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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題：（1～25題）

1.      

這張圖最可能在傳達下列何種訊息？

(A)透過大量傳播，知識就會變成真理

(B)與其獨自苦讀，不如多與他人交流

(C)反覆誦讀，有助於將資訊內化為大腦深層的記憶

(D)能統整所學並轉述給別人，才算是真正掌握知識

2.

根據這段對話，誰的做法或說法最恰當？

(A)君翰                      (B)思涵                     (C)偉同                     (D)嘉恩

  

3.    「臺灣原住民的布只有形制屬傳統或較現代的分別，像圓領的剪裁、鈕扣和棉布的使
用等，都是受漢人的影響而來。泰雅族的貝珠鈴衣，是貝珠串底下加銅鈴裝飾，銅
鈴也是和漢人交易而來。日治時代的原住民服裝，還出現以漢人棉布做底、日本布
做袖口、原住民圖案做主要裝飾的混搭法。」這段文字的主旨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不同文化的碰撞，可融合並產生新的火花

(B)外來文化的入侵，讓在地的傳統文化日漸消失

(C)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影響了漢人與日本人的穿著

(D)觀察不同族群的服飾，就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

4.      下表中的「獸」字依序最可能為何種字體？  

(A)金文 → 楷書 → 小篆 → 隸書    
(B)金文 → 小篆 → 隸書 → 楷書

(C)小篆 → 隸書 → 金文 → 楷書    
(D)小篆 → 金文 → 楷書 → 隸書

黃醫師的眼科診所開業，親友們登門慶賀。君翰帶來一方寫著「杏林之

光」的匾額，聊表心意。思涵見狀馬上說：「如果寫『近悅遠來』更好。」

偉同則說：「可是，我覺得『眾望所歸』更恰當。」最後嘉恩才說：「其

實，『桃李芬芳』才是最合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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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5.    「過去賭客玩拉霸機時，需要把紙鈔塞進機器裡，所以會看見皮夾裡的鈔票越
來越少，能提醒自己適時收手。但現在他們用卡片玩拉霸機，卡片僅會記錄
他們的輸贏情況。賭客難以意識到自己正不斷輸錢，只能隱約記得花了多少
錢。」這段文字的主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欲望會創造新的發明

(B)科技的進步使生活更便利

(C)長期沉溺於賭博之中容易讓人迷失自我

(D)不用現金支付使人對花錢的感受變得較遲鈍

6.      下列體育新聞的說明何者錯誤？

(A)東道主法國隊屈居第二：法國是主辦國

(B)我國九局下逆轉，一分氣走韓國：我國轉輸為贏

(C)波多黎各選手爆冷門奪金：各界看好波多黎各選手奪金

(D)我國女將輕取哥倫比亞，晉級八強：我國女將大勝哥倫比亞

7.   「敘述記憶是件難事。記憶是一個整體，敘述的時候必須選擇將它一片片的切

下，即使是一塊肉、一棵菜甲甲切下來後就再也拼不完整了，就算拼湊起來了乙乙

也只算是死的標本，生命已蕩然丙丙何況記憶大部分的時候更像一陣風，來無影

去無蹤的，要想將風片切下來，豈不完全是一場徒勞嗎丁丁」這段文字中的甲、
乙、丙、丁四處，何者最適合使用標點符號中的句號？

(A)甲                      (B)乙                      (C)丙                      (D)丁

8. 

下列關於故事中人物的敘述，何者最恰當？

(A)門人買錯硯臺卻不知道

(B)陸公惋惜是因石工技藝不佳

(C)門人請人磨平硯眼是自作聰明

(D)陸公對門人購硯的價格感到驚訝

9.   「美國有名男子在家中裝攝影機，24小時在網路上播放他的生活，因此成為
名人，甚且登上雜誌封面。這透露著有些人不再介意被窺視，甚至樂於被窺
視。人有時會覺得孤寂，希望被注意，讓人覺得自己很重要。那些被窺視的
人，既然知道鏡頭在哪裡，是否會有表演的性質呢？」根據這段文字，下列
何者最接近作者的觀點？
(A)大眾的隱私權常常不受到尊重        
(B)網路直播者多少帶有表演性質

(C)滿足他人偷窺欲就可成為名人        
(D)孤寂的人總是害怕他人的眼光

陸公嘗於市遇一佳硯，議價未定。既還邸，使門人往，以一金易歸。門

人持硯歸，公訝其不類。門人堅證其是。公曰：「向觀硯有鴝鵒眼，今何無

之？」答曰：「吾嫌其微凸，路遇石工，令磨而平之。」公大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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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不可以倖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倖其似而竊其名，非

