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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導覽

「文學鑑賞測驗題型」包含了兩種子題型，分別是「鑑賞古今作品的文辭

優劣與文學風格」以及「辨析古今作品主題、論點，及其與意象、情節、關鍵

性細節的對應關係」。此型考題的命題素材可跨越不同時空及各種語體，讀者

必須具備以下兩種能力：第一，讀者必須能有效體察作品風格和行文修辭的特

別之處和優秀特色，特別是遣詞用字是否獨到精準、文氣語脈是否流暢無礙、

文理邏輯是否貫通緊密。然後再根據以上的判斷，來回應題目所要測驗的問題。

另外對不同作家（特別是高中教材有提到的知名作家）的文學風格和特色要有

正確的認識及理解，以免發生作品誤認導致做出錯誤的回答。第二，讀者要能

透過有效的閱讀掌握作品的主題、論點、情節等關鍵性資訊，才不致被題目所

設下的「陷阱」所誤導。而要掌握以上的關鍵性資訊，除了要細心斟酌每字每

句的鍊字遣詞外，也要能細緻地體會出作品的情境，而像作家風格特色這樣的

背景知識也不可少，才不會對作品本身產生誤讀。�

文學鑑賞測驗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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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 鑑賞作品文辭及文學風格

 3-2 作品主題／論點／意象／情節



3-245

文學鑑賞測驗題型Unit 3

爽爽得分
本單元收錄題數：35 題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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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教育　（B）外交　（C）國防　（D）財政
譯文  「國家弱小而不懂得居於卑微的地位，實力不夠卻不忌憚強敵，不重視禮節，反倒羞

辱強大的鄰國，( 在位者 ) 貪婪固執又不善於外交，這樣的國家很可能招致滅亡。」

B107 地特

解析
這段話的重點集中在對其他國家的態度上，並未提及直接教育與財政，也未直接評

點國防應如何布署，因此最適合的答案是（B）。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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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從少年至今皆隨心所欲

（B）創作歷程經過許多挫折

（C）感受到自己仍一無所有

（D）隨人生經歷而轉變心境

D107 地特

解析
這段文字出自余光中的散文〈聽聽那冷雨〉，余氏以「雨」作為引子，回憶了自己

半生的飄泊。這部作品著名的一項特色是大量化用古人的詩詞，題幹的文字即化用

自宋代詞人蔣捷的〈虞美人〉：「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

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

前、點滴到天明。」兩者都是以「雨」為線索，貫串少年、壯年、老年三個階段的

不同心境，因此最適合的答案是呈現心境轉折的選項（D）。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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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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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亦有類似涵義的是：

（A）人生是一連串希望的幻滅

（B）人來到世上，有時是在尋找另一個人

（C）天地之靈性，以人所秉賦者較其他萬物為高

（D）隔一張紙，我們就看不見。隔一道牆，我們就聽不到

D107 地特

解析
題幹要尋找的是「暗示人類沒有全知的能力，勢必會受到某些限制」的句子，最接

近的是選項（D），點出了人類在視覺、聽覺上的限制。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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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人性善於趨利避害，趨吉避凶

（B）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C）要求別人跟自己愛好相同，誠屬不易

（D）難易與否，皆人心自我設限，而非本然如此

C107 地特

解析

語譯：「自己一個人住在山上容易，但是有朋友願意一起住在山上難；有朋友願意

一起住在山上容易，但是妻子也願意住在山上難；與妻子住在山上容易，孩子願意

跟著住在山上難。」一層一層往前堆近，點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強求不來。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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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天理循環，邪不勝正 （B）積少成多，有容乃大

（C）天地萬物，相生相剋 （D）向下扎根，終有所成

A107 地特

解析

這段詩句字面上是說閒雲遮蔽了石門（牆），幸好有大風吹散閒雲，石門才得以重

見天日。引申為天理循環自有其道理，即使浮雲短暫遮蔽了一切，風仍會將遮蔽的

雲給吹散。因此，選項最接近的是（A）。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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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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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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B）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C）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D）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

A107 地特

解析
關鍵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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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這八個人，即使已經窮困潦倒，卻仍然能自勵奮發以求聞名於世，

而這八個人的名字終將不會為後人所忘記。由此可知，君子的期許是名聲能夠流傳

於後世。最接近的選項為（A）君子最擔憂的是死後名聲不能稱揚於世。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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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喜歡欣賞默默拭淚的婦人與一路嬌笑的少女

