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102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 試題 

第一部份：選擇題 

(一)綜合測驗 20 題 

 1. 下列選項「」內的字音，何者完全相同？ 
(A)狼「嗥」鬼叫／「皋」魚之泣 (B)秋荼春「薺」／光風「霽」月  
(C)不「悱」不發／「蜚」短流長 (D)修「葺」補漏／擊「楫」中流。 

 2.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錯別字？ 
(A)我從山頂俯身來看，是一片濛濛的白芒花，而坡底更有許多白芒花，也都在 
 前後搖曳，興高采烈地看我們  
(B)我曾立誓一定要弄出一筆錢來買張新桌。皇天不負苦心人，後來居然得遂所 
 願，寫字已可不必提心掉膽了  
(C)經過了這麼長久的別離，你仍是我最勞靠的信仰。窗外的江湖，物換星移， 
 而我總是以整個不眠的夜，以熾熱的心，記取你回憶你  
(D)那是壯觀的一次接觸，牠們整群耀起，個體間幾乎是到了彼此肌膚磨擦的地 
 步，像是為了成就海上的一湍激流，或是一注瀑布水花。 

 3. 「戊午九月初三日，□白岳榔梅庵，□桃源橋。□小橋右下，陡甚，□舊向黃山

路也。七十里，宿江村。」(徐霞客〈遊黃山日記〉)文中依序缺空的字詞，下列

何者正確？ 
(A)即／從／出／至  (B)出／至／從／即  
(C)至／即／出／從  (D)從／出／即／至。 

 4. 「斟」本義為倒酒，「酌」本義為飲酒，「斟酌」引申為取捨考慮。下列選項「」

內的詞語，何者不是引申義的用法？ 
(A)萬里十六歲時，「椿萱」俱喪  
(B)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  
(C)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針砭」之妙術  
(D)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5. 下列文句「」內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A)商人趁颱風來襲哄抬物價，「不愧屋漏」，趁機謀取暴利  
(B)參加這場活動的理由只有一個，「不一而足」，你應該主動報名  
(C)那篇討論核能發電的社論，理論堅實，說服力強，真是「不刊之論」  
(D)關於畢業旅行的地點，同學發言踴躍，「不容置喙」，一時難以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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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列選項「」內的詞義，何者兩兩相同？ 
(A)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齊國「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  
(B)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  
(C)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  
(D)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7. 「童時，你的眼睛似蔚藍的天空，／長大後，你的眼睛如一座花園，／到了中年，

你的眼睛似海洋多風浪，／晚年來時，你的眼睛成了憂愁的家，沉寂如深夜落幕

後的劇場。」(羅門〈小提琴的四根弦〉)推斷詩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每個人生階段流露憂愁孤寂的悲苦情調  
(B)對應小提琴四根弦彈奏人生的悲歡離合  
(C)感慨人生雖坎坷艱難但勇於面對挑戰  
(D)藉由眼睛透視生命各階段的情境變化。 

 8. 「偷藏許多武俠小說，□□□□被搜了出來，母親□□□□對我說你是沒爹的孩

子，好好的書不讀，將來不成器，我那有臉見人？說著便流下淚來，我嚇得□□

□□，不敢作聲。那時即使我未□□□□，卻也收斂了許多。」文中□□□□內

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為何？ 
(A)一鼓作氣／捕風捉影／心有餘悸／心嚮往之  
(B)屢試不爽／披肝瀝膽／進退失據／舉重若輕  
(C)不脛而走／揆情度理／魂不附體／暴虎馮河  
(D)事機不密／聲色俱厲／噤若寒蟬／立地成佛。 

 9. 以生活語言解讀《論語》文句，下列何者最恰當？ 
(A)「色難」：從「久病無孝子」可以印證  
(B)「知之為知之」：是「心有靈犀」的一種試探  
(C)「小人長戚戚」：受盡地獄般的折磨而疲憊不堪  
(D)「巧言令色」：大部分的話都在表明心跡。 

10. 下列各項何者沒有語病？ 
(A)李先生服務公職數十年，既潔身自好，又奉公守法，值得大家眾口鑠金  
(B)物價不斷上漲，同樣鈔票能買到的物品愈來愈少，令人不禁有洛陽紙貴的感 
 慨  
(C)老王不務正業，偷竊為生，兒子又大相逕庭，搶劫勒索，終至父子一起鋃鐺 
 入獄  
(D)影星們演起戲來，能說善道，一詢及緋聞事件，則支吾其詞，顯得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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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擬人，是以人的情性賦予其他事物的修辭技巧。下列各項廣告語，何者使用擬人

