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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本試題！
★考試開始鈴響前，考生請注意：
一、 不得將智慧型手錶及運動手環等穿戴式電子裝置攜入試場，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
分。
二、 請確認手機、電子計算機、手提袋、背包與飲料等，一律置於試場外之臨時置物區。
手錶的鬧鈴功能必須關閉。
三、 就座後，不可擅自離開座位。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書寫、劃記、翻閱試題本或作答。
四、 坐定後，雙手離開桌面，檢查並確認座位標籤與電腦答案卡之准考證號碼是否相同？
五、 請確認桌椅下與座位旁均無其他非必要用品。如有任何問題請立即舉手反映。

★作答說明：
一、 本試題（含封面）共 10 頁，如有缺頁或毀損，應立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補發。
二、 選擇題答案請依題號順序劃記於電腦答案卡，在本試題紙上作答者不予計分；電腦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若未按規定劃記，致電腦無法讀取者，考生自行負責。
三、 選擇題為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計 100 分，請選擇最合適的答案。
四、 本試題必須與電腦答案卡一併繳回，不得攜出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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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常見詞語「 」內的字，讀音皆正確的選項是：
甲、長「吁」短歎：ㄒㄩ
乙、樂透彩「券」
：ㄐㄩㄢˋ 丙、劍拔「弩」張：ㄋㄨˊ
丁、浪費公「帑」：ㄊㄤˇ 戊、
「正」月初一：ㄓㄥ
己、天衣無「縫」：ㄈㄥˊ
(A) 甲丙丁
(B) 甲丁戊
(C) 乙丙己
(D) 乙戊己
(E) 丙丁戊
2. 下列選項，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A) 新型冠狀病毒肆謔全球，已逾數萬人死亡，同時重創世界經濟發展
(B) 面對武漢肺炎，與其沮咒病毒，不如勤加洗手，卻實做好個人衛生
(C) 防疫期間，囤積口罩哄抬價格的行為，已觸患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
(D) 能曲突徙薪、超前部署，是台灣防疫工作獲得高度成效的關鍵之一
(E) 刻意隱匿病情、四處散播病毒的人，真是罪無可換，應當處以重刑
3. 下列詞語，可代稱「月亮」的共有幾個？
金烏、玄兔、姮娥、冰輪、望舒、皓魄、嬋娟、玉蟾
(A) 三個
(B) 四個
(C) 五個
(D) 六個

(E) 七個

4. 陶淵明〈歸去來辭〉
：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下列選項中之「景」字，何者與
此句「景」字意思相同？
(A)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
(C) 「景」物紛為異，人情賴此同
(E) 青春易蹉跎，晚「景」看淒涼

(B) 懷雜道轉迥，尋異「景」不延
(D)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5. 古人言談、行文常使用「謙詞」
，以示自我謙抑。下列選項「 」內的詞語，何者屬於謙詞？
(A)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
(B)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C) 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
(D)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E) 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6. 依動物的特性來造語，意義有正面、有負面。下列成語，哪一組都是正面或肯定的意義？
(A) 筆走龍蛇／名魁虎榜／巴蛇吞象
(B) 羚羊掛角／木雞養到／鳶飛魚躍
(C) 獨占鼇頭／馬革裹屍／沐猴而冠
(D) 鳳毛麟角／犬馬之勞／馬牛襟裾
(E) 牛驥同皁／守株待兔／狗彘不若
7. 下列「 」中，有關「法律統一用字」及「法律統一用語」的運用，何者正確？
(A) 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規畫」下，防疫成效備受世界各國讚譽
(B) 符合補償辦法規定的受災戶，可向政府相關單位「聲請」補助或紓困
(C) 交通部觀光局的「僱員」，在桃園機場執行勤務時，感染了武漢肺炎
(D) 因應武漢肺炎，勞動部「制定」安心就業計畫，自今年 1 月 15 日生效
(E) 居家隔離者有擅自外出或其他違規情節，可處 10 萬至 10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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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俗稱臺灣故宮或臺北故宮，別名中山博物院，為臺灣最具
規模的博物館以及臺灣八景之一，也是古代中國藝術史與漢學研究機構。館舍坐落在臺北
市士林區，□□□□，富麗堂皇，堪稱是建築藝術的代表。」
上列敘述，□□□□中，最不適合填入的詞語是：
(A) 畫閣朱樓
(B) 鳥革翬飛
(C) 篳門圭竇
(D) 雕梁畫棟
(E) 鉤心鬥角
9. 某大學校長寫信給立法委員，信封上的啟封詞，最適當的選項是：
(A) 敬啟
(B) 道啟
(C) 安啟
(D) 台啟

