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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 

語文（國文）試題 

 

適用系所：語文教育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班 

 

一、基本語文能力測驗（每題 2%，共 10%）  

1. 下列成語何者兩兩相近？ 

①蚍蜉撼樹：螳臂當車        ②秋扇之捐：日薄西山 

③采薪之憂：喪明之痛        ④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2. 下列哪一選項沒有錯字？ 

(A) 搬門弄斧 

(B) 趨之若騖 

(C) 歿齒難忘 

(D) 玩歲愒時 

 

3. 「親眼見過壯麗的景色，也目睹腐朽的人身；嗅聞田園間清新的香氣，彷彿一

切追尋都可以找到珍惜你的人、擁抱你的地方。也聞過揮之不去的腐敗屍味，

提醒另一個終點等著收割人生。嚐過多汁的果實、酸餿的剩菜、血腥的鐵鏽味。

涉過潺潺地為我的雙腳歡唱的溪流，走過長長的只有一人獨行的泥濘。聆賞過

山林間悠揚的鳥語，微風吹穿樹葉的沙沙之歌，聽過梵唱、耳聞哀哭。驗證過

慾望之歡愉、刀刃劃出傷口、生產之裂身痛楚。曾感受蝴蝶吻著手臂，帶來一

個宇宙藏在其中的觸覺，領受暴雨鞭打全身視你為天庭逃犯的痛感。啊，完整

的人生應該□□□□，且不排除□□□□。」空格處填上什麼語詞最能呼應全

文？ 

(A) 五味雜陳；遍體鱗傷 

(B) 五光十色；逝者如斯 

(C) 五顏六色；莫衷一是 

(D) 五花八門；專心一致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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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眾人將寶琴所經古蹟為題，作了十首懷古絕句，其中一

首為〈梅花冠懷古〉，「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嬋娟？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此詩內容涉及了哪一文學名著的內容？ 

(A) 元稹《鶯鶯傳》 

(B) 湯顯祖《牡丹亭》 

(C) 蒲松齡《聊齋誌異》 

(D)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 

 

5. 「根據聯合國發展組織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全球175個國家當中□有34個低

度發展國家□其中就有 29 個在非洲□比臺灣土地面積大四倍的馬拉威□人口

不到臺灣的一半□人口平均成長率僅 1.9%□即使每個婦女平均生育 6.1個小孩

□能活下來的卻不多□小於15歲的人口數就占總人口數5成之多□平均壽命則

是 37.5歲□而他們的平均國民所得為 615 美元□是世界第三貧窮的國家。」上

列□處，使用不到何種標點符號？ 

(A) 冒號： 

(B) 分號； 

(C) 句號。 

(D) 破折號── 

 

二、閱讀理解能力測驗（每題 2%，共 20%） 

（一）請閱讀下文，並回答 6~10 題。 

中國的俠，或者是中國的俠義也是基於在一個共享、共有的背景、價值觀，

以及思想傳統而形成的。在春秋戰國養士、用士之風盛行的催化下，成就了刺

客這類人物的出現。刺客注重的是感情，強調有恩必報，都有政治意圖，不見

得有固守的原則和遵循的理念，卻肯為了伯樂而犧牲自己的生命。例如士為知

己者死的豫讓，用心不二；或如聶政割臉皮、挖眼睛，避免連累嚴仲子等，他

們沒有獨立的地位，常依附於權貴門下，成為專為恩主行刺之人，也因此，所

作所為驚天動地。相對地，游俠則居無定所，不蓄私財，以「行俠仗義」為己

任。浪跡天涯，路見不平即拔刀相助，多為鋤強扶弱、劫富濟貧之輩。他們不

論是依附權貴或是獨立行走江湖，皆可依照自己的原則和理念行事，雖不免遭

人非議，但仍用自己的方式實現理想。 

俠的人格特質，第一個是言必信，行必果，已諾必誠，不愛其軀，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在最深刻的動機上，俠沒有儒家進取淑世的精神，不論在表現上如

何仗義守信、濟弱扶傾，俠的根本信仰和他的身世、行腳一樣，都有一點飄忽、

有一點萍蹤不定；是以他不能等同於救苦救難的英雄，不能有神通、不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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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最卓越的神通法力應該是遠離人群、遠離功名、遠離世俗的洞見。 

（節錄自張大春《效忠與任俠──七俠五義》）                             

6. 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A) 伯樂：泛指一般刺客 

(B) 洞見：目光短淺的愚見 

(C) 豫讓：態度恭敬而禮讓 

(D) 羞伐其德：以自誇品德為可恥 

 

7. 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俠缺乏儒家進取淑世的動機 

(B) 俠因居無定所、不蓄私財，必須依附權貴才能鋤奸扶弱、行俠仗義 

(C) 刺客之流注重感情，有恩必報，且有明確的政治意圖、固守的原則和遵循

的理念 

(D) 聶政遭受嚴仲子割臉皮、挖眼之酷刑，卻死而無憾，是「士為知己者死」

的典範 

 

8. 依據上文，春秋戰國時期出現刺客主要原因為何？ 

(A) 伯樂之死 

(B) 清談風氣 

(C) 禮樂制度崩壞 

(D) 養士、用士之風盛行 

 

9. 「俠」的人格特質和信仰，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士為知己者死 

(B) 等同於救難英雄 

(C) 言必信、行必果，仗義守信、濟弱扶傾 

(D) 遠離人群、遠離功名、遠離世俗的洞見 

 

