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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關於「」中成語的運用，最不合適的選項是： 

(A) 明芳的這番言論真是「深中肯綮」，十分有道理 

(B) 民安自從上任後，施行了一系列「匡謬正俗」的政策，深獲大眾好評 

(C) 董真的思考清晰，最適合處理複雜的案子，可說是「治絲益棼」的最佳代表 

(D) 雅婷告訴學生要懂得「多財善賈」的道理，儘早培養多種的專業技能及人脈   

(E) 思源的主管常常分不清楚人才與奴才的差別，不免讓他有「牛驥同皁」的感嘆 

2. 以下成語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 迫不急待 (B) 翻然悔悟 (C) 不瘟不火 (D) 動輒得救 (E) 未雨愁謀 

3. 下列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 對每個母親來說，孩子是他永遠無法割捨的牽拌 

(B) 小華看到了時代的趨勢，便積極陪養自己的能力 

(C) 小珍花錢如流水，只能看著存褶中的數字日漸短少 

(D) 大明到研究所就讀，如同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畛域 

(E) 在戰爭頻仍的區域，往往也是醫療資源最潰乏的地方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4-5 題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惟憑威

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

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為恨？」 

4. 請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A) 「悉解衣投于地」與「卿衣矣」，兩個「衣」字意義與詞性均相同 

(B) 「人言卿反」與「何反以為恨」，兩個「反」字意義與詞性均相同 

(C) 「然所存，刃鋒也」是指尉遲敬德仍保留太宗賜他的寶刀 

(D) 「悉解衣投于地」，指尉遲敬德用以表示自己沒有暗藏武器 

(E) 「以見所傷之處」是指讓太宗看尉遲敬德之前受過傷的痕跡 

5. 文中太宗「對之流涕」的最可能原因是： 

(A) 對尉遲敬德怨恨自己感到痛心 (B) 對尉遲敬德承認造反感到傷心 

(C) 對尉遲敬德不死感到十分慶幸 (D) 對尉遲敬德忠心與犧牲十分感念 

(E) 對關於尉遲敬德的流言感到憤怒  

6. 甲、海大海小／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池塘／是世界最美的地方 

乙、我們沒有翅膀／和雞和鴨和鴿子／絕對不是同類／要問 請問莊稼人 

丙、我們是哲學家的後裔／跟莊子有親戚關係／沒有毒蛇的地方／就是天堂 

以上三首詩依次在描述： 

(A) 田蛙／井蛙／池蛙 (B) 池蛙／井蛙／田蛙 (C) 井蛙／田蛙／池蛙 

(D) 池蛙／田蛙／井蛙 (E) 井蛙／池蛙／田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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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7-8 題 

甲、離心□□思遲遲，深院無人柳自垂。日暮長廊聞燕語，輕寒微雨麥秋時。 

乙、虛堂□□草蟲鳴，欹枕難忘是舊情。斜月半軒疏樹影，夜深風露更淒清。 

丙、岸闊檣稀波渺茫，獨憑危檻思何長。□□遠樹疏林外，一半秋山帶夕陽。 

7. 依前後文意，□□內依序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A) 杳杳／寂寂／蕭蕭 (B) 杳杳／蕭蕭／寂寂 (C) 寂寂／蕭蕭／杳杳 

(D) 寂寂／杳杳／蕭蕭 (E) 蕭蕭／寂寂／杳杳  

8. 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甲詩在表述作者對萬物靜觀皆自得的超然體會 

(B) 丙詩「岸闊檣稀波渺茫」在描寫所乘之船的雄偉 

(C) 三詩都在描述作者於傍晚時所見的情景 

(D) 唯有丙詩沒有以動物聲音來襯顯出作者心情 

(E) 甲丙兩詩都是描寫作者在秋天時所見的景象 

9. 下列文句的正確排列次序應該是： 

文公在狄十二年， 

甲、公子怒 乙、將適齊 丙、行過五鹿 丁、野人舉塊以與之 

欲鞭之。 

(A) 甲乙丙丁 (B) 乙丙丁甲 (C) 丙乙丁甲 (D) 丁乙丙甲 (E) 丁甲乙丙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10-11 題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

