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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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字，讀音前後相同的是：  

(A)詩詠關「雎」／「椎」心之痛  (B)葦「苕」繫巢／乘「軺」建節  

(C)「綢」繆牖戶／「倜」儻佻達  (D)中道崩「殂」／自邇「徂」遠  

2.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公聽會上經過激烈討論後，結果依然莫衷一是  

(B)出人意表、震憾人心的魔術表演，贏得滿堂彩  

(C)社會教育淺移默化的習染力量，常常被人忽略  

(D)再接再勵，抑或裹足不前，往往只在一念之間  

3. 下列是一段古文，依據文意，甲、乙、丙、丁排列順序最適當的是：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  

甲、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  乙、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  

丙、相與並爭，不可勝數  丁、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  

號為霸王。（《史記‧項羽本紀》）  

(A)甲丙丁乙  (B)乙丁丙甲  (C)丙丁甲乙  (D)丁乙丙甲  

4. 下表摘自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07年彙整的「107～109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

報告。依據這份國防類產業需求調查，下列敘述最適當的是：  

國防類產業 
新增需求人數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07～109 年平均 

1 國防航太業 696 301 113 370 

2 國防船艦業 183 105 95 128 

3 航空業 430 440 460 443 

教育背景需求 工作經驗需求 

教育程度 百分比（%） 學門 百分比（%） 年資 百分比（%） 

碩士以上 41.0 工程及工程業 56.5 5 年以上 38.5 

大專 59.0 資訊通訊科技 23.2 2～5 年 46.1 

高中以下 0.0 商業及管理 13.0 2 年以下 12.8 

  法律、語文 7.3 不限 2.6 

(A)國防航太業的三年總需求量最大，但航空業有逐年增量的趨勢  

(B)觀察107～109年的狀況，超過八成的應徵者具有兩年以上的工作年資  

(C)教育程度均須具備大專以上，半數以上的職缺須具工程及工程業專長  

(D)提供給商業管理、法律、語文科系畢業者的職缺較少，但年資門檻也較低  

5. 依據下文，鄭板橋所「志」的「憤」最可能是：  

（鄭板橋）為秀才時，三至邗江，售書賣畫，無識者，落拓可憐。復舉於鄉，旋登

甲榜，聲名大震。再至邗江，則爭索先生墨妙者，戶外履常滿。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

自寶重，非重價，不與索。沈凡民先生代鐫小印，文曰「二十年前舊板橋」，志憤也。

（宣鼎〈雅賺〉）  

(A)世人盲從，唯重聲名  (B)小人當道，懷才不遇  

(C)宦海浮沉，身不由己  (D)聲聞過實，浪得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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榱桷：屋椽。 

6. 依據甲、乙二文，最符合文意的解說是：  

甲、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

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世

說新語‧捷悟》） 

乙、梁蕭琛醉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

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上大悅。（《續世說‧捷悟》） 

(A)楊德祖透過文字部件的組合方式，察覺魏武諷其好大喜功  

(B)蕭琛運用諧音雙關，將宴會上失禮的行為解釋為恭敬之舉  

(C)楊德祖與蕭琛皆善於揣摩逢迎，洞悉主上言行背後的暗示  

(D)楊德祖急中生智未讓主上失望，蕭琛大智若愚令主上激賞  

7. 依據下文，不符合文意的解說是：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

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

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

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

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蘇軾〈淨因院畫記〉) 

(A)畫作成敗的關鍵，往往在於常理得當與否  

(B)常形失誤，較常理失當容易被一般人發現  

(C)欺世盜名的畫作，往往以無常形之物掩飾不足  

(D)高逸者多繪山石竹木、水波煙雲，故能辨常理  

8. 下列敘述，最符合「破碎的雞蛋殼怎麼拼得圓滿光滑呢」的體會是：  

馬勒的旋律哀傷又優美，A段完了換B段，B段完了換C段，再回到A或B，頂多稍微

變化一下，不像貝多芬那樣苦心經營，一小段、一小段往前推，像數學證明題，一步錯

不得。聽貝多芬，你不能分神，錯過一段都不行。聽馬勒，你可以隨時分神，隨時回來，

因為每一段都很動人，而且每一段似乎都很熟悉。馬勒教導我們，不一定要貝多芬的邏

輯和意義，生活可以每一段都很愉快，不一定死要逗成一整塊。我以前太愛逗了，逗來

逗去，怎麼也拼不出一整塊來。破碎的雞蛋殼怎麼拼得圓滿光滑呢？（改寫自呂正惠〈馬

勒拯救我於炎炎夏日〉）  

(A)品味人生，無須求全  (B)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C)破鏡難圓，殘缺不全  (D)一絲不苟，責備求全  

