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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主任雖然每天要處理繁多的事務，但他□□□□，從未延誤一件工作。」□□□□不
可填入哪一個選項？
(A) 決斷如流

(B) 應付裕如

(C) 看人行事

(D) 指揮若定

2.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為有我們仨。我們仨失散了，家就沒有了。剩下我一個人，
又是老人，就好比□□□□的羈旅倦客；□□□□，能不感歎『人生如夢』
『如夢幻泡影』！」
依序最合適填入□□□□的選項是：
(A) 天涯歸來/鄉音無改
(B) 馳騁游懷/海天遼闊
(C) 無法言語/往事如煙
(D) 日暮途窮/顧望徘徊
3. 「寂靜的我獨坐在寂靜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眼窩就會流出淚水，提筆則更
是淚流不止，毫無辦法，已成疾。」(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序》) □□□□應填入哪
一個選項？
(A) 寤寐思服
(B) 草木零落
(C) 與世浮沉
(D) 不期而至
4. 「因為沒有真正□□人才的地方，所以沒有真正人才出現；因為沒有澄明清晰的見解，所
以沒有剛毅果敢的決策與□□。」
（陳之藩〈勇者的聲音〉）依序最合適填入□□的選項是：
(A) 培養／時代
(B) 陶鑄／作為
(C) 出產／制度
(D) 化育／恆心
5. 「歲月□□不久留，當年還就讀小學的小女娃兒，如今已是□□玉立的少女了；懂事的她，
見到了經營水果攤的母親每天在熙熙□□的人群中叫賣著，於是決定每天下課後就來分擔
母親的辛勞，鄰近攤位的婦人莫不對她□□讚嘆。」依序最合適填入□□的選項是：
(A) 沖沖／婷婷／琅琅／咋咋
(B) 匆匆／婷婷／攘攘／嘖嘖
(C) 攸攸／亭亭／嚷嚷／咋咋
(D) 悠悠／亭亭／攘攘／嘖嘖
6. 「黃昏里，街上各處飛著小小的蝙蝠。望到天上的雲，同『晨曦中』的老鴰，背了小孩子
們到門前站定了的女人們，一面搖動背上的孩子，一面總輕輕的唱著『憂鬱淒涼』的歌，
『娛悅』到心上的『寂寞』。」上文『 』中的語彙，運用最不合適的選項是：
(A) 晨曦中
(B) 憂鬱淒涼
(C) 娛悅
(D) 寂寞
7. 閱讀以下三短文，選出依序最合適填入□□的選項：
甲、隧道內如同幽浮，時間魔術師出手的好時機，車窗玻璃反映日光燈的流影，幻成泅
泳的□□。
（林俊穎〈遠行〉）
乙、他已把最美的身段留下／就不必再說什麼／推倒也罷／熔了更好／他最最在乎的／
是那群鴿子 從此／失去一個咕咕的所在（辛鬱〈□□〉）
丙、妳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已經到了生命的渡口，擁有一張橫渡□□的船票，看擺
渡者何時幫妳劃位。（賴志穎〈獼猴桃〉）
(A) 水母／銅像／冥河
(B) 河豚／橋樑／銀河
(C) 海獺／燈塔／恆河
(D) 飛魚／招牌／星河
8. 文天祥〈正氣歌〉：「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詩中的「三綱」是指：
(A) 知、仁、勇
(C) 君臣、父子、夫婦

(B) 詩、書、執禮
(D)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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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古人在詩歌或文章裡，常以□風表示季節，如以「楊柳風」表示「春」
。下列哪個選項的說
明最恰當：
(A) 「東風」無力百花殘：秋
(B) 瑤琴一曲來「薰風」：春
(C) 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夏
(D) 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冬
10. 賈誼〈過秦論〉
：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句中的「拱手」是形容「輕而易舉」
。以
下選項的意涵與此相近的是：
(A) 馮唐易老
(C) 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

