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 27 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國文科試題 
壹、單選題：（一）三十題，題號自第 1 題至第 30 題，每題二分，計六十分。 

（二）未作答者不給分，答錯者倒扣該題分數四分之一。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一、綜合測驗： 
1. 下列音讀何者兩兩相同？ 

(A)「惴」慄不安／「喘」然將死 (B)蟬聲「戛」然而止／「戕」害百姓 (C)不覺欲「曙」／面「署」第一 

(D)禪宗「偈」語玄妙之至／碑「碣」之年久漫滅 。 
2. 閱讀下文，並改正其中的錯別字： 

「寫得好的文學傳記，大概都有讓人一看在看的媚力，記實故然珍貴，但最好的感覺卻是一種說不出的芬

圍和啟發，從個人或家族的小角度，卻能反應出一種普世價值與情懷。」句中錯別字依序是： 
 (A)再、魅、固、氛 (B)貞、起、腳、映 (C)魅、固、紛、腳 (D)再、貞、起、氛 。 
3. 下列「」中的國字，何者兩兩相同？ 

(A)「ㄔㄜˋ」亂旗靡／「ㄔㄜˋ」銷告訴 (B)汰舊「ㄏㄨㄢˋ」新／「ㄏㄨㄢˋ」然一新 (C)情有

獨「ㄓㄨㄥ」／老態龍「ㄓㄨㄥ」 (D)「ㄆㄧㄢˋ」體鱗傷／哀鴻「ㄆㄧㄢˋ」野 。 
4. 下列各「」選項中的字，意義相同的是： 

(A)「微」斯人，吾誰與歸／「微」言大義 (B)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師出無「名」 (C)人不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父母唯其疾「之」憂 (D)況為大臣「而」無所不取，無所不為／野芳發「而」

幽香 。 
5. 請比較下列「」中的詞語，何者兩兩相同？ 

(A)問今是何世，乃不知有漢，「無論」魏晉／在這世界上「無論」種族、無論膚色，人人平等 (B)你這傢

伙真不知「好歹」，竟然恩將仇報／夜路走多了，「好歹」會得報應 (C)易經以「八卦」概括天下群象／

緋聞「八卦」滿天飛 (D)這事非得弄個「水落石出」，以免節外生枝／在媒體與人民緊追不捨下，高捷弊

案終於「水落石出」 。 
6. 下列「」內的詞語運用，何者正確？ 

(A)屬於冒險犯難的探險家時代大致上是結束了，但屬於深思內省的旅行文學家時代卻還生機盎然，「方興

未艾」 (B)小張畢業後，整天「好整以暇」地到處遊蕩，忙得不可開交 (C)偽卡盜刷的情況猖獗，消費

者應發揮智慧，切勿因一時不查而身陷「怙惡不悛」 (D)坤樹幾乎變成了阿珠專屬的地方新聞記者，將

他每天在小鎮裡所發現的事情，「隨俗浮沉」地告訴她 。 
7. 下列選項中的文意，何者兩兩相同？ 

(A)小偷把老王的家當偷光／老王的家當被小偷偷光 (B)我愛人人／人人愛我 (C)我給他打／他被我打 

(D)洋基大敗中華／中華大勝洋基 。 
8. 下列三段文字□內的詞語，請依文意仔細推敲，選出最適合填入的選項： 
 甲、進入肯布瑞亞的湖區之後，遍地江湖，滿空雲雨，偶見天邊綻出一□薄藍，立刻便有灰雲挾雨遮掩過

來。（余光中〈西歐的夏天〉） 
 乙、長恨此身非我有，一堆數字為憑，夜闌風靜氣難平，湖海污染盡，何處□餘生。（吳魯芹〈數字與人

生〉） 
 丙、昭和草，如同空降部隊集結跳傘在天空中開出壯盛雲集的□□。那猝落的花朵紛紛奔向地面的勇氣是

堅決的，即使他們如此柔弱，依然光燦耀眼。（王家祥〈四季的聲音〉） 
 (A)片／似／人群 (B)些／留／人海 (C)角／寄／傘花 (D)段／給／煙火 。 
9. 下列「」中的用語使用正確的是： 

(A)隔壁張大哥和對門的李小姐結「秦晉之好」，咱們送份禮祝他倆「椿萱並茂」 (B)按習俗「文定」時，

男方要送喜餅到女方家以為禮；女方「于歸」時，則由姐妹淘伴隨至夫家 (C)王老先生享壽九十，過世

時地方民意代表致送「福壽全歸」、「鳳凰于飛」等匾額，以示哀悼之情 (D)曉華問：「令妹在家嗎？」

偉忠答：「家妹不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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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章要扼要中肯，則必須去除冗贅的語詞或用詞錯誤者，下列文句中，哪一個選項有重複累贅、用詞錯誤

的毛病？ 
(A)請你把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的告訴我，不要有所隱瞞 (B)網路世界無法無天，許多消息一日之間就能

