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 試題
一、選擇題
(一)綜合測驗
下列文句「」內的字，何者是錯別字？
(A)妄自「匪」薄，引喻失義
(B)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C)觥「籌」交錯，眾賓懽也
(D)心曠神怡，寵辱「偕」忘。
2. 下列文句「」內字的讀音，何者正確？
(A)鼓「枻」而去：ㄧˋ
(B)「愀」然變色：ㄐㄧㄡ
(C)奉「檄」守禦：ㄐㄧㄠˇ
(D)夕「舂」未下：ㄓㄨㄤ。
3. 下列文句中的「一」，何者意義與其他三者不同？
(A)林盡水源，便得「一」山
(B)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
(C)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D)百事俱作，綱舉目張，而臺灣氣象「一」新矣。
4. 下列文句「」內的兩個詞，何者不屬於可代換的近義詞？
(A)他是個瀟灑「不羈／不受拘束」的俠士
(B)店主的作為真是令人「不齒／羞與為伍」
(C)請遵守安全指示，以免發生「不測／意外變故」
(D)山下土地貧瘠，是一片「不毛／人煙稀少」之地。
5. 閱讀下文，推斷最適合填入□□□□中的詞語依序為何？
甲、春天忽然就在我□□□□之間，像針頭一般細小的新葉已布滿槎枒。
乙、莎士比亞對人性的智識，和佛洛伊德的分析精神病人心理的結果，竟有
□□□□之處。
(A)不遑多讓／不謀而合
(B)不遑多讓／不藥而癒
(C)不遑省識／不謀而合
(D)不遑省識／不藥而癒。
6. 下列文句，何者明顯有詞語冗贅的情形？
(A)風和日麗的週末最適合到郊外踏青
(B)他對工作一向秉持兢兢業業的態度
(C)很高興能獲請受邀參加這個重大盛會
(D)生日餐會上的美味烤雞令人食指大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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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新聞報導除講求精確客觀外，措辭亦應妥切得體。下列報導，何者最符合上
述的要求？
(A)在土石流的衝擊下，該倒的房子都倒了，現在請大家來看看這明星災區劫
後餘生的畫面
(B)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威力持續增強，中央氣象局上午已發布低溫特報，
農漁養殖業應嚴防寒害
(C)高速公路發生連環車禍，救難人員正從撞得稀爛的車內救出罹難者，很慶
幸只有三個人死亡，其餘兩人只受皮肉傷
(D)警察在中正路實施臨檢時，歹徒突然開車衝撞，受傷嚴重的鄭姓員警在送
醫急救後，暫時沒有生命危險，真是福大命大，有驚無險。
閱讀下文，推斷「因為害怕影響選情，」一句應填入何處，可使全文最為通
順？

為了爭取選票，甲各個候選人無不強調改革，乙以塑造清新正派的形象。少
數被指與黑金掛鉤的候選人，丙連忙召開記者會替自己辯白，丁但事實勝於
雄辯，恐難取信於社會大眾。
(A)甲
(B)乙
(C)丙
(D)丁。
9. 下列文句「」內的解釋，何者不正確？
(A)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善於利用外在的事物
(B)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擴展晉國西方的疆土
(C)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將貪贓枉法者貶謫斥逐
(D)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故意違反常俗
以獲取名聲。
10. 閱讀下文，推斷「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的主要原因為何？
貨惡其棄於地也，不必藏於己；力惡其不出於身也，不必為己。是故謀閉而
不興，盜竊亂賊而不作。
(《禮記‧禮運》)
(A)人們樂意共享資源，沒有私心
(B)人們擁有個人土地，自給自足
(C)人們厭惡徒勞費力，安於現狀
(D)人們拋棄物質享受，回歸純樸。
11. 閱讀下文，推斷蘇軾所述生活上的改變 ，不包括下列何者？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車馬之勞；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
居；背湖山之觀，而行桑麻之野。 錢塘、膠西，地名。(蘇軾〈超然臺記〉)
12.

