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藻  外  語  大  學 

106學年度 研究所 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乙組碩士班考試 試題卷 

       科目: 國語文能力測驗 

  考試日期：106年 4 月 16日 

 

一、選擇題（每題 1分，共 50題）：50%                               

1.下列文句，何者沒有倒裝句法？ 

   (A)甚善，名我固當                    

   (B)微斯人，吾誰與歸？                 

 (C)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D)盍亦求之？以死誰懟？ 

    2.關於字之形音義，下列假借，何者錯誤？     

          (A)「食」以草具：ㄙˋ，飼             

          (B)食「旨」甘：ㄓ，脂  

          (C) 聞「樂」樂：ㄩㄝˋ，悅           

          (D)「要」譽鄉黨：ㄧㄠ，邀 

    3.關於「」內字之音義，何者錯誤？ 

          (A)他的眼神洩漏了他的想像，意的好「逑」：ㄑㄧㄡˊ，匹配 

          (B)一面「覷」著水珠裡反射出來的萬千世界：ㄑㄩˋ，暗中偷看  

          (C)僱請漁人駕著「舢舨」：ㄕㄢ ㄅㄢˇ，小船 

          (D)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ㄒㄧㄥ ㄒㄧㄥ，零落貌   

    4.「驚心動魄」的語法結構是「動詞＋名詞＋動詞＋名詞」，下列何者與此結構相同？ 

          (A)結襪王生                   

          (B)唾壺敲缺 

          (C)魯魚亥豕                        

          (D)巧言令色 

    5.下列文句，何者用字沒有錯誤？ 

          (A)好朋友現在卻形同莫路，令人不勝唏噓 

          (B)凡人為學，要持之以恆，否則功虧一簣 

          (C)他的惡行真是磬竹難書，令人難以拳拳服膺 

          (D)為人做事如果不知竣改，如何叫人既往不咎 

    6.「乏人問津」的「津」，與下列何者意思相同？  

          (A)令人垂「津」                       

          (B)生「津」止渴 

          (C)潤葉「津」莖      

          (D)指點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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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下列詞語，何者不是讚詠朋友情誼？ 

  (A)金蘭之好                          

  (B)范張雞黍 

  (C)烏集之交                         

  (D)八拜之交 

    8.下列字詞解釋何者錯誤？ 

          (A)敢問夫子「惡」乎長：厭而不喜    

          (B)志「壹」則動氣：專一 

          (C)蹶者「趨」者：小步快走             

          (D)未知孰「賢」：勝出 

    9.下列在〈蘭亭集序〉文中，「」內的文義，何者錯誤？ 

          (A)「俯仰」一世：言談舉止             

          (B)或「因」寄所託：依隨  

          (C)脩短隨「化」：造化              

          (D)所以興懷，其「致」一也：興致 

    10.下列文句之「恨」，何者最不宜解釋為「遺憾」？ 

          (A)還君明珠雙淚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B)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C)萬一天填「恨」海平，羽琌安穩貯雲英 

          (D)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 

    11.下列文義解釋何者錯誤？ 

          (A)「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言集合道義生長，非在外面竊取偶合道義之事 

          (B)「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為不合道義，內心覺得不滿足時，氣就跟著委靡了 

          (C)「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告子不懂義之意涵，因他只就人的外表判斷 

          (D)「持其志，無暴其氣」：把握住志，不要擾亂了氣 

    12.下列成語之典故所涉及歷史人物，何者錯誤？ 

  (A)董狐史筆─趙盾                  

  (B)燃腹為燈─董卓 

          (C)風聲鶴唳─苻堅    

          (D)挂冠辭官─陶淵明 

    13.下列飾物經常出現於詩詞，何者不屬於女性裝飾之用？ 

          (A)玉搔頭                       

          (B)冕旒 

          (C)禁步                           

          (D)步搖 

    14.下列出現在《詩經》的動植物名稱，何者錯誤？ 

          (A)方秉「蕳」兮─竹葉                 

          (B)蜎蜎者「蠋」─蛾蝶幼蟲   

          (C)熠耀「宵行」─螢火蟲        

          (D)有敦「瓜苦」─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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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下列何詞不屬於古樂曲之專名？ 

