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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題：（1～34題） 

( B ) 1. 

 

 

 

 

 

根據這張圖表，下列何者的症狀最可能是中暑？ 

(A)冒汗而體溫正常的小健 

(B)體溫過高不出汗的小康 

(C)大量流汗虛弱頭暈的小平 

(D)心跳加速體溫正常的小安 

( D ) 2. 「寧可讓學得快的人等，也不能讓不會的人繼續不

會。」下列何者最符合這句話所強調的教育理念？ 

(A)強化資優教育，培養菁英 

(B)提倡忍讓，加強品格教育 

(C)視學生資質，給予適當教導 

(D)無論良與莠，一個都不放棄 

( D )3.  人生何嘗不像一場競賽。跑得慢的人有些會
怨天尤人，一路上窩囊委屈；有的卻抱著龜兔賽
跑的精神，努力不懈直到終點。而那些跑得快的
也不見得永遠領先，有的後繼無力被人超前，有
的半路摔倒一蹶不起，選擇放棄。因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根據文意，畫線處填入下列何者最恰當？ 

(A)人生的競賽往往是暗潮洶湧的 

(B)臺前風光是背後汗水累積而成 

(C)勝敗皆由天定，無須怨天尤人 

(D)堅持到底的人才是最後的贏家 

( A ) 4. 「野生動物隨著環境會發展出新的生活方式。城市

中的灰色松鼠比鄉下的較快對威脅產生反應，牠們

不吱吱叫驅趕敵人，而是垂下尾巴來警示敵人。」

根據這段文字，下列敘述何者最不恰當？ 

(A)城市松鼠會因環境改變毛色 

(B)城市松鼠會以垂下尾巴示警 

(C)鄉下松鼠對威脅的反應較慢 

(D)鄉下松鼠以吱吱叫驅趕敵人 

( D ) 5. 關於這則貼文與留言，下

列解讀何者最恰當？ 

(A)小畢認為善惡終有報 

(B)阿文的想法傾向樂觀 

(C)凱哥同意小畢的觀點 

(D)小安的看法近於小畢 

 
 
 

( B ) 6. 下列文句，何者詞語使用最恰當？ 

(A)酒後不開車，未免發生事故 

(B)見到故居破敗，不免有些傷感 

(C)他毫無商量餘地，避免不近人情 

(D)他決心改正遲到毛病，難免受處罰 

( B ) 7. 「宋朝根據房門的位置來確定座次貴賤。面向房門

的座位最尊貴，若無長輩就讓它空著。長輩左手的

那邊是主人位，右手邊是客人位，長輩對面是副陪

的位置，坐在那裡方便傳菜斟酒。」小秦到朋友大

蘇家作客，爸爸老蘇和弟弟小蘇同席，下列圖示座

次，何者最符合這段文字的敘述？ 

 
 
 
 
 
 
 
 
 
 
 
 
 

( B ) 8. 「和你的詩作凍結在一起或因某幾首詩而大獲激

賞是痛苦的事。真正的生命存在於寫作當中，而非

經年累月一再朗讀同樣的幾首詩。我們不斷的需要

有新的洞察和觀點，我們的生活也非一成不變。你

無法在幾首詩裡便挖掘出永恆不滅的真理。」就創

作而言，這段文字的觀點，與下列何者最接近？ 

(A)持續寫作，就能成就不朽的巨作 

(B)創作應力求突破窠臼，不斷創新 

(C)師法各家作品，塑造自我的風格 

(D)嘗試不同的生活，激發創作靈感 

( C ) 9. 「朋友曾問過我一個問題□失去視力和失去聽

力，害怕哪一項？我思考許久，最後坦承：什麼也

不想失去。眼睛的世界那樣可喜，聽見的聲音卻更

像一種心靈的共振□閉上眼睛也能讓情節自己呼

應。我不能放棄兩者□也不願被兩者放棄。」這段

文字空格處的標點符號，依序填入下列何者最恰

當？ 

(A)， 。 ；  (B)， ； 、  

(C)： ， ，  (D)： 。 、 

( A )10. 「此事關係重大，一定要在時限內完成，不得有

誤。」句中「得」字的字義與下列何者相同？ 

(A)「得」過且過 

(B)相「得」益彰  

(C)忘懷「得」失  

(D)洋洋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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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1. 「杲杲 1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

