛臉 

書／熬過發霉的下午／她注視著火爐／忽然間／夢／歷歷在目／從前有位少女／她快樂／在漫舞 

   (D)那一年的雪花飄落梅花開枝頭／那一年的華清池旁留下太多愁／不要說誰是誰非感情錯與對／只想夢裡與你一   

     起再醉一回／金雀釵玉搔頭是你給我的禮物／霓裳羽衣曲幾番輪迴為你歌舞／ 劍門關是你對我深深的思念／ 

     馬嵬坡下願為真愛魂斷紅顏 

    解答 C 

    解析 (A)李宗盛〈凡人歌〉(B)范瑋琪〈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C)林宥嘉〈Runaway Mama〉 

         (D)李玉剛〈新貴妃醉酒〉 

20. 關於這首詩的解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詩中主角對於學習注音符號感到害怕，所以字寫得像蛇 

   (B)詩中主角曾經擔任工廠裡的廚房女工，每天喀喀的炒菜 

   (C)詩中主角子女成群，每一位都關心著她，知道她的一切狀況 

   (D)詩中主角學習注音符號的原因是不希望自己成為別人的累贅 

    解答 D 

21-22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1-22 題：   

    聖．艾修伯里的《小王子》便是一部呼喚人類友誼的小說。小說以第一人稱寫成，敘述者(主角之一)是一位飛行

員。一次，他的飛機出了故障，迫降在撒哈拉大沙漠，他在這荒蕪人跡的沙漠裡睡了一覺。天快亮時，他被一個聲音

驚醒了：「請您……給我畫一隻綿羊吧！」他睜眼一看，眼前站著一個小男孩兒，身穿紅底藍面長袍。肩上飾著兩顆金

星。這個孩子是一顆小行星上的小王子，也是那個星球上唯一的居民。那裏只有三座火山和一朵會說話、會思考的玫

瑰花，它自詡高人一等，自負地要小王子做它的僕人而不是做它的朋友。小王子於是離開那個星球，到別的星球尋找

友誼。一路上遇到了各式各樣的人，而這些人都不是小王子喜歡的、所尋覓的友人。最後他來到地球上。 

    到達地球之後，小王子來到地球，遇到了一隻狐狸，這隻狐狸長著長長的耳朵，渴望著一位可以相互依靠的朋友 

。所以牠對小王子說：「請你馴服我吧！」「對我來說，你就是一個小男孩，像其他千萬個普通小男孩一樣。我不需要 

你，你也同樣不需要我。對你來說，我也不過是一隻狐狸，和其他千萬隻狐狸一樣。但是，如果你馴服了我，我們就 

互相需要對方。對我來說，你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小男孩，對你還說，我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狐狸……。」並告訴小

王子馴服牠的方法： 

1. 要非常有耐心的建立關係 

2. 賦予某個時刻特殊意義的活動，讓人心生期待 

3. 給予彼此獨處的空間 

    法國文學史家雅克‧勃來納認為《小王子》的主題是友誼和馴服人類的藝術，並且為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法

文中「馴服」(apprivoiser)一詞的含義，不僅有擔負起責任，更有使對方和自己產生一種親密關係的意思，而且還要

使之變得容易接近，使不馴服者變得溫順，能和睦相處。 

21. 根據上文所述，所謂「馴服」指的意思是： 

    (A)狐狸與小王子建立關係  

    (B)狐狸被小王子擄獲豢養  

    (C)小王子把狐狸當作主人  

    (D)小王子與狐狸交換利益 

    解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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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果狐狸來到文華高中，下列哪一種人際互動會是牠期待的馴服過程： 

(A) 吆喝大家到福利社，並慷慨解囊請大家吃冰淇淋。 

(B) 每天友善向對方打招呼，在對方生日時寫一張生日卡片祝福她。 

(C) 看到朋友起身要離開教室，立刻問他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回來？ 

(D) 和朋友一起說班上同學的壞話，製造兩人才懂的默契。 

 解答 B 

23-24 為題組：閱讀甲、乙二文，回答 23-24 題 

甲、    西元 1991年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內容談論

19歲的頌蓮因為家道中落，被迫嫁給縉紳陳佐千為四姨太。在大宅院裡每當陳老爺要留宿她的房間時，門前便

會掛著「大紅燈籠」。然而並非所有的太太們都能接受到同樣的奢華待遇，這是只有受到老爺寵愛的太太才能享

有的殊榮。「大紅燈籠」是一種尊榮的象徵，她可以享受腳底按摩，吃飯時可以點一道菜，得到僕人們的尊敬與

服侍。陳家大宅重門疊瓦，整部片子的劇情就全都是在大宅內發生，競爭不斷，嫡妻之外的三位側室不斷去爭

奪丈夫對自己的恩寵，但加上婢女雁兒一直想得到陳家老爺的寵幸，各人可說處於明爭暗鬥的境地。但是隨著

婢女雁兒、三姨太一個一個踏入死神的呼喚，而頌蓮也邁向崩潰，是中國女性千年以來命運的縮影。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簡介) 

