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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科技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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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頁 

 

第一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1 分，計 22 題） 

1.祝賀新婚之喜幛，題辭不可用： 

（A）笙磬同音 

（B）關睢誌喜 

（C）慈竹風和 

（D）花開並蒂 

2.張老師要退休了，同事們想送他一塊匾，上面不適合的題辭為？ 

（A）作育功高 

（B）春風廣被 

（C）良師興國 

（D）杏林著績 

3.東施□顰，□應填入下列何字？ 

（A）笑 

（B）效 

（C）肖 

（D）嘯 

4.下列何者與「繽紛」同是疊韻關係？ 

（A）滂沱 

（B）伶俐 

（C）垃圾 

（D）浪漫 

5.稱他人丈夫所使用的稱呼語，下列何者正確？ 

（A）令翁 

（B）尊夫 

（C）家君 

（D）外考 

6.笑容可□，□應填入下列何字？ 

（A）菊 

（B）跼 

（C）鞠 

（D）掬 

7.有關名片之敘述何者錯誤？ 

（A）名片西式形式（橫式），中間為公司地址、電話 

（B）名片可用於邀宴、餽贈 

（C）名片中式形式（直式），右上角為服務機關、行號、與職銜 

（D）名片中間是姓名字號 

8.對權貴諂媚巴結，乃是小人行徑，為君子所不□，□應填入下列何字？ 

（A）尺 

（B）恥 

（C）齒 

（D）侈 

9.「弄瓦」一詞是用來： 

（A）賀新居 

（B）賀生女 

（C）賀新婚 

（D）賀高壽 

10.下列稱謂用語，何者正確？ 

（A）先君近來可好？已許久未見，請代為問候 

（B）家慈喜歡旅遊，昨日又去了上海 

（C）您內人個性嫻靜溫婉，令人羨慕 

（D）家姑個性跋扈，與我之間所產生的婆媳問題，越來越嚴重 

11.依據對聯常識判斷，如果上聯是「書有未曾經我讀」，則下聯應該是： 

（A）事非經過不知難 

（B）事如春夢了無痕 

（C）千里懷人月在峰 

（D）事無不可對人言 

12.下列各字的讀音，何者正確？ 

（A）飫：ㄧㄠ 

（B）斁：ㄒㄧㄥˋ 

（C）鬻：ㄩˋ 

（D）燁：ㄏㄨㄚˊ 

13.「□手可熱」意謂：大權在握，氣勢盛。其□應填入： 

（A）炙 

（B）赤 

（C）熾 

（D）叱 

14.為父母服喪，稱之為： 

（A）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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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齊衰 

（C）緦麻 

（D）大功 

15.下列關於書信的用語，何者錯誤？ 

（A）膝下：用於父母 

（B）足下：用於晚輩 

（C）禮鑒：用於弔唁 

（D）硯席：用於同學 

16.下列題辭，哪一項使用的時機與其他三者不同？ 

（A）良禽擇木 

（B）喬遷之喜 

（C）宜室宜家 

（D）美輪美奐 

17.車子在闃黑無人的馬路上行走，其中的「闃」字的音義為？ 

（A）音ㄑㄩˋ，沒有燈光 

（B）音ㄐㄩˋ，幽暗 

（C）音ㄑㄩˋ，沒有一點聲音 

（D）音ㄑㄩˊ，忽然 

18.小林寫信向父母問安，下列用語何者錯誤？ 

（A）提稱語用「膝下」 

（B）問候父母「福安」 

（C）末啟詞用「叩上」 

（D）信封的啟封詞用「敬啟」 

19.「為了落實藝術生活化的忠旨，政府每年都舉辦各項盆裁、雅石展攬，提供民眾研究的機會。」

以上短文有幾個錯別字？ 

（A）一個 

（B）二個 

（C）三個 

（D）四個 

20.關於書信的寫作，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新式郵簡不需書寫郵遞區號 

（B）稱對方親友可加「尊」、「令」字以表敬意 

（C）使用名信片，以在寄信人下寫「緘」為最禮貌 

（D）信中自稱，字體應略小並偏左 

21.下列選項「 」中的字音，何組兩兩相同？ 

（A）「棲」息／「淒」迷 

（B）山「崖」／天「涯」 

（C）「韜」光養晦／舞「蹈」 

（D）「凝」望／比「擬」 

22.下列各成語的用字，何者正確？ 

（A）以偏蓋全 

（B）反璞歸真 

（C）破斧沉舟 

（D）跚跚來遲 

 