生肌膚。初似飲醇醪2，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

中適一念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關於這

首詩的分析，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本詩為一韻到底的五言律詩 

(B)以飲美酒比喻午後昏昏欲睡的狀態 

(C)描寫層次由外而內，鋪陳歡聚之樂 

(D)呈現冬日曬太陽時，閒適自得的心境  

( C )12. 林懷民悼念雲門舞集燈光設計師張贊桃：「你的燈

光輕聲細語，除非必要，絕不大聲號叫。典雅寫意，

呼吸般起落的燈光成為雲門的特色。臺灣舞評少，

評舞也不提燈光。國外談雲門不讚美你的舞評極

少。他們說你是大師，你一笑置之。等到有人說，

你的燈光讓他想起林布蘭1，你就如逢知音，開懷咧

口笑了。那幾年，你吃林布蘭睡林布蘭，到了美術

館，幾乎把鼻子貼到他的畫作上。」根據這段文字，

下列關於張贊桃燈光設計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林布蘭的畫當作

舞臺背景 

(B)作品在臺灣舞評界享有盛名 

(C)能恰如其分的襯托舞臺演出 

(D)國外舞評極少注意他的設計 

( C )13. 「讀完一千本書的價值，並不多於犁過千片田地；

能夠對一幅畫作出適當的描寫，其價值並不多於找

出一輛故障摩托車的毛病。」這句話的意旨，與下

列何者最接近？ 

(A)精神勝於物質 (B)實用重於美觀 

(C)勞力者不遜於勞心者 (D)拿筆者比不上拿鋤者 

( C )14. 「『個人資料保護法』強調，須經當事人同意才能

蒐集與處理其個資，而且僅能用於特定目的。眾人

為使用地圖導航或方便聯繫，只能同意交付行蹤與

通訊內容給 Google 或 LINE 這些資訊服務業者，

若不同意就不能使用服務。然而，業者也因此得以

持續使用源源不絕的個資。」根據這段文字，下列

關於個資蒐集或處理的敘述，何者最恰當？ 

(A)使用者交付行蹤與通訊內容是為了讓業者蒐集個資 

(B)Google與LINE的安全機制可以有效防止個資外流 

(C)「當事人同意」及「用於特定目的」讓業者可合

法處理個資 

(D)「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若不同意交付個資就不

能使用服務 

( A )15. 「如果我們以人文關懷角度切入，不難發現囤積者

的生命都承受著失落與喪慟。囤積，其實是一種無

法割捨的情感阻礙。只有透過囤積，他們以為自己

並未失去什麼。所以從這個角度來看，囤積者實際

上無法處理的，是關於□□。」根據文意脈絡，空

格處填入下列何者最恰當？ 

(A)分離  (B)收納  (C)時間  (D)理想 

( A )16.  荊州街子葛清，自頸以下，遍刺白居易舍人
詩。荊客陳至呼觀之，令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記
。反手指其札處，至「不是花中偏愛菊」，則有
一人持杯臨菊叢。又「黃夾纈林1寒有葉」，則指
一樹，樹上掛纈2，纈上花紋極細。凡刻三十餘首
，體無完膚，陳至贊為「白舍人行詩圖」也。 

根據這段文字，下列關於葛清的敘述，何者正確？ 

(A)刺青內容取自白詩 

(B)獲贈白舍人行詩圖 

(C)主動展示身上的圖文 

(D)詩句圖文皆刺在背部 

( A )17.  小華向精通文字學的爺爺請教「囷」字的涵
義，爺爺說：「這個字就是稻禾在倉廩中，也就
是穀倉的意思，是一個會意字。」小華立刻說：
「那麼□字也是根據這個原理造出來的囉！」爺
爺高興地說：「你能夠舉一反三，真是孺子可教
也。」 

