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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針對下列問題切人重點，深人敘述： 100% (每題 20 分）

一、何謂「阿拉伯國家」？
「

阿拉伯國家」與「伊斯蘭國家」需名詞如何區分？

二 、 中世紀阿拉伯人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有何貢獻？

三、簡介今日阿拉伯世界社會狀況。

四 、 何謂 「 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 (GCC) ? 這些理事國在今日世界的政治 、 經

濟地位如何？

五、阿拉伯語言是閃語的一支，相對於世界其他語言，阿拉伯語有哪些特色？

備 註 一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 、 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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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 目 基礎阿拉伯語 系所另,J I 阿拉伯語文學系二年級考試時間 月/ i) 日（三）第四節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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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選出最正確的答案，並在答案希上作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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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正確連寫以下字母，將其寫成完整詞彙 (15%)

註

I +J+" 十 U"+J+l+J+"+l -1
0+1+.t+J+iJ+w+W"+i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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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試題請隨卷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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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阿拉伯語 系所別 阿拉伯語文學系二年級考試時間 ？月/ i) 日（三）第丐節

I 

請以完整的阿拉伯文句子回答以下問題 (45%)

一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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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答下列問題：

1. 近代的阿拉伯世界充滿了大小的區域性與國際性的衝突和戰爭。

請敘述並列舉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阿拉伯世界發展的問題與未來

的展望。(25%)

2. 拿破崙於1798年率領軍隊人侵埃及。西方勢力對於阿拉伯世界的

影響變得快速而且直接，許多阿拉伯國家因此陷入了被殖民的狀

態。請說明拿破崙的入侵對於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在文化和政經方

面的影響。(25%)

3. 鄂圖曼土耳帝國其統治阿拉伯世界數百年的時間， 一直到二十世

紀初帝國瓦解為止。請敘述這個突厥民族統治阿拉伯世界的政策，

特別是在宗教、語言、和行政管理上的措施為何? (25%) 

4伊斯蘭教為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文化發展的基礎。而其缝曲古蘭繹

則為穆斯林生活上的準則。請詳述古蘭經的編撰過程、對於穆斯林

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其對於阿拉伯語文發展和標準化過程中的
里!,; 蟑11 ,f,c:o/.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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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 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試題請隨卷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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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科了伊1這文 系所別曰土霉趕乍程只考試時間戸/0 日（三）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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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100%) 

1. We forbade femal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Islamic studies and male students to talk to these female students.

(20%)

2. They (dual, male) bought a car for Ms. Fatima before they rented this red

apartment behind the public hospital in Riyadh last winter. (20%) 

3. After I found my first job, my parents no longer send me money. (20%)

4. She delivered the famous speech which inspired all the protesters at the

square of liberation. (20%) 

5. If you (singular, feminine) did not mean to argue with me, why did you

bring this sword with you to my house? (20%) 

註；
一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試題靖隨卷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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