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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專專必必考考題題型型  

經經典典古古文文三三十十篇篇重重點點及及精精選選題題庫庫  

警專國文對經典古文三十篇相當看重，舉凡形、音、義、修辭、句意理解、

詞語與詞性、國學相關常識……等等，都常取材自這些重要篇章，並出成題目。

考生宜把古文三十篇內容熟悉、再熟悉，再配合考古題與本書題庫的練習，定能

在警專國文中取得佳績。以下先簡介古文三十篇及其中必知重點： 

一、必備知識：古文三十篇章特色 

篇名 時代 作者 必知重點 

燭之武退秦師 先秦 左丘明
打破弱國無外交的

歷史通則 

善用外交手段的重要性 

勸學 先秦 荀子 化性起偽 為學之道 

馮諼客孟嘗君 先秦 戰國策 彈鋏而歌 狡兔三窟 

漁父 先秦 屈原 兩次問答 兩種人生態度 

諫逐客書 先秦 李斯 用客而盛強 逐客之非 

鴻門宴 漢 司馬遷 項、劉相會之始末 性格定成敗 

大同與小康 漢 禮記 天下為公 天下為家 

出師表 六朝 諸葛亮 親賢遠佞 廣開言路 賞罰公正 

典論論文 六朝 曹丕 文學批評篇章之祖 作品與才氣之關聯 

蘭亭集序 六朝 王羲之 蘭亭雅集之盛況 生命有限，文學永恆 

桃花源記 六朝 陶淵明 桃花源的始末 理想的樂土投射 

世說新語選 六朝 劉義慶 魏晉人物品評 

與陳伯之書 六朝 丘遲 以今昔對比、壯劣對舉、故國之思，勸陳伯之歸降

諫太宗十思疏 唐 魏徵 以十思疏勸太宗居安思危、積其德義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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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說 唐 韓愈 尊師重道 從師問學 

始得西山宴遊記 唐 柳宗元 
寫西山之奇特，不

與培塿為類 

寄情山水、忘懷得失 

虯髯客傳 唐 杜光庭 
風塵三俠 強調唐有天下乃天命所歸，亂

臣賊子莫存妄想 

岳陽樓記 宋 范仲淹 謫 憂樂天下 

醉翁亭記 宋 歐陽修 樂 與民同樂 

赤壁賦 宋 蘇軾 主客問答 變與不變 

郁離子選 明 劉基 寓言 諷喻世情人性 

項脊軒志 明 歸有光 
家族衰敗的悲涼 對至親、亡妻的

懷念 

自我的胸懷抱負 

晚遊六橋待月記 明 袁宏道 西湖六橋春光月景 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 

原君 明 黃宗羲 抨擊君權至上 闡揚民主思想 

廉恥 明 顧炎武 平提側注 說明廉恥與國運的關係 

勞山道士 清 蒲松齡 志怪類小說 諷喻警世 

裨海記遊選 清 郁永河 記載探訪硫穴之過程及其特殊景觀 

左忠毅公軼事 清 方苞 以賓顯主 刻劃左公高尚的情操與志節 

勸和論 清 鄭用錫 勸導臺灣人民應和睦相處，勿彼此劃分 

臺灣通史序 清 連橫 史的重要性 發揚民族精神 

二、警專國文主題式試題觀摩：經典古文三十篇 

 下列各組「 」中的字，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引入，「微」指左

公處／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即其

廬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流之「勝」 南北百里，東西一「舍」／漁夫

樵夫之「舍」，皆可指數 大「行」不顧細謹，大禮不辭小讓／「行」

略定秦地；至函谷關，有兵守關，不得入 【警專國文第 34 期】 

：  Ans： 

：暗中／卑微渺小。美景。三十里／房舍。作為、事業／行軍。 

 「化典重為流利，抒情寫景極近於散文，駢散相間，以說理為主，為有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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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散文。」此段文字，適用於描述下列哪一篇作品的文體特色？ 司馬

相如〈上林賦〉 左思〈三都賦〉 王粲〈登樓賦〉 蘇軾〈赤壁

賦〉 【警專國文第 34 期】 

：  Ans：

：「化典重為流利，抒情寫景極近於散文，駢散相間，以說理為主，為

有韻的散文。」為「散文賦」的敘述，宋代開始以散文句法寫賦。

 書聖王羲之所寫的〈蘭亭集序〉，後世推為「天下第一□□」，請問空格

中應填入何種字體？ 楷書 行書 草書 隸書 

 【警專國文第 34 期】 

：  Ans：

：王羲之所寫的〈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下列文句，何者採用空間移動的手法，使景物產生由遠至近逐漸移動的變

化？ 臨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臨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

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 由斷橋至蘇堤一帶，綠煙紅霧，瀰

漫二十餘里。歌吹為風，粉汗為雨，羅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 環滁皆

山也。其西南諸峰，林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行六七里，

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兩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路轉，有亭翼然，臨