9-10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9-10題。  

剛開始累積一塊錢、兩塊錢……時，我們很容易說出這筆錢的數目，但當它龐大到

某一時點，便突然有了新的名稱—資本，這就是從量變到質變。  

我將從「壹」到「多」的想法帶進報紙副刊和書籍的編輯工作。譬如出版書系，從

「類型開展」起步，最終將可躍升到「領域占有」。一本《縱橫學讀本》孤零零地上市，

和將它納入「實用歷史書系」，哪個生命力長遠？又如副刊總會刊登新詩，但所用版面

很小，愛詩者每嫌其零星。於是我在主編某地區型報紙副刊時，便特別在每個月的最後

一天，以整塊版面推出報紙副刊「有史以來第一份詩雜誌（刊中刊）」，這是大報副刊

主編不敢做的。我以一年為期，懇託四位詩人出任每一季的主編，把不定期選刊的一首

首小詩，改成在每月月底集中織成一幅詩繡。在副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同性質文稿由

「壹」而「多」，反而別具一格，甚獲好評。（改寫自周浩正〈壹與多〉）  

逗：接合、拼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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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觀點的是：  

(A)「壹」意謂專精於本業，「多」意謂多元化發展  

(B)「壹」雖然單薄，其特色有時比「多」來得顯著  

(C)在有限資源下，「壹」與「多」之間須尋求平衡  

(D)由「壹」而「多」，易提高領域占有與品牌辨識  

10. 依據上文「多」的概念，下列事例最符合的是：  

(A)購物之前多比價，用最少金錢發揮最大的成本效益  

(B)集中電子產品商家於帶狀街道，打造資訊文化園區  

(C)申辦多張信用卡，以獲得不同發卡銀行提供的優惠  

(D)擁有多個手機門號，供客戶以及群組朋友分別撥打  

11-12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1-12題。  

2018年9月5日，第278986號小行星正式以「陳樹菊」之名在天空閃耀。  

小行星是沿橢圓軌道繞太陽運行的小天體，大小、形狀不一。一顆小行星被發現且

確認後，會獲得一個臨時編號：發現年份加上英文字母。當小行星的運行軌道參數被精

確測定後，便會獲得正式命名：永久編號加上名字。永久編號，是以小行星發現的順序

編號，至於名字，小行星是目前唯一可由發現者命名並得到世界公認的天體。發現者擁

有命名權，但須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核准。  

直到中央大學設立「鹿林天文臺」，臺灣才在2002年首度觀測到新的小行星。2007

年，第145523號與145534號小行星分別命名為「鹿林」、「中大」，成為首度由臺灣發

現並命名的小行星。目前鹿林天文臺已發現800多顆、正式命名90多顆小行星，如：吳

大猷（2008年）、鄒族（2009年）、雲門（2010年）。  

中央大學天文觀測員蕭翔耀為傳遞臺灣美善的人文價值，特別將他在2008年10月發

現的小行星命名為Chenshuchu（陳樹菊姓名英譯），以表彰陳樹菊的善行義舉。從此，

最美的人心將照亮世界。（改寫自中大新聞2018年9月6日）  

11. 依據上文，不符合「陳樹菊」小行星的敘述是：  

(A)由蕭翔耀於「鹿林天文臺」觀測發現  

(B)發現到正式核可命名，歷時大約10年  

(C)永久編號為278986，名字是Chenshuchu 

(D)臺灣首顆以人名命名並經核可的小行星  

12. 依據上文，關於小行星命名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在獲得正式命名前，會有一個以發現順序編碼的臨時編號  

(B)運行軌道確認後，可獲得發現年份加英文字母的永久編號  

(C)發現者如欲命名須經核准，且限用該國特殊貢獻人士之名  

(D)145523號小行星由臺灣發現，2007年正式命名為「鹿林」  

13-14為題組。閱讀甲、乙二文，回答13-14題。  

 

