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轉學生招生考試
考試科目（二）國文試題【四技二年級】

本試題共 1 張 2 面
准考證號碼：

注意
事項

一、 本試題計 40 題，甲部分 20 題，每題 4 分；乙部分 20 題，每題 6 分，兩者合計共 200 分。每題都有(A)(B)(C)(D)
四個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請將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方格範圍內，
用 2B 鉛筆全部塗黑，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與不答者該題以零分計。
二、 請先將本試題准考證號碼方格內，填上自己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試題」一併繳回。

【甲】每題 4 分
1.

《論語》：「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廋哉？」□中缺空的字是：(A)焉 (B)豈 (C)盍 (D)寧。

2.

依「公文程式條例」第八條，公文製作的基本要求需符合： (A)典雅通暢 (B)迅速確實 (C)簡淺明確 (D)簡練具體。

3.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乃是何種表現？ (A)敬 (B)誠 (C)義 (D)恕。

4.

兄弟兩人的妻子，她們相互間的稱謂是： (A)妯娌 (B)連襟 (C)姑嫂 (D)昆仲。

5.

宋詞大約可分為豪放、婉約兩派，下列詞家何者屬於婉約派？ (A)蘇軾 (B)柳永 (C)辛棄疾 (D)劉克莊。

6.

戰國時期，與儒家並稱顯學的是： (A)道家 (B)縱橫家 (C)陰陽家 (D)墨家。

7.

主張「道法自然」
，提出「反者道之動」、「無為而無不為」的是： (A)墨子 (B)莊子 (C)惠施 (D)老子。

8.

下列何者屬於「六書」中的形聲字？ (A)日、月 (B)武、信 (C)上、下 (D)江、河。

9.

深得道學之要，期勉自己能「為天地立心，為生民立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者是： (A)張載 (B)
程頤 (C)程顥 (D)周敦頤。