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

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樓之大觀也 【警專國文第 33 期】 

：  Ans：

：臨川之城東邊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

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敘事視角是由近

到遠。 

由斷橋蘇堤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敘事視角亦是由

近到遠。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琅邪釀泉醉翁亭。敘事視角是由遠

到近（此段又被稱為剝筍法，由外而內、遠而近的寫景方法謂之）。

遠山、長江並舉天色變化氣象萬千。敘事視角是由低到高。 

 下列有關文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逸事，又稱軼事。屬史傳別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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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左忠毅公軼事〉 書，為臣子進呈天子的奏文。如丘遲〈與陳伯

之書〉 說，為雜記類的文體。其中如韓愈的〈師說〉屬於人事雜記類 

序，用來說明著作的旨趣及經過。如連橫〈臺灣通史序〉 

 【警專國文第 33 期】 

：  Ans： 

：逸事，又稱軼事。但其體裁並非屬史傳別體，而是指正史沒有記

載之鄉談趣聞。 

書，可作書信，亦可作進呈天子的奏文；但丘遲〈與陳伯之書〉

為招降書信，並非進呈天子的奏文。 

韓愈的〈師說〉是贈序類的文章。 

 「三月三十日是白貓王子七歲的生日，菁清給他預備了一分禮物－市場買

菜用的車子，打算在天氣晴朗惠風和暢的時候把他放在車裡推著他在街上

走走。這樣，他算是於『食有魚』之外還『出有車』了。」（梁實秋〈白

貓王子七歲〉）上引文句的最後化用了哪一個典故？ 曾鞏〈墨池記〉 

歐陽修〈醉翁亭記〉 《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 范仲淹〈岳陽

樓記〉 【警專國文第 32 期】 

：  Ans： 

：題目線索「『食有魚』之外還『出有車』」，可知為《戰國策‧馮諼客

孟嘗君》三次彈鋏而歌的典故。戰國時代齊國人馮諼，因家貧而要

求在孟嘗君門下當食客，起先不受孟嘗君重視，馮諼乃倚柱彈劍，

分別三次高歌：「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

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皆依其要求而給予較好的

待遇。 

 曹丕〈典論論文〉中提及文人的通病，下列何者不屬於這個範疇？ 以

氣為主，清濁有體 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 

闇於自見，謂己為賢 【警專國文第 35 期】 

：  Ans： 

：答案此為曹丕提出的文學批評理論，並非論述文人的通病。 

 下列文句中，何者使用謙敬的語氣進行敘述，體現了「謙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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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率三軍，北定中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

陽，苟全性命於亂世 三顧臣於草廬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受任於

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警專國文第 35 期】 

：  Ans： 

：答案「布衣」、「躬耕」、「苟全性命」都是以謙遜的語氣去追述生

平之事，符合題目所述之謙遜原則。 

 下列關於〈項脊軒志〉文句之詮釋，何者正確？ 「塵泥滲漉，雨澤下

注」：敘寫雨景壯麗 「諸父異爨，東犬西吠」：暗指家庭變故 「瞻

顧遺跡，令人長號」：感傷青史成灰 「揚眉瞬目，謂有奇景」：歌詠

屋室豪華 【警專國文第 35 期】 

：  Ans： 

：答案指家庭變故──親戚分家，形同陌路。 

「塵泥滲漉，雨澤下注」──寫項脊軒未重新整修時之情狀。 

「瞻顧遺跡，令人長號」──寫祖母在世時，與祖母相處時的情

形；道出景物依舊，物是人非之哀慟。 

「揚眉瞬目，謂有奇景」──指身處區區敗屋之中，而深懷用世

之志。 

 針對下列古文名篇內容，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顧炎武〈廉恥〉論「士

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寄寓其感慨 蘇軾〈前赤壁賦〉藉變與不變

之辯證，表現作者通達的人生觀 韓愈〈師說〉藉贈文李蟠的機會，批

判時人一味崇尚佛老的風氣 柳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藉「始得」表

現初次尋得心靈寄託的喜悅 【警專國文第 35 期】 

：  Ans： 

：韓愈〈師說〉藉贈文李蟠的機會，批判時人恥學於師，並感嘆師道

蕩然無存，從師問學的風氣不復以往。 

 下列各組文句，「 」中的字義相同的選項是： 「顧」自海通以來，

西力東漸／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 茍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

大勢／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 「惟」人惟孝，義勇奉公／洪「惟」

我祖先，渡大海，入荒陬，以拓殖斯土 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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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警專國文第 36 期】 

