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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卷一張雙面，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50題，每題 2分，共 100分。限用 2B鉛筆在「答案卡」
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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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
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
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1】1.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的序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漢之賦，六代之駢語……，
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其中□應填入下列何字？ 

騷 詩 詞 曲 

【3】2.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文人在某一成就達到前人所未有之境界，由於其偉大或特殊，後人常會給予他
一特殊之「封號」，如「詩仙」是李白；「詩聖」是杜甫；那麼「詩佛」指的是何人？ 

賀知章 孟浩然 王維 李賀 

【3】3.中國文學史上有所謂的「唐宋八大家」，請問下列何人並非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 蘇洵 司馬光 曾鞏 

【3】4.有關先秦時諸子百家的對照，下列何者錯誤？ 

儒家―荀子 法家―韓非子 道家―墨子 縱橫家―蘇秦 

【4】5.古代有所謂四書五經為科舉考試必讀之經典，其中「四書」不包含下列何者？ 

論語 大學 孟子 老子 

【1】6.唐代有一種文體叫「傳奇」，其中如〈聶隱娘〉、〈李娃傳〉、〈虯髯客傳〉……等均稱之為「傳奇」，

請問這種文體指的是： 

小說 戲曲 詩 散文 

【1】7.著名的《魯冰花》感動了無數人，其中更寓意每個人天生擁有不同的才華，正如同「魚不需要跟貓
去比賽爬樹」的道理一樣。這部精采的作品是出自客籍哪位著名作家之手？ 

鍾肇政 鍾理和 黃娟 李喬 

【3】8.成語中常藉由動物來表達意義，下列哪個成語與其他成語意義不同？ 

一丘之貉 蛇鼠一窩 虎背熊腰 狼狽為奸 

【4】9.下列哪一個成語不是用來形容戰爭的？ 

烽火連年 龍戰玄黃 有事之秋 慘澹經營 

【1】10.「這季節□□□□，酷熱異常，真是叫人難以消受。」□□□□中最適合填入的成語為下列何者？ 

火傘高張 一葉知秋 紅情綠意 天凝地閉 

【3】11.修辭學上有一種叫「雙聲」的修辭，透過這樣的修辭法，在吟誦時不僅使人印象深刻，並且亦收悅
耳動聽之效，請問下列何者的「」使用了此種方法？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飄渺」間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 

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1】12.有兩隻青蛙要去找尋有水的地方，突然看到了一口貯水極多的深井，一隻青蛙說：「我們進這口井
吧，這裡的水夠我們喝的了。」但另一隻卻說：「這樣雖好，可是以後這口井若也乾了，那我們要怎麼
出來呢？」這則小故事很顯然用了下列修辭學中何法？ 

擬人 鑲嵌 錯綜 倒裝 

【3】13.公文為處理公務時所用之文書，與今人任職上班息息相關，其製作、傳遞方式及格式上也都有一定
規範，請問「三段式」公文中，不會有下列哪個部分？ 

主旨 說明 設定 辦法 

 

【2】14.唐朝王梵志，其詩不講格律且用語俚俗，但卻呈現出一種既似嘲笑，也像勸世的意味來，如其「城
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即頗能發人深省，請問這裡的「土饅頭」指的應
是什麼？ 

白饅頭 墳墓 家鄉 出生地 

【3】15.宋朝蘇東坡〈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
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
處，明月夜，短松岡。」寫的是蘇東坡於惆悵中思念著誰？ 

父親蘇洵 胞弟蘇轍 過世的妻子 老師歐陽修 

【4】16.小明高中畢業已三年，有一天教師節時突然想寫封信給他高中的國文老師，感謝他三年的教導，請
問在信封中間的框內欄，最後的啟封詞應使用下列何種說法？ 

大啟  文啟  

禮啟  道啟 

【3】17.王羲之著名〈蘭亭集序〉中有「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
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請問此處之「觴」指的是？ 

悼亡  受傷  

酒杯  祭祖 

【4】18.在洪蘭的〈分享〉一文中，她提及了父親的座右銘乃「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歸
真返璞，終身不辱」這樣的話，對於其中之義，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晚食以當肉」指飢餓了才吃，味道自然甜美，如同吃肉一般 

「安步以當車」指悠閒自在慢慢的走，便如同乘車一樣 

「無罪以當貴」乃說若不做犯法之事，則心安理得，人也就顯得尊貴 

「歸真返璞，終身不辱」指返回純真，一輩子都不再侮辱他人 

【1】19.古代以天干及地支來紀年，如果小明出生於「丙子」年，而 X 年是「辛丑」年，則小明 X 年應是
下列哪一個年紀？ 

 26歲   30歲  

 35歲   40歲 

【2】20.大華多年的好朋友在這次市議員選舉中高票當選，大華想送個喜幛給他祝賀，請問最適合的題辭為
下列何者？ 

里仁為美   

讜言偉論  

雀屏妙選   

功深澤遠 

【1】21.下列各組「」內的字音，何者不同？ 

「皈」依／「扳」手   

「剴」切／「鎧」甲 

溝「洫」／撫「卹」   

鷓「鴣」／「沽」取 

【1】22.下列何者屬於工整的「對仗」？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 

鋤禾日當中，汗滴禾下土  

晚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 

【1】23.「（甲）風柔鶯戲柳，（乙）雲霞生異彩，（丙）花放燕銜香，（丁）山水有清音」，若要組成 A、
B兩副對聯，則按上下聯排序的正確組合為何？ 

 A聯：甲丙；B聯：乙丁  

 A聯：甲丁；B聯：乙丙 

 A聯：乙甲；B聯：丙丁  

 A聯：丙甲；B聯：丁乙 

【1】24.「君子聞聲心不忍；庖丁善解目無全」，這副對聯所敘寫的動物為何？ 

牛  羊 

狗  豬 



【2】25.「頭兒正吹到他獨創的『創作論』，大意是要寫出偉大作品的必有三條件，『酒要烈，煙要臭，茶
要苦』，有個霸主接：『人要潦倒』，舉桌皆樂。有理，人生得意，文章無味。」這段文字所提到的「人
生得意，文章無味」，意思最接近： 

