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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一、單題：（1～35題）

1.  「趁老農夫不在，彼得小兔溜進了菜園裡大快朵頤。他

先吃點青翠新鮮的萵苣，再吃些碧綠滾圓的青豆子，最

後啃著鮮嫩多汁的紅蘿蔔。風裡透著泥土的甜香，小鳥

兒唱著醉人的音符，遍地的蔬菜又大又肥 ――彼得小兔

__________________。」根據這段文字的語境，畫線處填

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A)一臉困惑的抓著頭皮，不知所措

(B)興奮的窮追不捨，不讓獵物脫逃

(C)臨風顧盼，心滿意足的摸著肚子

(D)拱起背脊，屏氣凝神的四下張望     

2.  爺爺七十歲生日即將到來，小明想寫張賀卡表達心意，以下是卡片中的文字：

         
         
          
上文畫線部分的詞語，何者應該加以修正？

(A)古稀之年        (B)福壽全歸        (C)茂如松柏         (D)壽比南山

3.  下列文句「」中的生活用語，何者說明正確？

(A)開會時有意見就要表達，不可放「馬後砲」 ―― 事後的意見

(B)經濟不景氣，加上工作不力，被老闆「炒魷魚」 ―― 換職位

(C)老師希望肇事者認錯，大家卻互相「踢皮球」 ―― 追逐嬉戲

(D)面對「甕中鱉」不要心急，可以靜觀其變 ―― 一道慢燉美食

4.  依據文意，下列這段文句以哪一種次序排列最為通順恰當？

  學習的方法非常重要

        甲、但是不正確的方法

        乙、會使我們「事半功倍」

        丙、正確的學習方法

        丁、則會使我們「事倍功半」

(A)甲乙丙丁             (B)丙丁甲乙            (C)甲丁丙乙           (D)丙乙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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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詞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千載難逢                                                (B)日績月累       
(C)時過境牽                                                (D)光陰似劍

6.  「品格如同樹木，名聲如同樹影。我們常常考慮的是樹影，卻不知樹木才是根

本。」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品格高貴的人，維護美好名譽遠超過自己的生命

(B)品格決定人真正的價值，名譽不過是外在的評斷

(C)品格是一個人的根本，而名譽是衡量品格的標準

(D)品格和名譽相輔相成，美譽會激勵自己提升品格

7.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冗言贅字？

(A)儘管準備充分，他仍在比賽前夕緊張得輾轉難眠

(B)他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總經常的凝望著天空

(C)天上的雲朵變化多樣化的形狀，常令人目不暇給

(D)她的穿著打扮一向得體，很能搭配適合各種場合

 

8.  「不敢說該說的話，至少不說不該說的話。猶如不敢挑戰罪惡，至少不應該去

做惡勢力的化妝品，乃至化妝師。」根據這句話的內容來推論，下列何者是作

者最不認同的行為？

(A)不敢挑戰惡勢力                                   (B)用語言包裝罪惡

(C)不願意說該說的話                               (D)在惡勢力前直言不諱

9.  「撐一把有形的傘，那是正當的事，因為我們不必在雨中表現異於同類的乖張。

但如果撐起一把無形的傘，使我們不去面對風雨，面對苦難，那我們永遠無法

領略雨過天青的喜悅。」這段話所寄寓的道理，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勇於正視黑暗的人，才真正懂得光明的可貴

(B)胸懷壯志，即使在最艱苦患難之時，也會感到喜悅

(C)與其躲在他人的羽翼之下，不如成為他人的保護傘

(D)實踐夢想要敢於與眾不同，與人相處要能夠隨和圓融

10.  「科學家正在努力將農業廢棄物、木材和青草中的纖維素，轉化成各式各樣的

生質燃料。但這種新一代的生質燃料是否競爭得過每桶60美元的石油，成為主

流能源，仍是個大問題。」根據這段文字，可以推知下列何者？

(A)將纖維素轉化為生質燃料的科學技術，目前已經成熟

(B)開發生質燃料的研究成果，已受到大部分群眾的肯定

(C)新一代的生質燃料是否能被廣泛接受，價格是重要的考量

(D)學者對價格高昂的石油能否與新一代生質能源競爭，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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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各組「」中的字音，何者前後相同？

(A)「揣」測／「湍」急                (B)彩「券」／書「卷」

(C)「撇」開／「彆」扭                (D) 反「詰」／攻「訐」

12. 

