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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雲科技大學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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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頁

單一選擇題 

1. 下列各詠物詩所指，能相符合的是：  
（A） 「秋天／最容易受傷的記憶／霜齒一咬／噢/那樣輕輕／就咬出一掌血來」─（桑葉）； 
（B） 「走過／才知道那是中年／以後弄破的／一張臉／凹的／是舊疾／凸的／是新傷／談笑之間／有

人說／涼拌最好」─（苦瓜）； 
（C） 「是的，我們很彆扭／不敢迎向任何一種撫觸／一聽到誰的聲響迫近／更緊緊摺起自己／以密密

的、小小的刺／衛護自己」─（滿天星）； 
（D） 「盡情無悔的一生／在漫長的夏天裡／從典雅含蓄的花苞／走向花心坦率的怒放／我們循著君子

般的幽香」─（菊花）。 

2. 「板擦兒的命好苦哇！替黑板洗臉，弄髒了身體，還挨了一頓打。」這首童詩的修辭法是什麼？  
（A）擬人； （B）設問； （C）疊字； （D）對仗。  

3. 有關張愛玲在〈紅玫瑰與白玫瑰〉裡說「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兩個女人，至少兩個。娶了

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了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了白玫瑰，白的便

是衣服上沾的一粒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以下說明何者較合適  
（A）得不到的總是比較好； （B）一個茶壺應該多配幾個茶杯；  
（C）初戀最令人難忘；   （D）天涯何處覓知音。  

4. 最近有三位親友，一位要做生日，一位要搬新家，一位要結婚。你打算包紅包送給三位，下列何者為

最適合的題辭？  
（A）壽並山河／喬遷之喜／佳偶天成； （B）湯餅之樂／君子攸居／文定吉祥；  
（C）宏圖丕煥／堂構更新／鸞鳳和鳴； （D）弄璋之喜／美輪美奐／開物成務。  

5. 「傳說古早有個乞兒，將從富人家分得的殘羹冷炙在某所佛寺牆腳冷僻處生火膾煮起來準備充飢，結

果香味四溢，竟引得寺廟內的和尚垂涎三尺，翻牆出來向乞兒索食。」（林文月）此則文字敘述說明

哪道料理的由來？  
（A）叫化子雞； （B）佛跳牆； （C）東坡肉； （D）宮保雞丁。  

6. 如果你要寫一篇「論交友」的作文，下列何者不會是你選擇的合適材料？  
（A）人生貴相知，何用金與錢；  （B）鐘子期死，伯牙終身不復鼓琴；  
（C）獨學而無友，則孤陋而寡聞； （D）天生我才必有用。  

7. 以下有關「龍」的成語何者為非？  
（A）擺龍門陣：比武；        （B）鳳髓龍肝：珍稀的食物；  
（C）附鳳攀龍：趨附權貴，以求晉升； （D）老態龍鍾：年老體弱，舉止行動不靈活。  

8. 「世有伯樂，然後有千里馬。千里馬常有，而伯樂不常有。」我們常用「伯樂與千里馬」各指  
（A）主管／部下； （B）好朋友互稱； （C）買家／賣方； （D）識才者／英才。  

9. 民間信仰裡的「關聖帝君」，你可以在那一本書看到他的來歷故事呢？  
（A）鏡花緣； （B）三國演義； （C）紅樓夢； （D）封神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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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稱謂的說明，下列何者正確？  
（A）外子：媽媽稱呼在外求學的兒子； （B）賢伉儷：尊稱別人夫妻；  
（C）賢喬梓：尊稱別人兄弟；     （D）拙荊：妻子謙稱自己丈夫。  

11. 用拆字、合字這種方式巧妙地表達文意，是古代的一種修辭方法，也是文人的文字遊戲。請猜「離人

心上秋」應是何字  
（A）囚； （B）困； （C）愁； （D）籬。  

12. 下列選項，何者全部是外來語音譯的詞？  
（A）披薩、沙發、巧克力； （B）邏輯、壽司、腳踏車；  
（C）電視、冰箱、摩托車； （D）番茄、麵包、冰淇淋。  

