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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文句中之「辟」，與《論語‧憲問》「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的「辟」字意義相同的是：

 （A）墾草入邑，「辟」地殖穀（《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B）買田宅必居窮「辟」處，為家不治垣屋（《漢書‧蕭何傳》）
 （C）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荀子‧大略》）
 （D）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荀子‧

儒效》）

解答

題幹的「辟」為「躲避」之意。

（A） 開拓，通「闢」。
（B） 荒遠幽隱的地方，通「僻」。
（D） 比喻，通「譬」。

	 ANS 	C

2. 「燭花紅換人間世」是一副對聯的上聯，最合適的下聯是：
 （A）百花紅盡杜鵑啼 （B）山色青回夢裡家
 （C）葉上綠溼昨夜雨 （D）翻空白鳥向池塘

解答

判斷對聯的基本規則：

（一）上下聯的字數必須相等，不能用重複的字。

（二）上聯的末一句必須是仄聲，下一聯的末一字必須是平聲。

（三）上下聯的句式必須一致（詞類相當，結構相應）。

上聯的最後一個字「世」為仄聲，因此下聯最後一個字必須為平聲，據此

可以刪除（C）選項。又「燭花紅換人間世」的詞性為燭花（名詞）、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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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換（動詞）、人間世（名詞）。（A）選項最後一個「啼」字
為動詞，無法與「世」相對，故可以刪去。（D）的詞性為翻空（動詞）、
白鳥（名詞）、向（動詞）、池塘（名詞），無法與題幹的上聯相對，固

刪去。因此，最適合的選項為（B）

	 ANS 	B

3.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論語‧顏淵》）從這句話看來，
子路行事具有怎樣的特質？

 （A）率性而為 （B）明斷是非 （C）謀定而動 （D）仁民愛物

解答

片言：極少的幾句話；折獄：判決訴訟案件。原意是能用簡單的幾句話判

決訟事。後指能用幾句話就斷定雙方爭論的是非，因此最適合的選項為

（B）。

ANS 	B

4.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
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

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

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蘇軾〈稼說〉）

根據上文對古人培養人才的意旨，下列選項何者最為接近？

 （A）鼯鼠五技而窮 （B）與時俱進，精益求精
 （C）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D）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解答

古代的人，他們的才幹並沒有超過現代人的地方。他們平日注意自身修養

並且不敢貿然行事，等候其才幹完全成熟。那種殷切的期盼與關愛，就好

像盼望著嬰兒長大一樣。對弱者精心哺育，使他堅強健壯起來；對才智缺

乏者注意教養，使他逐漸充實起來。三十歲以後才出來做官，五十歲以後

再求加官封爵。在長時期的屈身之中伸展，在準備充足之後再發揮作用；

就像水流淌於充溢之後，箭發射於弓張滿到極限時一樣。這就是古代的人

能夠超過現代人、如今的君子不如古人的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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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講述的是累積的重要性，唯有持續累積之後才能做到大幅的進

步。

（A） 比喻技能雖多而不精，不符合文意。
（B） 與時代一同前進，好還要更好。與這段文字的意思相關，但是沒有切

中要點，這段文字強調的是累積，而非持續付出。

（C） 清淨的水，用來洗帽帶；汙濁的水則用來洗腳。比喻善惡貴賤，皆由
人自取，與文意不合。

（D） 走一千里路，是半步半步積累起來的。比喻成就大事必須從一步一步
的累積開始，符合文意。

ANS 	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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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云持弓矢罌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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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柳宗元〈羆說〉）下列敘

述，最符合本文主旨的是：

 （A）說明生物界一物降一物的自然定律
 （B）探討力量主宰一切的叢林生存法則
 （C）告誡不自我充實而冀求外力支援者
 （D）譴責缺乏妥善謀畫以致自取滅亡者

解答

鹿畏懼貙（一種似貍的猛獸），貙畏懼虎，虎畏懼羆（一種大熊）。羆的

樣子，像是披著長髮站立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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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吹竹子模擬各種野獸所發出的聲音。曾經悄

