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一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 

「國文科」題解 

壹、選擇題： 

  三十題均單選題，題號自第題至第 題，每題二分，計六十分。 

  未作答者不給分，答錯者倒扣該題分數四分之一。 

  請將正確答案以 2B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一、綜合測驗： 
（Ａ）下列各組詞語「」中的文字讀音完全相同的選項是：（Ａ）骨「骾」在

喉／「耿」介絕俗（Ｂ）「盱」衡世局／「紆」尊降貴（Ｃ）佛教「偈」

語／「竭」力盡忠（Ｄ）良「莠」不齊／「袖」裡乾坤。 
（Ｃ）選出完全沒有錯字的成語選項：（Ａ）跟深蒂固（Ｂ）盤根錯結（Ｃ）

劍及履及（Ｄ）金榜提名。 
（Ｄ）哪一個成語的用法完全正確？（Ａ）他是這次慈善義買的「始作俑者」，

深受大眾推崇（Ｂ）仔細聆賞大師所奏樂曲，果令人有「山高水長」之

想（Ｃ）登山者往往「好高騖遠」，永遠想征服更高的山（Ｄ）「暴虎馮

河」者，有勇無謀，不足為法。 
（Ｂ）如果要在高中畢業紀念冊上留念，應使用的詞語是：（Ａ）作育英才（Ｂ）

更上層樓（Ｃ）冠蓋盈門（Ｄ）琴瑟友之。 
（Ｄ）哪一副對聯比較適合懸掛於警察局大門？（Ａ）風塵小住計亦得，萍水

相逢緣最奇（Ｂ）事業已歸前輩錄，典型留與後人看（Ｃ）公月旦評見

聞悉備，執春秋筆褒貶無私（Ｄ）愛民若子，深知百姓疾苦；執法如山，

力起社稷沈痾。 
（Ｂ）字詞的涵義往往古今不同、文言語體互異，下列各組「」中的詞語，字

義相同的選項是：（Ａ）大江東去，浪淘盡，千古「風流」人物／劉姥

姥笑道：我雖老了，年輕時也「風流」，愛個花兒、粉兒的（Ｂ）弟走

從軍阿姨死，暮去朝來「顏色」故／風簷展書讀，古道照「顏色」（Ｃ）

風「蕭蕭」兮易水寒，壯士一去兮不復還／揮手自茲去，「蕭蕭」斑馬

鳴（Ｄ）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你辦事，我「放心」。 
（Ｂ）選出「見」字的用法與其他三項「不同」者：（Ａ）生孩六月，慈父「見」

背（Ｂ）匹夫「見」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Ｃ）他人「見」問，固

不言；兄之問，則無隱矣（Ｄ）如有冒犯，尚請「見」諒。 
（Ｄ）韓愈〈師說〉：「句讀之不知，惑之不解，或師焉 
    ，或否焉。」其原句應作「句讀之不知，或師焉；惑之不解，或否焉。」

為使語句優美，而交錯詞語的次序。下列選項中，何者也運用相同的方

式，使文意不變，而文句更為優美：（Ａ）斷簡殘篇，搜羅非易，郭公

夏五，疑信相參（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年



（Ｃ）榮辱之來，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Ｄ）西伯幽而演易，

周旦顯而制禮，不以隱約而弗務，不以康樂而加思。 
（Ｄ）「呷米尚好，尚好呷米，米尚好呷」這一段廣告用語成功的運用了許多

修辭格，其中「不包括」哪一項？（Ａ）頂真（Ｂ）回文（Ｃ）類疊（Ｄ）

譬喻。 
（Ｃ）選出白話詠物詩與所詠之物配對「錯誤」者：（Ａ）歇了，熱鬧的金鋸

子／斷了，鋸齒與鋸齒／秋季來時這空巷子：蟬聲（Ｂ）沙啞唱片／深

深的／紋溝／在額上／一遍又一遍／唱著／我要活／我要活／要活：皺

紋（Ｃ）從殖民時代遺留下來的一口枯井／它曾經為我們湧流過生命的

活泉／在它的斷流之日，我們的生命脫穎而出／以第一聲啼笑，發表獨

立宣言：嘴（Ｄ）感謝你們／對於我／小小的存在／還報予／生命最熱

烈的／掌聲：蚊子。 
（Ｃ）「彰化媽祖 台灣新文學之父 一桿秤仔 仁醫」根據以上四個提示，

可以聯想到的人物是：（Ａ）黃春明（Ｂ）鍾理和（Ｃ）賴和（Ｄ）吳

晟。 
（Ａ）關於唐宋八大家的敘述，下列何者為是：（Ａ）韓愈排斥佛、老，發揚

儒家學說，主張以散文代替駢文（Ｂ）柳宗元因王叔文案，曾貶官永州、

儋州等地，〈永州八記〉就是記敘其貶官途中的所見所聞，為後代遊記

的楷模（Ｃ）歐陽修為北宋文壇的盟主，力倡古文以代替時文，亦長於

詩詞，並創立江西詩派，發揚杜甫的詩學主張（Ｄ）蘇軾才氣縱橫，不

僅長於古文，亦長於詩、詞、曲、賦及書畫，實可稱為「全才文人」。 
（Ｂ）關於中國古典小說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為是：（Ａ）劉義慶的《世說