乙、     不久，姨娘因事來上海，帶來母親的照片。三年不見，母親已白髮如銀。我呆呆地凝視著照片，滿腔心事

，卻無法向眼前的姨娘傾訴。她似乎很體諒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談著母親的近況。說母親心臟不太好

，又有風濕病。所以體力已不大如前。我低頭默默地聽著，想想她就是使我母親一生鬱鬱不樂的人，可是我已

經一點都不恨她了。因為自從父親去世以後，母親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難相依的伴侶，母親早已不恨她了。我再

仔細看看她，她穿著灰布棉袍，鬢邊戴著一朵白花，頸後垂著的再不是當年多彩多姿的鳳凰髻或同心髻，而是

一條簡簡單單的香蕉卷，她臉上脂粉不施，顯得十分哀戚，我對她不禁起了無限憐憫。因為她不像我母親是個

自甘淡泊的女性，她隨著父親享受了近二十多年的富貴榮華，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虛落寞之感，將更甚於

我母親吧。 

(琦君〈髻〉) 

23. 根據甲、乙二文的敘述，下列說明錯誤的是： 

    (A)頌蓮嫁給陳家老爺的主因是因為想要攀附權貴，改變命運。 

    (B)頌蓮無法跳脫側室爭鬥奪權的扭曲心態最終導致發瘋。 

    (C)頌蓮和琦君的母親在舊時代社會裡都屬於需要依附丈夫生活的女性。 

    (D)琦君的母親不同於頌蓮沉淪在妾室鬥爭中，她選擇放下執念。 

解答 A 因為家道中落，被迫的 

24. 如果想用琦君在〈髻〉中的文句來勸解頌蓮，讓她放下執著，在舊時代的桎梏裡內心不再扭曲。下列文句中哪一 

    句最適合告訴她？ 

(A) 鄉下人，哪兒配梳那種摩登的頭，戴那講究的耳環呢？ 

    (B)母女相依的時光總是最最幸福的。 

    (C)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 

    (D)剪去了稀疏的短髮，又何嘗剪去滿懷的悲緒呢？ 

解答 C 人間的愛恨終究會因為死亡而消失，所以無需執著 

25.〜27.為題組：閱讀甲、乙二文，回答 25.〜27 題 

甲、     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

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

就『癩蝦蟆想喫起天鵝屁』！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

與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裡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

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趁早收了這心

，明年在我們行事裡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

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到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裡，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

進摸門不著。 

(吳敬梓〈范進中舉〉) 

乙、 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

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

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里，替他取下一個綽號

，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

他不回答，對櫃里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

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

家的書，吊著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

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鬨笑起來：店內外

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聽人家背地裡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 

25. 根據甲文內容，下列說明正確的是： 

    (A)范進與同窗報名鄉試後，準備幾次文會練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B%A1%E5%A6%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1%B4%E5%A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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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胡屠戶雖然厲聲責備范進，最終仍出資幫助他 

    (C)胡屠戶已預先為范進鋪好後路，要范進繼承他的衣缽 

    (D)胡屠戶認為范進能考中秀才，是因為主考官同情他年事已高 

    解答 D 

    解析 (A)先有文會才有同窗的人邀約他考試 

26. 根據乙文內容，下列說明正確的是： 

    (A)孔乙己曾經考中秀才，卻在科舉被廢之後進退失據 

    (B)孔乙己長衫已髒破卻仍堅持穿著不換，可見他自豪身為知識分子 

    (C)酒客們認為孔乙己因為讀過書會識字才能幫人抄書，也才有錢付酒帳 

    (D)孔乙己在酒店因為吊書袋的辯解令大眾不懂而時起爭執，臉上因此常有傷痕 

    解答 B 

27. 比較甲、乙二文的內容，下列分析正確的是： 

    (A)二文皆透過對主角外貌的敘述，表達文人逆來順受的性格 

    (B)二文的主角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卻不擅於謀生 

    (C)甲文透過倒反呈現翁婿的不平等對待，乙文透過白描呈現眾人的關懷態度 

    (D)甲文以張府萬貫家私的老爺暗示范進未來會中舉，乙文以君子固窮暗示孔乙己不曾偷書 

    解答 B 

 

