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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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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古人行文時，常用其他相關詞彙代替慣用的稱呼，如以「布衣」代「平民」，下列「」中的詞語，

代稱對象說明正確的是： 
寄情「山水」：堪輿  舊雨「新知」：新的知識 
巾幗不讓「鬚眉」：女英雄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 

2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未厭「青春」好，已睹朱明移 
看看你現在的下場，多麼地「可憐」╱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自由」與平等是人民追求的普世價值╱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 
「除卻」這件事，我就再無牽掛了╱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3 有關公文之擬稿，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為避免麻煩，宜以「一文數事」為原則 為求通俗易懂，可以斟酌使用地方俗語 
宜採「可否照准」表達意見，以示負責 各種名稱如非習用有素，不宜省文縮寫 

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發文，其期望語與目的語使用「請核准辦理」， 有可能的受文機關是： 
教育部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立國光國民小學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5 關於三段式「函」，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概括之期望語除「主旨」運用外，可在「辦法」段重復 
若訂有辦理或復文期限者，應在「說明」段內仔細敘明 
凡有具體詳細要求有所作為時，須列入「說明」段敘明 
凡遇「說明」或「辦法」段分項條列時，每項表達一意 

6 《韓非子．亡徵》:「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本

文所說的亡國徵兆，主要的問題在： 
教育 外交 國防 財政 

7 針對下列情境，選出正確的匾額題辭： 
老張九十大壽，老李贈以「詩題紅葉」 志明開辦醫院，春嬌贈以「博施濟眾」 
冠宇開演唱會，雅婷贈以「喜比螽麟」 信安獲得金嗓獎，妹妹贈以「為民喉舌」 

8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運用恰當的選項是： 
他聽完那些荒謬的說辭，不禁「哄堂大笑」 
他拿著演唱會門票，跟隨大家「魚貫而入」 

他是個用功的「莘莘學子」，一心想求得好成績 

他得知消息後「陸續前來」，全團加入義賣行列 

9 「陳羅投餌，凌波滄海銀鱗躍；留棹轉航，喜唱凱歌滿載歸」。這副門聯所描述者，從事的職業是： 
漁業 軍防 貨運 航海貿易  

10 某封書信結尾應酬語為：「耑肅奉達，不盡依依」；結尾敬辭為：「恭請 金安」，則其提稱語應為： 
道鑒 左右 膝下 如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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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老李廳堂掛一副對聯「行言不易空言易；評事無難了事難。」做為家訓，下列選項 合乎對聯旨意的是： 
易說空口話而評論世事，難保無災難 實踐諾言與評論收拾殘局，的確困難 
空說與批評容易，真正解決問題困難 說大話的人，易於評論無災難的事件 

12 「一打少年聽雨，紅燭昏沉。兩打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三打白頭聽雨在僧廬下，這便是

亡宋之痛。」下列敘述， 符合這段話中作者心情的是： 
從少年至今皆隨心所欲 創作歷程經過許多挫折 
感受到自己仍一無所有 隨人生經歷而轉變心境 

13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下列敘述，與上文意旨 接近的是：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莫知其所以成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14 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隱約透露出人類沒有「全知」能力的遺憾，下列敘述亦有類似涵義的是： 
人生是一連串希望的幻滅 
人來到世上，有時是在尋找另一個人 
天地之靈性，以人所秉賦者較其他萬物為高 
隔一張紙，我們就看不見。隔一道牆，我們就聽不到 

15 陳益祥曾云：「居山易，山友難；山友易，山妻難；山妻易，山童難。」下列敘述， 符合本文旨

意的是： 
人性善於趨利避害，趨吉避凶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要求別人跟自己愛好相同，誠屬不易 難易與否，皆人心自我設限，而非本然如此 
16 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

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沈作喆《寓簡》卷八）下列敘述，不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 為求一字穩，耐得半宵寒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夜學曉不休，苦吟神鬼愁 

17 為了向世人說明，人在世間不必「樂生畏死」，莊子說：「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

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下列敘述， 接近莊子之意的是： 
未知生，焉知死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死了，你再也不用怕太陽的毒燄，也不用畏懼冬日的嚴寒了 

儘管外在身體隨年華老去，內在身體卻不會。只要你勤於觀照感受 
18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

『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下列敘述，與上文

意旨 接近的是：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19 某人至陰司自薦為半日閻羅，重審某案。他對原告表示：「淮陰侯千古名將誰不曉，為漢家立下了

