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入學考試 

109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模擬試題 

 

 

國文考科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80 分鐘 

  

 作答方式： 

  ˙選擇題用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更正時，應以橡皮

擦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未依規定畫記答案卡，致機器掃描無法辨識答案者，其後

果由考生自行承擔。 

 

 

命題老師：張惠燕 老師 

 

祝考試順利  



一、單選題（占68分）  

說明：第 1題至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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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之「選擇題答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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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 下列文句當中，完全沒有出現錯別字的選項是： 

（A）我們敞開心胸來談談，希望你能直言不禕，心中不必存有秋後算帳的顧忌 

（B）陳總經理雖然位居高層，但是他平日與員工親近，事必恭親，使得業績高漲 

（C）經過人生的大風大浪之後，他早已看破一切，只想要過淡薄名利的生活 

（D）身為執法者，必須要守護法律的正義，無論親仇，都要一視同仁，該懲罰的就要

確實執行 

（B ）2.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A）她整天濃妝豔抹，打扮得花枝招展，真是「閹然媚世」 

（B）時光荏苒，人事早已「物換星移」，而今舊地重遊，不勝感慨 

（C）一會兒四周已是煙霧濛濛， 我們站在草原上「櫛風沐雨」，十分暢快 

（D）他雖位居顯赫， 收入豐厚，但仍自奉甚簡，「尸位素餐」，頗受眾人愛戴 

（B ）3. 下引陳列〈山中書〉中的文句，□中的字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甲、每一次，起初覺得眼前的危崖峻嶺一直在對我俯瞰□來，帶著十足威嚇的意思，強

大而沒有聲息，令人驚愕。 

乙、晴天的時候，太陽照射，雲朵悠然□□，光線以及山和雲的投影就會在一些山坡和

坑谷上移動，走過高山深壑和曲突縐褶的稜脈巉岩。 

丙、我是不很相信宗教的，但在這些和佛和□□獨處的自我面對的時候，我真切地感到

和神靈的接近，彷彿生命外層的種種虛飾和自衛正在片片剝落，使人不得不認真去

注視它的美醜，並因而感到幾欲掉淚。 

（A）過／ 堆疊／ 默然       （B）逼／ 舒卷／ 孑然 

（C）迫／ 伸展／ 黯然       （D）盯／ 聚散／ 悄然 

（C ）4. 下列是一則寓言故事，請依故事節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 

夷射叱曰：「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 

              甲 

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 

              乙 

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 

              丙 

刖者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 

              丁 

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韓非子‧內儲說下》） 

（A）甲丙丁乙  （B）乙丙甲丁  （C）丙甲乙丁   （D）丁甲丙乙 

（C ）5. 下列文句「 」內的字義，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史記‧項羽本紀》）／邪說「暴」行又作（《孟

子‧滕文公下》） 

（B）其培欲「平」，其土欲故（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

王（《左傳》僖公十二年） 

（C）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韓非子‧鄭人買履》）／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孟子‧梁惠王上》） 

（D）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杜甫《贈衛八處士》）／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

可悔故也（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A ）6. 蘇軾〈超然臺記〉：「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

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

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文中主要

的論點是在說明： 

（A）物欲無窮無盡，是蒙蔽人的真知，導致禍害無窮的主因 

（B）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因此可悲的事往往比可樂的事多 

（C）分辨美醜善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作抉擇也極不容易 

（D）人們想要趨吉避凶，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卻常常緣木求魚，反而得不償失 

（C ）7. 鄭思肖〈題菊詩〉：「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疏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

北風中。」作者藉菊花的堅忍精神，暗喻自己不向現實環境低頭的志節。下列詩句，亦

表現出不向現實或命運屈服涵意的選頂是： 

（A）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佔。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B）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一盞芳醪不得嘗 

（C）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D）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C ）8. 中國文藝鑑賞往往運用形象化語言，使品評內涵更具豐富性與生動感，如「王羲之書字

