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代 題號 網上筆記題目 答案
先秦 1 《戰國策》主要記錄戰國事期哪一類人們的活動？ 策士
先秦 2 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 《詩經》
先秦 3 《楚辭》作品的特色： 詞藻華麗、感情激越、喜用神話、浪漫主義
先秦 4 「風騷」是指哪兩部文學作品？ 《詩經》和《楚辭》
先秦 5 成語「青出於藍」出自哪一本著作？ 荀子
先秦 6 〈離騷〉的作者是？ 屈原
先秦 7 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中，將人的「四善端」比喻作甚麼？ 手足/四體/四肢

先秦 8 《詩經‧國風》作品內容有甚麼特色？ 反映人民生活
先秦 9 《左傳》留下許多成語，如： 病入膏肓、朝不保夕、一鼓作氣、斷章取義
先秦 10 《管子》中的「國之四維」是指甚麼？ 禮義廉恥
先秦 11 傳說中《春秋》的編者是： 孔子
先秦 12 成語「杯水車薪」的「薪」是指： 柴草
先秦 13 《詩經〉六義中的「比」，是指以下哪一種寫作手法？ 比喻
先秦 14 《左傳》全名是？ 《春秋左氏傳》/也稱作《左氏春秋》

先秦 15 〈逍遙遊〉的作者是？ 莊子/莊周

先秦 16 《楚辭》中的作品表現了哪個地方的特色？ 楚地/楚國

先秦 17 《論語》的第一篇是？ 〈學而〉
先秦 18 《道德經》的作者是？ 老子
先秦 19 宋玉有甚麼代表作？ 〈高唐賦〉、〈風賦〉、〈神女賦〉及〈九辯〉
先秦 20 〈逍遙遊〉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是指人要怎樣？ 順應自然，無所依賴
先秦 21 韓非子在〈五蠹〉中，將哪些人比喻作毒蟲？ 學者、縱橫家、俠客、害怕戰爭當兵的人和商工之民
先秦 22 《莊子》留下許多成語，如： 越俎代庖、朝三暮四、螳臂擋車、得心應手
先秦 23 《荀子》留下許多成語，如： 青出於藍、鍥而不捨、四海一家
先秦 24 《韓非子》留下許多的著名的寓言故事，如： 螳螂捕蟬、守株待兔、曾子殺豬
先秦 25 成語「越俎代庖」的「俎」是指： 祭祀時用來盛裝祭品的禮器
先秦 26 《春秋》是哪一種體例的史書？ 編年體
先秦 27 宋玉模仿屈原的〈離騷〉和〈涉江〉的基礎寫成的作品是？ 〈九辯〉
先秦 28 「四書五經」中的「五經」是指哪五部經典？ 《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及《春秋》
先秦 29 《孟子》留下許多成語，如： 杯水車薪、五十步笑百步、出爾反爾、反求諸己
先秦 30 〈孟子‧告子上〉借「舍魚而取熊掌」的比喻，說明甚麼道理？ 當「生」與「義」不可共存，當捨生取義
先秦 31 《詩經》六義中的「風」，是指哪一類作品？ 民歌
先秦 32 《楚辭》中的《國殤》，歌頌的是哪一類人？ 為國捐軀的勇士
先秦 33 《詩經》六義包括： 風、雅、頌、賦、比、興
漢魏晉 34 曹操的《短歌行》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對人生有何感慨？ 生命短促/人生苦短

漢魏晉 35 西漢初時的賦體最主要受哪類文學作品所影響呢？ 楚辭
漢魏晉 36 「樂府雙璧」是指《木蘭詩》和哪一首漢樂府呢？ 孔雀東南飛
漢魏晉 37 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盈盈樓上女」下一句是： 皎皎當窗牖
漢魏晉 38 根據《史記》記載，項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下一句是： 時不利兮騅不逝
漢魏晉 39 曹植《七步詩》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漢魏晉 40 陶淵明《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漢魏晉 41 《文心雕龍.物色》篇點出哪一個原素與文學創作有密切關係？ 大自然