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現實吐，無不立敗。」下列

何者最能與這段文字的意旨相呼應？

(A)因其貌不揚被小看，沒想到靠著精湛演技成為影帝

(B)不勞而獲的錢財，因為來得容易，往往被輕易揮霍

(C)以作弊手段考上名校，最後卻因適應不良而中輟學業

(D)當不切實際的夢想碰到冷酷的現實，也只能化為泡影

11.                                                          根據這則說明，下列做法何者最符合健康概念？

12.    下列選項「」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A)悲傷哽「咽」／食不下「咽」

(B)悶不「吭」聲／引「吭」高歌

(C)語帶「禪」機／「禪」讓政治

(D)「撒」謊成習／恃寵「撒」嬌

13. 「所謂中菜西吃，是將原本大盤共享且同桌擺放的宴席菜式，改為西餐般一人一

份、一道道依序送上。但中菜向來比西菜更講究沸熱燙口，分開上菜後，熱度鑊

氣全消。其次，拋卻一桌多道同食，享受各種味道交錯的樂趣。更嚴重的是，

為了美觀便利，連烹調手法都起了變化。例如原本該整魚整肉整蔬大鍋蒸煮煨

燉，卻改為小塊小盅個別處理，光這點就足以讓同冶一爐、渾然一體之味傷損逸

散。」根據這段文字，作者不愛中菜西吃的原因最不可能包含下列何者？

(A)中式食法多道並陳，西式則否

(B)中菜較西菜更講究菜餚的熱度

(C)西餐的上菜速度及料理方式費時又費工

(D)西式食法盡失中菜大鍋烹煮整肉的風味

                      背包與健康

(一)重量：背包後背時，內容

物的重量最好在體重10％
以內，側背時則建議低於

5％。

(二)背法：背包的背帶越短、

靠身體越近，力量承受度

越小，背起來越輕鬆。

(三)放法：最重的東西應放在

背包中間，步行時比較不

會影響身體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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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定而後發，發必中矣。」句中「矯」
字的意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矯」世勵俗                                (B)「矯」若遊龍

(C)「矯」捷身手                                (D)「矯」託天命

15.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A)這艘郵輪車水馬龍，可搭載數千名遊客

(B)他個性害羞，遇到陌生人時總是別開生面

(C)他為了得到好成績而因噎廢食，每晚都認真讀書

(D)這裡曾有許多珍藏，如今僅剩吉光片羽，令人唏噓

16.   某古典戲曲中有一段唱詞：「俺讀些稗官詞寄牢騷，對江山吃一斗苦松醪 1。

小鼓兒顫杖輕敲，寸板兒軟手頻搖。一字字臣忠子孝，一聲聲龍吟虎嘯。快舌

尖鋼刀出鞘，響喉嚨轟雷烈炮。呀！似這般冷嘲、熱挑，用不著筆抄、墨描，勸

英豪一盤錯帳速勾了。」據此判斷，唱詞中「俺」的職業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說書人            
(B)算命師

(C)外交使臣          
(D)監察御史

17.    下列文句，何者文意通暢、用詞最為恰當？

(A)此文件攸關計畫的成敗，你千萬要小心遞送

(B)在遇到困難時，他反而不屈不撓，堅持妥協

(C)他明明做錯事情還推給別人，真是死不賴帳

(D)疫情蔓延的時候，我們更要一起對抗意志力

18. 「粥之既熟，水米成交，猶米之釀而為酒矣。慮其太厚而入水於粥，猶入水於酒
也，水入而酒成糟粕，其味尚可咀乎？故熬前挹水必限以數，使其勺不能增，
滴無可減。」根據這段文字，作者對於熬粥的看法，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熬煮前須加足適量的水

(B)熬煮時可適度添加米飯

(C)熬煮過程中可加酒提味

(D)熬煮過久容易生出糟粕

19.    下列詞語「」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兩兩相同？

(A)杞人「ㄧㄡ」天／養尊處「ㄧㄡ」

(B)「ㄅㄢ」駁陸離／「ㄅㄢ」斕奪目

(C)自相「ㄇㄠˊ」盾／「ㄇㄠˊ」塞頓開

(D)細嚼「ㄇㄢˋ」嚥／「ㄇㄢˋ」不經心


1.醪：音ㄌㄠˊ，混含渣滓的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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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南二月試羅衣 1，春盡燕山雪尚飛。應是子規 2 啼不到，故鄉雖好不思歸。」
關於這首詩的分析，下列說明何者最恰當？
(A)就體裁而言，這是一首七言律詩

