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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單獨招生試題

科目：國文
(企業管理學系、運動與休閒學系、資訊工程學系、觀光管理學系、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60 分鐘
題型題數：
◎ 單一選擇題共 50 題
配分：
◎ 每題 2 分，總分 100 分
作答方式：
◎ 作答前請先核對答案卷上之准考證號、座位貼條之號碼及科
目名稱是否相符。
◎ 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修正時應以橡皮擦拭，切勿
使用修正液。
◎ 答案卷上不可填寫姓名或其他與作答無關的符號。
選擇題答錯不倒扣

※請先詳閱上述注意事項再行作答。
祝考試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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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企業管理學系、運動與休閒學系、資訊工程學系、觀光管理學系、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考試科目：國

文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60 分鐘．
題型題數：單一選擇題共 50 題．
計分方式：每題 2 分，共 100 分．
作答方式：用２Ｂ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修正時應以橡皮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選擇
題答錯不倒扣．
1. 詩經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中的「逑」字意指：
(A)追逐

(B)伴侶

(C)思慕

(D)誘惑。

2. 下列「」內使用的流行語，何者不屬於「程度副詞」？
(A)五月天在金曲獎上的表現，真是酷「斃」了
(B)林老師講的笑話真是冷到「爆」
(C)滷蛋扮起女生來，簡直「美」呆了
(D)這次國文入學考，題目真是「超」瞎。
3. 從文學體裁的特色及其發展而言，所謂「文類之母」指的是：
(A)散文

(B)詩歌

(C)戲曲

(D)小說。

4. 下列文句「」中成語的使用，正確的選項為：
(A)王小明和他女朋友的身材都非常高大，稱得上是「並駕齊驅」。
(B)陳叔叔把孩子教養得很好，對子女而言，真可說是「無忝所生」了。
(C)美美時常買漂亮的衣服送給媽媽，不愧是「彩衣娛親」的孝女。
(D)黃課長提早退休，全心照顧年邁的父親，「烏鳥私情」的孝行，令人感動。
5. 下列詩句何者使用了「譬喻法」？
(A)菟絲附蓬蔴，引蔓故不長
(B)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
(C)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D)結髮為君妻，席不暖君床。(杜甫〈新婚別〉)
6. 「劉老鼠跟黨的關係比我好，他又擅長□□□□，而我不會，黨裡有些人對我不滿，打算□□□□，
我已經心灰意冷。」(黃凡〈一個乾淨的地方〉)上述空格依序應填入：
(A)及時行樂，釜底抽薪
(B)乘勝追擊，一了百了
(C)逢迎拍馬，見異思遷
(D)見風轉舵，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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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何者不在古人休妻時「明訂」的「七出」條件中：
(A)無子
(B)色衰
(C)嫉妒
(D)口多言。
8. 依據古典小說發展的先後，以下作品：(1)搜神記(2)李娃傳(3)杜十娘怒沉百寶箱(4)鏡花緣
成書的順序應該是：
(A)1234

(B)2314

(C)1324

(D)2143。

9. 閱讀以下詩句，並推斷何者不是作者企圖批判的情況？
水龍頭壞了 換一個
電燈壞了 換一個
電視機壞了 換一個
衣服舊了 換 汽車舊了 換
房子舊了 換
妻子舊了 換 丈夫舊了 換
孩子壞了 不能更換 任其做惡
(A)喜新厭舊

(B)孩子太壞

(C)物質欲望

(D)教養失責

10.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
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由本詩的風格來看，這應是誰的作品？
(A)鄭愁予