(A)交通
(B)服飾
(C)景觀
(D)住屋。
閱讀下文，推斷郭偃認為「欲使治國成為易事」的關鍵為何？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
「始也，吾以治國為易，今也難。」對曰：
「君以為易，
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易也將至焉。」
(《國語‧晉語》)
(A)正直公平
(B)臨深履薄
(C)知易行難
(D)人饑己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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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羅丹說：「美，到處都有，對於我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
下列文句，何者描述「發現美」的經過？
(A)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
(B)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
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
(C)(漁人)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D)(柳宗元)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閱讀下文，推斷最適合填入
內的文句為何？

一個從來不入廚房的人，留學在外，居然燒得一手好菜，因環境逼。一個登
山者，跳過一條他平時絕不敢跳的深溝，因為有隻野獸逼。所幸世界上有「逼」
這件事，我們才能超越自己，完成超出自己能力的事。於是，你該瞭解《孟
子》那段話的道理了：
。
(劉墉〈逼你成功〉)
(A)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B)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C)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
(D)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5. 下列是一篇中間拆散的短文，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他們成為男女朋友後，很坦誠地說出了心裡的話。
甲、這天他們在路上巧遇，他們聊起近況時，她新交的男友來接她了。
乙、她說那時她對他也有好感，才會那麼熱心地為他帶路。
丙、後來他們分手了。
丁、他說他們認識那天，他是假意跟她問路接近她。
「他是誰？」他走後，新男友問。
「問路的。」她說。(晶晶〈問路〉)
(A)甲丁乙丙
(B)乙丁甲丙
(C)丙甲丁乙
(D)丁乙丙甲。
16. 下列「」內的文句，何者沒有謙敬的語氣？
(A)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B)「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
(C)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D)「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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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馮諼客孟嘗君〉
：
「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句中「諸民當償者」意
謂「該還債的民眾」
，原可寫為「當償之諸民」
，但修飾「諸民」的「當償」，
卻移到「諸民」的後面。下列文句「」內何者也有相同的造句方式？
(A)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
(B)「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C)(史可法)手長鑱，「為除不潔者」
(D)「荊州之民附(曹)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
18. 閱讀下詩，推斷其所歌詠的歷史場景與人物為何？
看他，無助地獨靠著銅柱／血從傷口大口地噴出／此生，咳，已不能再回燕
市／和屠狗的兄弟們醉裡悲歌／只留下，發光的一個名字／痛六國志士的嘴
唇
(A)刺殺秦王的荊軻
(B)烏江自刎的項羽
(C)赤壁之戰的曹操
(D)完璧歸趙的藺相如。
19. 如果想請先秦諸子就其主張的學說進行專題演講，下列哪一個邀請構想最不
恰當？
(A)請老子講「柔弱勝剛強」
(B)請荀子講「良知與敬天」
(C)請韓非講「領導統御術」
(D)請墨子講「大愛與和平」。
20. 閱讀下文，選出
內應填入的作家：
將西洋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融入中國傳統的表現方式中，描寫新舊
交替時代人物的故事，富於歷史興衰和人世滄桑感；著有短篇小說集《寂寞
的十七歲》、《台北人》、長篇小說《孽子》等。
(A)林語堂
(B)白先勇
(C)余光中
(D)鄭愁予。

(二)篇章閱讀測驗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一個早晨，紐森走到果園，打開第一個蜂箱，很納悶為什麼只有一些蜜蜂在
家；再打開下一個，一隻蜜蜂也沒有。他養蜂二十五年，從沒發生過這種事──
難道蜜蜂全體動員採蜜去了？半路什麼事耽擱了？還是迷路了回不來？
紐森的遭遇並非特例。美國境內 2007 年約有八十萬個、2008 年則有約一百萬
個蜂群神秘失蹤；而且不只在美國，南美、歐洲、亞洲都有大群蜜蜂消失不見。
這現象被名為「蜂群衰竭失調症」
，它的起因，有研究指向是某種農藥損害了蜜蜂
的記憶和溝通能力；也有昆蟲學家認為，可能是一種突變後的病毒使蜜蜂的免疫
系統崩潰；還有學者懷疑蜂農管理不善、蜂群奔波過勞才是元兇。除上述較可信
的解釋之外，手機電磁波干擾蜜蜂的導航系統、恐怖組織想要摧毀美國農業等，
也都是曾出現的離奇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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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再也沒有蜜蜂，多數人的第一個反應可能是：
「真可惜！土司沒有蜂
蜜可塗了」
、
「真好！少了一種會叮我的蟲子」
。然而，沒有蜜蜂為牛和猪吃的農作
物授粉，餐桌上將沒有牛排、培根、乳酪、牛奶；早餐只有一成不變的清粥白飯、
麥片，沒有新鮮果汁，也沒有豆漿；超市裡的蔬菜只剩下幾種，海鮮應該還在，
但由於蛋白質來源剩沒幾種，水裡可吃的恐怕被劫掠一空。此外，我們可能也得
改變穿著的選擇，因為棉花產量大減，棉製衣服將貴得不像話。
(改寫自Alison Benjamin、Brian McCallum《蜜蜂消失後的世界》)
有人假託愛因斯坦說：「如果蜜蜂從地球上消失，人類只能再活四年」，依據
上文，此說所以成立的原因為何？
(A)蜂蜜提供人類必需的營養
(B)蜂蜜提供人類防治病毒的物質
(C)蜜蜂能為人類消滅致命的害蟲
(D)蜜蜂能使人類食物供應鏈不致中斷。
22.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蜂群衰竭失調症」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指蜜蜂集體自殺的現象
(B)可能肇因於農藥或病毒的侵害
(C)患失調症的蜜蜂需蜂群特別照顧
(D)因手機電磁波損傷蜜蜂翅膀機能所致。
23. 依據上文第三段的敘述，下列哪一種農作物可不需藉由蜜蜂授粉？
(A)稻子
(B)大豆
(C)棉花
(D)蘋果。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21.