法？ 
(A)相機軟片：「它抓得住我」  
(B)海苔：「元本山，原本是座山」  
(C)便利商店：「全家就是你家」  
(D)果菜汁：「三餐老是在外，人人叫我老外」。 

12. 《孟子．公孫丑》：「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句中的「而」

表示一層推進一層的遞進關係，下列各項「」內的字詞，何者詞性與此相同？ 
(A)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B)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C)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 (D)「與其」不遜也，寧固。 

13. 下列文句皆描寫傳統民俗節慶，依時間先後排列，何者順序正確？(甲)兒童強不

睡，相守夜歡嘩；(乙)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丙)平分秋色一輪滿，長伴雲

衢千里明；(丁)競渡深悲千載冤，忠魂一去詎能還；(戊)無燈有月不娛人，有月

無燈不算春 
(A)乙甲丁戊丙 (B)丁丙甲戊乙 (C)戊丁乙甲丙 (D)戊乙丁丙甲。 

14.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綠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

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關於本段

文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文中攏、撚、抹、挑、切、滑皆指彈奏技法  
(B)霓裳、綠腰、間關皆是曲名  
(C)「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形容音聲緩慢婉轉  
(D)「大弦嘈嘈」與「幽咽泉流」皆屬低沉音聲。 

15. 針對作家及其現代文學主要成就的配對，下列何者不正確？ 
(A)現代詩：瘂弦  (B)海洋文學：廖鴻基  
(C)現代小說：紀弦  (D)鄉土文學：洪醒夫。 

16. 關於圖(一)的柬帖內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謹「詹」於：邀請  
(B)「闔第光臨」頂格書寫表敬意  
(C)「恕」邀：熱烈貌  
(D)具名邀請者皆男方家長。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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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針對下列新聞報導，提出刪除冗贅意見，何者最為恰當？ 
  腳踏車不再就(甲)只是代步的工具，近年已轉變為樂活、養生的代名詞；隨

著時代的改變，連帶跟著(乙)也使單車精品化，精密的機械工藝(丙)與車架造型，

更是讓車友極度再三(丁)推崇。在自行車的造車哲學中，車體的舒適性、車架的

造型與承接力學的流暢度(戊)，是成就一輛好車的重要因素。 
(A)刪除甲、乙、丁 (B)刪除甲、丙、丁 (C)刪除乙、丙、戊 (D)刪除乙、丁、戊。 

18. 「許(允)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阮)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

何謂皆備？』(許)允有慚色，遂相敬重。」(劉義慶《世說新語》)文中許允終有

慚色，其理虧所在是： 
(A)疾言厲色 (B)言行不一 (C)前倨後恭 (D)貪多務得。 

19.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裡。

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

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

別有風味的。」(朱自清〈荷塘月色〉)關於本段的旨意，何者最恰當？ 
(A)花木生姿，恣意舒暢 (B)萬籟俱寂，心亂如麻  
(C)夜深未眠，對飲成趣 (D)月色微瑕，姿態迷人。 

20. 下列是一段中間拆散的短文，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在棒球場

上，有一種特殊的球員，叫做「救援投手」。 
甲、他們是最接近火光與爆炸的族類， 
乙、動輒三、四小時的漫長比賽裡， 
丙、並且以其令人屏息的身手， 
丁、出場時總以銳利的速度和角度割開空間， 
讓時間壓縮成極華麗的短暫瞬刻。只要一個字就可以形容救援投手：快。(朱宥

勳〈救援投手〉) 
(A)甲乙丙丁 (B)甲丁乙丙 (C)乙甲丁丙 (D)乙丁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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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章閱讀測驗 6 篇，共 18 題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屏東東港造船工藝大師洪全瑞，造船已逾半世紀。他的作品從漁船、王船、龍舟