悄地拿了弓箭和裝著燈火的罐子上山，藉由模仿鹿的鳴叫聲來吸引同類，

等鹿上鉤後，就使用點火的弓矢射殺牠們。貙聽見鹿的聲音，便飛快跑

來。獵人很害怕，於吹起虎的聲音來嚇退貙。這個聲音把貙嚇跑走了，卻

又引來了老虎。獵人更加害怕，就又吹出羆的聲音，結果老虎也嚇得逃跑

了。只是羆聽到了這聲音也過來尋找牠的同類，到了這兒只看到人，於是

撲向獵人並撕裂開來然後吃了。如今那些不知道管理好內部而想倚賴國外

力量的人們，無不成為羆的食物被吃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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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這段文字的其中一部分確實呈現了一物降一物的道理，但是並非這段
文字的核心。

（B） 並非本文的重點。
（C） 這段文字是一則寓言，闡述的道理是若是缺乏實力，只懂得仰賴外

力，總有一天將為外力所噬。該選項的敘述正確。

（D） 並未提到妥善規劃的重要性。

ANS 	C

6. 往歲中秋節，酣歌待漏深。胡當今夜月，獨坐古槐陰。杯酒新持戒，賓朋乏賞
音。心神翻覺爽，若撫素弦琴。（陳第〈甲寅中秋〉）根據詩意，下列敘述錯

誤的是：

 （A）往年中秋作者飲酒作樂直到深夜
 （B）今年中秋作者獨自一人賞月過節
 （C）今年中秋作者不只戒了酒，亦無賓朋往來
 （D）今年中秋作者月下彈琴，慨嘆無知音聆賞

解答

往年中秋飲酒作樂直到深夜。今年中秋則是獨自一人賞月過節。不只戒了

酒，亦沒有與朋友、賓客往來。心情反而覺得舒暢愉快，如同撫弄著沒有

弦的琴一般。

（D） 作者並無感嘆沒有知音欣賞，因此該選項敘述有誤。

ANS 	D

7.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
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文中孔子認

為「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的原因是什麼？

 （A）時人過猶不及，無法允執厥中 （B）當時大道崩壞，亂國民不聊生
 （C）君子崇禮奉樂，味在飲食之外 （D）朝廷賢愚不分，君子食不知味

解答

從前面兩個例子可以得知，這段文字試圖辨明過與不及的分際，凡是太過

與不及都不是好事。由此推導，便能理解為什麼孔子認為人們飲食的時候

顯能察覺其中的真味，最適合的選項為（A）。

AN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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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看待現實事物的方式，是如何受到藝術性文化的深刻影響，只要試著在
腦中描繪木星的形象就能明白。一提到木星，大多數人的腦中都會浮現一顆有

著大理石橫紋、帶著大紅斑的暗紅色星球。⋯⋯相對於此，月亮的形象就十分

平面。或許月亮的盈虧變化也加強了這樣的平面性，但為什麼單單只有月亮，

在人們心目中形成這麼強烈的二次元印象呢？原因很簡單，從小時候讀的童話

繪本和插圖，到浮世繪及各類畫作，我們都不斷看到各式各樣的『圓月』。深

藍色的夜空中，靜靜佇立著大大的、柔和的淡黃色圓月—這或許是一般人心中

最完美的月亮形象吧！」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文意？

 （A）視覺的主要特徵是將所有的物體形象化
 （B）我們所熟知的月亮，是透過科學所認識
 （C）我們往往不是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而是運用「過去接受的印象」來

看它

 （D）我們看待木星與月亮的焦點不同，因此造成月亮在我們心目中具有圓滿
形象

解答

從「我們看待現實事物的方式，是如何受到藝術性文化的深刻影響，只要

試著在腦中描繪木星的形象就能明白。」這一段話可以得知，人們看到事

物的時候往往不是事物本身的模樣，而是藉由過去的印象投射的結果。因

此，最接近的描述是（C）。

（A） 這段文字並未提到物體的形象化。
（B） 我們熟知的月亮是繪本、插圖、浮世繪等作品塑造的結果，而非科學

上的觀察，因而有月亮是平面的印象。

（D） 造成月亮在人們心中有圓滿形象的不是觀測焦點的差異，而是受到藝
術作品的影響。

ANS 	C

9. 《紅樓夢》中有一段關於荼蘼花的敘述：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
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上面是一枝荼蘼花，題著「韶

華勝極」四字，那邊寫著一句舊詩，道是：「開到荼蘼花事了。」註云：「在

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皺皺眉兒，忙將籤藏了，說：

「咱們且喝酒罷。」下列選項，最符合此籤意涵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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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暗喻榮、寧二府即將沒落，盛極而衰
 （B）意謂麝月酒量不如當年，歲月不饒人
 （C）意指湘雲正值芳華盛年，人面桃花相映紅
 （D）暗示寶玉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解答

