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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1分，計 22 題） 

1.流行歌曲〈蘭亭序〉係由王羲

之的書法作品得到靈感而創

作。該拓碑係以何種書體而

作？  

(A)楷書 

(B)隸書  

(C)行書  

(D)草書  

2.連橫〈臺灣通史序〉言「顧修史固

難，修臺之史更難，以今日修之尤

難」，係用到何種修辭？ 

(A)類疊 

(B)層遞 

(C)映襯  

(D)譬喻  

3.下列成語「」內的讀音，何者完全

相同？ 

(A)同仇敵「愾」／慷「慨」激

昂  

(B)紛至「沓」來／「滔」天之

罪  

(C)「庖」丁解牛／丟輪扯「砲」 

(D)「匹」夫之勇／「否」極泰

來 

4.下列關於新婚的題辭，何者正確？ 

(A)君子好逑  

(B)神仙眷屬  

(C)琴瑟重調  

(D)春風化雨  

5.魏徵不幸病逝，唐太宗可送哪一幅

輓聯，以表哀悼之意？ 

(A)弘衍傳薪  

(B)名重泰山  

(C)端木遺風 

(D)甘棠遺愛  

 

 

 

6.以下文句，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許多媒體常對藝人的發言

斷章取義、郢書厭說。  

(B)這部電影的劇情高潮跌

起，引人入勝，值得推薦。 

(C)那位表面裝和善和大家熱

絡的同事，其實居心頗

測，想從中得知不少人的

秘密。  

(D)自從這間商場推出「買一

送一」的活動後，其他附

近的商店也不不遑多讓祭

出紅利集點的活動。  

7.以下成語的用字，何者正確？ 

(A)望其項背  

(B)按步就班  

(C)器而不捨  

(D)破斧沉舟  

8.「魂牽夢□」「金碧□煌」「晶□剔

透」缺空的字，依序是： 

(A)瑩、滎、螢 

(B)滎、謍、瑩 

(C)縈、熒、瑩 

(D)縈、滎、謍 

9.以下關於成語的使用，何者為是？ 

(A)時光匆匆，畢業後再開同學

會，大家「浮生若夢」談起

學生時期的趣事。  

(B)最近已諸事不順了，沒想到下車

後，錢包竟留在座椅上，「雪上

加雙」的事件再添一樁。 

(C)你我兄第一場，有困難一定

鼎力相助，「寸草春暉」幫

助你度過這次難關！   

(D)每次去吃到飽餐廳，面對琳

瑯滿目的食材，總是會「列

鼎而食」大快朵頤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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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下有關量詞的使用，何者正確？ 

(A)一「襲」殺氣  

(B)一「則」消息  

(C)一「片」水田 

(D)一「輪」弦月  

11.漢點想在字典查詢「弟」字，該查

詢那個部首？ 

(A)八部  

(B)丿部  

(C)丷部  

(D)弓部  

12.「聯綿詞」是指必須連在一起才能

表示一個語言意義的詞。以下何者

不屬於聯綿詞？ 

(A)海洋  

(B)輾轉  

(C)逍遙  

(D)流連  

13.甲：汗□充棟 

乙：心猿意□ 

丙：亡□補牢 

丁：蜀□吠日 

以上成語皆由動物組成，將□中的動

物名稱依照十二生肖的順序排列： 

(A)甲乙丁丙  

(B)丙乙甲丁  

(C)甲乙丙丁  

(D)丁甲丙乙  

14.某本詩集記載：「浮香繞曲岸，圓

影覆華池。」「不是人間種，疑是

月裡來。」是指哪兩種植物？ 

(A)菊／梅  

(B)荷／竹  

(C)柳／桂  

(D)荷／桂  

 

 

 

15.近年推廣戲曲不遺餘力，其中以崑

曲《牡丹亭》為其極力向世人展現

傳統戲劇之美的作家是？ 

(A)余光中  

(B)張曉風   

(C)白先勇  

(D)龍應台  

16.宗教對於「死亡」抱持一種常不直

接明說，以曲折委婉的方式表達。

以下何者不是宗教表示死亡的語

詞？ 

(A)涅槃  

(B)圓寂  

(C)仙遊  

(D)往生  

17.使用「題辭」必須考量使用場合，

以下場合與題辭的搭配，何者合

宜？ 

(A)李小弟滿月／天賜麟兒 

(B)陳醫生開業／杏林春暖 

(C)吳奶奶壽宴／松柏長青 

(D)劉委員當選／口若懸河 

18.許多成語典故皆與歷史人物有

關，以下組合，正確的是？ 

(A)摩頂放踵／墨子  

(B)圖窮匕見／廉頗  

(C)投筆聰戎／司馬遷  

(D)精忠報國／辛棄疾  

19.「聰明絕□、抱頭縮□、言之不□、

□靡不振」以上空缺之字，依序該

填入何字？ 

(A)頂、頸、顧、賴 

(B)頂、項、顧、顁 

(C)頂、額、預、頎 

(D)頂、項、預、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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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清末民初國學大師王國維言「……