到戰艦皆有，件件皆巧奪天工，充分展現工藝之美。 
  洪全瑞父親是家具木工，從小耳濡目染，對於木工工作並不陌生。為了精進造船

技術，曾遠赴歐洲各國取經。回台後，結合瑞典瓦薩戰艦、羅馬戰船、挪威海盜船等

製船工法與傳統技術，再加入想像，結合中西造船技巧，打造十餘艘世界各國著名的

古式帆船和戰艦模型。他說造船過程就像蓋房子，一塊塊拼建起來，曠日彌久。其維

京戰船，參考挪威出土文物設計而成，船上有眾多船槳，船體刻上動物肖像；羅馬戰

船造型則參考羅馬古戰船平面圖；而福州漁船是台灣傳統漁船的先驅。 
  至於龍舟畫舫相傳是隋煬帝下江南時所搭的巨型龍舟，龍身設計成祥龍造型，船

艙有宮殿式屋頂，尊貴華麗。至於鄭和寶艦船身全部採用上等櫸木建造而成，不但氣

勢磅礡，精緻度更是讓人為之讚嘆。鄭和寶船是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隻，由於當時相

關資料已不復見，造船技術也已失傳，洪全瑞憑著古代圖畫重建寶船形貌，該船船體

碩大，猶如古代海上戰艦。 
  面臨造船工藝可能失傳的危機，他認為複雜的造船技術難以吸引年輕人投入，但

也不能因此而失傳。他曾建議政府重視傳統造船業，好讓傳統技藝向下扎根，但始終

沒有得到回應。他秉持山不轉路轉的理念，轉往創作船艦的文創商品，簡化造船工藝

的複雜性，保留傳統造船工藝之美，打造迷你版龍舟與王船。他將傳統技藝融入現代

元素更能貼近大眾生活，藉此認識傳統造船技術。他相信若能以此傳承造船技藝，也

不啻為另一種延續，何樂而不為呢！ (改寫自《中國時報》郭韋綺報導) 

21. 下列何者最適合當作本篇報導的主題？ 
(A)台灣造船產業亟待現代化 (B)東港造船工藝方興未艾  
(C)洪全瑞造船工藝巧奪天工 (D)重現臺灣造船工業的榮景。 

22. 關於洪全瑞精進造船技術，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結合中西製造工法與傳統技術 (B)參考出土文物及船艦平面圖  
(C)仿龍舟畫舫外觀重建鄭和寶艦 (D)造船技藝講求精緻細膩。 

23. 洪全瑞提出未來傳承造船工藝的看法，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力圖重建真實版的龍舟與王船 (B)設法將傳統技藝融入現代元素  
(C)發展造船技藝的相關文創商品 (D)簡化複雜性保留工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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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色有定也，色之用無定。針法有定也，針法之用無定。有定故常，無定故不可有

常，微有常弗精，微無常弗妙，以有常求無常在勤，以無常運有常在悟。昔之繡花卉

無陰陽，繡山水亦無陰陽，常有一枝之花而數異其色。一段之山，一本之樹，而歧出

其色者，藉堆垛為燦爛焉耳，固不可以繡有筆法之畫，與天然之景物(山水花卉皆是)，

余憾焉。故不敢不循畫理，不敢不師真形，雖謂自余始，不敢辭也。言乎色，若余繡

《耶穌像》，稿本油畫；繡《義大利皇后像》，稿本鉛畫，皆本於攝影。影因光異，光

因色異，執一色以貌之而不肖，潛心默會，乃合二三色穿於一針，肖焉。旋悟雖七色

可合而和也，分析之雖百數十色亦可合而和也，故曰：「色之用無定也。」 

 (沈壽《雪宦繡譜》) 

24. 閱讀本文，下列何者不是作者改良傳統刺繡的看法？ 

(A)求真形可本攝影之理 (B)循畫理改進刺繡針法  

(C)應多取材天然景物作繡 (D)求精須有常，求妙要無常。 

25. 「昔之繡花卉無陰陽，繡山水亦無陰陽」句中的「陰陽」是指： 

(A)遠近 (B)高低 (C)正反 (D)明暗。 

26. 下列何者無法表現「色之用無定」的繡理？ 

(A)無定不可有常，以無常運有常在悟 (B)不敢不循畫理，不敢不師真形  

(C)歧出其色者，藉堆垛為燦爛 (D)潛心默會，合二三色穿於一針。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墨魚即為烏賊魚，骨名海螵蛸。腹中有墨可以書字，但逾年則迹滅，惟存空紙爾。

