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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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嘉玲持續積累實力，期許能待價而估以施展抱負  

(B)勢均力敵的冠軍賽事中，她的球技還是略勝一疇  

(C)老王愛書成癡，不惜傾家蕩產蒐集天下珍貴藏書  

(D)連年烽火導致人民面黃飢瘦，令人不禁心生憐憫  

2.  下列三首詩歌所詠之物，依序是：  

甲、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  

乙、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鈎。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  

丙、人間植物月中根，碧樹分敷散寶熏。自是莊嚴等金粟，不將妖艷比紅裙。  

(A)風／馬／桂  (B)風／駱駝／菊  

(C)雨／馬／菊  (D)雨／駱駝／桂  

3.  下列是一段現代散文，依據文意，甲、乙、丙、丁、戊、己排列順序最適當的是：  

我們鄉下不喝茶，  

甲、平常渴了  乙、或摘幾粒番茄吃  

丙、泡壺小茶斟在神案上的杯子裡  丁、捧井水喝幾口  

戊、冬瓜茶與麥茶除外  己、只有初一、十五供奉清果時  

我以為茶是給神明喝的。（簡媜〈粗茶淡飯〉）  

(A)甲乙丁己戊丙  (B)乙甲丁己戊丙  (C)戊甲丁乙己丙  (D)己丙甲丁乙戊  

4.  依據下文，□□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是：  

（周）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之力，以圖

報效。……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天下之事，尚未可

知。此正朝士□□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

（《三國演義》第 57回）  

(A)股肱／養虎／旰食  (B)股肱／添翼／亡命  

(C)肝膽／養虎／亡命  (D)肝膽／添翼／旰食  

5.  仕隱一直是古代文學作品的重要主題。下列文句，表達入仕後意欲隱退之情的是： 

(A)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B)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C)不向長安路上行，卻教山寺厭逢迎。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  

(D)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  

6.  依據下詩，關於陸游養貓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裹鹽迎得小貍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氈坐食無魚。（陸

游〈贈貓〉）  

(A)貓常把魚吃個精光，讓陸游沒魚可吃  

(B)貓是陸游用鹽換來的，主要工作是守護藏書  

(C)陸游收入不豐，卻盡力提供貓良好的物質享受  

(D)陸游暗用馮諼「食無魚」的典故，抱怨貓貪得無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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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下文，最符合曾國藩看法的是：  

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

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

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

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

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

不甚多。（曾國藩〈諭紀澤〉）  

(A)韓愈買書雖多於柳宗元，但擇書卻較為精審  

(B)柳宗元讀書先以五經為根柢，再旁涉子、史  

(C)韓愈獨鍾儒家載道之學，柳宗元儒、道並重  

(D)韓愈比柳宗元愛讀史，柳宗元比韓愈好文集  

8.  依據下文，最符合過去辭人看法的是：  

過去的辭人常把文壇的辭趣和社會的辭趣分得極嚴，謂「用漢以前字法句法，

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他們雖不在社會以外，卻也不在社會

之中。他們深藏在「藝術宮」裡，不願我們這種「引車賣漿者言」吹進他們的耳

朵，故不妨說是「則求達難」。（改寫自陳望道《修辭學發凡》）  

(A)表達應先求平易再求辭趣  (B)文壇的辭趣不應孤芳自賞  

(C)利俗文字常囿於意淺辭窮  (D)辭趣未必有文壇社會之分  

9.  依據下文，關於「君子」和「小人」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志意脩，

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

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

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荀子‧天

論》）  

(A)君子能夠重視當下而謀慮精明，小人因仿效古人而錯失良機  

(B)君子寧可愚拙而堅持簡約，小人自以為聰明而貪慕錦衣玉食  

(C)君子觀察天象以求德行日進，小人因不了解天象而德行日退  

(D)君子不會指望依靠上天的恩賜，小人放棄自己可努力的機會  

10.  依據下文，關於中西繪畫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由始至終，用毛筆畫成的線條一直都是中國繪畫的要素。歐洲繪畫也是以線

