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面臨重大改革，首先，呼應課程綱要精神，測驗

目標將以理解、分析、統整為大宗，重視發展解釋、省思評鑑的能力。其次，國文

考科從七月分科測驗中退場，已不必在「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試」之間

劃分區隔，故新制度下的「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其試卷命題勢必綜合往昔兩大

考試特徵，取材兼顧「生活素養」與「學術素養」。最後，混合題型正式登場，非

選擇題的配分比例擴大，將成為國文考科的決勝關鍵。

本書因應變革，參照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近年公告的參考試卷、研究用試卷等，

全新改版。每回次除單選題、多選題外，新編訂混合題，提供學生充足的練習。命

題概念上，增加新穎、活潑的情境佈題，以及日常可見的實用文本類型，測驗學生

日常語文素養。此外，彰顯新課綱精神，以閱讀為學術研究的基石，故力求閱讀文

本取材跨越學術藩籬，除文學著作外，醫療、美學、社會經濟、自然科學等素材百

花齊放，兼容並蓄。

建議學生使用本書時，每週練習一回，每一回作答時間設定為 90分鐘。混合

題中的非選擇題部分，應勤勉作答。測驗後對照「詳解」，適當地筆記解題關鍵處，

並將非選擇題處一一訂正。12回練習完畢，附錄尚有兩份「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模

擬試卷」，切勿遺漏。

俗云「時勢造英雄」，在變動中洞燭機先，強者更上一層樓，弱者也有絕地反

攻、青雲直上的機會。本書編製過程，精研大考中心試題，全新命題，帶領你在考

招變革的浪潮中，揚帆破浪，贏得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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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回目 頁碼 命題範圍
預定

完成日

實際

完成日

第 1 週 序與雜記 P.2

序體：桃花源記、畫菊自序

雜記： 晚遊六橋待月記、項脊軒志、鹿

港乘桴記、醉翁亭記、岳陽樓記

第 2 週 寓言、史傳與小說 P.20

寓言：莊子、韓非子

史傳：燭之武退秦師、鴻門宴

小說： 虬髯客傳、勞山道士、劉姥姥進

大觀園

第 3 週 議論、說明與應用 P.33

議論：師說、勸和論

說明：大同與小康

應用（奏議）：諫逐客書、出師表

第 4 週 諸子思想 P.46 論語、孟子、墨子、韓非子、老子、莊子

第 5 週 韻文 P.60
詩經（蒹葭）、漁父、赤壁賦、樂府詩、

古詩、唐宋詩、詞、曲

第 6 週 現代文學 P.76

散文： 髻、天才夢、玉山去來、壯遊、

第九味

小說： 孔乙己、一桿「稱仔」、散戲、

竹藪中

新詩： 再別康橋、狼之獨步、愛的辯證

（一題二式）、錯誤、雁。

第 7 週 第 1∼ 2冊複習 P.89

第 8 週 第 3∼ 4冊複習 P.101

第 9 週 第 1∼ 4冊複習 P.113

第 10週 第 1∼ 5冊複習 P.126

第 11週
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

模擬試卷（一）
P.137

第 12週
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

模擬試卷（二）
P.151

附錄 1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模擬試卷（一）
P.164

附錄 2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模擬試卷（二）
P.166

目次



序與雜記
序體：桃花源記、畫菊自序

雜記：晚遊六橋待月記、項脊軒志、鹿港乘桴記、醉翁亭記、

岳陽樓記

林淑娟老師整理命題

第 週1

「序」體概述

贈序類 贈人以言，以表敬愛或陳忠告之誼。例：韓愈〈師說〉

序跋類

說明著作的旨趣及經過

書序

依位

置分

前序 異稱：序、敘、前言、引言、弁言、卷頭語。例：連橫〈臺灣通史序〉

後序
異稱：跋、後序、後記、書後。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許

慎〈說文解字序〉

依作

者分

自序 例：連橫〈臺灣通史序〉、張李德和〈畫菊自序〉

他序 例：皇甫謐〈三都賦序〉

詩序 例：白居易〈琵琶行并序〉、文天祥〈正氣歌并序〉、陶淵明〈桃花源記〉

【註】 古人在宴會上飲酒賦詩，將詩作集結成冊，再由其中一人為之作序。其體製類似「序跋類」中的

書序（詩集序）。例：王羲之〈蘭亭集序〉、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序」體重要篇章

作者 主旨 重點整理

桃花源記
東晉

陶淵明

描繪作者心中恬靜祥和

的理想世界──桃花源

1. 寫於陶淵明晚年，歸隱潯陽柴桑時
2. 原題〈桃花源詩并記〉，為五言古詩〈桃花源詩〉前的
小記，其性質相當於詩的序言

3. 運用小說筆法，以捕魚人發現桃花源的經歷為線索開展
故事

畫菊自序
清末∼民國

張李德和

說明畫菊志趣，強調

「有志竟成」，並展現

追求藝術境界及品德操

守的高遠志向

1. 寫於庚寅仲秋（民國三十九年農曆八月），文後附菊花
圖一幅，上題「東籬爛熳見天真　羅山女史李德和」

2. 以駢文寫成的序跋文，對偶整齊、聲律和諧、詞藻優
美、援引典故

3. 作者身為女性，在持家教子之餘，仍精研詩文書畫。文
中並舉男女事例，突破性別限制，展現其志趣與胸襟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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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記」體重要篇章

作者 主旨 重點整理

岳陽樓記
宋

范仲淹

寄託作者「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的抱負，與好

友滕子京互相勸勉

1. 岳陽樓為唐代張說創建，宋代滕子京重修，范仲淹作記
2. 范仲淹因慶曆新政失敗，自請外調鄧州，滕子京重修岳陽
樓後，致書並附上「洞庭秋晚圖」，請范仲淹為此事作記

3. 以「謫」字為文眼貫串全文
4. 以「雨悲、晴喜」的「遷客騷人」，對比「先憂後樂」的
「仁人志士」之胸襟

醉翁亭記
宋

歐陽脩

描寫滁州山水之美與

遊宴之樂，藉以表達

作者貶官後以順處逆

的心境，及其「與民

同樂」的仁者襟懷

1. 首段採「剝筍法」描寫景物
2. 全文以「樂」字為文眼貫串全文，大量使用「也」、「而」
等虛字

3. 層層推進本文旨趣：禽鳥（山林）之樂→遊人（滁人、眾
賓）之樂→太守（與民同樂）之樂

項脊軒志
明

歸有光

以家庭瑣事，藉屋懷

人，以軒明志

1. 「項脊」，書齋名，寓有不忘遠祖（或狹小）之意。「軒」，
小房間。「志」即「記」

2. 前四段「正文」寫於十八歲；末兩段「補記」於十餘年後
3. 以項脊軒的變遷為主線貫串全文，表達對母親、祖母、妻
子的思念

4. 仿《史記》「論贊」筆法，以「蜀清」、「諸葛亮」自比，
表明用世的心志

晚遊六橋待

月記

明

袁宏道

描寫西湖六橋一帶的

春光、月景，展現作

者獨特的審美觀點

1. 是作者辭去吳縣知縣時所作的山水小品文
2. 以「待月」二字貫串全篇，然篇中不見「待」字
3. 以景物的濃淡、詳略為序。以虛筆寫月景之美

鹿港乘桴記

清末∼

日治時期

洪繻

記述鹿港今昔變化，

藉此抒發作者對家鄉

頹敗的感慨，以及對

日本統治臺灣的批判

1. 「乘桴」，乘坐竹、木編成的小筏。屬遊記散文
2. 寫於臺灣割日後的日治時期。以時代推移為主軸，藉由
「昔盛今衰」的對比手法描繪鹿港的地景與人事變化，並

直言批評時政，流露作者濃烈的民族與鄉土情懷

3. 以跳躍交錯的時間軸記錄鹿港興衰的空間故事。寫景鮮活，
敘事詳實。記敘、抒情之外，亦具有史料保存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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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古文運動

釋名 唐代稱六朝以來駢文為「時文」，稱周秦、兩漢散文為「古文」

背景 六朝以來，崇尚形式駢儷、內容空洞、遠實用與教化的文章

先驅 唐初陳子昂、元結、李華等人，提倡漢魏風骨，反對駢儷之文

主張

1. 取法先秦、兩漢內容充實、形式自由的散文
2. 主張文以載道、文以明道
3. 以群經子史為文學典範，文辭求其樸實無華，內容求其蘊涵教化

名家

韓愈（倡古文運動，排斥佛、老）、柳宗元（並稱「韓柳」）、劉禹錫、韓門弟子等

★晚唐五代駢文又興，唐代古文運動未成功

歐陽脩（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之領袖）、曾鞏、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軾、蘇轍）

★宋代古文運動成功，古文終為文章之正宗

★「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名源自茅坤所編《唐宋八大家文鈔》

明清古文流派

朝代 名稱 主張與名家

明

擬古派
1. 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擬古主義
2. 名家：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等）、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等）

