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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一) 綜合測驗

下列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 萬物經歷磨難碎礪，就能成就精粹
(B) 濃霧攏罩田壟，呈現了一片朦瀧的浪漫
(C) 這次的布施活動，由王先生發號師令
(D) 皇帝崩殂，國家動亂，成為鄰近強國的俎上肉
2.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其正確排序為何？
阿業常推「ㄨㄟˇ」責任，將老師「ㄨㄟˇ」託的事情丟給同學。日子久了，同學心有不甘，便在週記
中「ㄨㄟˇ ㄨㄟˇ」寫盡心中無限的「ㄨㄟˇ」屈
(B) 委／諉／尾尾／委
(A) 諉／委／娓娓／委
(D) 委／萎／娓娓／諉
(C) 諉／委／諉諉／娓
3. 傳統文字遊戲「接龍」指的是字音相同的頂真修辭。下列接龍遊戲何者答案完全正確？
(A) 陟罰臧否匹馬不還環環相扣
(B) 腹笥便便便捷快速速戰速決
(D) 山川相繚瞭如指掌長君之惡
(C) 心心相印蔭子封妻沏茶伺候
4. 下列「 」的字何者與「自余為僇人」的「余」同義？
(甲) 不「予」置評 (乙)「予」取「予」求 (丙) 囑「予」作文以記之
(丁)「予」人口實 (戊) 生殺「予」奪
(B) 乙丙
(C) 丙丁
(D) 丁戊
(A) 甲乙
5. 無○「緣」無故地步入世外桃源，○「緣」溪行一段路後，攀石登岩。岩頂邊○「緣」座落著一戶小小
人家，不曾○「緣」客掃的花徑，一路落英繽紛，指引至門口。前頭迎迓的主人居然是失聯許久的故人，
真是有○「緣」千里來相逢！上述「 」的字何者含有「原因」的意思？
(A) ○
(B) ○
(C) ○
(D) ○○
6. 根據前後文意判斷，下列畫線者何者用詞錯誤？
「當民主制度顯然已經逐漸異化，當政府明顯失去有效執政的能力，當可持續性的經濟成長已成
(甲 )昨日黃花，當良善治理已經成了 (乙 )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大家不妨想想，我們到底還有
多少(丙)迴旋的時間、空間與機會，能夠繼續這樣蹉跎下去？如果我們還不能(丁)化危機為轉機、
積極對外開放、勇於面對挑戰，大家就得面對台灣不斷邊緣化，甚至逐漸衰亡的命運。」
(中國時報 2013.6.30 社論)
(B) 乙
(C) 丙
(D) 丁
(A) 甲
7. 下列何者成語使用正確？
(A) 開山英雄的雕像頭戴櫛風沐雨的斗笠，手握開山挖河的工具，再現了他們與土地搏鬥的雄姿
(B) 舞台上的伶人姿態輕盈，舞姿曼妙，水袖一甩風姿綽約，令人讚嘆不已
(C) 初入拳壇的他不知輕重，與拳王分庭抗禮，果真被打得一敗塗地，慘不忍睹
(D) 由於父母的溺愛，養成了他傲慢狂妄的個性，不管對誰都拭目以待，趾高氣昂
8. 依次填入下列空格處詞語，何者最恰當？
用事就不應該了
(甲) 當遇見不公的事情，悲憤是可以被理解的，但若
相投的知己，也就不枉此生了
(乙) 人生在世，能有一位
(丙) 民間生意人膜拜關公是因為關公重
(B) 義氣／意氣／義氣
(A) 意氣／義氣／義氣
(D) 義氣／義氣／意氣
(C) 意氣／意氣／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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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兩則手機簡訊文學得獎作品：
(甲) 愛的種姓制度，我只是個鍵民！(潘書瑋)
(乙) 開門！郎來了！(周潤富)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兩者都採用雙關修辭
(B) 兩者都採用引用修辭
(C) 兩者比較，(甲)的「我」以大量口語表達愛意
(D) (甲)呈現了抱得佳人歸的喜悅，(乙)呈現了追求未果的痛苦
10. 請仔細觀察右圖，並選出最合宜的標題？
(A) 醍醐灌頂
(B) 兩腳書櫥
(C) 有腳陽春
(D) 揠苗助長
9.