條開始的，但是人們的興趣後來從勾勒輪廓的線條轉移到輪廓內的事物中去，把

注意力放到光影、體積、柔化輪廓，或者使輪廓模稜的種種表現法上，從而削弱

了線條的重要性。中國繪畫走的是一條不同的路。中國畫家從不像歐洲畫家那樣，

努力想要把物體重現得和原來一模一樣，表現色彩、質感、體積的具體形象。中

國畫家特別強調線條，把線條當作主要的描繪和表現工具。某種風格上的運動如

果有摧毀單一線條完整性的趨向，或者要把線條納到面積的處理中，通常就會被

認為是從主流分離出去的異端。（改寫自高居翰《中國繪畫史》）  

(A)歐洲畫家因想重現物體的真實模樣，刻意強調輪廓清晰  

(B)歐洲畫家重視光影、色彩、體積，更甚於對線條的重視  

(C)中國畫家強調線條的重要性，努力重現物體的具體形象  

(D)中國畫的線條若太過單一，就常被視為主流之外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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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贊」是源自史書的文體，往往對人物做概括式的評論。下文是唐伯虎就其自畫

像所作的「贊」，依據文意，下列敘述最適當的是：  

我問你是誰，你原來是我；我本不認你，你卻要認我。噫！我少不得你，你

卻少得我；你我百年後，有你沒了我。  

(A)「你卻要認我」意謂畫像須依附所畫對象，方能在觀覽者心中產生意義  

(B)「你卻少得我」強調畫像在觀覽者心中的評價，不被所畫對象認同  

(C)「有你沒了我」感慨後人將仿製其畫像，罔顧作者的著作權  

(D)全文寄語後人要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淑世襟懷  

12.  對聯題詠古代名人，有時會於聯中直接組合原典名句，以提升識別效果。下列對

聯，屬於此種作法的是：  

(A)題莊子聯：「君子安貧，蓬牖茅椽猶自得；達人樂道，繩床瓦釜亦陶然」  

(B)題孔子聯：「氣備四時，與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

武作之師」  

(C)題孟子聯：「千里而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況

於親炙之者乎」  

(D)題老子聯：「天下名山僧占多，還須留一二奇峰，棲吾道友；世上好話佛說

盡，又誰知五千妙論，書自尊師」  

13-14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3-14題。  

陶宗儀《輟耕錄》：「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腳

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

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

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貴

由赤」是禁軍名，意謂「善跑者」。元代忽必烈於 1287年舉行士兵「放走」後，

這項運動也稱為「貴由赤」，它比 1896年第一屆奧運的馬拉松項目早了六百多年。  

出版社邀我為《超馬跑者的崛起》作序，我有些訝異。我是熱愛馬拉松的跑

者，但全馬 42.195公里畢竟不同於超馬。曾為新聞工作者，我深羨作者的採訪領

域能與興趣相結合。他是全馬成績在三小時內的勇腳，為了採訪超馬，短短十八

個月跑了八場。他觀察到非洲裔跑者稱霸世界全馬、半馬卻缺席超馬的現象，試

圖促成非洲菁英參與超馬。雖然最後功敗垂成，但他對超馬的熱情，早已超越了

報導者。  

馬拉松跑者抵達終點所擁有的，除了個人最佳成績和完賽的滿足感，汗水與

淚水也會在心中刻下無與倫比的印記。超馬是更深的境界。在世界四大極地超級

馬拉松的南非納密比亞沙漠一役，一位跑者對我說：「越痛苦，越快樂！」箇中

滋味唯有親身經歷才能體會。曾經，超馬好手林義傑在沙漠中望著一群素人參賽

者問我：「妳覺得這些人跟一般人有何不同？」這問題我想了很久，結果在書裡

找到答案：「我們想得到勝利，想完賽，想全力以赴，想找出我們的極限，想要

人們覺得驕傲。這是一種深層、原始的呼喚，在荒野直接面對毀滅，然後穿越到

另一邊。完成這件事所得到的感覺，是容易上癮的。」（改寫自趙心屏〈說馬拉

松故事的人〉）  

「世界四大極地超級馬拉松」是以 7天 6夜挑戰 250公里的長跑賽事。臺灣選手

林義傑曾併計 2003至 2006年的積分，獲認可為首屆總冠軍。臺灣選手陳彥博則

以 2016年度內同時完成非洲撒哈拉沙漠、中國戈壁沙漠、智利阿他加馬沙漠、

南極洲四大極地挑戰，贏得大滿貫總冠軍。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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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據甲、乙二文，關於「貴由赤」與馬拉松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貴由赤」選手繫繩為記，以便監臨官於終點識別  

