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試題
一、綜合測驗
1.

下列各組文字的讀音，何者完全相同？
(A)固／涸

2.

(B)巽／選

(C)盍／闔

(D)寺／峙。

「書」與「筆」兩個字中的「聿」，不僅字形相同，「聿」的意義也是相同。
下列各組文字中字形相同的部分，何者意義也是相同？

3.

4.

5.

(A)「旦」與「昏」中的「日」

(B)「肥」與「明」中的「月」

(C)「然」與「魚」中的「灬」

(D)「旺」與「瑤」中的「王」。

下列各組成語，何者意義相近？
(A)自投羅網／捉襟見肘

(B)金碧輝煌／室如懸磬

(C)高瞻遠矚／目光如炬

(D)緣木求魚／探囊取物。

下列文句的「方」字，何者意指「當……之時」？
(A)「方」其破荊州，下江陵

(B)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C)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D)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

古人的「名」與「字」之間，有時取其義相近，有時取其義相反。下列人物
的「名」與「字」，何者取其義相反？

6.

(A)曾鞏，字子固

(B)杜甫，字子美

(C)朱熹，字元晦

(D)歐陽脩，字永叔。

閱讀下文，並推斷畫底線處的意義為何？
我願意再說一次，我愛你們的名字，名字是天底下父母親滿懷熱望的刻
痕，在萬千中國文字中，他們所找到的是一兩個最美麗最醇厚的字眼──世間
每一個名字都是一篇簡短質樸的祈禱。(張曉風〈唸你們的名字〉)
(A)華人的名字大多一個字或兩個字
(B)名字通常藉由祝禱祈福儀式取得
(C)父母總是千辛萬苦撫育子女成長
(D)子女的名字往往含藏父母的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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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閱讀下文，並推斷其對「毛爺爺」的描述重點為何？
坐在騎樓角落，一盞黃色燈光，小心翼翼將剛補好的鞋底琢磨到最完美，
一旁還有好幾雙受損的舊鞋，等著八十四歲的毛爺爺修理。親手調製的強力
膠特別牢靠，細心地黏上鞋底後，還得替鞋子上鞋油，用刷子反覆擦拭四遍，
才把鞋子交到客人手中。就是這份堅持感動了顧客，因此有台商每次回台灣
就得先找他修鞋。最近碰上不景氣，不只修鞋的人變多了，還有人找他修皮
包。

8.

(A)勤儉刻苦，戰勝貧窮

(B)努力不懈，東山再起

(C)謹慎誠懇，不負所託

(D)手藝精湛，技壓群倫。

閱讀下文，並推斷何者是作者最可能贊成的休閒活動？
物之飛者，以天空為樂；潛者，以淵深為樂；走者，以長林豐草為樂。
各樂其所樂，與人無與也，而人必欲奪其所樂，以為己樂；自以為樂，而不
知其甚苦。(李光庭《鄉言解頤》)
(A)賞花

9.

(B)養鳥

(C)釣魚

(D)狩獵。

閱讀下文，並推斷虞訥的缺點為何？
張率多屬文，虞訥見而詆之。率更為詩以示，託名「沈約」
，訥便句句嗟
稱，無字不善。率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金埴《不下帶編》)

10.

(A)倚老賣老

(B)東施效顰

(C)口蜜腹劍

(D)迷信名聲。

張率、虞訥、沈約，皆梁朝人。

閱讀下列詩句，推斷詩意與哪一則廣告標語最接近？
愛好由來下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猶是初笄女，頭未梳成不許看。
(袁枚〈遣興〉)

笄，髮簪
初笄，剛開始學習簪髮妝扮。

(A)慈母心，豆腐心
(B)專注完美，近乎苛求
(C)世事難料，對人要更好
(D)萬事皆可達，唯有情無價。
11.