(E) 勛啟

10. 荷默希坎姆〈十月的天空〉
：
「若欠缺有待克服的障礙，在多樣的人生經驗中將失去一些回
饋的喜悅；若欠缺需要跋涉的黑谷，山頂的時光，只怕不到一半的美妙。」
下列詩句的寓意與上文最相近的選項是：
(A) 不肯迂迴入醉鄉，乍吞忠梗沒滄浪
(B) 詠到毛詩風第一，畫來眉樣月初三
(C) 落盡殘紅始吐芳，獨佔人間第一香
(D)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E) 更深彈罷背孤燈，窗雪蕭蕭打寒竹
11. 拿破崙說：
「『不可能』這個詞，只在愚人的字典中找得到。」這句話主要是在提醒我們不
要犯什麼錯？
(A) 如丘而止

(B) 一得之愚

(C) 猶豫不決

(D) 一曲之見

(E) 大愚不靈

12. 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下列詩句意涵最接近「讚嘆後起之秀、人
才輩出」的選項是：
(A) 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門萬戶開
(B) 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先生號素王
(C) 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D)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捲土來
(E) 古來將相本無種，庸眾何為色不平
13. 屈原〈漁父〉
：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漁父要向屈
原表達的處世理念，與下列何者的表現最相近？
(A)
(B)
(C)
(D)
(E)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

14. 漢樂府〈長歌行〉
：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
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根據本詩，下列選
項中「水」的意象，何者與「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最接近？
(A) 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C)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E) 送君腸斷秋江水，一去東流何日歸

(B) 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為誰
(D)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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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瓦歷斯•諾幹：「在巨大的黑夜消褪之前／在綿密的烏雲逝去之前／我謹守啼鳴的誓言／
呼喚終將來臨的金陽／刺破面具背後的不公／戳穿神話背後的不平」
細繹上列現代詩，可知所歌詠的對象應是：
(A) 蛙
(B) 雞
(C) 夜鶯
(D) 烏鴉
(E) 貓頭鷹
16. 根據下文，我們要使生命具有可讀性，應該如何做？
蔡琴唱過：
「讀你千遍也不厭倦。」然而，今天我們發現的是讀你一遍就已厭倦，為
什麼？因為，面目可憎！你要知道，情愛就是要閱讀對方，一頁一頁地翻開。問題在：
愛人的心不能是玻璃做的，是玻璃做的，就沒有閱讀人的能力。此外，我們本身要有可
讀性，所以生命要隨歲月生長，否則，人世間怎有一生一世的愛，怎有天長地久的愛！
(王邦雄〈再論緣與命〉)
(A) 大量購買書籍
(B) 追求青春永駐
(C) 保持樂觀精神
(D) 學習逆來順受
(E) 不斷充實內涵
17.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最適當的選項：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
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
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蘇軾〈靈璧張氏園亭記〉）
(A) 作者強調仕宦之路多坎坷，極力反對讀書人當官
(B)
(C)
(D)
(E)

作者稱許「安於故而難出」的處者，以之為讀書人的典範
作者認為「違親絕俗」、「懷祿苟安」皆是躁進必仕的弊端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意近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本文主旨同於「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18. 閱讀下文，請判斷王於期認為趙襄主學「駕御之術」時，必須掌握的最重要訣竅是哪一選
項？
趙襄主學御於王於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
「子之教我御，術未
盡也。」對曰：
「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
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
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韓非子•喻老》）
(A) 馬體安於車
(B) 人心調於馬
(C) 心皆在於臣
(D) 追速以致遠
(E) 誘道而爭遠
19. 蔣勳說：
「人常常覺得生命裡有那麼多的遺憾，大概是因為不知道放棄，忙著占有、占有、
再占有，一路抓，一路丟，結果是一無所得，連原來拿在手上的，也沒有仔細看清楚。」
下列哪一個詞語最適合作為這段文字的註腳？
(A) 欲深谿壑
(B) 得不償失
(C) 利令智昏
(D) 虎嚥狼吞
(E) 偃鼠飲河
20. 子曰：「興於□，立於□，成於□。」空格依序應填入：
(A) 禮、智、信 (B) 仁、義、禮 (C) 智、仁、勇 (D) 詩、禮、樂 (E) 禮、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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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閱讀下列文字，括號中甲、乙、丙、丁應填入的書名或作者，依序是哪一選項？
「(
甲
)不但是史學、也是文學的權威，它的文學技巧，表現在記敘辭令和描寫戰爭
上最為傑出。另外有兩部書，同樣是文學的經典：(
乙
)首創紀傳體，在 130 篇中，
列傳佔了全書的過半數，可見歷史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所描寫的人物，至今也都
還活現在紙上。(
丙
)則成書於四人之手，後來的正史全用它的體製，斷代成書。而
(
丁
)以一人之力，編寫唐及五代兩部正史；反對用《春秋》褒貶之義來抹殺或歪曲
史實的做法，表現了出色的史學思想。」
(A) 左傳、史記、漢書、司馬光
(B) 史記、漢書、左傳、司馬光
(C) 左傳、史記、漢書、歐陽修
(E) 戰國策、史記、漢書、司馬光