（B）觀察到許多人將生活中的心思與情緒帶上車

（C）不畏懼他人的眼光，專注觀察車上的種種人物與動作

（D）覺得車廂這個空間，其實就是找尋寫作靈感的好地方

B107 地特

解析
不管是拭淚的婦人，或是少女的嬌笑，作者所捕捉的都是乘客的情緒，顯示作者具

有這樣細膩的眼光與觀察力，最適合的選項為（B）。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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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旁觀者迷，當局者清 （B）萬物虛實，持平辯證

（C）只在此山，不知雲深 （D）客觀認知，不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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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7 地特

解析

這段文字開頭即表明，現代社會紛雜萬變，旁觀者清的觀點已經不適用，唯有深入

其中才能對事物有透徹的了解。所以並非斥責作評論的人，而是認為深入了解之後

的評論才是穩當的，因此最適合的選項為（A）。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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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順應天道，任其聚散 （B）劫難度盡，終將團圓

（C）以己為誡，痛改前非 （D）以己為榮，一生無憾

A107 地特

解析

關鍵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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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

這段文字呈現的態度是能團圓也好，不能也罷的豁達心態，因為訴說者深知一切都

是因緣所致，強求不來。因此，最適合的選項為（A）。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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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魔鬼藏在細節中 （B）牽一髮而動全身

（C）蝴蝶效應，渾沌系統 （D）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D107 地特

解析

此段文字強調的是細微的差異可能導致巨大的不同，選項（A）、（B）、（C）都

有這樣的寓意。選項（D）指的是「在事情還沒動手去做以前，先要考慮周到、計

畫詳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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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下列選項，何者與引文旨

意最為接近？

（A）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B）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C）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D）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譯文  「同品德高尚的人住在一起，是最好不過的事。選住址不顧環境，怎麼算得上聰明

呢？」

A108 初考

解析

這段話強調的是選擇環境之重要性，最適合的選項為（A）。

12. （ 　 ）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

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

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茍無歲，

何以有民？茍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戰國

策．齊策》）下列選項，最符合引文意旨的是：

（A）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B）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

（C）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

（D）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譯文  齊王派人慰問趙國的威太后，太后詢問齊國的國情，歲收是否豐盈，百姓是否安樂，

最後才問齊王是否健康。太后問話的順序讓使者感到不受尊重，太后回答若是收成不

好，如何養活百姓？沒有百姓，又哪來國君呢？

A108 初考

解析

這段文字強調的是人民的安居樂業對於國家的重要性，最適合的選項為（A）。

13. （ 　 ） 「為了他人而忘卻自我，他們便會記得你。」下列選項與此句文意最

相近的是：

（A）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B）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C）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D）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C108 初考

解析
這句話的意思是默默地為他人付出，而非追求名聲與回報，反而更會讓人記住。公

告的答案為（C），但是筆者認為（A）也符合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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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 「據說愛因斯坦穿著舊西裝出席諾貝爾獎得主的演講會議，並回絕了