唐宋派
1. 主張：推崇唐宋古文，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
2. 名家：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以上為「嘉靖三大家」）、茅坤

公安派
1. 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擬古、復古
2. 名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

竟陵派
1. 主張：支持公安派主張，追求「幽深孤峭」
2. 名家：鍾惺、譚元春

晚明小品文 名家：張岱（晚明小品文集大成者）

清

桐城派

1. 主張：提倡「義法」（「言有物，言有序」），追求「雅潔」，強調「義理、詞
章、考據」三者並重

2. 名家：方苞、劉大櫆、姚鼐（「桐城三祖」）

陽湖派 名家：張惠言、惲敬

湘鄉派 名家：曾國藩（重「經濟」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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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占70分）

一、單選題（占46分）

說明：第 1題至第 23題，每題 2分。

1. 下列「」內的字，讀音前後相同的是：

A「咳」唾珠玉／彈「劾」糾舉 B修「葺」房屋／「緝」捕要犯

C手銬腳「鐐」／山「潦」之來 D迤「邐」而行／「儷」白妃青

2. 下列各組文句「」內的詞，意義前後相同的是：

A人「為」萬物之靈／歌吹「為」風，粉汗為雨

B游興已終，「舍」桴而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C舊時欄楯，亦遂增「勝」／今裁三千家而已，可「勝」慨哉

D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向」時估帆所出入者，時已淤為沙灘

3.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新冠病毒疫情嚴峻，使餐廳宴席上觥籌交錯的人潮隨之銷聲匿跡

B臺灣抗疫成效領先全球，然防疫工作不可鬆懈，否則將功虧一潰

C人類引發的氣候危機，使本應菲菲細雨的三月，臺灣竟暴雨成災

D國際詐騙集團的行騙手法不斷推陳出新，苦得警調人員應接不遐

4. 下列對聯□內最適合填入的字詞依序是：

甲、尊王言必稱堯舜

　　憂世心同□孔顏

乙、一代君權痛蠶室

　　千秋史筆□龍門

丙、猶留正氣參天地

　　永剩丹心□古今

A切╱溯╱照 B溯╱照╱切 C照╱切╱溯 D切╱照╱溯

5. 下列是一段散文，依據文意，甲、乙、丙、丁、戊排列順序最適當的是：

讀者沿著字裡行間如走入遍野的黑芒花叢，迷眩於傾訴與聆聽之雙重震盪：

甲、又彷彿我的心事被作者洞悉，

乙、遂於捧讀之間，獨白、呼應，

丙、我是神祕的聆聽者；

丁、彷彿作者只對我一人傾訴，

戊、只他一人願意聆聽，

流連、嘆息，心心相印如見故友。（簡媜〈三個夢、兩趟旅途與一次奇遇〉）

A丁甲乙丙戊 B丁丙甲戊乙 C丙丁戊甲乙 D丙戊乙丁甲

序與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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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據下文，下列四位日本悅旅者對於旅行意義的看法，最符合蔣勳觀點的是：

　蔣勳說：「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遊，我常常用的一個字是『出走』。人在一個環境

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銳度，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所以需要出走。」（蔣

勳〈人需要出走〉）

A  奇犽說：「我旅行只是為了得到純粹的喜悅，而喜悅就是生命最終的目的。」

B  雷歐力說：「我們在旅途中所經歷的人事物，許多意義都在很久之後才顯現出它的價值。」

C  酷拉皮卡說：「旅行之所以讓世界變得不同，是因為旅行就像一場改變內在的深層革命，因

為旅行後我們的腦袋變了，所以世界從此變得不一樣。」

D  小傑說：「只有暫時離開你熟悉的環境，你才能發現自己真正關心的事物，最後找到一個可

以立足的家，而旅行終究只在有家可歸時才會有意義。」

●7-8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7-8題。

甲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

無窮也。（歐陽脩〈醉翁亭記〉）

乙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

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

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范仲淹〈岳陽樓記〉）

7. 關於甲、乙二文的寫作手法，敘述最適當的是：

A甲文描寫山林間四季的景色變化，乙文描寫岳陽樓春日的景色變化

B甲、乙二文皆說明眼前景物與觀景之情的變化主因是「境由心生」

C甲文使用剝筍法，由遠而近寫景；乙文駢散兼用，寫景多用對偶句

D甲、乙二文皆寫景清麗而宛轉多姿，且多寄寓義理於寫景抒情之中

8. 甲、乙二文皆有因佳景而生樂情的描述。下列文句亦呈現相同情致的是：

A海水浮天如笠，一白萬里如銀，滉漾碧綠如琉璃

B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C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

D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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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為題組

閱讀甲圖和乙文，回答9-11題。

甲

1662年∼1683年：明鄭時期

1895年∼1945年：日治時期

鹿港大事記

施琅平復臺灣

1683年

1. 吸引大批移民來到鹿港。
2. 施姓宗親以「一姓街」為中
心，在牛港穴開闢商港，成

為鹿港外圍最熱鬧的市集。

1. 鹿港泥沙淤積
嚴重。

2. 鹿港黃金時代
逐漸結束。

1. 施九緞起義失敗。
2. 清兵圍剿燒毀「一
姓街」。

結束客運業務。

1. 鹿港與福建泉州蚶江
正式設口開渡。

2. 開始鹿港往後61年的
黃金時代。

1. 鹿港因泥沙淤積，逐漸被
淡水取代。

2. 縱貫鐵路未經過鹿港。
3. 區域重心轉移至臺中市。

1. 日本三井財閥設立「臺
灣製糖株式會社」。

2. 開辦二條糖業鐵路兼辦
客運。

「一姓街」燒毀

1888年 1970年
鹿港黃金時代結束

1845年

1784年
鹿港黃金時代開始

1850年
鹿港迅速沒落

1900年
開辦糖業鐵路

乙

蓋鹿港扼南北之中，其海口去閩南之泉州，僅隔一海峽而遙。閩南、浙、粵之貨，每由鹿

港運輸而入，而臺北、臺南所需之貨，恆由鹿港輸出。乃至臺灣土產之輸於閩、粵者，亦靡不

以鹿港為中樞。蓋藏既富，弦誦興焉，故黌序之士相望於道，而春秋試之貢於京師、注名仕籍

者，歲有其人，非猶夫以學校聚奴隸者也。而是時鹿港通海之水已淺可涉矣，海艟之來，止泊

於沖西，內津之所謂「鹿港飛帆」者，已不概見矣。綑載之往來，皆以竹筏運赴大艑矣。然是

時之竹筏，猶千百數也，衣食於其中者，尚數百家也。迄於今版圖既易，海關之吏猛於虎豹，

華貨之不來者有之矣。洎乎火車之路全通，外貨之來由南北而入，不復由鹿港而出矣。重以關

稅之苛、關吏之酷，牟販之夫多至破家，而閩貨之不能由南北來者，亦復不敢由鹿港來也。鹽

田之築，肇自近年。日本官吏固云欲以阜鹿民也，而其究竟，則實民間之輸巨貲以供官府之收

厚利而已。

余往年攜友乘桴游於海濱，向新溝迤邐而行，則密邇鹿港之舊津。向時估帆所出入者，時

已淤為沙灘，為居民鋤作菜圃矣。沿新溝而南至於大橋頭，則已挈鹿港之首尾而全觀之矣。望

街尾一隅而至安平鎮，則割臺後之飛甍鱗次數百家燬於丙申兵火者，今猶瓦礫成丘，荒涼慘目

也。猶幸市況凋零，為當道所不齒，不至於市區改正，破裂闤闠，驅逐人家以為通衢也。然而

再經數年，則不可知之矣。滄桑時之可怖心，類如此也。游興已終，舍桴而步，遠近燈火明

滅；屈指盛時所號萬家邑者，今裁三千家而已，可勝慨哉！（洪繻〈鹿港乘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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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據甲圖內容判斷，最符合鹿港繁榮發展歷程的圖示是：

A 繁榮度

時間（西元年）

100%

16
83

17
84

18
45

18
88

19
45
19
70

50%

0
1895

(A)

B 繁榮度

時間（西元年）

100%

16
83

17
84

18
45

18
88

19
45
19
70

50%

0
1895

(B)

C 繁榮度

時間（西元年）

100%

16
83

17
84

18
45

18
88

19
45
19
70

50%

0
1895

(C)

D 繁榮度

時間（西元年）

100%

16
83

17
84

18
45

18
88

19
45
19
70

50%

0
1895

(D)