俗謂是海若白事小吏也。近海皆有之，每游行輒吸波噀墨，令水溷黑自衛，以防人害。

漁人即于有墨處網取，百不失ㄧ。 

  魚知以墨自衛可謂智矣。不謂漁人則因彼之智以成己之智，智出彼上，而彼以智

敗。是可為不善用智者戒。(青城子《亦復如是》) 海若：海神。 白事：稟告事情。 

27. 本文對墨魚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吐墨溷黑留下行跡 (B)噴出墨汁用以攻敵  

(C)其墨書寫字跡易褪 (D)吸波噀墨得以遁形。 

28. 對於墨魚自衛之智，下列敘述何者較恰當？ 

(A)拆東牆補西牆  (B)聰明反被聰明誤  

(C)長痛不如短痛  (D)得了便宜又賣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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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漁人捕捉墨魚，運用何種策略？  
(A)  (B)   

(C)  (D)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第二次大戰後，研究人員開始分析為什麼平時訓練有素的飛行員，上戰場時會犯

下簡單但致命的錯誤。我們一直不知道額頭後方的腦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直到近年

神經造影技術出現後才開始有些頭緒。掃描大腦產生的影像中，前額葉皮質的混亂活

動，顯示這個大腦調控中心有多麼脆弱。 
  前額葉皮質在大腦結構中的地位特殊，因此對壓力非常敏感。它是最高度演化的

腦區，佔據了大約 1 / 3 的大腦皮質，在人腦中所佔的比例也高於其他靈長類。前額葉

皮質成熟的速度比其他腦區慢，到了 20 歲後才會發育完全。它負責抽象思考，並讓

我們能專注於眼前的事物，同時也負責工作記憶的儲存。這個記憶的暫時儲存區域可

以「記住」一些臨時資訊，像是加法時的進位運算。前額葉皮質也是心智控制中樞，

能抑制不恰當的想法和行為。這個神經管理中樞透過密集的神經網絡來收發指令，而

網絡則是由許多三角形神經元錐狀細胞所構成。這些神經元也可以連結到其他負責控

制情緒、慾望和習慣的較遠腦區。沒有壓力時，該網絡中的迴路可以穩定運作。工作

記憶會提醒我們開始著手下星期要完成的事情，其他迴路送出訊息給較原始的腦區，

要我們別再喝酒。同時，也會傳送訊息到腦部深處的杏仁體(恐懼反應中心)，要我們

不必擔心路上朝我們移動的龐然巨物會撞過來。 
  這個網絡的運作很容易受到破壞，壓力來臨時，神經系統中的化學發生任何細微

改變，都可能立即削弱網絡的連結。為了回應壓力，大腦分泌出大量化學物質，例如

正腎上腺素和多巴胺，這些化學物質的來源是腦幹中的神經元，它們可以連結到大腦

的許多區域。當這些物質的濃度上升，前額葉皮質的神經元會停止活動，原因之一是

這些化學物質暫時使神經元之間的連結(突觸)減弱了。在這種狀況下，自制力就處於

崩潰的邊緣。 (摘自《科學人雜誌》〈壓力，讓你腦中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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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關於前額葉皮質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位於額頭後方的腦區  
(B)是高度演化的腦區  
(C)於大腦皮質所佔的比例高於其他靈長類  
(D)成熟速度比其他腦區快。 

31. 平時訓練有素的飛行員，上戰場時為何會犯下致命的錯誤？ 
(A)前額葉皮質密集的神經網絡連結增強  
(B)正腎上腺素和多巴胺分泌的濃度下降  
(C)來自腦幹神經元產生的化學物質使前額葉皮質的神經元停止活動  
(D)正腎上腺素和多巴胺強化了前額葉皮質神經元間的連結。 

32. 下列何者不是前額葉皮質的功能？ 
(A)掌控工作記憶及記住臨時訊息 (B)為恐懼反應中心  
(C)進行抽象思考及心智控制 (D)抑制不恰當的想法和行為。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龍與蛇皆食于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

而險，所忌必傷，且惡其得于鳳也，不惟嚙龍，雖遇麟、龜，固將噬而亡之。鳳知蛇

不得其欲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于食也，將使飽焉，

終畏蛇而不能。 
  麟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

既而麟傷于毒，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喉而龍走。鳳喪其

助，于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浮：超過。 (李翱〈鳳喪其助〉) 

33. 有關文中動物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龍為群首領導無方 (B)鳳為輔治賢良之才  
(C)麟龜與蛇結黨為惡 (D)豺犬嗆聲是為蛇助陣。 