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即以「龍跳天門，虎臥鳳闘」之形象，品評王羲之

雄逸的字勢。下列文句，不是以形象化語言鑑賞文學藝術作品的選項是： 

（A）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鎮列繡，亦雕績滿眼 

（B）潘（岳）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機）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 

（C）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 

（D）（歐陽詢）飛白冠絕，峻於故人，有龍蛇戰鬥之象，雪霧輕濃之勢，風旋電激，

掀舉若神 

（B ）9. 本篇歸納先秦諸子學術，文中空格應填入的選項依序是： 

嘗竊觀  陰陽  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______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

幼之別，不可易也。______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

______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______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

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  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司馬遷《史記‧太史

公自序》） 

（A）墨家/儒家/名家/法家        （B）儒家/墨家/法家 /名家 

（C）儒家/墨家/名家/法家        （D）墨家/儒家/法家/名家 

（B ）10.如果我們從演化的生物觀點來看，很容易得到一個極令人駭異的圖像：城市，是在極短



時間內(相較於演化的必要時間)，在一片過小的土地上，忽然擠滿了過多的人，於是，

人和這個新環境的高度緊張適應關係，無法以生理的緩慢改變來解決，只能在心理上被

迫而形成各種尖銳且不可預知的急速變異，從而讓行為本身也變得尖銳且不可預知，城

市人，遂成為地球生命史上最奇特、最不受控的一種生物。」（唐諾《從城市閱讀推理

小說》） 

有關文中的看法，下列敘述不正確的選項是： 

（A）城市發展的迅速與人格的變異成正比 

（B）城市人與城市環境的結合，若不是兩全其美，則必定兩敗俱傷 

（C）文中「無法以生理的緩慢改變來解決」一句，是從演化的生物觀點立論 

（D）城市人最不受控制，是因為城市人無法適應於城市環境的急速變異，因而，往往

呈現出心理違常、行為尖銳之一面 

（D ）11.柳宗元登覽西山，產生「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始得西山宴遊記》）的體悟；下

列文句， 表現相同體悟的選項是： 

（A）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B）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C）那時我已習於想像，想像遠方，古代，荒遼幽邃，或許有人和我一樣熱中於未知，

和我一樣迫切地探索，招呼，所以我們終於要在某一偶然的時空交會 

（D）那時刻，彷彿宇宙間有一把巨大的天平，我在天平此端，幽光，在彼端。我與幽

光對坐，並且感知那種神秘無邊的力量。方其時，人，彷彿置身密林，彷彿沉浮

於深澤大沼，彷彿穴居野處的上古 

（D ）12.元曲四大家中，關漢卿曲風「豪放自然，不假雕飾」，因此被譽為「元曲本色」；據此， 

試判斷下列曲文為關漢卿作品的選項是： 

（A）題紅葉清流御溝，賞黃花人醉歌樓。天長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冷清清暮秋時候。

衰柳寒蟬一片愁，誰肯教白衣送酒 

（B）拂水面千條柳線，出牆頭幾朵花枝。醉看雨後山， 醒入橋邊肆。正江南雁子來時，

到處亭台好賦詩，少幾個知音在此 

（C）二十五點秋更鼓聲，千三百里水館郵程。青山去路長，紅樹西風冷。百年人半紙

虛名。得似璩源閣上僧，午睡足梅窗日影 

（D）伴夜月銀箏鳳閑，暖東風繡被常慳。信沉了魚，書絕了雁，盼雕鞍萬水千山。本

利對相思若不還，則告與那能索債愁眉淚眼 

 

13-14 為題組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13-14 題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郗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

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郗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

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

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郗宛，遂殺之。（《韓非子‧內儲說下》） 

（C ）13.「陳兵堂下及門庭」、「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郗宛」的兩個「兵」字： 

