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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秤 目丨歐洲史地 I系所別 I
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維／
西班牙文維..::...尘氣及 l考試時間 I 7月10日（三）第二節

,,.., 擇題： 100% 選擇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否則不予計分。

( ) 1. 歐洲曾有一位富有的公爵因反抗壓追，遭政府處死，激發當地人民起來反對統治者。後來一 位文學家
以此故事為主題，寫了一個劇本，音樂家也將之譜成歌劇公演，嬴得觀眾熱烈迴響，視這位公爵為民族英

。這種劇本與歌劇創作及觀眾的反應，是下列哪一種思潮的展現? (A)寫實主義 (B)保守主義 (C)理性
主義 (D)浪漫主義。

( ) 2. 一位作家討論 (A)重商主義 (B) 民族主義 (C)自由主義 (D)共產主義時，認為「沒有它，義大利還
於分裂，印度可能還受英國統治，印尼也可能還屬於荷蘭，但日本的軍國思想卻也因此而起。印度與巴

罕斯坦間的不良關係，更與此有密切關聯。」

() 3. 下列哪一個國家控制了 地球總居住面積的20 %, 總人口的23%, 所占領的殖民地是其本國國土的9
倍。譜問這個國家應當是何時的何國? (A) 1871年的德國(B) 19 10 年的英國(C) 1932年的日本 (D)1945 

的美國。

i( )4. 「在歐洲，某一世紀開始時全歐洲的人口約一億八千七百萬。到了一 百年後，歐洲人口已經增加到約
四億人，此數據尚排除了有近六千萬人在此世紀中移往海外，以及有不計其數的移民從歐俄越過烏拉山脈
前往西伯利亞與中亞。」譜問以上的人口變化應出現於哪一世紀？這樣的變化與何者最為相關? (A) 16世
紀，地理大發現(B) 17世紀，科學革命(C) 18世紀，啟蒙運動(D) 19世紀，工業革命。

( ) 5. 1859年(A)《國富論》(B)《物種源起》(C)《悲慘世界》(D)《社會契約論》出版後，很快銷售一
空。它像一顆重型砲彈在「神學陣地的心臟上」猛烈爆炸，震動了整個歐美大陸。讀者很快形成兩大陣營，
激烈的爭論如同仇敵相見。以赫胥黎為首的進步學者挺身而出，表逵支持，赫胥黎甚至寫信給作者說： 「在

準備接受火刑，也要支持你的理論。」

() 6某國家一位政治人物指出： 「 讓殖民地人民自由地生活、並自己管理，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恢復
南的秩序與和平，才是邃到這個理想的最重要基礎。」請問此位政治人物應屬於以下哪一國家? (A)法國
(B)美國 (C)英國 (D)德國。

( ) 7. 某一時期，德國人宣稱「我們的未來在海上」 、 法國人高唱「不要忘記色當之役」 、 俄國人揚言 「 保衛
拉夫兄弟」 。 這些聳動的口號與行動，最後導致下列哪個戰爭發生? (A)普法戰爭 (B)克里米亞戰爭 (C)

俄土戰爭 (D)第一次世界大戰。

( ) 8. 幾位歷史學者評論： 1939 年起，德國採取一連串的對外侵略行動，波蘭、捷克、挪威相繼為德國控
制，1940年以後，只有一個歐洲國家能與德國抗衡。他們指的是哪一個國家? (A)英國(B)法國(C)西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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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D)義大利。

( ) 9在(A) 1871年德國與法國戰爭結束之後，發生於亞爾薩斯地區(B) 1918年《凡爾賽和约〉簽定之後，
生於義大利的北部地區 (C) 1945年德國戰敗投降之後，發生於羅馬尼亞及捷克地區 (D) 1945年日本戰

敗投降之後，發生於琉球及朝鮮半島地區 戰爭之後，除了軍隊外，當地部分居民也被迨離開在此地居亻
上百年的家園，必須回到自己民族主要的居住地。

( )10.(A)國際聯盟(B)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C)聯合國 (D)華沙公約組織，上述哪一個祖織以民族自決做為宗
旨之一，目的在於維持國際的和平與安全。雖然沒有常備軍，卻有權要求成員國提供武力支援，在20世纪
的國際事務上，此一組織也確實執行了數次的武力制裁？

( )11.(A)紐倫堡(B)慕尼黑 (C)德黑蘭 (D)雅爾達，上述哪一個地方位於德國南部，原本只是一個平淡的'---"
鎮，卻因二戰前後的幾次歷史事件，因而讓它聲名大噪。納粹黨曾在這裡制定了反猶太人的 法規， 成為種