根據前後文意及修辭完成空格。下列何者排序正確？
？那年的人事已散成凡間的風塵，為何，為
那年的杜鵑已化做次年的春泥，為何，為何
？是不是柳煙太濃密，你
？是不是欄杆太縱橫，你
？是不是湖中無堤無
何
(簡媜
〈水問〉)
橋，你泅不到芳香的草岸？
(乙) 你的春閨依舊年年年輕
(甲) 尋不著春日的門扉
(丙) 你的湖水碧綠依然如今 (丁) 潛不出涕泣的沼澤
(B) 甲、乙、丙、丁
(A) 丙、乙、甲、丁
(D) 乙、丙、丁、甲
(C) 丁、乙、甲、丙
12. (甲)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昆明的雨季，是濃綠的。
草木的枝葉裡的水分都到了飽和狀態，顯示出過分的、近於誇張的旺盛。 (汪曾祺〈昆明的雨〉)
(乙) 大陸上的秋天，無論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驟雨打荷葉，聽去總有一點淒涼，淒清，悽楚，於今在島
上回味，則在悽楚之外，再籠上一層淒迷了，饒你多少豪情俠氣，怕也經不起三番五次的風吹雨打。
一打少年聽雨，紅燭昏沉。再打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三打白頭聽雨的僧廬下，這更是亡宋
之痛，一顆敏感心靈的一生：樓上，江上，廟裡，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
關於(甲)(乙)兩段文字說明何者錯誤？
(A) (甲)以視覺描寫為主，(乙)以聽覺描寫為主
(B) (甲)的雨令人感受生命飽滿的高昂，(乙)的雨令人追念時間流逝的哀沉
(C) (甲)(乙)兩者皆採用引用修辭格中的暗用
(D) (甲)(乙)兩者所描述皆為眼前實景
13. 「牛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草莓牛奶／或低脂牛奶／但是牛奶盒／非常清楚」(飛鵬子〈身份〉)。下
列何者最符合上述詩句的主旨？
(A)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告子》)
(B) 物各從其類(荀子〈勸學〉)
(C)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劉鶚《老殘遊記》)
(D) 濯纓濯足(屈原〈漁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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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書法字體何者最符合「浩乎如行雲，倏乎如流電，如驚蛇，如遊龍，意態橫出，不主故常，當使人
心動目眩，而莫知其然也。靜而察之，無一畫之違於理」之描述？

(A)

(B)

(C)

(D)

一名男子暗戀一名女子，卻苦於不知其姓名。他觀察女子一段時間後，發現每週三這名女子都會到一家
牛肉麵店去吃麵。一天，他趁人不注意時，起身走到這位小姐的身旁大膽地問她：「小姐，妳叫什麼？」
小姐嚇了一大跳，高聲回答：「我……我叫牛肉麵！」。關於上敘故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造成誤會的原因在於男子問句的語法錯誤
(B) 因為漢字常有一字多義而造成此誤會
(C) 兩人的「叫」字皆有「點選訂購」的意思
(D) 根據文意，若要消除誤會，畫線處應改為「你點的是何種餐飲？」
16. 下列對聯描述的人物，依其生存年代排列，何者正確？
(甲) 氣備四時，與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人之師
(乙) 于文章無甚解，會意此心，浮華洗盡；得山水有清音，就荒三徑，歸去來兮
(丙) 文山功德世人頌，正氣常留天地間
(丁) 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切同禹顏
(A) 丁乙丙甲
(B) 乙丁丙甲
(C) 丙乙甲丁
(D) 甲丁乙丙
17. 「書中尊劉抑曹的一面倒的基調，應該是作者憎恨元蒙，明正統意識的借喻。而屬於他表現自己苦悶的
象徵，筆者認為他用的是超現實舊事取材借屍懷魂的手法，把自己的性格理想分化寄託於書中三位重要
的歷史人物。」(楊昌年《古典小說名著析評》)上述文字中的「他」指的應為何人？
(A) 陳壽
(B) 羅貫中
(C) 施耐庵
(D) 吳承恩
18. 學生繳交暑假報告，老師依關鍵字將報告分五類：
(甲) 節葬、兼愛、墨翟 (乙) 無為、自然、莊周 (丙) 白馬非馬、離堅白、惠施
(丁) 陰陽、五德、鄒衍 (戊) 法、術、勢、韓非
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暑假作業的題目應為「先秦諸子的研究」
(B) (丁)僅存在十家不列入九流之中
(C) 秦國採取(戊)的學說創立霸業
(D)「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指(乙)的學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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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小五郎在圖書館裡讀到訃文一則如
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本訃文由死者子女具文
(B) 死者過世時未滿六十歲
(C) 公祭於墓園舉行以便安葬
(D) 喪家願意接受各方奠儀

族繁
不及
備載

恕鼎 聞
訃惠
不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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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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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段故事選自《世說新語．賞譽》，大意是說：「魏舒雖不善於和常人交往，但年輕時打獵常有很多收穫，
後來擔任鍾毓的長史，當鍾毓和部將們玩射箭遊戲，魏舒就在旁邊幫他們計分。」根據大意判斷下列何
者句讀使用完全正確？
(A) 魏舒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
(B) 魏舒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
(C) 魏舒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
(D) 魏舒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