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係指： 

(A)杜甫  

(B)李煜  

(C)李清照  

(D)白居易  

21.有「臺灣文學家之父」美譽的作家

是： 

(A)楊逵  

(B)吳濁流  

(C)賴和  

(D)鍾理和  

22.《左傳‧馮諼客孟嘗君》中馮諼「驅

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

合券。」 「之」的用法同於以下

選項：  

(A)「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左

傳‧燭之武退秦師》）  

(B)「問所從來，具答之。」（〈桃

花源記〉）  

(C)「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

始萌芽。」（《訓蒙大意》）  

(D)「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論

語‧陽貨》） 

 

 

 

 

 

 

 

 

 

 

 

 

 

 

二、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計 46題） 

23.明末清初戲曲家李漁評點中國

「四大奇書」，不包含下列哪

部書籍？  

(A)《金瓶梅》  

(B)《水滸傳》  

(C)《西遊記》  

(D)《紅樓夢》  

24.老師要于彥區分「經史子集」的書

籍，老師指出于彥區分錯誤的一本

書是以下哪部書籍？ 

(A)子部－《韓非子》 

(B)經部－《南華真經》 

(C)史部－《漢書》 

(D)集部－《楚辭》 

25.以下關於文學家自我的秉持

氣節之詞，何者為是？  

(A)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李白  

(B)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歐

陽脩  

(C)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文天祥  

(D)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岳飛  

26.廟宇供奉的神像有些因真人生前

的志節及善行感動人民，係將其

「神格化」，以下神像合乎此性質

的是？ 

(A)太子爺  

(B)觀世音菩薩  

(C)註生娘娘  

(D)關聖帝君  

 

 

 

 



健行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招考轉學生 招生試題 
考試科目：國文          准考證號碼：           頁次：共 11 頁 

4 
 

27.修辭法中的「轉品」可使語句更加

簡練及生動。例如：「春風又綠江

南岸」，「綠」字便是由「形容詞」

轉為「動詞」。判斷以下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轉品修辭？ 

(A)太矯情的字句「堆砌」成傷痕，

沈默不算過分（黃鴻升〈兩個

人〉） 

(B)路過了學校花店，「荒野」到海

邊（林宥嘉〈兜圈〉）  

(C)我還記得，第一次牽手的「風

景」（朱俐靜〈幸福的螺旋〉） 

(D)眼神「穿越」過我，降落在遙

遠的地方，跟不上（王心凌〈遠

在眼前的你〉） 

28.講述年齡的語詞有「二八年

華」、「強仕之年」、「杖朝高

年」、「弱冠之年」等，以上四

種年齡名稱由年輕排序到老

年是：  

(A)二八年華→強仕之年→弱

冠之年→杖朝高年  

(B)二八年華→弱冠之年→強

仕之年→杖朝高年  

(C)弱冠之年→強仕之年→二

八年華→杖朝高年  

(D)弱冠之年→二八年華→強

仕之年→杖朝高年  

29.蔣捷〈虞美人〉中有「□□聽雨歌

樓上。紅燭昏羅帳。□□聽雨客舟

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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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格中的詞語，依序是： 