(B) 挾太山以超北海
(D)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11. 丘遲〈與陳伯之書〉：
「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是比喻：
(A) 性喜冒險犯難
(B) 生活之自由自在
(C) 表演技巧之高超
(D) 處境之危殆
12.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前後意思相同的選項是：
(A)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B)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
(C)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詔書特下，「拜」臣郎中
(D)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
13.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前後意思相同的選項是：
(A) 最近「氣象」變化多端，難以預測／這棟建築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昔日豪華的「氣
象」
(B) 讓蝸牛停在掌心，珍惜剎那的「邂逅」／男女主角在雨中「邂逅」，沉醉冬季戀歌
(C) 「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幸及風雪霽，「青春」
滿江皋
(D) 「生氣」不利健康，既傷神又傷身／近日霪雨霏霏，向日葵病懨懨的，缺乏「生氣」
14. 台灣文學作品中，常運用日常生活語言。下列哪一個選項的敘述最為恰當：
(A) 為了生活，他贌了幾畝田地耕作。─「贌」，意為承租、包辦
(B) 始能度那近於似人的生活。─「度」，猜測之意
(C) 製糖會社讓他的生活有了依靠。─「會社」，即「工會」，為勞工社團
(D) 他先糴了一些米，以備新春的糧食。─「糴」，賒借之意
15. （甲）貴賤禮隔，以「報」絕交之旨。
（乙）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
（丙）誰習計會，
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丁）「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戊）梁使三
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己）還來「就」菊花。以上「 」中的字，作動詞使用的是
哪一選項：
(A) 甲乙丁己

(B) 甲丙丁戊

(C) 乙丙丁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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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由意思相異的兩個字所組成的詞語，只偏重其中一個字的意思，這類詞語稱為「偏義複詞」
。
請問下列「」中不是偏義複詞的選項是：
(A) 明知投資一定賠錢，他仍不計「利害」，一意孤行
(B) 領導者應賞罰分明，不宜因個人好惡，而有所「異同」
(C) 消防員不顧個人「安危」，衝進火場協助救援
(D)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17. 「情深意厚」一詞，在構詞上「情深」與「意厚」屬於並列關係。下列也是這樣構詞法的
選項是：
(A) 得道多助

(B) 種瓜得瓜

(C) 曲高和寡

(D) 養尊處優

18. 日常生活中常見一些外來語，如「便當」一詞，即源於日語。下列文句「」內，不屬於外
來語的選項是：
(A) 餐廳有服務生代客「泊車」
(B) 偶像明星都有很多「粉絲」
(C) 那家日式「涮」涮鍋好吃又便宜
(D) 便利商店提供「宅急便」服務
19. 下列常用的詞語，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 勢力眼
(B) 怨天尤人
(C) 名信片

(D) 室內裝簧

20. 「一個作者早期的青年作品與晚期的成年作品不相同，並非不常見。這畢竟是個人的小事，
但影響卻太大了。僅以海明威而論，他早年所寫西班牙內戰的小說，何其華麗；而他最後
的短作《老人與海》又何其□□！這種變化與其說是文風的改易，不如說是思想的□□。」
依序最合適填入□□的選項是：
(A) 美豔／退化
(B) 精彩／進步
(C) 淡雅／成熟
(D) 動人／延續
21. 今有上聯「一代江山環古宇」，請按照對仗的規則，選出最適合的下聯：
(A) 天開景運年年盛
(B) 百年奎壁煥華堂
(C) 百福年增世業長
(D) 四海交遊晏子風
22.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函送各地方政府的公文如下︰「本局辦理○○學年度重要傳統表演藝術
校園合作推廣計畫，惠請轉知所屬國中、國小及高中（職）報名參與，請□□。」□□應
填入以下哪一選項？
(A) 鑒核
(B) 查照
(C) 核備
(D) 備查
23. 有關信箋「結尾敬辭」的用法，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泣請 鈞安」用於尊親
(B) 「恭請
(C) 「拜請 教安」用於政界
(D) 「即請

福安」用於商界
大安」用於平輩

24. 下列對「題辭」的說明，哪個選項最恰當：
(A) 「詩題紅葉」、「直上青雲」是用於祝賀考試高中
(B) 「大展鴻猷」、「駿業宏興」是用於祝賀商店開幕
(C) 「蘭階吐秀」、「才子佳人」是用於祝賀他人生子
(D) 「民心所向」、「業紹陶朱」是用於祝賀民意代表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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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左傳．燭之武退秦師》)下列哪一
選項的解說最恰當？
(A) 鄭國背叛晉國，依附楚國
(B) 鄭國對晉國無禮，但國力僅次於楚國
(C) 鄭國背叛楚國，對晉國無禮
(D) 鄭國對晉國無禮，毀謗晉國比不上楚國
26. 「告別了白帝城，便進入了長約二百公里的三峽。在水路上，……你絕不會覺得造物主在
作過於冗長的文章。」(余秋雨〈三峽〉)文中「文章」的意義，與下列哪個選項最接近：
(A)
(B)
(C)
(D)