10. 乙文作者因家鄉鹿港地景變遷，藉乘桴遊賞時的見聞抒發感慨。依據乙文，關於鹿港今昔變遷

的整理，最適當的是：

今：日治時期 昔：清治時期

A政治
鹽田之築，肇自近年。日本官吏固云欲以阜

鹿民也

關稅之苛、關吏之酷，牟販之夫多至破家

B教育
黌序之士相望於道，而春秋試之貢於京師、

注名仕籍者，歲有其人

猶夫以學校聚奴隸者也

C交通
火車之路全通，外貨之來由南北而入，不復

由鹿港而出矣

鹿港通海之水已淺可涉矣，海艟之來，止

泊於沖西

D市容
猶瓦礫成丘，荒涼慘目也 不至於市區改正，破裂闤闠，驅逐人家以

為通衢也

11. 依據甲圖和乙文資料，敘述最適當的是：

A皆顯示鹿港衰退之因，肇始於日本的高壓統治與剝削

B皆顯示鹿港商業繁盛的主因是盛產糖和鹽等經濟作物

C皆顯示鹿港市況凋敝的主因是遭甲午戰爭的戰火焚燬

D皆顯示鹿港由盛轉衰之因在於海陸運輸中心轉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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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為題組

閱讀甲、乙二文，回答12-14題。

甲

自神農氏嘗百草，世遂有本草書，厥後復有湯液名者、食鑑名者，皆所以療疾病、辨食忌，

而未聞有救荒也，而亦未聞救荒之策，藉之本草間也。救荒而藉諸此，果善策乎？抑不得已乎？

要之，與其束手以待斃，不若以此救之；與其茹草木而中毒，又不若以此指之。然則著之者，

固仁心而梓之者，亦仁政矣乎！⋯⋯

雖然，具有此書待民之自救，可也。為政者唯藉此書以為救，不可也。何則？有荒而救，

孰若無荒之可救哉！有草木可茹，又孰若多米穀之足飽哉！

噫！是在有國家之寄，有民庶之責者，勉之矣！予也，生居草莽，飽食藜藿，乃素有江湖

廊廟之志，雖未遂，而仁心則有所同也。（明《救荒本草．序》）

乙

太平洋戰爭末期，民生物質貧困，竟然還有餘力出版一本野菜指南，頗值得玩味。我們或

可從日本明治維新的背景回顧，感受其國力強大，自然科學基礎深厚，方有這般可能。另一方

面卻也顯示，這個國家正在面臨某一個大困境的危機，才會出如此下策，逆勢操作。期待著日

本小兵在彈盡援絕的環境裡，靠著野菜指南，自尋異地生存的機會，繼續和美軍纏鬥。

再來，說到敘述觀點。書中的一百種植物，大抵把臺灣常見的野菜蒐進去了。但主要以漢

人常見之植物，兼以北部泰雅族的山地野菜為主，其他各族較為缺乏。指導書寫者為植物學家

島田彌市，其人即常在北部野外植物調查，本書的內容自是以北臺灣植物的分布見識為視野。

此外，圖錄裡不斷提到一些東南亞、大洋洲等地的植物分布，顯見此書的使用，多少也考慮到

南太平洋地區日本士兵的使用。

再細看插圖的實用性，亦是有趣的探討。書本植物插畫，以黑白之圖呈現，線條簡單，頗

有樸拙之美感，但實用性猶待斟酌。當我初識植物，專注地使用時，還有幾分困惑，真懷疑那

個時代的日本小兵是否能有效地利用。

如今，當我對本地植物終有一番更深的情感，而且對野菜之食用，也有些許私我經驗時，

再評估此書的價值，又有了不同的見識。

文中描述一些食用的方式，展現了不少有趣的獨到眼光，有些仍為今人不盡然知道的食用

和採集經驗。我們也依稀感受到，當時臺灣農家生活的清貧內容。再者，透過本書的取捨觀點，

也見證了許多野菜的起落，以及發現許多當時未註明的野菜，如今卻能風行的更合理因由。

它是這麼簡單、實惠，又充分地反映了臺灣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許多鄉野生活摘採食物的

面相。（劉克襄《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錄．序》）

12. 依據甲、乙二文，敘述適當的是：

A  甲、乙二文都認為採食野菜在凶年時是一重要技能

B  甲文認為教民採食野菜應該要列為政府的重大政策

C  乙文認為臺灣採食野菜的風氣是從日治時期開始的

D  甲、乙二文都認為憑藉書來採食野菜不太可能辦到

13. 根據乙文，《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錄》的作者最可能是：

A漢人 B日本人 C東南亞人 D泰雅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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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乙文：「如今，當我對本地植物終有一番更深的情感，而且對野菜之食用，也有些許私我經驗

時，再評估此書的價值，又有了不同的見識。」下列不符合作者所說的「見識」是：

A  見證了許多的野菜如今能風行的更合理因由

B  懷疑那個時代的日本小兵是否能有效地利用

C  可從中感受到當時臺灣農家生活的清貧狀況

D  書中描述了不少有趣又獨到的野菜食用方式

●15-16為題組

閱讀甲、乙二文，回答15-16題。

甲

人為萬物之靈，志有萬端之異。學琴學詩，均從所好；工書工畫，各有專長。是故咳唾珠

玉，謫仙闢詩學之源；節奏鏗鏘，蔡女撰胡笳之拍。此皆不墮聰明，而有志竟成者也。（張李

德和〈畫菊自序〉）

乙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

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

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歸有光〈項脊軒志〉）

15. 下列有關甲、乙二文的寫作手法，最適當的解說是：

A甲文藉「此皆不墮聰明，而有志竟成者也」引證其天賦與堅持

B乙文藉「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嘲諷他人見識淺陋

C甲、乙二文皆模仿《史記》的論贊筆法，抒懷明志，深自期許

D甲、乙二文皆採取駢文體式，並列舉男女兩性的事例以抒己志

16. 下表為甲、乙二文的文章分析，說明適切的是：

選項 文句 說明

甲文

A
人為萬物之靈，志有萬端之異。學琴學詩，均從所好；工書工畫，

各有專長

以開門見山法

點題

B
是故咳唾珠玉，謫仙闢詩學之源；節奏鏗鏘，蔡女撰胡笳之拍。此

皆不墮聰明，而有志竟成者也

以論據推論作

結

乙文

C
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

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

以抒情的筆調

言志

D
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

之蛙何異

以自我否定的

語氣抒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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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17-20題。

問題意識是一篇報告的「切入點」。它指的是你發現了一個現象跟一般認知的常理不同、

與某個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在這之中產生的「疑問」，就可以算是最基礎的問題意識

了。生活中的「問題意識」俯拾皆是。例如逛某些平價連鎖服飾店時，發現「為什麼女生廁所

的數量比男生廁所多？」、「手扶梯一路向上比較方便，為什麼都要繞一圈才能往上搭？」、

或是「為什麼百貨公司一樓沒有廁所？」，這些都是生活中現象（廁所數量與位置不均）與常

理（人逛街久了都需要上廁所）相互違背而產生的「問題意識」。

當然有些問題意識早有答案，或是稍微思考一下就有幾種可能的解答。像是女生廁所的數

量可能因為逛街性別比例、上廁所的時間、廁所的用途（整理儀容、補妝）等等有關；或是已

經有新聞指出百貨公司一樓沒有廁所，是為了提升顧客前往各樓層的消費機率。但是否真的如

上述說的那麼簡單，可能就需要找一些資料、統計來佐證了，畢竟新聞或是我們直覺式的想法

可能並不絕對正確。那麼當你有了問題意識，也找各種資料佐證自己的想法，這樣其實就已經

可以完成一篇有論據的議論文字了。

因此當你苦思不著報告從何下手時，通常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問題意識」──你覺得每一

件事情都很合理、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生活之中的例子似乎看來簡單許多，那到課堂報告

裡，該如何找到你自己的問題意識呢？

問題意識的發端在於「現象跟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處，我們能藉由兩個矛盾的直述

句幫忙找到這個「怪怪的地方」，接著緊抓著這個矛盾點，利用英文的「5W1H」問句繼續問
下去，就能讓你理出報告的切入點──問題意識了。例如：

● 昆蟲是幫助植物授粉的主要動物（一般認知）

● 血藤在日本九州的授粉者是哺乳類動物（特殊現象）

「昆蟲是幫助植物授粉的主要動物」、「血藤在日本九州的授粉者是哺乳類動物」這兩個

直述句的矛盾在於：生物課本不是都告訴我們蜜蜂這些昆蟲很重要，因為牠們是幫助植物授粉、

繁殖的主要動物，但九州血藤的授粉者竟然是哺乳類！當發現這兩個直述句中間的落差，接著

加入適合的「5W1H」問句就能產生各種問題意識：
1. What ──其他地區血藤的授粉動物也是哺乳類動物嗎？那一樣會是獼猴嗎？
2. Why ──為什麼血藤的授粉動物會是哺乳類動物？
3. How ──獼猴等哺乳類動物是如何替血藤授粉？
這些就是泛科學這篇文章〈授粉不是昆蟲的專利，熱帶雨林中替血藤授粉的哺乳動物們〉