          本詩作者認為西瓜具有星星的血統，最可能是基於下列哪一個原因？

(A)星星蘊藏生機，西瓜亦然

(B)地球孕育西瓜，而地球又屬星體

(C)西瓜散居沙地，一如星子滿布夜空

(D)隕石落在地球上，恰似西瓜子嵌入瓜瓤

13.  「知識就是力量，而愚昧常是罪惡的根源。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多變，不再像

農業時代那樣單純。善良的人固然無心為惡，但若不具備起碼的現代知識，便

沒有能力理解一般公眾事務，無意中很容易盲從似是而非的流行權威，並替惡

事惡行推波助瀾。」這段文字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社會結構愈趨複雜，唯有善用知識才能化繁為簡

(B)從公眾事務中汲取經驗，即能轉化為知識形成力量

(C)知識可以打開心靈之窗，辨明世事，進而去惡從善

(D)知識是頭上的桂冠，擁有它便可以成為群眾中的領袖

14.  在外地求學的郭襄，想寫明信片給她的姊姊郭芙。下圖明信片的格式中，

（甲）、（乙）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

郵遞區號：

地址：○市○路○號

姓名：(甲)
                                    郵遞區號：

                                    地址：□市□路□號

                                    姓名：(乙)

15.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古剎中靜肅的木雕佛像，滿是歲月的珠網塵埃

(B)牆上攀附的瓜藤，在深夜步履合緩地遊走探路

(C)即性的樂章從指間輕輕流瀉，瞬間征服了滿堂賓客

(D)雪花紛飛彷如小精靈，輕盈曼妙地飛舞於天地之間

(A)郭襄 緘／郭芙 吾姊 啟
(B)郭襄 寄／郭芙 小姐 收
(C)郭襄 緘／郭芙 小姐 臺啟

(D)郭襄 寄／郭芙 吾姊 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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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文句「」中的字詞，何者意義前後相同？

(A)蟬則「千轉」不絕／劍門「千轉」，入蜀之道難似登天

(B)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位鐵鉉／眾議紛紜，教我好生「為難」

(C)使之沖煙飛鳴，作青雲白鶴「觀」／帝令廣建園林池臺，多營宮「觀」樓閣 
(D)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子謂顏淵曰：用舍行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17.  「某相國之孫，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嗔其行遲，曰：『吾生

相門，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胡為亦爾？』對曰：『吾亦某尚書孫也。』

此事聞之於董蒼水。貴人子孫，不可不知。」這則故事所要告誡世人的道理，

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B)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C)祖蔭不可圖，唯己力可恃                 (D)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18. 

這節詩句所要表達的旨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處在愈惡劣的環境中，愈應該努力綻放亮麗的光芒

(B)美麗的事物不會因為無人欣賞，就不表現自己的美麗

(C)大自然的神奇，在於萬物都依循共同的生命軌跡而存在

(D)有些問題無法立刻得到答案，解答有時藏在尋找的過程裡

19.  「人無定珍1，器無常道。能者以適世為奇，才人以合時為妙。故干戈興則武夫

奮，《韶》、《夏》2作則文儒起。」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時勢造英雄

(B)慧眼識英雄

(C)不以成敗論英雄

(D)英雄不怕出身低

20.  「人生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禍不及，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

後乃視為故常，而恬不為意。則莫大之患，由此生矣。」這段話的涵義，與下

列何者最接近？

(A)口不出是非之言，手不取非禮之物

(B)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 
(C)人之犯小過，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過

(D)若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終致罪大而不可解


1.人無定珍：意指人才沒有固定的標準

2.《韶》、《夏》：指聖人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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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文句，何者詞語使用最為恰當？

(A)他在健身房鍛鍊了一個下午，滿身汗水淋漓盡致

(B)老師臉色都變了，他還繼續開玩笑，真是不識之無啊

(C)溫厚謙和的爺爺總是倚老賣老，提供我們寶貴的人生智慧

(D)即使經費不足，她仍苦心孤詣研發新藥，希望能造福病患

22.  下列文句，何者文意通暢、用詞最為恰當？

(A)她下筆為文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在文壇上獨樹一格

(B)警方接獲密報，循線逮捕犯人，真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

(C)某生誤交損友，翹課逃家，老師花了九牛一毛之力才讓他重返校園

(D)昔日某些被奉為真理的言論，在時空轉變之後，如今卻成了金科玉律

23.  

