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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單 選 題 （ 占 68 分 ）
說明：第1題至第34題，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畫記在
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者，得2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
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 下列各組「」內的字，讀音相同的是：
(A)笑「靨」逐開／夫晉，何「厭」之有
(B)緣「慳」一面／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
(C)繁星熠「燿」／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D)「躊」躇不決／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
2. 下列「」內前後字義完全相同的是：
(A)「假」公濟私／狐「假」虎威

(B)寡人好「貨」／「貨」比三家

(C)千「秋」功過／一葉知「秋」

(D)之子于「歸」／視死如「歸」

3. 下列文句「」內的並列複合詞，其中二字意涵相差最遠的是：
(A)「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B)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C)阮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D)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
4. 下列各句中沒有錯別字的是：
(A)如此東遮西掩，益發顯得事情不單純、欲蓋彌張
(B)近年來，各方少年棋士爭出頭，真可謂英雄備出
(C)經過他的巧手佈置，這棟屋齡五十年的宿舍頓時渙然一新
(D)累積了紮實的基層工作經驗，他逐漸成為公司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5. 下列各句中畫線語詞運用不當的是：
(A)文章流暢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還在言之有物
(B)高溫炎熱的氣候非但沒有難倒他，卻磨鍊出他的堅忍不拔性格
(C)他深情地說：「我不僅愛她的美德，甚至也愛她的貧困和不幸。」
(D)文藝創作者必須深刻體會生活，惟其如此，方能呈現感動人心的作品
6. 下列各句成語運用恰當的是：
(A)他落落大方的風度，天花亂墜的流利言語，在演說中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B)評審委員經過反覆思考、一次次地品頭論足，終於決定了文學創作獎的得主
(C)突發性心血管患者生命垂危，必須前仆後繼地送醫急救，爭取黃金救治時間
(D)研究者一遇到「起源」問題似乎就一籌莫展，舉凡宇宙起源、生命起源、語言起源、
思維起源，莫不皆然
7. 題辭是中國人婚喪喜慶時不可或缺的贈語，用法正確的是：
(A)賀訂婚可用「緣訂三生」，賀結婚可用「天賜遐齡」
(B)賀生子可用「弄瓦徵祥」，賀生女可用「明珠入掌」
(C)賀當選民代可用「眾望所歸」，賀書法優勝可用「龍飛鳳舞」
(D)賀喬遷新居可用「里仁為美」，賀新店開張可用「貨殖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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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語的運用常會隨時間而改變，造成一詞多義的現象。下列「」中的成語，詞義相同且
用法並無改變的是：
(A)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為了爭奪
權勢，政客鎮日「鉤心鬥角」，互相陷害
(B)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
伏聞諸典校摘抉細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
(C)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園內傳齊人，一一盤查。雖不免大家賴
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
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D)八戒道：這廝銳氣挫了，被我那一鈀打進去時，打得「落花流水」，魂飛魄散／暫
遊大庾，白鶴飛來誰共語。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度花。春來春去，人在「落花流
水」處。花滿前蹊，藏盡神仙人不知
9. 下列是一段散文，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正確的選項：
「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裏，也不限在畫裏
甲、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
乙、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
丙、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
丁、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
戊、到處都有，隨時可得
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夏丏尊《平屋雜文》）
(A)甲丁乙丙戊

(B)甲戊丁丙乙

(C)戊丙乙甲丁

(D)戊丁甲丙乙

10. 報刊雜誌的「標題」，具有提綱挈領、指引內容的效果，故標題寫作除強調修辭趣味以
吸引讀者外，仍須留意與事件、評論內容的緊密結合。
「哈日風潮
與「韓國藝人訪臺