漢魏晉 42 哪位詩人說「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陶潛／陶淵明／五柳先生
漢魏晉 43 司馬相如擅於寫賦，作品有： 《子虛賦》、 《天子遊獵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秦二世賦》等

漢魏晉 44 詩人謝靈運曾讚掦曹植： 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健獨得八斗。
漢魏晉 45 《文心雕龍》的作者是: 劉勰
漢魏晉 46 《史記》鴻門會中指的是哪兩人的會面？ 項羽和劉邦
漢魏晉 47 《史記．酷吏列傳》中，記載哪幾位酷吏的行為？ 尹齊 、杜周、楊僕、王溫舒、趙禹、寧成等。

漢魏晉 48 司馬遷因何事受宮刑呢? 李陵事件
漢魏晉 49 漢樂府中的《上邪》的主題是甚麼？ 堅貞的愛情
漢魏晉 50 竹林七賢中的劉伶有何嗜好？ 飲酒
漢魏晉 51 《史記．刺客列傳》中，哪個刺客將匕首藏於魚腹中? 專諸
漢魏晉 52 南北朝宮體詩有哪些特點？ 講究格律與聲律，強調辭采，亦重視用典
漢魏晉 53 《史記．滑稽列傳》主要描述哪三位人物的事蹟？ 淳于髡、優孟、優旃
漢魏晉 54 《漢書．古今人表》將孔子歸入哪一類人呢？ 上上聖人

漢魏晉 55 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漢魏晉 56 「李寄斬蛇」是收錄在哪一本書籍呢？ 搜神記
先秦 57 《春秋》主要記載了哪一國家與其他諸侯國的事情？ 魯國
漢魏晉 58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是形容哪一位歴史人物 ？ 荊軻

漢魏晉 59 《戰國策》有不同的成語故事，如：
狐假虎威、金盡裘敝、白虹貫日、百發百中、抱薪救火、刺股懸梁、歸真反璞、畫蛇
添足

漢魏晉 60 《戰國策》「守株待兔」的故事是發生在哪一個國家 ？ 宋
漢魏晉 61 《戰國策》成語故事「驥服鹽車」的主題是什麼？ 用人不當，埋沒人才
漢魏晉 62 《山海經》收錄不少神話傳說，如： 女媧補天、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精衞填海等
漢魏晉 63 《山海經》記載有一隻名為「相柳」的怪物，牠最終被誰人所殺？ 禹
漢魏晉 64 司馬遷將項羽編入《史記》中哪一個類別？ 本紀
漢魏晉 65 在《史記》的體制中，有多少卷列傳? 70
漢魏晉 66 北朝樂府民歌有哪些代表作品？ 《敕勒歌》、《企喻歌》、《木蘭辭》、《折楊柳歌》等
漢魏晉 67 漢賦四大家是： 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
漢魏晉 68 建安七子是： 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漢魏晉 69 漢樂府創造了「朝露」、「風燭」和哪一個比喻，慨歎人生短促呢? 石火
漢魏晉 70 《史記．貨殖列傳》主要內容是什麼？ 經濟貿易
隋唐詩 71 王昌齡「一片冰心在玉壺」象徵什麼？ 冰清玉潔，不同流合污
隋唐詩 72 唐初，誰在獄中以蟬自喻？ 駱賓王
隋唐詩 73 孟郊〈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隋唐詩 74 杜秋娘〈金縷衣〉 的主旨： 愛惜時光
隋唐詩 75 李紳〈憫農 其二〉 的主旨： 珍惜食物
隋唐詩 76 白居易〈長恨歌〉所寫的是誰的愛情傳說？ 唐玄宗與楊貴妃
隋唐詩 77 駱賓王〈詠鵝〉：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隋唐詩 78 李商隱〈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
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隋唐詩 79 唐代山水田園派詩人： 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裴迪
隋唐詩 80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用了什麼修辭手法？ 對比、借代、誇飾