美洲早期的大疫疾中，天花是最嚴重的一種。天花通常經由空氣傳染，流行
之地，必定奪命無數。舊世界的人帶著他們的病菌來到新世界，首當其衝的是大
安地列斯群島的阿拉瓦克族。美洲早期的歷史學者奧維耶多，估計 1492 年哥倫布
初抵聖多明哥(今大安地列斯群島島國多明尼加首都)時，此地的印第安人約有百萬
左右。他寫道：「這些百萬之眾，到如今也就是 1548 年之際，他們的後代，相信
已經不足五百名了。」
新世界被發現之際，由歐赴美的航
程歷時數週，若某個海員在登船出發那
天染上天花，等船抵達聖多明哥，他不
是已經死了，就是已經擺脫病毒。但若
有人在航行中途感染天花，且能倖存登
岸，他皮疹上所結的痂還是有病毒，不小心將落痂包進一綑布裡，天花就可能被
一路帶進新世界。1518 年底或 1519 年初，聖多明哥印第安人出現疫情，經認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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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這場疫疾只感染了少許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卻災情慘重。天花在聖多明哥
出現後不到幾天，旋即傳到波多黎各，很快地，大安地列斯眾島上的阿拉瓦克人
紛紛死去，他們為西班牙征服者進襲新世界的大陸區，提供了生物武器。1520 年
到 1521 年間，天花在阿茲特克帝國首都特諾茲提朗城肆虐，使原本遭阿茲特克人
驅逐的西班牙軍人科爾蒂斯及其部屬有機會反攻──圍城持續 75 晝夜，直到城內
餓死、病死，被迫投降。
(改寫自Alfred W. Crosby《哥倫布大交換》)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美洲天花疫情的敘述，何者正確？
(A)美洲原沒有天花病毒，係因歐洲人進入，美洲人才感染天花
(B)美洲天花病毒因與歐洲天花病毒結合而變異，造成慘重疫情
(C)天花病毒原本傳染力不強，但會因戰爭造成死傷而快速蔓延
(D)天花病毒是歐洲人蓄意製作，用來對付美洲印第安人的戰劑。
25.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美洲原住民遭逢西班牙人的敘述，何者正確？
(A)阿拉瓦克人因遭西班牙人屠殺而幾乎滅絕
(B)阿拉瓦克人會製造生物武器對付西班牙人
(C)阿茲特克因天花流行失去戰力而被西班牙人所滅
(D)阿茲特克曾因西班牙軍隊感染天花而戰勝西班牙。
26. 依據上文推斷，《哥倫布大交換》應是從何種角度來觀察美洲的歷史？
(A)氣候變化
(B)生物遷徙
(C)武器發展
(D)舟船製造。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24.