我一面吸吮咀嚼那金色的甘芳，一面流下淚來。我家，因父親的關係，自民國42

年至民國104年擁有一棟宿舍，我們在其間生活成長。然後，父母相繼棄世，我們必須

還屋。把這棟曾在狂風驟雨之夜與我們相依為命的房舍繳交回國防部。而這芒果，就是

我跑到屏東故宅─那棟不再屬於我的故宅─中去摘來的。  

這是故宅院子裡西邊那棵樹上的。從前，母親身體安祥時，芒果季節我們若未回家，

她常會打包寄來臺北。「臺北沒芒果賣了嗎？你就不能省點心嗎？」父親咕咕噥噥，然

而母親還是照寄。  

今朝晨涼中，趁我齒牙猶健，鼻舌尚敏，我來啖我昔日故園中的果實，來重溫我猶

暖的對雙親的感念。（改寫自張曉風〈這些芒果，是偷來的嗎？〉）  

甲 



108年學測 第 4 頁 

國文考科（選擇題） 共 11 頁 

- 4 - 

 

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

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

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歸有光〈項脊軒志〉）  

13. 下列有關甲、乙二文中「故居」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二文皆是作者離鄉多年後，偶爾回故居暫住的憶往之作  

(B)二文皆透過作者與親人昔日在故居中的對話，表達對親人已逝的傷懷  

(C)甲文的「重返故居」顯示思親之切，乙文的「室壞不修」暗示作者尚未走出喪妻之痛  

(D)甲文直接指出作者與家人曾同住故居62年，乙文則以「五年」、「六年」揭示作者

與妻曾同住故居11年  

14. 「樹」在甲、乙二文中的意義，最適當的解說是：  

(A)甲文的芒果樹象徵父母安康  

(B)乙文的枇杷樹象徵思念長存  

(C)二文作者皆於親人亡故後「植樹」紀念  

(D)二文皆透過「樹在人去」領悟生死有命  

15-17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5-17題。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群遊不久，自非置

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遊也。余覽往昔諸名人遊記，驗諸目覩身經，

知其皆嘗一臠，披一節，略涉門庭，鮮窺閫奧。……霞客之遊，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

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

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後，一丘一壑，支搜節

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為文。……

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闊遠，而服其精詳；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實。……

霞客果何所為？夫惟無所為而為，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

達。意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久祕不宣，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潘耒〈徐霞客遊記序〉） 

15. 依據上文，不符合作者想法的是：  

(A)便遊、群遊與淺遊，屬嘗一臠披一節式的遊覽  

(B)欣賞徐霞客的邊疆之記，更勝於他的中原之錄  

(C)徐霞客按日期先後記錄，真實與精詳是其優點  

(D)徐霞客以華藻曲筆狀寫情景，揭露造物的奇祕  

16. 下列文句，最符合上文「其行不從官道」、「登不必有徑」的是：  

(A)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

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B)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

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  

(C)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

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  

(D)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

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乙 

閫奧：幽深的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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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某旅行社打算推出仿徐霞客行旅的套裝行程，下列文案最接近其行遊精神的是：  

(A)一步一腳印走入隱世祕境，在人際交流中發現世界，盡嘗家與人情的味道  

(B)沿縣道公路深入風景勝地，登高盡攬海天一色，文青族、背包客一網打盡  

(C)世界上不缺少美，只是缺少發現，專業背包客帶您在田園裡與自我心靈對話  

(D)專攻高端背包客，不走常規景點，壯遊千里探祕勝，在冒險中尋找自我肯定  

18-21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8-21題。  

玉米是印地安人送給世界的禮物。歐洲人初抵美洲之際，那裡已有各型玉米作物。

比起舊世界農作物，玉米恰好位於稻米和小麥的生長帶之間，在稻米嫌太乾或小麥嫌太

濕的區域，皆有良好收成。玉米田單位面積產量幾乎是小麥田兩倍。少有作物及得上玉

米，短短一個生長季就能提供大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歐洲人接納玉米較晚，或許是1550年代至18世紀，歐洲進入一段相對寒冷期。也或