隋唐詩 81 李白的樂府詩有：

〈將進酒〉、〈戰城南〉、〈蜀道難〉、〈關山月〉、〈子夜吳歌〉四首、〈長干行〉、〈妾薄
命〉、〈遠別離〉、〈長相思〉二首、〈行路難〉三首、〈梁甫吟〉、〈烏夜啼〉、〈烏棲曲〉、
〈襄陽歌〉、〈上留田〉等〈戰城南〉。

隋唐詩 82 唐代邊塞派詩人： 王之渙、岑參、高適、王昌齡
隋唐詩 83 白居易的〈賣炭翁〉屬於哪種詩體？ 樂府詩
隋唐詩 84 誰有「詩骨」之稱？ 陳子昂
隋唐詩 85 「行到水窮處」下一句是什麼？ 坐看雲起時
隋唐詩 86 〈琵琶行〉的體制： 古體詩/七言古詩

隋唐詩 87 律詩規定哪兩聯必須對仗？ 頷聯、頸聯
隋唐詩 88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出自哪篇作品？ 〈登樂遊原〉
隋唐詩 89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出自哪人作品？ 白居易
隋唐詩 90 初唐四傑：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隋唐詩 91 誰稱李白為「天上謫仙人」？ 李賀
隋唐詩 92 誰的作品「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王維
隋唐詩 93 誰是杜甫口中「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詩人？ 李白
隋唐詩 94 王之渙〈登鸛鵲樓〉的全詩：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隋唐詩 95 「明月松間照， 清泉石上流」是哪位詩人的作品 王維
隋唐詩 96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出自哪篇作品？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
隋唐詩 97 杜甫的稱號： 杜少陵、杜工部、杜拾遺、少陵野老、 杜陵布衣、詩聖、詩史、詩宰相

隋唐詩 98 「山雨欲來風滿樓」上一句是什麼？ 溪雲初起日沉閣
唐 99 韓愈有哪些的代表作品？ 〈進學解〉、〈送李願歸盤谷序〉、〈師說〉等
唐 100 五言絕句有哪些代表作品？ 王之渙《登鸛鵲樓》、王維《送別》、《相思》、《竹里館》、等
唐 101 按照律詩的規定，哪兩聯必須對仗？ 頷聯、頸聯
唐散文 102 成語「動輒得咎」出自韓愈《進學解》，它的意思是指甚麼？ 動不動就受到指摘或責難
唐散文 103 成語「垂頭喪氣」出自韓愈《送窮文》，它的意思是指甚麼？ 形容因失敗或不順利而情緒低落、萎蘼不振的樣子。
唐散文 104 《崑崙奴》的作者是誰？ 裴鉶
唐散文 105 唐代古文運動影響深遠，遠至清代哪一個派別？ 桐城派
唐散文 106 成語「爬羅剔抉」出自韓愈《進學解》，它的意思是指甚麼？ 廣泛地搜羅，精細地選擇。
唐散文 107 誰提出了「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觀點？ 陳子昂
唐散文 108 柳宗元的《臨江之麋》是諷刺甚麼人? 倚仗權貴、恃寵而驕之徒
唐散文 109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出自韓愈哪一篇作品？ 馬說
唐散文 110 韓愈文學主張的「道」是指甚麼？ 儒家之道
唐散文 111 《霍小玉傳》的作者是誰？ 蔣防
唐散文 112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出自柳宗元哪一篇作品？ 始得西山宴遊記
唐散文 113 《南柯太守傳》的作者是誰？ 李公佐
唐散文 114 《補江總白猿傳》中誰帶兵入山，掩殺白猿？ 歐陽紇
唐散文 115 蘇軾曾怎樣稱讚韓愈的古文?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唐散文 116 柳宗元《永州八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
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

唐散文 117 韓愈哪一篇文章被蘇軾評為唐代第一？ 送李願/李愿歸盤谷序

唐散文 118 《枕中記》的作者是誰？ 沈既濟
唐散文 119 《霍小玉傳》中的男主角是誰？ 李益
唐散文 120 《南柯太守傳》的男主角是誰？ 淳于棼
唐散文 121 《虬髯客傳》的作者是誰？ 杜光庭