(A) 少年／此時／而今 

(B) 年少／中年／老年 

(C) 少年／壯年／而今 

(D) 年少／壯年／此時 

30.許慎《說文解字‧敘》云：「會意

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

是也。」以下選項何者不是全屬於

會意字？  

(A)兼、兵、吠、公  

(B)莽、走、苗、信  

(C)美、東、相、兄  

(D)刃、昭、囚、休  

31.過年貼於門上的「春聯」有其一定

的規定。上聯末字為仄聲，下聯末

字為平聲。以下四副春聯，何者將

上下聯的次序顛倒了？ 

(A)四季佳氣親仁里，五色祥雲積

善家 

(B)一門天賜平安福，四海人迎富

貴春  

(C)春風堂上通氣佳，夜雨庭前種

好花   

(D)春風瀟瀟門前灑，臘梅朵朵屋

後開 

32.中國文學常有將文人並稱之情

形，表示其文風或理念相一致。例

如：「劉白」指劉禹錫、白居易。

下列選項的並稱不是此種情形？ 

(A)「韓柳」－韓愈、柳宗元 

(B)「王孟」－王維、孟浩然 

(C)「李杜」－李白、杜甫 

(D)「蘇辛」－蘇軾、辛棄疾 

33.許多人都想自行創業當老闆，若時

光倒流，以下四位古人若自行創業

當商人，和其背景最「不恰當」的

是： 

(A)請孔融開「水果店」 

(B)請陶潛開「酒專賣店」 

(C)請韓愈開「補習班」 

(D)請蘇軾開「餐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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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某本小說介紹環境背景：「八方

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

精，人境合傑靈之美。千里面朝

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

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

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

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

分貴賤。」這部小說最可能是： 

(A)桃花源 

(B)翰林院 

(C)花果山 

(D)梁山泊 

35.蘇軾歷經人生的遽變後，感嘆人

生無寄，寫下〈水調歌頭〉，其

寫作因何種節日有感？  

(A)端午節 

(B)中秋節 

(C)清明節 

(D)重陽節 

36.宋秦觀〈司馬遷〉：「至今青簡上，

文彩炳金雘。高才忽小疵，難用常

情度。」意指司馬遷： 

(A)在官場上的成就，是筆墨難以

形容的。 

(B)在史學上的成就非凡，足以蓋

過他受刑之羞辱。 

(C)雖然犯有小過錯，但卻無傷大

雅。 

(D)文采雖非讓人驚豔，但卻能留

名青史。 

37.今年的選舉空前激烈，各候選人的

背後皆有幕僚竭盡宣揚候選人的

政策以求選民的認同，以下何人不

適合擔任幕僚？  

(A)蘇秦 

(B)諸葛亮 

(C)張良 

(D)林冲 

38.國防部擬找名人代言國軍形象，以

下何者人選不適合擔任代言人？ 

(A)陸游 

(B)范仲淹 

(C)柳永 

(D)張孝祥 

39.結婚請柬上的「恕邀」，係指： 

(A)盛情邀請   

(B)恕不再邀請  

(C)若有招待不週請見諒  

(D)以發帖方式代替親自邀請  

40.下列作品、作家、時代及體裁，對

應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聶隱娘〉╱裴鉶╱唐人

傳奇小說  

(B)《金瓶梅》╱笑笑生╱明

代短篇小說  

(C)《聊齋誌異》╱蒲松齡╱

清代志怪小說  

(D)《老殘遊記》／吳敬梓╱

清代章回小說  

41.《孟子‧梁惠王》「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

道路矣。」中「庠序」係指： 

(A)家庭  

(B)社會  

(C)學校  

(D)國家  

42.顧炎武《日知錄》「松柏後凋於

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中的

「雞鳴」 ，係指哪一個時段？ 

(A)凌晨一點至三點  

(B)清晨五點至七點  

(C)早上七點至九點  

(D)上午九點至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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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以下文句中的「歸」字，何者有「歸

附」之意？  

(A)太守「歸」而賓客從（歐陽脩

〈醉翁亭記〉）  

(B)一日克己復禮，天下「歸」仁

焉（《論語‧顏淵》）  

(C)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

語‧學而》）  

(D)後五年，吾妻來「歸」（歸有光

〈項脊軒志〉） 

44.以下「 」中字的讀音，何者與其

他三者不同？ 

(A)「批」評 

(B)「紕」漏 

(C)「砒」霜 

(D)「仳」離。 

45.「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諸葛

亮〈出師表〉）句中「爾 來」意謂： 

(A)自此以來 

(B)你們到來 

(C)敗下陣來 

(D)近年以來 

46.李斯〈諫逐客書〉中「泰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意謂： 

(A)仁者無敵 

(B)人才濟濟 

(C)有容乃大 

(D)未雨綢繆 

47.中國史書中有「編年體」一類，以

下史書，何者不屬於此體裁？  

(A)《春秋》  

(B)《左傳》  

(C)《漢書》  

(D)《資治通鑑》  

 

 