文中空格處應是下列何者？ 

(A)安  (B)寄  (C)宵  (D)宇 

( B )18.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不敗者。勤字所

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

為本。立意要將此事知得透，辨得穿。精誠所至，

金石為開，鬼神亦避，此在己之誠也。」根據這段

文字，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祭祀鬼神，心誠則靈 

(B)勤慎用兵，以誠為本 

(C)慎可以醫惰，勤可以醫驕 

(D)修身首重勤，次為慎，終為誠 

( B )19. 「65%的英國人承認壺裡的水裝太滿，其實他們通

常只需要泡一杯茶。有人算出，使用電水壺一天額

外產生的能源消耗，足以點亮英國一個晚上所有的

路燈。」根據這段文字，可明確推論出下列何者？ 

(A)35%的英國人只喝冷水不喝熱茶 

(B)至少 65%的英國人意識到自己煮了過多的水 

(C)英國多數的電水壺一次只能煮出一杯茶的水量 

(D)點亮英國一整晚燈的電量相當於使用電水壺一天 

( B )20. 下列文句「 」中的字，何者讀音正確？ 

(A)他對朋友的要求總是「慨」然應允：ㄍㄞˋ 

(B)「囿」於成見，他一直排斥這項工作：ㄧㄡˋ 

(C)警方追捕多年的通「緝」犯，終於在今日落網：ㄐㄧ́  

(D)這家公司處理消費糾紛的過程粗「糙」，引起民

眾反彈：ㄗㄠˋ 

( C )21. 小淳參加王爺爺的壽宴，在會場聽到以下對話，哪

一組用詞最為得體？ 

(A)王爺爺之子：「林先生、林太太，歡迎賢伉儷大

駕光臨。」 

林先生：「敝伉儷恭賀令堂生日快樂。」 

(B)張先生：「王爺爺，祝您生日快樂。」 

王爺爺：「小張，歡迎你光臨貴府。」 

(C)李太太：「王大哥，看你們賢喬梓父慈子孝，令

人好生羨慕！」 

王爺爺之子：「託您的福。」 

(D)王奶奶：「很榮幸內人我可以替您服務。」 

陳太太：「不敢，麻煩王奶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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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2. 「鳩摩羅什願凡所宣譯傳流後世，每云：『天竺國

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以歌嘆為

貴。改梵為漢，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

有似嚼飯與人，非徒失味，乃令嘔也。』」根據這

段文字，下列何者最符合鳩摩羅什對譯經的看法？ 

(A)可因國情不同而修改內容 

(B)首要關鍵在於音律的和諧 

(C)應避免以華麗辭藻干擾文意 

(D)保留原文形式之美並不容易 

( D )23.  皮日休詠房、杜 1詩云：「黃閣 2三十年，清
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
今下「一」字，便有所止矣。 

根據這則詩評，下列關於皮日休詩的敘述何者最恰

當？ 

 

(A)用字遣詞多落入俗套 

(B)數字對仗工整，可稱佳作 

(C)詩句用字精確，傳誦千古 

(D)「一」字影響了詩句的意境 

( A )24.  某心理學家讓兩組學生看同一張人像，對第
一組說：「他是罪大惡極的罪犯。」對第二組說
：「他是一位科學家。」當請學生描述照片中的
人時，第一組學生說：「深陷的雙眼顯現出他充
滿仇恨，突出的下巴證明他在犯罪道路上頑強的
決心。」第二組學生說：「深陷的雙眼顯現出他
思想的深度，突出的下巴證明他在科學道路上堅
強的鬥志。」 

這項實驗設計的目的，最可能是在印證下列何者？ 

(A)先入為主的成見，常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B)做任何事都要有決心與鬥志，才能成功 

(C)昇華與墮落在一念之間，端看如何選擇 

(D)看事情的角度因人而異，無絕對的是非 

( C )25.  龍眼枝甚柔脆，熟時賃慣手1登採，恐其恣食
，與約曰：「唱勿輟，輟則無薪。」樹枝扶疏，
人坐綠蔭中，高低斷續，喁喁2弗已。遠聽之，頗
足娛耳。土人謂之「唱龍眼」。 