(B)「貴由赤」在時間與里程上都近似極地超級馬拉松  

(C)四大極地超級馬拉松的跑者須用四年始能完成賽事  

(D)極地超級馬拉松賽程艱辛，舉辦的地點不完全固定  

14.  關於甲、乙二文的寫作方式，敘述最適當的是：  

(A)甲文摘引並比對不同歷史文獻，說明元代已有類似馬拉松的運動賽事  

(B)乙文以自身參與馬拉松的體驗，連結《超馬跑者的崛起》作者的感受  

(C)甲文轉錄元代比賽流程以記實，乙文追蹤優秀超馬跑者的近況以抒情  

(D)甲、乙二文都藉由引述他人著作中的文句，提出有別於以往的新觀點  

15-17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5-17題。  

過去，人們只喜歡新的房子、新的建築，覺得老房子、舊房子都是醜陋破敗，

都需要拆除，但是老房子一旦拆除，空間的靈魂飛散，就很難再找回來！  

懂得欣賞老屋，是城市美學成熟的象徵，開發中的國家或社會，好像青春期

的年輕人，只喜歡新奇的東西，對於老東西棄之如敝屣。但是已開發的成熟社會

與城市，就如中年大叔，懂得欣賞骨董老件，喜歡在老舊空間中品味熟成的韻味。  

近來，老屋新生的優秀案例越來越多，並不只是因為人們懷舊或是愛護古蹟，

而是這個城市的空間美學改變了！變成熟了！變得懂得欣賞老的、舊的、幽暗的

建築空間。大家開始懂得體會老東西的美感，懂得像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在《陰

翳禮讚》一書中所講的，老舊幽暗的事物有一種「古色古香的光澤」。（改寫自

李清志〈欣賞老屋的品味〉）  

在九華山地藏庵旁的小巷中，有間饒富興味的檜木老屋。這木屋原本一樓租

給影印店，三個小女生接手時，房子殘破衰敗，二樓幾乎不能使用。在現實與夢

想互相拔河的拉鋸下，她們揀出屋子的靈魂，開了懷舊料理簡餐店。老舊國小課

桌椅變成餐桌椅、嬰兒床變成椅子、生鏽澆花器成為花盆、老茶壺竟成了燈罩、

舊熨斗成為大門把手、廢棄豆腐板做成時鐘和書櫃、舊門板鑲成懷舊風牆面、裁

縫桌木抽屜來擺放衛生紙，地板是舊木料，當初被人遺棄的破舊老件，在此重生

找到價值。二樓的橫樑上還安插著可愛的松鼠造景，似乎象徵老靈魂都被賦予新

生命。  

一扇鏽痕的窗花，一面斑駁的門板，一道記憶中的好菜，每個元素都拼裝在

這棟有故事的老房子中，而不足的就讓濃濃的人情味去填補吧！（改寫自陳俊文

《嘉義小旅行》）  

15.  甲文認為人們懂得欣賞老屋，是城市美學成熟的象徵，理由在於：  

(A)符合愛護古物的世界潮流  (B)彰顯翻新出奇的創意精神  

(C)體現應對快速變動的靜定  (D)展現品讀老物生命的深度  

16.  乙文以「有故事」形容老房子的主要原因是：  

(A)具地方特色的老物件在此展示  (B)老物所有人受邀開講物件故事  

(C)裝修與菜色注入了歲月的氣味  (D)歷史久遠看盡周遭環境的變遷  

17.  甲、乙二文對「老屋新生」的相同理念是：  

(A)保留外觀，內部翻新  (B)順應時尚，重塑面貌  

(C)新式建材，原貌修復  (D)賡續記憶，留存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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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8-19題。  