的問題意識。藉由這些問題意識，研究者發現甚至各地的血藤，會因為動植物的組成不同，擁

有不同的哺乳類授粉者，有別於以往我們對「授粉動物＝昆蟲」的認知。

上述的技巧，只是一個能夠幫助自己找到問題意識的方法而已，因為不是每個問題意識都

是問句或衝突點。甚至有些直述句的衝突點其實沒有什麼意義，不完全是一個好的問題──但

有問題是一切好的開頭。（改寫自張國勳〈大學新鮮人的初級報告指南（上）〉）

17. 依據上文，關於「問題意識」說明最適當的是：

A只要具備清楚的問題意識，就可以完成一篇論據完整的報告

B唯有透過問句或衝突點，才是尋找問題意識的具體可行辦法

C問題意識就是對不合常理、或與常見說法矛盾的現象產生懷疑

D掌握兩個直述句的矛盾點，便能有問題意識地找出所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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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文中提及：「生活中的『問題意識』俯拾皆是。」下列不符合作者所說「問題意識」的例證是：

A為什麼百貨公司美食街設在地下一樓，不設在通風好的樓層

B為什麼政府要規定小孩都要受教育，不能自由選擇是否就學

C為什麼某些捷運站手扶梯的設計只有一個方向，不設計雙向

D為什麼捷運站售票機的功能只能買單程車票，不能買來回票

19. 下列書寫報告的流程，最符合本文作者所建議的是：

A  產生問題意識→發現現象跟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處→5W1H 問句→兩個矛盾的直述句

→書寫報告

B  兩個矛盾的直述句→發現現象跟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處→5W1H 問句→產生問題意識 

→書寫報告

C  兩個矛盾的直述句→產生問題意識→發現現象跟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處→5W1H 問句 

→書寫報告

D  發現現象跟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處→產生問題意識→5W1H 問句→兩個矛盾的直述句 

→書寫報告

20. 國文老師在課堂上介紹──深具鄉土寫實、語言質樸詩風的「笠」詩社，及其代表作家林亨泰

先生。特別是他某些具有強烈實驗性質的圖像詩代表作，例如：〈風景NO.2〉。若依據上文以

「5W1H 問句」提問，下列不具備「問題意識」的是：

A What：「笠」詩人的特色是什麼？

B Who：只有林亨泰是特例，還是其他「笠」詩人也有？

C Why：為什麼林亨泰或某些「笠」詩人具有不同於「笠」詩社的詩歌風格？

D When：「笠」詩社的鄉土寫實是何時才型塑的風格？還是創社時就已成型？

●21-23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21-23題。

甲

品種 黃菊 白菊 野菊

氣味
味兼甘苦，性稟平和。得金水之精居
多，能益金水二臟，以制火而平木。

苦、辛、平，無毒。 苦、辛、溫，有小毒。

主治
除熱。養目血，去翳膜。治頭目眩暈。
散溼痺遊風。

風眩。能令髮不白。可染
髭髮令黑。

調中止瀉，破血，婦人腹
內宿血宜之。

（改寫自汪昂《本草備要》）

乙

菊的種類有一百多種，莖、葉、花、色，各不相同。又有夏菊、秋菊、冬菊之分，大概只

有單葉的甘菊才能用來泡茶和入藥。如宋朝劉蒙泉《菊譜》記載的「鄭州黃、鄭州白、紅菊等，

皆屬於甘菊」。甘菊原產於山野，現在的人都栽種。春天生長，夏天茂盛，秋天開花，冬天結

實，飽經霜露，備受四季之氣。葉子枯而不落，花朵槁而不謝。補陰益肝，滋養肝、腎，可用

以治療頭、眼的風熱，有清肝明目的功效。黃菊能滋陰，白菊能益陽，紅菊能行婦人血，皆可

入藥。菊的苗可作蔬菜，葉子可生吃，花可做糕餅，根及種子可以入藥，裝入布袋可作枕頭，

蜜釀後可以作飲品，菊的全身都是寶。古代聖賢將菊比作君子，《神農本草經》將它列為上

品，隱士拿它入酒，文人墨客把落下的花瓣拿來食用。費長房說：飲菊酒九日，可以避邪。白

菊和巨勝（黑芝麻）、茯苓蜜丸服用，能去風眩，延年，益顏色。野菊又稱苦薏，到處原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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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多，葉薄小而多尖，花小而蕊多，如蜂窠狀。痛疽疔腫，及一切無名腫毒，用野菊連根搗

爛，酒煎，熱服取汗，以渣敷之即癒。（改寫自李時珍《本草綱目》）

丙

杞菊地黃丸

功效 主治 說明

滋腎養肝，

補血明目

肝腎陰虛而致兩眼昏花、視物不明，

或眼睛乾澀，迎風流淚、耳鳴、腰膝

痠軟、舌偏紅、少苔、脈細數。

本方為「六味地黃丸」加入枸杞子、甘菊花而成，

故除有補益肝腎之功外，兼有清肝明目之作用。方

中「六味地黃丸」滋補肝腎，治肝腎陰虛之腰膝痠

軟、眼花頭暈、耳鳴耳聾等證。枸杞子味苦微甘、

性微寒入肝腎二經，既可補益肝腎兼可養肝明目；

菊花清肝明目，疏散風熱。

成分 作用

枸杞子 補益肝腎，養肝明目

甘菊花 清肝明目，疏散風熱

熟地黃 滋陰補腎，生血生精

山茱萸 溫肝逐風，瀒精祕氣

牡丹皮 瀉君相（心）之伏火，涼血退蒸

山藥 清虛熱於肺脾，補脾固腎

茯苓 滲脾中溼熱，而通腎交心

澤瀉 瀉膀胱水邪，而聰耳明目

（改寫自吳謙《刪補名醫方論》）

21. 依據資料乙，關於《本草綱目》對「甘菊」的記載，敘述最適當的是：

A  不同種類的甘菊功效強弱，依序為黃菊＞白菊＞野菊

B  菊的種類很多，自根至花、葉皆可以入藥，一身是寶

C  從記載中可推知治療風眩應該使用丸藥，不可用湯藥

D  從功效的記載可以推知中醫認為眼疾和肝腎功能有關

22. 依據資料甲、乙、丙，關於「甘菊花」與「杞菊地黃丸」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  李時珍研究甘菊的功效主要是以《菊譜》為資料的來源

B  六味地黃丸中沒有枸杞、菊花，所以不能治療頭昏眼花

C  若人受傷體內有瘀血，要去瘀必須用苦薏而不能用黃菊

D  六味地黃丸中的「六味」指的是甘菊花的六種不同氣味

23. 傳統中醫學用陰陽五行搭配人體五臟與藥物的五味，用以診斷並達到治病的功效，以下是五行

對應的圖表，根據本圖表與資料甲、資料丙，杞菊地黃丸的用藥對1、2兩項症狀的作用，最

適當的判斷是：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臟 肝 心 脾 肺 腎

五味 酸 苦 甘 辛 鹹

1 某婦人主述的症狀與杞菊地黃丸主治的症狀完全相同，但腹內有宿血，可以將甘菊換成野菊。

2 一患者經診斷後主要的症狀是「心虛火盛，血熱蒸骨，唾沫微苦」，則主要的藥物是牡丹皮。

A  1、2 皆正確  B  1 無法判斷，2 正確

C  1 錯誤，2 正確  D  1 錯誤，2 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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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題（占24分）

說明：第 24題至第 29題，每題 4分。

24.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恰當的是：

A  臺北元旦跨年演唱會的現場，人山人海，萬籟有聲，熱鬧非凡

B  我現在的處境好比是埳井之蛙，即使努力突圍，仍覺走投無路

C  歲月匆匆，年少輕狂的高中生活，轉眼已成浮光躍金般的記憶

D  自幼勤學書藝的小林，臨摹了一幅王羲之銀鉤鐵畫的曠世名帖

E  老莊以玄妙的語言描摹自然的奧祕，字字咳唾成珠，啟人深思

25. 明代擬古派代表人物王世貞〈○○○贊序〉：「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

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代名家

矣。⋯⋯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根據引文內容，敘述適當的是：

A  文中○○○先生的古文寫作，乃取法自漢代正史名著與唐宋古文名家精神

B  從「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推知○○○先生是推崇反擬古主義的唐宋派

C  從「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推知○○○先生是認同「幽深孤峭」的文學主張

D  從「繼韓、歐陽」可知○○○先生應指「文章介韓、歐之間」的桐城初祖方苞

E  文中「余豈異趨，久而始傷」意味王世貞對○○○先生的觀點從不認同到肯定

26. 下列四首臺灣古典詩歌，皆描寫臺灣某族群的社會與生活樣貌。依據詩歌內容，說明適當的是：

甲、男兒待字早離孃，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

乙、獨榦凌霄不作枝，垂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蔞根嚼，贏得脣間盡染脂。

丙、誰道番姬巧解釀，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為甕床頭掛，客至開筒勸客嘗。

丁、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為長慮教耕桑。

A甲詩描寫男主外女主內的父系社會型態

B乙詩生動描繪檳榔樹及嚼食檳榔的樣貌

C丙詩描寫婦女善於釀酒，及其釀酒祕方

D丁詩描繪當地人們致力於耕種採桑之景

E上述詩歌所描述的對象應是原住民族群

27. 〈桃花源記〉是〈桃花源詩〉的序文，因此二文有多處相呼應的文句。閱讀下文，判斷表格資

料分析適當的是：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陶淵明〈桃花源詩〉）

寫作角度 〈桃花源記〉 〈桃花源詩〉

A 避世原因 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 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B 周圍環境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