唐散文 122 韓愈哪一篇文章用了38個「嗚」字貫穿全篇？ 送孟東野序
唐散文 123 柳宗元的表字是甚麼？ 子厚
唐散文 124 「古之學者必有師」一句是出自韓愈哪一篇散文？ 師說
唐散文 125 《遊仙窟》的作者是誰？ 張鷟
唐散文 126 《李娃傳》的作者是誰？ 白行簡
唐散文 127 韓愈的文學主張是什麼？ 文以載道
唐散文 128 《虬髯客傳》中的「風塵三俠」是指誰？ 李靖、紅拂女和虬髯客
五代 129 對聯有哪些特點？ 字數相同、結構相稱、詞性相當、平仄相對、節奏相應、意思相關
宋散文 130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中的褒禪山又稱作甚麼山﹖ 華山
宋散文 131 哪位唐代文學家的文集啟發歐陽修致力於古文運動﹖ 韓愈
宋散文 132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出自范仲淹哪一篇作品呢？ 《岳陽樓記》
宋散文 133 歐陽修與蘇軾的作品內容不集中在倫理道德，更注重哪方面﹖ 社會民生
宋散文 134 南宋時，理學大興其道，文章多注重改善甚麼﹖ 道德人格
宋散文 135 蘇軾年輕時考科舉時，哪篇作品得到考官青睞﹖ 《刑賞忠厚之至論》
宋散文 136 宋代古文學家中的「三蘇」指哪三位﹖ 蘇洵、蘇軾、蘇轍
宋散文 137 蘇軾在《居士集敘》怎樣讚揚歐陽修﹖ 詩賦似杜甫
宋散文 138 蘇洵《六國論》表面論六國，實質暗諷宋廷，這是哪種寫作手法﹖ 借古喻今
宋散文 139 哪個宋代皇帝下令戒掉西崑體等浮文﹖ 宋仁宗
宋散文 140 范仲淹提倡古文，反對甚麼文學體裁﹖ 西崑體
宋散文 141 理學家朱熹等人的文章除了研討哲理外，更體現了甚麼精神﹖ 務實精神
宋散文 142 范仲淹既為文學家又為政治家，他主理甚麼改革﹖ 慶曆新政
宋散文 143 歐陽修曾撰寫哪兩部列入二十四史的史書﹖ 《新唐書》與《新五代史》
宋散文 144 《醉翁亭記》中，誰人自稱為「醉翁」呢？ 歐陽修
宋散文 145 蘇軾《前赤壁賦》中「寄蜉蝣於天地」下一句是： 渺滄海之一粟
宋散文 146 秦觀與張耒、晁補之、黃庭堅並稱為﹖ 蘇門四學士
宋散文 147 試寫出「唐宋古文八大家」其中的宋代文學家。 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
宋散文 148 曾鞏的《墨池記》首段提及哪位書法名家？ 王羲之
宋散文 149 《朋黨論》中主要論述哪兩種朋黨的分別呢？ 小人之朋和君子之朋
宋詞 150 「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一句中，「柳詞」是指哪一位詩人？ 柳永
宋詞 151 花間派的代表人物是誰？ 溫庭筠
宋詞 152 《破陣子》適合表現哪一種感情？ 激昂慷慨
宋詞 153 歐陽修的稱號是什麼？ 六一居士
宋詞 154 「詩莊詞媚」中，「媚」的意思是什麼？ 婉媚
宋詞 155 蘇軾《念奴嬌.中秋》一句「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是化用李白哪一首詩。《月下獨酌》
宋詞 156 蘇軾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一詞最後一句是: 也無風兩也風晴
宋詞 157 《漱玉詞集》的作者是誰？ 李清照
宋詞 158 程朱理學中的「朱」是指哪一位儒學大師？ 朱熹
宋詞 159 李煜是五代十國中哪一個國家的皇帝？ 南唐
宋詞 160 宋詞的別稱？ 長短句、詩餘、倚聲
宋詞 161 《六醜·正單衣試酒》的作者是誰？ 周邦彥
宋詞 162 按長短規模，詞可怎樣劃分？ 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一90字）和長調（91字或以上）。