十大功勞。狡兔死，走狗烹，君王無道，可憐你命喪婦人刀。老閻君飽食終日令人惱，將這等大案

腦後拋，且待我還你個天公地道，百年沉冤雪今朝。」這段話裡的「你」，乃指： 
呂布 李廣 衛青 韓信 

20 施肩吾〈諷山雲〉：「閑雲生葉不生根，常被重重蔽石門。賴有風簾能掃蕩，滿山晴日照乾坤。」

依據詩意，作者想表達的主要觀點是： 
天理循環，邪不勝正  積少成多，有容乃大  

天地萬物，相生相剋  向下扎根，終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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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

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敕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

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葛洪《西京雜記》）下列敘述， 合乎叔父所言的是： 
生不逢時 聽天由命 破除迷信 明哲保身 

22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

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與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王安石〈讀柳

宗元傳〉）下列「君子」之自我期許，與上文旨意 相近的是：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 

23 「我常在列車上拾獲別人不小心遺落的眼神、表情。我曾看過對著車窗默默拭淚的婦人，也看過戀

愛中的少女旁若無人地講著手機，一路嬌笑。當它幽幽的、自顧自的離去與停靠，車廂上載著的可

能是某人一生的重量、一家子的依靠，或是滿腔遏止不住的悲痛、甜蜜。」根據上文，作者能從車

廂情境產生感懷的關鍵是： 
喜歡欣賞默默拭淚的婦人與一路嬌笑的少女 

觀察到許多人將生活中的心思與情緒帶上車 

不畏懼他人的眼光，專注觀察車上的種種人物與動作 

覺得車廂這個空間，其實就是找尋寫作靈感的好地方 
24 「在商業應用上，根據天使募資平臺的公司清單，這幾年投入人工智慧的公司達 1,000 家以上，所涉獵

的領域涵蓋數位廣告、農業、健康照護、家庭、銷售，甚至包括音樂、藝術、心理、寵物、服飾、婚禮

及慈善等，可謂□□□□，各方都期待可以在這剛崛起的市場□□□□。」上文缺空處，依序 適合填

入的選項是： 
百花齊放／未雨綢繆  百花齊放／搶占先機 

異軍突起／搶占先機  異軍突起／未雨綢繆 
25 「我非常認同這種緩慢的態度，這近乎一種優雅的狀態，而絕非是那種慢郎中的慢，或者一事無成

的慢。真正的慢是建立在態度的從容上，就像無所為是建立在有所為上。空非無，空不是沒有，空

是有也不執，無也不執。」根據上文，下列敘述 符合文意的是： 
生命不能空無，故不能鬆懈放慢 緩慢的心境，可使我們從容應對 
執著會使人墮落，導致腦袋空白 慢郎中不夠優雅，因態度不從容 

26 「『旁觀者清』，這話只在簡單的事、簡單的社會適用。現代事務往往異常複雜，非深入局內是無

法了解的。仍然用山作比喻：不論是觀賞山中的風景，勘探山中的礦藏，採集植物動物的標本，描

摹峰巒的線條，都得『裹糧入山』，充分用心觀察，甚至『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渾然與山

化為一體。『要識廬山真面目，必須身在此山中』。世上的旁觀者大都一知半解，印象模糊，卻勇

於發表意見，游談無根。」根據上文，下列敘述 切合題旨的是： 
旁觀者迷，當局者清  萬物虛實，持平辯證 

只在此山，不知雲深  客觀認知，不作評論 
27 「吃了睡，睡了吃，這生活豈不太單調？可是我想起王陽明〈答人問道〉詩：『飢來吃飯倦來眠，

唯此修行玄又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偏向身外覓神仙』，貓兒似乎修行得相當到家了。幾個人能像

貓似的心無牽罣，吃時吃，睡時睡，而無閒事挂心頭？」上文以王陽明詩解釋貓終日只管吃、睡的

原因，此種行文方式，可產生的閱讀效果是：  
委婉諷喻，說明人大多心有牽掛而不自由，反而不如貓 

以小喻大，藉家中寵物說明養生的關鍵，在先安置其心  

幽默風趣，以貓的習性去比況修行，來產生突兀的趣味 

閒適自然，貓只知吃睡乃屬自然，而人的修行亦是如此 
28 「原先我亦不曾想到要這樣，至少當時不曾聯想到前人有這樣的佳話，亦不足以持謝後世人，以我為例，或

以為我戒。我心裡亦想將來能團圓，如若不能，我亦是真心真意地做過人了。今生無理的情緣，只可說是前

世一劫，而將來聚散，又人世的事如天道幽微難言。」根據上文， 接近作者寫作時面對人世變化的心態是： 
順應天道，任其聚散  劫難度盡，終將團圓  
以己為誡，痛改前非  以己為榮，一生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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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輿。家下凡百儉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貴底氣