          (A)陽春白雪                           

          (B)陽阿薤露     

          (C)下里巴人                           

          (D)引商刻羽 

    16.關於唐李商隱〈無題〉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淚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平起詩                             

          (B)對仗在頜聯、頸聯  

          (C)有換韻                              

          (D)為近體詩之七言排律 

    17.李煜〈虞美人〉一詞中感歎了「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下列何者不宜為「朱顏」的解釋？ 

          (A)雕欄玉砌之華美                       

          (B)故國山河大地  

          (C)昔時宮女嬪妃                        

          (D)李煜本人衰老之貌 

    18.元稹有詩：「秋叢繞舍似陶家，遍繞籬邊日漸斜。不是花中偏愛□，此花開盡更無花。」所詠的花是： 

          (A)松                                  

          (B)蘭 

          (C)菊                                  

          (D)竹 

    19.下列詩詞，何者與思親無關？ 

          (A)一夜思親淚，天明又復收。恐傷慈母意，暗向枕邊流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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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D)遠信入門先有淚，妻驚女哭問何如？尋常不省曾如此，應是江州司馬書 

    20.歷史名人之性情口吻不同，下列人物性情與其出口，何者不相符？ 

          (A)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B)管仲─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C)項羽─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D)李斯─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21.先秦學術思想蓬勃，各家發揮不同，依其主張，下列標題何者不宜？ 

          (A)風塵僕僕的宗教家─墨子          

          (B)端正社會視聽的革命家─孟子 

          (C)戰戰兢兢的獨行者─莊子          

          (D)精確效率的執行長─韓非子 

    22.如欲聘請古人擔任大學教職，考量其專長、生平與開設課程，何者最不宜？ 

  (A)桓寬─經濟學                    

  (B)蕭統─國學導讀 

  (C)李叔同─佛學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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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徐霞客─導遊實務 

    23.關於王羲之〈蘭亭集序〉，下列何句最能表出其對生命變化的感歎？ 

          (A)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B)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  

          (C)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    

          (D) 修短隨化，終期於盡 

    24.關於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郭橐駝種樹之法，何者錯誤？ 

          (A)搖其本以觀其疏密                

          (B)不抑耗其實而已 

          (C)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D)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25.關於〈種樹郭橐駝傳〉譯文，何者有錯誤？ 

          (A)「病僂，隆然伏行」：患有駝背佝僂的毛病，背部高隆而低頭駝背行走 

          (B)「或移徙，無不活」：樹木或是移栽，沒有不存長的 

          (C)「然居吾鄉，見長人者」：然而我長居鄉里，所見亦有年長官吏 

          (D)「繰而緒，織而縷」：抽繭出絲，紡線織布 

    26.成語典故時常源自歷史人事，下列六個成語：藍田種玉、公孫躍馬、道韞詠雪、滄浪濯纓、范蠡扁 

          舟、李代桃僵，在字面上有出現人名的有幾個？ 

          (A)兩個                            

          (B)三個 

          (C)四個                           

          (D)五個 

    27.韓愈〈師說〉：○1句讀之不知，○2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3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 

          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4或師焉，○5惑之不解，○6或不焉。依原文，順序應是： 

          (A)154623                          

          (B)315462 

          (C)145623                          

          (D)314562 

    28.袁枚〈祭妹文〉懷念其妹素文，說：「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可見袁枚是在： 

          (A)下午回家，素文在早上氣絕        

          (B)早上回家，素文在下午氣絕  

          (C)下午回家，素文在半夜氣絕        

          (D)半夜回家，素文在早上氣絕 

    29.連橫《臺灣通史》說：「郢書燕說」的意思，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穿鑿附會  

          (B)古典名著  

          (C)斷簡殘篇  

          (D)鄉野奇譚 

    30.下列各組「」的字，其詞性相同的選項是： 

          (A) 吾從而「師」之／聖人無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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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其田疇，薄其稅斂 

