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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講義 

第壹篇 命題趨勢與基本功 

第一章 測驗題型與範例 

壹、閱讀測驗題型 

１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說我不吉利； 
我不能呢呢喃喃討人家歡喜！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飢。 
我不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不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 
（胡適〈老鴉〉） 

（參考８９年司法人員四等司法官特考）

 
（  ） 這首詩中是以哪四種鳥作對比？ 烏鴉、燕子、鳳凰、鴿子 烏鴉、

鸚鵡、鳳凰、燕子 烏鴉、燕子、鸚鵡、鴿子 鳳凰、鴿子、鸚鵡、

燕子 
（  ） 本詩作者頗以什麼樣的人自許？ 先知先覺，獨領風騷 救世救人，

舍我其誰 追求真理，寧死不屈 義之所在，萬死不辭 
（  ） 本詩作者強調的是： 居住自由 言論自由 結社自由 學術自

由 
（  ） 下列哪一項是本詩所未曾含寓的？ 關懷國家 悲憫不忍的執著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使命感 寧願為自由獨立付出代價 希望在位者重

用，以一展長才 
 
【答案】：。答案有爭議，當為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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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扶搖直上，小小的希望能懸得多高呢 
長長一生莫非這樣一場遊戲吧 
細細一線，卻想與整座天空拔河 
上去再上去，都快看不見了 
沿著河堤，我開始拉著天空奔跑 
（白靈〈風箏〉） 

（國家考試國文科專案小組自擬）

 
（  ） 就本詩的風格而言，下列哪一項最為正確： 夾敘夾議，宣示了生命的

尊嚴 觀察細膩，具現了風箏的特質 想像生動，舖陳了人類欲飛不

得的困滯 情韻深致，刻劃出風箏高飛的寂寥 
 
【答案】：。 
 
３ 
北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來，千樹萬樹梨花開。 
散入珠簾溼羅幕，狐裘不煖錦衾薄。將軍角弓不得控，都護鐵衣冷難著。 
瀚海闌干百尺冰，愁雲黲淡萬里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不翻。輪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路。 
山迴路轉不見君，雪上空留馬行處。 
（岑參〈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大學入學考試國文科命題參考手冊之編製研究報告）

 
（  ） 本詩的脈絡是： 詠雪與送別分開 以雪景為脈絡 以錯綜的方

法，將詠雪與送別結合成一整體 以送別為脈絡 
（  ） 本詩前四句旨在描寫塞外什麼景象？ 雪降得早又猛 北風捲白草 

春天降臨得早 梨花盛開 
（  ） 本詩自第五句至第八句，那一字，可作為這四句內容的依著點？ 散 

薄 冷 濕 
（  ） 本詩前八句，描寫景物的方法是： 由高而下 由低而上 由遠而

近 由近而遠 
（  ） 下列各句，何者最可表現：從側面表露友情篤厚之作法？ 散入珠簾濕

羅幕，狐裘不煖錦衾薄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山迴路

轉不見君，雪上空留馬行處 輪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路 
（  ） 下列何者是用短促內斂的入聲韻，配合瑟縮的酷冷，增加寒氣逼人之感？ 

下轅門、凍不翻 錦衾薄、冷難著 不見君、馬行處 百尺冰、

萬里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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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４ 
《論語選》： 
Ⅰ、 子路問政。子曰：「先之，勞之。」請益。曰：「無倦。」（〈子路〉第一章） 
Ⅱ、 子曰：「其身正，不令而行；其身不正，雖令不從。」（〈子路〉第六章） 
Ⅲ、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不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路〉第十三章）

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不正？」 
（〈顏淵〉第十七章） 

Ⅴ、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殺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殺？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第十九章）

（９０郵政公路升資－士級晉佐級）

 
（  ） 上述各章所言，旨在說明，為政者應： 擇善固執 以身作則 犯

顏直諫 謙恭有禮 
（  ） 「其身正，不令而行；其身不正，雖令不從。」意謂： 為政首在選用

正直的人 為政以修身正己為先 為政者必先正人，方能正己 為

政者得國君信任，才能執行命令 
（  ） 下列各詞語之解釋，何者正確？ 草上之風必「偃」：吹走 「苟」

正其身：發語詞，無義 子「帥」以正：模範 以「就」有道：親近 
（  ） 「小人之德草」，所謂「小人」一詞與下列何者解釋相同？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利。」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易使。」 
「君子易事而難說，小人難事而易說也。」 