C 居住交通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

D 歲月更迭 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

E 與外隔絕 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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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文句，描寫月夜情致的是：

A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B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C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D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E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

29. 根據下文，敘述恰當的是：

　魏碑是從漢隸走入真書（即今日的正楷）一個有趣而燦爛的階段，為什麼有趣而燦爛

呢？我的想法是，彼時真書的形態還沒完全定型，某個字該怎麼寫才叫好看沒形成有限的

定則（比方說王羲之或顏真卿怎麼寫它），提筆寫字的人千奇百樣，充滿了嘗試性和想像

力，同一個字，〈石門銘〉有〈石門銘〉的寫法，〈靈廟碑陰〉有〈靈廟碑陰〉的寫法，

〈溫泉頌〉有〈溫泉頌〉的寫法，天下不定於一尊，美學沒有強大難以撼動的唯一主流，

字的呈現當然多樣而且充滿驚喜，不像後代，天下不宗顏即宗柳之後，美則美矣，但看來

看去就那少數幾種字，久而久之不免以為這個字只能這樣寫才對。中國後代的書家亦發現

了這點，所以才有「顏真卿出，天下之字大好也大壞」的說法。（唐諾《暗紅色研究．導

讀：你從阿富汗來？》）

A顏真卿與柳公權將書法統一了款式

B字形寫法定型後，書法藝術有了規範的標準

C後代學者摹寫楷書都仿效顏真卿與柳公權的字形

D在顏、柳之後的學者，模仿之餘不敢寫出自己的風格

E魏碑是漢隸轉變為楷書的重要階段，這個階段創造力強 

第貳部分、混合題或非選擇題（占30分）

說明： 本部分共有 2題組，每一題子題配分標於題末。限在作答區內作答。選擇題使用 2B鉛筆作答，
更正時，應以橡皮擦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帶）。非選擇題請由左而右橫式書寫。

第一題（占12分）

●30-32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30-32題。

甲

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臺山採藥，迷不得返，糧食乏盡，飢餒殆死。遙

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攀緣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見一杯

流出，有胡麻飯糝，相謂曰：「此知去人徑不遠。」便共沒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

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晨、肇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忻喜。

問：「來何晚耶？」因邀還家。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有一群女來，各持三五桃

子，笑而言：「賀汝婿來。」酒酣作樂。至十日後，欲求還去。女云：「君已來是，宿福所

牽，何復欲還耶？」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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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

八年，忽復去，不知何所。（改寫自劉義慶《幽明錄．劉晨阮肇》） 糝：飯粒。　沒水：涉水。

乙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漁人甚異之，復前

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

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

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

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

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

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改寫自陶潛〈桃花源記〉）

30. 關於甲文中劉晨與阮肇二人的際遇，敘述最適當的是：（占2分，單選題）

A二人因食用桃子而得以成仙，並與山中二位仙女結為夫妻

B二人在山中遇見舊識二女子，受其熱情款待後，成其夫婿

C二人為採藥材迷路斷糧，幸得二女相許與相助，復歸鄉里

D二人因不捨仙境佳人，歸鄉省親後，再次入仙境與妻團聚

31. 上引甲、乙二文皆以記敘為主。關於文中運用的寫作手法，敘述最適當的是：（占2分，單選題）

A  甲文採順時敘寫法，並以持桃祝賀的女子反襯二女之美；乙文也採順時敘寫法，文中插敘桃

源中人的避世緣由

B  甲文故事發展為「前往仙鄉→仙鄉歷程→回歸人境→復返仙鄉」；乙文的故事發展為「前往

仙鄉→仙鄉歷程→回歸人境」

C  甲文所描繪的「天臺山仙境」，象徵人們所嚮往的美好人生幻境；乙文所描繪的「桃花

源」，象徵祥和寧靜的理想世界

D  甲文以男女兩性角色，影射父系社會下男性的迷失與女性的自覺；乙文以漁人與桃源中人的

主客互動，凸顯農業社會的純樸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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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請依據提示，完成表格內容。（1請抄錄乙文文句，占2分，作答字數：20字以內。2請寫出

故事「線索二」的內容，占2分，作答字數：5字以內。3請分別抄錄甲文和乙文文句（各占2

分，作答字數：各20字以內。）

學生：「為何上列甲、乙二文都屬於仙鄉幻境類作品？」

老師：「這類有故事性的文章，通常可從三大項線索推論

得知文本的內容屬性！線索一必定可以從場景轉換中看見

時空變換的關鍵點。線索二從  的細節

也可窺知一二。線索三故事尾聲最明顯，作者透過故事的

尾聲暗示該地為仙鄉幻境，不屬於現實世界。」

線索 從哪個文句，可看出文中埋下的推論線索？

一 場景轉換
甲文：便共沒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

乙文： 1

二 2

甲文： 晨、肇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忻

喜。問：「來何晚耶？」因邀還家。

乙文：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三 故事尾聲
甲文：

乙文：

第二題（占18分）

●33-36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33-36題。

社會化過程中我們習得「性」的劃分，建構出男女氣質之「別」：男性被鼓吹獨立、探索、

進取，女性要美麗、溫順、重視關係，通過展示柔弱、不爭鋒、不衝撞男性⋯⋯表態自己「不

具攻擊性」，願意被納入父權對弱女子的保護框架，拿到一枚「乖女生」認證標章。

《俗女養成記》能夠看見身為大家族長女的作者江鵝，小時候的成長軌跡中，處處有這個

標準認證。小學時神經大條的江鵝，就是個鞋帶怎麼綁怎麼鬆、白布鞋穿兩天就髒、衣服總是

皺皺的小女孩，這當然招致不少家長的責罵與說教，但長輩在意的點不完全是生活習慣的養成，

而是這樣會「被人家笑我們都沒在教」──一個「乖女生」的模樣，彰顯的是門楣教養的閃耀。

張李德和出身名門，上流社會的教育當然是淑女養成特訓班，所以她除了被培育「婦德」，

還善詩畫、好文藝。能學習這些不代表上層社會的「接受度比較高」，而是對於階級形象來說，

這些是加分才藝，最後，當然也就門當戶對地嫁作醫生娘。

完整的作品，內在邏輯一定保持「前後一致性」，〈畫菊自序〉卻很矛盾：張李德和到底

覺得畫菊是崇高追求，還是純粹殺時間？希望畫作永流傳，還是不期不待不受傷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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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自打嘴巴的感覺，是因為同時使用了「抬升自我」（展示野心）和「貶抑自我」（謙