有些商家喜歡懸掛與其營業內容相應的對聯，以增文采風趣。下列行業及其
搭配的對聯，何者無法相應？
(A)銀樓／寶鈿叢中藏翡翠，金釵隊裏並鴛鴦
(B)旅館／相留燕趙齊梁客，借寓東西南北人
(C)中藥行／陸羽閒情常品茗，元龍豪氣快登樓
(D)鐘錶行／刻刻催人資警醒，聲聲勸爾惜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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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成語「空中樓閣」由前後兩半構成，中心詞是後半的「樓閣」
，前半的「空中」
則用來形容「樓閣」。下列成語，何者不屬於這種構詞方式？
(A)傾盆大雨
(B)豐衣足食
(C)開山祖師
(D)萬家燈火。
歐陽脩〈醉翁亭記〉
：
「風霜高潔」
，理解時可將第二字的「霜」與第三字的「高」
互換次序，形成「風高霜潔」
，使文意更清晰。下列詞語，何者也適合運用相
同的方式進行文意理解？
(A)性行淑均
(B)紅榴白蓮
(C)錦衣玉食
(D)喋血山河。
下列是一節中間拆散的現代詩，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昨夜我沿著河岸
甲、潦是潦草了些

乙、而我的心意／則明亮亦如你窗前的燭光
丙、漫步到／蘆葦彎腰喝水的地方
丁、順便請煙囪／在天空為我寫一封長長的信
稍有曖昧之處／勢所難免／因為風的緣故
(洛夫〈因為風的緣故〉)
(A)丙甲丁乙
(B)丙丁甲乙
(C)丁甲乙丙
(D)丁乙甲丙。
15. 「長亭阿姆短亭翁，探借桃花作面紅」句中的「長亭阿姆短亭翁」
，可將原本
拆置的「長亭」和「短亭」、「姆」和「翁」以互補結合的方式解釋，理解為
「長亭和短亭的老婦和老翁」
。下列「」內的詩句，何者也可以相同的方式理
解？
(A)「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B)「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C)「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D)「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16.

閱讀下詩，若詩中的「鐐銬」借指「詩的格律」，「我們」代表作者，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讓那些裹過小腳的／去「戴著鐐銬跳舞」吧／為了討好十九世紀的貴族
／和農業社會的士大夫階級／瞧他們表演得多可憐
而在這廣袤的田徑場上／我們跑，我們跳，好高，好快／但憑這一雙健
康的天足／而金牌、金杯、錦旗和銀盾／本來就沒他們的份
(紀弦〈舞者與選手〉)
(A)「我們」的主張與徐志摩相同
(B)詩中嘲諷的「他們」暗指胡適
(C)作者認為擺脫格律才能寫就好詩
(D)作者認為古人寫詩皆為了討好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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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編年體」是一種依照年、月、日之順序記載歷史的體裁。下列史書，何者
屬於「編年體」？
(A)《史記》

18.

(B)《漢書》

(C)《戰國策》

(D)《資治通鑑》。

閱讀下列現代詩，並推斷詩句所吟詠的人物，其作品可見於哪一部典籍？
悲苦時高歌一節離騷╱千古的志士淚湧如潮╱那淺淺的一灣汨羅江水╱
灌溉著天下詩人的驕傲
(A)《楚辭》

(B)《尚書》

(C)《樂府詩集》

(D)《文心雕龍》。

二、篇章閱讀能力測驗
▲閱讀下文，回答第 19－20 題
一個老師大費周章準備二十三個紙袋，確認每個紙袋都裝齊了東西，開學第
一天，送給每個孩子，還寫了信，充滿濃厚的人文氣息與溫暖情懷。沒有一件提
醒作業考試測驗卷評量練習簿，也沒提醒安靜守秩序準時處罰，卻提醒「你是有
價值而且特殊的」
，提醒「挑出別人的長處」
，提醒「記得幫別人擦乾臉上的眼淚」。
(簡媜《老師的十二樣見面禮》)
19.

老師所準備的十二樣見面禮，如表(一)，依序最適合表達「挑出別人的長處」、
「記得幫別人擦乾臉上的眼淚」的意義的物品為何？
(A)牙籤、面紙

(C)牙籤、OK 繃

(B)銅板、面紙

(D)銅板、OK 繃。

表(一)
20.