13. 文學作品中往往藉由景物的描寫來烘托渲染作者的心情，以收意在言外之效，如白居易〈琵琶行〉「別

時茫茫江浸月」，象徵離別時的徬徨無依。下列各選項的賞析中，何者敘述有誤  
（A） 〈與元微之書〉「黃蘆苦竹繞宅生」：象徵心情的苦悶； 
（B） 〈黃鶴樓〉「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日暮鄉關，喻日益滋生的鄉愁； 
（C） 〈始得西山宴遊記〉「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不知其所窮」：寫對未來感

到一片茫然； 
（D） 〈晚遊六橋待月記〉「花態柳情，山容水意」：描寫待月之趣。 

14. 下列何者非當時的代表文類？  （Ａ）元賦； （Ｂ）明清小說； （C）唐詩； （D）宋詞。  

15. 陳小明想選讀幾本有關武俠的故事，他該選下列哪幾篇呢？   甲、虯髯客傳；乙、阿 Q 正傳；  
丙、射鵰英雄傳；丁、那些年我們一起追的女孩； 戊、臥虎藏龍； 己、紅樓夢。  
（A）甲丙戊； （B）乙丙己； （C）丁戊己； （D）甲丙丁。  

16. 「病入膏肓」意指  （A）病因不明； （B）病症難熬； （C）病情嚴重； （D）病理複雜。 

17. 選出有語病的句子  
（A）校方經過多次磋商後，終於釋除了學生會的疑慮和要求；  
（B）發言人表示，雙方還有不少問題待解決，他寄望會談很快便會有結果；  
（C）大學生活有苦有樂，當中少不了的是趕功課時通宵達旦的那種滋味；  
（D）在中學時，我也學過應用文寫作，可惜現在全都忘光了  。  

18. 「忍，似乎成為中國人生活哲學的最重要部分。忍人所不能忍，為的是留得青山在，不與凡俗爭……

忍，成為衡量人物的尺度之一。為的是有朝一日，揚眉吐氣，一雪前恥。」下列哪一位人物最能代表

「忍」的人生哲學？  
（A）杜甫； （B）柳永； （C）李白； （D）韓信。  

19. 「吃人的頭路真艱苦／透早起來得出門／搧冷風，等公車／搖頭踩腳看手錶／苦苦等，苦苦看／公車

擠到人已經昏倒一大半」作者運用何修辭學來描寫領薪階級的辛苦？  
（A）譬喻法； （B）層遞法； （C）倒反法； （D）誇飾法。  

20. 連接「教師的培養啟發很重要」、「學生的鑽研苦幹也很要緊」這兩句的正確語詞是下列哪一個選項？  
（A）固然…，但是…； （B）因為…，所以…； （C）既然…，因此…； （D）即使…，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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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方便」這個詞原本有適宜便利之意，但是下列哪一個用法與其他大不同  
（A）「對不起，我去方便一下。」；  
（B）「我下次到美國，希望你能幫忙提供些方便。」；  
（C）「如果你最近手頭不方便的話，我可以先借你」；  
（D）「請您行個方便，幫幫忙吧！」。  

22. 「想揀田螺要下田，哥想採花要行前，世上只有船靠岸，未曾見過岸靠船。」本首客家山歌的寫作方

法為   （A）賦─鋪陳； （B）比─比喻； （C）興─聯想； （D）倒反。  

23. 下列用語與諸葛亮不相干的是  
（A）三顧茅廬； （B）精忠報國； （C）七擒七縱； （D）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24. 「人有悲歡離合，月有陰晴圓缺」下面接哪一句意思較為通順  
（A）世事多變應以智取； （B）人力卑微真渺小； （C）何處惹塵埃； （D）此事古難全。  

25. 古人名字往往相關，下列何者例外？  
（A）張可久，字小山； （B）鄭森（鄭成功原名），字大木；  
（C）岳飛，字鵬舉；  （D）馬致遠，字千里。  

26. 小丸子和她的同學都已學成，而且紛紛立業，老師分別送給他們一人一個匾額，請問下列的敘述何者

錯誤？  
（A）丸尾當醫生，他得到的匾額上面寫著「功在杏壇」；  
（B）花輪開了一家餐廳，老師送他「近悅遠來」的匾額；  
（C）小丸子開了一家書店，老師用「名山事業」勉勵她；  
（D）小玉當了律師，希望老師送她「辯同河瀉」的匾額。  

