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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雲科技大學 99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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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頁

單選題，每題 2 分 

1. 以下何者無誤？ （A）他不肯說話，只是一昧哭/獨沽一味； （B）態度安詳/祥和的社會； 
（C）名列前茅/矛塞頓開； （D）民不潦生/聊勝於無。 

2. 「這ㄈㄨˋ眼鏡」和「這ㄈㄨˋ畫」，兩個「ㄈㄨˋ」字該怎麼寫？ 
（A）副/幅； （B）付/輻； （C）付/幅； （D）付/副。 

3. 「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的「嬋娟」指的是什麼？ 
（A）美好的女子； （B）月亮； （C）相思的心意； （D）寫在絲織品的信函。 

4. 下列選項的用字與讀音何者為非？ （A）「吮」指雞餐ㄕㄨㄣˇ； （B）「龜」裂ㄐㄩㄣ； 
（C）西門「町」ㄉㄧㄥ； （D）「唾」手可得 ㄔㄨㄟˊ。 

5. 下列選項哪一個不是外來語？ (A)披薩； (B)樂活； (C)麵包； (D)壽司。 
6. 以下用語何者不源自佛教？ 

（A）口頭禪； （B）當頭棒喝； （C）雪泥鴻爪； （D）聚沙成塔。 
7. 參加結婚喜宴，想在賀儀紅包上寫四個字的題辭；下列何者較為適宜？ 

（A）天作之合、宜爾室家； （B）弄璋之喜、金屋飄香； 
（C）福祿鴛鴦、壽並山河； （D）椿萱並茂、喬木鶯聲。 

8. 「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春秋戰國時代，養士之風盛行，形成布衣卿相的局面」。所謂「白

衣」，「布衣」是指 （A）沒有受過教育、缺乏知識的人； （B）正在服喪之人； 
（C）沒有功名、官職的人； （D）品格高潔之士。 

9. 以下何者不是影響中國人思想最大的三大思想派別？： 
（A）墨； （B）儒； （C）釋； （D）道。 

10. 「四書」是指論語、孟子、大學與 
（A）中庸； （B）禮記； （C）孝經； （D）爾雅。 

11. 以下交友道理何者並非出自孔子？ 
（A）益者三友：友直，友諒，友多聞； （B）三人行，必有我師焉； 
（C）君子之交淡如水； （D）見賢思齊焉，見不賢而內自省也。 

12. 有關先秦學術的敘述，何者有誤？ 
（A）儒家以「仁」為中心思想，是我國學術的主流。孔孟是儒家代表人物； 
（B）道家取法「自然」，老莊是代表人物； 
（C）墨家主張「兼愛」、「非攻」，願意摩頂放踵以利天下； 
（D）韓非子集法家大成，重法重術也重勢。其學出於荀子，故歸本於道家。 

13. 張潮幽夢影：「讀經宜冬，其神專也。讀史宜夏，其時久也。讀諸子宜秋，其致別也。讀諸集宜春，

其機暢也。」以下何者不在張潮夏天的書單之中？ 
（A）三國演義； （B）資治通鑑； （C）史記； （D）後漢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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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後世譽為「詞中之聖」、「詞中之帝」者為 (A)李璟； (B)李煜； (C)李白； (D)李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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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崑曲」為人類口述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小說家白先勇在台北推廣青春

版的崑劇，新聞稿說「飾演柳夢梅的俞玖林眉清目秀、儒雅俊朗，而飾演杜麗娘的沈豐英眼角含

情、飛波生春，活脫一對璧人」。這部明朝劇作家湯顯祖寫情的原著，應是 
（A）牡丹亭； （B）西廂記； （C）林沖夜奔； （D）楊家將。 

17.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領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選自《詩經‧

衛風‧碩人》）這一段文字最適合運用在何種場合？ 
（Ａ）賀昆蟲博物館開張； （Ｂ）古代仕女圖上的題字； 
（Ｃ）餐廳菜單名稱；   （Ｄ）環保遊行標語。 

18. 「青史上你留下一片潔白，朝朝暮暮你行吟在楚澤。/江魚吞食了二千多年，吞不下你的一根傲骨！

/太史公為你的投水太息，怪你為什麼不游宦他國？/他怎知你若是做了張儀，你不過流為先秦一說

客！」以上是詩人余光中在淡水河邊憑弔 
（A）大禹； （B）司馬遷； （C）李白； （D）屈原  的作品。 

19. 「長安／是一個宜酒宜詩不宜仙的地方／去吧！提起你的酒壺／挾起你的詩冊，詩冊中的清風和

明月／邊走邊飲去遊你的三江五湖／去黃河左岸洗筆／右岸磨劍／讓筆鋒與劍氣／去刻一部輝煌

的盛唐」，這首詩所歌詠的對象是 （A）杜甫； （B）李白； （C）王維； （D）孟浩然。 
20. 今日常用的語詞，有些是出自古典小說或戲曲故事，如「空城計」即來自《三國演義》。下列文句