依據上文，老師送給學生十二樣見面禮的原因為何？
(A)鼓勵學生轉贈貧困，傳遞愛心

(B)鼓勵學生交換禮物，熟悉彼此

(C)勉勵學生發揮所長，超越老師

(D)勉勵學生珍視自我，推己及人。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皇室貴族對科學家或數學家的贊助，是文藝復興時期支持學術研究的一股重
要力量；而運用禮物交換贊助的機會，或藉此取得社會地位更高的工作，則是文
藝復興時期的科學家或數學家經常使用的方法。送禮對一位尋求贊助的人，是最
好的投資，因為贊助者會根據自己的地位(不是送禮者的地位)來回禮。這裡所說的
禮物，通常是一些創新的發明或發現。西元 1610 年，伽利略(1564－1642)用他改
良的望遠鏡發現了木星的四顆衛星，並將它們以「麥第奇之星」之名，獻給當時
已繼任托斯卡尼大公的科西莫‧麥第奇與他的三個兄弟，讓他們的名字與希臘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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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神話中的神祇，同樣永恆地高掛天空，這是一項無價的禮物。而麥第奇大公爵
回饋給伽利略的禮物，則是讓他從錢少、事多、離家遠的帕度亞大學數學教師，
搖身一變成為錢多、事少、離家近的麥第奇宮廷數學家與自然哲學家。由於伽利
略擁有自然哲學家的頭銜，為他提供了探討自然哲學的社會性合法身分，才使他
後來推動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說」。
(改寫自英家銘、蘇意雯〈數學與「禮物交換」〉)
21.

上文的主旨為何？
(A)陳述伽利略在天文史上的重要貢獻
(B)揭露伽利略巴結貴族以謀求私利的內幕
(C)說明皇室貴族基於維持地位，熱衷科學研究與文藝活動
(D)指出科學研究的進展、專家地位的形成，有其政治社會因素。

22.

下列敘述，何者不是由上文所獲得的推論？
(A)個人資質的優劣影響專業能見度
(B)社會地位的高低影響專業可信度
(C)研發成果會影響社會地位的取得
(D)工作處所的資源會影響研發成果。

23.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伽利略」的敘述，何者正確？
(A)師承哥白尼，提出「日心說」
(B)成為宮廷數學家之後，其專業權威始獲肯定
(C)發現太陽系中的木星，取名為「麥第奇之星」
(D)用金錢賄賂麥第奇公爵，換取地位較高的工作。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台北市植物園有一區荷花塘，盛夏時荷葉搖曳生姿、亭亭如蓋，荷花凝聚精
神、朵朵含輝。我曾為它寫下「記得瀟瀟池上雨，八方會奏佳音，黃羅傘下契談
心，荷花相品鑑，妙語共低吟」的句子；我也曾在歷史博物館的樓上，憑欄而望，
感受到它「滿塘光彩飛臨」和「瑞氣駐園林」的亮麗和喜悅。然而時值秋冬，則
枯枝敗葉，零落雜陳，池水為之無波而混濁，真是蕭條異常，淒涼無限，不禁使
我想到「何時盛年去，懽愛永相忘」
，因而惆悵萬端。直到一天晚上，藝術館的表
演散場後，我踏著月又去憑弔這曾經「榮耀」一時的荷塘，在朦朧的光影下，更
是不忍卒睹；但也在這最黯然的一刻，心中忽地豁朗，因為我悟得了「春蘭秋菊，
功成者去」的道理。
荷花榮耀於盛夏，就和春蘭秋菊冬梅一樣，方其當令之時，則煥發華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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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造就許多欣欣然的氣息；而方其委運零落，豈不正是它功成身退之時？我們
如果能賞其煥發時的「華釆」
，又焉能不敬其零落時的「功成」？如此一來，煥發
之時固足喜，而零落之際亦不足悲了。畢竟生命的光熱是曾經適時的迸發散播過
的。
24.

(曾永義〈春蘭秋菊〉)
下列關於上文寫作方式的敘述，何者錯誤？
(A)善於運用古典詩句摹景抒情
(B)先摹景抒情，再說明體悟的道理
(C)先寫夏日的荷塘，再寫秋冬的荷塘
(D)先寫陽光下荷花的燦爛，再寫月光下荷花的豔麗。

25.

下列敘述，何者最能表達作者「心中忽地豁朗」時的想法？
(A)萬物皆空，淡然看待，不必計較
(B)天道無常，禍福難測，不必惶恐
(C)天地無情，終歸寂滅，不須眷戀
(D)道法自然，興替有常，不須感傷。

26.