(D) 戰國策、史記、漢書、歐陽修

※閱讀下文後，回答 22-23 題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
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曰：
「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
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公子重耳對客曰：
「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
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
「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節錄自《禮記•檀弓下》）
22. 「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意謂：
(A) 出外逃亡不可太久，不可錯過回國繼承君位的時機
(B) 出外逃亡不可太久，應隨時戒慎恐懼避免任何過失
(C) 不可拖延過久才辦理喪事，更不可錯過了良辰吉時
(D) 辦理喪事的時間不可太久，守喪時也不可以有過失
(E) 辦理喪事的時間不必太久，應該珍惜時間充實自己
23. 重耳「稽顙而不拜」是因為：
(A) 過度傷心，以致於忘記遵守禮節
(C) 尚在守喪期間內，跪拜不合禮節
(E) 表明自己還不是晉獻公的繼位人

(B) 明確表達對已故父親的深重敬愛
(D) 重耳位高，依禮不必向使者拜謝

24. 小白是位善於利用時間的高手，以下為其某日行程：「日曙→讀書」、「夕舂→散步」、
「昧旦→舞劍」、「晌午→小睡」、「日晡→訪友」、「未時→練字」。若以二十四小時
制來標示時間，其行動依序應是：
(A) 舞劍、讀書、小睡、練字、訪友、散步 (B) 讀書、訪友、散步、舞劍、小睡、練字
(C) 讀書、小睡、舞劍、練字、訪友、散步 (D) 舞劍、讀書、小睡、練字、散步、訪友
(E) 舞劍、練字、訪友、小睡、散步、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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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鄭燮〈竹石〉：「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作者藉巖竹的堅勁精神，暗寓意志堅定，不向現實環境低頭的志節。下列詩句所呈現的意
涵與〈竹石〉詩最相近的選項是：
(A) 征夫懷遠路，夙駕上危巒。獨掩窮途淚，長歌行路難
(B) 綠江深見底，高浪直翻空。慣是湖邊住，舟輕不畏風
(C)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
(D) 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
(E) 馴擾將無懼，翻飛幸不猜。甘從上林裡，飲啄自徘徊
26. 下列關於天人關係的敍述，依序應為哪一位先秦諸子的看法？
甲、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乙、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丙、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A) 荀子、楊朱、莊子
(B) 荀子、老子、孟子
(C) 墨子、楊朱、孟子
(D) 墨子、老子、莊子
(E) 墨子、楊朱、莊子
27. 下列選項，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A) 她的談吐風采，及優雅大方的姿態，讓在座的女士都相形見拙
(B)
(C)
(D)
(E)

對手傲慢的態度，讓大家同仇敵慨，立誓用亮眼的業績出一口氣
他每天吃消夜，油炸甜食都不忌口，想當然耳會有三高的健康警訊
人應努力成長學習，若是傭傭碌碌，即使活得長久，也只是虛度此生
同學在課堂上分享的故事，不僅讓大家覺得獲益豐富，也十分奈人尋味

28. 下列關於先秦諸子的發展與影響，敘述正確的是：
(A) 孔子以「仁」為其學說核心，對夏商周三代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B) 老莊學說主張「自然、無為」，影響力及貢獻極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C) 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反對一切戰爭，在立場上與儒家對立
(D) 法家包括商鞅的「術」、申不害的「勢」與慎到的「法」，而由韓非集其大成
(E) 縱橫家在戰國時期，以縱橫捭闔之策遊說諸侯，張儀、鄒衍都是著名的謀士
29. 張岱〈自題小像〉
：
「功名邪？落空。富貴邪？如夢。忠臣邪？怕痛。鋤頭邪？怕重。著書二十
年邪？而僅堪覆甕。之人邪，有用莫用？」
有關文中的作家處境，最適當的描述是：
(A) 晴耕雨讀，安貧樂道
(D) 落魄狼狽，賣文維生