（  ）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比喻： 在上位者以德

化民，則人民遵從其德化 人民行事純正，則上位者受其感化 上位

者以權勢指揮人民，人民自會遵從 上位者清靜無為，而民自化 
 
【答案】：；；；；。 
 

貳、語文應用測驗題型 

一、正確應用字形、字音、字義、詞義、語法、標點符號 

（  ）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我們論事應盡量客觀中立，避

免以偏蓋全 頒獎典禮上，每個人都西裝畢挺地參與盛會 那位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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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聲嘶力竭的叫賣方式，令人望之怯步 負責任的政府應該利用各種管

道廣求民瘼，作為施政參考 
(９０大考中心學科預試試題) 

 

答案：。以偏概全；西裝筆挺；望之卻步。 

 
（  ） 下列各組「 」內三個「偏旁」相同的字，讀音卻完全不同的選項是： 

「裨」益／「稗」官野史／「睥」睨群雄 「娉」婷／敦「聘」專家／

遊目「騁」懷 「縞」素／形容枯「槁」／「犒」賞三軍 「俳」優

／中傷「誹」謗／不「悱」不發 
(９０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 

 

答案： 。ㄅㄧˋ／ㄅㄞˋ／ㄅㄧˋ；ㄆㄧㄥ／ㄆㄧㄣˋ／ㄔㄥˇ；ㄍㄠˇ／ㄍㄠˇ

／ㄎㄠˋㄆㄞˊ／ㄈㄟˇ／ㄈㄟˇ。 
 
（  ） 中國語文中的量詞，常因使用情境的不同，而有不同的意義。如「一片」

或為「些少、微小」之意，或為「寬闊、綿長」之意。下列詩句中的「一

片」，意為「寬闊、綿長」的選項是： 稻花香裏說豐年，聽取蛙聲一

片 一片風帆望已極，三湘煙水返何時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

一片東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 
(８９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 

 

答案：。 
 
（  ） 「喝酒不開車，開車不喝酒」這句標語的結構，是以上句相同的文字改換

次序而形成下句。下列文句中不具有此種結構的選項是： 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 我泥中有你，你泥中有我 君子周而不比，小人比而不周 

月光戀愛著海洋，海洋戀愛著月光 
(參考８６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原為多重選擇題) 

 

正確答案：。 
 

二、正確應用成語、慣用語、俗諺 

（  ） 下列文句中，成語使用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現今社會流行犬馬之養，

飼養寵物大行其道 動物園中的無尾熊，一見到尤加利樹，就立刻行將

就木，準備飽餐一頓 老高不務正業，行搶為生，兒子又克紹箕裘，擄

人勒贖，終至父子同時鋃鐺下獄 緋聞纏身的影星，提起自己的拍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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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說得頭頭是道；一詢及緋聞事件，立刻閃爍其詞，顯得諱莫如深 
(８９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 

 

答案：。 

 

三、理解、應用生活性與實用性的語文資訊 

甲、電腦網路日益普及，學生喜好上網＿＿談天或對打遊戲。 
乙、何種拼音方案能與國際＿＿，普遍引起專家學者熱烈討論。 
丙、杜絕與黑道利益＿＿，警方將嚴格自清門戶。 
丁、為促成以、埃進行談判，美國熱心居中＿＿，拉攏雙方。 
 
（  ） 以上＿＿中的詞語都是報章、電視上常用，表示與「聯繫」、「連接」有

關的意義，若根據各句文意，中依次最適合使用的選項是： 連線／拉

線／掛鉤／拉線 拉線／掛鉤／接軌／連線 連線／接軌／掛鉤／拉

線 掛鉤／接軌／拉線／掛鉤 
(９０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 

 

答案：。 
 

四、判別偏頗、錯誤的語文資訊 

（  ） 現今大眾傳播媒體時有用語失當、語意矛盾的情形。下列來自傳播媒體的

語句，沒有上述弊病的選項是： 兢兢業業的學生們為了準備大考，平

日裡莫不勤奮讀書 黑幫分子彼此之間為了利益擺不平而起內鬨，甚至

義憤填膺的相互廝殺 此刻，運動場上的數萬名群眾正作壁上觀，準備

欣賞精彩的奧運開幕典禮 關於本次空難，記者在現場為您轉播來自美

聯社的本台第一手獨家新聞報導 
(９０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原為多重選擇題) 