(B)就形式而言，對仗工整，句句押韻

(C)以「試羅衣」、「雪尚飛」對比兩地氣候差異

(D)以遊子口吻寫出羈旅在外、難以返回的鄉愁

21.    根據這張表格的說明，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會意字？

 

22.  「學者如取水，終日取而不能踰其量，故操瓢者止於瓢，操盎者止於盎；教者如分
火，終日分而未嘗虧其體，故散為十燈而明自若，散為千燈而明自若。故善學者
________，善教者________。」根據文意脈絡，畫線處依序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A)不自隘其器／不自吝其光

(B)如逆水行舟／似雪中取火

(C)宜自知其量／宜自晦其光

(D)無一時之患／有終身之憂

23. 

根據這段文字，下列何者與莊子的想法最接近？

(A)人死留名，虎死留皮

(B)不慕榮利，唯願逍遙

(C)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D)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1.羅衣：絲質的衣服
2.子規：杜鵑鳥，啼聲如     
              「不如歸去」


1.願以境內累矣：希望勞煩您協助國事
2.笥：放物品的竹器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1！」莊子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 2 而藏之廟堂之上。

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

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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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楚莊王為幸，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楚國
之幸。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付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
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顧及養生之事，故使莊王功績著乎竹
帛，傳乎後世。」關於這段文字的寫作手法，下列說明何者最恰當？
(A)先提出世俗看法，再以不同論點反駁

(B)先從正、反兩面論述，再另舉他例說明

(C)先記敘孫叔敖事蹟，再評論楚莊王功績

(D)先以楚莊王觀點闡述，再從孫叔敖立場反駁

25.  【甲】                                                  【乙】

根據甲、乙兩項資料，關於民國97年國人主要死亡原因，無法明確推論出下

列何者？

(A)慢性肝病為當時國人十大死因之一

(B)腦血管疾病為當時國人第三大死因

(C)蓄意自我傷害為當時國人十大死因之一

(D)肺炎、高血壓性疾病、腎臟疾病皆為當時國人十大死因

 

衛福部公布1 0 7年國人

十大死因：與十年前相較，

癌症與心臟疾病依舊高居死

因前兩位，糖尿病、事故傷

害、慢性下呼吸道疾病順位

不變，肺炎、高血壓性疾

病、腎臟疾病順位上升，腦

血管疾病、慢性肝病與蓄意

自我傷害順位下降。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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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26～42題）

請閱讀以下海報，並回答26～27題： 

 

26.    根據這張海報，下列關於綠能家電診所維修內容的敘述，何者最恰當？

(A)可電話預約時間，專人到府收件

(B)維修費用依家電的大小而有不同

(C)只要維修合於規定的家電，都需繳交工本費

(D)領件時若未攜帶取貨聯單，可以維修單代替

27.    下列四人聲稱曾到綠能家電診所送修電器，何人所述與這張海報的內容最相

符？

(A)小強：週一 14：00 送修咖啡機，週四 09：00 就拿到了

(B)小顏：週三 10：00 送修飲水機，週五 13：00 就領件了

(C)小燕：週六 16：00 送修電子鍋，接到通知後憑取貨聯單領回

(D)小龍：週二 08：00 送修熱水瓶，先繳交50元特殊材料費才能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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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28～29題：

28.    根據本文，關於畫線處所象徵的意義，下列說明何者最不恰當？

(A)甲句中「每一個坑洞」：人生不同的挑戰

(B)乙句中「方正的直角」：作者獨特的個性

(C)丙句中「紙」：作者自己的本質

(D)丁句中「蟑螂」：卑鄙惡劣的個人特質

29.    作者透過本文所抒發的感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要到失去之後，才知道曾經擁有的美好

(B)為了他人而改變自己，最後卻迷失自我

(C)年輕時未確定方向，等到一事無成才後悔莫及

(D)曾經轟轟烈烈的絢爛，誰知到頭來都是一場空

 