新語》為筆記小說，多記東漢到東晉之間仙狐鬼魅之故事（Ｂ）唐朝的

小說稱為傳奇，如杜光廷〈虯髯客〉即是（Ｃ）吳敬梓的《儒林外史》

為清初最出色的白話長篇歷史小說（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

遊記》《紅樓夢》合稱為中國小說界四大奇書。 
（Ｃ）「定三分隆中決策，戰長江孫氏報仇」這個回目應出自於哪一本章回小

說？（Ａ）《水滸傳》（Ｂ）《西遊記》（Ｃ）《三國演義》（Ｄ）《儒林外

史》。 
（Ｃ）下列有關理學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宋代理學家以發揚佛學為己任（Ｂ）

張載為理學開山祖師，所寫「愛蓮說」為理學家風骨之絕佳詮釋（Ｃ）

朱熹私淑二程，集宋代理學大成，號稱「閩學」（Ｄ）王陽明主張「心

即理」，影響明代陸九淵提出「致良知」、「知行合一」的學說。 
（Ｃ）孔子曾分別論及五經，下列何者「不屬之」？（Ａ）「詩」可以興觀群

怨（Ｂ）不學「禮」無以立（Ｃ）「禮」云「禮」云玉帛云乎哉！「樂」

云「樂」云鍾鼓云乎哉！（Ｄ）知我者其為「春秋」乎，罪我者其為「春

秋」乎。 
（Ｄ）關於孟子對於當時各家之批評，下列何者「錯誤」：（Ａ）批評墨翟兼愛



是無父也（Ｂ）批評楊朱為我是無君也（Ｃ）批評農家許行是率天下而

路者也（Ｄ）肯定法家做法，所以說「入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恆亡」。 
第題至第題為題組 
讀史可以知興替，是以歷朝皆以修史為要。下列是有關於史學之敘述，請在文章

空格中填入適當選項。 
歷朝正史體裁皆為（第題）。第一本正史是司馬遷所著之《史記》，然而北宋歐

陽修個人私修之（第題），稟承孔子《春秋》微言大義之褒貶意旨，雖太史公

亦有所不及。至於神宗時由司馬光所主纂之（第題）雖不屬正史，然上自戰國、

下至五代，則有意接續《左傳》之旨甚明。 
（Ａ）（Ａ）紀傳體（Ｂ）編年體（Ｃ）紀事本末體（Ｄ）國別史。 
（Ｄ）（Ａ）三國志（Ｂ）東周列國志（Ｃ）新唐書（Ｄ）新五代史。 
（Ａ）（Ａ）資治通鑑（Ｂ）通鑑紀事本末（Ｃ）通鑑綱目（Ｄ）讀通鑑論。 
第題至第題為題組 
王小華負笈北上求學，教師節前夕，特地寫一封賀卡給陳大年老師。 
賀卡內容： 
大年老師大鑒： 
  畢業後，我考上警察學校。警校的課業既忙碌又充實，住校的日子更是新鮮，

但是，空閒時總會想起以前的快樂時光，更感謝 老師三年中對我們生活常規的

要求，使我很快適應警校的生活。教師節將至，因某些因素，無法返回母校，當

面向 老師道賀，特地寫這封賀卡向 老師及師母祝賀。敬祝 
金安 
             學生王小華 敬上 九月十日 
信封格式： 
甲            乙 
 
 
 
丙            丁 
 
 
 
（Ｂ）關於「賀卡的內容」，下列敘述何者為是：（Ａ）「大鑒」二字宜改為「尊

鑒」或「鈞鑒」（Ｂ）賀卡中提到「老師」二字均空一格，稱為「挪抬」，

表示尊敬（Ｃ）「師母」是指陳大年老師的母親（Ｄ）「金安」二字可用

「妝安」、「麾安」代替。 
（Ｃ）以上四個「信封繕寫格式，王小華該選擇哪一項才正確？（Ａ）甲（Ｂ）

乙（Ｃ）丙（Ｄ）丁。 
二、閱讀測驗： 

陳 大 年 老 師  親 啟  陳 老 師  大 年 敬 啟

陳 大 年 老 師  道 啟  陳 老 師  大 年 安 啟



甲、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見，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異，蓋奏議