宋詞 163 詞牌其實是什麼？ 歌譜的名稱
宋詞 164 多少字以上稱為長調？ 九十一



宋詞 165 五代時趙崇祚所編，相傳是最早出現的詞集是什麼？ 花間集
宋詞 166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一句出自哪位詩人的作品。 溫庭筠
宋詞 167 請寫出辛棄疾《青玉案．元夕》最後三句。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宋詞 168 誰發明活字印刷術？ 畢昇
宋詞 169 柳永擅長創作以下哪一種體制的詞？ 慢詞
宋詞 170 李清照的丈夫是誰？ 趙明誠
宋詞 171 宋「話本」是什麼？ 說話人演講故事的底本
宋詞 172 詞的分段稱為什麼？ 片、闋
宋詞 173 七夕為祭祀織女星以及哪一顆星？ 牽牛星
宋詞 174 相傳寒食節為了紀念哪一位被燒死於綿山的歷史人物？ 介之推
宋詞 175 宋徽宗創的書法體稱為什麼？ 瘦金體
宋詞 176 敦煌詞最早產生於哪一個朝代？ 唐朝

宋詞 177
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三句，形容哪一位歷史人
物？ 周瑜

宋 178 〈清明上河圖〉描繪了什麼景象？ 北宋都城開封汴河兩岸的繁榮景象
元明清 179 紅娘一角是出自哪一套雜劇? 《西廂記》
元明清 180 《三國演義》的作者是誰？ 羅貫中
元明清 181 《西遊記》的作者是誰？ 吳承恩
元明清 182 《聊齋誌異》的作者是誰？ 蒲松齡
元明清 183 《小山樂府》中輯錄的是哪一人的作品？ 張可久
元明清 184 《紅樓夢》的作者是誰？ 曹雪芹
元明清 185 《牡丹亭》的女主角是誰？ 杜麗娘
元明清 186 楊慎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下一句是： 浪花淘盡英雄
元明清 187 《哪吒鬧海》是改編自哪部文學作品？ 《封神演義》
元明清 188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誰？ 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
元明清 189 明代官員常服胸前和後背皆有一片「補子」，區別品秩，武官一般用哪一類的紋飾？ 走獸
元明清 190 《長生殿》的作者是誰？ 洪昇
元明清 191 《竇娥冤》中應驗的誓言 死後將血濺白練而血不沾地、六月飛霜（降雪）三尺掩其屍、楚州大旱三年
元明清 192 章回小說每回開端常用的字眼？ 話說、卻說、且說
元明清 193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誰？ 吳敬梓
元明清 194 《水滸傳》中「及時雨」是誰？ 宋江
元明清 195 《杜十娘怒沈百寶箱》中杜十娘鍾情於誰？ 李甲
元明清 196 《范進中舉》一文，是要諷刺哪項制度？ 科舉制
元明清 197 《水滸傳》中，綽號「豹子頭」，曾任八十萬禁軍教頭的是誰？ 林沖
元明清 198 「二拍」是指哪兩部書？ 《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元明清 199 「三言」是指哪三部書？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元明清 200 《倩女離魂》的作者是哪一位？ 鄭光祖
元明清 201 《紅樓夢》的原名是： 《石頭記》
元明清 202 元代哪一個劇作家自號「東籬」？ 馬致遠
元明清 203 名句「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的作者是誰？ 納蘭性德
元明清 204 《琵琶記》的作者是哪一位？ 高明
元明清 205 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一曲中出現的景物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斷腸人
元明清 206 《西廂記》是有關哪兩個人的愛情故事？ 張君瑞和崔鶯鶯