丶滅絕的開始。諷刺的是，戰後的國際審判也在此召開，許多納粹戰犯在此被判處死刑？

( )12. 下列哪一個文學派別，不再強調戚情與辭藻，而著眼於描繪具體的事實，並將科學的原理應用在社
留現實的 分析上。這個文學派別應為何? (A) 18世紀後期的古典主義(B) 19世紀前期的浪漫主義(C) 19 

纪後期的寫實王義 (D) 20世纪中葉的存在主義。

( )13. 《異郷人》是 法國的哲學家兼小說家卡繆的作品，內容描寫主角莫名地來到荒謬的世界，又莫名其
沙地離開，對一切事務都採取冷漠態度。請問《異鄉人》的內容表現哪一種思想? (A)存在王義 (B)超

實主義 (C)寫實主義 (D)後現代主義。

( )14. 宗教改革後，因為(A)羅馬教宗受宗教分裂刺激，決心整頓教會(B)英國國王對羅馬教宗不滿，限制
會活動(C)法國國王不願受教會控制，禁止宗教發展 (D)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要強化教會，清除異端。 所

以一位西方領袖下令：除非另有許可，僧侶必須立刻返回修院，所有隗意遊蕩的僧侶都將遭逮捕；修院不
得再向不在職的官員提供獻金，教會所有部鬥必須減少開支；任命聖職時，如涉及買賣嫌疑，一律禁止。

( )15. 十二 、 十三世纪間，西班牙的大主教雷蒙是一位具有寬容精神的開明人物，他成立「翻譯書院」邀
集許多兼精阿拉伯文與拉丁文的學者翻譯了許多重要的科學著作。雷蒙的例子反映了何事?(A)阿拔絲王朝
立學術文化的提倡 (B)西歐修院對古典學衡的保存 (C)文藝復興對古典學術的嚮往 (D)伊斯蘭世界對西方
文化復興的助力。

( )16. 中世纪德國有一句俗諺 「 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下列詮釋何者較為恰當? (A) 城市內的居民因受封建
貴族保護，免於盜匪欺凌(B)城市興起促成許多私人生意的繁榮(C)城市興築圍牆以自保，成為現代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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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D)逃入城市的農奴，習慣上只要停留超過一年又一天，便可獲得自由。

()17. 地理條件優越有利於區域發展，因此在歐洲各地區中 (A)東歐 (B)西歐 (C)南歐 (D)北歐 擁有地形
平坦、氣候溫和、產業發達等優越的地理條件。

( )18. 自從西班牙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儔欠盟前身）後，法國的農產品市場便深受打擊，道是因為西班牙的 (A)

土壤較肥沃
(

B)工資較低廉 (C)氣候較暖，作物更早熟 (D)機械化普遍，生產成本較低，因此較法國更具有
卹I種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條件。

( )19. 就原料來源來看，歐洲各區在發展乾淨的替代能源，來解決能源短缺問題時，哪一地區的發展方向
早錯誤的? (A)北歐：水力發電 (B)西歐：風力 (C)南歐：太陽能 (D)東歐：地熱發電。

( )20. 北歐五國的歷史背景緊密連繫，其社會和政治制度也相近，下列的敘述何者有誤? (A)北歐五國都
已加入 「 申根協定」 ， 故可在五國通行無阻(B)北歐五國都屬於「歐元」區，才攜帶歐元可使用於北歐任一國
家 (C)拜訪芬蘭聖誕老人村途中，欣賞到「千湖國」的景緻 (D)在挪威搭渡輪欣賞峽灣景觀時，沿岸還有德
多瀑布散布其間。

) 21.2010年初南歐爆發債信危機，被戲稱為「歐豬四國」 (PIGS)的南歐由於經濟不穩定，經濟體質不如西
,I;,國家，繼希臘爆發債信問題後，其他三國也令人擔憂。此事件讓歐盟各國檢視統一貨幣政策（歐元）的問

，讀問歐元單一貨幣制度的缺失為何？ （甲）各成員國無法掌控利率及貨幣政策； （乙）將不同經濟體
的各國套用同一制度；（丙）未考慮各國的文化差異；（丁）未將所有歐盟各國納入歐元區，導致補助上有
別待遇。 (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丙丁。

( )22. 多瑙河和萊茵河均為歐洲的大河，對於這兩條河流，下列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A)萊茵河在比利
時布魯塞爾附近注入北海，多瑙河在羅馬尼亞注人愛琴海 (B)萊茵河流經的國家數目較多、出口流向較佳，

节璽價值較多瑙河高 (C)萊茵河流經的地區 1 月均溫較高、年雨量較多，但通谷和隘口較少 (D)匈牙利西部
家工廠廢水排放至多瑙河，導致奧地利的水域也將受到污染物嚴重影響。