宜雅，書論宜理，銘誄尚實，詩賦欲麗，此四科不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

備其體。（節錄曹丕〈典論論文〉） 
（Ａ） 關於文學理論的敘述，以下選項何者「錯誤」：（Ａ）「貴遠賤近，向聲

背實」兩句是說文學批評者應有的態度（Ｂ）「文本同而末異」句中「本」

是指寫作文章的基本道理（Ｃ）曹丕將文體分為「奏議、書論、銘誄、

詩賦」四類（Ｄ）「能之者偏」乃因「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之故。 
乙、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亂世，不求聞達於諸侯。先帝不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廬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來二十有一年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臨崩寄臣以大事。（節錄孔明〈出師表〉） 
（Ｃ）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亂世，不求聞達於諸侯」意謂：

（Ａ）一介平民，求官無門（Ｂ）世代務農，避世遠禍（Ｃ）出身低賤，

無意為官（Ｄ）亂世從政，智者不為。 
（Ａ） 「奉命於危難之間」一句，孔明所受之軍命為：（Ａ）建安十三年，劉

備兵敗，退守夏口，受命向孫權求援之事（Ｂ）劉備臨終託孤之事（Ｃ）

建興三年，孔明渡瀘水，平雲南內亂之事（Ｄ）建興五年，孔明北伐曹

魏之事。 
（Ｄ） 「三顧臣於草廬之中」句中的「三」表示「三次」，為實際的數目，下

列選項中「」的數字，表實際數目的是：（Ａ）「三」折肱而為良醫（Ｂ）

垂涎「三」尺（Ｃ）舳艫「千」里，旌旗蔽空（Ｄ）文起「八」代之衰，

道濟天下之溺。 
丙、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歷多。閒將往事思量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

爭什麼？」（關漢卿 四塊玉） 
（Ｃ） 綜合你對於韻文的了解，可判斷以上作品應屬於 
    ：（Ａ）近體詩（Ｂ）詞（Ｃ）曲（Ｄ）辭賦。 
丁、 
頃讀《顏世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年已十七，頗

曉詩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不寵愛。』吾時俯

而不答。異哉！此人之教子也！若由此業，自致卿相，亦不願汝曹為之！」嗟乎！

之推不得已而仕於亂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

愧哉？（節錄顧炎武〈廉恥〉） 
（Ｂ） 依上文可見顏之推之意：（Ａ）欣賞重視子女教育問題者（Ｂ）不願顏

氏子孫仿效北齊士大夫的作為（Ｃ）讚美北齊士大夫之小兒聰明伶俐、

學習意願高（Ｄ）期望後代子孫隱居山林，切勿從政。 



（Ｃ） 對於「彼閹然媚於世者」一句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為是？（Ａ）「閹」，

同「掩」，音ㄧㄢˇ（Ｂ）「閹然」意同於「欣然」（Ｃ）「媚於世」意謂，

「寡廉鮮恥，刻意順從，取悅世俗」（Ｄ）此句是用來形容小宛詩人的

行徑。 
戊、 
「把你的影子加點鹽／醃起來／風乾／老的時候／下酒」（夏宇 甜密的復仇） 
（Ａ） 這首詩的主體在寫：（Ａ）愛（Ｂ）恨（Ｃ）謀殺（Ｄ）復仇。 
 
貳、作文（四十分） 

說明：請抄作文題目後作答，由右至左直式書寫，並加標點符號，違者按規定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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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得以詩歌或書信體寫作，違者不予計分。 

 

題目：活出自信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期進修學生組入學考試 

 「國文」題解 

 
壹、論文  （七十分） 
  探索人性之光明面 
 
貳、公文  （三十分） 
  試擬○○分局致各派出所函：近來竊盜案件，各地迭次發生，請嚴加防範偵

緝，以維社會治安。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二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