這則故事所說明的道理，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凡事適可而止，貪多無益

(B)取物宜依道義，不可強奪

(C)玩物容易喪志，宜加以節制

(D)待物順應自然，不妄加干預

24.  漢字極具趣味性，雖屬同一部首的字，造字原則也不盡相同。下列各組同部首

的字，何者造字原則前後相同？

(A)江、泉      
(B)呵、喝         
(C)枯、森         
(D)昭、晶

25.  「連續的『霧』聲，穿透幽暗寂靜的夜幕，一隻白面鼯鼠像流星般劃空而來，

亮著一對發光的金眼珠，倏忽掠過屋頂。牠開始上班了。對大部分動物而言，

整個森林這時才開始熱鬧起來。森林屬於夜生活的。白晝不過是鳥類、蝴蝶，

還有我們這些山中過客在活動。當森林的夜市開鑼，我們卻懵然窩入發霉的被

褥，蜷縮著自己，酣然入夢。」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當朦朧的山嵐煙霧籠罩四方，是森林最美的時刻

(B)大多數的人類，並不懂得參與森林最熱鬧的盛會

(C)當夜幕低垂時，鼯鼠、鳥類、蝴蝶便開始出來活動

(D)白天裡的森林比黑夜裡的森林要來得更明亮、熱鬧

鄭人有愛惜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汕 1，或網，或設餌鉤之，列三盆

庭中，且實水焉。人曰：「魚以江為命，今處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

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腐者，寡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

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


1.汕：用竹編的器具抓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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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度量衡是用來衡量長度、容積、重量的標準。下列詩句「」中的字詞，何者

不是用來衡量容積的單位詞？

(A)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

(B)同歡萬「斛」酒，未足解相思

(C)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朝輕

(D)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

27.  「錫礦流淌處便是恩賜之地。錫礦周遭總會出現多種礦產：金、銀、銅、黃

玉、石英、矽石、花崗岩、鈦鐵礦、菱鐵礦、赤鐵礦……等，甚至還有鈾礦。

層層疊疊的財富在我們架高的房子下挨挨擠擠，但住在上面的我們卻處於赤

貧，就像 ________________。」根據這段文字，畫線處填入下列何者，最適合

用來形容文中「我們」的生活情況？

(A)堅守崗位，誓死捍衛寶藏的武士

(B)困在井底，渴望一探外界的青蛙

(C)圍繞著盛開的花朵辛勤採蜜的蜂群

(D)一群爬在密封的玻璃糖罐外的螞蟻

28.  「遇見一首好詩，就像邂逅一束清澈的星光，在心靈的礁岩撞擊出一蓬雪色的浪

花，感受到一枚金蘋果落入意識的銀網裡一樣――確實是生活中值得品味的幸

福、令人振奮的一樁意外、引發微笑和感謝之情的繫以蝴蝶結的小禮物，以及，

沉澱渣滓與紛繁意緒的一方晶瑩明礬。」這段文字的主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好詩可以豐富我們的美感體驗

(B)美麗的事物可引發創意與詩情

(C)好詩可讓人領略大自然的美好

(D)生活中與美相遇如同一首好詩

29.  「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這

段文字的觀點，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飢寒勞三者極易引發重大疫情

(B)追求物欲的滿足是人類的大敵

(C)民生問題應是為政者關注的焦點

(D)無法安居樂業的人民必為禍作亂

30.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為讖。白公十八

歲，病中作詩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

老？』然白公壽七十五。」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勞動為最佳攝生之道，可免老來多病

(B)富貴中人作不如意語，乃為躲避凶災

(C)身體孱弱的詩人，多因常作衰病之語

(D)世人以為不祥之語易應驗，其實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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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士之處世，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度節慶。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

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

置欣戚於胸中也。」這段文句的主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應學習老人不輕易顯露好惡的處世態度

(B)少年老年的人生滋味，都應該細細體會

(C)慶祝節日宜尚簡樸，不應追求紛華盛麗

(D)對於名利繁華，宜淡然處之，無須掛懷

32.  「有人說：『壞書如損友，危害甚大』，但更多的情況是好人讀壞書仍是好人，

壞人讀好書仍是壞人。」下列何者最符合這句話所呈現的觀點？

(A)讀書應慎選書籍，以免受到不良影響

(B)書籍的好壞，對於人品的影響實則有限

(C)讀書方法掌握得宜，好人也可從壞書讀出滋味

(D)盡信書不如無書，重要的是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33.  某文人因罪被貶後，寫道：「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1，放浪山水間，