(B) 自我嘲諷，一事無成
(E) 面對抉擇，茫然無措

(C) 棄文務農，悔不當初

30.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

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范仲淹形容漢光武帝與嚴光之間的關係，下列詞語最適合用來形容的是：
(A) 相得益彰
(B) 伯仲之間
(C) 唇亡齒寒
(D) 雙雄競秀
(E) 推心置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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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子曰：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

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論語•子罕》）
根據本文，下列解釋正確的是：
(A)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子路不齒與穿著狐貉皮襖的人站在一起
(B) 「不忮不求」：孔子提醒子路，不要因自卑反而表現自大
(C) 「何用不臧」：孔子批評子路這種行為是不善的
(D) 「終身誦之」：子路藉由記誦孔子的話，時時糾正自己不當的行為
(E) 「是道也，何足以臧」：孔子認為這是很基本的道理，不值得稱道
※閱讀下文後，回答 32-34 題
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為青羊宮，溪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溪，平望如薺。水木清
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
從灌口來」是也。
人家住溪左，則溪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溪。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
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
。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溪為板橋一，覆以水檻，乃
睹「浣花溪」題榜。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溪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
曰「百花潭水」
。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為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
爾爾。（節錄自鍾惺〈浣花溪記〉）
32. 下列「 」中的字，意思前後相同的是：

(A)
(B)
(C)
(D)
(E)

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隔岸陰森者「盡」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則溪蔽不「時」見╱天不再與，「時」不久留
一亭「樹」道左╱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乃」睹浣花溪題榜╱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33. 有關上文的說明，最適當的是：

(A)
(B)
(C)
(D)
(E)

本文是作者溯溪而行所見之景色
此溪之名稱由來和杜甫的居室有關
本文主要是採用視覺、聽覺交互描寫
溪水時見時隱是因為樹木繁茂擋住視線
作者對杜甫祠堂中的畫像粗劣頗有微詞

34. 下列對聯中歌詠的人物，與文中「武侯祠」所供俸的人物相同的是：

(A) 一對二表三分鼎╱六出七縱八陣圖
(B) 讀孔子遺書惟愛春秋一部╱存漢家正統豈容吳魏三分
(C) 二帝蒙塵，淚血千秋含激憤╱一生完節，清風萬古仰忠貞
(D) 剛正不阿，留得正氣沖霄漢╱幽愁發憤，鑄成信史照塵寰
(E) 氣備四時，與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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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列有關祝賀的題辭，搭配正確的是：

(A) 輸巧婁明╱工廠
(D) 左圖右史╱政界

(B) 陶朱媲美╱藝廊
(E) 高軒蒞止╱法界

(C) 秘傳金匱╱餐廳

36. 下列乃龔鼎孳為北京某劇樓題寫的一副對聯，正確的順序應是：

甲、五萬春花如夢裡 乙、看遍翠暖珠香 丙、曾睡崑崙
丁、大千秋色在眉頭 戊、記得丁歌甲舞 己、重遊瞻部
(A) 甲乙丙丁戊己
(B) 甲戊己丁乙丙
(D) 丁戊丙甲乙己
(E) 丁乙丙甲戊己

(C) 丁乙己甲戊丙

37. 下列文句，不屬於誇飾法的是：

(A)
(B)
(C)
(D)
(E)

舳艫千里，旌旗蔽空
西北有高樓，上與白雲齊
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

38.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

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下列選項何者與漢武帝所下詔書內容不符？
(A) 對任內的功業有廣大願景
(B) 對自己的管理方式深具信心
(C) 敢用特立獨行、標新立異的人
(D) 對「才能」的重視遠勝於「德行」
(E) 有才之人仍須歷練，否則恐致亡國
39. 王灣〈次北固山下〉
：
「客路青山下，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

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詩歌常以洗鍊的文句描寫景物，下列選項何者
與本詩所述不符？
(A) 旅行時在船上所見之景
(D) 夜將盡時太陽冉冉升起

(B) 當時應該屬於漲潮時分
(E) 春天宣告轉眼又過一年

(C) 以逆風向前來暗喻心境

40. 有關本文中老闆娘的這段話，下列最適合的描述是：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噹噹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
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黃天榮的米粉，桂林城裏，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爺爺是靠
賣馬肉米粉起家的，兩個小錢一碟，一天總要賣百把碟，晚來一點，還吃不著呢。(白先
勇〈花橋榮記〉)
(A) 對現今事業有成的志得意滿