(B)洛夫

(C)胡適

(D)商禽。

11. 俗話云：「龍游淺水遭『』戲，虎落平陽被『』欺」。『』中依序應填入：
(A)魚、馬

(B)雞、犬

(C)魚、貓

(D)蝦、犬。

12. 下列文句中劃線部分的代詞，何者使用最恰當?
(A)弟弟肚子餓，我跟他說：「我們不買外食，回家煮麵給他吃」。
(B)小華指著街底的冰店，嚷著說去到這裡，一定要吃芒果冰。
(C)媽媽常常告訴我們，我不怕辛苦，只要我們平安快樂。
(D)他把錢包翻了半天，沮喪的說：「我的信用卡忘了帶。」
13. 以下稱呼用語何者有誤？
(A)稱自己的妻子為「內人」
(B)稱自己的兄姐宜用「家」(如：家兄、家姐)
(C)稱人兄弟為「賢伉儷」
(D)稱女老師的先生為「師丈」。
14. 湯顯祖著名的戲曲作品《牡丹亭》是講述何人的故事？
(A)杜麗娘、柳夢梅

(B)崔鶯鶯、張君瑞

(C)王寶釧、薛平貴

15. 某人當選立委，可用哪個詞語祝賀他？
(A)華陀再世

(B)為民喉舌

(C)桃李芬芳

(D)緬懷先賢

16. 「耳順」之年指：
(A)四十歲

(B)五十歲

(C)六十歲

(D)七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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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貂蟬、呂布。

17. 試將「之、則、其、與、者」填入適當空格內：
「天之道，□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人□道，□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者以奉天下？唯有道□。」
(A)其/之/與/則/者

(B)其/與/之/則/者

(C)則/與/之/其/者

(D)則/者/與/其/之

18. 甲、陳情表；乙、祭妹文；丙、瀧岡阡表；丁、出師表；戊、祭十二郎文；己、與妻訣
別書。上述何者並稱抒情文三大傑作？
(A)甲乙戊

(B)丙丁己

(C)乙戊己

(D)甲丁戊

19. 「未果，尋病終」(〈桃花源記〉)句中的「尋」字用法與下列何者相同？
(A)室廣八尺，深可四尋

(B)尋君去就之際

(C)尋蒙國恩

(D)尋聲闇問彈者誰

20.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欄。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潺，讀音為「ㄘㄢˊ」
(B)闌珊意謂「衰落、凋殘」
(C)這是李後主寫夢回故國，醒後悽然的心境
(D)往事不堪回首，故而不忍凭欄遠眺
21. 「是故縣黎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於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
使人矚而駭之，於是椎鑿來而扃鐍發矣。」(《郁離子》)這一段話主要在說明：
(A)美玉應該被眾人欣賞
(B)美玉因其光澤而與天地同壽
(C)露才揚己容易招致禍害
(D)沒有實力卻愛出風頭，最終會惹來麻煩
22. 沈復《浮生六記》之〈坎坷記愁〉寫其夫妻家庭變故，其中影響其家庭生活的原因不包
括：
(A)禮教束縛

(B)經濟困頓

(C)人際複雜

(D)父病子亡

23. 詩人常借用動物的特徵為喻。下列(甲)詩中的「爸爸」與(乙)詩中的「我」依序最有可能
是哪兩種動物?
(甲)兒子說/「爸爸/新年快到了/我要買新鞋子。」
爸爸說/「你要我的老命是不是？」
(乙)我來了，一個光耀的靈魂/飛馳於這世界之上/播散我孵育的新奇的詩的卵子/
但世界是一盞高燃的油燈/雖光明，卻是無情/啊啊，我竟在惡毒的燃燒中死去…
(A)蜘蛛，蝴蝶