34. 依文中所示，鳳喪其助的原因： 
(A)縱欲肆志 (B)利令智昏 (C)姑息養奸 (D)暴虐猜疑。 

35. 關於本文寓意，下列何者正確？ 
(A)賢才紛然輩出，拯濟國難 (B)劣幣驅逐良幣，奸惡當道  
(C)正邪相互內鬥，動搖國本 (D)文武各盡其才，中興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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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 題 

  中庸精神，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應屬一半

有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用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

至於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稱心如意地資助朋友。錦琴也會彈彈，可是不十

分高明，祇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而最大的用處還是給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點，

可是祇夠擺滿屋裡的壁爐架；書也讀讀，可是不很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

何專家；文章也寫寫，可是寄泰晤士報的稿件一半被錄有一半退回——總而言之，我

相信這種中等階級生活，是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因為人類是生於真實的世界和虛幻的天堂之間，所以我相信這種理論在一個抱前

瞻觀念的西洋人看來，一瞬間也許很不滿意，但這總是最優越的哲學，因為這種哲學

是最近人情的。總而言之，半個林白比一個整的林白更好，因為半個能比較快樂。如

果林白祇飛了大西洋的半程，我相信他一定會更快樂。我們承認世間非有幾個超

人——改變歷史進化的探險家、征服者、大發明家、大總統、英雄——不可，但是最

快樂的人還是那個中等階級者，所賺的錢足以維持獨立的生活，曾替人羣做過一點點

事情，可是不多；在社會上稍具名譽，可是不太顯著。祇有在這種環境之下，名字半

隱半顯，經濟適度寬裕，生活逍遙自在，而不完全無憂無慮的那個時候，人類的精神

才是最為快樂的，才是最成功的。我們必須在這塵世上活下去，所以我們須把哲學由

天堂帶到地上來。 
林白：美國史上第一位飛越大西洋的飛行員。 (摘自林語堂〈中庸哲學〉) 

36. 依文中所示，下列何者是作者最嚮往的人生態度？ 
(A)認真工作，不忘玩樂 (B)專志研究，追求卓越  
(C)工作自由，玩樂為先 (D)全心奉獻，樂在工作。 

37. 符合作者所稱「由天堂帶到地上」的哲學，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名字半隱半顯  (B)替人羣做過一點點事  
(C)優越前瞻有作為  (D)不完全無憂無慮。 

38. 作者何以不欣賞西方式英雄主義的生命型態？ 
(A)過度突顯個人，忽略群體存在 (B)華而不實，難以嘉惠社會  
(C)恣意孤行妄為，造成人心不安 (D)極端執著，未能體會人生真趣。 

 



 

 育達系列 10 創新研發 

第二部份：寫作測驗 

  拿著放大鏡，可以顯示微小的東西，讓我們看清事物的形象。世上除了各式各樣

有形的放大鏡，也有無形的放大鏡存在我們心中——觀察別人、檢視自己、分辨人性

善惡、欣賞大千世界。在放大鏡下，輪廓樣貌或細微末節，因著焦距的改變，會突顯

或扭曲，導致不同的判斷，帶來不一樣的理解。 
請以「放大鏡」為題，撰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敘述與放大鏡相關有形或無形的體察與

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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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 試題詳解 

【解答】 

1.(B) 2.(A) 3.(B) 4.(C) 5.(C) 6.(A) 7.(D) 8.(D) 9.(A) 10.(D) 
11.(A) 12.(A) 13.(D) 14.(D) 15.(C) 16.(B) 17.(A) 18.(B) 19.(D) 20.(C) 
21.(C) 22.(C) 23.(A) 24.(C) 25.(D) 26.(C) 27.(B) 28.(B) 29.(D) 30.(D) 
31.(C) 32.(B) 33.(D) 34.(C) 35.(B) 36.(A) 37.(C) 38.(D)    