(二) 篇章閱讀測驗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文人一生大體上出入於儒與佛(包括「道」)，一般以儒學治世，以佛學治心。又認
為一個文人當其積極入世時，往往側重於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而當其仕途失意、淡出官場時
則又逃向佛家或道家。應當說，這種觀點是有一定說服力的，因為儒、釋、道在功能上確有各自的側重點。但
是，這種說法又使得佛學總帶有一層揮之不去的消極遁世色彩，而歷史的例證又不完全盡然。拿黃庭堅來說，他
一生就充滿著大起大落、艱辛坎坷，而正是禪學──當然也包括禪學所攝入的儒學仁人品格──使他放曠豁達，
意志堅強，並因此而成就了他的藝術人生。
的確，宋代禪宗比起唐代禪宗，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便是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喜禪，而唐代禪宗的社會基礎則是
農民，尤其是流民。對此，《佛祖統紀》有這樣一段記載：
荊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
方平曰：「豈為無人，亦有過孟子者。」
安石曰：「何人？」
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峰、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
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
後以語張商英，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
宋代文人的喜禪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鑑於中唐以來藩鎮割據所造成的社會極不穩定的局面，以及為了應付
北方少數民族的外患，並適應南方農業開發和工商業發展的需要，宋王朝採取了高度集中的君主專制制度。這種
制度有其很大的優點，但也容易使得獨裁者昏聵無能、苟且無恥，而最有才能最有理想的人往往因無法施展其抱
負而感到失望。政府在機構設置上臃腫膨脹，在人才任用上隨意罷黜，使那些胸懷大志的人感到「志未伸，行未
果，謀未定，而位已離矣」。就連王安石這樣的位極人臣的達官貴人，也都時時做著進與退兩種心理準備。
(何勁松〈論黃庭堅書法思想的禪學基礎〉 )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從歷史上來看，佛教本身教義特色是消極遁世的
，即是治世的展現
(B) 儒家所說「達則兼善天下」
(C) 唐代禪宗的興盛是因應士大夫仕途不順
(D) 古代文人一般趨向儒家捨棄佛教
22. 根據文中所引《佛祖統紀》的對話，下列判斷何者不正確？
(A) 王安石一開始認為儒者只存在於傳統孔孟體系之中
(B) 張方平擴大了儒者的定義，認為許多修行僧人亦足以稱儒
(C) 張方平認為讀書人唯有雜揉佛教修為方足以成為真正的儒者
(D) 從張商英的反應可知他十分贊成張方平的觀點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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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文，下列推論何者正確？
(A) 宋代因為政治制度而使讀書人喜歡禪宗
(B) 唐代因為社會不穩定而使讀書人往禪宗逃遁
(C) 黃庭堅僅依靠佛教的消極修為安處於失意之中
(D) 所謂「儒門淡薄」指的是外患逼迫，殘害儒家傳統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23.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論語．公冶長》
(
)
程頤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
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朱熹《論語集注》)
【註解】○季文子：魯國大夫 ○使：ㄕˋ，出使
1

2

1

2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孔子認同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的審慎
(B) 程頤認為為惡之人行惡前會多番思考
(C) 程頤認為做惡是因為事前未經仔細思考
(D) 朱熹從季文子後來的表現肯定其三思而後行的行為
25. 根據上文，下列判斷何者正確？
(A) 季文子是一個思慮甚密但心意不正之人
(B) 程頤將「再，斯可矣」詮釋為孔子譏諷季文子為人不果決
(C) 程頤認為一個人的起心動念、善惡與否在於思考的次數多寡
(D) 朱熹提出君子做事首要果決，次則多思
26. 根據上文，下列推論何者不正確？
(A) 朱熹認為季文子雖然詳審但仍有過舉
(B) 據程頤詮釋，孔子認為季文子三思乃是出於私人利益考量
(C) 程頤對於季文子的評價不高
(D) 季文子為宣公使齊乃是不得已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24.