摺紙必須精準，切忌反覆翻弄，將紙摺磨得失去挺度。若紙起皺，邊線就

會失去俐落的線條，摺出來的物件都會像失了精神般的軟癱。

小學時認識了一位大哥哥，手極巧，曾摺了一隻立體獨角仙給我。它有著

厚實而層疊的腹部，擎起的獨角末端還如鹿角分岔。我珍藏多年，直至年長搬

家方不知去向。

我從未能重現這隻獨角仙，人生也不若它的摺線一般乾淨俐落。【甲】我反覆

把自己摺成不同的生物，試圖符合人生為我準備的每一個坑洞。

【乙】一群圓滑形狀的人們聚在一起談天，我小心翼翼斂起方正的直角，

化為類似的圓體，悄悄滾近。另外也會遇上有稜有角的人們，我則對摺自己，

讓角度更加突出。然而時間一長便洩了底，他們看穿，他們草草應付，藉機散

去，剩下我獨自揣摩下次該變成哪種樣子。【丙】幾次把紙弄得殘破不堪後，

勉強找到約略符合自己形狀的角落，適應下來了。

但當我決定把自己送往另一個城市，困惑又悄悄蔓延。以往公司宣告「我

們要的是稀有動物」，因此我們的生活宗旨是特立獨行、轟轟烈烈。但向新單

位報到的第一天，主管卻說：「這是一個叢林！那些需要特殊照顧與環境才能

生存的稀有動物，比如說大象、孔雀，在這裡是無法生存的！【丁】我們需要

的是蟑螂、是老鼠！」雖然明白他的誇飾，但還是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我又慌張了，這次，我應該把自己摺成什麼呢？

                                                                          ―― 改寫自謝子凡〈摺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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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小說，並回答30～31題：

30.    關於小說中畫線處文句的說明，下列何者最恰當？

(A)甲：政府對人民的監控就像陽光一樣無孔不入

(B)乙：長時間的緊繃，讓人變得冷酷麻木

(C)丙：政府假稱瘟疫以掩蓋屠殺人民的真相

(D)丁：巡邏隊刻意威嚇居民，製造恐懼與猜疑

31.    對小說中的政府而言，「最壞情況」所指的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人心彼此猜疑，不再相互信任

(B)氣溫持續上升，民眾難以忍受

(C)疫情不斷惡化，人們失去求生欲

(D)群眾發生暴動，突破城門封鎖線

證道會過後不久，天氣開始熱了。眼看六月底就要到來。證道會那個星期天

下了場遲來的雨，次日，夏天的氣燄便忽地在天空與屋舍上方爆發開來。首先是

一陣焚熱強風吹拂一整天，把牆壁都吹乾了。接著太陽定住不動，城裡鎮日洶湧

著一波接一波的熱浪光影。除了拱廊街與公寓樓房之外，城裡好像沒有一處見不

到刺眼欲盲的反光。【甲】陽光大街小巷地追著市民跑，一等他們停下來便立刻

出擊。由於暑熱乍到，死亡人數也剛好急遽上升，每星期約有七百人，奧蘭城於

是籠罩在一種沮喪的氣氛中。郊區裡，平坦街道與平頂房舍之間不再生氣勃勃，

而且這一區的居民平常總是坐在門口，如今卻是所有的門戶窗扉緊閉，也不知道

是想躲瘟疫還是太陽。不過有幾戶人家家裡傳出呻吟聲。以前要是發生這種事，

經常可以看見好奇民眾站在路上留神傾聽。【乙】但經過這長久下來的警戒之

後，好像每個人的心腸都變硬了，無論是走路時或生活中聽到痛苦呻吟聲都能置

若罔聞，彷彿那是人類的自然語言。

在各城門的打鬥迫使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也同時引發一種暗地裡的騷動。

【丙】打鬥中當然會有人受傷，但在城裡由於受到燠熱與恐懼的影響，所有事情

都被誇大了，因此便有傳聞說死了人。總之民眾不滿的情緒確實不斷擴大，政府也

確實擔心發生最壞情況，而認真考慮了萬一這群被困在疫病當中的民眾發生暴動，

應該採取哪些措施。報上公布了一些法令，再次重申出城的禁令，違者可能得坐

牢。城裡派出巡邏隊巡視。在那些空蕩蕩又熱得發燙的街頭上，經常會先聽到馬蹄

聲，接著便會看見騎馬的衛兵從兩排緊閉的窗戶之間經過。【丁】巡邏隊的身影消

失後，受威脅的城區便再次陷入一片沉重且充滿猜疑的寂靜之中。每隔一段時間

都會有槍聲響起，那是幾支武裝的特殊小隊最近奉命撲殺貓狗，因為牠們也可能

傳播跳蚤。這些冷硬的槍聲更增添城裡的肅殺氣氛。

                                                                                                                                                 ――  節錄自卡繆《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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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32～33題：