「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__________吾不取也！」奮

衣而去。 

10. 依前後文意，空格內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A) 於是日哭，則不歌 (B)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C)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D) 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 

(E) 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  

11. 郭林宗之所以「奮衣而去」最可能是因為： 

(A) 自認受到陳元方的輕視 (B) 批評陳元方治喪太過奢華 

(C) 陳元方父去世而太過傷心 (D) 不忍見陳元方身體太過瘦弱 

(E) 認為陳元方不是發自內心的哀傷  

12. 以下關於「」內借代的說解，錯誤的選項是： 

(A)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酒 

(B) 拂曉「朔風」悲，蓬驚雁不飛：西風 

(C) 豈不知財多害己，直到「東市」方知：刑場 

(D) 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隱士 

(E) 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戲曲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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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們盡量不要成為器物的奴隸。管子所說__________，說明了君子對器物的主動性。環

視四周，現在有很多人過度追求器物之盛，其實早已遠遠超過生命的實際需要，這就使

自己成了器物的奴隸。 

上文空格中最適合填入文字的選項是： 

(A) 君子使物，不為物使 (B) 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 

(C) 君子覽物之博，通物之壅 (D) 君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 

(E) 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  

14. 「□□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箋、□□帖、南華經、□□賦、屈子離騷，

收古今絕藝，置我窗軒。」以上□□，依序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A) 少陵／右軍／相如 (B) 少陵／相如／右軍 (C) 右軍／少陵／相如 

(D) 右軍／相如／少陵 (E) 相如／右軍／少陵  

15. 甲生若想了解明、清時期的文人生活及社會情況，以下何書的相關性最低： 

(A) 紅樓夢 (B) 幽夢影 (C) 太平廣記 (D) 浮生六記 (E) 徐霞客遊記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16-17 題 

趙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雞亦盡。其子患之 

，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

則□吾食，□吾衣，□吾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饑寒焉。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

雞則已耳，去饑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16. 依前後文意，□內依序填入最適合的選項是： 

(A) 毀／竊／穿 (B) 毀／穿／竊 (C) 竊／毀／穿 

(D) 竊／穿／毀 (E) 穿／毀／竊  

17. 最適合用來形容其父選擇的選項是： 

(A) 饑寒起盜心 (B) 狡兔死走狗烹 (C) 兩害相權取其輕 

(D) 城狐社鼠，不足為法 (E)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18. 芳哲最近生了小孩，下列最不適合送他的題辭是： 

(A) 綿綿瓜瓞 (B) 夢熊之兆 (C) 麟趾呈祥 (D) 慶衍螽斯 (E) 瓊花並蒂 

19. 以下各作家何者不是以日治至光復後的台灣人生活情境作為其主要描寫內容： 

(A) 楊逵 (B) 吳濁流 (C) 朱西甯 (D) 陳千武 (E) 鍾肇政 

20. 以下各句中「信」字的意思，與其他四者不同的選項是： 

(A)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B)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C)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D) 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E)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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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閱讀以下文字，選出依次序最適合填入甲、乙、丙、丁的選項： 

手捧（甲）的小說時，彷彿到達一個久被遺忘的部落。閱讀（乙）的作品時，幾乎可以感

受一個曾經遭到囚禁的身體。涉入一部（丙）的大河小說，便立即捲入蜿蜓曲折的時間淘

洗。打開一冊（丁）時，整個心靈無異於受到鞭笞與凌遲。歷史上被損害以及被頌讚的土

地，正是由最悲傷與最美麗的文學形塑起來。 

(A) 原住民作家／女性文學／本地作家／同志小說 

(B) 本地作家／女性文學／原住民作家／同志小說 

(C) 原住民作家／同志小說／本地作家／女性文學 

(D) 本地作家／同志小說／原住民作家／女性文學 

(E) 同志小說／本地作家／女性文學／原住民作家 

22. 裕軒在讀四本小說時分別抄出以下四幅對聯，依序排列出處，最可能的選項是： 

甲、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 

乙、三千社稷歸周主，一派華夷屬武王 

丙、長生不老神仙府，與天同壽道人家 

丁、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A) 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封神演義 