十六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年，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例擁抱，我的
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了長頸鹿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
情。他在長長的行列裡，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
寸一寸往前挪。終於輪到他，在海關窗口停留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
倏忽不見。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都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路，他也不
願搭我的車。即使同車，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樂，是一扇緊閉的
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車，我從高樓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年，眼
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
不去。一會兒公車來了，擋住了他的身影，車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立著
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女母子一場，只不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
分就是今生今世不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行漸遠。你站立在小路的這一端，看著
他逐漸消失在小路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不必追。
(龍應台〈目送〉)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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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上文的主旨在敘寫什麼？
(A)兒子的叛逆令母親失望
(B)母親對親子之情的體悟
(C)母親對遠行兒子的思念
(D)親子之間的誤會與衝突。
依據上文，「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最可能的象徵意義為何？
(A)兒子有著過人的身高
(B)信件傳遞的速度太慢
(C)在疏離中期待兒子的回應
(D)望子成龍的心願全然落空。
下列關於上文敘寫方式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先說事件，再說思考體會
(B)事件中凸顯了母親、兒子的心態對比
(C)透過「母親望著兒子」的描寫，寓託母親的關愛
(D)藉由母子的對話，呈現親情因代溝而產生的轉變。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門，而不開窗的屋子我們還看得到。這指示出：
。門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種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鳥窠獸
窟，準備人回來過夜的，把門關上，算是保護。但是牆上開了窗子，收入光明和
空氣，使我們白天不必到戶外去，關了門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裡因此增添了意
義，不只是避風雨、過夜的地方，並且有了陳設，掛著書畫，是我們從早到晚思
想、工作、娛樂、演出人生悲喜劇的場子。門是人的進出口，窗可以說是天的進
出口。屋子本是人造了為躲避自然的脅害，而向四垛牆、一個屋頂裡，窗引誘了
一角天進來，馴服了它，給人利用，好比我們籠絡野馬，變為家畜一樣。從此我
們在屋子裡就能和自然接觸，不必去找光明，換空氣，光明和空氣會來找到我們。
所以，人對於自然的勝利，窗也是一個。不過，這種勝利，有如女人對於男子的
勝利，表面上看來好像是讓步──人開了窗讓風和日光進來占領，誰知道來占領
這個地方的就給這個地方占領去了！
(錢鍾書〈窗〉)
30.

31.

依作者之意，窗在屋子中最重要的功能為何？
(A)使屋子的外觀得到奢侈的裝飾
(B)抵禦危險入侵，維護住屋者的安全
(C)讓屋子在朝天空的方向有一個行動出入口
(D)使屋子從維持生存的所在，變成可生活的空間。
依據前後文意推敲，文中
內最適合填入的句子為何？
(A)窗是富家豪宅的象徵
(B)門是富家豪宅的象徵
(C)窗比門代表更高的人類進化階段 (D)門比窗代表更高的人類進化階段。

育達系列

7

創新研發

作者云：人對於自然是「表面上看似讓步的勝利」
，是從何處所獲得的推斷？
(A)住屋者雖然開了窗，仍無法占領風與日光
(B)當風與日光想占領屋子，住屋者也無力抵擋
(C)風與日光看似占領屋子，其實是被住屋者所享有
(D)風與日光看似被人們享有，其實從不屬於任何人。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32.

鹿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狀，被髮人立，絕有力而甚害人焉。
楚之南有獵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寂寂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鹿鳴以
感其類，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鹿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
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類，至，則人也，捽搏挽
裂而食之。
(柳宗元〈羆說〉)
貙，ㄔㄨ，毛紋似貍的野獸。
羆，ㄆㄧˊ，一種大熊。

上文中「為鹿鳴以感其類」的意義為何？
(A)自扮成鹿來接近鹿群
(B)放出小鹿來誘捕母鹿
(C)發出噪音將鹿趕入陷阱
(D)製造鹿的叫聲將鹿引來。
34. 上文故事的結局為何？
(A)獵人被羆吃了
(B)獵人與羆搏鬥，成功除害
(C)貙吃鹿，虎吃貙，羆又吃虎
(D)鹿、貙、虎、羆互殘，獵人擒得四獸。
35. 上文給讀者最主要的啟示為何？
(A)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B)若想成功，必須勇於冒險
(C)玩手段只能僥倖一時，不能久恃 (D)善用一物剋一物，有助於保全自己。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 題
33.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
而立，睨之，久而不去，見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
乎？吾射不亦精乎？」翁曰：
「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
「爾安敢輕吾射？」
翁曰：
「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蘆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勺酌油瀝之，自
錢孔入，而錢不濕，因曰：「我亦無他，但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歐陽脩〈賣油翁〉)
36.

下列文句的「之」，何者指「陳康肅公」？
(A)睨「之」
(B)以我酌油知「之」
(C)徐以勺酌油瀝「之」
(D)康肅笑而遣「之」。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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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賣油翁的「但微頷之」，若以漫畫表現，其加註的內心想法應是：
(A)
(B)

(D)

(C)

38.