□□□□，首在「按」、「提」。寫字時，筆不只是縱橫左右迴旋，同時要

上提下按。所謂按，就是將筆毫觸落在紙上，筆管直衝向下按去，使筆毫彎屈。

筆的結構是圓錐形，下面極尖細，漸上漸粗，所以筆管下按，筆毫自然彎屈。筆

毫彎屈後便平鋪紙上，染成面積，按得越多，面積越大。於是，筆的按度便影響

筆畫粗細，筆畫要粗便按，要細便提。字體線條的變化，全在按、提的運用。  

更重要的是線條的轉折處。筆毫鋪在紙上，正順勢寫成線條，忽然要作九十

幾度的轉折，筆毫勢必扭戾不能再順，於是折轉後的線條必然失去圓潤，變成不

規則的刷子所畫的線條。因此在轉折處，必求筆毫轉換，仍成順勢，這種轉換筆

毫的方法，就需要提、按：當筆畫到了轉折處，先行停住，將筆向上提，使筆毫

伸直，隨之即按，即寫，自是順勢不扭戾了。（改寫自王靜芝《書法漫談》）  

18.  上文開頭的□□□□，最適合填入的是：  

(A)布局行氣  (B)間架結構  (C)筆毫粗細  (D)運筆之要  

19.  依據上文，關於書法「提」、「按」的認識，最不適當的是：  

(A)提、按能使筆尖與紙面接觸面積有大小不同的變化  

(B)提與按是相對的持筆動作，直升向上曰提，直衝向下曰按  

(C)線條轉折成功的關鍵，在於藉提、按的改變使筆毫得以順勢運行  

(D)操控筆毫的提、按變化時，縱橫應先提再按，左右迴旋應先按再提  

20-21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0-21題。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

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

張良是也。  

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

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  

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

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  

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

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

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

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劉劭《人物志》）  

20.  關於上文的流派區分，敘述最適當的是：  

(A)就施政鴻圖而言，法家優於伎倆，國體優於器能  

(B)就才智而言，清節之家優於法家，法家優於術家  

(C)臧否、伎倆、智意三者中，以智意為上  

(D)術家與術家之流同源，以時代先後為別  

21.  依據上文，關於下列人物，敘述最適當的是：  

(A)陳平適合從事司法工作  

(B)西門豹適合擔任地方首長  

(C)商鞅深謀遠慮，能力超越伊尹  

(D)晏嬰能擔任的職務，子夏亦能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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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2-23題。  

《學林新編》云：「〈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某案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

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

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胡仔《苕溪漁隱叢

話》前集）  

22.  下列詩句，不符合上文中《學林新編》所論寫作手法的是：  

(A)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B)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C)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峰華嶽低  

(D)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23.  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中《學林新編》所表達的文學觀點是：  

(A)創作詩歌時須經營修辭的審美效果，偶有為文造情的情況也無可厚非  

(B)創作詩歌時應特別注意詞藻使用的合理性，避免產生華而不實的弊病  

(C)閱讀詩歌時應著重把握詩歌旨趣，不要拘泥於文字表層而致以辭害意  

(D)閱讀詩歌時應留心客觀事實的表現，避免因個人主觀因素而誤解文意  

24-25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4-25題。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彭越）。梁王稱病，使將將

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

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

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

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

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

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史記‧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24.  下列敘述，最符合彭越第二次「稱病」心態的是：  

(A)暗中聯絡陳豨，為其爭取逃亡時間  

(B)不想平白獲罪，也不想與高祖為敵  

(C)一方面討好陳豨，一方面向高祖示好  

(D)待高祖失利再出兵援助，向高祖邀功  

25.  依據上文，彭越最後被殺的原因是：  

(A)呂后心思深細，藉機誅殺異姓王  

(B)藉口有病屢不奉詔，終觸怒高祖  

(C)向呂后陳述冤屈，引發高祖不滿  

(D)不用扈輒謀逆之計，反遭其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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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9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6-29題。  

