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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盧摯〈折桂令〉
：
「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過了三十。七十年間，十歲頑童，十歲尪羸。五十歲除分晝黑，剛
分得一半兒白日。風雨相催，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解說正確？
(A) 「十歲尪羸」指作者病了十年
(B) 「除分晝黑」指將白天、黑夜分開計算
(C) 「兔走烏飛」指走獸與飛鳥
(D) 「仔細沉吟」指品味美酒，吟詠詩歌
2. 張潮《幽夢影》：「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淵明為知己，□以和靖為知己，□
以子猷為知己，蓮以濂溪為知己，□以避秦人為知己，杏以董奉為知己。」文中□依序填入正確選項：
(A) 梅／竹／桃
(B) 桃／竹／梅
(C) 竹／桃／梅
(D) 梅／桃／竹
3. 下列何者不是「同義詞」？
(A) 「黔首」與「黎民」
(B) 「醜陋」與「貌寢」
(C) 「洒家」與「拙荊」
(D) 「椿萱」與「父母」
4. 若要贈送醫師匾額，下列哪一則題辭不恰當？
(A) 妙手回春
(B) 術著岐黃
(C) 功著士林
(D) 功同良相
5. 《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文中「務在四時」意指：
(A) 要時時刻刻勤於政事
(B) 要教導人民按四季耕種
(C) 要注意天氣早晚的變化
(D) 要防範季節的變化對於家畜造成的傷害
6. 以下「」中的詞語，何者不是狀聲詞？
(A) 簾外雨「潺潺」
(B) 「颯颯」東風細雨來
(C) 四壁蟲聲「唧唧」
(D) 楓葉荻花秋「瑟瑟」
7. 下列文句，何者無今昔之感？
(A)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B)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C)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D)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8. 甲、《儒林外史》 乙、《三國演義》 丙、《世說新語》 丁、《虯髯客傳》
以上各本古典小說，其年代先後順序為：
(A) 甲乙丙丁
(B) 丙丁乙甲
(C) 丙丁甲乙
(D) 丁丙乙甲
9. 〈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其中「遺」字的用法與下列何者相同？
(A) 秦無亡矢「遺」鏃，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B) 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不譽之甚也
(C)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D) 侍中、侍郎敦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10.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李煜被譽為「詞中之帝」
(B) 杜甫有「詩聖」、「詩史」之稱
(C)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指王維
(D) 「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是指柳宗元
11. 《左傳‧燭之武退秦師》
：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文中「行李之往來，共其乏
困」意指：
(A) 貨物搬來搬去，大家都感到疲倦
(B) 幫助秦軍運送行李往返，讓他們能夠休息
(C) 與各國往來必須致贈禮物，這樣才能得到援助
(D) 使臣行人來來往往，若有什麼缺乏，鄭國可以供應
12.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來。」詩中所指的水果和人物是：
(A) 荔枝／楊玉環
(B) 荔枝／武則天
(C) 蜜棗／趙飛燕
(D) 蜜棗／陳圓圓
13.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意在
強調：
(A) 獨善其身
(B) 兼善天下
(C) 勤儉治國
(D) 社會分工
閱讀測驗（14-15 為題組）
信安縣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