（A）前者指「兵符」，後者指「兵器」 

（B）前者指「兵器」，後者指「兵符」 

（C）前者指「兵器」，後者指「軍隊」 



（D）前者指「軍隊」，後者指「兵器」 

（D ）14.令尹誅殺郗宛的原因是： 

（A）令尹喜新厭舊             （B）費無極袒護郗宛 

（C）費無極舉發郗宛的陰謀     （D）令尹懷疑郗宛心存不軌 

 

15-16 題為題組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15-16 題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

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

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

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

足敵軍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為若干卷，

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秦觀〈精騎集序〉) 

（B ）15.「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所謂「二物」是指： 

（A）精騎與羸卒          （B）不勤與善忘   

（C）滑稽者與飲酒者      （D）《齊書》與《精騎集》 

（B ）16.文中主要闡釋的重點是: 

（A）青春不要留白   

（B）用功除勤讀之外，須有方法   

（C）聰明衰耗是人所必經之途  

（D）《精騎集》是以寡擊眾的祕本 

 

17-19 為題組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17-19 題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热之候。冬春冰雪，繁花粲粲，雅俗争赴，此其極热時也。三、

四、五月，累累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

爭，而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於無花之時者也。……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

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於冬春冰雪者之人也，

乃真附熱者也。苟真為熱之所在，雖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辨焉。此詠夏梅意也。(節錄自鍾惺

〈夏梅說〉) 

（D ）17.下列對「冷」、「熱」字義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A）此其極「熱」時也：炎熱 

（B）乃真附「熱」者也：喧鬧 

（C）而梅始「冷」矣：具有冷韻幽香 

（D）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受冷落 

（B ）18.作者諷刺的是哪一種人？ 

（A）夏季賞梅者 

（B）冬春二季賞梅者 

（C）「三、四、五月，累累其實」之際賞梅者 

（D）「乘間赴之，有名實之得，而又無赴熱之譏」者 



（D ）19.「階下雙梅樹，春來畫不成。晚時花未落，陰處葉難生。摘子防人到，攀枝畏鳥驚。風

光先佔得，桃李莫相輕。」這首詩歌詠的應該是上文中哪一個階段的梅樹？ 

（A）處極冷之時 

（B）梅始冷之時 

（C）花實俱往，時維朱夏 

（D）冬春冰雪，繁花粲粲之時 

（C ）20.白居易〈琵琶行〉：「醉不成歡慘將別， 別時茫茫江浸月」， 是藉著月光映照在江中

的景象，來烘托悵然的離愁別緒。下列文句中，同樣藉月色表現離愁別緒的選項是： 

（A）美人微笑轉星眸，月華羞， 捧金甌。歌扇縈風，吹散一春愁 

（B）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裏，何處春江無月明！ 

（C）丹陽城南秋海陰，丹陽城北楚雲深。高樓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D）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 

（C ）21.「三日一候，五日一氣，見積而成歲功。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天道之自然也。然西北

高燥，東南卑濕，氣候每因而轉移。噶瑪蘭在台北之北界濱於海，其氣候與臺郡迥異。

臺郡多煖，噶瑪蘭多寒，雖盛夏不敢服絡豨(細葛布)。東南風起，入人腠理(肌膚紋理)，

以致頭暈。土人以青巾裹頭，護其陽明。多嚼檳榔，解其瘴癘。」（《噶瑪蘭廳志》） 

由上文判斷，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噶瑪蘭人因生性怕冷，所以盛夏不敢服絡豨 

（B）噶瑪蘭因西北高燥 東南卑溼，故終年吹東南風 

（C）噶瑪蘭人為防風吹所引起的身體不適，常以青巾裹頭 

（D）噶瑪蘭氣候特殊，當寒而暑，當暑而寒，不符天道自然 

（B ）22.「普救寺西廂房的門咿呀而開，閃出一條輕盈的女影，蓮步聲聲慢，沿著迴廊而去，竟

忘了飛鴿傳書的律令。水塘旁，魚靜花閉，只映得一輪明月，古今來， 曠男怨女的心

情，可不就像十四的月。那女子俯身臨水，正要問一問自己的兒女心事，冷不防，袖口

滑出一封綵箋，只見她急急拾起而去，東軒窗下，那張生還等著她的媒妁之言。」 

上文中的「她」應是： 

（A）小青（B）紅娘（C）紅拂女（D）崔鶯鶯 

 