許是多數歐洲人一向同意英國博物學家蓋瑞德的看法，他在1597年寫道：「雖然印地安

民族迫於所需，認為玉米是很好的食物，但我們仍可輕易判定：它的營養成分有限，不

易甚至不利消化，比較適合當豬食而不是給人食用。」  

16世紀的歐洲有許多地方栽植玉米，但做為廣大地區的主食，大約已是下個世紀後

期。約翰‧洛克在1670年代提到：「法國南部好幾處都有玉米田，農民稱之為『西班牙

小麥』，他們告訴我這是給窮人做麵包吃的。」到了18世紀，玉米已經成為法國南部飲

食的基本元素。我們姑且大膽猜測：或許它曾在法國人口重新成長的過程扮演重要角

色—18世紀前數十年，法國人口曾明顯衰減。西班牙人口曾在17世紀減少，18世紀開

始回增；在波河谷地種植玉米的義大利，17世紀下半期人口也曾衰減，之後又回增。這

些地中海區人口的消長，應該和玉米有關。  

今日，玉米對東南歐的重要性更勝於西南歐。隨著人口增加，玉米及其他美洲作物

如馬鈴薯、美國南瓜的栽種也逐漸擴張。18世紀以前，玉米在羅馬尼亞並無地位，19

世紀後幾十年，羅馬尼亞人投注心力和倚賴玉米幾乎不亞於墨西哥人。他們種小麥也種

玉米，前者出口，後者自用。玉米和小麥搭配輪種，成效良好，使羅馬尼亞成為歐洲一

大穀倉。  

依賴玉米為主食的程度，正隨著人口壓力降低而一起減低，但過往的影響仍在。美

國人類學者郝平恩在《塞爾維亞一村落》提到，奧拉撒奇當地比較窮困的農民還是吃玉

米而非小麥做的麵包，他們僅有的幾畝地，也是種玉米而非小麥，因為     。順

便一提：奧拉撒奇農家菜園裡那一畦畦的青椒、番茄、四季豆、美國南瓜，應該會讓印

地安老兄備感親切。（改寫自克羅斯比《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

衝擊》）  

18.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歐洲人栽種玉米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法國栽種成功後才傳入西班牙  (B)早年被認為較適合作為動物飼料  

(C)16世紀時已成為多數地區的主食  (D)羅馬尼亞由出口小麥轉為出口玉米  

19. 下列各圖中兩個變項所呈現的關係，最符合上文敘述的是：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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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據上文，下列甲、乙兩項推斷，正確的是：  

甲、新大陸發現之前，歐洲人的餐桌上不會有玉米、馬鈴薯。  

乙、新大陸發現之後，美洲才開始種植青椒、番茄、四季豆。  

(A)甲、乙皆正確  (B)甲正確，乙錯誤  

(C)甲、乙皆無法判斷  (D)甲無法判斷，乙正確  

21. 上文最後一段      內最適合填入的是：  

(A)玉米是國家主要出口穀類  (B)玉米產量比小麥高出很多  

(C)玉米可為小麥季預做準備  (D)玉米是印地安先祖所傳入  

22-24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22-24題。  

大多數的科學工作者和前輩大師有一種相當「疏離」的關係。有人會說，科學是以

客觀的方法來發現潛藏真理、發明可用器物的一門學問，不應有感情色彩和私人成分。

對於拉瓦謝，我們只要知道他以硃砂做實驗，將之加熱而獲得「更純淨、更適於呼吸」

的空氣（即氧）的成果，知道他「燃燒不是假想的燃素之釋放，而是燃燒物質與氧的化

合」之洞見就可以了。至於拉瓦謝是何方人士，他的童年生活、求學經過、有沒有結婚

生子……，都跟氧氣無關。在科學的殿堂裡，若談拉瓦謝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因受誣告而

被送上斷頭臺，不僅無補於科學，而且是「搞錯了方向」。於是，一個化學系學生和拉

瓦謝的關係成了「他跟氧氣」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在不知不覺間被「人」與

「物」的關係所取代。  

文學藝術工作者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取向。不少人在讀過《紅樓夢》後，因深受感

動而想去了解「是什麼樣一個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竟然能創造出這樣的不朽傑作？」

他的好奇很快就能獲得滿足，因為早有同好寫了很多關於曹雪芹生平及其家族的專書，

有些學者甚至從研究《紅樓夢》轉而研究曹雪芹「這個人」。如果讀者渴望親臨現場，

也有「曹雪芹紀念館」或「紅樓夢之旅」供人流連憑弔。這完全得助於將「創造者」（作

家）置於「創造物」（作品）之上的心思。  

學科學的我若能參加「相對論之旅」，希望能探訪愛因斯坦不同階段所停留過的地

方，特別想看看他心愛的小提琴，至於它是不是愛因斯坦用的那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它所代表的人味和精神。（改寫自王溢嘉〈一般人物兩樣情〉）  