文末「康肅笑而遣之」，其「笑」中所包含的心態，最不可能是：
(A)自負依然
(B)略帶尷尬
(C)感謝指點
(D)相敬相惜。

二、寫作測驗
閱讀下列故事，從故事全貌推想它的啟示，再依框線內的指示進行寫作。
將故事所給予的啟示，結合你的生活體驗，寫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文章不必訂題目。

有一個小男孩，不知道為什麼自己在學校不得人緣，因此悶悶不樂。星期天，
同學們沒有人想約他出去玩，他只好待在家。
「既然如此，一起去爬山吧！」小男孩的父親說，小男孩卻搖搖頭。
「你確定不去嗎？真可惜！那山谷住了一個『友誼精靈』
，凡是和祂說過話的
人，都能交到很多朋友！」
「真的嗎？」小男孩的眼睛亮了起來，開心的跟著爸爸出門。
快到山頂時，小男孩不小心跌了一跤，他生氣的大吼：
「討厭！」接著他大吃
一驚，因為山谷傳來一個聲音，大聲罵他：「討厭！」
小男孩更加憤怒：「你是誰？」「你是誰？」山谷又傳來相同的回應，小男孩
氣炸了：「不要學我說話！」「不要學我說話！」山谷傳來的聲音還是照學不誤。
爸爸拍拍小男孩的肩，神秘的說：「那就是『友誼精靈』，你注意聽……」接
著，爸爸對著山谷大喊：「你真棒！」
「你真棒！」友誼精靈這樣回覆。小男孩也學爸爸朝山谷大喊：「我想跟你做
朋友！」友誼精靈也對他說：「我想跟你做朋友！」
小男孩恍然大悟，開心的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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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 試題詳解
【解答】
1.(A)
11.(B)
21.(D)
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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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解】
1. (A)匪→菲
2. (B)ㄑㄧㄠˇ；(C)ㄒㄧˊ；(D)ㄔㄨㄥ。
3. (A)(B)(C)實指數字「一」；(D)完全地。
4. (D)不毛：貧瘠之地；人煙稀少：住家極少。形容偏僻荒涼的地方。
5. 不遑省識：沒有時間認識；不謀而合：事先未經商量，而意見﹑行為卻一致。
6. (C)「獲請」、「受邀」語意重複。
7. 措辭不得體有：(A)「該倒的房子都倒了」、「明星災區」；(B)「很慶幸只有三
個人死亡」；(C)「受傷嚴重……，福大命大」。
8. (C)為因果句。因為害怕影響選情，(所以)連忙召開記者會替自己辯白。
9. (C)陟罰臧否：賞善罰惡。
10. 原文翻譯為：
「一切資源不要把它拋棄在地上，不必私藏於己身；勞心勞力不
要不出於自己，不必為了自己利益著想。所以陰謀不軌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小偷偷竊強盜作亂的事也不會發生。」所以選(A)，人們願意共享資源，沒有
私心。
11. 原文翻譯為：
「我從錢塘移往膠西擔任太守，捨棄船隻的安適，而承受車馬的
勞頓；去除華美的堂屋，而棲息在簡陋的房屋；背離湖光山色的景觀，而前
往種桑麻的田野。」所以其中的敘述，不包含(B)服飾。
「剛開始，我認為治國是很容易的，而現在覺
12. 原文翻譯為：晉文公問郭偃說：
得很困難。」回答說：
「你認為治國容易，它困難的地方也就來到了；你認為
困難，它容易的地方也就來到了。」可見治國需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13.

履薄冰。
(D)原文翻譯為：柳宗元認為此州的山水有特殊奇異的情態，都被我所擁有
了，而不曾經知道西山的怪異奇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為坐在法華寺西
亭，看著西山，才指著它非常的驚異。可見此句正符合羅丹說：
「美，到處都
有，對於我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的題旨。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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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D)上天將要把重大職責降臨到某人身上的時候，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遭受折
磨，使他的筋骨經受勞累，使他的身體腸胃忍飢餓，使他的全身困苦疲乏，
使他的行為總是遭受困擾麻煩。這樣，便可使他的心態受到震動，使他的性
格更加堅韌，從而增加他們所未具備的能力。
文意排列順序最恰當
他們成為男女朋友後，很坦誠地說出了心裡的話。
他說他們認識那天，他是假意跟她問路接近她。
她說那時她對他也有好感，才會那麼熱心地為他帶路。
後來他們分手了。
這天他們在路上巧遇，他們聊起近況時，她新交的男友來接她了。
「他是誰？」他走後，新男友問。
「問路的。」她說。(晶晶〈問路〉)

16. (A)竊、(B)愚、(C)敢：為自謙詞；(D)未使用自謙詞。
17. 此題為倒裝句。(D)荊州之民附(曹)操者，原式應為：附(曹)操荊州之民者。
、
「燕市」
、
「屠狗」
、
「六國」
18. 從文章的關鍵字「銅柱」
。可知應為荊軻刺秦王的
史事。
19.