臺灣西瓜見於清代文獻，較早者有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纂修的《臺灣府志》、

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撰寫的《裨海紀遊》，但不曾提到貢瓜一事。康熙五十八年

陳文達纂修《鳳山縣志》，卷七「物產」云：「西瓜：內郡熟於六、七月，鳳山

則種於深秋，熟於隆冬，貢大廷，以三月前至京，名曰萬壽果。」乾隆十二年范

咸纂修《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七「物產」：「西瓜，暑時多內地來，臺產種於深

秋，熟於隆冬。乾隆二年，定福建督、撫每年正月各進瓜十圓。」乾隆三十九年

朱景英《海東札記》：「西瓜種於八月，成於十月，臺灣、鳳山二縣有之，歲以

充貢。」依據這些文獻，對臺灣貢西瓜大致可有這樣的歸納：  

                   。  

貢瓜停止的年代無法確知，嘉慶十一年謝金鑾纂修《續修臺灣縣志》已說：

「舊制貢西瓜，今罷。」我們若參考朱景英寫《海東札記》的時間，應在乾隆

三十九年至嘉慶十一年間停貢。停貢的原因，也許是受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三

年間林爽文之變所影響。蓋當時林爽文率眾圍攻府城數月，鳳山縣也有莊大田

起兵響應，「進上瓜地」可能在戰爭中破壞殆盡，遂從此停貢西瓜。  

雖然每年只有二十個西瓜充貢，但各級官吏絲毫不敢怠慢，有時為了達成任

務，甚至不惜透支經費。《明清史料戊編》收錄一件乾隆二十一年的戶部題本，

大意是說原署鳳山知縣魯光鼎在任內「尚有支銷修理察院衙署執事、栽種西瓜進

京盤費二款，係奉部刪減之項」，因此「應追修理衙署並栽種西瓜盤費」。但魯

光鼎「原籍既無產業可追，今各任所確查，又無資財寄頓」，經查定律：「凡應

追銀兩，如果家產全無，力不能完者，地方官取具印、甘各結，申報督、撫保題

請豁」，遂由閩浙總督喀爾吉善題請准其照例豁免。乃於乾隆二十一年奉旨由戶

部議奏，議奏結果是「應如該督所題，准其照例豁免」。這個案例，也算是臺灣

貢瓜史上的一項掌故。（改寫自林文龍〈清代臺灣貢瓜小考〉）  

26. 下列敘述，最適合寫進         內的是：  

(A)臺灣貢西瓜始於清康熙三十六年  

(B)臺灣貢瓜的收成時間和內地一般西瓜不同  

(C)臺灣由於瓜種不佳，常以內地西瓜混充進貢  

(D)臺灣貢瓜於康熙末年成為定制後，便未再更動  

27.  依據上文推斷下列詩句反映的貢瓜年代，最可能的是：  

甲、除卻風風雨雨天，分裝急喚渡頭船。深秋播種清冬熟，揀得西瓜貢大員。  

乙、草木隆冬競茁芽，紅黃開遍四時花。何須更沐溫湯水，正月神京已進瓜。  

丙、蔬園迫臘熟西瓜，剪蒂團團載滿車。恰好來春逢聖誕，急馳新果獻京華。  

 甲  乙  丙  

(A) 康熙  康熙  乾隆  

(B) 康熙  乾隆  乾隆  

(C) 乾隆  康熙  康熙  

(D) 乾隆  乾隆  康熙  

萬壽：皇帝壽辰  

題本：官員交內閣入奏的文書  

甘：類似保證書的字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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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作者「參考朱景英《海東札記》」推測停貢西瓜的年代，除了基於①在清代臺灣