27. 下列臺灣諺語，何者解釋不正確？  
（A）惡馬惡人騎，胭脂馬遇著關老爺。──比喻強中自有強中手；  
（B）父母疼囝長流水，囝想父母樹尾風。──比喻兒女孝敬父母不及父母疼愛子女的百分之一；  
（C）做甲流汗，嫌（批評）甲流瀾（口水）──比喻吃力不討好；  
（D）惜花連盆，惜子連孫──比喻家庭和睦。  

28. 下列四項中，何者與「美麗的錯誤」所使用的修辭格不同？  
（A）野蠻的敵人； （B）迷人的嘮叨； （C）開明的專制； （D）無事忙。  

29. 孔子說讀詩經可以「多識草木鳥獸之名」，以下那一詩句不在其內：  
（A）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B）蒹葭蒼蒼，白露為霜；  
（C）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D）執子之手，與子偕老。  

30. 下列那一個答案不是用來形容美人？  
（A）民膏民脂； （B）傾國傾城； （C）沉魚落雁； （D）巧笑倩兮。  

31.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楊康從小父死母改嫁，自稱為「浪子」；  （B）楊過父母雙亡，自稱為「孤哀子」；  
（C）黃藥師在妻子死亡後，自稱為「未亡人」； （D）洪七公「得」年七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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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出租房屋，房東與房客為保障雙方權益，應該訂定：  
（A）規章； （B）契約； （C）啟事； （D）書狀。  

33. 學生柯景騰去函某書店經理，投訴該店職員，其中一句為：「你那家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我的投訴。」

請從以下四個答案中，選出用詞恰當的答案。  
（A）閣下那家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愚的投訴； （B）貴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本人的投訴；  
（C）令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鄙人的投訴；   （D）敝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吾的投訴。  

34. 詩人楊牧（王靖獻）和陳黎一向致力於描寫他們被人們稱為「後山」的原鄉，請問下列何者是他們「原

鄉」？  
（A）台東； （B）花蓮； （C）台南； （D）宜蘭。  

35. 「台灣社會是一個過動的社會，任何事情發生馬上引起騷動，好像每一個人都深怕自己漏掉了什麼，

因此我們看新聞需要掌握每一分鐘的動態，一個小小的緋聞，你希望有 SNG 現場的連線報導，看完

一堆 call in 節目的深度討論，接著又看各雜誌的挖掘內幕，就是怕自己有哪一個環節不知道，害怕

自己與這個社會的話題脫節。因為充滿了資訊恐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追逐『即時』的訊息，人

一盲目追逐就沒有時間去思考，更不可能將自己浮躁的心沈澱下來。」根據上文所述，作者希望人們

培養的是什麼樣的態度？  
（A）一動不如一靜； （B）隨機應變； （C）當機立斷； （D）追求時尚。  

36. 「有些荷包不足的舞客，攀不上叫尹雪艷的檯子，但是他們卻去百樂門坐坐，觀觀尹雪艷的風采，聽

她講幾句吳儂軟語，心裏也是舒服的。」（白先勇：《台北人》）所謂的「吳儂軟語」是指？  
（A）語出驚人； （B）出口成章； （C）輕聲細語； （D）口蜜腹劍。  

37. 於去年  10 月 5 日逝世的賈伯斯，幾乎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偉人，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商業典範。

他曾說過「我想改變這世界的法則」、「不要陷入別人信奉的教條中，那不過是經他人思考過的結果罷

了，別讓自己內心的聲音被其他人的囉唆蓋掉了」；也說過「□□是決定成為領導者或是跟隨者的關

鍵。」請你推測空格內應該是  
（A）創新； （B）忠誠； （C）嚴謹； （D）專業。  

38. 看電影《賽德克‧巴萊》可知：□□是日本的國花，象徵武士道精神，在最美好的時刻壯烈犧牲。而

賽德克族相信生前良善，死後就能通過象徵死亡的□□橋，得到靈魂的永生。空格處應該填  
（A）梅花 /石版； （B）櫻花 /彩虹； （C）菊花 /明月； （D）罌粟 /太陽。  

39. “請名人代言＂是提高廣告說服力的好方法。下列四則廣告標題，如單就文字意義，尋找背景相契合

的古代名人來代言，則最不恰當的組合是：  
（A）請莊子代言“自然就是美＂；          （B）請孔子代言“常態分班＂教育政策； 
（C）請蘇秦、張儀代言“做個不可思議的溝通高手＂； （D）請楊貴妃代言“減重班＂。 

40. 歐陽脩〈生查子〉：「去年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柳梢頭，人約黃昏後。今年元夜時，月與燈依舊。