二、多選題  (每題 3 分，每題有 5 個選項，答錯 1 個選項，得 1.8 分；答錯 2 個選項，得 0.6 分 

             答錯多於 2 個選項或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共 21 分) 

28. 下列各文句中，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結束一段不愉快的婚姻之後，她易然絕然地出國遊學，暫別傷心地  

    (B)生髮油的香氣混合著油垢味直蹌我的鼻子，有點難聞 

    (C)每年一月一日，韓國媒體 Dispatch 便會率先報導某位大明星的緋聞，讓大家議論紛紛 

    (D)早期來到澎湖的居民，因氣候水土不服常受瘴癘所苦，使他們對於宗教信仰相當虔誠  

    (E)父親坐在紫檀木蹋床上，端著水煙筒噗噗地抽著，不時偏過頭來看她，眼神裡全是笑 

    解答 CD 

    解析 (A)易→毅；絕→決 (B)蹌→嗆 (E)蹋→榻 

29. 敘事文本中，作者有時會運用對話來交代過去已發生過的事，下列引述的對話，具有這種作用的選項是： 

    (A)我怔怔地望著她，想起她美麗的橫愛司髻，我說：「讓我來替你梳個新的式樣吧！」她愀然一笑說：「我還要那樣 

       時髦」幹什麼，那是你們年輕人的事了。」  

    (B)一個喝酒的人說：「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喔！」「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 

       ，竟偷到丁舉人家裡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後來是打，打了大 

      半夜，再打折了腿。」 

    (C)「花菜賣多少錢？」巡警問。「大人要的，不用問價，肯要我的東西，就算運氣好。」秦得參說。他就擇幾莖好的 

       ，用稻草貫著，恭敬地獻給他。「不，稱稱看！」巡警幾番推辭著說。誠實的秦得參，亦就掛上「稱仔」稱一稱說 

       ：「大人，真客氣啦！才一斤十四兩。」 

(D) 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罷？」其一人道：「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 

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 

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  

(E) 停了幾秒鐘，聽到阿旺嫂的聲音：「妳是在說我？」「對！既然說了，也就不怕妳生氣，那段戲最重要，妳怎麼可以 

   離開？」「吉仔撞到木箱子，頭上撞一個大包，哭不停，我哄他，騙他，無效，只好帶他去吃冰！」「難道妳不知道 

   馬上就有妳的戲？」「知道，我怎麼不知道！」「知道還偏偏要去？」  

    解答 BDE 

    解析 (A)並未交代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此處的「還要那樣時髦幹什麼」是指琦君想要替她梳的「新的式樣」。(B)交代已 

    經發生過的事：「他打折了腿了」。(C)並未交代已經發生過的事情。(賴和〈一桿「稱仔」〉)(D)交代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劉鶚〈老殘遊記〉)(E)交代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頭上 

    撞一個大包，哭不停，我哄他，騙他，無效，只好帶他去吃冰！」(洪醒夫〈散戲〉) 

30. 〈在沙漠的中心〉一文中有許多對景物的摹寫，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嗅覺摹寫：砂質地面上鋪著一層光滑的黑色小石頭，彷彿長了金屬鱗片  

    (B)聽覺摹寫：我們掉進一個礦物質世界中，我們被關進一片用鐵打造的風景  

    (C)嗅覺摹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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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視覺摹寫：下方的沙谷蜿蜒在一片沒有石頭的沙原中，那片大地散發眩目的白色光芒  

    (E)視覺摹寫：在遙遠的地平線上，光線已經建構出更令人不安的海市蜃樓。堡壘、宣禮塔，各種垂直線條的幾何造景 

    解答 DE 

    解析 (A)移覺摹寫(觸覺轉視覺) (B)非聽覺摹寫 (C)是作者的推測，非摹寫 

31. 關於魯迅文章〈藥〉的題目名稱，推估作者想表達的意涵包括：  

   (A)透過標題「藥」，點出國家社會的問題，喚醒人民救治中國的意識  

   (B)透過標題「藥」，點出國家社會已病入膏肓，無藥可醫只能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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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透過標題「藥」，點出投入革命，奉獻自身鮮血也不能救國  