新新人類的次文化」

粉絲機場接機」相較，前者明顯較具評論性質，後者則傾向敘述事

實。下列標題明顯帶有評論性質的是：
(A)具備正義感

未必能做正確的事

(B)腸病毒肆虐

高雄考慮停課因應

(C)紐約道瓊效應
(D)春節假期

東京股市爆量大跌

交通部長承諾國道五號大致暢通

11.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甲乙二士應試，甲曰：
「我夢一木沖天，何如？」乙曰：
「一木沖天，乃『未』字也，
恐非佳兆。」因言己夢一雉貼天而飛，此必文明之象，穩中無疑矣。甲搖首曰：「咦！
野味。」（佚名《笑林廣記》）
(A)甲夢到「一木沖天」，但自己未具判斷吉凶徵兆的能力，所以特地向乙請益
(B)乙將「一木沖天」的形象，刻意與「未」字的形體與意義連繫，用以戲弄甲
(C)甲認為「一雉貼天而飛」的夢兆，具有高空盤旋的意思，所以乙的夢兆為吉
(D)乙將「雉」視成可獵食的禽鳥，因此稱為「野味」，而甲卻取「也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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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有關各文學家的敘述，正確的是：
甲、白居易詩求平易，與元稹時相唱和，世稱「元白」
乙、歐陽脩為北宋深具影響力的文壇領袖，以倡導古文自任
丙、李白才情洋溢，其詩大多具有方外遊仙的思想，故世稱「詩仙」
丁、蘇軾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赤壁賦〉表現他豁達自適的人生體悟
戊、韓愈倡導樸實的駢文，蘇軾說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丁

(D)丙丁戊

13. 下文典故皆出自中國古典小說，所提到的小說書名，依序正確的選項是：
「一抬頭，已是康熙年間。且把兄弟肝膽、十萬軍機都換它一計空城沽酒去，與孔
明對酌。他怡怡然撫琴，拂塵的童子已睡，只聽得他頻頻頷首，道：天機至此甚明；那
青埂峰下 的石頭 合該煉 得一身靈 秀了！ 這世間 躲不過一 場情劫 。待要 請問這劫 之一字
如何了法？他一指豎在嘴前只說：噓，你聽聽，林沖正夜奔。」（簡媜〈章回小說〉）
(A)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