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則自喜漸不為人識。」根據這段文字，下列

對於此文人境況的描述，何者正確？

(A)因罪人身分為人所不齒，屢受責罵

(B)擺脫聲名之累，心情趨向適意豁達

(C)獲罪之後，心情憂懼，經常閉門不出

(D)對仕途絕望，決意漁樵於江湖，隱逸終老

34.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並氈車一乘。使者未

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 1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問：『何人？』

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根據本文，「師古乃止」的

原因，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由杜夫人行事知杜府儉樸，不宜致贈厚禮

(B)使者見杜相威儀可畏，不敢貿然呈上禮物

(C)杜夫人治家有方，遣女婢婉拒李師古之禮

(D)得知杜相府當時僅有女眷，不敢隨意過訪

 


1.草屨：草鞋


1.肩輿：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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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書畫合一，將繪畫的手法運用於書法並取得成功的先例是清代 鄭板橋。

鄭板橋是揚州八怪之一，所謂怪，關鍵是怪在他『畫字』。今天看來實在一

般，少見多怪也。鄭氏的書法比他的畫好，因為他的畫沒有明顯的突破，如果

他的『蘭竹』不題字，就很難看出是誰畫的。他的個性體現於書法。簡要地

說，鄭板橋是把畫蘭竹的筆法用在書法上。看他書作中的很多筆法就似竹葉、

似蘭葉、似蘭花，某些細線又似竹桿、竹枝。此外，字體結合了篆、隸、行書

也是一特點。」根據這段文字，下列對於鄭板橋的書畫評論，何者正確？

(A)所書字體揉合了畫技，有傑出表現

(B)所繪蘭竹作品自成一家，風格獨具

(C)繪畫結合篆、楷、行書，獨樹一幟

(D)畫技源於書法筆法，故較書法出色

二、題組：（36～48題）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36～37題：

36.  根據本文脈絡，□□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A)曾經／此外／此時

(B)即使／此外／所以

(C)曾經／直到／此時

(D)即使／直到／所以 

37.  關於本文的寫作手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用沙場與平靜天地來象徵親子關係由衝突轉為和諧

(B)運用生動的比喻手法，描述下班後作菜的匆促忙亂

(C)透過廚房中各種聲音的描摹，來凸顯作者的刀工技法

(D)藉廚藝由不佳到熟練的對比，帶出作者下廚的成就感

□□，我也渴望自廚房出走。那時下班衝回家總是心急，在廚房裡更是

分秒必爭，每個動作都要快快快，洗菜像要溺死毒素菜蟲般凶狠，切菜如斬亂

草，然後唰一聲下鍋，鐵鏟鏘鏘鏘與鐵鍋短兵相接，聲如馬蹄狂奔，抽油煙機

轟轟然戰車般輾過粗礫的心情，快火熱炒三兩回合便熄火起鍋。□□我厭倦了

把廚房當沙場的日子，放慢腳步之後才開始喜歡廚房，喜歡自己的切菜聲，左

手指頭也不再帶刀傷。菜刀俐落滑過蔬菜瓜果總帶著痛快又涼快的感覺，鐵鍋

油滋滋歡炒著，電鍋啵啵送出陣陣米飯香。與小女低低切切的私語，就像蔥頭

蒜苗，隱身在一道道菜餚裡。□□，我在這一方天地裡是純粹而平靜的。

                                                                                  ――鄭麗卿〈廚房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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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38～39題：

38.  假設某縣市已達「超高齡社會」的標準，該縣市總人口 100 萬人，則該縣市老

年人口數最可能是幾人？

(A)7 萬人

(B)10 萬 7 千 5 百人

(C)14 萬人

(D)20 萬人

39.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臺灣人口老化速度有逐年減緩的趨勢

(B)高齡縣多集中在臺灣北部與離島地區

(C)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可減緩當地老化趨勢

(D)臺灣在 100 年時正式成為高齡社會的國家

 

由於女人比男人長命，臺灣尚無任何一縣市步入男人高齡縣，但已有

嘉義、雲林、澎湖、南投、苗栗、臺東六縣成為女人高齡縣。

根據衛生署調查，100 年 5 月時，全臺65歲以上老年人口約10.75％，6年
後老年人口比率將達 14％，進入「高齡社會」，8年後則是「超高齡社會」，

每 5 人就有 1 人是老人。國民健康局表示，法國歷經 115 年，老年人口才由 7％
上升至 14％，瑞典花了 85 年，美國預估 73 年，臺灣大約只花 24 年。