下列詩句，何者最能與上文作者的體悟相應？
(A)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
(B)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C)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D)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西元十七世紀初，鬱金香在荷蘭庭園已成為頂級寵兒。當時雖然部分鬱金香
感染了 mosaic 病毒，但因病毒不會致命，反而會讓花瓣出現對比強烈的條紋或火
燄般的紋路，因此，荷蘭人對鬱金香的熱愛不僅絲毫未減，更想擁有染病的花朵。
染病的鬱金香球莖價格於是扶搖直上，引發了「鬱金香狂熱」。
花商們先是預測來年流行的色款，然後大量囤貨，坐待價格上揚。鬱金香球
莖的價格飆得越高，視之為明智投資的人就越多，他們甚至不惜拿珠寶、土地來
換球莖。貴族與販夫走卒都相信：世界各地的買家將湧入荷蘭，競出天價搶購鬱
金香。有些原本對此抱持懷疑的人，看見親戚朋友個個一夕致富，無不懊惱後悔。
這股熱潮從 1634 年持續到 1637 年，甚至出現了助長投機的金融工具──以鬱金
香球莖市價的 20 %購買「買進選擇權」
。例如一顆市價 100 元的鬱金香球莖，買方
可用 20 元買一個「權利」；若球莖漲到 200 元時，買方決定執行當初以 100 元買
進的權利，同時又以 200 元賣出，便等於用 20 元賺到 80 元，資金瞬間翻為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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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比直接購買球莖只能賺一倍好太多了。

上漲前後的價差 100 元－權利費用 20 元＝80 元

據說有一名水手，誤把名貴的鬱金香球莖當成「洋蔥」給吃了──它的身價
足以養全船的人吃一年！球莖的主人控告這名水手，讓他被關了好幾個月！
難以想像的飛漲，總會有人居高思危，著手獲利了結；之後，其他投資者信
心鬆動，也跟著賣出。1637 年 1 月，鬱金香球莖還暴漲二十倍，但到了 2 月，球
莖的價格卻一瀉千里，甚至不如一顆洋蔥！
(改寫自墨基爾著，楊美齡、林麗冠譯，《漫步華爾街》，〈鬱金香狂熱〉)
27.

金融市場常言：
「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長，在憧憬中茁壯，
在充滿希望中破滅」
。上文敘述的鬱金香價格漲跌經過，沒有上述行情演變的
哪一個階段？

28.

(A)在絕望中誕生

(B)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C)在憧憬中茁壯

(D)在充滿希望中破滅。

下列關於「鬱金香狂熱」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由於民間大量栽種，供過於求的結果導致鬱金香價格暴跌
(B)鬱金香因感染病毒而產量銳減，物以稀為貴的結果致使價格不斷飆升
(C)購買「買進選擇權」因資金門檻低，可吸引更多群眾投入市場以小搏大
(D)荷蘭花商因能培育各種色款的鬱金香，故能吸引世界各地買家到荷蘭搶
購。

29.

「鬱金香狂熱」堪稱是歷史上著名的「金融泡沫」事件之一。請依據上文推
測，下列何者是「金融泡沫」未戳破之前會有的現象？
(A)商品價格不斷下跌

(B)投機炒作氣息濃厚

(C)民眾投資心態保守

(D)恐慌拋售投資標的。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公治水江南，至昆山，寓千墩寺。公所居，不陳儀從，如常人。有鄉民數人
來寺游觀，雜坐其旁，既而問僧：「夏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民惶
懼奔走，公殊不為意。治水夫日役五十餘萬，公布衣徒行，盛暑揮蓋去，曰：
「眾
赤體暴日中，吾何忍張蓋？」或問：「量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不怒，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然。」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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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怡《玉光劍氣集》)

公：指明人夏原吉，時任戶部尚書。
暴：同曝

30.

上文敘寫夏公「治水」的幾件瑣事，意在凸顯夏公：
(A)親民愛民

31.

(B)防患未然

(C)見賢思齊

(D)量入為出。

，何者與「盛暑揮蓋去」
、
「吾何忍張蓋」的「蓋」意義相
下列文句中的「蓋」
同？
(A)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B)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
(C)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D)「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

32.