面對一百八十億至兩百億美元龐大的債務，風光一時、被譽為美國汽車工業搖籃的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終於
難敵人口大量流失，稅收劇減的長期蠶食，十八日聲請破產保護，成為全美歷來最大的破產城市。……
密西根州長施耐德(Rick Snyder)說，這是艱難的一步，決定宣布破產以前，底特律已經歷了長達六十年的衰
退，無法履行對市民和債權人的責任。施耐德表示，底特律當前的財政緊急狀況，已經無法通過其他的自救措施
來化解，宣告破產是當前唯一的出路。底特律負債的確切數字各方看法不一，施耐德指定的處理該市財務問題的
急難經理歐爾(Kevyn D. Orr)表示，數額可能為一百八十億美元，也許高達兩百億美元。……
一九五○年代，汽車工業在底特律蓬勃發展，帶動經濟榮景，很快躍居全美第四大城，人口將近兩百萬人。
但一九八○年代，該市逐漸走下坡，由於稅收減少、城市基本服務惡化、犯罪率增高、居民他遷，造成惡性循
環，稅收更加困窘，終於難以為繼。該市的人口如今銳減到只有七十萬人。
底特律謀殺率達到近四十年來最高，超過二十年被列在全美最危險城市排行榜上。民眾報案平均必須等待五
十八分鐘才能獲得員警援助，遠遠不及全美平均的十一分鐘。
底城全市廢棄建築物多達七萬八千棟，同時因為維修經費不足，只有三分之一的救護車可調動。該市十多年
來都靠著借貸度日，缺乏遠見的作法，進一步加速財庫乾涸。底特律每一元中就有約零點三八元須用來償債或支
付退休金等應付款，預期二○一七年這個數字將增至零點六五元。
種種跡象顯示，底特律經濟復甦已無路可走。州長施耐德今年三月指派歐爾擔任急難經理，賦予特別權力，
藉以解決底特律市的財務問題，包括改寫合約、變賣該市一些最有價值的資產以清償債務。但施耐德表示，除了
聲請破產之外，已無他法，「這一步很艱難，但唯有如此，才能處理這個六十年的老問題」。
(刪節自 2013/7/20 人間福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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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何者不是造成底特律宣告破產的原因？
(B) 變賣市產
(C) 稅收減少
(D) 長期衰退
(A) 人口流失
28. 下列何者為底特律市長所說「無法對市民履行的責任」？
(A) 宣告破產
(B) 依賴借貸度日
(D) 成為汽車工業的搖籃
(C) 城市基本服務
29. 根據本報導，下列推論何者正確？
(A) 因為汽車工業污染導致人口生病而銳減
(B) 因為汽車工人多導致犯罪率增高
(C) 停止使用三分之二的救護車能減少底特律的支出
(D) 到了二○一七年底特律的稅收將有超過一半要用來償債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27.

劉氏，臺灣鎮總兵廷斌之女也，隨任臺陽。父沒，眷屬十七人，以道光八年春，買舟內渡。至海遇盜，盡殺
之；女以麗免。一客附舟哀求，盜擠於岸。擄女及橐，至安海，買巨宅居之；凡十餘年，生四子，無有知者；盜
亦不疑。
一日，女赴觀音寺禮佛，儀從烜赫，僧以富家婦也，躬自獻茶。女顧之，輒愕眙。及歸，省遇害事，知為附
舟客。越日復往，命僧導觀寺內，屏人與語；即授一牒，戒毋洩。僧夜走數十里，入泉州，投牒知縣，且告群盜
聚飲期。遣役捕之，盡得。
一鞫○而服，悉誅之，並縶四子。問何以處之。女曰：「吾忍辱十數年，為仇未報爾。若豈子哉？」遂手刃
之，而後自經。有司以聞，奉旨旌表。
(選自連橫《台灣通史》)
【註釋】鞫：ㄐㄩˊ，審判、訊問
1

根據本文內容應歸類於下列何者？
(B) 刑法志
(A) 開闢紀
31. 下列各句何者主語為劉氏？
(B) 投牒知縣
(A) 即授一牒
32. 關於本文敘述何者正確？
(A) 劉氏隨父到任，渡海時遇盜
(C) 劉氏越日復往觀音寺乃是有求於僧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30.

(C)

海寇列傳

(D)

列女列傳

(C)

遣役捕之

(D)

問何以處之

(B)
(D)

海盜殺盡劉廷斌一家
劉氏的行為可謂虎毒不食子

甲)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孟郊〈登科後〉)
乙) 白苧○新袍入嫩涼，春蠶食葉響回廊。禹門○已準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鵬北海，鳳朝陽。又攜書劍
路茫茫。明年此日青雲去，卻笑人間舉子忙。
(辛棄疾〈鷓鴣天 送廓之○ 秋試○ 〉)
【註釋】○白苧：苧，ㄓㄨˋ，白麻 ○禹門：龍門，指科舉試場 ○桃花浪：指春圍，會試考場
○廓之：范開，字廓之，辛棄疾學生
○秋試：鄉試

