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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級 
中文、英文、日文、商學進修學士班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國文 

本科 

總分 
 100 分 

一、 單選測驗題 (每題二分) 60％   

1、下列各組「」的字，讀音相同的選項是： 

   (A)淪肌「浹」髓／龜「筴」占卜 (B) 「垓」下之戰／言簡意「賅」(C)宵衣「旰」

   食／攻「訐」他人 (D)「睥」睨天下／縱橫「捭」闔 

2、「舊的世紀快過去了，翻讀／你的詩，卻覺得像逛一間／新開的精品店，樓上兼營／

   美容整型，器官捐贈移植／點鐵成金，奪胎換骨……／文章本心術。詩人重寫／時

   間留在水上的腳步，刻出／新的詩句，但不曾留下疤痕……」從以上所節錄的現代

   詩中，可知作者所吟詠的古代詩人是：(A)王安石 (B)白居易 (C)歐陽修 (D)黃庭堅

3、下列文句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結盧在人境，而無車馬喧 (B)日出東南偶，照我秦氏樓 (C)醉裡挑燈看劍，夢回

   吹角連營(D)金陵子弟來相送，欲行不行各盡傷 

4、《牡丹亭》為敘述何人之故事？ 

   (A)柳夢梅與杜麗娘 (B)焦仲卿與劉蘭芝(C)唐玄宗與楊貴妃 (D)侯方域與李香君 

5、下列哪個寓言典故不出自《莊子》一書？ 

   (A)越俎代庖 (B)螳臂擋車 (C)朝三暮四 (D)揠苗助長 

6、一句成語，往往是一個歷史人物其人生或形象的縮寫。下列成語與對應的歷史人物，

   配對正確的選項是：(甲) 婦人之仁／劉備 (乙)舍我其誰／孟子  

   (丙)摩頂放踵／墨子 (丁)才高八斗／曹丕 (戊)江郎才盡／江淹 

   (A)甲乙戊    (B)乙丙丁   (C)甲乙丙    (D)乙丙戊 

7、某所學校即將成立，各方紛紛致贈匾額，下列賀詞中合適的選項是： 

   (A)名山事業 (B)弦歌不輟  (C)杏林春滿 (D)近悅遠來 

8、下列人物與其稱號，相應正確的選項是： 

  (A)紫陽先生／朱熹(B)清真居士／李清照(C)望溪先生／周敦頤(D)香山居士／杜牧

選擇題請作答於答案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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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若依《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進行分類，下列書籍與《春秋集解》同屬一

   部的選項共有幾組：(甲)晉書  (乙)易傳  (丙)道德經  (丁)山海經  (戊)孟子纂

   疏  (己)毛詩注疏  (庚)四書大全  (辛)孝經注疏  (壬)孔子家語      

   (A)四組   (B)五組   (C)六組  (D)七組 

10、下列關於中國經學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易》共有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B) 所謂的「三《禮》」，是指《曲禮》、《儀禮》、《禮記》 (C)《詩經》是戰國時

   期「四言詩」的代表 (D)《四書》中的《大學》與《中庸》，原是《儀禮》中的篇章

11、古代韻文的創作體裁，在不同時代有不同的格式展現。下列所引文句，請依其句式，

    判斷各種寫作體裁其最初出現之時代順序，正確的選項是： 

    (甲)梳洗罷，獨倚望江樓。過盡千帆皆不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乙)山泉兩處晚，花柳一園春。還持千日醉，共作百年人  

    (丙)碧紗窗外靜無人， 跪在床前忙要親，罵了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

        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丁)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A)丁甲乙丙  (B)乙丁甲丙  (C)丁乙甲丙  (D)乙甲丙丁 

12、在下列選項中，□內的字，請選出與「天賜□齡」字形相同者： 

    (A)□不掩瑜 (B)引人□思 (C)自顧不□ (D)好整以□ 

13、下列各組「」的字，字義相同的選項是：（A）賦「比」興／「比」鄰而居 （B） 

    日「薄」西山／妄自菲「薄」 （C）不知老之「將」至／「將」數百之眾，轉而 

    攻秦 （D）聞左光被炮烙，旦夕「且」死／今疾「且」成，已非三月不能瘳  

14、下列各書：(甲)墨子  (乙)史記  (丙)世說新語  (丁)尚書  (戊)官場現形記 (己)

