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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部分：（60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著名散文家張秀亞曾在一篇文章中言及：「快樂是每個人所努力追尋的，痛苦

則是每個人希望避免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有意的迴避快樂，甘願斟滿了自己的苦

杯。」那麼，這種甘願面對與接受痛苦的人，究竟如何辦到？尤其置身各種社會問

題的挑戰與挫折時，又要怎樣調適、轉化自己的心情？請以「工作中的痛苦與歡樂」

為題，作文一篇。 

乙、測驗部分：（40分）                    代號：6110 

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下列文句中有關成語的運用，何者最不適當？ 
颱風登陸後，威力大減，雖仍有一些雨量，但已是「強弩之末」，不會帶來大災害 
整天躲在家裡，也不肯出去找工作，再怎麼自認為「奇貨可居」，也不見得會有
好機會從天而降 
針對你面臨的問題，我幾經思索提出一點兒看法，雖是「野人獻曝」，仍希望能
給你小小的幫助 
剛出生三個月的小妹妹，每次嚎啕大哭時，只要媽媽抱著搖一搖就不哭了，果然
是「坐懷不亂」啊 

2 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何者的用法與原始的意義不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詩經．大雅．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今是昨非—《陶淵明集．歸去來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鉤心鬥角—杜牧《阿房宮賦》：「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 
誨人不倦—《論語．述而》：「子曰：『默而識之，學而不厭，誨人不倦，何有
於我哉？』」 

3 張先生參加一場男性長輩的告別式，送那一幅題辭是正確的？ 
駕返瑤池 道範長存 坤儀足式 懿德常昭 

4 下列每副對聯都指涉中國古代某位名人，請問錯誤的選項是： 
義膽忠肝，六經以來二表；託孤寄命，三代而後一人－諸葛亮 
楓葉四絃秋，棖觸天涯遷謫恨；潯陽千尺水，勾留江上別離情－李白 
詩史數千言，秋天一鵠先生骨；草堂三五里，春水群鷗野老心－杜甫 
佛骨謫來，嶺海因而生色；鱷魚徙去，江河自此澄清－韓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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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詩文寫作有時會採取問答模式，藉以說明作者想法，以下選項何者屬於有問有答？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曉〉）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白居易〈問劉十九〉）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涼州詞〉）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蜀相〉） 

6 以下選項中，何者與時間易逝毫無關係？ 

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焦仲卿妻〉）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不能以一瞬（蘇軾〈赤壁賦〉） 

從來繫日乏長繩，水去雲回恨不勝。欲就麻姑買滄海，一杯春露冷如水（李商隱

〈謁山〉） 

君不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不復回！君不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

成雪（李白〈將進酒〉） 

7 下列詩句，何者藉柳寄託離愁？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暫憑樽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唯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不知天地有清霜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不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8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

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下列何者與本段引文旨意相近？ 

治國當嚴於賞罰，不因愛民而躊躇  

國之富者去國他遷，乃政事敗亡之兆 

政治以教育為首務，百姓皆知榮辱則國強 

為政而得百姓之向心，戮力百業，國乃富強 

9 「丈口碑在民，公論在上，些小觸忤，何足芥蒂！且丈夫各行其志耳。烏紗擲與優

人，青袍改作裙褌，角帶毀為糞箕。但辨此心，天下事何不可為？安能俯首低眉，

向人覓顏色哉！丈負大有用之姿，具大有為之才，小小嫌疑，如洪爐上一點雪耳。

無為禍始，無為福先，無為名尸。珍重！」根據上引袁宏道〈與聶化南〉一文，下

列敘述最不適切的選項是： 

由信中可知聶化南在公務上稍有不順遂 

「洪爐上一點雪耳」，指沒有影響、不足為道 

「烏紗擲與優人」三句，意謂官場如戲，不必認真 

「俯首低眉，向人覓顏色」，指低聲下氣、討好他人 

10 「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不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

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

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不若已。」（錢大昕

〈弈喻〉）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本文意旨 

世事雖然複雜，但真理愈辯愈明 

為人處世應擇善固執，亦當從善如流 

是非對錯一時難以驗證，互相指責並無意義 

人生如棋，不能避免犯錯，故不必苛責他人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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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子一見李白，如貧得富，如暗得燈，如飢得食，如旱得雲。開金口，宣玉音道：

「今有番國齎書，無人能曉，特宣卿至，為朕分憂。」白躬身奏道：「臣因學淺，
被太師批卷不中，高太尉將臣推搶出去。今有番書，何不令試官回答，卻乃久滯番
官在此？臣是被黜秀才，不能稱試官之意，怎能稱皇上之意？」天子道：「朕自知
卿，卿其勿辭！」（〈李太白醉草嚇蠻書〉）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李白曾因拒譯番國文書而得罪當朝權臣 
李白恃才傲物，令想重用他的天子失望 
天子勸李白莫因與當朝權臣不合而辭官 
天子希望李白發揮所長，譯出番國文書 

12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
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
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
罵，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不罵。某盜窘，因實告
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
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為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蒲松齡〈罵鴨〉）下列何者最貼近老翁的為人？ 