記錄貢瓜的文獻中，《海東札記》應是《續修臺灣縣志》纂修前最晚問世的史料；

也得假設②           。②的內容最可能是：  

(A)私人筆記大多不排斥野史軼聞  

(B)私人筆記一向較官修方志可信  

(C)朱景英在寫作前詳考多種史料  

(D)朱景英記錄當時實況而非舊聞  

29.  關於文中「乾隆二十一年戶部題本」所述案件，最適當的是：  

(A)魯光鼎無家產可扣，只好讓他免納貢瓜超支的經費  

(B)魯光鼎挪用修理衙署的經費栽培貢瓜，遭戶部調查  

(C)魯光鼎為籌貢瓜經費變賣家產，閩浙總督免其責罰  

(D)魯光鼎因栽培貢瓜涉及貪瀆，遭扣薪俸並沒收家產  

30-31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0-31題。  

〈虬髯客傳〉中的重要人、事都與李靖有關。就小說主題「真人天命所歸」

與副題「英雄擇主而事」論之，李靖的動向並非一貫而明確。起初他以一介布衣

求見楊素，未必如其他評論者所云，是「貪利祿而不知人」或「為蒼生而不顧己」，

而是「為公」也「利己」、「全忠」亦「安心」。當時天下方亂而未亡，群雄競

起而無主，「靖雖貧，亦有心者焉」，為扶持顛危而獻策，乃顯人格忠厚而非見

風轉舵；楊素若有收羅豪傑之心，大事未必不可為；又若非紅拂強勢介入，他也

不至於完全死心。投效太原既非李靖首選，故不可說他是明知榮華將在太原卻另

擇他途。李靖的轉變是漸進的：由於親見楊素腐敗，加上紅拂的旁證，才問心無

愧的放棄原本的希望。但因他與李世民交情不深，故也非立即反目而奔向太原，

一切仍有待虬髯客的引導、助成。（改寫自張火慶〈虬髯客傳的人物關係論〉） 

30.  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對〈虬髯客傳〉看法的是：  

(A)李靖為李世民不惜與楊素反目  

(B)李靖因所見所遇而逐漸調整人生規劃  

(C)李靖既不「貪利祿」，也不「為蒼生」  

(D)李世民並非天命所歸，故李靖最初未投靠他  

31.  若要從《舊唐書》找一段記載，做為「靖雖貧，亦有心者焉」的註解，下列最適

合的是：  

(A)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  

(B)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

老，固堪一行。」  

(C)靖姿貌瑰偉，少有文武材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

事，以取富貴。」  

(D)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

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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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2-34題。  

盛唐開始了詩的散文化，到宋代而大盛，以詩說理，成為風氣。於是有人出

來一面攻擊當代散文化的詩，一面提倡風人之詩。這種意見北宋就有，而南宋中

葉最盛，這是在重振溫柔敦厚的《詩》教。與此同時，道學家也論及《詩》教，

道學家既主張「文以載道」，自然也主張「詩以言志」。當時《詩》教既經下衰，

詩又散文化，單說「溫柔敦厚」已經不足以啟發人，所以他們更進一步，以《論

語》所記孔子論《詩》的「思無邪」一語為教。他們所重在道不在詩，南宋呂祖

謙是這一說的重要代表，他以為「《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

觀之，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朱熹卻覺得如此論《詩》牽強過甚，以為不

如說「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

為吾警懼懲創之資。」又道：「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

易也。」這便圓融得多了。（改寫自朱自清《詩言志辨》）  

32.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溫柔敦厚」詩教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宋代部分文士藉此扭轉詩歌流於說理之風  

(B)宋代道學家藉此強調詩應載道而無須言志  

(C)呂祖謙為提倡「思無邪」而重新發揚此說  

(D)朱熹藉此以說明詩歌應具警懼懲創的功效  

33.  下列敘述，最符合朱熹「思無邪」的觀點是：  

(A)詩意無論有邪無邪，讀者均宜以無邪之思得之  

(B)無邪之詩宜得其無邪之意，有邪之詩當戒慎避之  

(C)詩本不分有邪無邪，唯讀者各以其思之正邪而解之  

(D)有邪之詩以有邪之思讀之，無邪之詩以無邪之思讀之  

34.  下列詩歌，最符合上文所述「以詩說理」的是：  

(A)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沓如驚奔  

(B)海浪如雲去卻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鈎疏箔，臥看千山急雨來  

(C)身前身後與誰同，花落花開畢竟空。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  

(D)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煙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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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下列各組「」內的字，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A)先帝不「以」臣卑鄙／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B)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  