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

焰，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依據上文，作者期許子孫待人處事的態度，較近於： 
名家 道家 墨家 法家 

30 「近年來，站著工作的風潮由美國矽谷蔓延至臺灣的新創公司。站著上班能提升血液循環的速度，增加

大腦含氧量，進而提升工作效率，也能激發想像力。站著開會，還能解決會議過長的陋習，逼著員工提

綱挈領、講重點。久坐則會讓腸胃蠕動減緩，消化功能減退，容易出現便祕或痔瘡症狀。久坐導致脊椎

受力不均，長久下來造成椎間盤、韌帶和關節磨損，以致肩頸僵硬，下背部疼痛。另外，久坐還易引發

肥胖、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等問題。但坐著工作的好處是比較不易造成靜脈曲張，而嚴重的靜脈曲

張會使周邊血管阻塞，增加罹患冠心病的風險。」根據上文，下列敘述符合文意的是：  
站著工作有百利而無一害 久坐易導致肩頸僵硬、下背部疼痛 

站著工作可讓腸胃蠕動減緩，避免肥胖 站著開會有益健康，可用較長的時間充分討論 
31 「臺灣歷年回收的寶特瓶，平均落在 9 至 10 萬公噸間。若以 600 毫升的規格換算，平均每人一年用

掉近 200 支。雖回收率高達 95%，遠超於歐美國家。但並非有回收就是環保，因再處理的過程仍須

消耗能源、排放汙染，故從源頭減量才是真環保。經分析，寶特瓶 多的用途莫過於瓶裝飲料，已

有公益團體鼓勵民眾自備水杯，希望能減少對瓶裝飲料的依賴。除仰賴民眾自覺外，政府也需改善

飲水品質或廣設飲水機，以回應民眾對環境保護的善意。」根據上文，下列敘述 符合文意的是： 
努力宣導，加強寶特瓶回收 寶特瓶減量，比回收更環保 

民眾自備水杯，喝水救地球 提高自來水水質，刻不容緩 
32 「我們剛才提到黎明，提到黃昏，我們經由眼睛看到了黎明的光芒，經由視覺感受到了夕陽的燦美。

可是在美學的探討中，我們認為這種快樂不只是視覺上的快感。相反的，黎明的曙光、夕陽的燦爛，

回應了我們性靈的狀態。它撞擊了我們的心靈，讓我們的心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們的性靈

因此有了更高的提昇，化為永恆的美。」下列敘述， 符合文中觀點的是： 
美是一種既抽象，且又含蓄而內斂的情感表達 

美是外在環境與心靈的呼應，而不僅僅囿限於感官 

美是主觀的體會，不同的人對何謂美醜，界定各自有別 

美是官能的直接反應，見到夕陽，自然會流露出美的感覺 
33 「當全民已逐漸習慣把『讓世界看見臺灣』視作理所當然，並以此作為評價事物的一項指標時，『讓

臺灣看見世界』似乎是另一個同樣重要、但卻較少被討論的面向。我一直認為，舉辦大型國際活動

的目的和意義，不是為了辦活動而辦活動，也不只是放煙火式的嘉年華。更重要的，是能夠利用舉

辦大型國際活動的機會，一方面匯集優秀的人才形成跨領域的通力合作，另一方面，透過專業的組

織與動員過程，讓人民可以從過程中學習，培養、改變意識與思維，從而推動社區、城市、甚至國

家，迎向新趨勢、開展新階段。『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同時，也『讓臺灣看見世界』，這樣的『質

變』所帶來的效益甚大，但很容易因為不了解而被低估。」下列敘述， 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唯一的目的就是為國家爭取面子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可發揮「讓臺灣看見世界」的功效 

我們關注、討論「讓世界看見臺灣」，因它遠比「讓臺灣看見世界」更為重要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放煙火式的嘉年華是 重要的部分，因為關係到國家尊嚴 