23-24 題為題組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23-24 題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

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

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告子上）》 

（D ）23.有關孟子與告子對於人性的爭論，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孟子認為水之激揚，是本性使然  

（B）告子認為人性為惡，孟子則主張人性本善  

（C）兩人皆以水來比喻人性本質，說明人性本善  

（D）人為不善，孟子認為是來自於外在，非關本性 

（A ）24.下列文句中，可與孟子「性善論」的內涵相互印證的選項是: 

（A）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B）飢而欲飽，寒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C）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 

（D）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25-26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25-26題。 

李商隱的詩，杜甫的詩，李太白的詩，它是詩不是科學知識，不強調科學真實。但是否文

學作品便一無表示呢？比如說《紅樓夢》是小說，不存在於歷史事實。然而為何大家喜歡看《紅

樓夢》，甚至還痛哭流涕呢？《紅樓夢》並非歷史事實，卻存有真實感。這個真實感並不屬於

科學知識。然則，如何體會這個真實感？簡言之，就是品味人生的真實性。人生的悲歡離合有

其真實性，但這些真實性不是科學議題。我們的人生是一個整體，既有科學的真實，也有人文

的真實；毋須特別突出科學知識的真實而抹煞人文的真實。 

科學知識裡的命題是外延命題，不能有內容命題，不能僅僅只有命題態度而實際上並非命

題。邏輯實證論者所說的大抵都是根據這個觀念而來，他們只承認有認知意義的外延命題，所

以凡是沒有認知意義、不能外延化的，通通都不是命題。因此進一步說形上學所論都不是命題、

都沒有認知意義。從邏輯推論而言，實證論者所說並沒有錯。但邏輯實證論者從形上學沒有認

知意義，就斷定說它沒有意義  (meaningless) 就太武斷了。沒有認知意義是說沒有科學知識

的意義，但沒有科學知識的意義、沒有認知的意義並不一定就沒有意義。 

現代人一方面倚賴科技，看似科學；一方面耽溺情感，欠缺理性制衡。情感一旦盲爽發狂，

便容易流於率性而為，甚至淪為動物。人一變成動物就壞了，人一變成動物就沒有罪惡感，人

一沒有罪惡感就是墮落。現在的人日益缺乏罪惡感，只剩下技術問題；把一切道德都轉化成技

術問題，不問是非，只問技術對不對。現在的人用種種藉口，用種種科學字眼把罪惡觀念去掉，

把一切是非善惡一律變成技術上的對不對。裝電燈裝錯了，只是技術問題，你總不能說是犯罪

吧。守喪期間配戴耀眼的首飾、聽音樂，並不表示心中沒有悲傷。上帝沒有罪惡感，動物也沒

有罪惡感，但是人不能沒有罪惡感。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若沒有了罪惡感就成了個大墮落，

這是現代的大問題。  (改寫自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  

（A ）25.依據文意，敘述正確的是：  

（A）文學作品反映生命本質的真實  

（B）科學知識分辨真實，讓人沒有罪惡感  

（C）情感讓人墮落，技術讓人不分善惡，皆應唾棄  

（D）文學的真實與科學的真實各有所偏，皆非真正的真實  

（B ）26.本文評價科學，敘述正確的是：  

（A）科學知識與道德意識無法並存，必須二擇一  

（B）現代人重視科技，放縱情感，造成價值扭曲  

（C）科學知識帶來技術，也帶來罪惡，造成普遍的墮落  

（D）真實感與罪惡感是人類最重要的意識，價值高於科學知識 

 