    牡丹亭，按其成書時間先後順序排列應為： 

   （A）丁甲乙丙己戊（B）甲丁乙丙戊己（C）丁乙甲丙己戊（D）甲乙丁戊丙己 

15、下列讚語是對古代文人的評論，其中評論內容與相應的對象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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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落盡見真淳」／蘇軾  (B)「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柳

    詞」／柳宗元  (C)「論大道似韓愈，論事似陸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李白」

    ／歐陽修  (D)「古人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次柳子厚，近時袁中郎。」其中

    所謂「近時袁中郎」是指／袁中道 

16、下列關於諸子百家的論述，正確的選項是：(A) 墨子主張積極救世，故重視人為力

    量，不信「天命鬼神」說  (B) 荀子明於天人之分，故主張「天生人成」的思想 (C)

    儒家主張推己及人，故「兼愛」之說最能代表此種思想(D)孟子主張性善，積善成

    德，故注重學習「師法及禮義」       

17、古人為文好引經據典，藉以引喻心境或論證己說。下列文句中，不屬於引經據典的

    選項是：(A)〈師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B)〈赤壁賦〉：「誦明月之

    詩，歌窈窕之章。」 (C)〈登樓賦〉：「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D)

    〈原君〉：「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18、「牛郎織女」是中國古代膾炙人口的傳說故事，古人亦多有藉此題材入詩詞者。下

    列所引文句中，與「牛郎織女」故事有關的選項是：(A)人有悲歡離合，月有陰晴

    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  (B)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

    相許。天南地北雙飛客，老翅幾回寒暑。歡樂趣，離別苦，是中更有癡兒女  (C)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D)纖雲弄

    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度。金風玉露一相逢，便勝卻、人間無數。  柔情似水，

    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路。 

19、語言經過時代的遞嬗，許多語義已起了變化，形成古今異義的情況。請比較下列各

    組「」內的詞語，古今語義相同的選項是： (A)〈出師表〉：先帝不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他性格「卑鄙」，往往誣陷他人  (B)〈馮諼客孟嘗君〉：沉於國家之事，

    「開罪」於先生／他個性衝動，常「開罪」別人(C)〈庖丁解牛〉：依乎「天理」，

    批大郤，導大窾／他相信「天理」昭彰，報應不爽 (D)〈勸學〉：其數則始乎「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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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終乎讀禮／他是虔誠的佛教徒，早晚必定「誦經」    

20、古文常有轉換詞性的用法，下列文句中，「」內的字，不屬於名詞轉用動詞的選項

    是：(A)君賜不可違也，乃「簪」一花 (B)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C)

    左右以君賤之，「食」以草具 (D)開瓊筵以坐花，飛「羽」觴而醉月 

21、下列關於孫子〈謀攻篇〉內容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A)孫子認為國君應該充分

    參與軍事，以統領三軍 (B)孫子認為「百戰百勝」，並非作戰的最佳方式(C)孫子認

    為在各種作戰方式中，「攻城」是最快取勝的 (D)孫子認為用兵之法，「五則圍之」

22、《史記》的體例包括：本紀、表、書、世家、列傳。以下敘述關於歸類方面，正確

    的選項是：(A)楚漢相爭，「項羽」雖然失敗，但仍被歸於「本紀」之列  (B)「孔

    子」與「老子」皆被歸為「列傳」之中  (C)如果要查「律」、「曆」方面，應該翻

    閱「表」的部分  (D)「呂后」是被歸為「外戚世家」之中     

23、下列論述文句之旨，正確的選項是：(A)「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

    ／指鄰居之間不分彼此，親切熱鬧的情景(B)「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指人應自律嚴謹，重視服裝儀容的整齊清潔 (C)「浮田自食，蟒甲往來，仇池公