   (D)透過標題「藥」，點出國家的問題，要透過西學（西藥）才能根治  

   (E)透過標題「藥」，點出人民愚昧迷信的弊病，就如同病入膏肓般急需救治 

   解答 AE 

32. 下列有關古詩之敘述，請選出正確無誤之選項： 

   (A)古詩之名，係相對於近體詩而言  

   (B)古詩作品僅限於兩漢，其餘朝代不見創作  

   (C)七言古詩之興起，早於五言古詩  

   (D)〈古詩十九首〉之作，簡潔生動，質樸自然，對後世五言詩之發展影響極大  

   (E)曹丕的〈燕歌行〉為七言古詩之始。 

   解答 ADE 

   解析 (B)魏晉、南北朝、唐宋皆有古詩佳作問世(C)七言古詩比五言古詩還晚出現 

33. 「烘托」常透過對周圍環境或人物的動作、神態、語言、心理等描繪，間接表現出所要描寫對象的特點。下列出自 

   〈陌上桑〉的文句中，採用烘托描寫羅敷美貌的是：  

    (A)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  

    (B)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C)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D)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  

    (E)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解答 ABCD 

    解析 (E)指羅敷的年紀 

34. 2019-2020 年有許多年輕人流行用語，例如：「撿到槍」。這個詞彙表面上看似指撿到一把槍，但實際上卻指對方講話很有攻擊性 

   字面上和實際上代表的意思相差甚遠。下列文句的表層意思和實際指的意思也相差甚遠，請選出正確的敘述： 

   (A)〈孔乙己〉   ：「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表示咸亨酒店內眾人相處融洽 

   (B)〈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暗指相思之苦和自己年華將老 

   (C)〈髻〉       ：「走向同一個渺茫不可知的方向」→說明未來是不可預期的 

   (D)〈上山採蘼蕪〉：「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控訴丈夫喜新厭舊 

   (E) 〈羽林郎〉  ：「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感謝對方厚愛和贈送黃金 

   解答 B 

   解析 (A)「快活」是建築在踐踏孔乙己尊嚴的自我滿足，並非眾人相處融洽 (C)暗示死亡 (D)詢問新妻子如何 

        (E)謝絕對方的愛戀  

三、單選混合題 (35 題為單選題，2 分；55 題為素養簡答題 5 分，依照答題精準度給分。 

  兩題共 7 分。注意第 55 題答案請填在手寫卷上) 

35-36 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問題： 

 許多人厭惡正義魔人，但自己也常常不小心魔人附身，弔詭的是，當自己指證他人錯誤行為時，並不認為是什麼 

魔人上身，但換成自己被指正時，立刻會覺得出言指責的人就一定是正義魔人無誤。 

 由於網路普及，有可能因為一則新聞或一張圖片連結，加上發言者的註解，引起軒然大波。網路時代只需一根手 

指，就能快速捧紅或打趴一個人，即使後來發出更正聲明、默默刪除，但已經轉貼分享的訊息，早已眾人皆知。 

 最近廣泛被人討論的正義魔人現象，是公共運輸系統讓座的問題。 

 讓座確實為難，除非像高鐵對號座車廂或像長途客運，有坐票的人才能搭乘。但臺鐵除了特定列車不發售站票之 

外，有時候即使早早訂到票，也有可能上車之後才發現自己的座位上，坐一位老人家，他或她看起來那麼無助，即使 

我們也工作了一整天或車程遙遠，這時候，到底要狠下心來把老人家趕起來？還是讓座呢？ 

 也許老人家沒有也不會透過其他管道搶票，只能現場購票，所以坐票輪不到他們。有人主張自己買到的座位為何 

讓，也有人認為誰無父母長輩，以後自己也會老，敬老尊賢，當然要讓座。 

 這是長程移動最困擾的問題，也是正義魔人參與度很高的案例。手機拍照，上傳網路，肉搜，接著就是觀點不同的 

論戰。 

 讓座已經變成陌生人之間評量美德的魔咒，我們很愛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其實最恐怖的風景，其實也是人 

。如果讓座與否可以尊重每個人的能力與心意，想要求別人讓座的時候，不要用諷刺或說教的語氣，多一點體恤和溫和 

，是不是比較好？畢竟，讓座是美德，但讓座變成壓力之後，就為難了。 

 魔人處處都有，只是行動通訊的普及，加速魔人的養成和出現頻率，關於正義魔人，你我都曾推了一把。 

              ( 改寫自米果〈正義為何變魔人〉，原載於《報導者》/2016年 9月 3日) 