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天恐「文章」中道絕，再生賈島在人間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27. 「眾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水滸傳．第七回》)。文中的「耳
根」與下列哪個選項中的「耳根」意義相同：
(A) 他酒喝多了，耳根子都紅了
(B) 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用意識聞耶
(C) 教官要求所有同學頭髮必須與耳根齊
(D) 不要取笑她了，她的臉已經紅到耳根
28. 陳列〈八通關種種〉
：
「有的則已難覓蹤跡，掩沒在荒野蔓草中。而八通關上的清營壘和日
警的駐在所，如今也只剩下若干石階。」最接近本文意思的選項是：
(A)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B)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C)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D)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29. 林徽因〈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戰陣亡〉︰「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這沉默的光榮是
你。」選出解說最合適的選項：
(A) 林徽因之所以「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是因為她認為白話文無法寫祭文
(B) 林徽因認為林恒死得太簡單
(C) 林徽因用「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來悼念林恒為國犧牲
(D) 林徽因認為林恒沉默而死是一種光榮
30. 請在下列文句中，選出語言、文意最合乎邏輯的選項：
(A) 挫敗感就像是惡靈般，把我推向深淵，淹沒我的希望，撕裂我的信心
(B) 沒有櫻桃樹就沒有華盛頓，沒有蘋果樹就沒有牛頓，可見樹有多重要
(C) 父母與小孩之間有代溝，我們要當一個挖溝者，努力把溝挖掉
(D) 快與慢是祖先傳給我們的精神，所以我們要傳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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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古文常見省略主語，如：
「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
（〈禮運．大同〉）
「出，遊
於觀之上」省略了主語「孔子」
。
《論語》
：
「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不能死」的主語是「桓公」
(B) 「不能死」的主語是「公子糾」
(C) 「又相之」的主語是「管仲」
(D) 「又相之」的主語是「公子糾」
32. 杏林子〈現代寓言〉
：
「有段時間，荷花承受太多的讚賞，等到掌聲漸息，他反而若有所失，
渾身不自在。造物者說：
『酗酒的人，沉醉於酒精之中；賭博的人，迷失於數字之間……』」
下列哪個選項的說明最恰當：
(A)
(B)
(C)
(D)

慣於擁有，反而欠缺內省的智慧
凡事謹守中庸之道，勿太過與不及
大自然是一本大書，要用心讀，用力念
分享的快樂是加倍的，分擔的痛苦是輕省的

33. 下文所說的「君子」和「小人」，區分的原則是：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
「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
「昔者偃也聞
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
戲之耳。」(《論語》)
(A) 學問多寡

(B) 本性善惡

(C) 道德優劣

(D) 地位高下

34. 閱讀下文，選出解說最合適的選項：
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時，又謂之「月夕」
。此際金風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
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
歌，以卜竟夕之懽。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子女，以酬佳節。雖陋
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賣買，直到五鼓，玩月遊人，婆
娑於市，至曉不絕。蓋金吾不禁故也。(吳自牧《夢粱錄．中秋》)
(A) 中秋之夜月光滿盈，貴族豪門不敢接近危險高樓，只靠在窗邊賞月，飲酒作樂，直
至清晨
(B) 至於商販人家，也登上小小樓台賞月，並安排家族餐宴，子女們也回家團聚，共度
佳節
(C) 但是居住在陋巷貧窮的人們，則衣衫襤褸且無錢買酒，只能望月虛度
(D) 中秋之夜，京城街道買賣生意昌隆，熱鬧非凡，百姓們聚集在市集上賞月，流連忘
返，一直到宵禁時刻才散去
35. 閱讀下文，選出解說最合適的選項：
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
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
「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
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
帝曰：
「諸君知獵乎？」曰：
「知之。」
「知獵狗乎？」曰：
「知之。」高帝曰：
「夫獵，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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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
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群臣皆莫敢言。
（司馬遷《史記．蕭相國世家》）
(A)
(B)
(C)
(D)

高祖以「功狗」比擬蕭何對他的忠心耿耿
高祖以「功人」比擬爭功群臣領軍征戰的貢獻
高祖感念蕭何率領家族投效漢營的忠心
群臣對於高祖之論功行封，始終心生不滿，而且敢怒不敢言

36. 關於下文的說明，下列哪個選項最不合適：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
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槓，昨憐破襖寒，今
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
嫁衣裳。
(A) 本文主旨在慨嘆世事無常、轉頭成空
(B) 「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句中「膏粱」指富家子弟，「煙花巷」指妓院
(C) 「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句中「強梁」指國家的棟樑
(D) 「為他人作嫁衣裳」指只是為他人辛苦忙碌罷了
37. 閱讀下文，選出解說最合適的選項：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
「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
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
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
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晏子春秋》）
(A) 景公出獵遇到虎、蛇而不驚疑，顯現其性格穩重的王者之風
(B) 晏子認同打獵遇虎、蛇，乃國家不祥之兆
(C) 晏子認為國之根本，在於用人唯賢，知賢善任
(D) 晏子認為遇虎、蛇雖不祥，若能夷平虎、蛇之穴，則能避禍趨吉
38. 閱讀下文，選出解說最合適的選項：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驚，
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鞍，謂馭者曰：
「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
士，則固不破碎乎？」(惠洪《冷齋夜話》)
(A) 石曼卿常飲酒遣性，才學超脫，又精通戲曲，善於粉墨登場
(B) 石曼卿因為酒癮發作，馭馬失控而摔落地上，引來街市人潮圍觀
(C) 石曼卿墜馬，因為市人圍觀取笑而惱羞成怒，並辱駡馭者
(D) 石曼卿以詼諧風趣的方式輕責馭者，並化解尷尬