人家遞給他的全新西裝；德國總理派官員來訪，愛因斯坦的夫人催促

他換上正式的衣服會面，愛因斯坦卻說：『若要見我，人在這裡；若

要看我的衣服，則在衣櫃裡。』」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能展現愛因

斯坦的人格特質？

（A）放蕩不羈　（B）率真樸實　（C）耿介不屈　（D）倨傲鮮腆

B108 初考

解析
這則故事顯示的愛因斯坦非常真誠的一面，不會為了特別的場合刻意打扮地光鮮亮

麗，最適合的選項為（B）率真樸實。值得注意的是，愛因斯坦仍舊為了演講的場

合換上了自己的西裝，顯示他對聽眾與主辦單位的尊重，若是愛因斯坦是一名放蕩

不羈的人，應該隨便穿一件衣服就去演講了，不會刻意穿西裝，因此選項（A）不

適合。

15. （ 　 ）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

花。（岑參〈山房春事〉）本詩表達的情感是：

（A）嗟嘆冬去春來，韶光易逝 （B）悵惋地老天荒，一往情深

（C）痛心門庭冷落，世態炎涼 （D）感慨物是人非，盛衰無常
譯文  多少人曾在此飲酒賦詩的梁園，如今為暮色籠罩，歸巢的烏鴉凌亂飛過天空，（我）

盡可能看清眼前景物，在一片蕭條冷落之中，只剩兩三戶人家。滿園樹木不曉得此地

已人去樓空。待明春到來之後，還會像往年一樣開花。

D108 初考

解析
梁園：為漢代梁孝王所建之庭園，用來設宴款待賓客文士。唐詩中多借指皇室、王

府內苑，這些地方除了賦詩宴飲，也常有歌舞表演，因此後世又以梁園指稱戲院，

可理解為象徵「熱鬧繁華」的場所。

此詩作者岑參對於安史之亂後，舊地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因而心生感概。最適合

的選項為（D）。

16. （ 　 ） 某電影中有句臺詞：「曾經牽掛，才能了無牽掛。」下列選項所表達

的情感與此最接近的是：

（A）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B）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不多情

（C）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D）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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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8 初考

解析
這句臺詞的意思是人必須經歷過心心念念的牽掛之後，才有可能看破，進而了無牽

掛，就如同「未曾提起，如何放下？」最接近的選項是（B），一個人的感情如果

太過豐富，反而會變為薄情，因為真正多情的人會對感情非常執著。

17. （ 　 ） 「太陽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烏雲則是人類特有的各種心理活動。所

以，唯有在定靜、沉寂之中，當心裡的各種噪音平靜下來，也就是烏

雲散開的時候，你就會看到自己的真實本性。」這段話所要闡述的意

義是：

（A）情緒如烏雲一般干擾我們，讓我們無法安寧，所以我們不可以有

情緒

（B）只要我們願意安靜沉澱自己，讓自己安定下來，就會回歸本性應

有的寧靜

（C）我們的本性乃是太陽與烏雲的結合體，所以情緒時好時壞，可以

不必在乎

（D）我們的本性如太陽般光明，雖有種種心理活動，只要不受情緒干

擾，可以不必管它

B108 初考

解析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人的本性有如太陽，烏雲則是外在所導致的各種情緒、感受，唯

有讓自己沉靜下來，烏雲才會散去，人才能再一次看見自己的本性，也就是太陽。

最接近的選項為（B）。

18. （ 　 ） 「傾聽是需要學習的，而有效的傾聽則需要用心、欣賞及肯定。要成

為一位好的傾聽者，你必須懂得適時擱置自己的需求，讓說話者充分

地將想表達的想法或情緒抒發出來；全神貫注在傾聽這件事上，表示

好奇及關心；要有同理心，也就是對他人的感受採取一種開放的態度，

欣賞他的觀點、肯定他的情緒，而不加入自己的批判。」本文主旨在

論述：

（A）傾聽的態度 （B）傾聽的魅力

（C）傾聽的好處 （D）傾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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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8 初考

解析
這段文字皆以祈使態度教導讀者傾聽的時候應該站在什麼樣的立場、需要如何做，

而非客觀描述傾聽的優點或是功能，也沒提到傾聽能使人成長（力量），因此最適

合的選項為（A）。

19. （ 　 ） 「太初的時候，意象與心智之間沒有白翳。心智不用費力，一切都是

清明的。人慢慢有了知識，便有了偏見、好惡、恐懼、希求，晴朗的

宇宙才變成渾沌，心智才不得不無休無盡地辛勞！」下列選項，何者

與本文意旨不符？ 
（A）太初與心智之間原本沒有隔閡

（B）心智原本是清明、不用費力的狀態

（C）渾沌在太初時期即層層包裹住心智

（D）偏見、好惡、恐懼、希求造成心智障蔽

C108 初考

解析
白翳：遮蔽障礙。

人在有了知識之後，才產生偏見、好惡、恐懼與需求，讓清朗的心智變得渾沌，因

此（C）選項有誤，太初時期渾沌並未包裹住心智。標準答案為（C），但是筆者

認為（A）的敘述也有錯誤，沒有隔閡的是意象與心智，而非太初這個時期與人的

心智。

20. （ 　 ） 「當其乘勢起於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

其興之暴莫之與京。然而垓下之戰，一敗遂至不可收拾。」上述文字

評論的歷史人物為：

（A）陳勝　（B）張耳　（C）項羽　（D）樊噲

C108 地特

解析
關鍵字：「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垓下之戰」。當時率領各

路諸侯亡秦的楚軍領袖項羽，他在取得天下之後並沒有像秦朝採取郡縣制度，而是

維持東周的封建制度，分封各路諸侯。亡秦後隨即而來的是楚漢相爭，垓下之戰便

是雙方的最後決戰，項羽以十萬大軍對陣劉邦的六十萬大軍，最終仍然戰敗，逃到

烏江邊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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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 「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所以老子曰：