考試 

「國文」題解 

壹、單選題： 

一、綜合測驗： 

（Ａ）下列各組「」內的字，讀音完全相同的選項是：（Ａ）褻「瀆」輕慢；

連篇累「牘」；窮兵「黷」武（Ｂ）廣袤無「垠」；牙「齦」流血；「艱」

難困苦（Ｃ）諸氣「萃」然；不忍「卒」睹；中風「猝」死（Ｄ）鞭「辟」

入裡；「嬖」倖之臣；行為乖「僻」。 

（Ａ）下列各句引號中之詞語，何者兩兩相同？（Ａ）「縲絏」之災：管夷吾

舉於「市」（Ｂ）「竊者誅，竊國者侯」：「小時了了，大未必佳」（Ｃ）

「大相逕庭」：「分庭抗禮」（Ｄ）「危言」危行：「危言」聳聽。 

（Ｄ）「要我下嫁給馬文才那花花公子，除非是□□□□、□□□□！」缺空

的成語最正確的是：（Ａ）日出西山、火樹銀花（Ｂ）馬角烏白、鳳毛

麟角（Ｃ）萬人空巷、山窮水絕（Ｄ）羝羊生子、鐵樹開花。 

（Ｃ）下列有關成語的用法，何者正確？（Ａ）先總統蔣公的豐功偉業，真是

「罄竹難書」（Ｂ）某總統候選人，很愛自己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甕

牖繩樞」之子（Ｃ）來自不同的環境背景，硬要「度長絜大」，實在相

當為難（Ｄ）清道夫一早就背筐手長鑱，在大馬路上「拱手而取」，叫

人由衷佩服。 

（Ｄ）下列有關時間或年紀的敘述，何者兩兩相同？（Ａ）「古稀」之年：「知

命」之年（Ｂ）八「旬」老翁：八月下「旬」（Ｃ）「及笄」之年：「破

瓜」之年（Ｄ）「耳順」之年：「花甲」之年。 

（Ｂ）諸葛亮〈出師表〉：「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意近於：

（Ａ）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Ｃ）

念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Ｄ）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惡。 

（Ｂ）孔子曰：「君子周而不比，小人比而不周。」可見君子與小人之別在於：

（Ａ）正義邪惡之間（Ｂ）公私義利之間（Ｃ）是非善惡之間（Ｄ）敦

厚刻薄之間。 

（Ａ）「不登高山，不知天之高也；不臨深谿，不知地之厚也；不聞先王之遺

言，不知學問之大也。」意旨最接近哪一項？（Ａ）觀於海者難為水，

游於聖人門者難為言（Ｂ）欲存老蓋千年意，為覓霜根數寸栽（Ｃ）不

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Ｄ）玉不琢不成器，人不學不知義。 

（Ｃ）「南部地區豪雨成災，濫墾山坡地以及水土保持的問題，又被熱烈地討

論。」根據前述文字，下列哪一個選項正確？（Ａ）每逢豪雨，就有人



濫墾山坡地（Ｂ）不墾山坡地，就不會有豪雨發生（Ｃ）山坡地水土保

持做不好，是豪雨成災的重要原因（Ｄ）每逢豪雨，就要討論水土保持

的問題。 

（Ａ）下列有關孔子的教育主張，何者是不正確的？（Ａ）「求也退，故進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自學輔導法（Ｂ）「不憤不啟，不悱不發」：啟發