48.吳敬梓〈范進中舉〉中「自古無場

外的舉人」意謂： 

(A)未有不進考場而能中舉的 

(B)未有自毛遂自薦的舉人 

(C)拜師學藝， 必能進場中舉  

(D)經傳尚未純熟，進試場也考不

中 

49.若欲查詢屈原的作品，該參考哪一

本書籍？ 

(A)《樂府詩集》 

(B)《文苑英華》 

(C)《太平御覽》 

(D)《楚辭集注》 

50.甲、「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

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

插茱萸少一人。」  

乙、「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

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

把新桃換舊符。」  

丙、「競渡深悲千載冤，忠魂一去

詎能還。國亡身殞今何有，只

留離騷在世間。」 

丁、「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

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

童遙指杏花村。」  

上列詩歌各自提到一年之中不同的節

日，依時間前後順序排列，正確的選

項是： 

(A)乙甲丁丙  

(B)乙丁丙甲  

(C)丁丙甲乙  

(D)甲乙丁丙  

51.唐文宗時，刻石經於長安太學，後

世稱為： 

(A)開成石經  

(B)三體石經  

(C)熹平石經  

(D)正始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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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以下選項中詞語之使用，何者完全

正確？ 

 (A)這部電影「反應」出真實的人

生，因而民眾的「反映」十分

熱烈。 

(B)站務人員為了要維持良好的

「次序」，請乘客們排隊，按照

先後「秩序」上下車。 

(C)我們是由父母辛苦「扶養」長

大，等到我們獨立後理當要「撫

養」父母，以報答恩情。 

(D)他年紀輕輕就「展露」出在生

物科技上的長策高才，相信將

來必能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53.張潮《幽夢影》中「讀經宜冬，其

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

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

春，其機暢 也。」如上所言，以

下何本書籍宜於冬季閱讀？ 

(A)《禮記》 

(B)《漢書》  

(C)《文選》  

(D)《山海經》 

54.以下各組文句「」中的詞語，前後

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小王行為「卑鄙」，

人人不齒 

(B)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

像／這件衣服的「顏色」非常

鮮豔美麗 

(C)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氣

象」預報將有颱風來襲，大家

應做好防颱準備 

(D)借問漢宮誰得似？「可憐」飛

燕倚新妝／一場大火讓他失去

了父母，真是「可憐」。 

 

55.「馬齒徒長」的「齒」，與年齡有

關，下列詞語中的「齒」，也與年

齡有關的選項是： 

(A)拊膺切齒 

(B)齒若編貝 

(C)齒德俱尊 

(D)唇亡齒寒 

56.張愛玲〈愛〉中說：「於千萬人之

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

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

一 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

了，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

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

意謂： 

(A)愛情遇合不易，須堅持執著 

(B)愛情無法預設時空，可遇不可

求 

(C)愛情是一種直覺，遇不遇見皆

好  

(D)愛情遇合本是虛幻短暫的，勿

真實佔有 

57.「大家都說我很『可愛』，其實我

是『可憐沒人愛』」這句話故意將

「可愛」一詞拆開，再增添文字，

另作新解。以下選項，亦採用此種

修辭方式的是： 

(A)他很喜歡逛街購物看電影，三

餐又講究美食，是每個月都把

薪水花光光的「月光」族。 

(B)文化中心廣場供遊客小憩的休

閒座椅上，經常可以看見橫躺

著霸位睡覺的「橫躺」族。 

(C)邱先生表面上光鮮亮麗，充滿

活力，實際上卻完全經不起壓

力，是標準的「草莓」族。 

(D)他們常在街頭快速集結，作完

表演立刻閃電般消失無蹤，真

是名副其實的「快閃」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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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我的朋友們啊！世界上根本沒有

朋友。」以下那一選項的語言邏輯

與此最為接近？  

(A)人生忙碌常常忽略當下的美

景。 

(B)一個男人與一個女人之間，是

不可能有友誼存在的。 

(C)我達達的馬蹄是美麗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D)歷史給予我們的唯一教訓，就

是歷史不能給我們任何教訓。 

59.語言的使用和價值觀與意識型態

有著密切的聯繫，然而，我們卻常

常忽略語言所含括的歧視與暴

力。以下列選項中，何者沒有這種

問題？ 

(A)他老婆是外籍新娘啦！來臺灣

七、八年了，還沒有生小孩。 

(B)每個在這裡辦公的人都應該知

道無障礙空間的正確位置，以

方便指引有需要的人， 

(C)你看她一副男人婆的樣，就知

道能力很強啦！也難怪人家可

以當主管。 

(D)你看這個人一副不男不女的樣

子，還在廁所前面徘徊，要不

要報警啊！ 

60.文學作品對人生短暫的感慨所在

多有，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這樣的

主題？  

(A)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李

陵〈與蘇武詩三首〉）  

(B)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辛

延年〈羽林郎〉） 

(C)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曹

植〈贈白馬王彪〉） 

(D)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陸

機〈塘上行〉） 

61.以下詩歌描述的情境，係描寫少女

對鏡的情景？ 

(A)滿鏡悲華髮，空山寄此身 

(B)朱顏辭鏡去，當春頗愁寂 

(C)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D)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