35. 關於本文所提即的「正義魔人」，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正義魔人面對讓座的問題時總是能秉公評斷，是臺灣最美的風景 

    (B)正義魔人常會將美德的定義無限上綱，公然審判不合己意的人們 

    (C)正義魔人現象之所以容易出現，來自網路發達方便和傳播速度快 

    (D)正義魔人若要使其銷聲匿跡，由國家掌握網路發言內容最為恰當 

    解答 C 

55. 作者因為正義魔人和公共運輸工具的讓座問題抒發感慨和看法。請依據上文內容說明作者提出「臺灣最美的風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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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但是最恐怖的風景，其實也是人」的理由  (請將答案寫在手寫卷上) 

※溫馨提醒：勿直接抄文章裡的句子，那絕對不是正確答案 

    解答 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情味，但人情味有時會成為道德魔咒，形成正義魔人現象 

    評分原則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清楚說明對於最美和最恐怖的風景見解 5 分 

能說出對於最美和最恐怖的風景見解，但說明不完整，或部分錯誤，文句不通順 3 分 

僅稍微提到對風景的見解，但內容空泛，或直接抄文章上的相關句子 1 分 

未作答或離題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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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文默寫填空，請在最下方答案池裡，選出正確答案的代號，根據題號畫在答案卡上： 

(每題 1 分，共 19 分)    

 

虛無國的縹緲島上有一座很靈驗的有問必答神社，吸引許多迷惘的人們前來為心中的憂愁思慮求一答覆，而神社裡的神 

會利用經典文章的句子為籤詩給他們啟示和寬慰。但是下面幾首籤詩少了幾句，請你幫忙填上正確句子，完成內容。 

 

※文句順序不得改變 

1. 「我希望王國裡犯罪率可以降低，所以我發布了一項命令：犯法的人一律重刑。可是犯罪率不減反增，神啊！ 

 我該怎麼辦？」 

  籤詩：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36.ABC )，風；(37.ABE)，草；(38.AC)，(39.CD) 
2. 「神靈在上！為了可以在手機銷售市場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們公司的經營法則就是不斷搶先上市新產品，把最先進 

的功能都放進去，結果造成手機不堪負荷而爆炸，某一款手機甚至成為飛安威脅。神啊！這是為什麼！」 

  籤詩：無欲速，無見小利。(40.CE)，(41.ACD)；(42.BE)，則大事不成。 

3. 「我有一個好朋友她叫足足，她最近像是變了一個人一樣變得好優秀。媽媽說是因為交到好朋友才會變得這麼棒， 

要我好好學她。請最神通廣大的神靈給我啟示，究竟什麼叫做益友？什麼叫做損友呢？」 

籤詩：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43.BD)，友多聞，益矣；(44.BC)，友善柔，(45.AE)，損矣 

4. 「神靈啊！我與我的歐巴秀賢分離太久沒見面，想要寫信給他，希望他早日回家，可是人家生性害羞不敢明講，請 

問神靈我要怎麼說比較好？」 

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46.D)，( 47.ACE)，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48.BCD)，(49.BDE) 
5. 「神啊！我是一位作詞家，但是最近在創作上遇到了瓶頸。想要表達因為過度思念對方而孤單、寂寞，覺得冷， 

但都只能直接描述而已，請問有沒有更好的表達方式？」 

籤詩：(50.ABD)，(51.C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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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ADE)，(53.AD)，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A. 常懷千歲憂    B. 下有長相憶     C. 晝短苦夜長      D. 胡馬依北風    E. 何不秉燭遊      AB. 見大利 

AC. 草上之風     AD. 海水知天寒   AE. 友便佞         BC. 友便辟      BD.友諒            BE. 見小利 

CD. 必偃         CE.欲速          DE. 上有加餐食     ABC.君子之德    ABD. 青青河畔草   ABE. 小人之德   

ACD.則不達      ACE 越鳥巢南枝   ADE. 枯桑知天風    BCD.浮雲蔽白日  BCE.總為浮雲能蔽日  

BDE.遊子不顧反  CDE.緜緜思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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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混合題(混合手寫 1題 5分，共 5分) 
55. 作者因為正義魔人和公共運輸工具的讓座問題抒發感慨和看法。請依據上文內容說明作者提出「臺灣最美的風景是 

   人，但是最恐怖的風景，其實也是人」的理由  (共 5 分，字數以 40 字為限) 

 

※溫馨提醒：勿直接抄文章裡的句子，那絕對不是正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