( )23. 二次大戰後，歐洲各國利用本國優勢，努力發展經濟，下列敘述哪些正確？（甲）環地中海區國家利用
然美景及文化古蹟發展觀光業；（乙）西班牙、希臘利用氣溫高和日照長的特性，發展酪農業和混合農業；

（丙）英國在北海開採石油，促進能源工業的發展；（丁）法國以洛林區的媒和德國交換鐵，重工業迅速發展：
（戊）德廨致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汽車、化工、光學儀器等產品深獲消費者喜愛。 (A)甲乙丙(B)乙丙丁(C>i
乙丁戊 (D)甲丙戊。

( )24. 歐盟採取以下平衡歐盟的區域發展差異的因應策略，請問下列哪一個不是歐盟實施區域平衡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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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A)重建魯爾區為新經濟區 (B)德荷邊界合作區的形成 (C)應用核心與邊陲理論的概念強化邊陲區
展 (D)推動單一貨幣制度。

()25. 小韓準備利用寒假前往歐洲深度旅遊，行程規劃參觀下列各地方：（甲）神話中歐洲的起源地，文學、
學與哲學思想的故鄉；（乙）到佛羅倫斯欣賞達文西的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丙）造訪波爾多、勃根｝

等葡萄美酒的產地。請問小韓預計前往的是下列哪一組歐洲國家? (A)希臘、西班牙、英國 (B)英圉、奧
池利、瑞士 (C)義大利、法國、西班牙 (D)希臘、義大利、法國。

()26. 下列哪三個條件是促進義大利、希臘、西班牙等國，觀光旅遊業發達的原因？（甲）晴朗的地中海型葉
侯；（乙）歷史古蹟多；（丙）曲折的峽灣海岸；（丁）風景秀麗；（戊）冰河地形發達。 (A)甲乙丙 (B)甲乙丁 (C)

甲丙丁 (D)丙丁戊。

()27. 西班牙因為 (A)缺乏礦產原料 (B)地形崎嶇，運輸不便 (C)距離歐洲主要市場較遠 (D)土壤貧瘠，糧
生產困難 導致大部分地區工業化起步較晚。

:C )28. 加泰隆尼亞是西班牙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觀光業是重要收入來源之一。請問下列哪兩個旅遊
行程最有可能是加泰隆尼亞地區的觀光資源？（甲）庇里牛斯山區的瀑布、峽谷和湖泊等自然景觀；（乙）搭乘
,,·, 氣球欣賞野生動物大遷徙；（丙）獨特的建築藝術和教堂之旅; (T)綿延數十公里的珊瑚礁海岸。 (A)甲丙
B)乙丙 (C)甲丁 (D)乙丁。

) 29. 文化是人與環境，經過長時間累積所形成的各種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 16世紀時，加泰隆尼亞總宗
國一同併人西班牙王國，但一直維持相對獨立的傳統。由於和西班牙主流的文化隔閔，記憶也多與西£
的國家整體認同毆產生矛盾。」依據上面對於加泰隆尼亞的描述，以及和歐洲各國相對位置判斷，加泰

隆尼亞自治區語言與風俗習慣應與下列何者較類似? (A)法國 (B)義大利 (C)摩洛哥 (D)阿爾及利亞。

( )30. 請選出西班牙吸引國際觀光客的原因？（甲）控制直布羅陀海峽的優越位置；（乙）陽光充足的地中海型
氣候；（丙）曲折的峽灣海岸；（丁）豐富的歷史古蹟；（戊）特殊的民俗慶典活動。 (A)甲乙丁 (B)乙丙丁(C)I
甲丙戊 (D)乙丁戊。

( )31. 歐盟跨區合作概念乃根據問題性質界定區域範圍與組織合作團隊，藉由國際、區域間資料、人員的
合以逵成目標。下列哪些例子能充分反映此合作計畫概念？（甲）威尼斯水患防治計畫；（乙）萊茵河整治計
；（丙）魯爾工業區再造計畫；叮

－

）地中海環境汙染行動計畫；（戊）阿爾卑斯山區生態資源整合計畫。 (A)

甲乙丙 (B)丙丁戊 (C)乙丁戊 (D)甲丙丁。

)32歐盟在促進各會員國整合的過程中，陸續推動關稅同盟、申根協定、共同政策的制定、單一貨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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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等 ，下列相關敘述中，何者有誤? (A)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使得農業投入提高、經營規模擴大、
量大增，但價格支援制度卻造成歐盟財政上的重大負擔(B)申根協定主要是廢除彼此的邊界管制，例如＾

威到瑞典， 經跨海大橋到丹麥的哥本哈根，就可自由通過邊界(C)歐元 的使用，可以提升企業的營運
能，也方便消費者購物，例如參加「陽光地中海之旅－葡、 西、義、希」就可使用歐元暢通無阻(D)計畫釒