傳遍全世界，但不少青少年沉迷網咖，如果依規定正確運用網路連結就不能真正享受其利益 (C)沒有契

合天時、地利、人和，依著機緣行事，在情場上屢次都失利的他，終於總算是贏了金牌 (D)錢財來得不

清不白，愛情愛得不合法、不適切等等，都像一曲難聽的演奏，得不到群眾的掌聲。 
11. 晉 太元中，武陵人捕魚為業，緣溪行，忘路之遠近。 

甲：林盡水源，便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若有光。 
乙：漁人甚異之。復前行，欲窮其林。 
丙：便舍船，從口入。 
丁：忽逢桃花林，夾岸數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落英繽紛。 
依文意判斷，下列選項何者排列順序正確？ 
(A)甲乙丙丁 (B)丙甲丁乙 (C)丁乙甲丙 (D)乙甲丙丁 。 

12. 友人說：「當風雨交加於自身時，必須站穩腳步，徐徐而行，必可待驟雨過後晴天。」這句話的意思與下

列哪一組詩句最接近？ 
(A)水光瀲灩晴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若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蘇軾〈題西湖〉） (B)莫笑農

家臘酒渾，豐年留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路，柳暗花明又一村（陸游〈遊山西村〉） (C)君問歸期未有

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李商隱〈夜雨寄北〉） (D)莫聽穿林打葉聲，

何妨吟嘯且徐行，回首向來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晴（蘇軾〈定風波〉） 。 
13. 「層遞修辭」將所要敘述的事、理，按一定的順序排列，如「顧修史固難，修台之史更難，以今日修之尤

難」。下列選項中的文句，何者運用層遞修辭？ 
(A)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露，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B)然始發

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不能瘳。 (C)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若垤若

穴，尺寸千里，攢蹙累積，莫得遯隱 (D)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14. 下列選項中含有推測語氣的文句是： 

(A)子房以蓋世之刀，不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不死，此圯上老人之所

為深惜者也 (B)是故聖益聖，愚益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C)若屢為

之，則殺人者皆不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不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 (D)春花秋月何時了，往事

知多少？小樓昨夜又東風，故國不堪回首月明中。 
15. 大華研究時人及孔子、老子對「荊人遺弓」的反應，找到的原文是︰「荊人有遺弓者而不肯索曰荊人遺之

荊人得之又何索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老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老聃則至公矣」。上列文字，以現

代標點符號斷句，最適當的選項： 
(A)荊人有遺弓者，而不肯索。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索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

老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老聃則至公矣！ ( )B 荊人有遺弓者，而不肯索。曰：「荊人遺之？荊

人得之？又何索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老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老聃則

至公矣！ (C)荊人有遺弓者，而不肯索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索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

而可矣；老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老聃則至公矣！ (D)荊人有遺弓者，而不肯索曰：「荊人遺之！

荊人得之！又何索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老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老聃則至公矣！ 
16. 依序判斷「步」、「雞」、「本」三字，各屬六書中哪一類？ 

(A)象形—會意—會意 (B)指事—形聲—會意 (C)會意—形聲—指事 (D)會意—指事—形聲 。 
17. 依據近體詩格律與體制，請判定下列選項，何者是唐詩？ 

(A)夜登華子岡，輞水淪漣，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林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復與疏

鐘相間 (B)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來。遊妓皆穠李，行歌盡落梅。金吾不禁

夜，玉漏莫相催 (C)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不可思，宿昔夢見之。夢見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

鄉各異縣，輾轉不相見。 (D)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路？兩情若是長久時，又豈在朝朝暮暮！ 
第 2 頁（※請接下頁※） 



18. 下列各選項的詩文，何者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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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寫

的題材相同？ 
(A)攫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B)倘若我會飛，倘若我剛剛飛起／像一隻白

蝶，繞著花園／款款飛翔，飛翔 (C)萬縷千絲終不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力，

送我上青雲 (D)鳥翅初撲／幅幅相連 以蝙蝠弧形的雙翼／連成一個無懈可擊的圓／一把綠色小傘是一

頂荷蓋／紅色朝暾 黑色晚雲／各種顏色的傘是載花的樹 。 
19. 下列選項中所描繪的季節，何者與其他三者不同？ 

(A)千里鶯啼綠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B)流水周於舍下，飛泉落於簷間；紅榴白蓮，羅生池砌 (C)陽春

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倫之樂事 (D)向人嬌杏花，迎人笑桃花 。 
20. 「食果子，拜樹頭；食米飯，敬鋤頭」與下列哪一個成語意思最接近？ 

(A)飲水思源 (B)仰人鼻息 (C)飲鴆止渴 (D)寅吃卯糧 。 
21. 下列有關文意的配合何者最不恰當？ 

(A)「夫聖人瑰意崎行，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古來聖賢多寂寞 (B)「夫禍

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溺。」───憂勞可以興國，逸豫可以亡身 (C)「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不以其道得之不處 (D)「見善，修然以身存也，