成雪 

62.王安憶〈長恨歌〉：「它們在弄堂這

種地方，從一扇後門傳進另一扇後

門，轉眼 間便全世界皆知了。它

們就好像一種無聲的電波，在城市

的上空交叉穿行；它們 還好像是

無形的浮雲，籠罩著城市，漸漸釀

成一場是非的雨。」文中的「它們」 

指的是： 

(A)流言 

(B)音樂 

(C)感情 

(D)情緒  

63.孔子的弟子中，各式各樣的人才皆

有；若穿越時空，要派一位代表參

加「亞投行」的會議，誰會是適合

的人選？ 

(A)子貢  

(B)顏回  

(C)子路  

(D)曾點  

64.以下語詞何者不是表示「時間很

短」？ 

(A)須臾  

(B)頃刻  

(C)咫尺  

(D)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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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劉禹錫〈西塞山懷古〉中「王濬樓

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 □。千

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旙出石□。

人生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

寒 □。從今四海為家□，故壘蕭

蕭蘆荻秋 。」空格的詞語，依序

是： 

(A)糾／頭／樓／里 

(B)幽／頭／眸／事 

(C)收／頭／流／日 

(D)流／頭／洲／情 

66.漢語常有「合音連讀」的現象。例

如：「諸」是「之於」二字合音。

以下選項「」的字詞，何者合音有

誤？ 

(A)此事「甭」提了。「甭」為「不

用」的合音連讀 

(B)就「醬」說定了。「醬」為

「這樣子」的合音連讀  

(C)這事好辦，何「消」吩咐。

「消」為「需要」二字的

合音連讀  

(D)他突然大獻殷勤，居心

「叵」測。「叵」為「不得」

的合音連讀。  

67.一貫以「回憶」為主題，表現
親情的溫暖與人性的美好，從
而樹立其特殊風格，奠定其散
文史地位的女作家是：  

(A)林文月  

(B)琦君  

(C)簡媜  

(D)李昂  

 

 

 

 

 

 

68.「歲月匆匆流逝，當年那些單純的

小女孩，都已是□□玉立的少女

了。她各自□□攘攘的人世中汲汲

營營的生活著，幾乎要忘了從前

□□的笑語聲。」上列□□填入的

疊字中，正確的選項是？ 

(A)亭亭／熙熙／琅琅 

(B)亭亭／擾擾／琅琅 

(C)挺挺／紛紛／朗朗 

(D)婷婷／擾擾／朗朗 

 

 

 

 

 

 

 

 

三、單一選擇題（每題 3分，計 12題） 

69.關於中國古典愛情故事，以下

選項的敘述何者為是？  

(A)賈寶玉最終和薛寶釵成

親，林黛玉難過含恨而

死，賈寶玉得知後，亦殉

情以明志。  

(B)死而復生的杜麗娘與和柳

夢梅續譜情緣，怎知高中

狀元的柳夢梅被皇帝賜

婚，難過的杜麗娘遂削髮

出家。   

(C)梁山伯與祝英台最終兩人

無法結為連理，梁山伯因

病過世，祝英台於路經梁

山伯之墓前，亦投墳而死。 

(D)法海因欲拆散許仙與白素

貞，白素貞遂作法，水漫

金山寺，卻被法海困於雷

峰塔下，終無法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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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以下文句「」中的詞語，與
今日口語慣用的詞義相同的
選項是：  