稱沒有野心）的修辭：她在文中自比管夫人、陶淵明，渴望「四座流芬」、「千人共仰」，而

舉李白、蔡琰的典故，也在表達女性順從天性、心有所感並鑽研技藝，成就不輸男性。請注意

她所使用的「但書」：

● a 想要做自己，但A有善盡妻職、母職
● b 想畫菊，但B畫得不好（隨便畫畫）

邏輯上，但書「A、B」實際是被擺在「a、b」前面的。為什麼要強調有先做到這前提？

恐怕對一般人而言，「a、b」直接的聯想是「太強勢」，所以她隱隱在回應別人的質疑「我不

是沒盡到女人的責任」、「我無意與男人爭鋒」。講這麼多，這篇「自序」當然不是寫給自己

的──真正的預期讀者，恐怕是那些會譴責她沒盡到女性責任、害怕男性權威被動搖的人。用

但書做出「我並非」、「我無意」的表態，堵悠悠眾口，也可能讓上層男性因此願意釋出更多

空間，這是權宜之計。

「乖女生」這個詞彙還有另一層意思是，妳永遠是一個「女生」，因為不被允許主見，所

以是長不大的小女孩。身為小孩子才不能選擇，人家的意見都乖乖聽話！甚至有時看似多給了

一些發展空間，與父權體系衝突的時候，還是得鑽回「乖女生」的殼裡。這樣不會詭異嗎？解

釋不通的時候，「倫理」是至高標準。

「淑女」難做，怪不得江鵝乾脆做「俗女」，張李德和則是受到良好教育和出身庇蔭，在那

時代得以發出聲音，卻也因此得顧及這把保護傘，遵循上流淑女形象。到了今天，我們都看見淑

女的艱辛，有沒有更多「還俗」的選項？甚至，有沒有可能看見「俗」其實很真，一點也不俗？

（改寫自陳姿含、張國勳〈新舊時代的「乖女生」緊箍咒──「俗女養成記」與「畫菊自序」〉）

33. 根據上文，敘述最適當的是：（占2分，單選題）

A《俗女養成記》作者江鵝，從小就是在開放的家庭教養下成長的「俗女」

B〈畫菊自序〉作者張李德和，自幼以「淑女」自勵，因而躋身上流

C謹守「倫理」的「乖女生」也能有衝撞父權體系的權利

D文中提到「婦德」的標準，是由父權擁護者所建構的

34. 根據文中探討「淑女」與「俗女」的各項表現，整理成如下表格。請參照表格提示，完成「俗

女性格」與「淑女形象」的描述。（各占2分。）

淑女（24字以內） 俗女（16字以內）

才藝 善詩畫，好文藝 不強調有才藝

性格 順從聽話、不能有主見

（每行8個字）

形象

（每行8個字）

被笑沒有教養，不符合乖女生標章

18



35. 本文作者認為張李德和〈畫菊自序〉的內在邏輯很矛盾，因為她在文中同時使用了「抬升自

我」和「貶抑自我」的修辭。依據上文，請就下列〈畫菊自序〉文句判斷其符合「抬升自我」

或「貶抑自我」的表現，並說明理由。（甲、乙各占5分：勾選各占1分，理由說明各占4分，

僅勾選而未說明理由者不給分）

〈畫菊自序〉文句
抬升自我╱貶抑

自我（請勾選）

理由說明

（各 48字以內）

甲
竟率意而鴉塗，莫自知其

鳩拙云爾

□抬升自我

□貶抑自我

（每行8個字）

乙

是故咳唾珠玉，謫仙闢詩

學之源；節奏鏗鏘，蔡女

撰胡笳之拍。此皆不墮聰

明，而有志竟成者也

□抬升自我

□貶抑自我

（每行8個字）

36. 上文中作者提及：「社會化過程中我們習得『性』的劃分，建構出男女氣質之『別』。」這性

別刻板印象自古皆然。下列文句，具有性別刻板印象的是：（占2分，單選題）

A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B竊慕管夫人之墨竹，紙上生風；敢藉陶彭澤之黃花，圖中寫影

C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

D咳唾珠玉，謫仙闢詩學之源；節奏鏗鏘，蔡女撰胡笳之拍。此皆不墮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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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 選擇題

ㄧ、單選題

1 B 2 D 3 A 4 A 5 B 6 C 7 A 8 B
9 A 0 C q D w A e B r B t A y B
u C i B o B p A a D s C d A

二、多選題

f DE g ABE h BE j BCDE
k AC l CDE

第貳部分、 混合題或非選擇題

; C
z C
x 1

參考答案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山有
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便捨船，
從口入。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其中一項 2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2

參考答案

人物互動／人物對話／人物事件／時間轉換／時間
推移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其中一項 2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3

參考答案

（甲文）「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
識。」或「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不知何所」
（乙文）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所抄錄的（甲文）和
（乙文）文句

4分

僅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所抄錄的（甲文）或
（乙文）文句

2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c D
v 【俗女性格】

參考答案

展現自己「很真」的性格（或展現「順應本性」、
「做自己」、「有主見」等「很真」的性格）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之大意，且敘述完整 2分
未作答或答案錯誤 0分

【淑女形象】

參考答案

具門楣教養的女性，符合乖女生標章（或符合溫
順、不爭鋒、不衝撞男性、有婦德等乖女生形象）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之大意，且敘述完整 2分
未作答或答案錯誤 0分

b 【甲】

參考答案

 貶抑自我。理由說明：張李德和以「想畫菊，但
畫得不好」的示弱語態，表達無意與男人爭鋒，回
應他人的質疑。

評分原則 給分

勾選不單獨給分，理由說明另外計分

抬升自我／
貶抑自我

勾選正確且與理由扣合 1分
1.未勾選
2.有勾選但未說明理由
3.有勾選但與理由不能扣合

0分

理由說明

能說出張李德和以「『想畫菊，
但畫得不好』的示弱語態」、
「表達無意與男人爭鋒，回應他
人的質疑」二項

4分

僅提及「『想畫菊，但畫得不
好』的示弱語態」、「表達無意
與男人爭鋒」、「回應他人的質
疑」其中一項

2分

上述重點皆未能掌握 0分

【乙】

參考答案

 抬升自我。理由說明：張李德和表達順從自己的
喜好，不輕忽自己的才智，並自期能如李白、蔡琰
般創作有成。

評分原則 給分

勾選不單獨給分，理由說明另外計分

抬升自我／
貶抑自我

勾選正確且與理由扣合 1分
1.未勾選
2.有勾選但未說明理由
3.有勾選但與理由不能扣合

0分

理由說明

能說出張李德和「不輕忽自己
的才智」，並提及「自期能如
李白、蔡琰般創作有成」

4分

僅提及「不輕忽自己的才智」、
「自期有成」、「如李白、蔡琰
般創作」其中一項

2分

上述重點皆未能掌握 0分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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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勝國文學測12週｜解答本2

解析

1 B 。Aㄎㄜˊ。張李德和〈畫菊自序〉／ㄏㄜˊ

Bㄑㄧˋ／ㄑㄧˋ　Cㄌㄧㄠˊ／ㄌㄠˋ。洪繻

〈鹿港乘桴記〉　Dㄌㄧˇ。洪繻〈鹿港乘桴記〉

／ㄌㄧˋ。張李德和〈畫菊自序〉。

2 D 。A是。張李德和〈畫菊自序〉／如、像。袁宏

道〈晚遊六橋待月記〉　B捨棄。洪繻〈鹿港乘桴

記〉／房舍。陶淵明〈桃花源記〉　C景致。歸有光

〈項脊軒志〉／盡。洪繻〈鹿港乘桴記〉　D先前。

陶淵明〈桃花源記〉／先前。洪繻〈鹿港乘桴記〉。

3 A 。B功虧一「潰」→簣　C「菲菲」細雨→霏霏

D應接不「遐」→暇。

4 A 。1甲聯：「切」為「貼近」之意，與「同」相

近，皆強調孟子憂世之心同於孔子與顏回，故甲聯

選「切」。乾隆皇帝手書對聯。意謂孟子尊王大義

說的都是堯舜，憂國憂民的心情繼承儒家的理念，

與孔子、顏回相同。2乙聯：由上聯「痛蠶室」

（「蠶室」為執行宮刑的獄室）可推知下聯「千秋

史筆」所推崇的史家為「司馬遷」，故選往上推溯至

漢代史家司馬遷的「溯」字最佳。蒲松齡〈詠司馬

遷〉。意謂司馬遷雖受到囚禁及宮刑之痛，但是仍然

忍辱負重，發憤著作，寫下《史記》一書。3丙聯：

由上聯「參」天地，可推知下聯宜用「照」字相呼

應；又從文天祥〈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句中「照」字與此意同。

應州文天祥祠聯。意謂文天祥雖死，仍留下一片正

氣參贊天地，他赤誠的心也因而照耀古今。

5 B 。1由文末「流連、嘆息」並列句型，可推知前

面接x「獨白、呼應」的句型。故可刪去A、D。2

由「傾訴╱聆聽」文句相承的關係，可推知v後宜接

c。3由「我的心事」╱「只他一人願意聆聽」的文

意順承關係，可知z後面宜接b。4從「彷彿」╱

「又彷彿」的句型關係，可知先vc，後zb。

6 C 。蔣勳認為從熟悉中「出走」是一種重新激發敏
銳度與創造力的過程，與C旅行的意義在於內心的

再造最為相近　A認為旅行的意義在於得到喜悅　

B認為旅行的意義在很久之後會明白它的價值　D

認為旅行的意義在找到一個可以立足之地（家）。

7-8為題組
語譯：

甲

　　當朝陽昇起，樹林裡的霧氣消散，傍晚時，雲霧聚

集而山中洞穴就顯得昏暗，光線或明或暗有所變化，這

是山間早晚不同的景象。野花開放而散發出清幽的香

氣，美好的樹木枝葉茂盛而形成濃密的綠蔭，天高氣

爽，霜色潔白，水位低落而溪石露出水面，這是山中四

季景色的變化。早晨出遊，傍晚歸來，四季的景色不

同，因而樂趣也無窮無盡。

乙

　　至於春風和暖，陽光燦爛，水波平靜，天色湖光上

下輝映，一片碧綠，廣大無邊；沙鷗時而飛翔時而棲

息，美麗的魚兒在水中悠游，岸邊和沙洲上的白芷和蘭

草香氣濃烈，花葉茂盛。有時長空中的煙霧完全消散，

明月照耀千里大地，月光照在浮動的水面，如同閃爍的

金光，月影倒映在平靜的水中，有如下沉的璧玉，漁人

以歌聲互相唱答，這種樂趣哪裡有窮盡啊！登上了岳陽

樓，就會有心胸開闊，精神愉快，寵辱得失全都忘懷，

拿起酒杯迎著和風，欣喜得意極了！

7 A 。B二文皆未言及眼前景物與觀景之情的變化主

因是「境由心生」　C甲文並無使用由遠而近寫景

的剝筍法　D二文皆無寓義理於寫景抒情之中。

8 B 。A作者以譬喻法描繪眼前所見的海景，並無樂

情。洪繻〈鹿港乘桴記〉　B「珊珊可愛」是作者

見「三五之夜」景，所興發的樂情。歸有光〈項脊

軒志〉　C描述氣候造成花卉齊放的特殊景象，並

無樂情。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　D單純描繪桃

花源世界的景觀，並無樂情。陶淵明〈桃花源記〉。

9-11為題組
9 A 。A先由「1784年至1845年是鹿港的黃金時代」
推知此時鹿港的繁榮度是100%。再從「1850年鹿港
因泥沙淤積，逐漸被淡水取代」可知曲線往下走。