22. 下列關於上文「」所強調的意思，說明最適當的是：  

(A)有一種相當「疏離」的關係：強調一般人不易理解科學知識  

(B)而且是「搞錯了方向」：強調科學人才的培育應重視基礎研究  

(C)成了「他跟氧氣」的關係：強調科學家的貢獻常取代對科學家的認識  

(D)轉而研究曹雪芹「這個人」：強調《紅樓夢》研究的真正核心課題所在  

23. 關於科學工作者和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差異，最符合上文觀點的是：  

(A)文學藝術工作者敬重前輩大師，科學工作者通常不然  

(B)科學工作者追求以「物」取代「人」，文學藝術工作者通常不然  

(C)科學工作者注重「創造物」的客觀考證，文學藝術工作者通常不然  

(D)文學藝術工作者留意「創造者」的創作心靈活動，科學工作者通常不然  

24. 今年是工業革命代表人物瓦特（James Watt）逝世200周年，下列是某高中紀念展覽的

內容，其中與作者期待參加的「相對論之旅」理念最接近的選項是：  

甲、「瓦特」是國際單位制的功率單位  乙、瓦特是蘇格蘭造船工人之子  

丙、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學開的小修理店  丁、瓦特設計的蒸汽機運轉模型  

戊、瓦特與英格蘭製造商博爾頓長期合作 己、瓦特如何阻止他人獲得專利  

(A)甲乙丙戊  (B)乙丙戊己  (C)甲丁戊己  (D)乙丙丁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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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25-27題。  