(B)蜈蚣，飛蛾

(C)蜘蛛，蝙蝠

(D)蜈蚣，蝴蝶

24. 有一種名詞詞組，是名詞加名詞組合而成；後面的名詞為量詞，用以補充說明前面的名
詞，如：麵條。以下何者同樣屬於這種組合方式？
(A)雪花

(B)汗珠

(C)米粒

(D)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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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各文句「」中的字，讀音相同者為：
(A)許多「烜」赫的風景名勝，在納莉風災後成為斷「垣」殘壁
(B)看到遍地餓「殍」，不由讓人心生寄「蜉」蝣於天地的感慨
(C)一郎誤蹈法網，身陷囹「圄」，面對家人，只能慚愧不「語」
(D)臨陣磨槍的想法是「謬」誤的，凡事應該未雨綢「繆」、及早規劃
26. 古文運動歷代多有發生，請依照作家年代先後，選出正確順序：
(A)歐陽修/韓愈/袁宏道/方苞
(B)柳宗元/歐陽修/方苞/袁宏道
(C)袁宏道/歐陽修/方苞/柳宗元
(D)韓愈/歐陽修/袁宏道/方苞
27. 下列成語中的數字，何者不是實指數目？
(A)三教九流

(B)三番兩次

(C)七情六慾

(D)三從四德

28. 閱讀下文，選出正確的選項：
昔有雄雌二鴿，共同一巢。秋果熟時，取果滿巢。於其後時，果乾減少，唯半巢在。雄
瞋雌言：「取果勤苦，汝獨食之，唯有半在！」雌鴿答言：「我不獨食，果自減少！」雄
鴿不信，瞋恚而言：「非汝獨食，何由減少？」即便以嘴啄雌鴿，殺。未經幾日，天降大
雨，果得溼潤，還復如故。雄鴿見已，方生悔恨：「彼實不食，我妄殺他！」(百喻經 一
鴿喻)
(A)雌鴿吃了果子，仍狡辯不肯承認
(B)雄鴿多疑固執，闖禍而不知悔改
(C)雌鴿未吃果子，果子不翼而飛
(D)雄鴿未察真相，衝動誤殺雌鴿
29. 以下對先秦諸子的描述，何者有誤？
(A)強調教育和禮法的作用，善於運用排偶句法議論，邏輯周密—孔子
(B)追求逍遙境界，善寓哲理於寓言之中，說理高超—莊子
(C)主張以嚴刑峻法治國，筆鋒峻峭犀利—韓非子
(D)強調民貴君輕，文章氣勢浩然—孟子
30. 下列選項中的「如」字，何者作「往」的意思解釋？
(A)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論語‧述而》)
(B)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 蘇軾〈前赤壁賦〉)
(C)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 ( 劉鶚《老殘遊記‧明湖居聽書》)
(D)「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 ( 司馬光《資治通鑑‧赤壁之戰》)
31.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花開遍野，數十畝接聯不斷，一片錦鏽，如舖著華美的地毯
(B)洪荒時期初民必須撓勇善戰，才能留下一限生機
(C)這對雙胞胎姊妹不僅容貌相似，聲音也極為雷同，朋友們往往難以辨別
(D)武陵農場擁有許多自然美景，冷冷的水聲與青翠的鳥鳴，徜徉其中令人心曠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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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個詞語在文句中改變其原來詞性的修辭法，稱之為「轉品」
。下列引號內的詞語，何者
不屬於「轉品」？
(A)那飽滿的稻穗，「幸福」了這個季節
(B)詩人曰：今夜的天空很「希臘」
(C)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D)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33. 「科白」是元雜劇的術語，其中「科」意指：
(A)對話

(B) 動作

(C) 角色

(D) 服裝

34. 關於橫式信封的寫法，何者有誤?
(A) 中間是收件人的住址、姓名
(B) 寄件人住址應寫在右下角
(C) 郵票應貼於右上角
(D) 書寫完整郵遞區號有利郵件順利遞送
35.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語意矛盾的情形？
(A)
(B)
(C)
(D)

他凡事要求完美，沒有一件事是馬虎不得的
一個以無恥為恥的人，應該不會做出無恥的事情
平時就該養成珍惜水資源的習慣，切莫有水當思無水之苦
這項措施突破原來所沒有的限制，讓外校同學也可以報名參加