         (C)蓋聶怒而「目」之／請問其「目」 

         (D)以自隱無名為「務」／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31.班固主張「諸子出於王官」，是均可溯源，下列連結，何者錯誤？ 

          (A)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B)縱橫家者流，蓋出議官 

          (C)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D)名家者流，蓋出禮官 

    32.依《春秋左氏傳》所記鄭莊公故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其人故實可見於〈鄭伯克段於鄢〉  

          (B)牽涉到鄭莊公、鄭武公、武姜、共叔段等人 

          (C)孔子以「伯」稱賞鄭莊公平亂之詞  

          (D)此事件足證君臣父子人倫的危機 

    33.子路問事於孔子，孔子答之：「先之，勞之。」可見孔子是就何種問題以提醒他？ 

          (A)制定執行政策之秉持原則           

          (B)承擔政治責任之為政素養 

          (C)登堂入室之為學要領             

         (D)輔佐國君之為臣者認知 

    34.洪自誠《菜根譚》：「糞蟲至穢，變為蟬而飲露於秋風；腐草無光，化為螢而耀采於夏月。固知潔常自 

         污出，明每從晦生也。」其意旨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A)道在屎溺  

          (B)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C)一物剋一物                      

          (D)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35.《紅樓夢》人物說話各有聲情，如：○1「這個地方兒有趣，我若能在這裏過一生，強如天天被父母 

          師傅管束呢！」，○2「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哩！」，○3「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 

          兒！我今天才算看見了！」，○4「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請依序排出說話的四 

          位人物排出：  

          (A)賈寶玉、劉姥姥、王熙鳳、焦大     

          (B)薛蟠、焦大、賈寶玉、王熙鳳  

          (C)賈寶玉、劉姥姥、賈母、林黛玉    

          (D)賈瑞、薛寶釵、王熙鳳、薛蟠 

       

     36.二十世紀國際的漢學界致力於三大顯學的研究，其中不包含： 

          (A)甲骨學                     

          (B)敦煌學 

          (C)紅學                       

          (D)藏學 

     37.琦君〈一對金手鐲〉所述，下列敘述，何者最能明白表露琦君和阿月的貧富差距？ 

          (A)她的門牙也掉了兩顆，跟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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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我送她大英牌香煙盒、水鑽髮夾、印花手帕；她教我用指甲花搗出汁來染指甲 

          (C)她講起婆婆嫌她只會生女兒就掉眼淚，講起丈夫，倒露出一臉含情脈脈的嬌羞。 

            ／而我呢？除了啃書本，就只會跟母親彆扭，跟自己生氣 

          (D)阿月忽然笑了。我好開心，兩個人再手牽手出去玩，我再也不敢提「兩個人搞錯」那句話了 

38.有關臺灣六、七○年代的小說名作，下列作家作品的配對，何者錯誤？ 

          (A)白先勇─〈孽子〉           

          (B)黃春明─〈鑼〉 

          (C)鄭清文─〈金水嬸〉      

          (D)王禎和─〈嫁粧一牛車〉 

     39.寫信時，署名「受業」，可見是： 

          (A)學生對老師的自稱                

          (B)老師對學生的自稱 

          (C)同學彼此的互稱                  

          (D)兒女對父母的自稱  

    40.文藻外語大學行文給教育部時，如何稱呼教育部和自稱？ 

          (A)報部、本校                   

          (B)鈞部、本校 

          (C)貴部、敝校                  

          (D)貴部、本校 

 