西方的傳統戲劇多透過具象而逼真的動作與場景，才能達成對真實的模擬與再現。

而中國戲曲的舞臺時空，卻是要以抽象化的象徵手法「虛擬」實境，從服裝、道具、舞

臺裝置到人物塑造，都是一以貫之的虛實相生，讓「心境」永遠比「物境」重要，「情

境」比「環境」重要，「意境」比「實境」重要。故而《牡丹亭》的寫景傳情、依心取

境的美學形式，本身就是「虛構」大於「現實」，包括舞臺設計、服飾道具，也包括演

員的唱作念打。因此演員的年齡與角色的年齡，就有更為流動開放的虛擬表現空間，年

齡不再是單點直線的真實數字，反倒是多點如星群散布的生命樣態，「心境」、「情境」

與「意境」的交疊組合。  

看老演員「虛擬」杜麗娘才真是難得，老則老矣，神韻動人，比看年輕演員演出的

「懷春慕色之情」，更讓人動容。對年輕的演員而言，她們的青春不是夢而是現實，只

有對生理年齡不再年輕的演員而言，她們的青春才是夢，是綺夢迷夢春夢，一場虛實難

分、惺忪難醒、纏綿難捨的遊園驚夢。杜麗娘的一縷幽魂附在她們身上，像是前世今生

的輪迴與翻轉，讓她們的表演具有層次。小兒女的青澀嬌態疊印在成熟風華的唱腔與身

段上，她們是女人與女孩的綜合體。時間不再是線性，青春總不曾消逝，只是悄悄折疊

進身體的記憶裡，呼之欲出。看她們的表演讓人覺得驚心動魄，不是因為歲月不饒人，

而是深深感念那藏在女人身體中的女孩，從來不曾死去。在《牡丹亭》中生而復死、死

而復生的，不僅只是愛情，更是青春。（改寫自張小虹〈我們都是青少年〉）  

25. 依據上文，下列甲、乙兩項關於《牡丹亭》演出的推斷，正確的是：  

甲、因「心境」比「物境」重要，舞臺不必然出現代表男主角柳夢梅的梅樹。  

乙、因「意境」比「實境」重要，杜麗娘的深情不必以服裝和唱作念打表達。  

(A)甲、乙皆正確  (B)甲、乙皆錯誤  

(C)甲正確，乙錯誤  (D)甲錯誤，乙正確  

26. 上文提及「年齡不再是單點直線的真實數字，反倒是多點如星群散布的生命樣態」，下

列關於這句話的解說，最適當的是：  

(A)透過象徵化的表演，演員與角色的生命交織，展現歲月與技藝的淬鍊  

(B)不同年齡層演員相互切磋，突破生理年齡限制，讓戲劇演出發光發熱  

(C)演員實際年齡象徵飽經世事的成熟，由其演出的角色將如星芒般耀眼  

(D)演員能揣摩各種表演藝術，跨越年齡侷限，將實境與物境提升至意境  

27. 上文以「我們都是青少年」作為篇名的理由，最可能是：  

(A)老演員逝去的青春因杜麗娘而被喚醒，觀眾內心的青春悸動也甦醒過來  

(B)舞臺時空虛實相生的效果，讓觀眾得以一代一代延續杜麗娘的青春綺夢  

(C)《牡丹亭》的青春特質不分你我，可藉由戲劇的感染力開拓新的觀眾群  

(D)《牡丹亭》藉杜麗娘還魂，召喚演員與觀眾靈魂裡不曾有過的青春情懷  

28-30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28-30題。  

1982到1985年是羅大佑的「黑潮時期」，那個一頭捲髮、黑衣墨鏡的孤傲身影，以

一人之力把臺灣流行音樂從「天真」帶向「世故」。他的歌充滿時代感，沉鬱滄桑的歌

詞語言，一洗「校園民歌」的學生腔、文藝腔，展示著一個深沉抑鬱的「大人世界」，

從青春情愛到歷史國族，勾引了所有自命早熟的青年。他對歌詞與旋律的「咬合」極為

在意，常說「歌是語言的花朵」，文字化為唱詞，在唇齒舌間吞吐滾動，必須與旋律的

收放起伏密密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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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羅大佑掀起「黑色旋風」的時刻，另一位出身「校園民歌」的音樂人李宗盛也

嶄露頭角。情歌向來是歌壇主流，一不小心，便會跌入陳腔濫調、無病呻吟的醬缸。李

宗盛擅以作論方式寫歌，總能找到獨特的切入角度，短短篇幅便唱盡你堵在心頭的感

歎。1986年的個人專輯《生命中的精靈》，是華語樂壇少見的「內省」之作，深深挖掘

生命內在的惶惑與悲歡，坦誠真摯。他對歌詞意象結構之銳意經營，對詞曲咬合之殫精

竭慮，簡直有鐘錶師傅般的耐心。他獨特的語言質地，直白而不失詩意，語感鮮活，乍

看像散文，唱起來卻句句都會發光。  

羅大佑始終沉鬱而孤傲，時時把整個時代挑在肩上，連情歌都滿是滄桑的傷痕。李

宗盛則擅長從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提煉詩意，煽情卻不濫情，輕盈卻不輕佻。他們二人

示範了創作、製作的精湛手藝。羅大佑的歌承載著大時代的悲壯情緒，和那個集體主義、

理想主義的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糾纏。李宗盛的歌則幾乎都是個人主義式的內省，那些

百轉千迴的辯證同樣只屬於「大人世界」，你得見識過江湖風雨才能體會。羅大佑的滄

桑尚屬於一個猶然年輕的時代，李宗盛的世故則是一代人集體告別青春期的儀式。（改

寫自馬世芳〈煙花與火焰的種子〉）  

28. 依據上文，關於羅、李二人歌曲的內容，敘述不適當的是：  

(A)羅大佑的歌，反映理想主義時代對歷史國族的關切，深沉抑鬱  

(B)李宗盛的歌，往往契入人心，讓聽者的悲喜彷彿都能獲得傾吐  

(C)羅大佑的「大人世界」，把整個時代挑在肩上，省視個人生命內在的惶惑  

(D)李宗盛的「大人世界」，擅長從柴米油鹽的日常中，提煉老於世故的省察  

29. 依據上文，關於羅、李二人的歌詞創作，敘述最適當的是：  

(A)二人均銳意經營歌詞的意象結構，直白而不失詩意  

(B)二人均極為在意歌詞與旋律的「咬合」，故精心琢磨  

(C)羅大佑擅長以「校園民歌」的文藝腔，寫作沉鬱滄桑的歌詞，充滿時代感  

(D)李宗盛長於以作論方式寫歌，將邏輯辯證融入詩化的語言中，煽情而輕盈  

30. 下列羅、李二人歌詞中，最符合上文所謂「歷史國族」情懷的是：  

(A)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B)我所有目光的焦點／在你額頭的兩道弧線／它隱隱約約它若隱若現／襯托你／襯托