寬大為懷 不造口業 以德報怨 慢藏誨盜 
13 下列那一個選項的警語，其意旨和其他三者不同？ 

毀滅不了我的，只會使我更堅強 
只要努力尋找，痛苦總會有意義的 
只有敵人才會給我們鍛鍊耐性的機會 
期望過高卻無堅實的基礎，那帶來的會是煩惱 

14 「建築而要把空氣隔絕於外，把光隔絕於外，甚至把人聲市語隔絕於外，是與商人
勾結的結果。為的是促銷空氣調節器，「日光」燈，音響，甚至便於思想控制—因
為可以播放你要播放的東西。」（孟祥森〈天何言哉〉）下列何者不在上文的批評
範圍內？ 
人與自然二分 商業凌駕一切 恣意破壞生態 人與外界疏離 

15 「文學是一種高貴的、難纏的病，它會主動尋找宿主。體質敏感的宿主，會早早發
作。但有些人年紀大了之後，病情會減輕，乃致完全痊癒為『正常』—眼睛正常了、
思想正常了，可這人也變得乏味無趣了。」（顏艾琳〈文學病〉）關於本文，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由本文可見作者對於文學的執著，以及文學與生活密不可分的美妙連結關係 
由本文可見作者對文學好惡的對比，隨著時間淡化的病症，渴望正常平凡生活的
到來 
一個染了文學病的人，看世界的角度和思考事情的方式，會和正常人不同，但是
其生活絕不乏味 
完全痊癒為「正常」—眼睛正常了、思想正常了，但生活也變得乏味無趣，是因
為生活中缺少了文學 

16 「我踢著鋁罐上學，踢著鋁罐放學，路邊的空鋁罐天天陪著我。它聽過我唱歌，知
道我為什麼難過，還看過我和別人打架，委屈掉淚。我對它說過的祕密，它永遠替
我保密。我對它說笑話，它就鏗鏗鏘鏘地滾到遠處去大笑。」下列何者最能表現這
段文字的主題： 
童心的描述 寂寞的滋味 保密的珍貴 守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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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17題至第 18題： 

我們都同意：好的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因此，咖啡可以分享，音樂可以分享。

但是，唯有孤獨是不能與人分享的。若要欣賞孤獨的好處，首先必須知道它與寂寞不同。

「寂寞是一種冷冷清清的感覺，好像自己被別人遺棄了、被世界遺棄了、被生命遺棄了。

這種被遺棄的感覺往往出於主觀的幻想。自己把門窗關起來，然後抱怨沒有陽光。」孤

獨則不同，它使人暫時擺脫種種俗世的念慮，親親切切的面對自己，讓心中的旋律恣意

鳴奏，然後譜出寧靜悠遠的雅趣。更重要的是：孤獨往往牽引出沉思的心境，由沉思可

能帶來徹悟，煥發內在的光明，燭照人生的真義。唯有善於享受孤獨的人，才能分辨也

才會珍惜人與人之間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傅佩榮〈孤獨〉） 

17 依上文，作者對寂寞的看法與下列何者相似？ 

寂寞是寧靜的前奏 寂寞與孤獨常相伴而行 

寂寞有著強烈被遺棄的感受 寂寞是客觀上孤單、自我封閉的感覺 

18 下列詩句，何者與傅佩榮的「孤獨」相類似？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人歸山郭暗，雁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請依下文回答第 19題至第 20題： 

「張李成，臺灣內山人，美丰姿，操俳優業，媚目巧笑，傅脂粉登場，初不審其為

勇士也。光緒乙酉，法人攻臺北，觀察李某以劉省三中丞命，練士兵拒敵。張忽舍所業

應選，李呼張小字曰：『阿火，汝胡解兵事！』張慷慨言曰：『火生長是間，不欲變服

飾為西人奴也。』山中善火者可千人，招之立集，善獵能槍，可應敵。李善之，易其名

曰李成，謂李氏所成就者也。時擢勝軍二千眾，屯滬尾炮臺坡，李成則率新卒五百，分

為兩隊，承其後。擢勝軍一與敵接，立敗，張以二百五十人出，散髮赤身，嚼檳榔，紅

沫出其吻。時潮上，法人爭以小船抵坡下，坡上草深沒人。此二百五十人者見敵皆仰臥，

翹其左足，張趾架槍以待敵。敵近，二百五十槍齊發，法人死者百數。大駭而遁。山後

復出二百五十人，作圓陣包敵。時潮落舟膠，有巨賈購得法華戰事股票，從軍觀勝敗，

時亦陷足泥中。船上張白麾，請以金贖，張不可，作俳優聲曰：『吾不欲仇人金也。』

殺而烹其屍。」（《清稗類鈔．張李成》） 

19 讀完這個故事後，下列成語何者與此故事無關： 

有志者事竟成  英雄不怕出身低  

豫則立，不豫則廢 以不教民戰，是謂棄之 

20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故事的內容描述了法軍如何攻打臺北，並且占領了滬尾的經過   
故事中有一個購買許多法華戰事股票的大商人，最後也英勇的為了保衛臺灣而壯
烈成仁 
張李成所率的軍隊十分巧妙的運用地形地貌之便，所以能擊退法軍，展現臺灣人
不屈不撓、捍衛家國的精神 
這個故事中的「擢勝軍」才是政府的正規部隊，也因為「擢勝軍」這個堅強有力
的後盾，張李成才能與法軍周旋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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