不見去年人，淚濕春衫袖。」這是以哪一個節慶為背景？  
（A）元宵節； （B）春節； （C）中秋節； （D）冬至。  

41. 下列何者是孟子的思想？  
（A）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B）有無相生，難易相成；  
（C）人之性惡，其善者偽也；   （D）拔一毛而利天下，不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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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下文出張愛玲散文集《流言․必也正名乎》，試依最恰當的文意語序還原排列之：「為人取名是一種

輕便的，小規模的創造。舊時代的祖父，冬天兩腳擱在腳爐上，吸著水煙，為新添的孫兒取名字，叫

他什麼他就是什麼。叫他光楣， (甲 )除了小說裡的人，很少有人名副其實的。 (乙 )他就得常常記

起祖父；叫他荷生， (丙 )他就得努力光大門楣；叫他祖蔭，叫他承祖， (丁 )他的命裡就多了一點

六月的池塘的顏色。」答：  
（A）丙乙丁甲； （Ｂ）甲乙丙丁； （C）乙丙甲丁； （Ｄ）丁丙乙甲。  

43. 歐陽鋒寫了一本書送人，書扉內寫了“洪教授□□＂。洪七公看了哭笑不得，因為他 誤寫 了下列哪

一個用語？  
（A）斧正； （B）扶正； （C）指正； （D）赐教。  

44. 「他被雷聲風聲雨聲 /追趕至垓下 /糧絕 /兵盡 /狂飆折斷纛旗 /烏騅赫然咆哮 /時不利兮可奈何」這首新詩

歌詠了一位著名的英雄豪傑，與詩中所涉史實有關的是下列哪一個成語？  
（A）一見鍾情； （Ｂ）二八年華； （C）三顧茅廬； （Ｄ）四面楚歌。  

45. 為我國第一本通史，兼有史傳及文學之價值的是：  
（A）三國志； （B）通典； （C）史記； （D）文史通義。  

46. 四位同學在課堂上分享閱讀古典小說後的感想，請你判斷何人未曾真正看過該書？ (甲 )章魚：「儒

林外史是一部諷刺小說，旨在揭發滿清官僚的腐敗，尤其是清官誤國的亂象。」 (乙 )胡椒：「聊齋

誌異雖是描寫中國仙狐鬼魅的傳說，反映社會現實，寓有諷勸警世之意。」 (丙 )鮪魚：「紅樓夢描

述賈府一家從榮華至衰敗的經過，其中賈寶玉和林黛玉的愛情故事令人動容。」 (丁 )妍巴：「水滸

傳是敘述北宋大盜宋江等一百零八個好漢聚集梁山泊，反映當時官逼民反的社會情況。」  
（A）章魚； （B）胡椒； （C）鮪魚； （D）妍巴。  

47. 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就像現在的一則簡訊──「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

力不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山陰張侯是收信人，「頓首」是「某某敬上」之意；「佳」可說是

「很棒、爽極了」；那「力不次」應該是  
（A）不說了； （B）不等了； （C）不管了； （D）不可以       的意思。  

48. 關於現代文學的作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琦君以散文創作為主，展現溫柔細膩的風格；  
（B）黃春明的作品主要是書寫客家美濃歷史的大河小說；  
（C）吳晟的作品質樸自然，表達對土地的熱愛；  
（D）林文月集學者、散文家、翻譯家於一身。  

49. 閱讀下詩，並推斷選項對於詩的詮釋，何者不正確？「我是一粒米／當你夾取木筷，在飯中翻攪／請

讀一讀我的身世／當勞動的農人／以含淚的收割／抵不過股票指數上升／糧價低迷／那緊蹙的眉頭

／化為珍貴的淚滴  ／請珍惜我」  ( 張國治〈一顆米如是說〉 ) 
（A）詩人關切農業經濟問題；         （B）採取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觀點；  
（C）詩以「米的身世」代指農人的辛苦與無奈； （D）旨在強調國產米品種優良，應多食用。  

50. 「從空中鳥瞰 /被你呈現肌理的美吸引 /急切降落到你的身上 /你是太平洋上的 /美人魚 /  我永恆故鄉

的座標（李魁賢〈島嶼臺灣〉）詩中的「你」是指：  
（Ａ）人魚公主； （Ｂ）臺灣； （Ｃ）美人； （Ｄ）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