34 「1990 年代由日劇引領出的『哈日』風潮、以及 2000 年代韓劇接續帶動的『韓流』，都日夜推促著

臺灣人從粉絲觀眾，變身成朝聖旅客，從『在這兒想像』，前進到『去那裡體驗』。相對來看，長

久以來我們對外營造的觀光意象實在乏善可陳。一方面，臺灣自我刻板化地、重複再現成一個由泡

茶、老街、小籠包、夜市小吃、腳底按摩等元素構成的『懷舊』與『療癒』南國。另一方面，則訴

諸其實一點也不新潮了、卻自認還很酷炫的尷尬事物，比如 101 摩天樓與煙火秀。或者自我感覺過

於良好的口號，比如『 美麗的風景就是人』。」根據上文，臺灣未來的觀光策略應該是： 
完全擺脫過去的傳統，打造全新南國風情 力圖振興國家文化軟實力，帶動文化風潮 

放棄夜市、小籠包、腳底按摩等舊有產業 強調 美的風景是人，不須追求新潮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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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從 1900 年開始，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在研究流體力學中的亂流、無線電通訊非週期性震動頻率的問
題時，都已經觀察到『渾沌』這個現象。不過，渾沌系統的研究，是在有了電腦後才突飛猛進的。
1961 年，有位名叫羅倫斯（Edward Lorenz）的氣象學家，用電腦來做天氣預測的計算，有一天他發
現一連兩次的計算，雖然起點相同結果卻是大大不同。他小心觀察後才發現，第一天他輸入的起點
0.506127，當他把這個數字抄在紙上時，一時懶惰只寫了 0.506 為起點；當第二天他輸入 0.506 為起
點時，得出來的結果跟第一天大大不同，雖然兩個數字相差不過是萬分之二。因此，羅倫斯就認為
用電腦模擬來做天氣預測，是不可能正確的，並因此而開拓了渾沌系統這個研究領域。」根據上文，
下列文句 不適合做為本文標題的是： 
魔鬼藏在細節中  牽一髮而動全身  
蝴蝶效應，渾沌系統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

部答對者，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
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小明的房間堆滿雜物，需要一位收納專家幫忙「撥亂反正」 
電影 後一幕，眾多白鴿拍動翅膀「羽化飛天」，非常美麗  
他平日行事光明磊落，「不愧不怍」，即便接受警方調查也態度坦蕩 
他費盡心血，努力經營，如今終於「瓜熟蒂落」，順利取得產品授權 
葡萄酒公司的新品發表會上，來賓們「餔糟歠醨」，相當滿意新口味 

37 關於書信用語，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哥哥要向主管推薦弟弟，他在推薦信中應該稱呼自己弟弟為「賢弟」 
小華結婚邀請舅舅觀禮，喜帖的信封上應該書寫「○○○舅舅  親啟」 
擔任社工師的阿德問候住在安養院的小學老師，在信中應自稱「社工師」 
育幼院小朋友要感謝捐款的陳女士，感謝信 後的問候語應是「敬請  崇安」 
任職於政界的小明要離職，他在給長官的辭職信末問候語應是「恭請  鈞安」 

38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意義前後相近的是： 
即使創新，也不能以破壞為目的，畢竟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此處「方圓」百里之內，都見

不到一戶住家 
這家飯店「風光」一時，如今不敵競爭，生意漸漸冷清／獲得冠軍的選手，歸國受到熱烈歡迎，

極為「風光」 
中華隊不甘示弱，馬上還以「顏色」，也擊出一支全壘打／他們總是欺負弱小，我一定要找機會

給他們一點「顏色」 
她一出場，舉手投足之間，充分展現了「大方」的氣度／在一群專家面前做報告，必須戰戰兢兢，

以免貽笑「大方」 
賣場正進行買一送一的促銷，消費者可以享受「便宜」／沒有經過長官同意，絕對不可自作主張，

只求「便宜」行事 
39 孟郊〈織婦辭〉：「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

機。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官家牓村路，更索栽桑樹。」下列詩句與本詩意旨相近的是：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一日不為田，百草已有根。況復閒三時，其穢何待論 
昨日到城廓，歸來淚滿巾。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40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
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子‧離婁下》）
關於上文，敘述正確的是： 
以活水比喻有本源且持續不斷的重要性  
學習的方法是：務本、有恆與循序漸進 
學習若無扎實的功夫，學得快也忘得快 
能通過挫折的磨礪，才有飛躍性的突破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反對名聲超越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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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時候觀察一個人值不值得敬重，不是去看他做了什麼，而是他沒做什麼。可以嘲笑的時候選擇