(B)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

(C)水滸傳／聊齋志異／紅樓夢

(D)聊齋志異／西遊記／紅樓夢

14. 人生難免遭逢抉擇兩難的處境，下列詩句未表達兩難的處境及其複雜心情的是：
(A)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B)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浮雲，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C)前年伐月支，城下沒全師。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無人收廢帳，歸馬識殘旗。
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
(D)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霑巾
15. 下列關於人物言語或行為的分析，錯誤的是︰
(A)馮諼託言孟嘗君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顯示民意重於私利的政治理念
(B)諸葛亮建議後主要「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是希望後主能諮諏善道，察納雅
言
(C)燭之武勸秦伯「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提醒他不要用自己的薄情
寡義來襯托鄰國國君的仁厚寬容
(D)魏徵諫太宗「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強調民心向背對主政者的重要
16. 下列文句中的「小人」，由社會地位高低界定的是：
(A)《論語‧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B)〈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頹也
(C)〈訓儉示康〉：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
用，遠罪豐家
(D)〈林沖夜奔〉：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
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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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古典山水遊記中，有些著重於山景本身的描寫，有些則強調憑高望遠的體驗。柳宗元〈始
得西山宴遊記〉就首先寫登西山以望遠之經驗，進而推至「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
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的修養境界。以下敘述 沒有觸及 心境上之感受
或體悟的是：
(A)蘇轍〈黃州快哉亭記〉：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
(B)方苞〈遊雁蕩記〉：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岩深壁削，仰而
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
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
(C)徐宏祖〈遊雁蕩山日記〉：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峰下。諸峰朵朵，僅露一頂，
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
立，內石筍森森，參差不一
(D)范仲淹〈岳陽樓記〉：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
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
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18. 敘事觀點是作者選擇敘述故事的角度，常見的有以「我」的身分講述的第一人稱，以「你」
為聽話者的第二人稱，以第三者、局外人的立場講述的第三人稱。下列敘述屬於第一人
稱的是：
(A)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
(B)得參想，「要買一桿，可是官廳的專利品，不是便宜的東西，那兒來的錢？」
(C)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
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D)只聽那台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
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
19. 依照文意，敘述不正確的是：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 蓬草，
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 漁翁，裝一個農夫，
裝一個走江湖的桀卜閃（吉卜賽人），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盡
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顏色的長巾包在你
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
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著你的體重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
一雙腳在你的底下。（節選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閒話〉）
(A)「你」推遠了讀者與作者的心理距離
(B)文章的基調是謳歌「自由」與「自然」之美
(C)現實中人不得自由，往往肇因於過度在意世人的眼光
(D)裝扮成牧童、漁翁、農夫、桀卜閃、獵戶，意指毋須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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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最符合引文主旨的選項：
歐洲人為什麼在十八世紀時興起喝茶的風氣呢？部分的原因與「中國風尚」
（chinoiserie）的流行有關。
「中國風尚」的流行是明末以來，中國與西方長期交流下，
透過傳教士及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的闡釋，以及中國文物在歐洲的大量出現，而使
得歐洲人產生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想望。喝茶是體現這種想望的方式之一。而當時世界
上只有中國產茶、出口茶葉。因為喝茶，使用茶具，因此中國瓷器也普遍流行。到了十
八世紀中葉時，不只是上流社會飲茶，下至庶民也都喝茶。不但有專門的茶 店（teahouse）
，
而且也有人沿街叫賣泡好的茶。歐洲原來的無酒精飲料只有白水、果汁、牛奶，蔗糖、
咖啡、茶葉及巧克力的輸入，大大豐富了他們的生活情趣。但是茶價最為低廉，因此也
就最容易普及。茶葉在一時之間，成為歐洲人從亞洲進口最多、獲利率最高的商品。
（改
寫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
(A)進口茶葉利潤高，所以瓷器在歐洲普遍流行
(B)茶葉和瓷器融入了十八世紀歐洲的日常生活
(C)傳教士對中國文明的解讀，是歐洲「中國風尚」流行的最重要因素
(D)中國茶葉輸入豐富了歐洲人原有的喝茶習慣，增添了不少生活情趣
21. 下面兩段描寫雨景的文字，就技巧與意境來看，敘述不正確的選項是：
甲、午睡在雷聲中醒來，脆急沈厚的聲音響在囚房外。一場大雨應該就會接著而來的；
我聞得出雨的味道。若在家鄉盛夏的平原上，這必是一番壯闊的景象：涼風、奔馳
的陰雲以及稻田間頓時高昂起來的蛙鳴，然後，父親可能就會穿起雨衣，扛著鋤頭，
要掘水路去。（陳列《地上歲月》）
乙、下午大雨滂沱，霹靂環起。若非蕃薯田在家屋邊，近在咫尺，真要走避不及。低著
頭一心一意要把番薯蒂趕快摘完，霎時間，天昏地暗，抬頭一看，黑壓壓的，滿天
烏雲，盤旋著，自上而下，直要捲到地面。這 種景況，在荒野中遇到幾回。只覺滿
天無數黑怪，張牙舞爪，盡向地面攫來。四顧無人，又全無遮蔽，大野中，孤伶伶
的一個人，不由膽破魂奪。（陳冠學《田園之秋》）
(A)甲文善用白描手法；乙文善用誇飾手法
(B)甲文多長句，語氣舒緩；乙文多短句，語氣急促
(C)甲文的雨景屬回憶的情境；乙文的雨景屬當下的情境
(D)甲文表達出被囚時焦慮的心情；乙文表達出荒野中孤獨的心情
22. 閱讀下列《孟子》有關《春秋》的敘述，選出正確的選項：
甲、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
乙、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
(A)孔子編纂《春秋》，旨在透過敘述歷史事實建立道德判準
(B)孔子據史論世，人必分賢奸，事必有褒貶，因此害怕編纂《春秋》而遭文字獄
(C)在世道衰微之際，孔子編纂《春秋》有其建立經典的用意，並藉此拉抬《詩》的地位
(D)禮樂崩壞，《詩》已消亡，孔子遂藉由編纂《春秋》批判政治亂象，建立個人道德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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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為題組
下文取自一篇討論電子垃圾的文章，閱讀後回答23-24題。
全球多數含有有毒物質的電子廢棄物被運往非洲和亞洲國家處理。
甲、德國是電子垃圾的主要製造國之一。
乙、電子垃圾在當地被拋棄或回收，其毒素對人體健康及環境構成極大威脅。
丙、每名德國人平均每年製造出 21.6 公斤的電子垃圾。
1.4 公斤的廢電器。