41~45 為題組，請閱讀下文以答： 

余初生時，怖夫天之乍明乍暗，家人曰：晝夜也。怪夫人之乍有乍無，曰：生死也。教余別星，曰：孰箕斗；

別禽，曰：孰烏鵲。識所始也。生以長，乍暗乍明乍有乍無者，漸不為異。間於紛紛混混之時，自提其神於

太虛而俯之，覺明暗有無之乍乍者，微可悲也。（史震林《西青散記.序》） 

    41.作者說他對「乍暗乍明乍有乍無者，漸不為異」，原因是： 

        (A)疑惑無解                          

        (B)天真爛漫 

        (C)麻木不仁                         

        (D)多見不怪 

     

    42.「教余別星」之「別」的用法，和下列何者相同？ 

        (A)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B)小官只不肯說，「別」了面皮，朝裡壁睡了 

        (C)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 

        (D)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43.「孰箕斗」之「孰」的用法，和下列何者最相合？ 

        (A)「孰」謂微生高直？              

        (B)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C)「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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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孰」料夫人以恩成怨，變易前姻，豈得不為失信乎？  

    44.「孰箕斗」之「箕斗」一詞，所指之事物的種類和下列何者相同？ 

        (A)青龍                              

        (B)斗牛 

        (C)鐘鼎                             

        (D)宮商 

    45.本文意旨和下列何者最相合？ 

        (A)棄捐勿重陳，事定須蓋棺          

       (B)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C)蘭凋桂折，各自尋找出路，這就是人生 

        (D)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46~50為題組，請閱讀下文以答： 

    黃州在大江岸邊，蘇軾有罪被責不能簽署公事，他倒落得自在，日日除草種麥，畜養牛羊，把一片荒

地開墾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有名的〈江城子〉寫於此時：「……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

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是在狹小的爭執上看到了生命無謂的浪費，而真正人類的文明，如□□□□，

何嘗止息?蘇軾聽江聲不斷，原來這裡也曾有過戰爭，有過英雄與美人，有過智謀機巧，也有過情愛的繾

綣，啊，真是江山如畫啊，這飽歷憂患的蘇東坡，在詬辱之後，沒有酸腐的自怨自艾，沒有做態的自憐，

沒有了不平與牢騷，在歷史的大江之邊，他高聲唱出了驚動千古的歌聲：「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

人物……」時在□□□元豐六年，西曆一八 o 三年，蘇軾四十七歲。 

    蘇軾的〈赤壁賦〉也寫在這段時間。〈前赤壁賦〉原蹟藏在故宮博物院，文末上附小註：「軾去歲做此

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

必深藏之，不出也」，知道這件文學名著的背景，再讀東坡這幾句委婉含蓄之詞，真是要覺得啼笑皆非啊!

（蔣勳〈寒食帖〉） 

   46.蘇軾「把一片荒地開墾成為歷史上著名的□□」，空格內指的是哪裡？ 

       (A)眉山                                 

       (B)東坡 

       (C)赤壁                                 

       (D)烏臺 

   47.文中「真正人類的文明，如□□□□，何嘗止息?」，空格最適合填入的是？ 

      (A)大江東去                             

      (B)推陳出新 

      (C)秋扇見捐                              

      (D)秋風過耳 

   48.將蘇軾貶至黃州，當蘇軾在四十七歲唱出〈念奴嬌〉，這一年在位的宋朝皇帝是？ 

      (A)宋神宗                                

      (B)宋哲宗 

      (C)宋徽宗                               

      (D)宋高宗 

第 7頁，共 8頁 



 

   49.文中，作者體悟到的蘇軾飽歷憂患而來到黃州以後的心境，下列何者最不在其中： 

      (A)多難畏人                             

      (B)自喜漸不為人識 

      (C)侶魚蝦而友麋鹿                       

      (D)欲寄相思千點淚 

   50.蘇軾說「欽之愛我，必深藏之」，是因為？ 

      (A)關心是問；不問，也是關心           

      (B)含藏內斂 

      (C)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D)同是天涯淪落人 

 

二、作文題（共 1題）：50%                                               

題目：教育之我見 

※請依題意撰寫一篇結構完整的語體文，文長不限，勿使用詩歌及小說體。 

※不可在文中曝露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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