27-29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27-29題。 

窩在小螢幕前——不管是電視、電腦還是平板——我們都可以接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災難

影像以及新聞報導。這類災難事件看似比以前來得更多了。但這也可能只是一種幻覺，因為新



聞報導的覆蓋網變得無所不在。在有著繁瑣的事物不斷吸引我們注意的現代生活當中，看到令

我們侷蹐不安的影像而掉頭不顧，彷彿也是正常的。如果新聞媒體強力放送某些特定的戰爭或

災難，恐怕有更多觀眾會轉台。 

就算我們可以轉頭不顧，可以瀏覽別的網頁，或轉向另一個頻道，但是這都無法讓我們因

此否定影像的道德價值。看到災難的影像時無法感同身受，那不是我們的缺憾。當然，影像也

不能補充我們的無知之處，無法提供影像所挑選呈現的苦難之根源和歷史背景這類知識。這些

影像最多只是一項邀請：去注意、反省、學習和審視握有政治權力的當局是如何以文飾辭令為

災難的原由自圓其說。誰導致照片中的災難？誰要負責？這可以原諒嗎？這是無可避免的嗎？

今天的世局中有哪些是我們一直接受，但其實應該挑戰的情況呢？這一切質問就如憐憫一般，

無法訂出一套行動方案。 

面對影像而生的無能為力的挫折感，常常也被轉譯成如下的指控：觀看影像本身就是猥褻

的行為，或者說影像傳播的方式是猥褻的——沉重的影像與潤膚霜、止痛丸、昂貴的運動休旅

車廣告同時出現。就算是我們有能力對影像中災難採取行動，我們大概也可能不願對這類議題

多所關注了。 

曾經有人指控影像是讓人從遠距離觀看苦痛。這彷彿是說還有別種的觀看方式。但是，縱

使由近距離觀看，沒有了影像的中介，卻仍舊是觀看吧！ 

對災難影像的批評，其實等同於對視覺本身性質的批評。視覺不用費力，而且可以隨時閉

上我們的眼簾。這些特質曾經讓古希臘哲學家們極為稱道，將視覺譽為五官中最優良高貴的一

種。但是，今天這些性質卻被視為虧陷與缺失。有些人認為攝影把影像從現實中抽離，是一種

道德上的錯誤；他們認為人並無權利從某個距離之外、不必承受精神上的赤裸壓迫就可以感知

別人所深受的痛苦；他們質疑人們是否付出了太高的  (人文與德性上的) 代價以獲取古代哲

人所讚揚的視覺的特質——也就是從塵世的擾攘中後退站定，然後能夠自由地觀察、抽選、專

注。然而，這些只不過是陳述了知性本身的運作方式。 

後退數步去思考並無過錯。正如前賢所說的：「沒有人能在思考的同時還揮拳攻擊。」  (改

寫自蘇珊．桑塔格著《旁觀他人之痛苦》)  

（A ）27.關於作者的論點，敘述正確的是： 

甲、影像的作用是引發觀看者對災難的知性思考而非感性認同 

乙、觀看影像並無法真正感知他人的災痛，反而只是在消費災難 

丙、影像傳播方式是猥褻的這種看法，來自於觀看災難影像時所產生的無力感 

丁、追求古代哲人所謂崇高的視覺特質，是付出了昂貴的人文與德性上的代價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B ）28.符合上文論述模式的是： 

甲、對現象進行描述並解釋原因 

乙、以既有理論為起點進行演繹 

丙、反駁既有說法的合理性以獲得新結論 

丁、藉由對不同事實的歸納形成某種理論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乙丁 

（A ）29.第二段最後「無法訂出一套行動方案」的說法，意謂作者： 

（A）承認人們對於影像的思考不必然產生行動力 

（B）不滿人們在面對影像時產生無能為力的挫鬱感 

（C）批判單純思考只會流於空洞，而談不上採取行動的可能性  

（D）認為感性阻礙了人的思考能力，以至於無法採取進一步行動  



30-31題為題組 

閱讀下列短文， 回答30-31題：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謂淳 

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

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

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戰國策‧齊策》） 

（D ）30.根據上文的內容，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孟嘗君治薛無方，不自量力僭位擅權，引來荊人攻伐 

