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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104 年度身心障礙國民自學進修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卷 

 科目：國文     

注意事項： 

1.請於虛線上方填寫准考證號碼與姓名。 

2.試卷上不得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圖畫，違反者以零分計。 

3.答案請寫在試卷各題答案格內，寫錯不計分。選擇題答錯不倒扣。 

一、選擇題：(  30 題，每題 2 分，共 60 分 ) 

（ C ）1. 下列文句中的「君子」，何者不是指居上位者? (A)「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B)「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 (C)「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D)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君子」不齒 

（ C ）2. 諸葛亮〈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隆也。」句中「所以」之意，與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A)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B)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C) 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D)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 A ）3. 在顧炎武〈廉恥〉一文中「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是強調： 

(A) 君子處亂世而不改操守  (B) 天助自助而人助 (C)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D)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 

（ B ）4. 蘇軾〈赤壁賦〉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句中所謂「逝者」、「盈虛者」    

          分別指的是：(A) 天、地 (B) 水、月  (C) 山、雲  (D) 木、石 

（ D ）5. 「茍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大事，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句中「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是比喻：(A) 見多識廣 (B) 見微知著 (C) 以暗窺明 (D) 所見狹小 

（ D ）6. 〈廉恥〉：「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由此可見四維的重要性依序為： 

(A) 禮＞義＞廉恥 (B) 禮義＞廉＞恥 (C) 廉＞禮義＞恥 (D) 恥＞廉＞禮義 

（ D ）7. 歐陽脩〈醉翁亭記〉一文中，描寫四季的景色各有不同。請將甲乙丙丁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甲)風霜高潔(乙) 

          野芳發而幽香 (丙)水落石出(丁)佳木秀而繁陰 (A) 甲乙丁丙 (B) 丁甲乙丙 (C) 丙甲丁乙 (D) 乙丁甲丙 

（ A ）8. 荀子〈勸學〉：「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這段話說明了什麼道理？(A) 為學貴在專一的學習態度  

          (B) 為學環境的重要 (C) 為學須以聖人之道為準繩 (D) 為學對於人的氣質改變甚大 

（ D ）9. 在韓愈的〈師說〉一文中，何謂「聖人無常師」？ 

(A) 聖人乃「生而知之者」，沒有人有資格為之師 (B) 聖人言行謹慎，不輕易收門生 (C) 聖人態度謙虛，處  

 處留心學問 (D) 聖人見賢思齊，沒有固定的學習對象 

（ C ）10. 「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李密〈陳情表〉中此句指？ 

 (A) 報仇 (B) 報怨 (C) 報恩 (D) 報喜 

（ B ）11. 「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意謂？ 

 (A) 望子成龍、望女成鳳之心切 (B) 學習環境之重要 (C) 眾口鑠金之可怕 (D) 移風易俗之困難 

（ C ）12. 《荀子．勸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此意謂為學必須？ 

 (A) 自立自強 (B) 順其自然 (C) 慎選環境 (D) 明辨是非 

（ A ）13.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頤〈愛蓮說〉）屬何種修辭格？ 

 (A) 排比 (B) 層遞 (C) 誇飾 (D) 借代 

（ C ）14. 下列選項各句，何者沒有使用到「層遞」修辭法？ 

 (A)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B)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C) 弟子  

 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D)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 A ）15. 關於韓愈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 (B) 以儒家道統自居，排斥佛老 (C) 曾因諫迎佛骨而被貶 

潮州刺史 (D) 詩作另闢蹊徑，發展奇崛險怪風格 

（ D ）16. 有關「詩經」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不正確? 