依據上文，可知夏公之「量」是如何培養成的？
(A)注重克己功夫 (B)衷心成人之美 (C)時時博施於民

(D)秉持有教無類。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陸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不可，常力爭之。所親或規其太
銳，贄曰：「吾上不負天子，下不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
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益得
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不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論延齡姦邪，上怒形於色，
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

(司馬光《資治通鑑．唐紀》)

上：指唐德宗。

33.

34.

35.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陸贄與裴延齡的敘述，何者正確？
(A)裴延齡經常勸諫陸贄

(B)裴延齡與陸贄相處不睦

(C)陸贄引薦裴延齡成為宰相

(D)陸贄認為裴延齡對他有知遇之恩。

下列關於上文人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A)陸贄功高震主

(B)趙憬挾怨棄義

(C)裴延齡橫徵暴斂

(D)唐德宗明察秋毫。

下列何者最適於形容「裴延齡日短贄於上」的言語行為？
(A)直言讜議

(B)道聽塗說

(C)求全之毀

(D)浸潤之譖。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7 題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見梁王。梁王曰：
「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祿要先生，先生不
留，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
「嗟乎！由此觀之，君曾不足
與遊也！君不見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啄，終日乃飽。羽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
翼爭鳴，聲響於陵澤者，何也？彼樂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啄粱粟，不旦時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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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飽，然猶羽毛憔悴，志氣益下，低頭不鳴。夫食豈不善哉？彼不得其志故也。
今臣不遠千里而從君遊者，豈食不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
雙，乃今見君不好士明矣！」辭而去，終不復往。
36.

(《韓詩外傳》)

戴晉生以「雉」為喻答覆梁王，其目的為何？
(A)以囷倉之雉自比，希望未來能像大澤之雉般一鳴驚人
(B)以囷倉之雉喻梁王，期勉梁王未來能像大澤之雉般大展鴻圖
(C)以大澤之雉自比，以囷倉之雉比梁王，嘲諷梁王見識不如自己
(D)以大澤之雉、囷倉之雉做為人生境遇的對比，說明士之樂無關利祿。

37.

依據戴晉生兩度往見梁王來看，戴晉生的志向為何？
(A)才情受賞，實現抱負

(B)退隱山林，逍遙物外

(C)弊衣簞食，貧賤終身

(D)統率群雄，天下無雙。

三、語文表達能力測驗
38.

下列文句，何者有錯別字？
(A)怎麼不吃些青菜？胃口不好嗎
(B)沒什麼，只是青菜不合我的口味罷了
(C)這幾道開胃小菜，味道都很好
(D)私房菜更是美味，包你吃得津津有胃。

39.

40.

41.

下列四則賣場廣告「」內的詞語，何者有錯別字？
(A)「圖書禮券」，知識無限

(B)「金門高粱」，香醇渾厚

(C)「藍白托鞋」，輕便耐穿

(D)「豆豉辣椒」，佐餐佳品。

下列各組□內若皆填入字音為「ㄑㄧㄥ」的字，何組兩字的字形相同？
(A)□黃不接／雲淡風□

(B)□家蕩產／人微言□

(C)□描淡寫／濟弱扶□

(D)□心寡欲／旁觀者□。

下列詞語，何者有錯別字？甲、通宵達旦；乙、全神灌注；丙、最後通諜；
丁、異想天開；戊、熱淚盈框；己、趨炎附勢。
(A)甲丁己

42.

(B)乙丙戊

(C)甲乙丁己

(D)乙丙丁己。

閱讀下文，並為□□選擇最恰當的詞語：
任何真正的詩人都不願喋喋不休地講解自己的作品，除了極少數的詩人
不憚其煩地為自己作品寫註外，一般作者都寧可保持 □□。(余光中《掌上雨》)
(A)耐心

(B)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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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冷僻。

43.

閱讀下文，並為□□□□選擇最恰當的成語：
一定是先有千千百百個人在做□□□□、一絲不茍的事情，細心固執連
半截螺絲釘上的紋路都不甘願放過，然後才可能會有所謂悠閒的瑞士生活。
(龍應台《人在歐洲》)
(A)一應俱全

44.