「」中語詞，與其後出處搭配正確的選項為： 
（A）我來當「紅娘」介紹你們認識吧！／《西廂記》； 
（B）他「過五關斬六將」，終於在全國比賽中獲得冠軍。／《三國演義》； 
（C）這次到了巴黎，真可說是「劉姥姥進大觀園」，大開眼界！／《紅樓夢》； 
（D）以上皆是。 

21. 張愛玲《傾城之戀》的男主角范柳原稱女主角白流蘇為“醫我的藥”，十分俏皮，明代小說人物李瓶

兒也就曾把其夫西門慶稱為“醫奴的藥”，所以張愛玲是受哪一本古典小說的影響？ 
（A）金瓶梅； （B）水滸傳； （C）老殘遊記； （D）紅樓夢。 

22. 「一粥一飯，當思來處不易；半絲半縷，恆念物力維艱。」此節之要義，在申論何種道理？ 
（A）善體天心； （B）對症下藥； （C）珍惜萬物； （D）安土重遷。 

23. 「三顧頻繁天下計，兩朝開濟老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淚滿襟。」詩中所寫人物是 
（A）諸葛亮； （B）周瑜； （C）辛棄疾； （D）項羽。 

24. 2008 年電影「畫皮」故事說秦漢年間，都尉王生(陳坤飾)在西域與土匪激戰中，救回一名絕色女

子，沒想到這位美女竟是「九霄美狐」小唯(周迅飾)披人皮所變！每隔幾天便需食用人心。而小唯

因對王家軍首領王生的勇猛英俊萌生愛意，竟想取代王生妻子佩容(趙薇飾)的地位。你認為電影的

靈感源出哪本古典名著？ 
（A）山海經； （B）隋唐演義； （C）聊齋誌異； （D）儒林外史。 

25. 捷運上鄰座正在看一本書，我瞄了一眼，發現目錄有「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

寧」、「第五回 亂蟠桃大聖偷丹 反天宮諸神捉怪」的字眼，所以我猜這本書是 
（A）封神榜； （B）三國演義； （C）紅樓夢； （D）西遊記。 

26. 歌詞達人方文山於周杰倫專輯「魔杰座」中作詞的「蘭亭序」引領樂壇中國風的風潮！「蘭亭序」

為書聖 （A）蔡倫； （B）蘇軾； （C）王羲之； （D）杜甫  的書法作品，有天下第一

行書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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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舊酒沒，新醅潑，老瓦盆邊笑嗬嗬。共山僧野叟閑吟和。他出一對雞，我出一個鵝，閑快活。」

這是［四塊玉］《閑適》四之二，體裁文類應是 
（A）通俗口語化的元代散曲； （B）清新隱逸的唐代田園詩； 
（C）民間文人寫的詩經作品； （D）現代詩一首。 

28. 唐代小說「虯髯客」，寫隋末唐初時李靖發跡傳奇故事，多次被改編成電影及電視劇「風塵三俠」，

其中最為人樂道的是慧眼識英雄與皇帝天命說的情節，請問慧眼識英雄的女主角、身有天命者而

迫使虯髯客自動放棄逐鹿天下的人，各是 
（A）崔鶯鶯、唐明皇； （B）紅娘、漢武帝； 
（C）紅拂女、李世民； （D）王寶釧、薛仁貴。 

29. 在台灣現代小說文壇，以寫〈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拉‧再見〉、〈看海的日子〉能貼切反映蛻

變社會現象聞名，近年並編寫劇本、致力兒童劇團的出色作家是： 
（A）黃春明； （B）王禎和； （C）李喬； （D）陳映真。 

30. 電影《臥虎藏龍》，是少數票房和獎項成正比、深受全球矚目，獲得一致的好評。導演李安以傳統

中國武俠小說為底，拍出氣勢磅礡江湖兒女情長的武俠片，探討傳統禮教的問題。請問原著作者

是 （A）王度盧； （B）古龍； （C）金庸； （D）吳龍川。 
31. 「都說一樣米飼百樣人，但人何止千萬款，米又怎能只吃一樣？台港米食很不同，台灣飯柔軟黏

稠，香港飯乾爽分明，不過粥品卻又相反，台灣粥講究米粒分明有咬勁，廣東明火白粥卻需綿滑

軟爛，水米交融，這種軟硬對比的異趣，何嘗不是台港文化的原型縮影？」以上文字可能出現在

以下哪本書？ 
（A）《報導文學選》； （B）《台灣海洋文學名篇》； 
（C）《飲食文選》；  （D）《客家台灣文學選》。 

32. 「當晚我和阿月並肩躺在大床上，把兩個孩子放在當中，我們一面拍著孩子，一面瑣瑣碎碎地聊

著別後的情形。她講起婆婆嫌她只會生女兒就掉淚，講起丈夫，倒露出一臉含情脈脈的嬌羞，真

祝望她婚姻美滿。」（琦君《桂花雨‧一對金手鐲》）此處寫的應該是 
（A）親情； （B）愛情； （C）友情； （D）人與物之情。 

33. 「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臨其穴。……予弱冠粵行，汝掎裳悲慟。逾二年，予