 (A) 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  (B) 內容包括：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C) 多為四言短句  (D) 是戰國時期南 

 方文學代表 

（ D ）17.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 

          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本詩所描寫的情境與下列何部小說最適合？ 

 (A) 水滸傳    (B) 西遊記 (C) 紅樓夢 (D) 三國演義 

（ C ）18. 有關於小說常識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 唐代的小說主要的體裁為筆記小說，多屬零星記事   

          (B) 宋代的小說稱為傳奇，是說書人的底本  (C)《紅樓夢》是中國小說中少數出於原創，而且成就非凡的  

          作品 (D)《聊齋誌異》、《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均為清代白話章回小說 

（ B ）19. 下列何者非中唐時期的詩人？ 

 (A) 韓愈 (B) 李白 (C) 柳宗元 (D) 賈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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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 〈項脊軒志〉文中述及時間「三五」之夜，即指「農曆十五日」月圓之夜，試問下列數字用法，何者與之相 

          同？(A) 她正值「二八」年華，卻能負擔家計，照顧弟妹，真不簡單 (B) 小玉上課被老師點名要回答問  

          題，她心裡頭「七上八下」，非常害怕出錯 (C) 孔子說過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而你都已經到了而立之年， 

          還不知道用功 (D) 我看他「十之八九」忘了我們的約定，所以到現在還沒有來集合地點 

（ B ）21. 有一幅輓聯「當年幸立程門雪，此日空懷馬帳風」根據內容判斷，它適合的對象是？ 

 (A) 商場人物 (B) 老師 (C) 醫生 (D) 政治人物 

（ C ）22. 儒家的教育重視「環境的影響」，下列何者不是強調「環境的影響」? 

(A) 一傅眾咻 (B) 里仁為美 (C) 一曝十寒 (D) 近朱者赤 

（ B ）23. 下列有關年齡的用語，由幼到長的排序正確的是： 

(A) 古稀-懸車-強仕 (B) 志學-弱冠-而立 (C) 知天命-不惑-耳順 (D) 周晬-花甲-垂髫 

（ C ）24. 孟子說「君子有三樂」，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A)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B)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C) 稱王於天下 (D)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 A ）25.「悄悄的我走了 / 正如我悄悄的來 / 我揮一揮衣袖 / 不帶走一片雲彩」這一段文字是哪位現代詩人的作品? 

(A) 徐志摩 (B) 余光中 (C) 胡適 (D) 鄭愁予 

（ A ）26. 下列各組成語，意思不相近的選項是： 

(A) 童山濯濯/首如飛蓬 (B) 沉魚落雁/閉月羞花 (C) 掃眉才子/詠絮之才 (D) 繞樑三日/響遏行雲 

（ B ）27. 〈學問的趣味〉：「趣味是慢慢的來，越引越多，像□□□□，越往下才越得好處。」缺空的成語是？ 

(A) 抱薪救火 (B) 倒喫甘蔗 (C) 信口雌黃 (D) 忍氣吞聲 

（ A ）28. 下列文句「 」內成語的使用不正確的選項是？ 

(A) 他的豐功偉業，可說是「罄竹難書」(B) 她通過了中級英文檢定考試，一臉「神氣揚揚」 (C) 他說起話

來幽默風趣，總能使「滿座春風」，氣氛熱絡 (D) 做任何事量力而為，別妄想「蚍蜉撼樹」 

（ D ）29. 下列何者與重陽節習俗無關？ 

(A) 登高 (B) 敬老 (C) 飲菊花酒 (D) 插菖蒲艾草 

（ C ）30. 夏宇〈甜蜜的復仇〉是一首超逸常軌、令人回味無窮的情詩，必須本文和題目一起閱讀，才能領略它的豐富   

         意涵。」──陳義芝《不盡長江滾滾來》。詩題中，甜蜜與復仇是矛盾的，或許是將要失去的，而有恨，才需要  

         報仇吧。但這心裡還是充滿濃烈的愛，才想要永久保存愛人的記憶。詩題＜甜蜜的復仇＞與內容必須合看，才 

         更能明白此詩的意旨。因為夏宇擅於運用詩題與詩的內容相互補足搭配的方式來呈現完整的一首詩。現在請試 

         著將夏宇〈甜蜜的復仇〉的語句次序排列起來：「把你的影子   甲、風乾 乙、下酒 丙、加點鹽 丁、醃起來 戊、 

         老的時候(A) 甲丁乙戊丙   (B) 戊丙丁甲乙  (C) 丙丁甲戊乙  (D) 甲丙丁戊乙 

二、作文：(  40 分 ) 

題目：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