到了「1888年，因施九緞起義失敗，清兵圍剿燒毀
一姓街」社會動盪使曲線再下修。然而「在日治時

期（1895-1945年），1900年開辦二條糖業鐵路兼辦
客運」推知鹿港經濟曲線會向上攀升，但不會高於

「黃金時代」。至於「1970年代結束客運業務」即
可推知鹿港繁榮度會有小幅下修，直至現今的小鎮

型態。因此整體曲線較接近A的圖示。

0 C 。A「鹽田之築，肇自近年。日本官吏固云欲以

阜鹿民也」與「關稅之苛、關吏之酷，牟販之夫多

至破家」皆為日治時期（今）的情形　B今、昔情

形應對調　D「猶瓦礫成丘，荒涼慘目也」與「不

至於市區改正，破裂闤闠，驅逐人家以為通衢也」

皆為日治時期（今）之樣貌。

q D 。A僅乙文提及　B鹿港商業繁盛的主因是「海

運運輸」。而甲圖中的糖，以及乙文中提到的鹽，

是日本曾在鹿港經營的經濟作物而已　C僅乙文提

及　D從甲圖和乙文資料即可推知縱貫鐵路開發未

經過鹿港，以及港口泥沙淤積導致運輸不便的交通

問題，致使鹿港不復以往繁盛。

12-14為題組
語譯：

甲

　　自從神農氏嘗百草後，世上開始有關於本草的書籍，

之後又有被稱為湯藥的、食鑑的，都是用來治療疾病、

分辨藥材，卻沒聽說有為了拯救荒年，也沒聽說有教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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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分辨本草來當作救荒政策的。為救荒年而寫本草書

藉，是一種好的政策嗎？還是不得已的呢？重要的是，

與其沒有食物吃只能等死，還不如讓他們去採食野菜自

救；與其吃了野草中毒，還不如有書籍指導他們如何採

食。因此寫這本書的人，秉持仁心刊印這本書，也算是

一種德政吧！……

　雖然，用這本書來讓百姓自救，是可以的。但執政

的人只想用這樣的書來等百姓自救，那就不可以了。為

什麼呢？有了荒年再來救荒，不如沒有荒年可救啊！採

集野菜食用，不如增加生產有足夠的穀米讓百姓們能

吃飽！

　　唉呀！對於有志於國家，想對百姓盡心盡力的人，

互相勉勵吧！我啊，生在民間，常吃民間的野菜，一向

希望對國家人民做點事，雖然還不能如願，但與寫這本

書的人的仁心是相同的。

w A 。A由甲文「與其束手以待斃，不若以此救之」、

乙文「期待著日本小兵在彈盡援絕的環境裡，靠著

野菜指南，自尋異地生存的機會，繼續和美軍纏

鬥」可知　B從甲文「為政者唯藉此書以為救，不

可也」、「有荒而救，孰若無荒之可救哉」可知教

民採食野菜是不得已的做法　C從乙文「書中的一

百種植物，大抵把臺灣常見的野菜蒐進去了。但主

要以漢人常見之植物，兼以北部泰雅族的山地野菜

為主，其他各族較為缺乏」，可知漢人與泰雅族人

早有採食野菜習慣，並非從日治時期開始　D從甲

文中「與其茹草木而中毒，又不若以此指之」，以

及乙文末段「它是這麼簡單、實惠，又充分地反映

了臺灣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許多鄉野生活摘採食物

的面相」，可知憑藉書來採食野菜是可能辦到的。

e B 。由文中「從日本明治維新的背景回顧，感受其
國力強大，自然科學基礎深厚，方有這般可能。另

一方面卻也顯示，這個國家正在面臨某一個大困境

的危機，才會出如此下策，逆勢操作。期待著日本

小兵在彈盡援絕的環境裡，靠著野菜指南，自尋異

地生存的機會，繼續和美軍纏鬥」可以推知，作者

應該是日本人。

r B 。A從「再者，透過本書的取捨觀點，也見證了

許多野菜的起落，以及發現許多當時未註明的野菜，

如今卻能風行的更合理因由」可知　B是本文作者

初識植物時，對本書插圖表現方式所產生的困惑　

C從「我們也依稀感受到，當時臺灣農家生活的清

貧內容」可知　D從「文中描述一些食用的方式，

展現了不少有趣的獨到眼光，有些仍為今人不盡然

知道的食用和採集經驗」可知。

15-16為題組
t A 。B是自嘲語氣，而非嘲諷他人　C僅乙文以

「項脊生曰」的論贊筆法抒懷明志　D僅甲文採取

駢文體式自抒己志。

y B 。A以「冒題法」（又稱「埋兵伏將法」，是先

引用一段和主題相關的文字作開端，之後再引入主

題）寫作　C以議論的筆調言志　D「其」為「大

概」之意，此句是使用「推測語氣」抒懷。

17-20為題組
u C 。A從「當你有了問題意識，也找各種資料佐證

自己的想法，這樣其實就已經可以完成一篇有論據

的議論文字了」，可知完成一篇有論據的報告尚需

「找各種資料佐證自己的想法」　B從「不是每個

問題意識都是問句或衝突點」可知敘述錯誤　C由

「它指的是你發現了一個現象跟一般認知的常理不

同、與某個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在這之中產

生的『疑問』，就可以算是最基礎的問題意識了」

可知　D從「我們能藉由兩個矛盾的直述句幫忙找

到這個『怪怪的地方』，……就能讓你理出報告的

切入點――問題意識了」可知，掌握兩個直述句的

矛盾點，能產生問題意識，進而尋找答案，而非「能

有問題意識地找出所有答案」。

i B 。從文中「你發現了一個現象跟一般認知的常理
不同、與某個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在這之中

產生的『疑問』，就可以算是最基礎的問題意識了」

這個定義可推知，ACD都是生活中現象與常理相

互違背而產生的「問題意識」　B國民義務教育是政

府的既定政策，學生可以選擇就學方式，不能不受教

育，此一作法並不與「常見的理論說法相互違背」。

o B 。從「問題意識的發端在於『現象跟常見的理論
說法相互違背』處，我們能藉由兩個矛盾的直述句

幫忙找到這個『怪怪的地方』」可知先有「兩個矛

盾的直述句」，再從中找到「現象跟常見的理論說

法相互違背處」。而從文中「接著緊抓著這個矛盾

點，利用英文的『5W1H』問句繼續問下去，就能讓
你理出報告的切入點――問題意識了」，可知順序

是先「5W1H 問句」，進而「產生問題意識」，最
後才是找各種資料「書寫報告」。

p A 。從「問題意識」的角度看老師所介紹的內容：
1「笠」詩人的詩風以鄉土寫實、語言質樸為主

（常見的理論說法）。2「笠」詩人林亨泰的詩作，

有些是具有強烈實驗性質的圖像詩（特殊現象）。由

此可得「『笠』詩人的詩風質樸」與「林亨泰的圖

像詩具有強烈實驗性質」其實就有一定程度的矛盾　

A選項中的提問只是在核對老師所說的「笠」詩社

詩風，沒有問題意識。宜改問：「『笠』詩人的特

色真的全都是語言質樸或鄉土寫實嗎？」

21-23為題組
a D 。A不同種類的甘菊功效不同，並無功效強弱之

分　B只有單葉的甘菊才能用來入藥　C文中只提

到「白菊和巨勝（黑芝麻）、茯苓蜜丸服用，能去

風眩」，並沒有說「不可用湯藥」　D從「補陰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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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滋養肝、腎，可用以治療頭、眼的風熱，有清