(A)「馬上」相逢無紙筆，憑

君傳語報平安。  

(B)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

常」百姓家。  

(C)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

革往弊者則政「不爽」。   

(D)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

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

「可憐」。  

71.關於人物形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有

誤？ 

(A)「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漢武帝 

(B)「紅顏薄命古云然，不恨臣工

況天子！」－王昭君 

(C)「明月浩無邊，安排鐵板銅琶，

我歌唱大江東去。」－蘇軾 

(D) 「死即可見左光斗，生不願作

洪承疇。東風吹上梅花嶺，還

剩幾分明月影？」－史可法 

72.春日期間，遊樂園擠滿許多遊客，

黃髮垂髫皆玩得盡興。其中的「黃

髮」與「垂髫」各指老人及小孩，

其用法同於下列何句？ 

(A)好強的我並不堅強，我只是不

怕痛笑著受傷。（徐佳瑩〈別

怕〉） 

(B)記不得我怎樣踏出了老家，跟

現實這小子打一架。（趙傳〈一

顆滾石〉） 

(C)風吹雨成花，時間追不上白

馬，你年少掌心的夢話，依然

緊握著嗎？（郁可唯〈時間煮

雨〉） 

(D)愛小於悲傷，所以我離開；愛

大於等待，所以我忍耐。（品冠

〈蜿蜒〉） 

 

73.新學期，老師要學生自我簡介，以

下是學生的介紹詞： 

甲學生：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

承。吾性不喜華靡。 

乙學生：（吾）生四歲而孤。太夫

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

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 

丙學生：（吾）少有大節，於富貴

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

慨然有志於天下。 

丁學生：（吾）學通經史，屬文日

數千言。 

把時間回溯到宋朝，這四位學生依

序是： 

(A)司馬光／歐陽脩／范仲淹／蘇

軾 

(B)王安石／歐陽脩／蘇洵／范仲

淹 

(C)曾鞏／蘇軾／王安石／黃庭堅 

(D)司馬光／曾鞏／范仲淹／蘇洵 

74.在資訊化的時代，不少中國古籍

也已數位化，讀者可以藉由相關

的資料庫迅速地查閱資料。如果

我們利用「《全唐詩》全文檢索

系統」蒐羅以田園生活為題材的

唐代詩歌，輸入以下選項中哪一

組語彙，可以最快找到相關作

品﹖ 

(A)黃沙、青天、瀚海 

(B)玉階、綺窗、畫閣 

(C)閨怨、東溟、瑤臺 

(D)柴門、荊扉、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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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五月天有首歌的歌詞寫到：「想

穿越、想飛天，想變成造字的……

創造能讓你想起我的字眼。」若能

逆轉時空，以下誰能幫助五月天？  

(A)伏羲 

(B)蒙恬 

(C)李斯 

(D)倉頡 

76.流行歌曲既可療癒人心，亦可歌

詠古人，以下歌詞配對人物，錯

誤的選項是： 

(A)而我有夢、我有淚，簾後春

秋誰與共—西施 

(B)縱然是千軍萬馬雷動，抹不

去心中點點愁—慈禧 

(C)君臨天下威風凜凜，憔悴心

事有誰知憐—武則天 

(D)是誰的笑容讓百花失色以傾

國之姿撩動唐朝的風雲—楊

貴妃 

77.古代君子無論得失如何，皆始終胸

懷大我。以下符合此一生命襟懷的

選項是：  

(A)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

之遠則憂其君。（〈岳陽樓記〉） 

(B)不以物傷性，不以謫為患，無

適而不自快，無入而不自得。

（〈黃州快哉亭記〉） 

(C)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

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

滿之末。（〈稼說送張琥〉） 

(D)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論

語‧微子》） 

 

 

 

78.某本人物傳記的「目錄」有以下敘

述： 

甲、天上謫仙人 

乙、安史之亂 

丙、水星撞擊坑 

依據目錄，推測該書的主角應是：  

(A)元稹 

(B)李白 

(C)杜甫 

(D)白居易 

79.關於古典小說情節裡文化知識

的理解，正確的選項是： 

(A)《紅樓夢》未參酌史傳故事，是

一部出色的諷刺章回小說。 

(B)《三國演義》以「忠義」為本，

描寫漢末以來的政治局勢，是一

部獨創性的小說。  

(C)《水滸傳》反映北宋末年的政治

及社會亂象，寄託作者對當世的

不滿。  

(D)《儒林外史》揭露儒林群相的醜

態，是記載中國科舉制度的一部

重要史書。 

80.以下詞句皆有季節的描寫，依春

夏秋冬時序排列，正確的選項

是： 

甲、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

黃時雨。 

乙、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

筆。 

丙、金風玉露一相逢，便勝卻人

間無數。 

丁、柳陰直，煙里絲絲弄碧。 

(A)甲丁丙乙 

(B)乙丁甲丙 

(C)甲乙丁丙 

(D)丁甲丙乙 


	22.《左傳‧馮諼客孟嘗君》中馮諼「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之」的用法同於以下選項：
	53.張潮《幽夢影》中「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 也。」如上所言，以下何本書籍宜於冬季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