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不記語從何起﹔……凡此瑣瑣，雖為陳跡，然我

一日未死，則一日不能忘。……悔當時不將情狀羅縷紀存﹔然而汝已不在人間，則雖年光倒流，

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為証印者矣。」以上袁枚憑弔的是 
（A）其兄； （B）其妻； （C）其友； （D）其妹。 

34. (甲)一□巧妙的對聯、 (乙)一□莊嚴的佛像、 (丙)一□素雅的青衫、 (丁)一□精美的屏風。 
以上『□』部分各須填入一個量詞，請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A）幅、株、襲、面； （B）副、尊、襲、架； 
（C）葉、座、件、張； （D）方、面、件、幢。 

35. 「文帝嘗令東阿王七步中作詩，不成者行大法；應聲便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

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世說新語》）仔細品味詩

意，可知「煮豆燃豆萁」是譬喻 
（A）君臣相逼； （B）父子相殘； （C）兄弟相迫； （D）朋友相害。 

36. 抗金卻被奸相秦檜害死，寫下「滿江紅」（怒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一詞，鼎鼎大名的民

族英雄是： （A）辛棄疾； （B）岳飛； （C）文天祥； （D）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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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所謂「唐宋八大家」是指： 
（A）八大詩人； （B）八大古文家； （C）八大詞人； （D）八大小說家。 

38. 陶淵明〈桃花源記〉裡寫一漁夫偶然闖入與世隔絕的自足世界，後世稱「桃花源」即意同 
（A）烏托邦； （B）風景秀美之地； （C）西方樂土； （D）黃泉。 

39.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不從師，其為惑也終不解矣！」本句強調： 
（A）修道之重要； （B）解惑之重要； （C）從師之重要； （D）學問之重要。 

40. 對人稱自己學校為： （A）貴校； （B）本校； （C）令校； （D）寶校。 
41.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裡說豐年，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兩三點雨山

前。舊時茆店社林邊，路轉溪橋忽現。」這首詞寫的是 
（A）鄉村生活之閒適； （B）寒窗苦讀之辛勞； 
（C）高超孤絕的意志； （D）兒時童年記趣。 

42. 「忽快忽慢」中，「快」、「慢」是屬於反義詞，下列何者的構成方式與此相同？ 
（A）一「心」一「意」； （B）一「生」一「世」； 
（C）一「明」一「滅」； （D）一「草」一「木」。 

43. 下列有關「君子」用語，何者有負面意思？ 
（A）觀棋不語真君子； （B）君子動口，小人動手； 
（C）彬彬君子；    （D）梁上君子。 

44. 有關「琵琶行」，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千呼萬喚始出來，猶抱琵琶半遮面」：琵琶別抱； 
（B）「如聽仙樂耳暫明」：不同凡響； 
（C）「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色藝雙全； 
（D）「夢啼妝淚紅闌干」：涕泗縱橫。  

45. 朱自清先生所說：「       詩才是淵明的獨創；他到底還是『隱逸詩人之宗』。」（陶詩的深度）

空格應填 （Ａ）田園； （B）遊仙； （C）社會寫實； （D）詠史。 
46. 那一詩句包含了聽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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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47. 以下所敘各朝代之代表文學何者錯誤？ 
（A）漢賦； （B）唐詩； （C）宋詞； （D）元代小說。 

48. 愛情是文學作品中常被歌頌的主題，下列選項中何者與愛情無關？ 
（A）衣帶漸寬終不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B）常存抱柱信，豈上望夫臺； 
（C）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不是雲； （D）不畏浮雲遮斷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49. 「來了！來了！/從椰子樹梢上輕輕地爬下來了。/撒了滿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亮的銀幣。」這幾

句出自於哪一首新詩？ 
（A）再別康橋； （B）錯誤； （C）七里香； （D）夏夜。 

50. 「你寫信來/仍把我的地址寫錯了/我住的地方/叫美利大廈/ 你寫的卻是/美麗 /但我是歡喜的/所以

不更正/……啊啊/讓我從此就浪漫起來吧/在西曬的窗下/擠迫的空間/從容地生活/常常微笑……」節

錄自西西〈美麗大廈〉，本詩主題與何者有關？ 
（A）城市生活； （B）閨怨； （C）戰爭； （D）田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