(B) 紅樓夢／封神演義／西遊記／三國演義 

(C) 紅樓夢／西遊記／封神演義／三國演義 

(D) 三國演義／封神演義／西遊記／紅樓夢 

(E) 三國演義／封神演義／紅樓夢／西遊記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23-24 題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

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

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

諸侯。」 

23. 下列與「辭而不取金」的「辭」字意思相同的選項是： 

(A) 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為 

(B)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C) 善長明習故事，裁決如流，又嫺於「辭」命 

(D) 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 

(E) 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 

24. 孔子之所以不贊成子貢做法的原因是： 

(A) 認為付贖金會使歹徒食髓知味而日漸猖獗 

(B) 認為子貢沒有顧及一般人可以負擔的情況 

(C) 認為子貢的做法會讓魯國失信於其他諸侯 

(D) 認為子貢的做法只是沽名釣譽而非真心付出 

(E) 認為子貢沒有周濟窮人而使他們生活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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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以下關於中國哲學的相關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語出自於《易經》 

(B)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是孟子的主張 

(C)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老子》中的名句 

(D)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是莊子的智慧 

(E) 「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是韓非子的主張 

26. 下列與「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的「思」字意思相同的選項是： 

(A)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B)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C)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 (D) 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 

(E)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27. 「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人焉□哉！人焉□哉！」□號中的字，依次應填

入： 

(A) 以／由／安／瘦／瘦 (B) 安／由／以／庾／庾 (C) 以／由／安／廋／廋 

(D) 安／由／以／嗖／嗖 (E) 由／安／以／蒐／蒐  

28. 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一暴十寒」亦作「一曝十寒」，形容忽冷忽熱 

(B) 「一箭雙雕」亦作「一箭雙彫」，形容射藝高明 

(C) 「再接再厲」亦作「再接再礪」，指持續努力不懈 

(D) 「三皇五帝」亦作「三黃五帝」，泛指遠古的帝王 

(E) 「五臟六腑」亦作「五藏六俯」，意指全部的器官 

29. 下列對句子的詮釋，正確的選項是： 

(A)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此言音樂感人至深 

(B)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此言孔子知人之法 

(C)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此言孔子著述之樂 

(D) 「甚矣吾衰也！久矣，無不復夢見周公！」此言孔子寢臥難安 

(E)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言孔子崇禮之德 

30. 辛棄疾〈摸魚兒〉：「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

情誰訴？」詞中典故所寫的女子是： 

(A) 趙飛燕 (B) 陳阿嬌 (C) 貂蟬 (D) 蔡琰 (E) 卓文君 

31. 下列何詩非言賓主盡歡之樂？ 

(A)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 (B) 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C)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D)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 

(E) 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  

32. 號稱「北宋五子」的理學家，除了周敦頤、張載、程頤之外，尚有： 

(A) 朱熹、陸九淵 (B) 程顥、邵雍 (C) 朱熹、王陽明 

(D) 程顥、朱熹 (E) 陸九淵、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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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下何者為非？ 