「韶華勝極」原指花期到了盡頭，花朵盛開卻也即將結束；後來也用來比

喻事物到了鼎盛之後，終將走上衰退。麝月抽到了這一支籤，賈寶玉皺了

一下眉頭，連忙把籤詩藏起來，顯示這不是一支好籤，暗示了麝月的家族

即將走向衰落的結局，因此最適合的選項為（A）。

ANS 	A

10. 「一個女人喊救命的尖叫衝破凌晨。至少三十八個人聽到，但都沒立即叫警
察。有人探出窗外。汽車經過。無人出來。那女人就被刺死了。喊得再大聲也

被居民的沉默殺死。靜得很恐怖。靜不再是選擇聲音而成了拒絕聲音。靜竟被

喻做石頭，石頭只『在』並沒『活』著。靜竟被喻做鏡，冷冷映照別人的悽

慘。但靜不就是無語，無助吸收所有的殘酷。城裡熙攘著，闊佬大喝，攤販吆

喝，窮人喝風，但見證者即啞靜。靜擴張沉默的距離，大家擁抱成牆，沉默排

成殘酷的同情。」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接近作者旨趣的是：

 （A）有時無語問蒼天的無奈，是最悲憫的同情
 （B）靜默無聲勝有聲，在恐懼中只能安靜活著
 （C）沉默是金，有時為了自保，必須拒絕聲音
 （D）靜是淡漠的冷眼旁觀，沉默是自私的語言

解答

從女人無助遭到刺死，以及「靜竟被喻做石頭，石頭只『在』並沒『活』

著。靜竟被喻做鏡，冷冷映照別人的悽慘。」這一段關鍵句可以得知，本

文所說的靜並非指音量的大小，而是城市生活中的冷漠與自私，因此最適

合的描述為（D）。

AN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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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

1. 下列「」內的字，讀音前後相同的是：
 （A）「賚」賞諸徒／「齎」志以歿 （B）「阡」陌交通／惹禍招「愆」
 （C）「餔」糟歠釃／「仆」地哭號 （D）「矜」寡孤獨／罪無可「逭」

解答

（A） 賚，ㄌㄞˋ，賞賜／齎，ㄐㄧ，挾抱、懷持。
（B） 阡，ㄑㄧㄢ，田間南北向的小路／愆，ㄑ一ㄢ，過失、罪過。
（C） 餔，ㄅㄨ，吃／仆，ㄆㄨ，跌倒伏地。
（D） 矜，ㄍㄨㄢ，老而無妻的人／逭，ㄏㄨㄢˋ，逃避。

	 ANS 	B

2.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集中營裡的迫害手段聳人聽聞，諸多相關照片更是令人不忍卒睹
 （B）這齣動畫電影劇情緊湊，妙趣恆生，締造本年度最高的票房紀錄
 （C）李老師為學校架設的圖書網站正式起用，校方特頒獎狀以致謝忱
 （D）大家對聚餐地點莫衷一是，經投票後，決定到牛排餐廳大塊朵頤

解答

（B） 妙趣「橫」生。
（C） 正式「啟」用。
（D） 大「快」朵頤。

	 AN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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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文意，甲、乙、丙、丁、戊排列順序最適當的是：
牠哭起來固然一片悽慄，

甲、這時貓頭鷹「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一波又一波的笑聲

乙、特別入秋以後，夜涼如水

丙、一輪明月把人幾乎拋入冰河之中

丁、尖冷到直直地透進人的骨髓

戊、笑起來更帶給人無限尖冷

就老吏斷獄那樣地凌遲著整個世間，讓每一個人的再多麼神祕的隱私都沒有地

方隱遁起來。（尉天驄〈眾鳥之什〉）

 （A）乙甲丁戊丙 （B）乙丙甲戊丁 （C）戊乙丁甲丙 （D）戊丁乙丙甲

解答

首句的「固然」兩字暗示了下一句與該句有語意上的轉折，因此若是接段

落乙，上下文顯得不通順，（A）、（B）選項便可以剔除；另一個判斷
方式是首句的「哭起來」與段落戊的「笑起來」相對，亦能排除（A）、
（B）選項。又，段落戊句尾的「尖冷」可以與段落丁的句首相銜接，由
此可以得知最適合的答案為（D）。

