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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00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 

語文(國文)試題 

 
 

一、 選擇題 30%(單選題，每題 1 分) 

1、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吾人親切相關之情，發乎天倫骨肉，以至於一切相與之人，隨其相與之深淺久

暫，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義。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

之義恭。夫婦、朋友、乃至一切相與之人，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倫理關係，

即是情誼關係，亦即是其相互間底一種義務關係。倫理之「理」，蓋即於此情

與義上見之。更為表示彼此親切，加重其情與義，則於師恆曰「師父」，而有

徒子徒孫之說；作官恆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說；於鄉鄰朋友，則互

以伯叔兄弟相呼。舉整個社會各種關係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其義

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於其四面八方底倫理關係，各負有

其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他有倫理關係之人，亦各對他負有義務。全

社會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聯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種組織。(梁漱溟《中國

文化要義》) 

下列用語，何者並沒有呈現文中「舉整個社會各種關係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

其情益親，其義益重」的精神？ 

(A)對老年人尊稱「太公」 

(B)以「母儀天下」形容皇后 

(C)指稱黑社會人物為「道上兄弟」 

(D)皇帝自稱「寡人」 

 

2、承上題，本文所呈現的思想與下列選項中，何者最為接近？  

(A)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 

   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B)天子既以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  

   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 

(C)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 

   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D)吾所謂刑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 

   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適用學系：特殊教育學系、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美術學系、 

     音樂學系、數位內容科技學系、體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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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上題，本文認為中國是以何為本位的社會？ 

(A)倫理本位 

(B)義務本位 

(C)家庭本位 

(D)情義本位 

 

4、  素胚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淡  

瓶身描繪的牡丹一如妳初妝  

冉檀香透過窗心事我了然  

宣紙上 走筆至此擱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圖韻味被私藏  

而妳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妳的美一縷飄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方文山〈青花瓷〉) 

上引歌詞運用比興達到情景交融的寫手法，與下列選項何者較為接近？ 

(A)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 

  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所多愁。(李清照〈武 

  陵春〉) 

(B)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 

  顏瘦。(馮延巳〈蝶戀花〉) 

     (C)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稍，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 

     .暖酥消、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裹。(柳永〈定風波〉) 

    .(D)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陽花，始共東風容易別。 

       (歐陽修〈玉樓春〉) 

 

5、承上題，歌詞的主題與下列何者最為相近？ 

(A)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 

  化作相思淚。(范仲淹〈蘇幕遮〉)──羈旅 

(B)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 

  煜〈虞美人〉)──故國 

(C)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 

  石崩雲，驚淘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蘇軾〈念奴 

  嬌〉)──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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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情似游絲，人如飛絮，淚珠閣定空相覷。一溪煙柳萬絲垂，無因繫得蘭 

  舟住。  雁過斜陽，草迷煙渚，如今已是愁無數。明朝且做莫思量，如何 

  過得今宵去！(蔡伸〈踏莎行〉)──離愁 

 

6、且住！若真個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著些甚麼？看官不要心慌，此只是個

楔子，下文便有：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台山。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 

從上文來看，此段文字應出自哪一部古典小說？ 

(A)太平廣記 

(B)水滸傳 

(C)醒世恆言 

(D)七俠五義 

 

7、承上題，從體製來看，上文所引應是小說的哪一個部分？ 

(A)目錄 

(B)開頭 

(C)故事主體 

(D)結屬 

 

8、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

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

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

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黃州，注定要與這位傷痕纍纍的突圍都進行一場繼往

開來的壯麗對話。 

………………… 

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谷白雲的大文豪，面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系統和行為系統，

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詞，無法完成

簡單的邏輯。他在牢房裏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因此審問者們憤怒

了也高興了，原來這麼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

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

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只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麼美麗的詩早

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

出獵。(節取余秋雨《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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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大文豪應是？ 

(A)曹植 

(B)蘇軾 

(C)文天祥 

(D)紀曉嵐 

 

9、承上題，文中所言「文化突圍」與哪一段史事有關？ 

(A)烏台詩案 

(B)泰州學案 

(C)東林黨爭 

(D)鹿樵紀聞案 

 

10、從上文可以推測，下列何者非該「大文豪」的作品？ 

(A)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  

  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B)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C)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 

  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 

  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D)林間摘遍雙雙葉，寄與相思。朱槿開時。尚有山榴一兩枝。 荷花欲綻金 

  蓮子，半落紅衣。晚雨微微。 .... 明月清風傷別恨。未知何處有知音。長 

  為此情言不盡。 

 

11、《中國文學批評史》：「小說戲曲高度繁榮，詩文則相對來說較少創造性；然

而詩文理論批評，卻有其特點。隨著統治階層日益腐朽，市民階層的興起，

新舊思想的衝突，時代的演變，形成各種詩文流派，旗幟鮮明，或主復古，

或尚新變，反覆論爭，相當激烈。」這番評論應是描述哪一個朝代的文學批

評概況？ 

(A)宋 

(B)元 

(C)明 

(D)清 

 

12、「詩眼」是指作品中點睛傳神之筆，是全篇最精彩和關鍵性的詞語，是一篇

詩詞的主旨所在，對韻文而言，通常也是渲染的情感所在。以此來看，下列

詩句的詩眼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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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A)多情 

(B)離別 

(C)冷落 

(D)好景 

 

13、我醉著，靜的夜，流於我體內 

    容我掩耳之際，那奧祕在我體內迴響 

    有花香，沁出我的肌膚 

    這是至美的一剎，我接受膜拜 

    接受千家飛幡的祭典 

 