(B)一板一眼

(C)一視同仁

(D)一勞永逸。

閱讀下文，並選出依序最適合填入□內的詞：
春柳的柔條上暗□著無數叫做「青眼」的葉蕾，那些眼隨興一□，便□
出幾脈綠葉，不幾天，所有穀粒般的青眼都□開了。(張曉風〈詠物篇〉)

45.

(A)噴／藏／拆／張

(B)藏／張／噴／拆

(C)張／拆／藏／噴

(D)拆／噴／藏／張。

閱讀下文，並為 □□□□選擇依序最適合填入的詞語：
便佞，指的就是□□□□、夸夸其談的人，就是老百姓說的「光會耍嘴
皮子」的人。這種人生就一副□□□□，沒有他不知道的事，沒有他不懂得
的道理；說起話來，□□□□，氣勢逼人，不由得人不相信。可實際上呢，
除了一張好嘴，別的什麼也沒有。(《于丹論語心得》)
(A)尖酸刻薄／伶牙俐齒／人云亦云
(B)尖酸刻薄／危言聳聽／滔滔不絕
(C)言過其實／危言聳聽／人云亦云
(D)言過其實／伶牙俐齒／滔滔不絕。

46.

下列文句「」內成語的使用，何者最恰當？
(A)聽到父親不幸身亡的惡耗，李叔叔「如雷貫耳」般地跌坐在地上
(B)社會善心人士的「傾囊相助」，使這對姐妹的破碎家庭得以重建
(C)凡事皆能秉公處理，無愧於心，自然不必以「疾言厲色」遷就他人
(D)顏淵身居陋巷，「人窮志短」地貧困生活，卻仍然樂觀進取，努力向學。

47.

下列文句，何者明顯有語病？
(A)李警官為人剛正清廉，對於不法之事深惡痛絕
(B)與他人互動時，若能將心比心，自能體會對方的難處
(C)莎士比亞的戲劇具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D)協調會上不能心平氣和，就事論事，只是彼此互捧，喧囂不已，於事何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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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發現敵人的哨兵」一句，可能表示「觀察到敵軍哨兵的行蹤」
，也可能指「某
位搜索到敵軍行蹤的哨兵」
，句意不夠明確。下列句子，何者句意明確，沒有
歧義？

49.

(A)找到竊賊的狗

(B)院子裡的一棵樹

(C)看見孩子的媽媽

(D)三個朋友送的麵包。

閱讀下文，並判斷

內應填入哪個句子，可使段落文意完整通順？

2007 年，羅素教授成功地將「皺紋」推銷給世人，

。羅素教授

的做法出乎意外的簡單：首先讓薄膜漂於水面，接著將一小水滴放在薄膜正
中央，此時薄膜會產生放射狀的皺紋，我們只要數數有幾條皺紋，即可計算
出準確的厚度。
(A)使世人明白臉上產生皺紋的原因
(B)他將皺紋應用在測定奈米薄膜的厚度
(C)一群科學家開始研究計算皺紋的方式
(D)測定奈米薄膜厚度需要昂貴的光學儀器。
50.

閱讀下文，並推斷其中哪些詞語是冗贅的，刪去後可使文章更簡潔通順？
當我還年輕的時候，(甲)意氣風發地認為一切就該繞著我(乙)夙夜匪懈地
轉，只想著如何在這世上(丙)信手拈來地成功立業，得到我所想要的。後來，
你們進入了我的世界，帶來(丁)繽紛美麗的色彩，你們的好奇、淘氣和歡笑，
總能(戊)接踵而至地溫暖我的心，照亮我的日子。(改寫自歐巴馬給女兒的信
〈我們一家的大冒險〉)
(A)甲戊

(B)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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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甲丙丁。

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試題詳解
【解答】
1.(C)
11.(C)
21.(D)
31.(B)
41.(B)

2.(A)
12.(B)
22.(A)
32.(A)
42.(C)

3.(C)
13.(A)
23.(B)
33.(B)
43.(B)

4.(A)
14.(B)
24.(D)
34.(B)
44.(B)

5.(C)
15.(B)
25.(D)
35.(D)
45.(D)

6.(D)
16.(C)
26.(C)
36.(D)
46.(B)

7.(C)
17.(D)
27.(A)
37.(A)
47.(D)

8.(A)
18.(A)
28.(C)
38.(D)
48.(B)