	 ANS 	D

4. 閱讀下文，最適合填入□□內的詞依序是：
甲、當你工作時，你是一管蘆笛，通過笛心，將時光的□□演奏成樂音。（紀

伯倫《先知》）

乙、山坡上偶爾有幾隻黑白相間的花牛和綿羊，在從容□□草野的空曠。（余

光中〈風吹西班牙〉）

丙、植物的緘默總包含千言萬語，但又可以將世間無盡喧囂，□□為深沉的靜

謐。（徐國能〈蒲葵〉）

 （A）歌唱／呼吸／幻化 （B）歌唱／咀嚼／收攏
 （C）呢喃／咀嚼／收攏 （D）呢喃／呼吸／幻化

解答

甲：「歌唱」是人的動作，在這段文字中將人擬物為樂器，因此選擇呢喃

（柔美婉轉的聲音）更為適合。

乙：「咀嚼」可以指牛、羊吃草的動作，正好與前一句的花牛、綿羊相呼應。

丙：「收攏」正好與前一句的無盡喧囂相對。

	 AN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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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下文意象，說明最適當的是：
在每一個烈陽如漿的白日裡，祖母在田畝中佝僂耕種。在每一節翻土、播種、

除草、施肥的動作間，揮汗如雨。強大的日光，攫取祖母髮中的黑色素與汗水

蘸成墨汁下嚥，經過時間的消化後排泄出來，叫做黑夜。

濃稠的黑夜在暗中默默的成長，流淌於小溪庭院、穀倉柴坊、豬舍雞寮，並不

斷的擴張向田畝間的菜圃和水塘。夜色如墨，團團緊緊的包圍村莊，但它卻鎮

不住祖母的雙腳，她背負著浩大的夜色，如同白日頂著烈陽，仍不斷的在田畝

間穿梭，在豬舍雞寮間忙碌著。（葉國居〈髻鬃花〉）

 （A）烈陽如漿：形容祖母對子孫們的深厚關愛，彷如陽光般溫暖
 （B）髮中的黑色素與汗水蘸成墨汁：暗喻祖母勞動且漸老的身影
 （C）濃稠的黑夜：凸顯祖母農務負擔沉重，不敢寄望光明的未來
 （D）背負著浩大的夜色：對比祖母日夜忙碌，卻收成有限的辛酸

解答

（A） 「烈陽如漿」形容祖母工作的辛勞與環境的艱苦。
（C） 「濃稠的黑夜」形容祖母辛勤工作，直到天黑都沒有放下手邊的工

作。這段文字並未提及「不敢寄望光明的未來」，該選項敘述有誤。

（D） 這段文字並未提到「收成有限」，因此不適合。

	 ANS 	B

6. 依據下文，最符合作者對「心結」看法的是：
人都說，心結宜解不宜結。又說，解開心結就是海闊天空。可是，人生怎麼少

得了心結？一旦海闊天空，人心又將空懸何處？

許多人心裡都有心結的場所，例如：故鄉的母校──初戀、體罰、模擬考，都

在那裡發生。有些人每次回到故鄉，就一定要去母校走走；有些人卻一定要避

開母校。心結可能是甜美的，也可能是痛苦的。不管心結的場所被珍愛，還是

被憎惡，此等強烈的愛憎情緒，都證明了心結有多要緊。心結的場所，是數學

X軸 Y軸交叉的原點，有了原點，我們才知自己置身哪一個座標格子裡，才覺
得踏實。

心結是一支大頭針，可以把一張地圖釘在牆上。如果大頭針掉失了，牆上的地

圖也就垮下來。（改寫自紀大偉〈心結〉）

 （A）心結或甜美或痛苦，美者宜留，苦者宜解
 （B）產生心結的場所總令人卻步，不願再接近
 （C）人生因心結而有支點、能定著，不致虛空
 （D）生命不斷前行，無須回首心結，自招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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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A）、（D）從「可是，人生怎麼少得了心結？一旦海闊天空，人心又
將空懸何處？」這段話得知，作者認為心結不管甜美或是痛苦都有

其意義，因此這兩個選項敘述有誤。

（B）從「有些人每次回到故鄉，就一定要去母校走走；有些人卻一定要
避開母校。」這段話得知，產生心結的場所不全然讓人想避開。

	 ANS 	C

7. 關於下列新詩，解讀最不適當的是：
孤獨的小舟都是歪斜地擱著／全世界的沙灘都是如此的／而如同歪斜的頭／裡

面充盈著悲哀（方旗〈小舟〉）

 （A）以「舟」喻人，凸顯生命被擱淺的悲哀
 （B）用「沙灘」的單調，暗喻生活千篇一律
 （C）「都是如此的」強調人舟孤獨的普遍性
 （D）兩次「歪斜」描寫人舟頹然無力的姿態