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14. 根據上述文字，王質碰到的「童子」數人是：
(A) 牧童
(B) 頑童
15. 上文中：「質起，視斧柯爛盡」的「柯」是指：

(C) 書僮

(A) 斧頭的刃面
(B) 斧頭的木柄
(C) 砍下的木材
16. 元代王實甫雜劇《西廂記》與下列哪部作品有承傳關係？
本試題（含封面）共 5 頁：第 2 頁

(D) 仙童
(D) 路旁的樹木

104 學年度私立醫學校院聯合招考轉學生考試
國文科試題
(A) 聶隱娘
(B) 李娃傳
(C) 鶯鶯傳
(D) 霍小玉傳
17. 「翩然／飛出一隻蝴蝶／草茨裡挣出一朵花」，如果將此詩改為畫作，最恰當的畫題是：
(A) 蝶雙飛
(B) 蝶戀花
(C) 解語花
(D) 莊周化蝶
18. 下列「」內的詞語，皆是生活中常用的祝頌語，用法合宜的選項是：
(A) 「弄瓦徵祥」用於祝賀生男
(B) 「瓜瓞綿綿」用於祝賀農產豐收
(C) 「近悅遠來」用於祝賀飯店開幕
(D) 「松柏同春」用於祝賀子孫滿堂
19. 下列「」內的成語，無錯別字的選項是：
(A) 年關將近，年貨大街上人群「熙熙嚷嚷」，熱鬧不已
(B) 本屆新生「人才擠擠」，代表學校參加任何比賽，都能奪得冠軍
(C) 楊教授雖然為人謙遜低調，但卻是「嚇嚇有名」的天文物理學權威
(D) 藝術創作要能創新出奇，如果只是「陳陳相因」，將永遠沒有獨特面貌
20. 下列「」內題辭使用錯誤的選項：
(A) 「業紹陶朱」用於祝賀商家開張
(B) 「琴瑟友之」用於祝賀新婚嘉慶
(C) 「福壽全歸」用於祝賀長者壽誕
(D) 「春秋筆法」用於祝賀報館開業
21. 「我以為美的是東方未明之時，我麤服蓬首的寤寐心情，或是于以采蘩，于澗之中的那一種肅敬，而人們卻說美的是
我！造化天壤的風采，怎可讓我一人佔盡？我寧可躲開熒熒的流眸，去赴激揚之水的約，白石皓皓若然有情，我牽裳
涉水，濕的不是素衣，是我暗暗孤寂的心。遠處村煙那兒，有人驚呼河岸有著沉魚，我不管，趁著大化濤浪尚未流逝
，我只想浣淨心中的那一疋紗。」(簡媜〈下午茶〉)作者在文中模擬哪一位古代美女來抒發心聲？
(A) 西施
(B) 宓妃
(C) 貂蟬
(D) 楊玉環
22. 下列哪一組「」中的字，讀音相同？
(A) 生「涯」規畫；招來「捱」罵
(B) 心思「縝」密；「瞋」目張膽
(C) 良「莠」不齊；「誘」惑不斷
(D) 「稜」角顯著；「菱」角纍纍
23. 下列哪一組「」中的字，讀音不同？
(A) 財源日「蹙」；遠近接「簇」
(B) 短「褐」穿結；羽「翮」不整
(C) 通「衢」大道；生我「劬」勞
(D) 晨興理荒「穢」；田中麥苗「穗」
24. 下列各詞語「」內之用字，何者正確？
(A) 文人自古相輕，對自己的文章卻「蔽」帚享之千金
(B) 聽「稗」官野史的故事，比較輕鬆自在，沒有負擔
(C) 老朋友好些日子沒見面，一旦相逢免不了寒「喧」一番
(D) 自稱路透社的消息多半是胡「皺」而來，且還喜歡加油添醋
25. 下列「」內之用字，何者有誤？
(A) 林書豪在美國職籃的表現，場場教人為他喝「采」
(B) 蘇東坡〈赤壁賦〉首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C) 這位網路美女極受大眾歡迎，所憑的就是她的笑「靨」可人
(D) 王勃〈滕王閣序〉名句：落霞與孤「騖」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26. 「張小姐成天聒□不休，也不怕說得唇乾舌□，惹人厭煩。像這種個性毛□的人，怎能耐得住枯□乏味的生活呢？」
句中□依序應填入：
(A) 譟、噪、燥、躁
(B) 噪、燥、躁、燥
(C) 噪、躁、躁、燥
(D) 譟、躁、燥、燥
27. 「雷□風行」、「□精圖治」、「大放□詞」、「一□不振」前述□中依序應填入：
(A) 厲、勵、厥、蹶
(B) 勵、力、蹶、獗
(C) 厲、厲、厥、獗
(D) 厲、力、彏、蹶
28. 下列「」內文字，何者正確？
(A) 他「孓」然一身，兩袖清風
(B) 「揖」捕走私是當前海防的重點
(C) 有人趁機「烘」抬物價，真是缺德
(D) 好的民意代表遇到該質詢的議題，總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29. 下列稱謂之用法，何者有誤？
(A) 稱人父子為「令尊」或「令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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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稱人兄弟為「賢昆仲」或「賢昆玉」
(C) 稱人夫婦為「賢伉儷」，夫婦自稱則為「愚夫婦」
(D) 稱自己家族親戚的長輩加一「家」字，如「家父」，晚輩則加「舍」字，如「舍弟」
30. 下列何者使用修辭學上的擬人法？