嘉義、雲林、澎湖三縣 65 歲以上老人比率已超過 14％，即聯合國定義的

「高齡社會」。高齡縣或超高齡區幾乎都是鄉村地區，年輕人多外移到工作機

會多、學校多的都市地區。

至於臺灣最年輕縣市，依序為桃園縣、新北市、臺中市、新竹市及連江縣，

老人比率都低於 10％。值得一提的是，新北市雖在年輕縣市之列，卻有平溪、

雙溪及坪林三個超高齡區。

很明顯地，前四縣市皆為都會區或工業區，年輕人在此「立業」，也在此

「成家」。至於連江縣也名列年輕縣市，經分析，恐怕是因人口少，只有一萬

人左右，多一位年輕人就可能影響統計數據，國健局調查也發現，當地因觀光

發展，似有年輕人回流歸鄉的趨勢。

                                          ――改寫自《聯合報》100.07.12〈老化海嘯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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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40～42題：

把一桶桶的醃魚打翻了胡鬧，

又在男人的禮帽做巢。

甚至連女人七嘴八舌的說笑，

也不得不為牠們時高時低的尖聲怪叫，

勢減聲銷。

                                                                                      ――布朗寧（英國詩人）

為何我要把動物不太光采的一面先搬出來說呢？因為一個人如果對牠們討

厭的地方都能忍受，那他對牠們的喜愛也就不容置疑了。

我不知該怎樣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太太。你想誰會讓家鼠滿屋子亂

跑，把床單一點一點地咬下來做窩？我們晾在院子裡的衣服常常會被鸚鵡啄掉

扣子――像這樣的事，誰的太太受得了？還有，我們養的鳥每次吃飽了漿果，

就會把所有的家具窗簾都染上小小的藍點子，怎樣也洗不掉。碰到這種事，一

般人的太太會怎樣說？

也許有人會懷疑我對動物太縱容了，認為這些麻煩事並非不可避免，那就

錯了。雖然你可以把動物關入籠子裡，放在客廳當擺設，但若想真正了解智力

高、精力足的生物，唯一的方法就是讓牠自由活動。那些終日關在籠子裡的猴

子和鸚鵡，是多麼的悲哀和遲鈍；可是同樣的動物，在完全自由的環境裡，卻

是難以置信的機警和生動。

把高等動物養在不受拘束的自由環境裡是我的專長，我之所以這麼做，其

實也是基於科學方法的理由，我大部分的研究工作就是針對自由自在、不關在

籠子裡的家養動物。

不幸的是，我太太在管教雁鵝上所花的心血，大半都被我的父親毀掉。這

位老先生特別喜歡雁鵝，每天都要請牠們到書房邊的走廊上吃茶，無論怎麼勸

說都沒用，一定要等腳上踩滿了鵝糞，才會悟到牠們做的好事。

一天傍晚，我忽然發現花園裡的雁鵝都失蹤了。我立刻趕到父親的書房，

在那塊漂亮的地氈上站著的，可不就是那些雁鵝？牠們緊緊地圍著父親，而

他一邊喝茶，一邊拿麵包餵鵝！這種雁鵝在陌生的環境裡都會緊張，只要一緊

張，消化作用就不正常。從那天下午的茶會至今已過了十一年，那張地氈上的

斑斑點點也從暗綠色漸漸變為淡黃色。

所以，我們養的動物不但享有完全的自由，同時對我們的屋子也相當

熟悉。牠們看見我從來不逃開，反而會向我走近。別的人家你也許會聽到：

「快！鳥從籠子裡逃出來了，快把窗子關上！」我們家裡叫的卻是：「快！快

關窗子，那隻鸚鵡（烏鴉、猴子……等等）要進來了！」

最荒唐的是，我太太在孩子還小的時候發明了一種「顛倒用籠法」。那時

我們養了好些大而危險的動物：渡鴉、孟高芝狐猴，還有戴帽猿。如果讓孩子

單獨和牠們在一起太不安全了，所以我太太在花園裡做了個大籠子，然後――

把我們的孩子關了進去！

                                                                      ――改寫自勞倫茲〈動物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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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本文在起首引用布朗寧的詩，其作用最不可能是下列何者？