式教學法（Ｃ）「天何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以身示道的不言之

教（Ｄ）「孺悲欲見孔子，孔子辭以疾」：不屑之教。 

（Ｄ）所謂「借代」，是借用其他名稱或語句，代替通常使用的名稱或語句的

修辭法。下列「」中的語詞，何者使用借代？甲、小人之學也以為「禽

犢」。乙、木工使用「繩墨」在木料上畫線。丙、小朋友們進入歷史博

物館時都很守「規矩」。丁、世代為敵的兩家人終於因這場悲劇化「干

戈」為「玉帛」了。（Ａ）乙丙丁（Ｂ）甲乙丁（Ｃ）甲乙丙（Ｄ）甲

丙丁。 

（Ｂ）下列有關詩經的敘述，何者為是：（Ａ）是戰國時代的詩歌總集，也是

北方文學的代表（Ｂ）「風、雅、頌」是詩經的三種體裁，「賦、比、興」

是詩經的三種作法（Ｃ）各篇詩題與詩意密切相關（Ｄ）詩經各篇多數

列有作者姓名。 

（Ｄ）「酒入愁腸，七分釀成了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

盛唐／從開元到天寶，從洛陽到咸陽／冠蓋滿途車騎的囂張／不及千年

後你的一個水晶句輕扣我額頭／噹地一彈挑起的回音」以上詩句所描寫

的人物是：（Ａ）杜甫（Ｂ）王維（Ｃ）孟浩然（Ｄ）李白。 

（Ｃ）下列那一句話最能說是「亦莊亦諧」的幽默？（Ａ）老師你再狠一點，

將來生兒子就沒屁眼（Ｂ）前阿「扁」市長跟「馬」市長竟然同台演出，

真是最好的「騙」局（Ｃ）我既不教三民主義，也不教四書，所以我是

個「不三不四」的老師（Ｄ）老師我給你說，因為他不給我看，所以我

就給他打。 

（Ｄ）中式信封寫法，下列何者正確？（Ａ）中路若寫「某某先生臺啟」，「先

生」二字可用較小字體寫在旁側（Ｂ）「臺啟」可換為「敬啟」，表示敬

意（Ｃ）受信人若為「吳鐵雄校長」，「校長」二字宜較小寫於旁側（Ｄ）

受信人職銜不可縮小，名字則宜較小，表示不敢直呼。 

（Ｃ）「他那□□，又尖又長無恥地向前突出，像一把舵；每一顆□□，是一

輛小小的車，載著你在我的悲哀之中奔馳。」以上文字所描述的是：（Ａ）

眼睛、眼淚（Ｂ）鼻子、沙粒（Ｃ）鼻子、眼淚（Ｄ）下巴、沙粒。 

（Ｂ）下列聯語，何者與諸葛亮無關？（Ａ）心在朝廷，原無論先主後主；名

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Ｂ）為帝者師，佐漢功原高將相；棄人間事，

報韓心已了英雄（Ｃ）三顧頻煩天下計，兩朝開濟老臣心（Ｄ）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淚滿襟。 

（Ｂ）大人常常告誡我們要有責任感、榮譽心，下列選項中何者不包含如此品



德？（Ａ）今日我以警專為榮，明日警專以我為榮（Ｂ）別問你能為國

家做什麼，只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什麼（Ｃ）視天下有溺者猶己溺之，

視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Ｄ）為天地立心為生民立命，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 

（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韓愈自謂「三代兩漢之書不敢觀，聖人之志

不敢存」（Ｂ）歐陽修力尊韓文，推崇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

之溺」（Ｃ）韓愈排斥佛老，蘇東坡則儒釋道三家合一（Ｄ）王安石自

謂「文如行雲流水，行於所當行，止於所不可不止」。 

（Ｃ）下列有關唐代近體詩之敘述，何者不正確？（Ａ）絕句每首四句，律詩

每首八句（Ｂ）絕句又名截句，係截取律詩中任意兩聯而成（Ｃ）律詩

之首聯、尾聯必須對仗（Ｄ）所謂平起與仄起式，是以第一句的第二字

平仄為準。 

（Ｃ）下列有關《三國志》與《三國演義》的比較，何者正確？（Ａ）前者以

蜀漢為正統，後者以魏為正統（Ｂ）前者為編年體史書，後者為文言章

回小說（Ｃ）前者為四史之一，後者為小說界四大奇書之一（Ｄ）前者

揄揚諸葛亮，後者揄揚周公瑾。 

（Ｄ）蘇軾〈赤壁賦〉云：「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不能以一瞬；自其不

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段話強調心念的作用極大，下列

何者想法與之相近？（Ａ）四時之景各有不同，而樂亦無窮也（Ｂ）四

年之間，奔走不暇，未知明年又在何處，何懼之有（Ｃ）居廟堂之高則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Ｄ）使其中不自得，則何往而非病？使

其中坦然不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二、閱讀測驗： 

  甲篇： 

  閔子騫始見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

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切磋以孝，外為之陳

王法，心竊樂之；出見羽蓋龍旂裘旃相隨，心又樂之；二者相攻胸中，而不能任，

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切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見

羽蓋龍旂裘旃相隨，視之如糞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切如磋，如琢

如磨。」選自韓嬰．《韓詩外傳》 

（Ｃ） 本文主旨在說明：（Ａ）富貴不能淫君子之心（Ｂ）聖賢多能安貧樂道

（Ｃ）教化入人之深遠（Ｄ）聖賢之道與富貴榮華並重。 

（Ａ） 閔子騫先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說明什麼現象？（Ａ）相由心生，誠

中形外（Ｂ）了然得失，貴賤不移（Ｃ）脫離貧困，生活改善（Ｄ）內

省外鑠，相輔相成 

（Ｄ） 詩曰：「如切如磋，如琢如磨」，是說閔子騫：（Ａ）境界不高，尚待琢

磨（Ｂ）同學和睦，相處融洽（Ｃ）天人交戰，瞻前顧後（Ｄ）心境提



昇，大有進步。 

  乙篇：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行行止。』雖不能至，然心嚮往之。余讀孔氏

書，想見其為人。適魯，觀仲尼廟堂，車服禮器，諸生以時習禮其家，余低回留之，

不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

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六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選自司

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贊〉 

（Ｃ） 文中引用「高山」、「景行」二詞，是在比喻孔子：（Ａ）能讀萬卷書，

亦能行萬里路（Ｂ）深知登高自卑，行遠自邇（Ｃ）德行學養的博大精

深（Ｄ）廟堂建築的壯觀宏偉。 

（Ｄ） 由文中可知孔子是怎樣的人？（Ａ）布衣而至卿相（Ｂ）整理六藝費盡

苦心（Ｃ）一生用力於考證車服禮器（Ｄ）聖德兼備令人崇仰。 

（Ｂ） 太史公適魯，「低回不能去」的原因是有感於：（Ａ）仲尼廟堂之宏偉（Ｂ）

孔子影響世人之巨（Ｃ）後世習禮弟子之勤（Ｄ）魯國車服禮器之多。 

 