(A)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B)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C)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D)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31. 下列「」中讀音，何者有誤？
(A) 吸「吮」：ㄩㄣˇ
(B) 「彆」扭：ㄅㄧㄝˋ
(C) 「咋」舌：ㄗㄜˊ
(D) 「訕」笑：ㄕㄢˋ
32. 下列詩句何者與「仕途不遇的慨嘆」無關？
(A)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張籍〈節婦吟〉）
(B) 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秦韜玉〈貧女〉）
(C)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白居易〈琵琶行〉）
(D)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33. 「這時我忽然看到，山路的兩旁，□□著雨後盛開的幾百樹幾千樹的櫻花！這櫻花，一堆堆，一層層，好像□□似的，
在朝陽下緋紅萬頃，溢彩流光。當曲折的山路被這無邊的花雲遮蓋了的時候，我們就像坐在十一隻首尾相接的□□之
中，駕著駘蕩的東風，兩舷濺起嘩嘩的花浪，迅捷地向著初昇的太陽前進！」引文中□□內最宜填入之詞語依序為？
(A) 綻放／流星／花車
(B) 簇擁／雲海／輕舟
(C) 綻放／雲海／花車
(D) 簇擁／流星／輕舟
34. 《史記‧魯世家》記敘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周公之舉意同下列何者?
(A) 車胤囊螢夜讀
(B) 韓信一飯千金
(C) 劉備三顧茅廬
(D) 顏回簞食瓢飲
35. 「唉！經濟不景氣，就連夢幻集團也傳出跳票，聽說他們的財務狀況□□可危哩！」「你說的是那家□□大名、擁有
數十家連鎖店的大企業？」「沒錯，現在他們的員工、下游廠商和投資者全都憂心□□。」「怎麼會這樣？」「這原因
可複雜了，且聽我□□道來。」依序填入□內之疊字：
(A) 急急／頂頂／沖沖／委委
(B) 急急／鼎鼎／忡忡／委委
(C) 岌岌／鼎鼎／忡忡／娓娓
(D) 岌岌／頂頂／沖沖／娓娓
36. 閱讀以下詩詞，依其中點出的節日在一年之中的時間先後順序，正確的選項為：
甲、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乙、櫻桃桑椹與菖蒲，更買雄黃酒一壺。門外高懸黃紙帖，卻疑賬主怕靈符
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
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丁、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
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A) 甲丁乙丙
(B) 丁乙丙甲
(C) 丁丙乙甲
(D) 丙甲乙丁
37. 「現今市面上的絕大多數食品，都需要清楚標明保存期限，而一旦有了保存期限，食品便成了『時品』，正式進入資
本主義嚴格時間管控的『時物鏈』。」（張小虹〈資本主義的「時物鏈」〉）以上這段話的主旨為？
(A) 食品因為標有保存期限，而進入時間管控
(B) 透過保存期限，能將食品分門別類
(C) 沒有標示保存期限的食品，就不健康
(D) 保存期限符合資本主義對金錢的追求
38.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
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哪一句詩，直接道出詩題「左遷」之意？
(A) 一封朝奏九重天
(B) 夕貶潮陽路八千
(C) 肯將衰朽惜殘年
(D) 好收吾骨瘴江邊
39. 下列語句□□處皆與山有關，或為專名，或為泛稱，請依據釋義，依序填入正確選項：（甲）挾□□以超北海：比喻
做不到的事情。
（乙）高臥□□：比喻隱居不仕。
（丙）逼上□□：比喻被迫走上絕路，而做出自己不想做或不應做的
事。（丁）日薄□□：比喻事物接近衰亡或人近老年，殘生將盡。
(A) 泰山／東山／梁山／西山
(B) 東山／泰山／梁山／西山
(C) 西山／泰山／東山／梁山
(D) 東山／梁山／泰山／西山
40. 下列「」中的文字，何者讀音相同？
(A) 「枵」腹從公／偷矇「拐」騙