    星辰成串地下垂，激起唇間的溢酒 

    是露珠，冷若祈禱的眸子 

    許多許多眸子，在我的髮上□□ 

    我要回歸，梳理滿身滿身的植物 

    我已回歸，我本是仰臥的青山一列(鄭愁予) 

文中□□填入下列何者最佳？ 

(A)徘徊 

(B)眨著 

(C)簇擁 

(D)流瞬 

 

14、承上題，該詩的題目應為？ 

(A)青山 

(B)醉仙 

(C)清明 

(D)冷夜 

 

15、「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

毫髮可辨」(歐陽修〈非非堂記〉)上文句讀應以何者為是？ 

(A)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  

  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 

(B)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 

  其於靜也，毫髮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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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 

  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 

(D)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 

  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 

 

16、承上題，是文其義為何？ 

(A)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 

(B)是是非非，所無施而不中。 

(C)耳司聽，目司明。 

(D)心靜，則智識明。 

 

17、「蓋    思想中之基源問題僅是：“如何致富強？＂或“如何建立一有力統治？＂

就先秦思想全盤觀之，則發展至    時，文化精神已步入一大幻滅，一大沈溺。由

此，有人遂以為    之說既非真哲學理論，僅為權術之言。    以為人之好壞，不

足重視。問題唯倚於是否有一定之改造方法與管制方法而已。」(節取勞思光《中

國哲學史》) 

    文中    應是哪一個思想家？ 

(A)孟子 

(B)韓非子 

(C)墨子 

(D)老子 

 

18、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

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

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上文為哪一個成語的典故？ 

(A)思而後行 

(B)欲蓋彌彰 

(C)義正詞嚴 

(D)褒賢遏惡 

 

19、承上題，試翻譯上文，何者有誤？ 

(A)行事浮誇的邾國人黑肱投奔魯國，其為人手段卑劣，史書上有名，這都是 

 因為邾國之地政教不彰的原故。 

(B)出名不可以不慎重，就像黑肱，原本只是為了求生存而非求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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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雖然他帶著土地投奔魯國，按《春秋》的筆法，原本地位低下的人和枝微 

  末節的事情並不值得記載，這則史事會被記錄下來是因為關係到魯國的國 

  土變動。所以被史書記錄下來，反而留下壞名聲。 

(D)所以君子在行動時會想到禮，在做事時會想到義，不會為了利益違背禮， 

  也不會作出不義的事後，才感到愧疚。有的人想追求名聲，《春秋》卻不加 

  記載，有的人想要掩飾，反而被明白地記了下來，這是為了懲罰不義之人。 

 

20、下列詞語，哪一個沒有錯字？ 

(A)推心至腹 

(B)按圖索冀 

(C)屏氣凝神 

(D)逢場做戲 

 

21、「我撲在書籍上，像肌餓的人撲在麵包上一樣。」(俄‧高爾基)下列何人的精

神與行為與上述句中描述最為相近？ 

(A)屈原 

(B)韓信 

(C)陶潛 

(D)孫康 

 

22、章回標題與所取的小說，下列組合何者錯誤？ 

(A)「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展浪裡白條」：《水滸傳》 

(B)「賣油郎獨占花魁，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儒林外史》 

(C)「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紅樓夢》 

(D)「歷山山下古帝遺蹤，明湖湖邊美人絕調」：《老殘遊記》 

 

23、章回小說往往成為後世戲劇的素材，請問平劇「林沖夜奔」最有可能出自哪

一本小說呢？ 

(A)《西遊記》 

(B)《儒林外史》 

(C)《水滸傳》 

(D)《鏡花緣》 

 

24、張潮《幽夢影》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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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說法，夏天適合讀哪一本 

    書？ 



第 8 頁，共 9 頁 

(A)道德經 

(B)春秋 

(C)論語 

(D)楚辭 

 

25、寓言是含有寄託意味的故事，先秦時代除了《莊子》之外，何書亦可見此種

說理的方式？ 

(A)詩經 

(B)楚辭 

(C)山海經 

(D)戰國策 

 

26、「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

而適桑麻之野。」此段文字的修辭法為何？ 

(A)借代 

(B)對偶 

(C)誇飾 

(D)排比 

 

27、下列何詞的構成與「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前出師表〉)的「異同」相

同？ 

(A)論辨「義利」 

(B)危急「存亡」 

(C)「晨昏」定省 

(D)「談笑」風生 

 

28、運用漢字來翻譯外來語詞稱之為「音譯詞」，如「沙發」，下列何者不是？ 

(A)維他命 

(B)休克 

(C)三明治 

(D)泡湯 

 

29、「聯綿詞」的兩個音節只有一個意義，不能拆開解釋，因為拆開就不成詞，

如「呢喃」如拆開，個別的「呢」和「喃」並沒有意義，必須兩字合起來，

才具備單一的意義。下列何者與「呢喃」的結構不同？ 

(A)崎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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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顛覆 

(C)猶豫 

(D)螃蟹 

 

30、張曉風〈我的幽光實驗〉的文句中，下列「 」的詞何者不能當做量詞使用？ 

(A)白鍵卻井然，如南方夏夜的一「樹」玉蘭 

(B)它們就一「逕」香在那裡 

(C)一「瓣瓣」馥白都是待啟的夢 

(D)兩「缽」鳥巢和五「籃」翠玲瓏 

 

 

二、命題作文 20% 

題目：「表象」與「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