加納人平均每年製造出

廢棄電子設備的出口受到禁止。

丁、加納和尼日是高科技垃圾在非洲的主要回收地，其次是象牙海岸和剛果。

有

許多電子垃圾被運往中國、香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越南等亞洲地區。
但是，無數載著電子垃圾的貨櫃仍從德國港口駛向其它國家。
23. 上文除首句和尾句之外，甲至丁皆未依文意排列。排列順序正確的選項是：
(A)乙甲丙丁
24. 丙、丁二句中

(B)乙丁甲丙

(C)丁甲乙丙

(D)丁乙丙甲

依序應填入的是：

(A)此外／雖然／相較之下

(B)相較之下／雖然／此外

(C)相較之下／因此／反而

(D)反而／雖然／因此

25-26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25-26題。
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
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
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漢至梁的作家的文集，並殘本
也僅存十餘家，
《昭明太子集》只剩一點輯本了，而《文選》卻在的。讀《古文辭類纂》
者多，讀《惜抱軒全集》的卻少。凡是對於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
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並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
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群籍，采其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集，
一法也，如《文選》是。擇取一書，刪其不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新書，又一法也，如《唐
人萬首絕句選》是。如此，則讀者雖讀古人書，卻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
接近，終於「就範」了。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
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嵇康〈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
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閒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
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醨。況且有時
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縱使選者非常糊塗，如《儒
林外史》所寫的馬二先生，遊西湖漫無準備，須問路人，吃點心又不知選擇，要每樣都
買一點，由此可見其衡文之毫無把握罷，然而他是處州人，一定要吃「處片」，又可見
雖是馬二先生，也自有其「處片」式的標準了。
評選的本子，影響於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
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魯迅〈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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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根據文章所述，符合文意的選項是：
(A)提醒認真的讀者，選本利多弊少，可據之研究中國文學
(B)提醒對文術自有看法的作家，可藉編輯選本流布自我主張
(C)選本既經選者精心選擇，讀者所收穫的自然是古人文章的精華
(D)選者名位也是選本比各家全集或選家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的原因
26. 依據文章的中心意旨判斷，正確的選項是：
(A)閱讀歷朝歷代的名家選本可貫串成一部中國文學史
(B)閱讀《昭明太子集》無助於瞭解昭明太子的文學主張
(C)《文選》未收〈閒情賦〉乃因無助於瞭解陶淵明的真性情
(D)《儒林外史》馬二先生選錄作品亦有其標準，顯示選本可能限縮讀者眼界
27-29為題組
閱讀以下短文，回答27-29題。
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
三百有餘年矣。而舊志誤謬，文采不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
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烏乎！此非舊史氏之罪歟？且府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九年，
臺、鳳、彰、淡諸志，雖有續修，侷促一隅，無關全局，而書又已舊。苟欲以二三陳編
而知臺灣大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
夫臺灣固海上之荒島爾！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至於今是賴。顧自海通以來，西力
東漸，運會之趨，莫可阻遏。於是而有英人之役，有美船之役，有法軍之役，外交兵禍，
相逼而來，而舊志不及載也。草澤群雄，後先崛起，朱、林以下，輒啟兵戎，喋血山河，
藉言恢復，而舊志亦不備載也。續以建省之議，開山撫番，析疆增吏，正 經界，籌軍防，
興土宜，勵教育，綱舉目張，百事俱作，而臺灣氣象一新矣。
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
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
滅。」是以郢書燕說，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採；然則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
歟？（節錄連橫〈臺灣通史序〉）
27. 下列描述臺灣歷史經驗的詩句，無法呼應上文歷史敘述的是：
(A)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心驚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
(B)熟番歸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
(C)唐山流寓話巢痕，潮惠漳泉齒最繁。二百年來繁衍後，寄生小草已深根
(D)無人拓殖不居功，動輒刀槍奮起戎。利益均沾天地義，強爭惡奪是歪風
28. 下列符合上文意旨的選項是：
(A)鄭氏是臺灣史最早的撰述者
(B)海上航運開通，英美勢力東漸，揭開臺灣開闢的序幕
(C)僅以府縣志書來理解臺灣的整體歷史發展，是舊史作者的罪過
(D)荷蘭人和鄭氏政權被視為未開化的海島蠻夷和海盜，因此舊志不記載
29. 連橫認為「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支持其想法的最重要理據是：
(A)「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編修史書的條件
(B)清領以來的臺灣新氣象，是編修史書的契機
(C)文化昌盛的國家重視歷史，乃是民族精神的寄託
(D)郢人的書信，晉國和楚國的史書，有採用價值，值得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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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30-34題。
甲
凡釀蜜蜂普天皆有，唯蔗盛之鄉，則蜜蜂自然減少。蜂造之蜜出山岩土穴者十居其
八，而人家招蜂造釀而割取者，十居其二也。凡蜜無定色，或青、或白、或黃、或褐，
皆隨方土花性而變。
凡蜂不論於家於野，皆有蜂王。王之所居，造一臺如桃大。王之子世為王。王生而
不採花，每日群蜂輪值，分班採花供王。王每日出遊兩度（春夏造蜜時），遊則八蜂輪
值以待。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以頭頂腹，四蜂傍翼飛翔而去，遊數刻而返，翼頂如前。
畜家蜂者，或懸桶簷端，或置箱牖下，皆錐圓孔眼數十，俟其進入。凡家人殺一蜂
二蜂，皆無恙，殺至三蜂，則群起螫人，謂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
無限。殺一蝙蝠，懸於蜂前，則不敢食，俗謂之梟令。凡家畜蜂，東鄰分而之西舍，必
分王之子去而為君，去時如鋪扇擁衛。鄉人有撒酒槽香而招之者。
凡蜂釀蜜，造成蜜脾，其形鬣鬣然，咀嚼花心汁，吐積而成。潤以人小遺，則甘芳
並至，所謂□□□□也。凡割脾取蜜，蜂子多死其中。其底則為黃蠟。
凡深山崖石上有經數載未割者，其蜜已經時自熟，土人以長竿刺取，蜜即流下。或
未經年而扳緣可取者，割煉與家蜜同也。土穴所釀多出北方；南方卑濕，有崖蜜而無穴
蜜。凡蜜脾一斤，煉取十二兩。西北半天下，蓋與蔗漿分勝云。（改寫自宋應星《天工
開物》）

