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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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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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每題 4 分
41. 伯牙與鍾子期「高山流水」的典故，常被借以比喻： (A)艱困難求 (B)志氣高昻 (C)知音情誼 (D)朋友遠隔。
42. 下列何者屬於「六書」中的會意字？ (A)日、月 (B)武、信 (C)上、下 (D)江、河。
43. 凡事若不能計畫周延，按部就班地執行，而妄想一步登天，無異「」。「」中的成語填入何者最為適當？ (A)強人
所難 (B)好大喜功 (C)故步自封 (D)緣木求魚。
44. 「這件官司經過三審，終於定讞。」「讞」字的讀音同於下列何字？ (A)獻 (B)言 (C)彥 (D)顏。
45. 辛棄疾〈沁園春〉詞：「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峰」，是用何種修辭法來描寫山景： (A)擬人 (B)譬喻
(C) 雙關 (D)轉品。
46. 下列唐代詩人對文學的主張與元稹最相近者為： (A)白居易 (B)王維 (C)孟郊 (D)李商隱。
47. 寫信給公司主管，信封的啟封詞應該用： (A)鈞啟 (B)道啟 (C)安啟 (D)敬啟。
48. 對工商業界開業祝賀題辭，下列文句何者最為恰當？ (A)五世卜昌 (B)里仁為美 (C)花開並蒂 (D)近悅遠來。
49. 下列「女」字之義何者不同？ (A)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 (B)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 (C)是在女矣，
非吾所能與也 (D)帝媧者女媧也。
50. 沈既濟的〈枕中記〉是唐代諷刺小說的代表作，其主要的含意是： (A)說明建功樹名的重要 (B)抨擊安逸享樂的生
活 (C)說明人生如夢，富貴無常 (D)抒發科舉考試的艱難。
51.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也有晴」，其中雙關的字是： (A)東 (B)西 (C)雨 (D)晴。
52. 冒牌貨稱為贗品，「贗」字的讀音同於下列何字？ (A)鷹 (B)雁 (C)煙 (D)印。
53. 拍案叫絕的「案」字，是指： (A)椅子 (B)桌子 (C)茶杯 (D)手掌。
54. 下列語詞，何者的意思與「霄漢」相似？ (A)泥塗 (B)草野 (C)朝廷 (D)臧獲。
55. 「抱薪救火」是比喻： (A)欲除其害，反助其勢 (B)連續不斷，堅持不懈 (C)辛勤工作卻徒勞無功 (D)完成任務，
功勞甚大。
56.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作者是誰？ (A)司馬遷 (B)司馬光 (C)班固 (D)董仲舒。
57. 公文用語中，期望及目的語「請

鑒核」
，是用於何種行文種類？ (A)上行文 (B)平行文 (C)下行文 (D)以上皆可。

58. 會議記錄最後散會一項應記明： (A)記錄人 (B)散會時間 (C)會議總時間 (D)出席人數。
59. 「冷淡的店員得知李太太的富豪身分後，立刻堆滿笑容，熱絡逢迎。前□後恭的嘴臉，十分可笑。」□中應填入
哪個字？ (A)拒 (B)掬 (C)懼 (D)倨。
60. 蘇軾謂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唐代詩人是： (A)杜甫 (B)李白 (C)孟浩然 (D)王維。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61. 下列語詞意思正確者為： (A)拙荊：指陋室 (B)杜康：茶葉的代稱 (C)布衣：指隱士 (D)東市：刑場的代稱。
62.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意謂： (A)小才大用 (B)天下為公 (C)有容乃大
(D) 地盡其利。
63. 「匪夷所思」
、
「反脣相稽」
、
「循私舞弊」
、
「趨炎赴勢」
、
「交待清楚」
、
「握手寒喧」
、
「面黃飢瘦」
，上列詞句裡總共
有幾個錯別字？ (A)四個 (B)五個 (C)六個 (D)七個。
64.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表現的是何種精神？ (A)安貧樂道 (B)臥薪嘗膽 (C)超然
物外 (D)儉以養廉。
65. 《孟子‧離婁上》
：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反求諸己」是說： (A)自行處理，自求多
福 (B)返家後自己研究推敲 (C)反過來要求自己 (D)自相反方面提出建議。
66. 下列有關公文寫作之敘述，何者錯誤？ (A)文字宜求「簡、淺、明、確」 (B)平行文用語要不亢不卑，客觀平和
(C)為清眉目，主旨一段宜分項 (D)說明可因公文內容改用為「經過」、「原因」和「依據」等名稱。
67. 「少年坐在薔薇上，則老年坐在荊棘上」，此句用以比喻： (A)皇天不負苦心人 (B)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C)不要杞人憂天 (D)切莫捨近求遠。
68. 「男女朋友交往，要像中興米一樣——有點黏又不會太黏。」此段文句使用了哪兩種修辭方法？ (Ａ)譬喻、轉化
(Ｂ)譬喻、雙關 (Ｃ)婉曲、借代 (Ｄ)轉化、雙關。
69. 崔瑗〈座右銘〉
：
「施人慎勿念」意謂： (A)施恩與人，但勿望報答 (B)施恩與人，念念不忘回報 (C)施恩與人，往
往恩將仇報 (D)施恩與人，為求內心快樂。
70. 孟子批評墨子「兼愛」為無父，乃因墨子之愛為： (A)泛愛萬物 (B)愛無差等 (C)仁民愛物 (D)以萬物為芻狗。
71. 凡「」者，均應接受法律制裁。「」中不適合填入以下何句？ (A)為非作歹 (B)作姦犯科 (C)違法亂紀 (D)戮力從
公。
72. 「兩株白茶花，花事已過；兩株月桂，依舊散放淡淡幽香。」「花事」在此是指： (A)賞花吟詩 (B)青春年華
(C)風流韻事 (D)開花季節。
73. 下列柬帖用語，何者錯誤？ (A)「文定」是指訂婚 (B)「于歸」是指女子出嫁 (C)「弄璋」是賀人生女 (D)「台光」
是邀客蒞臨之敬詞。
74. 杜甫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朱門」是指： (A)紅門 (B)古時城門 (C)顯貴之家 (D)朱氏宅第。
75. 莊子妻死，莊子為何鼓盆而歌？ (A)能解脫婚姻的枷鎖 (B)已破除生死之執著 (C)悅生而惡死 (D)藉音樂以忘憂。
76. 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意謂： (A)同病相憐 (B)同舟共濟 (C)同氣相求
(D)同甘共苦。
77. 下列文句中，何者沒有錯別字？ (A)在課堂上破壞風紀、戲弄同學的始作勇者，竟然是風紀股長 (B)通緝犯被層層
警力包圍，走頭無路之下，只好束手就擒 (C)本校棒球隊已三戰三捷，教練鼓勵隊員再接再力，全力以赴，爭取
最後的勝利 (D)當年誤觸法網的王小明去國多年，如今法律也只能既往不咎。
78.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是何人的作品？ (A)白居易 (B)杜甫 (C)李白 (D)李賀。
79. 李商隱〈無題〉
：「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對仗句為： (A)東風無力百花殘 (B)蠟炬成灰淚始乾 (C)曉鏡但愁雲鬢改
(D)相見時難別亦難。
80. 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是： (A)孟子 (B)曾子 (C)荀子 (D)韓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