根據這段文字，可明確得知下列何者？ 

(A)主人肯錄用沒有經驗的人 

(B)不諳歌唱的工人不予工資 

(C)「唱龍眼」源自於主人防弊的手段 

(D)採龍眼的工人喜在工作時彼此唱和 

( C )26. 下列文句，何者文意通暢、用詞最為恰當？ 

(A)在我軍堅守防線之下，敵軍難以越瑤池一步 

(B)她性格豪邁直爽，英姿煥發，彷彿小家碧玉 

(C)他成功的振興經濟，解民倒懸，獲得眾人愛戴 

(D)教育小孩的方法必須剛烈並濟，才能達到效果 

( B )27. 「客睡何曾著，秋天不肯明。入簾殘月影，高枕遠

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 1。老妻書數紙，

應悉未歸情。」根據本詩，關於詩中主人翁的敘述，

下列何者不正確？ 

 
(A)經濟拮据，生活困頓 (B)親友疏離，借貸無門  

(C)生計無著，徹夜難眠 (D)夫妻分離，兩地相思 

( D )28. 「以為攝影捕攫物象而加以複製便是寫實，是忽略

了攝影和其他藝術共通的創作元素：主觀的選擇。

一旦必須通過人的意識選擇安排而呈現，絕對的客

觀便失去了意義。」這段文字的涵義與下列何者最

接近？ 

(A)客觀的寫實是攝影和其他藝術共通的元素 

(B)攝影藝術所追求的終極境界是絕對的客觀 

(C)個人喜好不同，欣賞攝影作品的角度就不同 

(D)攝影被視為創作，必然具有主觀意識的安排 

( D )29. 下列文句「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A)祭拜祖先時要「舉案齊眉」，以示虔敬 

(B)他在山上隱居，過著「浮雲蔽日」的生活 

(C)社區居民應守望相助，「以鄰為壑」，維護住

家平安 

(D)災民困在地基被掏空的房舍中，如「魚游沸

鼎」，岌岌可危 

( B )30. 「大鐵椎 1，不知何許人。北平 陳子燦省兄河南，

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 青華鎮人，工技擊，七

省好事者皆來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

根據這段文字，可明確得知下列何者？ 

 
(A)大鐵椎是陳子燦的遠房兄長 

(B)陳子燦與大鐵椎在宋府相遇 

(C)宋將軍善使大鐵椎，故別名大鐵椎 

(D)大鐵椎久慕陳子燦之能，從之學藝 

( A )31. 下列文句，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藝術電影叫好不叫座，觀眾寥寥可數 

(B)本公司通訊報名截止日期以郵戮為憑 

(C)半掩的門扉後，漏出一張天真爛漫的笑臉 

(D)求職屢屢碰壁的迥境，打擊了一顆年輕的心 

( D )32. 「擷茶以黎明，見日則止。用爪斷芽，不以指揉，

慮氣汗熏漬，茶不鮮潔，故茶工多以新汲水自隨，

得芽則投諸水。凡芽如雀舌、穀粒者為斗品 1，一

槍一旗 2為揀芽，一槍二旗又次之，餘斯為下。茶

之芽始萌則有白合，既擷則有烏蒂，白合不去害茶

味，烏蒂不去害茶色。」根據這段文字，下列關於

茶葉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太陽剛升起時開始採茶 

(B)茶工要自備飲水現場試茶 

(C)一槍一旗為最上品的茶葉 

(D)烏蒂會影響泡出來的顏色 

( D )33.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數百人。有自外入者
，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眾造妖何為？
」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不得不爾
。」罵者怒少解，曰：「須錢不難，何至作此！
」乃取釜灶杵臼之類，得百餘斤，以少藥鍛之，
皆為銀，乃去。後數年，道士復見此人從一老道
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驢鞭從其後
。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老道士，且搖
手作驚畏狀，去如飛，少頃即不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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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則故事，下列關於「自外入者」的敘述何者

正確？ 

(A)責罵道士搶走自己的信徒 

(B)聽完道士說明後更加生氣 

(C)被道士收買，為道士斂財 

(D)擁有特殊藥物，鍛物成銀 

( A )34.  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
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
楚王曰：「吾聞之：諸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
霸，足於己而群臣莫若之者亡。今以不穀1之不肖
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
以有憂色也。」 