你靦腆的容顏  

(C)不捨你那黑白分明亮亮的眼睛／只是你年紀還小／無從明瞭我的心情／時間不停／

時間不停／原諒我依然決定遠行  

(D)烏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臉／怎麼也難忘記你容顏的轉變／輕飄飄的舊時光就這麼

溜走／轉頭回去看看已匆匆數年  

31-32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31-32題。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為胡旋舞，禳之。病幸

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恆誇人曰：「我善治鬼，

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瞷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

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

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

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

亦皆以為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

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膽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

鬼。（方孝孺〈越巫〉）  
禳：祈福消災。 瞷：窺伺。 岑岑：煩悶。 



第 9 頁 108年學測 

共 11 頁 國文考科（選擇題） 

- 9 - 

31. 依據上文，對於越巫形象的描寫，最適當的是：  

(A)仗恃靈力，脅制鄉里  (B)惡行易改，心魔難除  

(C)設壇召魅，作法自斃  (D)無知自是，誤人害己  

32. 關於上文的寫作手法與文意，敘述最適當的是：  

(A)以「相去各里所」暗示少年們對越巫心存畏怯，彼此守望照應  

(B)以「即旋其角」、「角不能成音」、「手慄氣懾不能角」描寫越巫因又懼又急而法

力愈加減弱  

(C)以「且角且走」、「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表現越巫從試圖自欺

到心神失控的狼狽  

(D)以「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為鬼號」凸顯越巫仍想藉由周遭聲響研判鬼的行

蹤，求得活命機會  

33-34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33-34題。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

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

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

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鸑鷟，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羅大

經〈能言鸚鵡〉）  

33. 依據上文，今日世風之弊在於：  

(A)豢養珍禽，玩物喪志  (B)模仿剽竊，寡廉鮮恥  

(C)蔽於表象，不辨虛實不務踐履  (D)器識褊狹，唯學鸚鵡不慕鳳凰  

34. 下列文句，最能呼應上文觀點的是：  

(A)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B)寡言者可以杜忌，寡行者可以藏拙  

(C)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D)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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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下列各組文句「」內的詞，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A)「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欲呼張良與俱「去」  

(B)斫而「為」琴，弦而鼓之／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C)「叩」而與語，理甚玄妙／「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  

(D)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  

(E)奢貴自「奉」，禮異人臣／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  

36.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恰當的是：  

(A)經歷過落後地區窮形盡相的生活，他比以往更積極投入公益  

(B)他在人群中一向表現得諱莫如深，沒有人真正知曉他的心思  

(C)實力堅強的球隊卻場場皆輸，慘遭淘汰，戰績如此差強人意  

(D)小李無法兌現對好友的承諾，一直耿耿於懷，始終無法放下  

(E)巷口小吃店熬過慘澹經營期，目前已是近悅遠來、門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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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馮諼客孟嘗君〉：「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前、後句有「縱使……卻依然……」

的語意邏輯關係，意指「孟嘗君固辭不往」這件事，縱使「梁使三反」也不會改變。

下列文句畫   與   處，具有相同語意邏輯關係的是：  

(A)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無不轉之時  

(B)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  

(C)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  

(D)（連）橫不敏，昭告神明，發誓述作，兢兢業業，莫敢自遑  

(E)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38. 關於下列陸游《老學庵筆記》二則引文，敘述適當的是：  

甲、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

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乙、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

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受！」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

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

「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大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為笑。 

(A)「吏卒多被榜笞」，是違反田登禁忌的下場  

(B)書榜「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表示吏人已經避開田登名諱  

(C)宗漢不喜他人觸犯名諱，乃因「漢子」一詞在當時含有貶義  

(D)「舉州皆謂燈為火」、「舉宮皆然」，顯示州民、宮人欣然認同避諱  

(E)選用避諱之例，如「放火」、「十八大阿羅兵士」、「兵士書」，應寓有嘲諷之意  

39. 關於下列甲、乙二詩的詩意或作法，敘述適當的是：  

甲、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劉禹錫

〈臺城〉) 