「功成身退，天之道。」下列能深明功成身退的歷史人物是：

（A）韓信　（B）范蠡　（C）蕭何　（D）李斯

B108 地特

解析
范蠡以睿智博學及經商手腕高超聞名。他曾經協助越王勾踐成就霸業，但看出勾踐

可以共患難，卻難同安樂，於是在可以享受榮華富貴時告老還鄉。

(C) 選項的蕭何雖然沒有落得被故主清算的下場，但也並未隱退，始終在朝為官，

所以不選。

22. （ 　 ） 《韓非子》：「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

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以上故事揭示，進行判斷時，可能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 
（A）財富多寡 （B）親疏遠近

（C）得失損益 （D）發生時機

B108 地特

解析
富人的兒子與鄰居同時指出家裡的牆壁毀損可能遭來小偷，結果到了晚上果真如他

們所說，家中的財物遭人偷竊。然而有趣的是，富人對兒子與鄰居的態度大不相同，

稱讚兒子的智慧，卻懷疑鄰居可能就是偷竊的犯人。按理兩人都是指出問題的人，

如果懷疑是鄰人所為，兒子應該也有嫌疑，但是富人卻對兩者作出不同的判斷。韓

非子認為這是親疏遠近所導致，人習慣相信自己的親友，懷疑外人。

23. （ 　 ） 《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下列選項，何者與引文的主旨最相近？

（A）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B）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C）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

（D）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譯文  別人學一遍就學會了的，我學一百遍；別人學十回就學會了的，我就學一千回。果真

能夠這樣做，即使是個笨人也會變聰明的；即使是個柔弱的人，也會變堅強。

解析
這段文字講述「勤能補拙」的道理。

（A）	「十隻眼睛看著，十隻手指著，這難道不令人畏懼嗎？」意指做人處事應當

要時時戒慎小心，就如同被人觀察、指著那樣。

（B）	「只學習而不思考會迷惑而無所得，只思考而不學習則會精神疲倦而無所

得。」闡述治學必須思考和學習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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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8 地特

（C）	「意志不堅強的，智慧一定不高；說話不講信用的，行動一定不果敢。」闡

述分辨人品性能力的方法。

（D）	「再好的駿馬，僅靠一躍，再厲害也跳不出十步遠；而一匹劣馬，堅持緩緩

地走上個十天，也能走出很遠。」即符合上述勤能補拙的概念。

24. （ 　 ）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孟子 ‧ 離婁下》）下列選項，最接近孟子對子產批評的是：

（A）施恩百姓，但不諳政治利弊

（B）雖然愛民，但不明施政重點

（C）德行甚佳，但不知任用賢能

（D）受民愛戴，但不懂恩威並濟

B108 地特

解析
這則故事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全部的批評是：

子產主持鄭國政務時，曾用他所坐的車，在冬天載百姓渡過溱水、洧水。但孟子批

評這種行為：「懂得施惠於民，卻不明白施政重點在哪裡。每年十一月應該要修好

人行走的小橋，十二月要修好可以通車的大橋，這樣人民就不用涉水渡河了。如果

居上位的人把政務治理妥當，即使乘車出行時驅趕路人迴避也沒關係。況且要渡河

的人那麼多，光憑一輛車又怎麼能把每個人都載過去呢？所以主政者若是想討好每

一個國民，就算花上一輩子的時間，也不夠用啊！」

因此孟子是在批評子產雖然表現得民胞物與，但既然是主政者，就應該分清楚輕重

緩急，先把該做的建設做好。

25. （ 　 ） 曹操曰：「今歲荒乏糧，軍士坐守於此，終非良策。」荀彧曰：「不

如東略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邵等劫掠州郡，

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糧，以養三軍，朝廷喜，

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三國演義》）

  荀彧對曹操提出的戰略，就《孫子兵法》而言，下列選項最符合的是：

（A）兵貴速，不貴久

（B）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C）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D）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