  丙篇： 

  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裡的容顏如蓮花的開落／東風不來／三月的柳絮不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若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不響／三月的春帷不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我達達的馬蹄是美麗的錯誤／我不是歸人／是個過

客⋯選自鄭愁予．〈錯誤〉 

（Ａ） 下列哪一選項最接近詩句中的「你」所表現出的心情？（Ａ）過盡千帆

皆不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Ｂ）剪不斷、理還亂，是離愁，

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Ｃ）眾裡尋他千百度，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

闌珊處（Ｄ）此去經年，應是良辰好景虛設。便縱有千種風情，更與何

人說。 

（Ｄ） 下列哪一選項是用來指詩中「你」的心情？（Ａ）東風不來（Ｂ）跫音

不響（Ｃ）達達的馬蹄（Ｄ）緊掩的窗扉。 

 

貳、作文 

題目：凡事豫則立，不豫則廢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一期進修學生組入學考試 

「國文」題解 

 

壹、論文 

  保護自己與保護他人 

 

貳、公文 

  試以台北市政府警察局承辦人張懷玉的立場，擬致各所屬單位函：各單位執

行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俗稱 SARS）之隔離管制勤務，應注意相關之防

護措施，以防止感染，保障自身之安全。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

考試 

「國文」題解 

 

壹、單選題： 
（Ｃ）下列各選項引號內的字，注音完全正確的是：（Ａ）正氣「凜」然ㄅ一

ㄥˇ∕「荷」槍實彈ㄏㄜˋ（Ｂ）以「訛」傳訛ㄒㄩㄝ∕人「贓」俱獲

ㄗㄤ（Ｃ）精神抖「擻」ㄙㄡˇ∕「猝」不及防ㄘㄨ （̀Ｄ）怙惡不「悛」

ㄐㄩㄣˋ∕產品「滯」銷ㄓˋ。 
（＃）下列各選項字詞或成語寫法完全正確的是：（Ａ）自立更生（Ｂ）反樸

歸真（Ｃ）發奮圖強（Ｄ）敷衍了事。  
    【註：本題答案（Ｂ）或（Ｄ）皆可。】 

（Ｂ）下列各選項引號內的成語使用錯誤的是：（Ａ）情況緊急，你可以「便

宜行事」，不必動輒請示。（Ｂ）他的口碑很好，其誠懇坦率，可謂「司

馬昭之心，路人皆知」。（Ｃ）對帶頭作姦犯科的人，應予嚴懲不貸，「以

儆效尤」。（Ｄ）幹部要以身作則，才能收到「風行草偃」的功效。 
（Ｃ）下列各選項文句解說，錯誤的是：（Ａ）律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

律己要嚴，待人要寬。（Ｂ）德國隊大敗美國隊⋯⋯德國隊贏了。（Ｃ）

這件事該如何處置，見仁見智⋯⋯只要有仁心智慧，這件事就能解決。

（Ｄ）他有民胞物與的襟懷⋯⋯具備仁民愛物的胸懷。 

（Ａ）下列有關對聯的解說，只有一個選項是錯誤的，請選出：（Ａ）百年好

合 五世其昌⋯⋯賀人新居落成。（Ｂ）松齡添歲月 鶴算紀春秋⋯⋯

賀人壽辰。（Ｃ）守法奉公，克盡職責 便民服務，整飭紀綱⋯⋯用於

警察機關的聯語。（Ｄ）救世救人，功侔相業 仁心仁術，譽滿杏林⋯⋯

用於醫界的聯語。 

（Ｄ）山南水北謂之陽，山北水南謂之陰。下列說明，只有一個選項是錯誤的，

請選出（Ａ）衡陽⋯⋯在衡山之南。（Ｂ）江陰⋯⋯在長江之南。（Ｃ）

華陰⋯⋯在華山之北。（Ｄ）洛陽⋯⋯在洛水之南。 

（Ｂ）請將下列文句加以重組：甲、義，亦我所欲也 乙、二者不可得兼 丙、

舍生而取義者也 丁、生，亦我所欲也 正確的排序是？（Ａ）甲丁丙

乙（Ｂ）丁甲乙丙（Ｃ）丙乙甲丁（Ｄ）乙丙丁甲。 

（Ｃ）下列有關教育的敘述，何者錯誤？（Ａ）「不憤不啟，不悱不發」強調

學生有主動積極學習動機，老師才加以啟發。（Ｂ）「親炙」是說親自接

受師長教誨，「私淑」則是間接受教。（Ｃ）「自行束脩以上，吾未嘗無

誨焉！」是說人若能潔身自愛，則樂於教之。（Ｄ）「予不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是說不屑教之，亦即深教之。 