小遺：尿液。

乙
2006 年入秋以來，美國有多達 22 州相繼傳出類似蜂群不明原因大量失蹤的事件，
隨後歐洲、澳洲和亞洲等地也陸續傳出，稱為蜂群衰竭失調現象。早在 1994 年起，法
國蜂蜜產量逐年下滑，甚至在 1997 年底爆發了大量蜂群不明消失事件。這群授粉工在
自然淘汰下，通常約有 20%熬不過冬天，稱為「冬損」。然而 1994 年和 2006 年的蜂群
衰竭失調，創新高的損耗率實在令人不安。訪花昆蟲與開花植物的演化歷程密不可分，
許多訪花昆蟲利用視覺來選擇牠們偏好的蜜源植物。由於蜜蜂屬於較早期演化的類群，
因此較晚演化出來的開花植物，若想得到授粉效率極佳的蜜蜂青睞，必須具備可讓蜜蜂
接收的視覺訊號。膜翅目昆蟲的視覺系統在同類群內變異性不大，在共演化的歷程中，
多數開花植物必須仰賴蜜蜂的授粉，若視覺訊號不對，很容易被自然淘汰，更顯示了蜜
蜂對於開花植物的重要性。
雖然蜜蜂失蹤的真相目前仍無定論，但已有許多研究顯示，益達胺的大量使用是失
蹤的元兇之一。益達胺屬於神經毒的類尼古丁殺蟲劑，能夠影響昆蟲的神經系統。當益
達胺與昆蟲體內的尼古丁乙醯膽鹼受器結合，會導致神經系統過度興奮而麻痺致死。由
於益達胺對昆蟲的毒性遠大於哺乳動物，又具備速效與長效的特性，因而廣泛用作殺蟲
劑及貓狗的除蚤劑等。但益達胺屬於系統性藥劑，可藉由植物維管束系統輸送而遍布整
株植物，包含花粉與花蜜。
法國在 1994 年開始大量使用拜耳公司的高巧種子，因此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與 1997
年底爆發的大量蜂群不明消失事件有關。法國與義大利研究顯示，蜜蜂在接觸到相當劑
量的益達胺後會失去方向感，記憶及溝通能力也會受損，導致找不到正確回巢的路。因
此，法國在 1999 年禁止向日葵種子施用益達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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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 物體 受到殺 蟲劑 影響的 程度 ，通常 會以 半致死 劑量 或半致 死濃 度為毒 性指
標。當蜜蜂取食 50 μg / L的益達胺蔗糖溶液後，往返巢房與人工餵食器之間的時間就會
延長。若濃度提高至 600 μg / L以上，有 34%的蜜蜂沒有回巢，這消失現象隨著濃度的
提升而更加顯著。
在自然環境中，花粉和花蜜含益達胺的濃度在 10 ppb（ppb 是十億分之一）左右。
然而蜜蜂一天之內平均取食 9.6 次，重複取食會造成含低濃度益達胺的花粉、花蜜儲存
在蜂巢中，而超過自然環境中的殘留量。直接給予 500ppm 以上劑量，才能影響封蓋率、
化蛹率及羽化率。低劑量不會造成幼蟲死亡，卻可能導致神經系統受損，學習能力降低。
此類蜜蜂外出採集時，可能因無法記憶位置與路線而無法順利回巢。（改寫自 陳姵如、
楊恩誠〈明星昆蟲：蜜蜂失蹤謎團〉）
30. 適合填入甲段□□□□內的是：
(A)附膻逐臭