 
【詳解】 
 1. (A)ㄏㄠˊ／ㄍㄠ；(B)ㄐㄧˋ／ㄐㄧˋ；(C)ㄈㄟˇ／ㄈㄟ；(D)ㄑㄧˋ／ㄐㄧˊ。 

(A)形容聲音淒厲。／以孔子弟子皋魚為例，比喻父母逝世帶給子女的悲痛。後

比喻孝養父母須及時。 
(B)荼ㄊㄨˊ；茅、蘆的白花；薺，植物名。／形容雨過天晴時萬物明淨的景象，

也比喻開闊的胸襟和坦白的心地。 
(C)指不到學生想說而說不出來時，不去啟發他。這是孔子的教學方法。／飛、

流：散佈；短、長：指是非、善惡。指散播謠言，中傷他人。 
(D)修補防漏／比喻立志奮發圖強。 

 2. (B)提心「掉」膽→吊；(C)「勞」靠→牢；(D)「耀」起→躍。 
 3. 語譯：明萬曆戊午年九月初三 我們一行離開白岳山榔梅庵，到了桃源橋，從小

橋右面而下，山路異常陡峭，這就是上次游黃山時所走的路。 
 4. (A)《莊子•逍遙遊》謂大椿長壽，後世因以椿稱父。《詩•衛風•伯兮》：「焉得

諼草，言樹之背。」諼草，萱草。後世因以萱稱母。椿、萱連用，代稱父母。 
(B)綱，維繫網的粗繩。紀，散絲的頭緒。引申法度；綱常。 
(C)一種以石針刺經脈穴道的治療方法。 
(D)規矩：畫圓、方的工具；繩墨：量平直的工具。引申應當遵守的標準、法則。

語譯：婦人們不論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後、跪下或站起都符合號令、紀律的要求，

再沒有人敢出聲。 
 5. (A)屋漏：房子西北角安藏神主之處。比喻即使在暗室無人之處也不做壞事，不

起壞念頭。 
(B)不是一事、一物或一次就可以滿足的。 
(C)刊：削除，古代把字寫在竹簡上，有錯誤就削去。指正確的、不可修改的言

論。 
(D)不容許插嘴或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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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放逐。語譯：大家都昏醉了，只有我獨自清醒，所以被放逐／放逐。語譯：

齊國把大臣孟嘗君趕到國外。 
(B)像、似。語譯：他與他年紀相似，道術也差不多／你。語譯：這不是你所能

知道的。 
(C)通「稍」，稍微。語譯：可是外面卻有人譏笑您跟漢朝宰相公孫弘蓋粗布被一

樣沽名釣譽！您應該稍微順應一般人的習俗。／不久。語譯：不久，月亮從東山

冉冉上升。 
(D)推辭、拒絕。語譯：現在您竟然拋棄百姓以資助敵國，拒絕賓客以成就別國

諸侯的事業。／又。語譯：緊鎖的眉頭剛剛鬆開，但在心裡卻又惦念開了。 
 8. (A)緊要秘密的事洩漏出來了，密謀被識破而敗露。 

(B)說話時的聲音和臉色都很嚴肅。 
(C)形容不敢作聲。 
(D)一個人只要破除業障，當下就可成佛。後衍生指人若能改惡向善，就能讓生

命獲得新意義。 
 9. (A)侍奉父母經常保持和悅色最難。 

(B)對於學業，知道就說知道。 
(C)小人患得患失而經常憂戚。(D)花言巧語，裝出來的討人喜歡的神色。 

10. (A)眾口鑠金：眾口同聲，往往積非成是。不能形容「潔身自好，又奉公守法」。 
(B)洛陽紙貴：指左思寫的三都賦，時人競相傳寫，因而洛陽的紙張都貴起來。

後用以形容文章優美，廣受歡迎，風行一時。不能形容「物價不斷上漲」。 
(C)大相逕庭：謂彼此相差極遠，截然不同。 
(D)支吾其詞：以含混牽強的言語，搪塞應付他人。諱莫如深：隱瞞國家重大的

醜聞。 
11. (B)析詞、字音雙關；(C)詞義雙關；(D)析詞、詞義雙關。 
12. 題幹：揠苗助長：比喻為求速成而未循序漸進，結果不但無益，反而有害。語譯：

你所幫助稻苗長大的作法，只是拔高秧苗。不只沒有幫助，而又有害。 
(A)「且」，又。遞進關係。語譯：因為鄭國曾對晉國無禮，並且曾背棄晉國而親

附楚國。 
(B)「故」，因此。因果關係。語譯：君子審察自己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

人相輕這種毛病。 
(C)「而」，連詞，並列關係。語譯：其久遠無盡，和大氣同生，而不知它的盡期。 
(D)「與其」，表示審決取捨的意思。比較關係。語譯：與其不遜讓，還是寧可固