乙、鹿耳潮落吼聲遲，閱盡興亡眼力疲。惆悵騎鯨人去後，江山今又屬阿誰。(謝鯉魚

〈鹿耳門懷古〉) 

(A)甲詩譏刺君王耽溺享樂，導致國破家亡  

(B)乙詩藉由自然景觀，寄寓歷史滄桑之感  

(C)二詩均以景物今昔的變化，強化懷古的感傷  

(D)二詩均運用典故，使意象更鮮明、情感更深刻  

(E)二詩均透過刻畫景物，具體呈現詩人移動的蹤跡  

40. 國文課堂上，學生想嘗試從「詞」的文學知識解說：「五代之詞，止於嘲風弄月，懷土

傷離，節促情殷，辭纖韻美。入宋則由令化慢，由簡化繁，情不囿於燕私，辭不限於

綺語，上之可尋聖賢之名理，大之可發忠愛之熱忱。」下列解說，適當的是：  

(A)五代詞以私情綺語擅場，宋代詞家不復纖辭美韻，崇尚思理，風格弘闊  

(B)五代詞因篇幅短而合音節，宋代詞則因篇幅長而音節漸失，難於演唱  

(C)李煜詞在亡國前多「嘲風弄月」，亡國後則多「懷土傷離」  

(D)蘇軾的詞，可視為「情不囿於燕私，辭不限於綺語」的代表  

(E)在辛棄疾的詞作中，可找到「大之可發忠愛之熱忱」的例子  

臺城：宮禁所在地。 

騎鯨：相傳鄭成功騎乘白鯨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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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韓愈〈師說〉：「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相傳孔子曾問「禮」於老聃。閱讀

下列有關老子、孔子論「禮」以及後學的相關討論，選出解釋適當的敘述：  

 

 

 

 

 

 

 

 

 

 

 

 

 

 

 

(A)依老子的看法，人間若有「道」，便無須用「禮」  

(B)孔子「玉帛云乎哉」的看法，即憂心「禮」僅「尚其意不尚其文」  

(C)吳子良認為：「禮」的形式與內在應為一體，老子有矯枉過正之弊  

(D)吳子良和朱熹都認為：老子對「禮」缺乏深度認知，故評論有失偏頗  

(E)朱熹認為：〈禮運〉所云：「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與老子對「禮」的看法相似 

42. 「純貴妃不認為自己的『雅』會輸給魏瓔珞的『俗』，卻又無可奈何。她發現弘曆留在

鍾粹宮的日子越來越少，去延禧宮的日子越來越多，就好像世間一切俗人，偶爾管弦

絲竹，但多數時候還是要柴米油鹽。」這段文字既揭示「雅」、「俗」對比，也運用「管

弦絲竹」、「柴米油鹽」的比喻強化語意。下列文句，使用比喻方式強化對比作用的是： 

(A)我曾見過二人手談，起先是坐著，神情瀟灑，望之如神仙中人，俄而棋勢吃緊，兩

人都站起來了，劍拔弩張，如鬥鵪鶉  

(B)就在那光與色的動晃中，忽然那太陽，像巨大的蛋黃，像橘紅淋漓的一團烙鐵漿，

蹦跳而出，雲彩炫耀。世界彷彿一時間豁然開朗，山脈谷地於是有了較分明的光影  

(C)你的書齋也許是明窗淨几，雕金飾玉，也許案頭有一盆古梅，壁間懸有名人的書畫，

但比起我面前壯大的山河，深邃悠遠的藍天，阡陌橫斜的田野，就顯得那麼渺小寒

酸，俗不可耐  

(D)蟬聲亦有甜美溫柔如夜的語言的時候，那該是情歌吧，總是一句三疊，像那傾吐不

盡的纏綿。而蟬聲的急促，在最高漲的音符處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錦繡文章被

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鏗鏘字句，擲地如金石聲  

(E)父親不久回來了，沒有買水鑽髮夾，卻帶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膚好細好白，一頭如

雲的柔髮比母親的還要烏，還要亮。兩鬢像蟬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後面，挽

一個大大的橫愛司髻，像一隻大蝙蝠撲蓋著她後半個頭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

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朱熹 

老子 
蓋聃之於禮，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

而可廢，則意亦不能獨立矣。此（指「禮

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鑑文之弊，

而矯枉過正之言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孔子 

吳子良 

(宋代學者 ) 

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  

朱
熹
學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