10. 唐宋八大家中被稱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溺」的是： (A)韓愈 (B)柳宗元 (C)王安石 (D)蘇軾。
11. 顏之推乃南北朝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為了告誡子孫立身處世的準則與規範而撰的著作為： (A)幼學瓊林
(B)顏氏家訓 (C)誡子書 (D)顏氏治家格言。
12. 白居易〈賣炭翁〉詩中的「黃衣使者白衫兒」是指： (A)官府的捕快和差吏 (B)宮中的大小宦官 (C)宮中的侍衛 (D)
來買木炭的商人。
13. 對聯的上下聯有一定位置，下列對聯何者錯誤？ (A)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B)吟到梅花句亦香，書
成蕉葉文猶綠 (C)窗小能容月，簷低不礙雲 (D)一面樓台三面樹，二分池沼八分田。
14. 「天時不如地利，地利不如人和」
，是屬於「層遞」修辭。下列哪一個句子也是使用這種辭修法？ (A)樹欲靜而風
不止，子欲養而親不待 (B)一個人拿不起，兩個抬得動，三個不費力，四個更輕鬆(C)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
勵，軟弱時有督責，迷失時有南鍼 (D)把忍耐種植在心田，其根雖苦，其果卻甜。
15. 下列法律統一用字，正確者為： (A)公佈 (B)身份證 (C)貫澈 (D)遺蹟。
16. 寫信給公司主管，啟封詞應該用： (A)安啟 (B)道啟 (C)鈞啟 (D)敬啟。
17. 賀人生女的題辭，不適合用： (A)慶叶弄璋 (B)明珠入掌 (C)祥瑞弄瓦 (D)彩鳯新雛。
18. 宋代理學家中，提出「中和」學說，主張「格物致知」的是： (A)周敦頤 (B)邵雍 (C)朱熹 (D)陸九淵。
19. 《冷海情深》一書，寫出達悟族男性對海洋和傳統文化的眷戀，此書作者是誰？： (A)廖鴻基 (B)汪啟疆 (C)夏曼‧
藍波安 (D)瓦歷斯‧諾幹。
20. 黃宗羲〈原法〉一文中，對於「法」的主張為： (A)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B)有治人無治法 (C)法之執行應循名責實
(D)順任自然，民自安樂。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1. 「舊的東西大抵可愛，惟舊病不可復發。諸如夜郎自大的脾氣，奴隸制度的殘餘，懶惰自私的惡習，蠅營狗茍的
醜態，畸形病態的審美觀念，以及□□□□的諸般病症，皆宜早去為宜。」□□□□中缺空的成語最適用的是： (A)
濫竽充數 (B)罄竹難書 (C)半途而廢 (D)自相矛盾。
22. 下列文句完全没有錯別字的是： (A)得奬之後，他始終躊踷滿志，揚揚自得 (B)老師不在的時候，教室一片暄曄 (C)
他的脾氣蹩扭，很難相處 (D)學習要能與時俱進，不可固步自封。
23. 孟郊〈送草書獻上人歸廬山〉詩云：「江人願停筆，驚浪恐傾船」，使用了何種修辭手法？ (A)誇飾 (B)轉化 (C)
譬喻 (D)借代。
24. 下列哪一組詞意思相似？ (A)「向晚」--「黎明」 (B)「致仕」--「赴命」 (C)「刑場」--「東市」 (D)「束手」-「妙手」。
25. 《墨子・兼愛》：「惡得不禁惡而勸愛。」句中兩個「惡」字： (A)音義皆同 (B)音義皆異 (C)音同義異 (D)音異義
同。
26. 連橫〈臺灣通史序〉云：「則欲取金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風雨名山之業」意為： (A)亂世不改常
態的志願 (B)亂世不朽的著作 (C)衛國保家的事業 (D)功成名就的大事業。
27. 下列關於現代作家與作品的敘述，何者錯誤？ (A)白先勇《臺北人》 (B)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 (C)余光中《白
玉苦瓜》 (D)鄭愁予《嫁妝一牛車》。
28. 中國傳統的圖書分成經、史、子、集四部，下列何者屬於集部？ (A)《孝經》 (B)《資治通鑑》 (C)《昭明文選》
(D)《道德經》。
29.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不動安如山。」這是哪位詩人的名句？ (A)杜甫 (B)李白 (C)白居
易 (D)李商隱。
30. 「正其誼，不謀其利；明其道，不計其功。」其中「誼」字的解釋，以下何者正確？ (A)情誼、情份 (B)通「儀」
字，指儀容 (C)通「宜」字，與「義」同 (D)適合的身分。
31. (甲.靉靆--ㄞˋ ㄉㄞˋ；乙.瞿然--ㄑㄩˊ ㄖㄢˊ；丙.憣然--ㄈㄢˊ ㄖㄢˊ；丁.戕斵--ㄑㄧㄤˊ ㄉㄨㄢˋ；戊.虛
牖--ㄒㄩ ㄧㄡˇ)以上字音正確者為： (A)甲戊 (B)甲乙丁戊 (C)乙丙丁 (D)甲丙戊。
32. 下列《郁離子》的文句，意思正確者為： (A)火迫于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大火燒到了宮殿，國人幫忙馮婦去
打火 (B)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女也」--女媧說她分取大地之黃土以創造女人 (C)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意
指天地萬物各有其特質，應各自發揮一己之特長 (D)以上皆是。
33. 有關敦煌藏經洞發現的俗文學作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變文是唐代的講唱文學，內容主要講述佛經故事或
民間故事與歷史傳說 (B)話本是宋元間說話人講故事所依據的底本，多為白話小說 (C)俗賦由文人精心創作，典雅
富麗，重在諷誦 (D)曲子詞是唐代民歌、小調、雜曲的總稱，是詞的前身。
34. 魏晉玄學理論賴以建立的主要典籍合稱為「三玄」，以下何者非此三書之一？ (A)《周易》 (B)《老子》 (C)《莊
子》 (D)《尚書》。
35. 先秦諸子中主張性惡論，而認為人性轉惡為善的關鍵在於「化性起僞」的思想家是： (A)孟子 (B)荀子 (C)韓非子
(D)公孫龍。
36. 「成功不必在我，只要努力的方向是同一個□讚賞朋友的成功□用誠意□檢討自己的失敗□用勇氣□」這段文句
□中應填入的標點符號，依序為 (A)，，，，。 (B)，；、；。 (C)。，；，。 (D)，、；、。
37. 下列稱謂語的用法，何者正確？ (A)賢喬梓—稱人父子 (B)令堂—稱自己母親 (C)師丈—稱老師的父親 (D)賢昆
仲—稱人夫妻。
38. 鄭板橋〈寄弟墨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福善禍淫」意謂 (A)天有不測風雲 (B)賜
福予善者，降禍予惡人 (C)賜福太少而降禍太多 (D)人間福禍與天道無關。
39. 宋代沈括以雜談的筆記形式，寫作內容涉及天文學、數學、地理、生物、醫學、軍事、史學、考古學……等學科
的著作，是我國科學史上第一部巨著，此書書名是： (A)《夢溪筆談》 (B)《集古錄》 (C)《風俗通義》 (D)《太
平廣記》。
40. 蘇軾〈超然臺記〉云：
「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樂，非必怪奇偉麗者也。」此乃說明作者之心境是：(A)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B)有我之情，則有我之境 (C)不為物喜，不以己悲 (D)隨遇而安，知足常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