(B)香消玉殞

(C)臭腐神奇

(D)摘豔薰香

31. 依照甲文文意，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A)因人工的悉心照料，所以家蜂釀蜜的產量高於野蜂
(B)蜂王出遊時，由八隻蜜蜂一起撐頂腹部和兩翼飛行
(C)「蜂反」、「梟令」皆是蜜蜂對抗外敵侵擾的方式
(D)北方多穴蜜，南方多崖蜜，西北蜂蜜產量多於東南
32. 依照乙文文意，有關2006年蜂群衰竭失調現象，敘述正確的是：
(A)幼蟲食用500ppm神經毒所造成
(B)出現34%的蜜蜂沒有準時回巢
(C)蜂群的折損淘汰率已超過20%
(D)成蜂受基因改造作物影響所致
33. 依據科學實驗，益達胺可能對蜜蜂產生的影響是：
(A)蜜蜂導航系統受傷，難辨飛行方向
(B)蜜蜂口器受損，無法順利餵食幼蟲
(C)蜜蜂訊號接收系統變異，無法採蜜
(D)蜜蜂膜翅變為畸形，阻礙順利飛行
34. 綜合二文文意，敘述正確的是：
(A)所謂「蜜脾」，指植物為增加視覺訊號吸引蜜蜂，而進化生長的甜美果實
(B)蜜蜂幼蟲神經細胞與系統的發育結果，會影響成蟲辨識位置與方向的能力
(C)蜂王在春夏造蜜時，每日出遊兩次，示範採蜜技巧，為早期演化的生物類群
(D)蜜蜂有分群的行為，分群期間容易遭受蝙蝠攻擊，此即蜂群「冬損」的主要原因