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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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甲)除夕。語譯：兒童堅持不睡覺，整夜一齊守歲歡樂喧嘩；(乙)寒食節。語譯：

馬背上遇逢寒食節，在路途上渡過晚春季節；(丙)中秋。語譯：中秋時分，秋色

正好對半均分，只見一輪滿月長夜相伴，將雲間大道照亮千里；(丁)端午節。語

譯：龍舟競渡不但見證了深深的悲傷，還有幾千年來的冤屈。屈原忠心耿耿的魂

魄一旦別去，又怎能回來呢；(戊)元宵節。（統測題目有誤：應為"有燈無月不娛

人"）語譯：如果只有燦爛的燈，缺少皎潔的月，無法使人愉快盡興，如果只有

皎潔的月，沒有燦爛的燈，無法呈現春夜元宵之美。 
14. (A)攏、撚、抹、挑四者確為彈奏指法，但切、滑二字，切切是形容聲音，滑字

更是以鳥的滑翔來比喻樂音，兩者應皆非彈奏技法。 
(B)間關，鳥鳴聲。 
(C)形容琵琶樂音圓潤清脆，抑揚錯落。 
(D)嘈嘈：形容彈奏琵琶粗絃的喧響繁急。有強調其音質較為沉重的概念。幽咽，

形容水聲低沉微弱，如人哽咽悲泣。 
15. (C)現代詩：紀弦 
16. (A)占卜；(C)意謂本當親自登門邀請，因人數眾多，有所不便，改寄柬帖，請求

受帖人寬恕；(D)具名邀請者雙方方家長。 
17. (甲)「就」有表示肯定之意，與前文「不再」語意不符；(乙)「跟著」與「連帶」

語意相近，可刪；(丁)「再三」與「極度」語意相近，可刪。 
18. 語譯：許允便問她說；「婦女應該有四種美德，你有其中的那幾種？」新娘說：「新

婦所缺少的只是容貌罷了。可是讀書人應該有各種好品行，您有幾種？」許允說：

「樣樣都有。」新娘說：「各種好品行裡頭首要的是德，可是您愛色不愛德，怎

麼能說樣樣都有呢？」許允聽了，臉有愧色，從此夫婦倆便互相敬重。 
(A)疾言厲色：言語急迫，神色嚴厲。形容人發怒的樣子。 
(B)言行不一：所說的話與行為表現不相同。 
(C)前倨後恭：先前傲慢無禮，後又謙卑恭敬。比喻待人勢利，態度轉變迅速。 
(D)貪多務得：求知時，期望能多有所得。後亦用於指慾望很大，貪得無厭。 

19. 月色微瑕「關鍵字詞」：「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

姿態迷人「關鍵字詞」：「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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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首先提長時間的棒球賽：乙、「動輒三、四小時的漫長比賽裡」；再談「救援投手」

的特性：甲、「他們是最接近火光與爆炸的族類」；出場的特質：丁、「出場時總

以銳利的速度和角度割開空間」；最後談「救援投手的任務：丙、「並且以其令人

屏息的身手」，讓時間壓縮成極華麗的短暫瞬刻。 
原文：「在棒球場上，有一種特殊的球員，叫做「救援投手」。動輒三、四小時的

漫長比賽裡，他們是最接近火光與爆炸的族類，出場時總以銳利的速度和角度割

開空間，並且以其令人屏息的身手，讓時間壓縮成極華麗的短暫瞬刻。只要一個

字就可以形容救援投手：快。」 
21. (A)關鍵句：「屏東東港造船工藝大師洪全瑞，造船已逾半世紀。他的作品從漁船、

王船、龍舟到戰艦皆有，件件皆巧奪天工，充分展現工藝之美。」 
22. 關鍵句：「鄭和寶船是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隻，由於當時相關資料已不復見，造

船技術也已失傳，洪全瑞憑著古代圖畫重建寶船形貌。」 
23. (A)保留傳統造船工藝之美，打造迷你版龍舟與王船。 
24. (C)固不可以繡有筆法之畫，與天然之景物(山水花卉皆是)。 