第二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計 46 題） 

1.「杯弓蛇影」意為？ 

（A）想像力豐富，超乎現實 

（B）心神不寧 

（C）為不存在的事情，白白擔心 

（D）喝醉酒，產生幻覺 

2.「一日三秋」是比喻： 

（A）秋意甚濃 

（B）思念之殷切 

（C）度日如年 

（D）氣候多變 

3.「夙興夜寐」比喻： 

（A）作息規律 

（B）晨昏定省 

（C）早睡晚起 

（D）終日勤勞 

4.一名優秀的記者須執□□之筆，公正地撰寫新聞，才能被讀者信賴。□□應填入： 

（A）董狐 

（B）左思 

（C）史遷 

（D）班固 

5.下列哪一個成語的意思和「莫逆之交」相近？ 

（A）青梅竹馬 

（B）管鮑之交 

（C）忘年之交 

（D）一面之交 

6.下列各句（ ）內的詞語，使用正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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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積善多年，簡直是「罄竹難書」 

（B）他們一家和樂融融，「朝三暮四」，令人稱羨 

（C）與其「面面相覷」，浪費時間，不如趕快謀求解決的方法 

（D）他最近晉升為科長，高興得有如「置若罔聞」 

7.下列何句是用來比喻「因貪圖眼前後小的好處而損害更大的利益」？ 

（A）天狗吞月 

（B）順手牽羊 

（C）殺雞取卵 

（D）厲兵秣馬 

8.下列各句中，何者與「怨天尤人」之語意相去甚遠？ 

（A）不滿現狀 

（B）知足常樂 

（C）懷才不遇 

（D）事與願違 

9.下列成語，何組詞意相反？ 

（A）班門弄斧/布鼓雷門 

（B）奮不顧身/畏首畏尾 

（C）小心翼翼/臨深履薄 

（D）未雨綢繆/防微杜漸 

10.成語「布衣之交」是指？ 

（A）貧賤時所交往的朋友 

（B）情意相投的朋友 

（C）比喻可同生共死的朋友 

（D）交情不深的朋友 

11.「朝三暮四」通常是喻人「反覆無常，無一定之原則」。下列哪一個成語的意思與此不同？ 

（A）朝秦暮楚 

（B）出爾反爾 

（C）心猿意馬 

（D）不三不四 

12.「這件事你已使盡辦法，我看你已經    了吧！」    應填入： 

（A）黔驢技窮 

（B）左右逢源 

（C）濫竽充數 

（D）繁弦急管 

13.「每個人都有自己的強項，你不要    ，輕易放棄學習。」    應填入： 

（A）篳路藍縷 

（B）妄自菲薄 

（C）鍥而不捨 

（D）趨炎附勢 

14.「玉律金科」意為？ 

（A）上天的法網雖寬大稀疏，但絕不會縱容作惡的壞人 

（B）話一說出，法律效力隨即有效執行 

（C）比喻為不可變更的信條 

（D）比喻作惡者難逃國法懲罰 

15.鄭愁予〈錯誤〉詩中「那等在季節裡的容顏如蓮花的開落」一句，運用哪一種譬喻法？ 

（A）暗喻 

（B）略喻 

（C）借喻 

（D）明喻 

16.下列各組成語的關係，何者與其他三者不同？ 

（A）躊躇滿志/垂頭喪氣 

（B）意氣風發/心灰意冷 

（C）揚湯止沸/抱薪救火 

（D）粗心大意/小心謹慎 

17.「我們失敗時要記取教訓，千萬不可氣餒，一切都可從頭再來，這可說是□□□□。」□□□

□應填入： 

（A）亡羊補牢 

（B）未雨綢繆 

（C）歧路亡羊 

（D）於事無補 

18.下列詞語，何者運用正確？ 

（A）花東縱谷有連綿「間隔」的山峰 

（B）老張是個勢利鬼，一心只想「攀附」權貴 

（C）春天「降落」大地，一切都欣欣向榮 

（D）旭日初昇，更添幾分「朦朧」的美感 

19. 俗諺「三天打魚，兩天晒網」，用來比喻人行事沒有恆心，時停時續，不能堅持。以下何句與

此句意義相似？ 

（A）付之東流 

（B）徒勞無功 

（C）一曝十寒 

（D）漫不經心 

20.下列成語，何者沒有「由小演變為大」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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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星火燎原 

（B）積少成多 

（C）聚沙成塔 

（D）星羅棋布 

21.下列哪一個成語不能用來形容讀書用功? 