不語；可以擁有的時候卻目送離去；可以離開的時候依然逗留；可以張狂卻不張狂。但難就難在，

沒有做的東西是不容易被看見的。」根據上文，下列作為符合作者敬重理由的是： 
升職後，不會對昔日有過爭執的同事翻舊帳 
父母用經濟力控制子女，不讓子女自由發展 
比賽獲勝，迫不及待將贏得的金牌放到網路 
因誤會遭團隊質疑時，不甘緘默，極力辯駁 
對手失言被責備時，選擇沉默，不落井下石 

42 「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偽，故不可以不信；三

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

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

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根據上文，治國者應採行的方法是： 
賞罰嚴明，不分親疏遠近 講信修睦，強調以德服人 
實事求是，杜絕巧言舌辯 秉公執法，臣民一體適用 
嚴立階級，禁止以下凌上 

43 「獨創性，是評定藝術家的作品價值一個很重要的指標，翻開中西美術史，沒有風格重複的畫派，

也找不出畫風相同的畫家。自美返國之後，我決心投身油畫創作，專注於自我風格的提升，不跟著

複合媒材和裝置藝術的潮流走。深知自己喜歡畫畫，不願意違背當年讀美術系的初衷，作畫多年的

我，其實一直承襲著留美時期的創造實驗精神，從碩士畢業展的『朽木系列』到現在的『繡球花系

列』，我始終抱持著深入主題的研究精神，持續用不同的表現方式來詮釋同一個主題。」根據文意，

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藝術家不斷提升自己風格的同時，也提升了作品的價值 
作者一路走來的創造實驗精神，可追溯自負笈美國時期 
作者投入複合媒材和裝置藝術的潮流，一樣走出自己的路 
作者以不同方式詮釋同一主題，是跳脫中西美術史的嘗試 
選擇以油畫為媒材，作者抱持著喜歡畫畫的初衷持續努力 

44 「鐵蛋成為伴手禮之後，業者不免添加防腐劑以利保存，據說還檢驗出重金屬成分，真令人洩氣。

好像耄耋老人還濃妝豔抹，溶脂，眼袋移位，整形手術，粉刷牆壁般粉飾歲月留下的痕跡。老化並

非醜化，人生都有一定的賞味期，我們無法決定生命的長短，卻能干涉其內容。鐵蛋本是耐咀嚼的

食物，其價值絕非它能保存多久，而是它召喚食慾的品質。生命總會歷經變皺緊縮的過程。如果青

春是一枚滷蛋，誘人，海風吹乾了，回鍋復滷，正視它逐漸老化；有一天，青春變成了老骨頭，帶

著瑕疵，帶著足堪咀嚼的回憶，才是耐人尋味的人生。」根據文意，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老化與醜化均為人生必經歷程，坦然面對即可 
人生長短不一，應掌握有限的賞味期，好好發揮 
歷經滄桑的人生雖不完美，卻有更多豐富滋味可待回味 
紅顏易老，一如滷蛋鐵蛋難以保存，勿過度沉湎於年少歡樂時光 
添加物過多的鐵蛋對健康造成極大威脅，消費者應重視食安問題 

45 「西方社會學者老早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全球化不知不覺改變了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土壤，

使外來作物壯盛，本土作物萎弱。想想我們今日的小孩子天天喝可樂，吃炸雞，本土的碗糕與四神

湯怎能不越來越靠邊？而今天，陳達的民歌與李天祿的布袋戲如何敵得過女神卡卡與『憤怒鳥』？

如果還以為文學藝術的民族主義是狹隘、落伍的觀念，正好讓歐美的全球化吞噬了我們民族文化可

貴的珍寶。當代『全球化』不是 大、 霸道的文化的『民族主義』嗎？為什麼我們不敢反對？」

根據文意，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本土文學藝術應該努力朝向「全球化」發展 
喝可樂、吃炸雞，是符合「全球化」的行為 
陳達的民歌太過於在地化，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李天祿布袋戲的藝術價值無法與女神卡卡匹敵 
當代的「全球化」其實是一種美國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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