(A)與文章內容的敘述互為印證

(B)藉用此詩的內涵來引起下文

(C)引用他人的作品以增加文章的趣味

(D)為作者飼養動物的方法提出理論基礎

41.  作者願意包容動物所引起的麻煩，並不是基於下列哪一個原因？

(A)自己對動物的喜愛

(B)不忍動物受到拘束

(C)從事研究工作的需要

(D)對復育動物的責任感

42.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作者全家對於如何管教雁鵝，有相同的看法

(B)作者的妻子為了讓動物享有自由，而限制小孩的行動

(C)作者為避免飼養動物的麻煩，所以給予動物完全的自由

(D)作者描述動物所闖的禍，是要警惕讀者飼養動物前應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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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43～44題：

43.  「步過花潮花汐而不知有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

最接近？

(A)誰非過客？花是主人   
(B)盛衰有時，自然之理

(C)花落如雨，皆為文章   
(D)生活之美，自然而然

44.  關於本文的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層層遞進的方式，順著時序描寫桐花的開落，寄託時光易逝之慨

(B)以敏銳的視覺捕捉農家工作的情形，充滿恬淡自然的田園生活之樂

(C)藉由作者與婦人的對話，呈現兩人各與周遭環境是否融為一體之別

(D)藉由描摹桐花與婦人之美，兩相映照，因此引出作者暗暗嫉妒之情

 

小小的客家山村，我們走過紫蘇茂生的小徑，站在高大的桐樹下。山路

上落滿白花，每一塊石頭都因花罩而極其溫柔。而陽光那麼好，人走到林子深

處，不免嘆息氣短，對著這驚心動魄的手筆感到無能為力，強大的美有時令人

虛脫。

忽然有個農婦行來，問道：「你們來找人？」

「我們――來看花。」

使我們為之絕倒發癡的花，婦人竟可以擔水夷然1走過，說：

「花，哪裡有花？」

但風過處花落如雨，似乎也並不反對她的說法。忽然，我懂了，這是她的家，

這前山後山的桐樹是他們的農作物、是大型的莊稼。而農人對他們作物的花，

一向是視而不見的。

不為花而目醉神迷、驚愕嘆息的，才是花的主人吧？對那大聲地問我

「花，哪裡有花？」的山村歸人而言，花是樹的一部分，樹是山林地的一部

分，山林地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是渾然大化 2的一部分。她與花可以像山與

雲，相親相融而不相知。

年年桐花開的時候，我總想起那婦人，步過花潮花汐而不知有花的婦人，

並且暗暗嫉妒。

                                                                          ――改寫自張曉風〈花朝手記〉


1.夷然：淡然、平常貌

2.大化：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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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45～46題：

45.  根據太宗對蕭瑀所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太宗在年少時即能體悟弓矢的妙理

(B)太宗悟得弓矢之理，故能平定天下 
(C)太宗稱許的良弓並未得到弓工的認同

(D)太宗嫻熟治國之道，更勝於運用弓矢

46.  根據本文末段，太宗在領悟弓矢之理後，所表現的作為是下列何者？

(A)虛心請益，察納雅言                          (B)賞善罰惡，立法公正

(C)親入民間，體察民情                          (D)以德教化，導正民心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47～48題：

47.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虎丘因為自然景觀奇險，故成為遊覽勝地

(B)虎丘白天僅樓船往來，入夜後才遊人如織

(C)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是虎丘遊宴最盛之處

(D)作者認為虎丘最美之時是夕霞雁落的江景

48.  關於本文的寫作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多處使用譬喻手法，擬寫人群聚集虎丘的宴遊盛況

(B)以細膩筆觸描摹虎丘的自然美景，與遊人盛況相互呼應

(C)以層層遞進筆法，從平日寫起，再敘良辰，最後寫至佳節盛景 
(D)採用「無日無之」、「莫不」等雙重否定寫法以加強肯定的語氣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

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

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

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 1固未及於弓，弓猶失

之，而況於天下乎？」

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內省2。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

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改寫自吳兢《貞觀政要》

試題結束

虎丘去城可六七里，其山無高岩深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

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

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仕女，下至蔀屋 1，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

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2丘積，樽罍3雲瀉。遠而望之，如

雁落平沙，霞鋪江上，無得而狀。

                                                                              ――改寫自袁宏道〈虎丘記〉


1.為「理」之意：治理

2.內省：宮中


1.蔀屋：指貧苦人家。              
               蔀，音ㄅㄨˋ

2.檀板：檀木製的拍板

3.樽罍：酒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