36. 閱讀下文，推斷其中文字的排列順序，何者最恰當？
積聚多年的淚
（甲） 繼之一聲長嘆
（乙） 舉起破袖拭去滿臉的縱橫
（丙） 隨手收起案上未完成的詩稿
（丁） 終於氾濫而濕透了整部歷史
（戊） 音律不協意象欠工等等問題
待酒熱之後再細細推敲
(A)乙甲丁丙戊

(B)丁丙戊甲乙

(C)丁乙甲丙戊

(D)甲丁戊丙乙

37. 「雖然，嬰兒像一座□□，每分每秒帶來新的驚奇；雖然，母愛也像□□汨汨而來，但是，
若無資深老母在一旁協助，我們兩個新科父母一定會□□□□地趴在小傢伙旁，瞪大眼睛，
聆聽□□，卻不知從何開始伺候他？」(簡媜《紅嬰仔》)上述□□，依序應填入：
(A)城堡/泉水/手足無措/哭聲
(B)寶藏/淚水/面面相覷/兒語
(C)森林/奶水/無比沉醉/天籟
(D)寶藏/奶水/呆若木雞/聖旨
38. 閱讀下詩，推斷其所吟詠的歷史人物為何？
「鳥盡良弓勢必藏，千秋青史費評章。區區一飯猶圖報，爭肯為臣負漢王。」
(A)諸葛亮

(B) 曹操

(C) 韓信

(D) 張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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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琵琶記‧糟糠自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戲俗名〈吃糠〉，是有名的青衣戲
(B)「自厭」意謂自覺惹人討厭之意
(C)趙五娘被丈夫拋棄，所以謂之「糟糠自厭」
(D)趙五娘因吃糠而感動丈夫，令之回心轉意。
40. 〈木蘭詩〉與下列何詩並稱中國詩歌史上的「雙璧」？
(A)陌上桑

(B) 羽林郎

(C) 孔雀東南飛

(D) 詠史詩

41. 婚、喪、喜、慶，都有餽贈財物之禮，若是祝壽，封套上應寫明：
(A)桃儀

(B)賀儀

(C)程儀

(D)奠儀

42.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中的「藉卉」一詞，意為：
(A)坐在草地上

(B)坐在花叢中

(C)依藉花卉

(D)布置花園

43. 屈原〈國殤〉乃是哀悼：
(A)國中無主之鬼

(B)國中未成年而死者

(C)死於災難意外者

(D)死於國事者

44. 舊時代的人常以「油蔴菜籽」形容女性，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A)傳統社會男尊女卑，女性多仰賴男子生活，故有三從四德之規範
(B)油蔴菜易生好長，如同女人天生便有較男人更強的適應力
(C)古代女性因無經濟獨立能力，故婚姻成為重要的生命歸宿，不論好壞，往往只能認命
服從
(D)廖輝英曾寫作〈油蔴菜籽〉一文，敘述母女兩代之間的故事與成長。
45. 下列何者不是台灣日據時代的作家？
(A)賴和

(B)鍾理和

(C)楊逵

(D)沈從文

46. 下列有關魯迅的介紹，何者有誤？
(A)本名周樹人，曾留學日本習醫
(B)1918 年發表新文學第一篇白話小說〈阿 Q 正傳〉
(C)著名小說〈祝福〉，批判中國封建與迷信思想
(D)其文學地位被尊為「中國現代小說之父」
47. 下列何者與賴和無關？
(A)彰化媽祖

(B)台灣新文學之父

(C)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

(D)台灣民報

48. 陶淵明〈形影神詩三首〉中，對於生命消長抱持的態度是：
(A)安時處順

(B)及時行樂

(C)立善揚名

(D)追求長生

49. 以下作品何者旨在關懷老人？
(A)白先勇〈玉卿嫂〉(B)林雙不〈筍農林金樹〉(C)黃春明〈死去活來〉(D)陳克華〈眼底鏡〉
50. 下列哪位詩人，不可能寫出近體詩作品？
(A)曹植

(B)李商隱

(C)黃庭堅

(D)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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