(
(

1

2

3

4

1

2

4

關於(甲)的描述何者正確？
(A) 昔日的齷齪生活造成今日的放浪形骸
(C)「馬蹄疾」是因為春風得意
34. 關於(乙)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 以「春蠶」及「桂子」表示時序的轉移
、「鳳」自況
(B) 以「鵬」
(C) 攜書帶劍表達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
(D) 最後的「笑」為苦盡甘來，春風得意的笑

5

3

5

33.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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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能「看盡長安花」表示長安極小

共7頁

103-2

共同科目 國文

下列分析何者正確？
(A) 辛棄疾、范開此時皆已成為進士
(B) 兩篇都充滿一舉中第的期待
(C) (甲)的情感激昂喜悅，(乙)的情感充滿期待祝福
(D) (甲)採用今昔對比的技巧，(乙)通篇採實寫的技巧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 題
35.

目前中油公司計畫在苗栗已停產的儲氣 (天然氣 )構造中灌注二氧化碳，等於是把廢氣放回原來的儲氣構造
中，該地層構造本來有很好的蓋層，要不然就不可能儲氣了……
台電公司準備進行二氧化碳封存的目標是地下深處二到三千公尺的地下鹽水層。目前打的是鑽探井，要詳探
地下岩層的情況，未來將化身為監測井。此地的地層序列由上到下有阻滯層、封閉層、儲存層，等二氧化碳以超
臨界狀態打入地下兩三千公尺的鹽水層中，會和地下岩滷水產生一連串的化學反應，形成礦化，就不再以「氣體」
的方式行為，因此稱做地質封存(geological sequestration)，而非單純的「儲存」。該封存目標的地層並非水平，而
是向東方下斜，向西揚升，因此，打入地下的氣體如有移棲現象，將向西方、上方移動，如果外洩，將滲入岸外
的台灣海峽海底。
台灣西南部的地底其實本身就含有甲烷氣和二氧化碳，關仔嶺著名的「水火同源」就是一例，許多這樣的泥
火山經常在放氣，放甲烷氣的一點火會燃燒，允為奇觀，放二氧化碳的也有，就不為人注意了，尚未聽說發生過
任何災情。
當然，二氧化碳的封存仍需政府的管制與監督，不可任由工業機構任意而為，目前美國、加拿大已在北美地
區組成七個地區性的產官學「碳封存」聯盟；英國、歐盟與澳洲也成立了專責機構。這些先進國家無非是要將地
球大氣中越積越多的二氧化碳捕捉下來，送回地層之中，以減緩地球暖化。
(魏國彥〈碳封存沒那麼可怕〉)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碳封存是安全封存二氧化碳的計畫
台電公司目前的鑽探井即是未來碳封存處
所謂「封存」指的就是將二氧化碳原原本本保存於地底
碳封存的工作可交由民間專業機構完成
37. 下列判斷何者正確？
(A) 台電準備碳封存的地層結構中，封閉層為第一層
(B) 台電的碳封存計畫終極目標將二氧化碳礦化
(C) 將二氧化碳打入鹽水層主要目的是將之隔絕於地表
(D) 氣體打入地層深處後不會產生移棲的狀況
38. 下列推論何者不合理？
(A) 碳封存需考慮地形所造成滲透現象
(B) 滷水存在於二到三千公尺深的地下
(C) 關仔嶺的泥火山所放的氣並不全然一點火就燃燒
(D) 地質封存指的是利用地形優勢做為氣體蓋層，封存二氧化碳

36.

(A)
(B)
(C)
(D)

二、寫作測驗

「我願是滿山的杜鵑／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 我願是繁星／捨給一個夏天的夜晚 我願是千萬條江河／流向
唯一的海洋 我願是那月／為你，再一次圓滿
如果你是島嶼／我願是環抱你的海洋 如果你張起了船帆／我願是輕輕吹動的風浪 如果你遠行／我願是那
路 準備了平坦／隨你去到遠方
當你走累了／我願是夜晚 是路旁的客棧／有乾淨的枕蓆／供你睡眠／眠中有夢／我就是你枕上的淚痕
我願是手臂／讓你依靠／雖然白髮蒼蒼／我仍願是你腳邊的爐火／與你共話回憶的老年／你是笑／我是應和
你的歌聲／你是淚／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當你埋葬土中／我願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便成塵／如果啊！如果──如果你對此生還有眷戀／我就
再許一願／與你結來世的因緣」
(蔣勳〈願〉)

在你青春年少的生命中，是否曾遇過一個人、一段情、一幕景、一個夢……讓你脫口說出「我願」，
並為此「願」犧牲付出？請以「我願」為題，書寫一篇頭尾俱足，文長 500 字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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