解答

（B） 依據這段文字，「沙灘」是讓船擱淺的地方，「全世界的沙灘」比喻
不管是哪裡的人都會碰上的生命問題，並未提到千篇一律。

	 ANS 	B

8. 下文         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是：
甲、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

                      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        之伍也；
帶私情之與奪，        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
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顏之推《顏氏家訓》）

乙、大凡為文，須要有溫和敦厚之氣，        告君文字，蓋尤不可無也。（吳
訥《文章辨體序》）

 （A）諫諍／對策／遊說／章疏 （B）諫諍／章疏／遊說／對策
 （C）遊說／對策／諫諍／章疏 （D）遊說／諫諍／章疏／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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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攻人主之長短」是指點出君主的作為優劣，因此諫諍比遊說更為適合；

「陳國家之利害」即指出國家的弊端，並提出導正的方法，因此選擇對策

較為適合；「帶私情之與奪」即訴諸感情來說服君主，因此遊說較為適

合；「告君文字」即上呈給君主的文字，由此可以推斷為章疏。綜合以

上，最適合的選項為（A）。

	 ANS 	A

9. 「⋯⋯者，⋯⋯也」是古文判斷句的典型結構，例如「南冥者，天池也」，即
「所謂南冥就是天池」。下列文句，不是表達判斷語意的是：

 （A）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
 （B）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
 （C）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
 （D）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解答

（A）、（C）、（D）與題幹相同，皆為省略「是」的判斷句，前一句等
於後一句。（B）為有無句，表達有或無的狀態。

	 ANS 	B

10. 關於下文〈烏鵲歌〉的解釋，最適當的是：
韓憑，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台。何氏作

〈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民，不樂宋王。」（《九國志》）

 （A）以「烏」暗指宋康王的邪惡
 （B）以「羅」比喻利誘韓憑的圈套
 （C）以「高飛」凸顯何氏的自主意志
 （D）以「鳳凰」形容韓憑夫婦情意堅貞

解答

韓憑是戰國時宋康王的食客，他的妻子何氏長得漂亮，康王便想將之占為

己有，於是逮捕了韓憑，又修築青陵台以供逸樂。何氏寫了〈烏鵲歌〉表

明心志之後就上吊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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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有烏鵲，卻在北山張開羅網欲捕捉牠們，當然奈何不了展翅高飛的

烏鵲。當烏鵲能成雙成對比翼飛翔時，就是要牠變成高高在上的鳳凰，也

是不樂意；妾身寧當一個與夫君長相廝守的小老百姓，也不願屈服於宋王

的淫威。」

（A） 從「烏自高飛」、「烏鵲雙飛」可以得知鳥是比喻何氏。
（B） 這段文字並未提到宋王曾經利誘韓憑，因此該選項有誤。
（D） 鳳凰是一種高貴的鳥，又從「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民，不樂

宋王。」句子的結構得知鳳凰與宋王相對，由此得知鳳凰是比喻宋

王。

	 ANS 	C

11. 依據下文，最符合主旨的敘述是：
天下有可為其半而不可為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

起死人也。天下有可為其全而不可為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

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章學誠《文史通義》）

 （A）再珍貴的藥材亦無法起死回生，面對死生窮達，當樂天知命
 （B）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成事者多因半途而廢，並非力不能及
 （C）應世處事不能拘執一方，必須衡量狀況，審時度勢以制其宜
 （D）完滿或缺殘非由表象判斷，而是取決於主體如何處理和定義

解答

天下有只能做到一半卻不能將做到完全的事，就像「偏枯」（一種半身癱

瘓的疾病）之藥能用來治療半身癱瘓，但就算使用兩倍的藥量，也沒辦法

讓死人活過來。天下也有只能以整體來做卻不能分成兩半的事，就像樵夫

兩肩挑著各三十斤重的木柴快步向前，去掉一半的木柴就沒辦法走了，並

不是因為樵夫力氣不夠，而是這種狀況難以平衡，不方便挑柴。

（A） 這段文字並未提到必須樂天知命。
（B） 這段文字並未提到不能成事是因為半途而廢。
（D） 這段文字的「半」與「全」是指做事道理，並非指殘缺或是完滿。

	 AN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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