見不善，愀然必以身自省也」───見賢思齊焉，不賢而內自省 。 
22. 中國的書法，歷經朝代的演變，而產生不同形式的字體，如楷書、行書、草書等。其中筆勢與字形，有所

謂「楷如立，行如趨，草如奔」之說。依此敘述，下列何者屬於行書？ 
(A) (B) (C) (D) 

 
 
 
 
 

23. 四庫全書史部將史書體制分為十五類，如正史類、國別史類等，如史記屬於紀傳體。下列有關史書的歸類

何者正確？ 
(A)國別史：國語、戰國策 (B)紀事本末體：三國志、通鑑紀事本末 (C)編年體：春秋、史記 (D)紀傳

體：漢書、資治通鑑 。 

24. 閱讀下文並回答問題： 
一抬頭，已是康熙年間。且把兄弟肝膽、十萬軍機都換它一計空城沽酒去，與明對酌。他怡然撫琴，拂琴

童子已睡，只聽它頻頻頷首，這天機甚明，那青埂峰下的石頭合該煉得一身靈秀了？這世間躲不過一場情

劫。但要請問這劫一字如何了法？他一指豎在嘴說：噓，你聽聽，林沖正夜奔。 
上段文字中沒有提到哪本古典小說？ 
(A)水滸傳 (B)紅樓夢 (C)儒林外史 (D)三國演義 。 

 
二、閱讀測驗： 
25. 閱讀下文並回答問題： 
 甲、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累土；千里之行，始於足下。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

終如始，則無敗事。（老子六四章） 
 乙、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為大患；始以為不足治，而終至於不可為。（方孝孺〈指喻〉） 
 這兩段文章的共同主題是： 
 (A)小不忍則亂大謀 (B)居安思危，防微杜漸 (C)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D)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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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關於本段文字的主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俄國作家列夫‧托爾斯泰說：「一個人就好像是一個分數，他的實際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對自己的估計好

比分母，分母愈大則分數的值就愈小。」 
(A)成功來自於努力以赴 (B)驕傲的人不易有成就 (C)儲蓄是致富之道 (D)看重自己才能尊重他人 。 

27－28 為題組 
閱讀下文並回答問題： 
  從前，在巴格達，有個商人派他僕人去市場採購貨物。然而過了片刻，僕人便回來，一臉發白，全身

發抖說：「主人，剛剛在市場，人群中，我被一個女人推了一把。我轉身一看，推我的竟是死神！她直盯著

我，並且擺出一個威脅的手勢！現在，把你的馬借我，我要離開這城市，躲過我的命運。我要去撒馬拉。

在那裡，死神就不會找到我。」 
  商人將馬借他。僕人騎上，立即用馬刺夾繫馬腹，以最快的速度縱馬奔馳而去。後來，這商人也去市

場，看見死神站在人群裡，他便走過去，對她說： 
  「今早，你看到我的僕人時，為什麼要對他作出威脅的手勢？」 
  「那不是威脅的手勢！」死神答道：「那只是個吃驚的表示。我只不過看他那時人還在巴格達，大為吃驚。

因為，我預定今晚要在撒馬拉和他碰面。」（毛姆〈撒馬拉之約〉） 
27. 作者透過這個故事，想表達的主題意涵是： 

(A)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B)自作孽不可違，天作孽猶可違 (C)在劫難逃，人算不如天算 (D)不做

虧心事，夜半不怕鬼敲門 。 
28. 從商人與僕人面對死神的態度，可見二人個性分別是： 

(A)實事求是／消極怯懦 (B)積極無懼／瞻前顧後 (C)據理力爭／慷慨就義 (D)急公好義／無怨無悔 。 
29－30 為題組 
甲：韓愈〈柳子厚墓誌銘〉：「雋傑廉悍，議論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率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諸公要人，爭欲令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乙：余秋雨〈柳侯祠〉石碑：「文字由來重李唐，如何萬里競投荒？池枯猶滴投荒淚，邈古難傳去國神。自昔

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獨耀南荒。舊澤尚能傳柳郡，新亭誰為續柑香？」 
29. 根據以上資料，可見柳宗元的才華是？ 

(A)文章與探險 (B)軍事與政治 (C)口才與外交 (D)文章與口才 。 
30. 由柑香亭畔，柳侯祠石碑中「如何萬里競投荒？」之問來看，後人對柳宗元的際遇，懷著何種情意？ 

(A)懾服 (B)遺憾 (C)感激 (D)得意 。 
 
貳、作文（四十分） 
說明：一、請由左至右橫式書寫，文言、白話不拘，並加標點符號，違者按規定扣分。 

二、限用黑色、藍色原子筆、鋼筆或毛筆（不得使用鉛筆）書寫，違者按規定扣分。 
三、不得以詩歌或書信體寫作，違者不予計分。 

 

題目：在心懷憎恨的地方，播下寬恕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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