(A) 梅月：指農曆一月 (B) 蒲月：指農曆五月 

(C) 辰時：指早上七點至九點 (D) 一更：指晚上七點到九點 

(E) 今年（民國 104 年）是乙未年  

34. 下列對《紅樓夢》中林黛玉的描述，何者正確？ 

(A) 外號「蘅蕪君」 (B) 原為一株「絳珠仙草」 (C) 寫有〈芙蓉女兒誄〉 

(D) 是賈寶玉的堂妹 (E) 平時吃「冷香丸」以保養身體 

35.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詞中包含幾種感官的書寫？ 

(A) 視覺、聽覺 (B) 視覺、聽覺、嗅覺 (C) 視覺、聽覺、味覺 

(D) 視覺、聽覺、味覺、觸覺 (E) 視覺、聽覺、嗅覺、觸覺  

36. 下列選項何者為非？ 

(A) 賀人新婚的題辭宜用「鸞鳳和鳴」 (B) 賀人開業的題辭宜用「大展鴻猷」 

(C) 賀人生日的題辭宜用「松柏同春」 (D) 賀人遷居的題辭宜用「椿萱並茂」 

(E) 賀人競選獲勝的題辭宜用「邦家之光」  

37. 胡適〈瓶花詩〉：「不是怕風吹雨打／不是羨燭照香熏／只喜歡那折花的人／高興和伊□

□／花瓣兒□□落了／勞伊親手收存／寄予伊心上人／當一□沒有字的□□。」詩中空

缺的地方，依序最適宜填入： 

(A) 分離／輕輕／張／書籤 (B) 說話／靜靜／篇／文章 (C) 同行／悄悄／冊／書本 

(D) 共眠／一一／首／小詩 (E) 親近／紛紛／封／書信  

38. 「若夫日出而林菲開，雲歸而嚴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

木綉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實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此段文字有幾個錯字： 

(A) 二 (B) 三 (C) 四 (D) 五 (E) 六 

39. 下列對「」中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A) 今者「薄暮」：夜霧 (B) 履「巉岩」：秀美的山岩 

(C) 披「蒙茸」：稠密的野草 (D) 羽衣「蹁躚」：下墜的姿態 

(E) 予亦「驚寤」：驚嚇的樣子  

40. 以下屬於元代的作家是： 

 甲、白樸       乙、張養浩      丙、袁宏道      丁、吳偉業  

(A) 甲乙 (B) 丙丁 (C) 甲丙 (D) 乙丙 (E) 甲丁 

41. 下列各選項「」中的字，前後意思相異的是： 

(A) 「道」可「道」，非常道 

(B)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C)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D)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 

(E)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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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下列何書不在二十四史之中？ 

(A) 史記 (B) 漢書 (C) 三國志 (D) 新唐書 (E) 資治通鑑 

43. 下列選項何者沒有點出秋天的時序？ 

(A)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B)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 

(C) 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D) 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 

(E) 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 

44. 以下何人的作品是著重描寫民國初年湘西的風光？ 

(A) 鹿橋的《未央歌》 (B) 沈從文的《邊城》 (C) 蕭紅的《呼蘭河傳》 

(D) 高行健的《靈山》 (E) 錢鍾書的《圍城》  

45. 陶淵明〈歸去來辭〉：「甲、復駕言兮焉求        乙、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丙、世與我而相違    丁、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此段文字的順序應是： 

(A) 甲乙丙丁 (B) 乙丙丁甲 (C) 丙甲乙丁 (D) 丁丙甲乙 (E) 丁丙乙甲 

46. 下列對詞語的解釋，錯誤的選項是： 

(A) 柔荑：指女子的玉手 (B) 桂魄：月的別稱 (C) 桃符：代指春聯 

(D) 桑戶：指農婦所居之處 (E) 梵宇：佛寺之意  

47. 「肝膽」二字是屬於六書中的 

(A) 象形 (B) 指事 (C) 會意 (D) 形聲 (E) 轉注 

48. 「煢煢」孑立，其音與下列何者相同？ 

(A) 營營 (B) 窮窮 (C) 丸丸 (D) 凡凡 (E) 炯炯 

49. 「承  惠予佳茗，正弟所盼，雲情盛意，卻之不恭，謹拜領，並申謝忱。」此便條文

為： 

(A) 謝任用 (B) 謝慰問 (C) 謝邀宴 (D) 謝來訪 (E) 謝饋贈 

50. 下列不是對句的選項是： 

(A) 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B)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C)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 (D)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E) 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