（Ｂ）下列選項引號內的詞語使用錯誤的，請選出：（Ａ）這份禮物是收？「抑

或」不收？令他躊躇再三。（Ｂ）與其戰敗而降，「豈能」壯烈成仁。（Ｃ）

不自由，「毋寧」死。（Ｄ）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Ｂ）下列有關國學常識的敘述，何者錯誤？（Ａ）論語由孔子親自編纂而成，

是記載他與弟子或時人談話的語錄體。（Ｂ）荀子思想屬儒家，他主張

性惡說，但他的弟子李斯、韓非則是法家代表人物。（Ｃ）大學、中庸

本是禮記篇名，朱熹把二者和論語、孟子合成一書，加以注解，稱作四

書集注。（Ｄ）宋代的理學可看成是儒學的發揚光大。 
（Ａ）下列有關文學常識的敘述，何者有誤？（Ａ）詩經是戰國時代的作品，

以四字一句為主。（Ｂ）楚辭屬南方文學，以屈原作品為代表，句中常

使用「兮」字。（Ｃ）駢文講究對仗、典故、辭藻，是南北朝通行的文

體。（Ｄ）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都屬韻文。 
（Ｂ）下列文句解釋，何者有誤？（Ａ）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不復

夢見周公。⋯⋯孔子慨嘆其道未能施行，而人已老。（Ｂ）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子認為古人求學是為了自己功名，現在

的學者求學則是為了服務社會人群。（Ｃ）用之則行，舍之則藏⋯⋯即

「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意。（Ｄ）子曰：後生可畏，焉知

來者之不如今也？⋯⋯年輕人是可畏的，倘及時勉學，那後一輩的將來

怎能說不如今天這一輩的呢？ 

（Ｃ）下列詞語句法的組成屬﹁名詞┼動詞┼名詞┼動詞﹂形式的，請選出：

（Ａ）月白風清（Ｂ）字正腔圓（Ｃ）物換星移（Ｄ）謹言慎行。 

（Ｂ）文言文中的「而」字，有時當轉折語氣「卻、但是」使用。如：「卒然

臨之而不驚﹂，可解釋為：突然加諸於其身卻不會受到驚嚇。下列不是

屬於轉折用法的選項為：（Ａ）青，取之於藍，「而」青於藍。（Ｂ）登

高「而」招，臂非加長也。（Ｃ）假輿馬者，非利足也，「而」致千里。

（Ｄ）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Ｄ）下列有關小說的敘述，何者有誤？（Ａ）世說新語內容多為東漢到魏晉

間名士的軼聞瑣事，文字清俊簡麗。（Ｂ）虯髯客傳為唐代傳奇名著，

屬文言短篇小說。（Ｃ）儒林外史是清代章回體諷刺小說，對讀書人熱

中功名之醜態，多所描述。（Ｄ）聊齋志異是清代志怪的章回體小說，

以白話寫成。 

（Ｄ）魯人有與曾參同姓名者殺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若也。及三人告之，

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本文如訂個標題，何者不宜？（Ａ）三人成

虎（Ｂ）曾參殺人（Ｃ）眾口鑠金（Ｄ）大義滅親。 

（Ａ）下列各選項文意解釋有誤的是：（Ａ）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Ｂ）怨不在大，可畏惟人⋯⋯人民如水，水