10. 「刺客」和「俠」的差別何在？ 

(A) 前者重在「忠」，後者重在「義」 

(B) 二者都是強烈的個人主義，行事依個人好惡，故譽毀參半 

(C)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可用以說明二者行走江湖的處

事原則   

(D) 二者秉持利己主義精神，實現自身的信仰與價值，且經由文人塑造，而擁

有無所不能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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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閱讀下文，並回答 11~15 題。 

僧圓澤傳 

蘇軾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

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

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 

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嵋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路，源不可，

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

遂自荊州路。 

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

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

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

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

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告王氏，出家財，葬澤山

下。 

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 

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

曰：「三生石上舊精魂，賞月吟風莫要論；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

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

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

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 

…… 

 

11. 本文主要是講述哪兩人之間的故事？ 

(A) 李憕、李源 

(B) 李源、圓澤 

(C) 圓澤、婦人 

(D) 李源、牧童 

 

12. 李源為何「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A) 悲憤父親死於戰亂之中 

(B) 因安祿山之亂避世自保 

(C) 年輕時豪侈游佚散盡家產 

(D) 父親亡故依喪禮儀節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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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中李源為何「悲悔」？ 

(A) 圓澤即將亡故，後悔之前與他意見不合 

(B) 後悔對圓澤用情至深，離別時才會如此悲痛 

(C) 後悔順從圓澤的意見，才會遇見圓澤來生之母 

(D) 後悔堅持由荊州至蜀，造成圓澤亡故投生來世 

 

14. 文中「三生石」是指哪三生？ 

(A) 李憕、李源、牧童 

(B) 圓澤、婦人、嬰兒 

(C) 圓澤、嬰兒、牧童 

(D) 李憕、圓澤、嬰兒 

 

15. 《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中見一僧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

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神瑛侍者，日以

甘露灌溉，這絳珠草便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精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

脫卻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游於離恨天外，飢則食蜜青果

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五內便鬱結著一段

纏綿不盡之意。」借用〈僧圓澤傳〉「三生石」典故於寶、黛前世—神瑛侍者

與絳珠仙草。《紅樓夢》的借用使「三生石」故事的喻意產生何種變化？ 

(A) 從「友誼」擴展至「愛情」 

(B) 從「信守諾言」轉而為「此情不渝」 

(C) 從「同性愛戀」轉移至「異性愛戀」 

(D) 從「命定」觀念轉而為「人定勝天」信念 

 

三、語文摘要能力測驗(20%) 

閱讀下列文章，先為本文重新下標題（10 個字以內），再以 150~300 字摘錄重點。 

1938年，哈佛大學開始了一個歷史上最久的成人性向、人格和智商的研究，

這計畫一直進行到 2013 年。75年後，由第四代主持人，78歲的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教授把它寫成書發表。因為它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越戰等美國社會的

大變遷，所以資料很珍貴，可惜當時哈佛只收男生，不收女生，是一大遺憾。

參加研究的都是當時精英，包括美國總統甘迺迪在內。這分調查所顯示出的人

生，現在讀起來分外有意義。 

這個研究發現，基因沒有我們想像的重要，智商一旦超過 110 之後，就和

智商 150 的人沒有什麼差別。也就是說，只要智力正常，後天的成就在乎個人。

成功的不是最聰明的人，卻是最有毅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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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很多家長迷信智商，常焦急地問：有沒有什麼方法使我的孩子更

聰明一點？嬰兒奶粉也大打廣告，宣稱吃了這個牌子的奶粉會成為天才。其實

智慧是基因和環境互動的產物，聰明如哈佛的畢業生，也有一事無成的。小時

候家境不好、要靠獎學金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的人，老年時，生活反而幸福，因

為逆境鍛練出毅力和感恩。曾有一個研究問：「最能帶來快樂的是……？」答案

是「失而復得的東西」。只有得來不易或失而復得時，人們才懂得珍惜和感恩。 

研究又發現，80 歲以後的健康跟他們 50 歲以前的生活習慣有關，跟父母是

否長壽的關係只占 20%。原來，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交活動和人際關係。有好朋

友定期聚餐、打球、有和諧婚姻和親密家庭關係的人活得最長、最健康。研究

同時還發現，在感情上得分最高的前 58 名參與者，他們的薪水比得分最低的 31

個人平均高出 1 萬 4 千美元，而且事業成功率高了 3 倍。這是因為情緒（包括

自我控制）是事業和人際關係成功的必要條件，諾貝爾經濟獎得主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 1970 年追蹤 1 萬 7 千名嬰兒到他們 38 歲，結果也是發現自我控制

是這些人成年後，決定生命滿意度最高的 3 個因素之一（另外兩個是品格和毅

力）。 

最近的研究更發現，創造力與情緒有直接的關係，人在心情好的時候，新

點子會源源不斷地湧出；而愁眉不展時，只會怨天尤人。尤其 21 世紀是個團隊

合作的世紀，職場留不留得住人才的頭 3 個原因是：得不得到老闆的重視、自

己的能力能不能發揮出來、及團隊和不和諧。我們以為最重要的薪水，其實才

排在第 4 位。所以人際關係好，在職場容易被升遷，自然薪水就高了。 

（節錄自洪蘭〈人生成就與幸福的祕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