肝明目的功效」可知。

s C 。A從乙資料可知，《菊譜》是李時珍研究甘菊

種類的資料，而非研究甘菊功效的資料來源　B丙

資料的「說明」：「方中『六味地黃丸』滋補肝腎，

治肝腎陰虛之腰膝痠軟、眼花頭暈、耳鳴耳聾等

證。」可知六味地黃丸沒有枸杞、菊花，也能治療

頭昏眼花　C從甲資料中野菊主治「調中止瀉，破

血，婦人腹內宿血宜之」，以及乙資料「野菊又稱

苦薏」，可知苦薏可去瘀血；黃菊主治「除熱。養

目血，去翳膜。治頭目眩暈。散溼痺遊風」，與去

瘀血無關　D從丙資料杞菊地黃丸的「說明」：「本

方為『六味地黃丸』加入枸杞子、甘菊花而成」，再

對照表中「成分」，可知「六味」是指六種成分，即

「熟地黃、山茱萸、牡丹皮、山藥、茯苓、澤瀉」六

味藥，不是指甘菊花的六種氣味。

d A 。1從「婦人主述的症狀與杞菊地黃丸主治的症
狀完全相同」，可知能服用杞菊地黃丸。而「腹內

有宿血」，從資料甲中野菊主治「調中止瀉，破

血，婦人腹內宿血宜之」，可知能將甘菊換成野

菊。2患者症狀是「心虛火盛，血熱蒸骨，唾沫微

苦」，從五行表格可知，火、苦皆屬心，又「血熱

蒸骨」。從資料丙中可見牡丹皮「瀉君相（心）之

伏火，涼血退蒸」，其主要作用在瀉心火、除血

熱，可知主要的藥物是牡丹皮。故1、2皆正確。

f DE 。A萬籟有聲：形容寂靜至極，可以聽見大自

然的各種聲音。題幹語境是「熱鬧」場景，不宜使

用形容寂靜場景的「萬籟有聲」　B埳井之蛙：比

喻見識淺陋的人。題幹語境是身陷「艱難」處境，

不宜使用「埳井之蛙」　C浮光躍金：湖面上浮動

的月光，如同閃爍的金光。題幹語境是寫「浮光掠

影」之感，不宜使用「浮光躍金」　D銀鉤鐵畫：

形容書法筆畫如銀般的柔媚，如鐵般的剛勁　E咳

唾成珠：本指咳吐噴散的唾沫，狀似珠子。後比喻

言談不凡或文詞優美。

g ABE。A「《史》、《漢》」是指漢代《史記》、

《漢書》，皆為正史。「昌黎、廬陵」是指韓愈、

歐陽脩　B唐宋派是「推崇唐宋古文，反前後七子

的擬古主義」　C「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是歸

有光自然質樸的文學主張，不同於「幽深孤峭」

（竟陵派）的文章風格，可推知敘述有誤　D由作

者王世貞是明代擬古派代表人物推知，○○○先生

不會是清代桐城派初祖方苞。○○○是「歸太

僕」，即明代唐宋派歸有光，因歸有光曾任南京太

僕寺丞，又稱「歸太僕」。

題幹語譯：先生古文用詞，雖源自《史記》、《漢

書》，但大多取法自韓愈、歐陽脩，當他有所體悟

時，情感豐沛洋溢。不刻意修飾美化文詞，卻自有

韻味旨趣，卓越超群，的確是當代名家。……千年

後先生的文章必定會繼韓愈、歐陽脩流傳於世。我

難道走錯方向了（王世貞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

唐」），過了很久才覺傷感悲痛（因有質疑）。

h BE。A由「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可

知屬原住民母系社會　B前二句描摹檳榔樹的外觀，

後二句描寫檳榔的吃法及吃了嘴脣染紅的樣貌　C由

「誰道番姬巧解釀」可知原住民婦女不善於釀酒　D

由「誰為長慮教耕桑」可知尚不懂耕作採桑　E從母

系社會、嚼食檳榔、婦女釀酒情形、不懂耕作等線

索，可判知四首詩所描寫的對象應是原住民族群。

題幹語譯：z郁永河〈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之十

三。男子很早離開母親去入贅，有兒子長大就隨他

遠走高飛。這裡的人不重視生男反而重視生女，家

裡的田園原來就不傳給兒子　x郁永河〈臺灣竹枝

詞〉十二首之八。孤立的樹幹獨上雲霄，沒有分出

旁枝，青綠的果實散落垂下，雜亂而眾多。摘下來

以後攙蔞根一起咀嚼，吃到嘴脣好像抹胭脂　c郁

永河〈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之十七。誰說原住民

婦女很會釀酒，她們只不過是把生米放在口裡咀嚼

成糊狀。裝酒的竹筒就掛在床頭，客人來了就從竹

筒裡取出來請客人喝酒　v郁永河〈臺灣竹枝詞〉

十二首之十二。臺灣西邊俯看汪洋，東邊山峰連綿

千里長。一大片平坦的沙地都是沃土，為長遠考慮，

應有人來教導如何耕田種桑。

j BCDE 。A「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應改成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

題幹語譯：秦始皇暴虐，擾亂天下秩序，賢良之人紛

紛隱匿躲避。夏黃公、綺里季等四賢到商山隱居，桃

花源的先民也紛紛避秦；初來桃花源的蹤跡逐漸湮

沒，來時的道路也日漸荒蕪。……桑竹繁茂成蔭，

農作物隨著時令種植。春天養蠶收蠶絲，秋天農作

米糧收成，都不必向君王繳納賦稅。荒野小路被草

木掩蔽，阻礙了與外界的來往，只有村中的雞狗互

相吠叫。……從草的茂盛，知道和暖的春天來了，

從樹木的凋零，知道是到了寒風淒厲的冬天；雖然

沒有曆書的歲時推算記載，四季終了，自成一年。

k AC 。B僅知是描繪桃花林之美。陶淵明〈桃花源

記〉　D是描寫山景一日變化之美。歐陽脩〈醉翁

亭記〉。語譯：當朝陽昇起，樹林裡的霧氣消散，

傍晚時，雲霧聚集而山中洞穴就顯得昏暗，光線或

明或暗有所變化，這是山間早晚不同的景象　E描

寫西湖朝煙夕嵐之美。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

l CDE。A應是後人以顏真卿與柳公權的書法為統一

的款式　B由文中「天下不定於一尊，美學沒有強

大難以撼動的唯一主流」可知字形雖有標準，但書

法藝術不應該被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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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為題組
語譯：

甲

　　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一起進入天臺山

採藥材，迷失找不到歸返之路，糧食吃盡，飢餓得幾乎

快死。遙望山上有一棵桃樹，高大且結有果實，借助藤

葛攀登，才能爬到山上。他們各自都吃了幾顆桃子，止

住飢渴，體力充沛。再下山，看見有一隻杯子流出來，

杯中有芝麻和飯粒，就互相告訴對方說：「這可推知距

離人行小路不遠。」於是他們涉水而行，逆流走了二三

里，越過山嶺出現一條大溪，溪邊有二位女子，姿態氣

質十分美妙。劉晨、阮肇不認識她們，因為二位女子當

下叫出他們的姓氏，如同舊識，於是一見面就非常欣

喜。她們問：「為什麼來晚了？」就邀請他們到家裡。

他們吃的芝麻飯、山羊肉乾、牛肉，十分甜美。有一群

女子進來，每人各拿一些桃子，笑著說：「祝賀妳們的

夫婿來了。」酒意正濃樂聲大作。過了十天之後，二人

要求回去，女子說：「夫君已經來到這裡，是緣分所牽

繫的，為什麼還想要回去呢？」於是就停留半年。氣候

草木正是春天時節，女子一同送別劉、阮二人，指引他

們回去的路。

　　出來後，親友故舊凋零，鄉里房舍大為改觀，不再

熟識。一打聽已是七代孫，傳說先人上山採藥，迷路無

法回來。一直到了晉太元八年，劉、阮忽然又離開了，

不知到哪裡去了。

; C 。A由文中「各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可知二人

食用桃子解飢，並未成仙　B由文中「晨、肇既不

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可知山中二女

子並非舊識　D由文中「忽復去，不知何所」可知

的是不知二人歸往何處。

z C 。仙鄉：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或使人忘記痛苦煩
惱的美好處所。A甲文是以「有一群女來，各持三

五桃子，笑而言：『賀汝婿來。』」描寫故事中男

女成親的情節，並無使用反襯手法　B由甲文文末

「忽復去，不知何所」可知，二人不知所蹤，而非

復返仙鄉　D甲文中並無其他線索可以判知作者意

圖以男女兩性角色，影射父系社會下男性的迷失與

女性的自覺。

33-36為題組
c D 。A從文中「但長輩在意的點不完全是生活習慣

的養成，而是這樣會『被人家笑我們都沒在教』」

可知，江鵝的家庭教育並非開放的　B張李德和出

身名門，自幼即是被以淑女的方式教養，而非自勵

成為躋身上流的淑女　C從文中「有時看似多給了

一些發展空間，與父權體系衝突的時候，還是得鑽

回『乖女生』的殼裡。這樣不會詭異嗎？解釋不通

的時候，『倫理』是至高標準」可知，「乖女生」

並沒有衝撞父權體系的權利　D從文中「真正的預

期讀者，恐怕是那些會譴責她沒盡到女性責任（遵

循傳統）、害怕男性權威被動搖的人（父權的擁護

者）」即可推知。

n C 。A此段描寫桃花源中的居民生活祥和安樂，與

世隔絕，不具有性別刻板印象。陶淵明〈桃花源記〉　

B張李德和自比管夫人、陶淵明，表達女性順從天

性、心有所感並鑽研技藝，此不具有性別刻板印

象。張李德和〈畫菊自序〉　C歸有光祖母以似女

子戲稱足不出戶、鎮日於書房中苦讀的孫子，可見

祖母玩笑口吻的背後，隱含「男主外（男兒志在四

方），女主內」的刻板印象。歸有光〈項脊軒志〉　

D張李德和自期能如李白、蔡琰般創作有成，此不

具有性別刻板印象。張李德和〈畫菊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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