（B）淳于髡盱衡情勢，力勸齊王出兵相救，為述布陣之策 

（C）孟嘗君體貌郊迎淳于髡，可見他按捺不住內心的焦慮，驚慌求援 

（D）文中所說的「清廟」，即馮諼為孟嘗君所謀的「三窟」之一：於薛設立的「宗廟」 

（B ）31.文中劃底線的「過」、「固」、「和」、「疾」四個詞，各與下列選項「」內相同的詞

比較，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左思〈詠史〉：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 

（B）《禮記‧中庸》：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C）蘇軾〈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 

（D）《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32-34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32-34題。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

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

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

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

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個真要求為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

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王陽明《傳習錄》)  

（B ）32.依據文意，敘述正確的是： 

（A）鴟鴞竊腐鼠比喻蕭惠在儒學上的造詣  

（B）蕭惠請問聖人之學，只是想敷衍了事  

（C）道釋二家之學，和儒學相距甚遠，不可以道里計  

（D）王陽明年輕時立志抗拒道釋二家學問，提倡儒學  

（A ）33.王陽明終究未對蕭惠解說聖人之學，其教誨方式甚具特色，與文意不合的是： 

（A）不言之教      （B）不屑之教      （C）因材施教     （D）言傳身教  

（D ）34.王陽明自述其學習過程，感嘆儒學之簡易廣大，下列選項意義相同的是：  

（A）道濟天下      （B）道心惟微      （C）道常無名     （D）道不遠人 

 

 

 

 



二、多選題（占32分）  

說明：第 35題至第 42題，每題有 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確選項畫記在

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4 分；答錯 1

個選項者，得 2.4分；答錯 2個選項者，得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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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E）35.〈虬髯客傳〉：「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紅拂女技巧性地以借喻來表現託付終身

的意願。下列文句皆用譬喻以示寄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鴻門宴〉：「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指自己任人宰割 

（B）〈虬髯客傳〉：「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

──聖君賢臣即將遇合  

（C）〈廉恥〉：「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

醒之人也」──君子處亂世不改其志  

（D）〈典論論文〉：「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驥騄千里，仰齊

足而並馳」──七子貴遠賤近，彼此相輕 

（E）〈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央」──表達不得接近所愛的思慕 

（全   ）36.下列各組「」中，字、詞意義前後不同的選項是： 

（A）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於利而行， 多怨 

（B）「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C）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好仁者，無以「尚」之 

（D）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E）「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其囚及期，而「卒」自歸 

（ABCE）37.中文句子大部分都含有一個動詞，但有些句子則沒有動詞，僅由名詞和形容詞組成，

例如「這朵花很漂亮」。下列文句，也屬於這類句子的選項是： 

（A）子溫而厲 

（B）落英繽紛 

（C）屋子裡暗洞洞的 

（D）這兩個人來得鬼鬼祟祟 

（E）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C    ）38.王維〈山居秋暝〉:「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兩句都是先寫「果」（竹喧，蓮動），

再寫「因」（浣女歸，漁舟下）。下列詩句，也是先寫「果」，再寫「因」的選項是: 

（A）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B）少孤為客早，多難識君遲  

（C）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D）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 

（E）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CDE ）39.下列關於古典散文文體的敘述， 正確的選項是： 