(B) 對爺爺祖孫情誼的懷念追憶

(C) 對無法重回過去榮光的感傷
(E) 對未能習得祖傳手藝的懊悔

(D) 對往日風光回憶的自信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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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據文意，□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是：

但我總會記得一些什麼吧，崩解的意識像是秋日的□，一會兒盪到我的眼前，還看
得不夠真切，再一會又擺回心底的黑暗處。我記得童年老家穀倉的□，轉身，卻發現穀
倉裡空無一人。我尋遍所有的角落，直到夜幕低垂，放聲哭了一場。我一遍一遍□當年
被遺棄的感覺。（呂政達〈最慢板〉）
(A) 鞦韆╱大風吹╱回味
(B) 鞦韆╱捉迷藏╱溫習
(C) 鞦韆╱捉迷藏╱回味
(D) 翹翹板╱捉迷藏╱回味 (E) 翹翹板╱大風吹╱溫習
42. 下列是陳映真〈父親〉的一段文句，請依文意選出最適當的排序：

這以後，父親白日裡勞動，
甲、幾年後，父親在那些上了中學的同學尚未畢業以前
乙、取得日政下「高小政教員」的文官資格
丙、通過了檢定考試
丁、夜夜挑燈苦讀，凌晨始休
(A) 甲乙丙丁

(B) 乙丁甲丙

(C) 乙甲丁丙

(D) 丁甲丙乙

(E) 丁乙丙甲

※閱讀下文後，回答 43-44 題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蓏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
享者，達官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
好種植，能手接花木。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授以花史，□艴然擲而去
之。□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於林間，諦看花開花落，□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
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陳繼儒〈花史跋〉）
注：《花史》，書名，即《花史左編》。
43. 上文中的□，依序應為：
(A) 將、便、若、雖
(D) 雖、將、若、便

(B) 便、若、雖、將
(E) 雖、若、便、將

(C) 若、將、雖、便

44. 關於本文主旨，最適當的選項是：
(A)
(B)
(C)
(D)
(E)

勿因利益當前，而忽略了自然之美
鼓勵效法陶潛與東坡，享受田園之樂
環境能改變人的氣性，應多與大自然接觸
讀二十一史不如讀花史，更能明白萬物興變
擁有與自然契合的靈性，才可品味山林間的野趣

45. 下列成語，非出自先秦諸子的是：
(A) 齊人之福
(B) 巧言令色

(C) 殺身成仁

(D) 雞鳴狗盜

(E) 為淵驅魚

46. 下列「 」中的字，讀音前後相同的是：
(A) 「朔」日╱橫「槊」賦詩 (B) 「偈」語╱玩歲「愒」日 (C) 「戮」力╱「繆」以千里
(D) 「溽」暑╱海市「蜃」樓 (E) 「痀」僂╱父母「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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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後，回答 47-48 題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
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柳宗元〈蝜蝂傳〉）
47. 下列「 」內的詞，前後意思相同的是：
(A) 「善」負小蟲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B) 雖困「劇」╱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
(C) 「卒」躓仆不能起╱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
(D) 「苟」能行╱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
(E) 極其力不「已」╱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48. 柳宗元利用蝜蝂的生物特性，最可能暗喻什麼道理？
(A) 拒人千里，不識好歹
(B) 黔驢技窮，徒勞無功
(D) 好高騖遠，生財無道
(E) 嗜取無厭，不知悔悟
49. 下面成語，何者不能用來形容美女？
(A) 姑射神人
(B) 顏如宋玉
(C) 皓齒蛾眉

(C) 螳臂擋車，不切實際

(D) 領如蝤蠐

(E) 出水芙蓉

50. 下列「 」內的詞語，使用最適當的是：
(A) 老陳憑藉著自己是總經理的親戚，時常「橘化為枳」仗勢欺人
(B) 小明為了存錢買房子，省吃儉用，即使「簞食壺漿」也要堅持到底
(C) 小華凡事不與人爭，在工作崗位上總是展現「拱手而取」的謙讓態度
(D) 商場上的爾虞我詐，讓他不禁懷念家鄉「雞犬相聞」、人情濃厚的生活
(E) 感於社會風氣逐日敗壞，政府決定大刀闊斧、「矯俗干名」好好整頓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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