（A）牛角掛書 

（B）畫餅充飢 

（C）映雪囊螢 

（D）韋編三絕 

22.下列各句何者兼具「視覺」與「嗅覺」的感受？ 

（A）岸芷汀蘭，郁郁菁菁（岳陽樓記） 

（B）碧雲天，黃葉天。秋色連波，波上寒煙翠（蘇幕遮） 

（C）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流（山居秋暝） 

（D）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亂蜂喧（采桑子） 

23.下列哪句成語適合用來形容一個人生活非常糜爛，只知道一味尋歡作樂？ 

（A）聲色犬馬 

（B）天馬行空 

（C）人仰馬翻 

（D）馬齒徒長 

24.陶淵明〈桃花源記〉一文有云：「便要還家，設酒、殺雞、作食。」試問此段文字使用何種修

辭技巧﹖ 

（A）類疊 

（B）轉品 

（C）排比 

（D）誇飾 

25.意義相反的兩個單詞，其中一個單詞有義，另一個單詞僅為陪襯、無義，此稱為「偏義複詞」，

下列何句「 」中的詞屬此類？ 

（A）如人飲水「冷暖」自知（學問之趣味） 

（B）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來回報（用奇謀孔明借箭） 

（C）「來去」江口守空船（琵琶行并序） 

（D）「大小」之獄，雖不能察，必以情（曹劌論戰） 

26.《史記．鴻門宴》：「樊噲曰：『夫秦王有虎狼之心，殺人如不能舉，刑人如恐不勝，天下皆

叛之。』」句中的「虎狼之心」，以動物「虎狼」表達負面、譴責之意。下列成語用法與之相同的

是： 

（A）牛鬼蛇神 

（B）獨占鰲頭 

（C）馬首是瞻 

（D）鶴立雞群 

27.下列各句所描寫的季節，何者與其他三句不同？ 

（A）停車坐愛楓林晚，霜葉紅於二月花 

（B）易水蕭蕭西風冷，滿座衣冠似雪 

（C）寒蟬淒切，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D）千里鶯啼綠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28.「上胡不法先王之法」（察今）其中第一個「法」字的詞性是？ 

（A）名詞 

（B）動詞 

（C）形容詞 

（D）副詞 

29.下列「 」的詞語，何者使用最為恰當？ 

（A）「急湍甚箭」，歲月如梭，我們已不再是幼稚的孩童了 

（B）期末考將近，同學們都「天山共色」，用功苦讀 

（C）由於沙塵暴侵襲，整座城市塵煙漫漫，「在晝猶昏」 

（D）聽到這麼優厚的條件，大家都不禁「窺谷忘返」 

30.(甲)不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升平； (乙)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丙)千門萬

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丁)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來。以上四組詩句分別代表四個

傳統節慶，若依照年初到歲末來排列，它們的次序是： 

（A）丁丙乙甲 

（B）甲丁乙丙 

（C）丙丁乙甲 

（D）丙甲乙丁 

31.下列各組成語，何者意思相異？ 

（A）無下箸處/饔飧不繼 

（B）山楶藻梲/雕梁畫棟 

（C）饘粥糊口/簞食瓢飲 

（D）深謀遠慮/高瞻遠矚 

32.下列何者不為排比句型？ 

（A）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良椎，在漢蘇武節 

（B）或為遼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神泣壯烈 

（C）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 

（D）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33.莎士比亞曾說過：「不要只因一次的失敗，就放棄你原來想達到目的的決心。」這是說明人千

萬不可有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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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小失大 

（B）因噎廢食 

（C）因循苟且 

（D）因時制宜 

34.「名山勝景」的詞語結構與下列何者相同？ 

（A）除舊佈新 

（B）遊山玩水 

（C）張牙舞爪 

（D）良師益友 

35.下列疊字詞中何者不是「擬聲詞」？ 

（A）楊柳依依 

（B）關關雎鳩 

（C）虎虎生風 

（D）嘖嘖稱奇 

36.下列各組成語使用，何者正確？ 

（A）小莉對這一次參加演講比賽，充滿著自信，「如坐針氈」 

（B）小六沉迷於電玩世界，因而「神魂顛倒」 

（C）小彬自律甚高，絕不允許自己過著「紙醉金迷」的生活 

（D）小珍容易流手汗，每次寫作業總是「力透紙背」 

37.下列選項有關修辭技巧的運用，配對正確的是： 

（A）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轉化 

（B）頭髮上指，目眥盡裂／誇飾 

（C）唉！豎子不足與謀／摹寫 

（D）大行不顧細謹，大禮不辭小讓／映襯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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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列文句□□中，要填入的疊字，哪一選

項完全正確？ 

（A）挺挺／擾擾／朗朗 

（B）亭亭／擾擾／琅琅 

（C）挺挺/熙熙／朗朗 

（D）亭亭／熙熙／琅琅 

39.下列那一個選項，讀音是正確的？ 

（A）率爾操「觚」：ㄍㄨ 

（B）風馳電「掣」：ㄓˋ 

（C）病入膏「肓」：ㄇㄤˊ 

（D）焚膏繼「晷」：ㄐㄧㄡˇ 

40.唐李商隱〈夜雨寄北〉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

夜雨時。」「西窗話雨」常被一般人用來形容何者的感情？ 

（A）夫妻 

（B）朋友 

（C）兄弟 

（D）父子 

41.下列成語的運用，何者正確？ 

（A）他為人誠懇，「華而不實」，深受大家歡迎 

（B）他的文章「聲聞過情」，讀來令人不勝唏噓 

（C）一個讀書人對自己的「用舍行藏」一定要知所分際 

（D）光有聰明而不認真，那簡直就是「大智若愚」 

42.余秋雨〈沙原隱泉〉：「我站立峰巔，它委身山底；向著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時此刻，剛