根據這則故事，楚莊王有憂色的原因，最可能是下

列何者？ 

(A)缺乏優秀人才輔政 

(B)群臣不願追隨國君 

(C)朝中小人當道亂政 

(D)難以抉擇施政方向 

二、 題組：（35～48 題） 

請閱讀以下資料，並回答 35～36 題： 

 
( B )35. 關於這則網路新聞查核案件，下列何者是攝影師貝

亞特澄清的事實？ 

(A)海豹為拯救海龜而咬斷釣魚線 

(B)海豹對海龜的擁抱是一種騷擾 

(C)海龜救援海豹的舉動吸引了攝影師 

(D)海龜為了躲避海豹而被釣魚線纏繞 

( B )36. 根據媒體新聞查核分類表與查核結果判斷，這則網

路新聞查核案件的問題最可能屬於哪一類型？ 

 
 
 
 
 
 
 
 
 

請閱讀以下短文，並回答 37～38 題： 

小時候陪母親上市場，夏天裡總要買塊冬瓜回去煮湯。母親

將冬瓜削皮切成小片，用蝦米和蔥爆香油鍋，再將它們投進煮沸

了水的湯鍋中。煎成焦黃的蝦米吱吱叫著，冬瓜片一進鍋裡就安

靜下來，蝦米的燙熱和疼痛彷彿都獲得了安撫。我一直覺得，媽

媽的冬瓜湯，已經是冬瓜最好的料理方式了，這想法被鄰居賈媽

媽的冬瓜盅徹底顛覆。 

賈媽媽有次宴客，當她將一顆矮矮的冬瓜蓋子打開來，我看

見裡頭的羹湯時，驚詫到說不出話來。香菇與干貝的氣味混著冬

瓜的清香，那湯汁說不得混也說不得清。賈媽媽說她先將肥大香

菇泡發，加上金黃色的干貝燉湯，倒進挖空的冬瓜裡再蒸一遍。

那夜賈家姐妹來叫我，說賈媽媽留了冬瓜盅給我，他們家的客人

已經離開了。我們穿越煙霧彌漫混著酒氣的客廳，走進杯盤狼藉

的廚房，冬瓜盅裡的湯汁僅剩一點點，我們拿起小湯匙，挖著冬

瓜肉吃，被湯汁潤透的冬瓜肉透明著，不可思議的美味。 

很多年後，我在一家餐廳吃飯，冬瓜盅上了桌，我起鬨說要

用湯匙舀起瓜肉來吃才過癮。興致勃勃的舀起冬瓜的那一刻，眼

睛忽然酸熱起來。我想起賈家早逝的那個兄弟，各自遠嫁卻又不

斷飄泊的姐妹，想起我們擠在一起挖冬瓜吃的那個永遠不會返來

的童年時光。 

此刻，我獨自提著一片薄薄的冬瓜回家，仍是用母親煮湯的

方式料理，而我的心裡藏著的是繁複美麗的冬瓜盅。我有時候羨

慕冬瓜煮過就透明了，人生卻要經歷多少的烹煮，才能夠明明白

白？ 

――改寫自張曼娟〈一片薄薄的冬瓜〉

( D )37. 根據本文，下列敘述何者最恰當？ 

(A)母親的冬瓜湯會加入泡發的香菇和干貝 

(B)賈媽媽的冬瓜盅須用蝦米和蔥爆香油鍋 

(C)作者覺得吃過最好的料理是母親的冬瓜湯 

(D)作者認為賈媽媽的冬瓜盅的做法較為繁複 

( C )38. 關於本文的寫作分析，下列敘述何者最恰當？ 

(A)以倒敘的手法鋪陳對冬瓜料理的情感 

(B)依序使用視覺、聽覺、嗅覺來摹寫冬瓜盅 

(C)藉著容易煮透的冬瓜思索不易透澈的人生 

(D)由多年後再喝母親的冬瓜湯勾起童年的回憶 

請閱讀以下短文，並回答 39～40 題： 

所謂的「歷史」，是「過去人類的所有活動」；而所謂的「歷

史學」，是「從史料（包括文獻、考古）所能復原過去人類的所

有活動」。從各種史料中，不斷進行研究和比較，逐步接近真實，

這就是歷史學的本色，也是歷史學家所從事的工作。因為這世上

從來無法得到「真實的歷史」，我們所能得到的只有「歷史的真

實」。 

有人問：「《史記》中那麼多私人對話，太史公是如何得知？」

基本上，古人記載事情許多沒有附上出處，但不代表前人所記都

是捏造。太史公如何得知前人的對話，因為在他之前的人是這麼

記載或傳說的。若不能找到更可靠的證據，那就只能選擇記載下

來，頂多寫下可能的疑點，留給後世的史學家再來研究。 

歷史學講究「持之有故，言之成理」，從許多《史記》的內

容來看，太史公所記都有其根據。有些他根據的史料，今日還能

見到，可以驗證這一點。只是太史公時代的書籍，已經有太多亡

佚，因此有更多的記事，今天已經無法得知出處為何。我從不認

為《史記》上的記載「絕對」可信，但若你不相信古人所記的史

事，請拿出更可靠的證據。唯有如此，歷史學才能不斷進步，不

致流於虛無的懷疑。 

――改寫自呂世浩《帝國崛起：一場歷史的思辨之旅 2》

( B )39. 本文以《史記》為例的用意，最可能是下列何者？ 

(A)暗示太史公刻意留下疑點，以提供後世研究 

(B)說明真實的歷史無法還原，但可以逐步接近 

(C)證實太史公看過的史料，現今都還保存完整 

(D)強調史料若未經過驗證，易流於空泛的懷疑 

( A )40. 本文的觀點與下列何者最接近？ 

(A)「歷史」的研究是為了追求「歷史的真實」 

(B)「歷史學」不斷進步可得到「真實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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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史書記載絕對可信，不容後人缺乏實據的懷疑 