元明清 207 《琵琶記》為南戲創作的範本，獲得了哪一個稱譽？ 「南曲之宗」
元明清 208 《倩女離魂》中，倩女的魂魄脫離了肉身，是為了追隨哪一個人奔赴京城？ 王文舉
元明清 209 《水滸傳》中，綽號「及時雨」的人物是誰？ 宋江
元明清 210 《西廂記》帶出的主題是： 對愛情的追求
元明清 211 納蘭性德是哪一朝代的詞家？ 清
元明清 212 元代南戲「四大傳奇」： 《荊釵記》、《白兔記》、《殺狗記》、《拜月亭記》
元明清 213 元散曲主要的兩種形式是 小令、套數
元明清 214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 方苞、劉大櫆、姚鼐
元明清 215 元代關漢卿有不少劇作，如： 《單刀會》、《哭存孝》、《拜月亭》、《竇娥冤》
元明清 216 王國維稱讚關漢卿的戲劇語言特色： 「曲盡人情，字字本色」
元明清 217 《兒女英雄傳》中的俠女十三妹本名是： 何玉鳳
元明清 218 《竇娥冤》的故事框架與哪一個漢代民間故事很相似？ 「東海孝婦」
元明清 219 《郁離子》的作者是哪一位？ 劉基
元明清 220 洪昇的《長生殿》取材自哪一個故事？ 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
元明清 221 《山坡羊．潼關懷古》 的作者是哪一位？ 張養浩
元明清 222 《竇娥冤》是哪一個元代劇作家的代表作？ 關漢卿
元明清 223 《鏡花緣》中的旅行中見聞多取材自哪兩本書？ 《山海經》、《博物志》
元明清 224 「倩女幽魂」的故事是取材自哪本中國名著？ 聊齋誌異
元明清 225 《漢宮秋》是哪一個元代劇作家的代表作？ 馬致遠
元明清 226 白樸的《梧桐雨》是根據哪一位詩人的詩改編？ 白居易
元明清 227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出自元好問哪首詞？ 《摸魚兒．雁丘詞》
元明清 228 「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是出自關漢卿哪一首元曲呢？ 《四塊玉‧閒適》
元明清 229 史書《三國志》中「志」是甚麼意思? 記事的文字或文章
元明清 230 孔尚任《桃花扇》的男主角是誰？ 侯方域
元明清 231 《桃花扇》的作者是誰？ 孔尚任
元明清 232 世稱「船山先生」的是哪一人？ 王夫之
元明清 233 哪一本書是元代鍾嗣成的作品？ 《錄鬼簿》
元明清 234 《說唐演義全傳》揭露了哪位皇帝的暴政？ 隋煬帝

元明清 235 《紅樓夢》中十二金釵是：
林黛玉、薛寶釵、賈元春、賈探春、史湘雲、妙玉、賈迎春、賈惜春、王熙鳳、賈巧
姐、李紈、秦可卿

元明清 236 元曲可分作哪兩大類別？ 散曲和戲曲兩大類。散曲以抒發個人情意為主；戲曲則是戲劇裏的曲子。
近現代 237 曹七巧是張愛玲哪一部著作的女主角？ 《金鎖記》
近現代 238 余華的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是採用哪一個敍事人稱？ 第一人稱
近現代 239 在新文學運動中，誰最先提出「八不主義」？ 胡適
近現代 240 王國維著名的文學批評著作為： 《人間詞話》
近現代 241 卞之琳名句「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是自哪部作品？ 《斷章》
近現代 242 《酒徒》一書主要以甚麼技巧作敍事方式? 意識流
近現代 243 現當代戲劇《日出》的作者是誰？ 曹禺
近現代 244 哪一位中國籍作家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
近現代 245 楊絳著名作品《我們仨》主要刻畫作者哪一方面的感情？ 家人之情/父母與女兒之情

近現代 246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是哪一位詩人的名句？ 顧城
近現代 247 香港武俠小說作家金庸有哪些代表作品？ 《射雕英雄傳》、《雪山飛狐》、《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等
近現代 248 新詩《也許》是哪位詩人的作品？ 聞一多