(B) 「匍」匐前進／「葡」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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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閃「鑠」其詞／瓦「礫」石堆
(D) 風吹草「偃」／「揠」苗助長
41. 下列詩句為唐代閨情詩，仔細閱讀後，□□請依序填入正確選項：
（甲）打起□□兒，莫教枝上啼（金昌緒〈春怨〉）
（乙）含情欲說宮中事，□□前頭不敢言（朱慶餘〈宮詞〉）
（丙）無端嫁得□□婿，辜負香衾事早朝（李商隱〈為有〉）
(A) 黃鶯／鸚鵡／金龜
(B) 黃鶯／鳳凰／乘龍
(C) 春雁／鸚鵡／金龜
(D) 春燕／喜鵲／乘龍
42. 「朝□暮楚／圍□救趙／完璧歸□／□大非耦」。其中□依序應填入的國名是：
(A) 秦／魏／趙／齊
(B) 秦／魏／趙／晉
(C) 魏／鄭／楚／秦
(D) 宋／秦／楚／晉
43. 納蘭性德〈木蘭詞〉
：
「驪山語罷清宵半，淚雨霖鈴終不怨。何如薄倖錦衣郎，比翼連枝當日願。」詞中運用中國古代
哪篇作品內容的典故？
(A) 杜甫〈潼關吏〉
(B) 白居易〈長恨歌〉
(C) 柳永〈雨霖鈴〉
(D) 樂府〈木蘭詩〉
44. 終□捷徑／翦燭□窗／虛□以待／□饋猶虛／抱痛□河，其中□依序應填入何字？
(A) 東／西／右／中／南
(B) 南／西／中／左／西
(C) 南／西／左／中／西
(D) 西／西／北／東／西
45. 《史記·高祖本紀》云：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
吾不如□□。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
有一□□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文中□□處，依序應填入：
(A) 子房／蕭何／韓信／范增
(B) 蕭何／子房／范增／韓信
(C) 蕭何／子房／韓信／范增
(D) 范增／蕭何／子房／韓信
46. 下列各組均有兩首詠物詩詞，哪個選項所詠之物相同？
(A) 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遲。
高標逸韻君知否，正是層冰積雪時
(B)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輕肌弱骨散幽葩，更將金蕊泛流霞。
欲知卻老延齡藥，百草摧時始起花
(C) 春紅始謝又秋紅，息國亡來入楚宮。應是蜀冤啼不盡，更憑顏色訴秋風／高拂危樓低拂塵，灞橋攀折一何頻。
思量卻是無情樹，不解迎人只送人
(D) 少年痛飲，憶向吳江醒。明月團團高樹影，十里水沉煙冷。大都一點宮黃，人間直恁芬芳。怕是秋天風露，染
教世界都香／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作百花王。競誇天下無雙豔，獨占人間第一香
47. 下列文句「」中，何者非自謙之詞？
(A)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B)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C)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D) 「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
48.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魏徵〈諫太宗十思疏〉）句中意旨與下列何
者最為接近：
(A)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B) 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
(C)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D)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49. 下列「」中的用字，何者正確？
(A) 真是家學淵源，妹子甘「敗」下風
(B) 這樣盛典，可惜來遲了，無法「恭」逢其盛
(C) 如今弄多少是多少，也只好是集「掖」成裘了
(D) 等明日早走，依舊如法「炮」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
50. 詩文使用數字有兩種情況：一為實數，如「北斗七星」之「七」
；二為虛數，如「萬人空巷」之「萬」
。下列何者為「實
數」？
(A) 將軍百戰死
(B) 十年寒窗無人問
(C) 落木千山天遠大

(D)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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