9.(D)
19.(A)
29.(B)
39.(C)
49.(B)

10.(B)
20.(D)
30.(A)
40.(D)
50.(C)

【詳解】
1. (A)ㄍㄨˋ／ㄏㄜˊ；(B)ㄒㄩㄣˋ／ㄒㄩㄢˇ；(C)ㄏㄜˊ／ㄏㄜˊ；(D)ㄙˋ
／ㄓˋ。
2. (A)日；(B)肥，月為肉；明，月；(C)然，下為火；魚，為象形字、下如魚尾
之形；(D)旺，右為王；瑤，左為玉。
3. (A)自投羅網：比喻落入他人圈套或自取禍害。／捉襟見肘：形容人衣衫破敗，
比喻生活極為窮困，或是無法顧及整體，照顧不周的窘態。
(B)金碧輝煌：形容裝飾華彩炫爛。／室如懸磬：指居室空無所有，比喻非常
貧窮。
(C)高瞻遠矚：見識遠大／目光如炬：比喻見事透澈，識見遠大
(D)緣木求魚：爬到樹上去找魚。比喻用錯方法，徒勞無功。／探囊取物：伸
手到袋子裡取東西，比喻事情極容易辦到。
4. (A)當他破荊州，下江陵之時；(B)能就近以自身作比方，推己及人，可謂仁的
「方法」
。
「能近取譬」
：後多指在言論中能就眼下的事物作例證；(C)父母在，
不要遠遊，若要出遊到外地，必定告知父母「地點」
，避免使他們擔心；
(D)廂房有一學生，伏在桌上睡覺，文章「剛」寫好草稿。
5. (A)鞏、固相同；(B)甫，男子的美稱，故字子美，相同；(C)熹，亮。與「晦」，
暗相反；(D)歐陽脩，「脩」為「長」條形乾肉，與「永」字之意相同。
6. (D)每一個名字都是一篇簡短質樸的祈禱，意旨：
「子女的名字往往含藏父母的
祝願」。
7. 由文中「小心翼翼」，「就是這份堅持感動了顧客。」可以選(C)謹慎誠懇，不
負所託。
8. 文中「人必欲奪其所樂，以為己樂；自以為樂，而不知其甚苦」
，可知「賞花」，
並未造成其苦痛，故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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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翻譯】
張率多寫作文章，虞訥看見而詆毀他。張率再度作詩給他看，託名是「沈
約」所作，虞訥便句句讚嘆稱讚，沒有一字不好。張率說：「這是我作的。」
虞訥慚愧而退下。可知虞訥迷信沈約名聲，故選(D)。
由「一詩千改始心安」可知(B)專注完美，近乎苛求。
(C)由「陸羽」、「品茗」，知為「茶莊」、「茶葉行」。
「空中」為形容詞，「樓閣」為名詞。可翻譯為「空中的樓閣」。(A)「傾盆的
大雨；(C)「開山的始祖」
；(D)「萬家的燈火」
。(B)「豐衣足食」
，詞性分別為
「形容詞、名詞、形容詞、名詞」與題幹不符，故選(B)。
「風霜高潔」為錯綜之交蹉語次「風高霜潔」。(A)性行淑均為「性淑行均」。
，可刪(C)、(D)。再接(丁)「順
昨夜我沿著河岸，由「沿著」可接(丙)「漫步」
便請煙囪／在天空為我寫一封長長的信」，而信的文字再接(甲)「潦是潦草了
些」
，最後才是「稍有曖味之處／勢所難免／因為風的緣故。故選(B)最為通順。
。(B)「秦時明月漢時關」為互文，可理解為「秦時和漢時的明
題幹為「互文」
月和關口」。
由詩中「戴著鐐銬跳舞」
、
「而金牌、金杯、錦旗和銀盾／本來就沒他們的份」
可知，作者認為擺脫格律才能寫就好詩。
(A)史記為紀傳體；(B)漢書為紀傳體；(C)戰國策為國別體；(D)資治通鑑為編
年體，故選(D)。
由「離騷」、「汩羅江」聯想到「屈原」，故選(A)離騷。