才的攀登，全化成了悲哀，嚮往峰巔，嚮往高度，結果峰巔只是一道剛能立足的狹地，不能橫行，

不能直走，只享一時俯視之樂，怎可長久駐足安坐？上已無路，下又艱難，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

與惶恐。」這段文字，隱約透顯出什麼人生道理？ 

（A）捨本逐末之感 

（B）高處不勝寒 

（C）登高必自卑 

（D）築夢踏實 

43.「遍地黃金，青衫紅袖，越阡度陌，蝶蜂亂飛」，句中「青衫紅袖」運用何種修辭法？ 

（A）借代 

（B）擬人 

（C）頂真 

（D）誇飾 

44.「思念像是扎在心頭的一根針，不拔痛，拔了更痛…..」此句在文學表現方法上言，是屬於： 

（A）倒反 

（B）映襯 

（C）意象 

（D）頂真 

45.阿勝常常誤用成語，為了加強他的成語運用能力，莊老師出了四題成語填充，可是他只做對了

一題，是哪一題呢？ 

（A）求學要循序漸進，千萬不可以「虛與委蛇」，只想求速成 

（B）他是一個「鼠肚雞腸」的人，待人刻薄，總得理不饒人 

（C）埔里地區的地形「虎虎生風」，氣候宜人，相當適合度假 

（D）這篇文章論說深切、剖析透澈，真可說是「人中之龍」。 

46.下列說明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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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安時處順」是說安於天理常分，順從自然的變化 

（B）「夢中占夢」比喻人生如夢 

（C）「薪火相傳」比喻師生道業相傳不絕 

（D）「師心自用」是指與古人同類，或把古人當作老師 

 

第三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3 分，計 12 題） 

1.體例之創新為《史記》一大特色。下列針對其體例說明，何者錯誤？ 

（A）「表」用以記國家圖書館的圖書 

（B）「世家」用以記諸侯 

（C）「本紀」用以記帝王 

（D）「書」用以記典章制度 

2.下列有關「詞牌」和「詞題」的敘述，何者錯誤？ 

（A）蘇軾〈念奴嬌〉下題「赤壁懷古」，詞牌是〈念奴嬌〉 

（B）詞牌的名稱與詞題的內容需相合 

（C）宋人將詞牌分為小令、中調、長調 

（D）詞牌就是歌譜，也叫「詞調」 

3.〈琵琶行〉對於音樂描寫十分精彩，下列何句並非以誇飾技巧形容聲音？ 

（A）大珠小珠落玉盤 

（B）間關鶯語花底滑 

（C）水泉冷澀絃凝絕 

（D）秋月春風等閒度 

4.下列「」中的字，何者詞性正確？ 

（A）江海「下」百川，形容詞 

（B）「君」人者，動詞 

（C）微斯人，吾誰與「歸」，形容詞 

（D）公奈何不「禮」壯士，名詞 

5.下列何者不屬於章回小說？ 

（A）紅樓夢 

（B）水滸傳 

（C）西遊記 

（D）聊齋誌異 

6. 下面哪一組字屬於指事字？ 

（A）本、刃、上、甘 

（B）日、月、山、水 

（C）問、茶、鳥、明 

（D）江、霜、崎、嶇 

7.下列關於柳宗元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是初唐四傑之一 

（B）名列建安七子之一 

（C）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D）屬竹林七賢之一 

8.中國文學史中，被稱為「詞中之帝」者為何人？ 

（A）李商隱 

（B）李煜 

（C）蘇軾 

（D）辛棄疾 

9.下列有關《左傳》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初名《左氏春秋》 

（B）與《公羊傳》、《穀梁傳》並稱《春秋》三傳 

（C）此書尤其擅長辭令記載與戰爭描述 

（D）以《齊史》為中心，旁及同時代諸國事 

10.晚明「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詩文主張抒發性靈，形成一時風氣，世稱之為： 

（A）公安派 

（B）竟陵派 

（C）桐城派 

（D）江湖派 

11.下列何者不是《紅樓夢》的別名？ 

（A）石頭記 

（B）風月寶鑑 

（C）金石緣 

（D）情僧錄 

12.《詩經》內容中保存最多民歌的是： 

（A）大雅 

（B）小雅 

（C）國風 

（D）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