32.    根據本文，關於美秀美術館，最不可能推論出下列何者？

(A)美術館坐落在山間

(B)對環境清潔有高度的要求

(C)館區的電動車由機械人駕駛

(D)接待中心與美術館有一段距離

33.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最能體現美秀美術館的烏托邦式美學？

(A)工作人員親切的微笑，流露內心的祥和

(B)降低人為聲音的干擾，以呈現寧靜氛圍

(C)所有物件一律為白色，象徵藝術的純淨

(D)讓觀眾貼近展品，顯現人與藝術無隔閡

日本 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有一種奇特的「烏托邦式美學」，首先

是載客的白色電動車安靜地穿梭接待中心與美術館間，有如過去科幻電影中，

關於未來烏托邦世界的描述。

白色電動車象徵著美秀美術館對於美學近乎潔癖的要求，電動車安靜地運

作，不會干擾到青山綠水間的蟲鳴鳥叫，使得這座烏托邦式的美術館區，永遠

呈現出一種寧靜的氛圍。更有趣的是，白色電動車的駕駛穿著白色制服，臉上

表情肅穆，不禁令人懷疑這些駕駛是否為科幻片中的複製人或機械人？

不過我們不得不佩服美秀美術館的周到服務：雨天下電動車時，館方提供

踏腳墊，以及擦去雨滴的白抹布。即便是貴婦人，仍然可以輕鬆地在美術館中

喝下午茶。然後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地離去。

當遊客在雨天蒞臨，美術館人員便會送來一整排赭紅色、印著MIHO字樣

的雨傘，並要求大家將自己的傘留在車上。其用意是不希望旅客花花綠綠的雨

傘，破壞了烏托邦視覺上的統一美感。

                                          ―― 改寫自李清志〈烏托邦美術館：美秀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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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34～35題：

34.    根據本文，作者認為紙本書對一般人的獨特價值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紙本書才能傳承經典與藝術

(B)閱讀紙本書不受晝夜的限制

(C)紙本書可讓文字散發不同的渲染力

(D)城鄉數位落差因紙本書才得以彌補

35.    關於本文的寫作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以多面向的特質比較來強調數位資訊不如紙本

(B)用夜以繼日來說明紙本閱讀是數位閱讀的延續

(C)透過圖表的分析，陳述紙本閱讀無限發展的可能

(D)藉由晝夜的對照，表達紙本與數位閱讀應該並存 

很多人早就預言紙本書會消失，被網路閱讀取代，但我相信紙本書有其獨

特價值。我不時自問：要怎麼描述紙本書的獨特價值？今天和未來，大家為何

要透過紙本書來閱讀？

我一度覺得紙本書的價值比較接近藝術

品，但藝術品是陽春白雪，和一般人的距離

較遠。我想找出來的是：紙本書對一般人也

是必需的獨特價值。思索十幾年後，我試著

將「數位及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的特

質分述兩邊，列出右邊的圖像：

我發現這兩列特質的總結，不就是白晝

與黑夜的對比嗎？網路閱讀的特質，可喻為白

晝；紙本閱讀的特質，可喻為黑夜。而一旦把

紙本的獨特價值和黑夜連接，答案就跳出來

了。人類從來都是需要代表黑夜和白晝的閱讀

並存，也就是書和書以外的閱讀並存。

就像人類有電燈後，雖然可以延長白晝，但還是需要黑夜，我們對紙本書

的需求也是。不論我們可以從網路、手機得到多少訊息、知識、多媒體的閱讀

樂趣，最後還是有打開紙本書的需求。人，沒有黑夜，是會生病的。我們沒有

紙本書的閱讀，也如此。不論從心理或生理上來說，都如此。黑夜不是和少數

人相關的藝術品，而是每個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我們現今透過簡訊、臉書，隨時都在使用文字表達自己、與人溝通，對文

字的需求日益提高，而紙本書是最能讓我們學習、體會文字力量的一種媒介。

一首雋永的古詩，印在紙本書上，和呈現在電子書上，會有截然不同的氣場，

我們閱讀的感受也截然不同。這就是紙本書對每個人都具備的意義，不論這個

社會多麼網路化、數位化。

                                                      ―― 改寫自郝明義〈當紙本書是一個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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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以下是柏拉圖知名的「洞穴寓言」，請閱讀並回答36～38題：