本試題（含封面）共 10 頁：第 7 頁

108 學年度私立醫學校院聯合招考轉學生考試
國文科試題
39. 閱讀下文，選出解說最合適的選項：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
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
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墨子．魯問》）
(A)
(B)
(C)
(D)

公輸子做木鵲所花的時間，不必超過三天，自以為工藝精巧
墨子認為公輸子製作車轄的技藝高於其製作木鵲的技藝
公輸子向墨子請益如何提升工藝技巧
墨子認為公輸子的工藝對人無利，不能算是精巧

40. 「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
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三國志．諸葛亮傳》)選出解說最合適的選
項：
(A) 以「管（仲）、蕭（何）」烘托諸葛亮的政治才能
(B) 以「城父、韓信」讚譽諸葛亮的軍事才能
(C) 蕭何、韓信皆漢武帝股肱，一文一武，興漢有功
(D) 此段文字旨在說明諸葛亮之所以功敗垂成，只因無名將相佐
41. 「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李白〈長干行〉)請推敲詩句
的意涵，最接近本文情境的選項是：
(A)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B)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C) 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D) 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42. 孟子推崇孔子為「聖之時者」
，是說孔子進退、處事，皆能適合時宜。以下能夠為「聖之時
者」作註解的選項是：
(A)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B)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C)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D)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43. 「我開始在顏真卿的字中，看到戰亂中生命一絲不苟的端正，那種『 』的歷史的莊嚴，
其實遠不是『造型美術』四個字能夠解答，而更是一種生命的實踐罷。」
（蔣勳〈我與書畫
的緣分〉）
『 』應填入哪一個選項？
(A)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B) 知其不可而為之
(C)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D)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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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
恨水長東。」(李煜〈相見歡〉)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解說最不恰當:
(A) 世間好物不堅牢，美好的時光總留不住
(B) 這首詞以「相見歡」為題，以期待他日相聚破題
(C) 美好的花兒怎經得起風雨的摧殘
(D) 人生恨事多，如東逝水，不止不休，永無盡頭
45-46 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作答：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
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
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
中沚。(《詩經．蒹葭》)
45. 詩中的「白露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所指涉的意涵最適合的選項是？
(A) 道長又阻
(B) 時間流逝
(C) 伊人如露
(D) 霜寒露重
46. 「蒼蒼」、
「萋萋」、「采采」的意思為何？選出適合的選項：
(A) 茂盛

(B) 蒼翠

(C) 勁挺

(D) 枯萎

47-48 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作答：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為琴，絃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
使國工視之，曰：
「弗古」
，還之。工之僑以歸，謀之漆工，作斷紋焉；又謀之篆工，作
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朞年，出之，挽之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
樂官傳視，皆曰：
「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嘆曰：
「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
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於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劉基〈工之
僑獻琴〉)
47. 工之僑所以遁隱，這是因為：
(A) 不願被世俗所感染
(B) 逃避貴人發現琴為仿古
(C) 無意追求金錢與奢侈的盛名
(D) 唯恐有朝一日被樂官發現琴係仿古
48. 本文主旨在諷諭：
(A) 貪圖小利只求速成的人
(B) 徒慕風雅不重實際的人
(C) 趨炎附勢只圖表面的人
(D) 好高騖遠投機取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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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 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作答：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臨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
自言曰：
「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
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
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
「汝敢肆妄言，萬一不驗，須
伏法。」校笑曰：
「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邪！聊欲安眾心耳。」(沈括《夢
溪筆談》)
49. 在老軍校對范雍所說的話裡，其中哪一句最能「壯人心」？
(A)
(B)
(C)
(D)

若有不測，某甘斬首
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
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
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

50. 下列文句，如果在□中加入主語，哪個選項最為恰當：
(A) 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延安
(B) 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范雍
(C) 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虜人（党項）
(D) 若城果陷，何暇殺我邪！□聊欲安眾心耳──范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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