(D)為了增加史書的可讀性，作者多半會虛構情節 

請閱讀以下短文，並回答 41～42 題： 

去年，我有幸和教宗參與一場會議，他很關注科技發展的潛

在風險和道德問題。他以深層的思考看待科技：科技的力量從未

如現在這般龐大，但無人能確保科技會被合理明智地使用。 

今日科技已滲透我們的生活，改善我們的生活，但也存在隱

憂。它對安全隱私和社交活動的威脅將不利於社會發展。科技可

以帶來便利，但也可能影響我們的價值、尊嚴和信念。我不擔心

人工智慧讓電腦像人類一樣思考，我擔憂的是人類像電腦那樣思

考――                          。 

當科技在黑暗中摸索時，人性的光輝讓我們看清自己的處境

與面臨的危險。史蒂夫．賈伯斯曾說過，光有科技是不夠的，科

技要與人文、人性結合，才能產生令人欣喜的結果。當你真的投

入，你會發現所做的事情可能改變社會。這意味著，智慧型手機

可讓盲人參加馬拉松比賽，智慧型手錶可以在患者心臟病發作前

捕捉到異常情況，平板電腦可幫助自閉症兒童重新建立與世界的

聯繫。賈伯斯的意思就是：科技應該服務全人類。 

――改寫自庫克〈麻省理工學院 2017 年畢業典禮演講〉

( C )41. 根據本文的文意脈絡，畫線處應填入下列何者最恰

當？ 

(A)不以直覺判斷，立場完全客觀 

(B)透過理性思辨，達到預期結果 

(C)摒棄同理心和價值觀，且不計後果 

(D)遵循固定的模式，無法隨時代更新 

( A )42. 本文的主旨最可能是下列何者？ 

(A)人類應審慎地發展科技 

(B)科技將掌控人類的生活 

(C)人工智慧是科技發展的威脅 

(D)社會進步來自於科技的發展 

請閱讀以下短文，並回答 43～44 題： 

貧瘠的土地可能是富饒的鄉野。 

【甲】例如一個我所知道的湖岸，整個白日，你會以為那只

是供浪花拍擊的所在，那是船無法泊近的一條黑色緞帶。但是，

接近黃昏時，你會看到海鷗飛過一個岬角1，岬角後一群喧鬧的潛

鳥忽然冒出，揭示了一個隱密小灣的存在。你突然衝動地想要上

岸，想要踩在那熊果地氈上，去採鳳仙花，去偷摘海濱的野果，

或獵一隻松雞。此時又轉念，既然有一個小灣，為何不能有一條

游著鱒魚的溪流？於是船向湖岸前進。 

【乙】稍後，做晚餐的煙懶洋洋地飄浮在小灣之上，火在低

垂的枝條下閃爍不定。這是一塊貧瘠、窮乏的土地，但卻是一片

豐饒的鄉野。 

和對歌劇或油畫的品味一樣，人們對鄉野的品味展現個人不

同的審美能力。有些人願意和一群人如牛群般地被趕著去參觀

「風景區」，當看到山上有瀑布、峭壁和湖泊，他們便認為這些

山十分雄偉壯麗。對這些人而言，堪薩斯平原很單調，他們只看

到無邊無際的玉米田，但沒有看到喘著氣的牛隊在草原之海破浪

前進。他們認為歷史生長在校園裡，他們注視著低低的地平線，

卻無法從犎牛2的肚皮底下看著地平線。 

【丙】鄉野和人一樣，尋常的外觀下常常掩藏著不凡的珍

寶，倘使你想發掘這些珍寶，必須在鄉野生活，並且和鄉野一起

生活。長著刺柏的山麓丘陵最為乏味無趣，但是，在一群啁啾的