二 、 多 選 題 （ 占 32 分 ）
說明：第35題至第42題，每題有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確選項畫
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4分；
答錯1個選項者，得2.4分；答錯2個選項者，得0.8分；答錯多於2個選項或所有選項
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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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文學作品或廣告文案常會仿擬眾人熟知的文句，並且抽換部分詞語以獲致新的趣味，如
「大風起兮裙飛揚」
，即是模仿劉邦〈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而有所創新。下列文
句，屬於此種仿擬手法的是：
(A)花開堪賞直須賞，莫要折花空賞枝
(B)人不在高，有財則名；學不在深，有貨則靈
(C)友誼誠可貴，道義價更高，若為金錢故，兩者皆可拋
(D)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邊的烏煙撲滅了，那邊的瘴氣卻又冉冉上升
(E)年齡一天天增加，讀的書也一天天多起來，所謂學然後知不足，真是一點也不錯
36. 文章中常有說話者的語氣似在取笑對方，實則深致嘉許。下列文句，屬於此種語氣的是：
(A)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B)（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C)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D)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
(E)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
類女郎也？」
37. 如果要寫一篇闡釋孔子「有教無類」的文章，下列《論語》文句適合引證的是：
(A)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B)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C)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D)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E)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
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38. 閱讀下列短文，選出適當的選項：
中華文化具有悠久的書目歷史，西漢時期 劉向奉敕編撰《七略別錄》。漢代以後，
正史皆載有書目，反映藏書狀況。清代編著了規模宏大的《四庫全書總目》
、
《四庫全書
簡明目錄》
。宋元以後版刻書籍盛行，私人藏書家漸多，他們也編輯藏書書目流傳於世，
私人藏書書目補充了官修書目與史志目錄的不足。
(A)漢代出現最早的官修書目
(B)宋元以後出現私人藏書書目
(C)今人憑藉書目可考典籍存佚
(D)私人藏書書目比官修書目、史志目錄重要
(E)官修書目、史志目錄較私人藏書書目客觀
39. 下列關於文學常識的敘述，正確的是：
(A)先秦諸子散文風格多樣，《墨子》樸質、《孟子》雄辯、《莊子》恣肆，風貌各異
(B)西漢史傳代表作《史記》深受〈離騷〉影響，駢散兼行，世稱「無韻的離騷」
(C)魏晉南北朝重視聲律和諧，講究對仗工整，追求詞藻華麗，駢文創作逐漸盛行
(D)唐宋古文歷經韓愈、柳宗元的改革及歐陽脩等人的繼承發展，遂成文章重要體式
(E)明清公安派、桐城派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影響所及，小品文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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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
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一鞭，謂馭者曰：「賴我 石
學士也，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惠洪《冷齋夜話》）
(A)石曼卿常藉酒遣性，有時也借酒裝瘋
(B)市人預期石曼卿即將演出一場諧謔大戲
(C)市人觀察事物敏銳，能洞察石曼卿的心理
(D)石曼卿深諳「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之道
(E)石曼卿自我解嘲化解主從間的尷尬，體現幽默不離嚴肅的精神
41.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
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 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
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
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世說新語》）
(A)本文旨在貶抑戴淵雖具美材，卻任意掠劫商旅
(B)陸機雖遭掠劫，非但不惋惜喪失財物，反能策反盜魁
(C)陸機見戴淵指使少年掠劫卻指揮若定，故順勢質問而意在點醒
(D)戴淵受陸機質問點醒，立即幡然悔改，並與陸機定交，走上正途
(E)戴淵受陸機斥責，雖泣涕反悔，仍厲辭辯駁，不失遊俠飛揚氣概
42.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生命無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來的普遍命題，魏晉詩篇對此永恆命題的詠嘆之所
以具有如 此感人 的審美 魅力而千 古傳誦 ，也與 這種思緒 感情所 包含的 具體時代 內容密
不可分。從黃巾起義前後起，整個社會日漸動盪，接著便是戰禍不已，疾疫流行，死亡
頻仍，連大批的上層貴族也在所不免。「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一時
俱逝」（曹丕〈與吳質書〉），榮華富貴，頃刻喪落。既定的傳統、事物、功業、學問、
信仰又並不怎麼可信、可靠，大都是從外面強加給人們的，那麼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就凸顯出來了；如何有意義地、自覺地充分把握住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
富滿足，便凸顯出來了。它實質上標誌著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
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改寫
自李澤厚《美的歷程》）
(A)生命無常、人生易老的命題，於魏晉詩篇中首開其端
(B)魏晉詩人處於戰禍不已、疫疾流行的年代，更能感受生命的短暫與脆弱
(C)魏晉詩篇的美感魅力，來自即使自知生命微渺，仍積極尋求生命豐富滿足之道
(D)由於無法再以外在的功名事業肯定自己，使魏晉詩人進一步探索個人存在的意義
(E)既定的傳統和信仰全被否定，新的存在價值又尚未建立，遂使魏晉詩人流於荒誕頹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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