19. (A)挑出別人的長處－牙籤；記得幫別人擦乾臉上的眼淚－面紙。
「挑出別人的長處」
、
「記得幫別人
20. (D)「你是有價值而且特殊的」－珍視自我；
擦乾臉上的眼淚」－推己及人。
21. 由「送禮」之敘述，指出科學研究的進展，專家如何的形成，有其政治社會
的因素。
22. (A)文中未見「個人資質的優劣影響專業能見度」的論述。
23. 搖身一變成為錢多、事少、離家近的麥第奇宮廷數學家與自然哲學家。由於
伽俐略擁有自然哲學家的頭銜，為他提供了探討自然哲學的社會性合法身
分，才使他後來推動哥白尼的「日心說」
。可知(B)「成為宮廷數學家之後，其
專業權威始獲肯定」。
24. (D)未描寫「月光下荷花的豔麗」
。由原文「我踏著月，又去憑弔這曾經『榮耀』
一時的荷塘，在朦朧的光影下，更是不忍卒睹……」可知。
25. (D)由「春蘭秋菊，功成者去」可知「道法自然，興替有常，不須感傷」。
26. (C)由原文「煥發之時固亦喜，而零落之際亦不足悲」可知。
27. (A)全文未見「在絕望中誔生」相關的敘述。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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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因「買進選擇權」資金門檻低，致導投入者眾。
29. (B)「金融泡沫」未戳破之後，會有「投機炒作氣息濃厚」的現象。
30. (A)由夏原吉「布衣徒行，盛暑揮蓋」、「眾赤體暴日中，吾何忍張蓋？」可知
其「親民愛民」。
31. 傘。(A)冠於，蓋過；(B)傘；(C)通「盍」，為何；(D)因為。
32. (A)由「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然」可知其「量」為
「注重克己功夫」。
33. (B)由「裴延齡日短贄於上」可知兩人相處不睦。
34. (B)由「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
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可知「趙憬挾怨棄義」。
35. 短，毀謗。義同於(D)「浸潤之譖」。
36.
37.
38.
39.
40.

由「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可知「士之樂無關利祿」。
(A)戴晉生為求「才情受賞，實現抱負」，故兩度往見梁王。
(D)津津有「味」。
(C)藍白「拖」鞋。
(A)青黃不接／雲淡風輕；(B)傾家蕩產／人微言輕；(C)輕描淡寫／濟弱扶傾；
(D)清心寡欲／旁觀者清。

41.
42.
43.
44.

(乙)全神貫注；(丙)最後通牒；(戊)熱淚盈眶。
「不願喋喋不休地講解自己的作品」，可知「一般作者都寧可保持『緘默』。
由下文「一絲不苟」得知，答案為「一板一眼」。
(B)春柳的柔條上暗藏著無數叫做「青眼」的葉蕾，那些眼隨興一張，使噴出
幾脈綠葉，不幾天，所有穀粒般的青眼都睜開了。
45. 便佞：口便無實。
夸夸其談：文章或言語浮誇，不切實際。
伶牙俐齒：形容人口才好，能言善道。
滔滔不絕：形容說話連續而不間斷。
危言聳聽：故意說些誇大、嚇人的話，使聽的人驚駭。
人云亦云：形容沒有獨立的見解，只會盲從跟隨。
46. (A)如雷貫耳：像雷聲傳入耳朵那樣響亮。比喻人名氣很大，眾所共聞。
(B)傾囊相助：竭盡所有幫助對方。
(C)疾言厲色：言語急迫，神色嚴厲。形容人發怒的樣子。
(D)人窮志短：人處於貧窮困苦之時，容易只顧眼前而喪失了遠大的志向。
47. (D)「不能心平氣和」與「彼此吹捧」，語意不合。

育達系列

14

創新研發

48. (A)(1)找到「竊賊的狗」
；(2)「找到竊賊」的狗；(B)單指「院子裡的一棵樹」，
並未有歧義句義；(C)看見「孩子的媽媽」；「看見孩子的」媽媽；(D)「三個」
朋友送的麵包，指「三個麵包」；「三個朋友送的」麵包，指「三個朋友」所
送。
49. 由文中敘述可知，「他將皺紋應用在測定奈米薄膜的厚度」。
50. (C)「夙夜匪懈地」
、
「信手拈來地」
、
「接踵而至地」
，在文中皆屬冗贄字，可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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