 

答案：。 
 

五、運用分類原則，組織、整合語文資訊 

在一次國文課有關「蘇東坡的詞」的報告中，老師已設定三項主題： 
蘇東坡在宋代詞壇的關鍵地位。 
蘇東坡詞的豪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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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與辛棄疾詞風的差別。 
小美至圖書室中找到了下列五種文獻做為輔助說明： 
甲、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犖。 
乙、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靈，措語忠厚。 
丙、魄力之大，蘇不如辛；氣體之高，辛不逮蘇。 
丁、詞自晚唐 五代以來，以清切婉麗為宗，至柳永而一變，至軾而又一變， 

遂開南宋 辛棄疾等一派。 
戊、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耆卿(柳永)？」對曰：「郎中詞只好十七

八女子，執紅牙板歌『楊柳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

東去』。」 
 
（  ） 則小美所找文獻與主題最恰當的配合方式為： 

 蘇詞關鍵地位 蘇詞豪放特色 蘇、辛詞風之別 
 丁 戊 丙 
 丁 乙 甲 
 戊 丙 甲 
 戊 乙 丁 

（８９大考中心指定科目試題） 

 

答案：。 
 

參、文學鑑賞測驗題型 

一、鑑賞古今作品的文辭優劣與文學風格 

甲、滿州國奉天城裡有一條福康街，福康街上有一座四合大院。這宅院門前是兩棵大槐樹，

槐樹密密輕輕＿＿ 著兩扇獅頭銅環紅漆大門。 
乙、兩人緩緩步出大門，循路走著，夾道的茅屋草房莫不高掛燈籠。月亮昇起來了，光暈凝

脂，＿＿得只照三家子一村。 
丙、她覺得右肩上暖溼溼的，愈漫愈多，像自己在流血，驚得只是要仰臉看，使勁仰臉看，

千重大大的眼睛是＿＿的夜空，淚珠兒銀閃閃的一直往下流往下流。 
 
（  ） 上引鍾曉陽《停車暫借問》中的文句，內的詞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交疊／偏心／星光燦爛 庇蔭／鍾情／星河洶湧 環繞／縱情／月如

銀盤 摩挲／專心／月色皎潔 
（９０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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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析古今作品主題、論點，及其與意象、情節、關鍵性細節的對應關係 

在歌詞「天空不要為我掉眼淚」中，天空原只是「下雨」，卻被說成「掉淚」，是因為人

們把自己傷心的情緒投射於天空，透過這種「移情作用」，原本並無情緒的事物，在人們眼中

遂產生情緒。 
 
（  ） 下列文句，不具有「移情作用」的選項是： 感時花濺淚，恨別鳥驚心 

不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住近湓江地低溼，黃蘆苦竹繞宅生。其

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我總是聽到這山岡沉沉的怨恨／最初

的飄泊是蓄意的／怎能解釋多少聚散的冷漠 
（參考９０大學聯考，原為多重選擇題） 

 

答案：。 

 

肆、文化認知測驗題型 

一、認知國學、文學基本常識 

「（   ）美麗好強，精明幹練，在榮國府中，深受賈母器重，獨攬大權。（   ）

為江東俊材，雖然器量狹窄，卻允武允文，利用反間、苦肉諸計在赤壁一戰擊敗曹操大軍。

（   ）在高中狀元後被招為駙馬，竟負義絕情地拋妻棄子，終為包拯處以極刑。」 
 
（  ） 上列（   ）內的所描述的人物，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薛寶釵／

諸葛亮／蔡邕 薛寶釵／周瑜／蔡邕 王熙鳳／諸葛亮／陳世美 

王熙鳳／周瑜／陳世美 
（９０大學聯考） 

答案：。 

 

二、辨析學術思想、文化思潮的特質與影響 

（  ） 儒家曾提出一些「察人之法」，下列哪一選項不是察人之法？ 眾惡之，

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泥，是以君

子不為也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存乎其人者，莫良於眸子。眸子不能掩其惡。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

不正，則眸子眊焉 
（參考８９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原為多重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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