：  Ans： 

：但是／張望、看。舊／排列。只有／思考。音ㄓㄨˇ，託

付、請託。 

 下列文句「 」內成語的應用，正確的選項是： 閱讀古籍如碰到「郭

公夏五」的情況，應多方查考，力求正確 社區居民來自不同省分，說

起話來猶如「郢書燕說」，南腔北調 建宏愛好自然科學，做實驗向來

「管窺蠡測」，謹慎細心絕不馬虎 先人秉持「破釜沉舟」的精神，為

後世子孫、開疆闢土，應懂得珍惜。 【警專國文第 36 期】 

：  Ans： 

：郭公，指春秋莊公二十四年經文的脫漏之處。夏五，指春秋桓公

十四年經文的脫漏之處。郭公夏五比喻缺漏的文字。也作「夏五

郭公」。 

郢人在給燕相的信中誤寫「舉燭」二字，而燕相則解釋尚明、任

賢之義。典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後比喻穿鑿附會，扭曲原

意。 

用管窺天，以蠡測海。語本《文選．東方朔．答客難》：「以筦窺

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鍾豈能通其條貫？」比喻所見狹小。 

秦末項羽與秦軍戰於鉅鹿，項羽為使士卒拚死戰鬥，渡河之後，

即將渡船弄沉，釜甑打破，以斷絕士兵後退的念頭。典出《史記．

卷七．項羽本紀》。引申為做事果決、義無反顧。明．史可法〈請

出師討賊疏》：「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

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沉舟，尚恐無救於事。」也作「破釜

沉船」、「沉舟破釜」、「船沉鉅鹿」。 

 下列關於《台灣通史序》的文意詮釋，正確的選項是： 苟欲以二三陳

編而知臺灣大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猶言由小可見大 

「顧自海通以來，西力東漸，運會之趨，其可阻遏」──乃描述外交兵禍，

相逼而來之事 文中引用司馬遷「國可滅，而史不可滅」之言，說明國

家的興廢存亡，往往繫於史官之手 婆娑之洋，美麗之島，「我先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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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景命，實式憑之」──意謂先人們開創的基業都依託在《台灣通史》。 

 【警專國文第 36 期】 

：  Ans：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指見識狹隘。 

「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指歷史能記錄國家興衰與民族精神在其

中，講述史書的重要性。 

指台灣通史寄託與延續著先民的景命與精神。 

 《臺灣通史序》：「喋血山河，藉言恢復」之「喋血」意謂： 忍辱負

重，誓在報仇 殺人眾多，踏血而行 以血為誓，奮發圖強 嘔心

瀝血，完成任務。 【警專國文第 36 期】 

：  Ans： 

：「喋血」也作「蹀血」，指踏血而行，形容殺人眾多 

 下列有關陶淵明《桃花源記》的詮釋，何者正確？ 從「晉太元中，武

陵人」可知所記是事實 「男女衣著，悉如外人」是桃源中人與世隔絕

的證明 「見漁人，乃大驚，問所從來」可看出桃花源村民的熱情好客 

「黃髮垂者，並怡然自樂」正是孔子「老有所終，幼有所長」的理想境

界。 【警專國文第 36 期】 

：  Ans： 

：「晉太元中，武陵人」為桃花源記中「虛實相間」的寫作筆法。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是指桃源內之人與外界之人的裝扮相同。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此句是桃源內之人對於漁人造訪

的驚訝敘述，非好客的描寫。 

 柳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見，而猶不

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句中所展現的物我兩忘、天人合一的情

懷，與下列何者最接近？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退。此中有真意，欲

辨已忘言 渡頭餘落日，墟里上孤煙。復值接輿醉，狂歌五柳前 曾

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不是雲，幾次花叢懶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使下襄陽向洛陽。

 【警專國文第 3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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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指美好的自然境界不須言傳，由心

去領會。符合題目敘述。 

「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接輿，是春秋時楚國隱士陸通的字。

在此王維將自己的好友裴迪比作沉醉狂歌的接輿，寫出與他在輞

川美景中巧遇的情景。而沉醉放歌，是人為之樂，與題目「物我

兩忘、天人合一的情懷」之題旨相去甚遠。 

「幾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有主觀、目的性的，都不

合「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情懷」。 

「白日放歌須縱酒」亦是人為之歡樂與自然無關。 

 下列語句與人物的配合，何者正確？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孟

子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 「醉翁之意不在酒，在

乎山水之間」：范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韓愈。

 【警專國文第 36 期】 

：  Ans：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出自孔子之語。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出自歐陽修之語。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出自范仲淹之語。 

 古代文句常因時空轉變而產生新意。下列名句皆出自歐陽修〈醉翁亭記〉，

何者敘述錯誤？ 「山肴野蔌」原指山中的野味和野菜﹔現代形容生活

極為貧窮困苦 「水落石出」原指冬天水位低落，石頭顯露的景象﹔現

代常以形容真相大白 「峰迴路轉」原形容山勢回還曲折，路也隨之轉

彎﹔現代比喻事情出現轉機 「醉翁之意不在酒」原形容心意不在喝酒，

而在欣賞景色﹔現代比喻別有目的。 【警專國文第 36 期】 

：  Ans： 

：「山肴野蔌」原指山中的野味和蔬菜。現代用以形容隱逸閒適之

生活。 

 歐陽修〈醉翁亭記〉對四時之景的描寫別具特色。下列各組文句所描寫的

季節相同的選項是： 野芳發而幽香／最是黃梅時節近，兩餘歸略有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