（A）賦可分為俳賦、律賦、散賦， 如蘇軾〈赤壁賦〉即為俳賦 

（B）記以敘事為主，然亦有雜以議論者，如陶淵明〈桃花源記〉即為夾敘夾議之作 

（C）書泛指信件，內容或論理，或抒情，如白居易〈與元微之書〉即為抒發思友情緒

的書信 



（D）古代臣下上書可分為章、奏、表、議四種，如諸葛亮〈出師表〉即是上書蜀漢後

主之作 

（E）史論乃是借史事以抒發個人觀感，如蘇洵〈六國論〉即是借六國賂秦一事以寄寓

其諷刺北宋賂敵之旨 

（ABDE）40.關於下列查德卿曲作，敘述適當的是： 

問從來誰是英雄？一個農夫，一個漁翁。晦迹南陽，棲身東海，一舉成功。《八陣圖》

名成臥龍，《六韜》書功在飛熊。霸業成空，遺恨無窮。蜀道寒雲，渭水秋風。（查德

卿《蟾宮曲懷古》） 

（A）「一個農夫，一個漁翁」，指的是諸葛亮和姜太公呂尚。 

（B）「《八陣圖》名成臥龍，《六韜》書功在飛熊」，指的是諸葛亮及姜尚的才能和功

績。 

（C）「霸業成空，遺恨無窮」，是說此二人輔佐的霸業最終落了空，給世人留下無盡

的遺憾。 

（D）「蜀道寒雲，渭水秋風」，是說臣之功績，君之霸業，早已成為過眼煙雲，而今

唯餘壓天寒雲，肅殺秋風。 

（E）以設問開端，點明懷古對象，並作出評論 

 

41-42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41-42題。 

手寫重要嗎？根據許多教育工作者的說法，它不太重要。美國大多數州的學生被要求清晰地

寫字，不過這一要求僅限於幼稚園和小學一年級。在這之後，教學重點就迅速轉移到對鍵盤的熟

練運用上。然而，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表示，此時就宣布手寫已經過時未免太早了。新證據表

明，手寫和更廣泛的教育發展之間存在深深的聯繫。在一項研究中，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家維吉尼

亞．貝爾寧格對二年級到五年級的學生進行了手寫與鍵盤打字習慣的追蹤。研究表明，手寫印刷

體、書寫體和鍵盤打字都涉及不同且相互區別的用腦模式—而且每種模式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最

終效果。當孩子們以手寫的方式寫作文時，不僅會比他們用鍵盤打字更快的速度持續寫出更多的

文字，而且還能表達出更多想法。年齡最大的實驗對象的大腦成像圖顯示，手寫和激發想法之間

的關係甚至更為深遠。當研究人員要求這些兒童構思作文時，寫字更好的孩子的大腦中，與工作

記憶相關的腦區顯示出了比其他兒童更強的神經活動—其閱讀和書寫區域的整體活動也有所增

加。（改寫自瑪利亞．克里克瓦〈當我們不再用手書寫〉） 

（DE ）41.下列敘述可以支持文中畫線部分效度的是： 

 （A）擅長手寫的兒童比擅長打字的兒童更快地完成一篇作文  

 （B）擅長手寫的兒童多來自更加注重閱讀與寫作教育的家庭  

 （C）經過訓練而熟悉手寫技能的兒童，可以用比打字更快的速度正確抄寫一段文字  

 （D）某些因腦部傷害而導致閱讀能力受損的兒童，即便無法理解印刷體卻依然可以正

常閱讀書寫體  

 （E）經過訓練而熟練手寫技能的兒童，其大腦成像圖顯示工作記憶、閱讀和書寫區域

的神經活動比之前明顯增強  

（BE ）42.下列敘述可以削弱文中畫線部分效度的是： 

 （A）五年級兒童較中低年級兒童具備更為熟練的手寫技巧  

 （B）參與實驗的兒童曾經練習過實驗中要求以手書寫的作文題目  

 （C）五年級兒童較中低年級兒童習得更多表達經驗與見解的詞彙  

 （D）參與實驗的兒童手寫與打字能力原就較其他地區兒童來得高  

 （E）工作記憶、閱讀及書寫相關腦區的發達程度決定手寫能力的優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