(B)荀子主張性惡，故不宜演講「良知」的主題；荀子的天論，主張自然天，
故不宜演講敬天的主題。
20. 《寂寞的十七歲》、《台北人》、《孽子》作者為白先勇。
33.～35.翻譯：

鹿畏懼山貓，山貓畏懼虎，虎畏懼羆(一種大熊)。羆的樣子，頭上披著毛像人
一樣站立著，力氣非常大而且經常對人們造成很大的傷害。
楚國的南方有個獵人，能吹竹子（做成的管樂器）模擬各種野獸所發出的聲
音，有時悄悄的拿了弓箭和火藥，帶到山中。模仿鹿的鳴叫聲來吸引同類(指鹿)，
等鹿上鉤後，就使用火藥攻擊牠，山貓聽見鹿的聲音，飛快的奔跑來（急忙跑來
想要吃鹿）
。這獵人就非常的恐懼，因此發出老虎的聲音使山貓恐懼。山貓離開而
老虎到，更加恐懼，則又發出熊的聲音使老虎恐懼，老虎也逃去。大熊聽到而求
牠的同類，到的時候則發現是人裝熊的聲音，最後就將人搏倒撕裂而吃掉。
分析：
柳宗元被貶永州時已清楚地看到藩鎮力量的擴張，中央集權的削弱，而他所
參加的「永貞革新」正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衛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定。此則寓言
意在告誡最高統治者，在強藩割據的情勢下，不革除弊政，加強中央集權，若只
想「以藩制藩」
，勢必要面臨故事中的獵人一樣的處境，雖企圖「以一物制一物」，
卻落得悲慘的下場。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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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貙：ㄔㄨ，毛紋似貍的野獸。
(2)羆：ㄆㄧˊ，一種大熊。
(3)絕：極度。
(4)獵者：獵人。
(5)為百獸之音：模仿各種野獸的聲音。
(6)寂寂：寂靜無人聲。
(7)罌火：用瓶子裝著火。罌，小口大肚的瓶子。
(8)其類：其它的鹿。
(9)伺：暗中偵察。
(10)發火：起火。
(11)為虎：虎的聲音。
(12)為羆：熊的聲音。
(13)求其類：同類。
(14)則人也：發現是人類裝熊的聲音。
(15)捽搏挽裂：捽，抓，揪；搏，用手撲打，拍擊；挽裂，撕裂。
36.～38. 翻譯：
陳堯咨很會射箭，在當時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與他相比，他也因此自誇。他曾
在家中的園地射箭，有個賣油的老人放下擔子站著，斜著眼看他，好久都沒有離
開，看到他所射出的箭十枝裡有八九枝都射中了，只是略微點點頭。陳堯咨問說：
「你也懂得射箭嗎？我的射箭技術不是很精準嗎？」老人說：
「這沒有什麼，只是
手藝精熟而已。」陳堯咨生氣地說：
「你怎麼敢輕視我的射箭技術！」老人說：
「憑
我倒油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於是取出一個葫蘆放在地上，拿銅錢蓋在葫蘆口
上，慢慢地用杓子舀油注入葫蘆裡，油從錢孔中滴入，錢面卻沒有溼掉。於是說：
「我這也沒什麼，只是手藝精熟而已。」陳堯咨就笑著打發他離開。
二、寫作測驗：
此題型屬於「題意引導寫作」
，內容敘述一位小朋友，因為人緣不好所以悶悶
不樂待在家中，小孩的父親就帶領他爬山，才發現小孩口中說出的語言，盡是一
些負面的語彙，如：「討厭」、「不要學我說話」，後來小孩的爸爸告訴他說一些正
面的語言，例如：「你真棒」、「我想跟你做朋友」，友誼精靈也正面回應。小男孩
恍然大悟，開心的笑了。這是一則寓言故事，反應小孩的不得人緣在於自己說話
時，都是負面語言，後來經過爸爸對他的引導，終於讓小孩了解自己的問題所在。
這個故事也反應出現代一般人常常抱怨他人，總覺得別人對不起自己，而不知反
省。所以考生應緊扣在人際關係上「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主題，加上自身深
刻的經驗，寫出一篇完整的文章。如果只是申論此一故事其中道理，而沒有個人
的生活體驗，則不易獲取高分。若能有自身經驗深刻的描述，則基本分數應有四
級分以上，甚至五、六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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