語譯：顏色有固定，顏色的運用沒有固定。刺繡的針法有固定，針法的運用沒有

固定。有固定因此是常態，沒有固定因此不可以有有常態，沒有有常態就不精熟，

沒有無常就不美妙，拿有常求無常關鍵在殷勤，拿無常運運有常關鍵在領悟。從

前的刺繡花卉沒有明暗，刺繡山水也沒有明暗，常出現一枝花朵而有好幾種顏

色。一段山，一顆樹，旁出不同的顏色的方法，是借堆積垛堞般變成鲜明好看而

已，因此不可以繡有筆法的畫作，和天然的景物( 山水花卉皆是)，我內心感到

不完美。因此不敢不遵循畫作道理，不敢不學習真實形體，雖然說從我開始，不

敢推辭。講到顏色，像我繡 《耶穌像》，油畫作稿本；繡《義大利皇后像》，鉛

畫作稿本，都是攝影為稿本。陰影因光線不同，光線因顏色不同，如果拿一個顏

色來刺繡形貌就不像，專心致志，暗自領會，於是混合二三種顏色穿在一針上，

形貌就像了。不久領悟到即使七種顏色也可以混合而調和，分析道理之後即使百

數十種顏色也可以混合而調和，所以說：「顏色的運用沒有固定。」 
25. (D)「陰陽」，指光線陰陽明暗。 
26. (C)指從前的刺繡花卉沒有明暗，刺繡山水也沒有明暗，常出現一枝花朵而有好

幾種顏色。一段山，一顆樹，旁出不同的顏色的方法，是借堆疊色彩使之鮮明好

看而已。故「歧出其色者，藉堆垛為燦爛」無法表現「色之用無定」的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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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令水溷黑自衛，以防人害。 
語譯： 
  墨魚就是烏賊魚，骨名海螵蛸。肚子裡有黑墨可以寫字，但是過一年字迹就

褪色消失了，只剩一張白紙罷了。俗稱墨魚是海神的白事小吏。近海都有墨魚，

每每游行就吸水波噴墨汁，讓水使水混濁來自我保衛，以防別人傷害。漁人就在

有墨的地方來網取墨魚，一百次中無一次失誤。 
  墨魚知道用黑墨來自我保衛可說是有智慧。沒有料想到漁人卻利用牠的智慧

來成就自己的智慧，智慧高出黑魚之上，而黑魚因智慧而失敗。這可作為不善運

用智慧的人的警戒。 
28. (B)魚知以墨自衛可謂智矣。不謂漁人則因彼之智以成己之智，智出彼上，而彼

以智敗。 
29. (A)薪，柴火。釜底抽薪比喻從根本上解決問題；(B)比喻欺騙的手法很高明； 

(C)以威力脅迫，用利益誘惑；(D)依據敵情變化，採取與之相應的措施。 
30. (D)前額葉皮質成熟的速度比其他腦區慢，到了 20 歲後才會發育完全。 
31. 由「這些化學物質的來源是腦幹中的神經元，它們可以連結到大腦的許多區域。

當這些物質的濃度上升，前額葉皮質的神經元會停止活動」可知。 
33. (A)鳳為群首領導無方；(B)龍為輔治賢良之才；(C)蛇迫害麟龜。 

語譯： 
  龍和蛇都被鳳飼養著。龍有智慧而且神靈，牠的德行無可比擬。鳳知道龍可

以跟牠一樣神靈，對牠很有禮貌而且親近牠。蛇狠毒而且危險，對於忌妒的人必

定會傷害他，同時厭惡龍得鳳的歡心，不僅咬龍，即使遇到了麟和龜，一定咬牠

們讓牠們死去。鳳知道蛇如果慾望不能滿足，就會和豺犬合作來叫囂吵鬧，所以

鳳就給牠食物，甚至超過龍的待遇。龍這麼神靈，然而卻整天不事耕作，無所事

事，就算吃飽了，終究因為畏懼蛇而無所作為。 
  麟和龜瞪著眼睛看而感嘆說：「鳳呀！鳳呀！為什麼你的德行竟如此衰敗？

已往的事情不可挽回，未來的卻還來得及。算了吧！算了吧！」沒多久麟被毒蛇

傷害了，躲藏洞窟裡；龜也不敢吭聲了，躲藏龜殼裡。蛇也趁著龍睡覺時，用毒

咬了他的喉嚨，龍也就走了。鳳喪失了龍的幫助，於是連翅膀都垂下不敢展現他

的神靈了。 
34. (A)放縱慾望，隨心縱情；(B)被利慾迷惑，使得理智昏亂；(C)過分縱容，助長壞

人壞事；(D)凶暴殘虐，猜忌疑心。 
由「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食，加于龍。」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