    安足道哉？」／表達對原住民遺世獨立生活的嚮往，仇池公之隱居生活已算不了什

    麼 (D)「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一方。」／指對思慕的情人繾綣於懷，遠望天涯，

    期待早日相聚，與之偕老 

24、古人詩詞中多有詠物之作，下列所引文句與其相應的歌詠對象，正確的選項是： 

    (A) 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後香。欲傳春消息，不怕雪埋藏／詠桃 (B) 館娃宮外鄴

    城西，遠映征帆近拂堤。繫得王孫歸意切，不同芳草綠萋萋／ 詠蘆葦 (C)別圃移

    來貴比金，一叢淺談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冷香中抱膝吟／詠梅(D)菊暗荷

    枯一夜霜，新苞綠葉照林光，竹籬茅舍出青黃，香霧噀人驚半破，清泉流齒怯初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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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姬三日手猶香／詠橘   

25、書信之提稱語宜適合收信人身份，下列何者適用於長輩？ 

   （A）雅鑑（B）鈞鑒（C）惠鑑（D）如晤 

26、下列作者與著作的配對何者正確？（A）尉天驄／《好一座浮島》（B）梁實秋／《棗

    與石榴》（C）王鼎鈞／《碎琉璃》（D）簡媜／《隔水觀音》 

27、「非澹泊無以明志，非寧靜無以致遠」為何人之文句？ 

    (A)蘇軾 (B)陶淵明 (C)諸葛亮(D)文天祥 

28、古人為文有多種修辭方式，下列何者屬於「層遞」的用法？(A)故舉秋毫不為多力，

    見日月不為明目，聞雷霆不為聰耳 (B)子自愛不愛父，故虧父而自利；弟自愛不愛

    兄，故虧兄而自利；臣自愛不愛君，故虧君而自利 (C)視之不見名曰夷，聽之不聞

    名曰希，搏之不得名曰微 (D)天時不如地利，地利不如人和  

29、詩人為詩善用譬喻，將使詩境更饒富意趣。例如楊喚的〈花與果實〉一詩說： 

    「花是無聲的□□，／果實是最動人的□□，／當它們在春天演奏，秋天出版。」

    請推敲上引之詩意，選出最適合填入兩處□□的文字是： 

    (A)言語／精靈 (B)默劇／故事 (C)音樂／書籍 (D)精靈／樂章 

30、現代詩中也有詠物詩一格，藉由描繪此物的特徵提示讀者答案。下列所描寫的文字

    與相應對象錯誤的選項是： 

    (A)太陽燙熱／我卻很冷…／因我不再是我的過去，而／是一粒坦白，很脆弱，占

       有小空間的立方晶體了──「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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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直到疲倦也喊出了／生命的沙啞／在羽翼生銹的／夢裡，夏天／最遠我曾抵達

       ／一個充滿謠言而又陌生的城市──「知了」  

    (C)不幸的失群的孤客！／誰教你拋棄了舊侶／拆散了陣字／流落到這水國底絕塞

       ／拼著寸磔的愁腸／泣訴那無邊的酸楚──「孤雁」  

    (D)不必怨嘆城市的屠宰場／以屠刀大量誘走你們的同伴／不必追悼你們碩大而笨

       重的身軀／一季又一季／怎樣在吾鄉的稻田上／一面喘氣，一面反芻枯澀稻草

        ──「牛」 

 

二、中文作文  40％ 

太陽，象徵著光明，有了它，就能照亮黑暗。每個人的生命中，或許都曾有過種種有形、

無形的瓶頸，或難以超越的束縛障礙，猶如經歷著不同層面的黑暗一般。但有一天，可

能有一道柔和或亮麗的光線，幫助、指引你走出生命的幽暗，這道光芒可能是一個人、

一本書、一個啟發、一段歷練……。請以「我生命中的太陽」為題，以自己的生活經驗

為題材，闡述這個「太陽」對你生命的啟示與意義，撰寫一篇首尾俱全的散文。議論、

抒情皆可，文長不限，文言、白話不拘。(請勿以詩、歌方式撰寫。) 

※【考生不可於文中書寫個人姓名或任何足以識別身份之文字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