冠藍鴉突然躥3出藍色的身影後，一座歷經一千個夏日、披戴著藍

色漿果的古老山丘就變得不一樣了。【丁】當一隻雁從天空向一

片單調、無精打采的三月玉米田打招呼時，玉米田便不再單調和

無精打采了。 

――改寫自阿爾多•李奧帕德《沙郡年記•鄉野》

 
 
 
 
 

 

( C )43. 根據本文，作者說「貧瘠的土地可能是富饒的鄉

野」，其原因最可能為下列何者？ 

(A)一般人只注意生活中的衣食所需，卻忽略了大

自然的雄偉壯麗 

(B)表面上貧瘠的土地，卻可能有肥沃的土壤，能

生長出多樣的植物 

(C)具備足夠的審美能力，就能從看似單調的景觀

裡發現豐富的生命力 

(D)只要用心經營，將歷史的經驗與現實的體會相

結合，便可改造土地 

( A )44. 「你突然衝動地想要上岸，想要踩在那熊果地氈

上，去採鳳仙花，去偷摘海濱的野果，或獵一隻松

雞。」句中以「地氈」比喻滿地的熊果。文中畫線

處何者也運用相同的手法？ 

(A)甲  (B)乙  (C)丙  (D)丁 

請閱讀以下短文，並回答 45～46 題：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更衣」，以為姻賓憩息地。稚子數
請所出，因錄班固《漢書》語示之： 

《漢書》：「坐乃起更衣。」顏師古注：「坐，坐中之人。
更，改也。凡久坐者皆起更衣，以其寒暖或變也。」 

《漢書》又載：「延年起，至更衣。」顏師古注：「古者延
賓必有更衣之處。」 

――改寫自洪邁《容齋隨筆》

( B )45. 根據本文，「稚子數請所出」句中「數請所出」的

涵義最可能是下列何者？ 

(A)再三懇請父親出來宴客 

(B)多次詢問小室命名由來 

(C)屢次延請賓客前往休憩 

(D)頻頻敦請姻賓離室用餐 

( D )46. 根據本文，雅志堂後名為「更衣」的小室，其主要

用途與現代哪一種場所最接近？ 

(A)兒童遊戲場 

(B)商場試衣間 

(C)婚禮宴會廳 

(D)賓客休息室 

請閱讀以下短文，並回答 47～48 題： 

治亂之本在君之好惡，好惡在所習。少習也正，其長也必賢；

少習也不正，其長難與共為治矣。不幸而然，則將磨之。孰能磨

之？擇人焉，朝夕相與俱，出入言動相綴接焉，是則可磨之也。

主然1而是2者，助之；主然而違者，替之。不釋3，則極論之。除其

蔽慾而接之以道，不使其見邪者而變焉，其志素定矣，然後可與

共為治。 

――改寫自曾鞏〈論習〉

( C )47. 下列文句「 」中的字，何者意義說明

正確？ 

(A)「孰」能磨之：難道 

(B)朝夕相與「俱」：具備 

(C)主然而違者，「替」之：改變 

(D)「接」之以道：招待 

( D )48. 下列敘述何者最貼近本文的內容？ 

(A)大臣輔政須能執行上意 

(B)大臣應經磨練方能輔政 

(C)國君擇臣宜摒除個人好惡 

(D)國君所習攸關天下之治亂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