近現代 249 「祥林嫂」是哪一本著名小說的主角？ 《祝福》
近現代 250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偶爾投映在你的波心」是哪一位詩人的名句？ 俆志摩
近現代 251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是改編自蘇童哪一本的小說呢？ 《妻妾成群》
近現代 252 賈平凹憑著哪一本作品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秦腔》
近現代 253 「新感覺派」的文學作品多表現 都市的體驗與感受
近現代 254 莊梅岩是香港新一代出色的劇作家，他有何代表作？ 《留守太平間》、《找個人和我上火星》、《法吻》、《聖荷西謀殺案》及《教授》
近現代 255 田漢曾將哪一套外國小說改編成話劇公演？ 卡門
近現代 256 《詩言志辨》的作者是誰？ 朱自清
近現代 257 《酒徒》的作者是誰？ 劉以鬯
近現代 258 聞一多致力在現代中國詩學發展上作哪方面的研究？ 新詩格律化
近現代 259 短篇小說是指字數為多少字以內的小說？ 二萬字
近現代 260 新月派詩人主要受到哪一位外國詩人的影響？ 泰戈爾
近現代 261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作者是誰？ 西西
近現代 262 季羨林著名作品《牛棚雜憶》主要寫哪一個時期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
近現代 263 郭沫若的新詩處女作為 ： 《女神》
近現代 264 錢鍾書的主要作品為： 《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詩論《談藝錄》、《七綴集》

近現代 265 《林家鋪子》以哪一件史實為時空背景？ 一二八事變
近現代 266 巴金的《家》、《春》、《秋》合稱為？ 《激流三部曲》
近現代 267 丁玲的成名作是: 《莎菲女士的日記》
近現代 268 新詩的「三美」是指： 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
近現代 269 現代戲劇中，將舞台上的大幔幕拉下來分開故事段落，稱之為甚麼？ 一幕
近現代 270 劉以鬯把他創作的那些具有探索精神、創新意圖和與眾不同的小說稱之為？ 實驗小說
近現代 271 曹禺的主要作品為： 《雷雨》、《日出》、《北京人》、《家》（改編自巴金的小說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
近現代 272 茅盾的主要作品為： 《子夜》、《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林家鋪子》
近現代 273 著名作家豐子愷文集的名稱是甚麼？ 《緣緣堂隨筆》
近現代 274 也斯以「以物喻人」為主題的詩作主要包括： 〈給苦瓜的頌詩〉、〈菜乾〉、〈盆菜〉
近現代 275 小說《呼蘭河傳》的作者？ 蕭紅
近現代 276 《邊城》的作者是誰？ 沈從文
近現代 277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是哪一位詩人的名句？ 鄭愁予
近現代 278 「射鵰三部曲」包括： 《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
近現代 279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有哪些南來作家因戰亂等因素來港暫居？ 易文、力匡、馬郎
近現代 280 蕭紅在哪裡完成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香港
近現代 281 高行健第一部創作的戲劇為： 《絕對信號》
近現代 282 著名小說《傾城之戀》的故事在哪兒開展？ 香港
近現代 283 中國戲劇《茶館》全劇分為三幕，敍述的時代背景按次序分別為： 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抗日戰爭後
近現代 284 白先勇擅長哪一種傳統戲曲？ 崑曲
近現代 285 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的名稱是甚麼？ 嘗試集
近現代 286 「受了誰的魔法，誰的詛咒」出自何其芳的哪一首詩作？ 古城
近現代 287 著名作家豐子愷師從哪一位名家學習？ 李叔同
近現代 288 莫言著名作品《蛙》主要指出中國甚麼問題？ 節育問題/一孩政策

近現代 289 中國現代話劇有哪些代表作家？ 郭沫若、田漢、曹禺、夏衍、老舍等
近現代 290 《子夜》的作者是誰？ 茅盾
近現代 291 在新文學運動中，誰提出《文學革命論》，主張文學改革？ 陳獨秀



近現代 292 現當代戲劇《三塊錢國幣》的作者是誰？ 丁西林
近現代 293 張愛玲曾就讀香港哪一所大學？ 香港大學
近現代 294 冰心的《紙船》一文，寄託了對誰的思念呢? 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