36.    假設右圖是寓言中所指的洞穴，則根據寓言

的內容，甲、乙、丙三處依序最可能是下列

何者？

(A)被鍊著的人／營火／舉雕像的人

(B)被鍊著的人／舉雕像的人／營火

(C)舉雕像的人／營火／被鍊著的人

(D)舉雕像的人／被鍊著的人／營火

37.   在這則寓言中，「這個走出洞穴後再回到洞內的人」最可能是象徵下列哪一種

人？

(A)受迫的奴隸

(B)孤獨的先知

(C)命運的主宰

(D)蒙昧的愚者

38.    根據這則寓言，下列何者最接近柏拉圖的想法？

(A)多數人相信的事未必為真

(B)自以為是往往會招致滅亡

(C)面向陽光，影子就會在你背後

(D)堅定信仰，心靈才能得到自由

有個洞穴中有一群人，他們的身子被鍊著，無法轉向，只能面向洞穴的內

壁。他們無法看見身旁每一個人，亦無法看見身後的洞口。洞穴裡唯一的光源

是一堆營火。有一道遮蔽物擋在這群人與營火之間，遮蔽物後有人高舉著人類

和動物雕像來來往往。那些被鍊著的人看不見雕像，只能在內壁看到遮蔽物後

雕像的影子，且這些黑影配合洞穴裡的回音舞動。對那些被鍊著的人來說，這

些影子是真實的事物。他們無事可做，只能談論這些影子。

如果被鍊著的人中有一人被釋放，得以起身走出洞穴。陽光會讓這個人感

到極大的痛苦，因為他只習慣於黑暗。等他習慣了光線，看見遮蔽物後真正發

生的事情，他就能發現真相，得到啟蒙。

當這個人再回到洞內，試著告訴其他人外界的真相，其他人卻很可能無法

理解並認為這個人是瘋狂的。就算這個人將他們釋放，想拉他們走出洞穴，他

們依然只願相信內壁上的影子才是真實，甚至可能將這個人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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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兩篇短文，並回答39～40題：

39.    根據甲、乙兩文推論，漢文帝時各種錢幣的重量依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四銖錢 ＞ 吳錢 ＞ 鄧通錢

(B)四銖錢 ＝ 鄧通錢 ＞ 吳錢

(C)吳錢 ＞ 四銖錢 ＞ 鄧通錢

(D)吳錢 ＞ 鄧通錢 ＝ 四銖錢

40.    根據甲、乙兩文，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鄧通與吳王同時自鑄莢錢，導致莢錢過多

(B)鄧通與吳王所鑄銅錢上應有「半兩」字樣

(C)鄧通叛逆謀反，文帝遂下令禁止私鑄銅錢

(D)鄧通所鑄錢布天下，故文帝賜其銅山一座


1.莢錢：西漢初年所鑄銅錢，形如榆莢，故名

【甲】

文帝時，莢錢 1 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上鑄「半兩」字樣，民亦得自鑄

錢。故吳王就山鑄錢，富等天子，其後以此叛逆。又有大夫鄧通者，亦以鑄

錢富甲天下。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後乃生鑄錢之禁。

                                                                              ―― 改寫自《史記．平準書》

【乙】

漢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形制文字重量，皆與天子四銖錢同。

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形制文字，與天子錢不異。

                                                                                      ―― 改寫自《西京雜記》



14 試題結束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41～42題： 

41.    根據本文，下列文句省略的主語，何者是白敏中？

(A)病其與賀拔惎為友

(B)乃密令門人申意

(C)悉以實告

(D)大怒而去

42.   根據本文，王起說：「我原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這句話的原因，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白敏中向王起推薦賀拔惎取代自己

(B)賀拔惎已知此次科考內幕，只好破格錄取封口

(C)比起白敏中的前倨後恭，賀拔惎的真誠顯得更為可貴

(D)白敏中把賀拔惎看得比狀元還重，可知賀拔惎有過人之處

王起主文柄 1，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與賀拔惎為友。惎有文而落拓。

乃密令門人申意，俾敏中與惎絕。門人復約敏中，具以告之。敏中曰：「皆如所

教。」既而惎果造門，左右欺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

連呼左右召惎，悉以實告，曰：「一第何患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門

人睹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原只得白敏中，今當

更取賀拔惎矣。」

                                                                                   ―― 改寫自《唐摭言》


1.主文柄：主持科舉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