文如其人  文窮而後工  

文章最忌隨人後  文章合為時而著 

【3】26.下列「」內的詞語，何者釋義錯誤？ 

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勸客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恐懼不安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果斷決定毫不猶豫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祖國 

【3】27.有關《史記》、《資治通鑑》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前者為司馬遷所作，後者為司馬光主撰  

前者為正史，後者非正史 

前者是編年體，後者為紀傳體  

二書都是私修史書 

【3】28.有關文句意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君子易事而難說」，意謂君子很會做事但不善言辭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意謂知所進退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意謂凡事合乎公平正義我都勇往直前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意謂困頓環境容易引發災害和疾病 

【4】29.下列哪位是一般公認中國第一個有姓氏可考，著有《九歌》、《天問》……等作品，但因國君不採
行其理念，將其放逐，而抑鬱終生的偉大詩人？ 

孟軻  司馬遷  

班固  屈原 

【2】30.請問一首「七言絕句」總共有幾個字？ 

 20字   28字  

 40字   56字 

【4】31.元•馬致遠〈天淨沙•秋思〉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夕陽西下，斷腸
人在天涯。」其中□□應填入下列何字？ 

駿馬  健馬  

羸馬  瘦馬 

【3】32.中國文學史上有所謂「明代四大小說」，請問這四部名著不包含下列何書？ 

西遊記  水滸傳  

老殘遊記  金瓶梅 

【2】33.下列哪一個成語可用來形容其犯錯罪孽之多乃不可勝數？ 

花團錦簇  罄竹難書  

鬼哭神號  九牛一毛 

【4】34.下列哪組成語其意義上並不相同？ 

歡欣若狂／撫掌大笑  

憤憤不平／拂袖而去  

摧心剖肝／悲不自勝  

澹泊明志／槁木死灰 

【3】35.韓愈〈師說〉一文中云：「師者，所以□□、□□、□□也。」請問句中的三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傳道  授業 

治國  解惑 

【3】36.古代夜晚分為五更，請問「二更」大概是幾點到幾點？ 

 17:00〜19:00 

 19:00〜21:00 

 21:00〜23:00 

 23:00〜01:00 

（第 37-38題為題組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1】37.這首著名的〈短歌行〉為下列何人的作品？ 

曹操  曹丕 

曹植  孔融 

【4】38.呈上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與「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這兩句話並非原創，其乃採自下列何書？ 

樂經  易經 

春秋  詩經 

【1】39.元•張可久有一首淒婉的散曲：「對青山強整烏紗。歸雁橫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盃錯落，玉
手琵琶。人老去西風白髮，蝶愁來明日□□。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數點寒鴉。」□□中的文字應填入？ 

黃花  紅花  

菊花  殘花 

【3】40.有關修辭學的說法，下列何者錯誤？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用的是映襯法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用的是雙關法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的是譬喻法 

「叔叔睡覺，鼾聲讓人還以為打雷了呢！」用的是誇飾法 

【1】41.「四面無壁的涼亭，是達悟人的最愛，             ，我家也不例外。」若       
內要填入「（甲）尤其是在飛魚季節  （乙）在舉行第二回合招魚祭後  （丙）各家男主人便在自
宅前院樁妥晒飛魚乾的井形之木樁  （丁）更顯得在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四個句子，最恰當
的排列順序應是： 

甲丁乙丙 甲乙丙丁 乙丁甲丙 乙丙丁甲 

【1】42.「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蜜餞不甜，海味不鹹，才是懿德。」這段話主
要在強調何者的重要？ 

中庸 守成 謙虛 節儉 

【3】43.杜甫著名的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       」，缺空處應填入的是： 

此恨綿綿無絕期  何須身後千載名 

長使英雄淚滿襟  更隔蓬山一萬重 

【2】44.「你在心中見到的，將會成為你手中得到的。把自己當作生活在富足之中，你就會吸引富足。不論
你相不相信，吸引力法則永遠在運作著。」這段文字所提到的「吸引力法則」，意思最接近： 

心安理得 心想事成 問心無愧 苦心孤詣 

【4】45.下列各組部首相同的詞，何者詞義相差最大？ 

濡／沾 晡／旰 槎／筏 絳／素 

【1】46.下列詞語「」內的解釋，何者正確？ 

不值一「哂」：笑  不分軒「輊」：大 

曲「突」徙薪：忽然  朋「比」為奸：比較 

【1】47.下列詩句，何者表達「追懷年少」之意？ 

欲並老容羞白髮，每看兒戲憶青春 少小離家老大回，相音無改鬢毛衰 

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 少年辛苦終身事，莫向光陰惰寸功 

【4】48.「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依這句話的談論主題與思考特徵，最可能是先秦
何人的思想？ 

孔子 墨子 莊子 韓非子 

【2】49.皮日休〈詠蟹〉：「未游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詩
人的主要用意，是想彰顯螃蟹的何種特質？ 

為非作歹 卓然無懼 風掣雷行 碌碌無聞 

【2】50.《孟子．離婁上》：「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孟子的意思是指當時的君王： 

日積月累，實事求是  臨急求方，難有成效 

求田問舍，胸無大志  橫征暴斂，貪求無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