(C)客曰：飢甚！靖出「市」胡餅／匣而埋諸土，期年出之，抱以適「市」  

(D)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  

(E)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109年指考（補考） 第 10 頁 

國文考科  共 11 頁 

- 10 - 

36.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適當的是：  

(A)他的演技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總令戲迷愛不釋手  

(B)婚宴上的新娘打扮得美輪美奐，吸引全場賓客的目光  

(C)來臺灣觀光，絕不可錯過夜市裡汗牛充棟的美味小吃  

(D)制定規範應掌握寬猛相濟的原則，否則容易引起民怨  

(E)憲兵站崗時目光如炬，流露出令人不敢逼視的威嚴感  

37.  下列敘述，符合本文觀點的是：  

許多現代詩人不願解說自己的作品，就是因為對於已完成而獨立的作品，他

也只能抒一己之見而已，當作者一己之見被懶慵的人持之為唯一見解，就扼殺了

詩篇作多義解說之可能。假使作者見解被眾人視為唯一權威，該作品之解說欣賞

便永遠結束了，它還可以對不同時代的人不斷提供新感受嗎？一個作品的某一種

解說，應是讀者、作品與作家三方面的結合，只要讀者能按作品脈絡找出一個較

吻合的解說，這便是一個可以成立的解說。文學生命的常新，便存於作品解說的

更新之中。（改寫自顏元叔〈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  

(A)作者因無法客觀評論，所以不願解說自己的作品  

(B)作者不斷調整其解說，可引領讀者重新領略作品  

(C)作品意義的解讀雖然向讀者開放，仍有一定限制  

(D)閱讀作品時若能得知作者原意，宜以其解說為準  

(E)古代作品所以歷久彌新，乃因讀者總能讀出新意  

38.  「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運用對比手法加強表達效果。下列文句，採用

此種手法的是：  

(A)一段蟬唱之後，自己的心靈也跟著透明澄淨起來，有一種「何處惹塵埃」的

了悟。蟬亦是禪  

(B)尹雪艷總也不老。十幾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樂門舞廳替她捧場的五陵年少，

有些天平開了頂，有些兩鬢添了霜  

(C)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

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D)秀潔抑制著內心的激動，轉頭去看戲臺。在剛暗下來的天色裡，猶未燃燈的

單薄的戲臺，便在她的眼中逐漸模糊起來  

(E)長城擺出一副老資格等待人們的修繕，它（都江堰）卻卑處一隅，像一位絕不

炫耀、毫無所求的鄉間母親，只知貢獻  

39.  下列有關古典小說的取材與特色，敘述適當的是：  

(A)《三國演義》根據《三國志》改編，是古代第一部歷史章回小說，二者皆展現

了以曹魏為正統的歷史觀  

(B)《水滸傳》本於《大宋宣和遺事》，主角宋江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梁山泊則是

虛構，用以隱喻烏托邦之意  

(C)《西遊記》本於玄奘取經的歷史故實，以及民間流傳的相關故事，憑藉作者

想像力，呈現幽默詼諧的風格  

(D)《儒林外史》假託明代讀書人追求功名利祿的種種醜態，對人情世態有深入

的刻畫  

(E)《紅樓夢》以賈府的興衰為故事主軸，是曹雪芹融合一生見聞的章回小說創

作，後世研究者眾多，形成「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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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文句，含有「如果……，則……」之意的是：  

(A)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B)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C)友從兩手，朋從兩肉，是朋友如一身左右手，即吾身之肉也  

(D)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E)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41-42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41-42題。  

車生者，家不中資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寢也，以故床頭樽常不空。一夜

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貓而巨，

燭之，狐也，酣醉而犬臥。視其瓶，則空矣。因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

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

啟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于麴糵，而人

以為癡；卿，我鮑叔也。如不見疑，當為糟丘之良友。」曳登榻，復寢。且言：

「卿可常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專伺狐。

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曰：「屢叨良醞，何

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頰！」狐曰：「雖然，君貧士，杖頭錢大

不易，當為君少謀酒資。」明夕，來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

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餚，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

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狐曰：

「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蕎價廉，此奇

貨可居。」從之，收蕎四十餘石，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蕎可

種；售種，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

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

生卒，狐遂不復來。（《聊齋誌異‧酒友》）  

41.  關於上文車生與狐的敘述，適當的是：  

(A)車生原以為覆裳者是人，後來才發覺是狐  

(B)狐為報車生不殺之恩，常備好酒與之共飲  

(C)狐指引車生獲得錢財，車生既欣喜且知足  

(D)車生按狐的建議，藉農作低進高出而致富  

(E)狐於車生過世後繼續照料其子，視同己出  

42.  上文主要透過車生與狐的對話，使讀者感受其相知相得。一般而言，若對話中含

有以下訊息：①幫對方獲益、②自己願讓步、③強調共通性、④減少生疏感，將

有助於溝通和諧。下列關於上文對話的解說，適當的是：  

(A)「我癖于麴糵，而人以為癡；卿，我鮑叔也」，運用①、③原則  

(B)「卿可常臨，無相猜」，運用④原則  

(C)「杖頭錢大不易，當為君少謀酒資」，運用①原則  

(D)「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運用②、④原則  

(E)「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謀之」，運用①、②原則  

麴糵：酒麴  



 

109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補考） 

國文考科選擇題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C 21 B 41 CD 

2 A 22 B 42 BC 

3 C 23 C   

4 A 24 B   

5 D 25 A   

6 B 26 B   

7 B 27 D   

8 C 28 D   

9 D 29 A   

10 B 30 B   

11 A 31 C   

12 C 32 A   

13 D 33 A   

14 B 34 C   

15 D 35 DE   

16 C 36 DE   

17 D 37 CE   

18 D 38 BCE   

19 D 39 CDE   

20 A 40 A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