可載舟，水可覆舟。（Ｃ）鳴琴垂拱，無為而治⋯⋯身不下堂，不言而



化。（Ｄ）篳路藍縷，以啟山林⋯⋯披荊斬棘，創業艱辛。 

（Ｃ）「心懷感激而三緘其口，不啻包好禮物而不送出去。」這段文字意近：

（Ａ）沉默是金，愛不一定要說出來。（Ｂ）對人的感激，可放在心中，

也可說出來。（Ｃ）別人施恩給我，要適時表達出內心的感激。（Ｄ）禮

尚往來，口惠不如實惠。 

（Ａ）下列各選項的字，寫法完全正確的是：（Ａ）我苦口婆心，婉言相勸，

他卻置若罔聞。（Ｂ）十年寒窗苦讀，終於輝煌騰達，真是皇天不負苦

心人。（Ｃ）他急功好義，深受社區民眾愛戴。（Ｄ）把寺廟裝點得金璧

輝煌，莊嚴肅穆，四方香客絡繹不絕。 

（Ｂ）下列有關書信的說明，何者有誤？（Ａ）寫給父親的信，開頭稱謂與提

稱語可用「父親大人膝下」（Ｂ）寫給王和平老師的信封中欄可寫成「王

老師和平敬啟」（Ｃ）寫給信德同學的信，開頭稱謂與提稱語可用「信

德學兄惠鑒」。（Ｄ）寫給兒女的信，最後署名用「父示」、「母字」即可，

不必寫上自己名字。 

（Ｂ）民間歇後語往往有「藏詞」（主要意思在後半截，話中藏了這個後半截

的意思），下列歇後語的藏詞解釋錯誤的是：（Ａ）泥菩薩過河⋯⋯自身

難保。（Ｂ）周瑜打黃蓋⋯⋯死不認錯。（Ｃ）瞎子吃湯圓⋯⋯心裏有數。

（Ｄ）狗咬呂洞賓⋯不識好人。 

（Ａ）下列文意解釋，何者錯誤？（Ａ）蓬生麻中，不扶而直⋯⋯出淤泥而不

染。（Ｂ）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近墨者黑。（Ｃ）鍥而不舍，金石可

鏤⋯⋯有志者，事竟成。（Ｄ）梧鼠五技而窮⋯⋯專精才能有所成。 

（Ｃ） 對聯的貼法是有規定的，例如「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中，「養天

地正氣﹂最後一字「氣」是仄聲，須貼在門的右邊；「法古今完人」的

最後一字「人」是平聲，須貼在門的左邊。以下有四副對聯，其中只有

一副對聯不是依此方式貼的，請選出： 右聯 左聯 右聯 左聯（Ａ）

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福滿堂（Ｂ）新年納餘慶 佳節號長春（Ｃ）

甘苦來時要共嘗 安危他日終須仗（Ｄ）水能性淡為吾友 竹解心虛是

我師。 

（Ｄ） 下列各選項「」內詞語，屬於偏義複詞的是：（Ａ）必能使行陣和睦，「優

劣」得所。（Ｂ）不宜偏私，使「內外」異法。（Ｃ）「利害」之際，豈

不亦甚明歟？（Ｄ）陟罰臧否，不宜「異同」。 

（Ａ）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凜然。勢分三足鼎，業復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

兒不象賢。淒涼蜀故妓，來舞魏宮前。這首詩為唐劉禹錫所做，所詠的

人物是：（Ａ）劉備（Ｂ）諸葛亮（Ｃ）劉禪（Ｄ）關羽。 

（Ｄ） 閱讀短文：核電對百姓來說，是立場問題。即使核電在科學技術層面上

已臻十全十美，為了考慮生態環保、後代子孫，回歸較自然儉樸之生活，

我們仍可對它說「NO」。以下選項文意解說正確的是：（Ａ）核電一定

可以做到十全十美。（Ｂ）生態環境若獲得改善，就沒有反核的理由了。



（Ｃ）有人執意反對核電，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是盲目的。（Ｄ）即使

核電安全沒問題，仍可持反對核電的立場。 

（Ｃ） 故老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

「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

遽回顧小吏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

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僚？

以下敘述何者錯誤？（Ａ）馮道與和凝買的鞋子價格相同。（Ｂ）寫這

篇文章的人應是五代以後的人。（Ｃ）和凝的鞋子是他自己去買的。（Ｄ）

當時的人認為馮道身為宰相，應莊重才是，不該開這樣的玩笑。 

    【註：Ａ、故老：年高而有德的人；Ｂ、直：值；Ｃ、褊急：急躁；Ｄ、

遽：立刻。】 

（Ｄ） 裴 先德土自在中書，有故人，官亦不卑，自遠而至。給恤甚厚，從容

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曰：「公誠佳士也，但此官與公不相當，不敢

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憐公者，不妨卻得。」其

執守如此。以下敘述何者錯誤？（Ａ）裴 朋友來訪，裴對友人招待親

切、熱絡。（Ｂ）裴 的官位較友人為高。（Ｃ）裴 友人向裴求官。（Ｄ）

裴 請求宰相給他的友人官位。 

    【註：隳ㄏㄨㄟ：毀壞。】 

（Ｂ） 胡適的新詩「老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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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歡喜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來，整日裏又寒又飢∕我不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

替人家飛∕也不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這首詩所表達的

是那種情懷：（Ａ）推己及人，愛屋及烏。（Ｂ）勇於建言，不輕妥協。

（Ｃ）安貧樂道，與世無爭。（Ｄ）破除迷信，反抗傳統。 

（Ａ）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女講論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

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女曰：「未若柳絮因風起。」公

大笑樂。下列敘述何者錯誤？（Ａ）「雪驟」是說雪突然下得很大，驟音ㄗㄡ

ˋ。（Ｂ）這段「雪」的談論，是屬於修辭中的譬喻。（Ｃ）兄女是「兄弟的

女兒」，在此指謝安的甥女。（Ｄ）兄女比兄子胡兒有文才。 

    【註：Ａ、謝太傅：東晉宰相謝安。Ｂ、俄而：不久。Ｃ、兄女：謝道

韞。】 

貳、作文：    

  題目：把臉迎向陽光，你便不見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