一語文，以G8中 的英、法、德、義等國的語言為官方語言，以促進此政治大家庭的彼此了解、融合。

i( )33. 歐洲三面環海，且海岸疤折，海洋深入內陸，具有「海中有海，灣中有灣」 的特色，下列哪種地理
與此項特色有密切關係? (A)平原廣闊，利於農牧業發展 (B)氣候溫和溼潤，幾乎沒有不適人居的地方

(C)全歐 東西、南北往來之交通幾無阻礙 (D)使歐洲文化出現既多元、又分裂的特性。

( )34. 歐洲的阿爾卑斯山東西延伸，因為(A)為地勢不高 的老褶曲山脈 (B)河谷寬闊，可沿河興修公路(C)
多南北延伸的冰蝕谷(D)各國鑿山技術高，克服地形障礙，所以實際上阻隔效果不大

()35. 南歐國家在加入歐盟以後，其農業條件中以 (A) 地形 (B)土壤 (C)氣溫(D)耕作 技術 比 西北歐優越，
因此幾乎成為西北歐國家 的 「大菜園」。

( )36. 環 地中海區的農村灌溉事業普及，是因為此區 (A)降水量 (B)降水量變率 (C)降水強度(D)降水季節
分布 不能符合作物需求。

( )37. 「我不在家，一定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也 一定在去咖啡館的路上。」十八世紀以後，咖啡館不
但是 西歐人日常常的生活空間，也是文學、藝術、思想、 政治議論的場所。形成此種西歐人新的飲食習慣，
早主要 的原因是? (A)變化多端的天氣 CB)農業技術的革新(C)城市文明的興起(D)海上運輸的發逵。

) 38. 「蛇丘」此種地形主要由砂、礫構成，可供為建材，因此早期歐洲有些地區的聚落會鄰近 「蛇丘」
。請問「蛇丘」是下列何種地形作用造成 的? (A)冰河侵蝕(B)冰河堆積(C)冰水堆積(D)黃土堆積。

()39. 近年很多國家推動「永續農業」， 其 作法除採用自然農法 ，建立農產品的生態標章外，還推動農田休
讲，在作物收成後 ，將殘株混入土中並加以翻土，讓農田在隔年休耕。請問這樣的休耕方式對農田的生態
袞境帶來什麼影響？ （甲）提高土壤肥力（乙）避免連年種植同一 作物，以減少病蟲害（丙）使土壤密實減緩

壤侵蝕(T)翻動表土，加速土壤母質風化速率。 (A)(甲）（乙） (B)(乙）（丙） (C) rn)(T) CD)(甲)(T) 

( )40促成歐洲結盟運動的法、德、義、荷、比、盧等6國， 一開始是以 (A)鋼鐵工業 (B)資訊工業(C)航
太工業(D)石化工業 產業的生產與銷售作為對象倡導經濟結盟。

()41讓歐盟(EU)是由歐洲共同體發展而來，請問下列哪個條約生效後，歐盟誕生? (A) 《歐洲煤鋼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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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維／考 試 科 目丨歐洲史玷 丨系所別丨 丨考試時閑丨 7 月 10 日（三）第二節
西班牙文紐二、立級

條約》 (B)《馬斯垂克條約》 (C)《申根公約》 (D) 《洛梅協定＼

( )42. 歐洲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目的，包括穩定農產品市場、保證食品安全．．．．．．等，其中 (A)發展生態農業
(B)提升補貼效率 (C)鼓勵休耕 (D)農業專業化 與保證食品安全最為相關 。

( )43. 歐盟希望東擴後，使會員國增加，各國能依其優勢發展產業，帶動整體經濟效益，此一策略最適合
以下列哪個概念來解釋? (A)產業群聚 (B)區位聚集 (C)國際分工 (D)生產標準化。

!( )44. 「歐洲共同體」從 1967 年上路，直到 1993 年擴充為 「歐盟」之前，這一段時間，成員國積極推動整
合，例如 1985 年由西歐 5 國簽訂的 「 申根協定」 。 此協定的實質效用使「歐洲共同體」朝向 (A)自由貿易
孟 (B)關稅同盟 (C)共同市場 (D)經濟同盟 合作層級邁進。

()45萊因河之所以能成為歐洲最重要的航運河川，是因為下列何種原因? (A)流量 (B)河寬 (C)深度 (D)
流向。

()46. 歐盟在考慮是否讓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加入時正反意見皆有，贊成意見主要是基於 (A)擴大市場 (B)
價勞工 (C)資源豐富 (D)交通要道。

()47. 二戰後，歐洲被邱吉爾依下列何項指標將分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A)政治體制 (B)族群 (C)
宗教 (D)語系。

( )48. 阿圖洛·貝雷茲在其著作《大仲馬俱樂部）之中，依史實虛構一本書，此書： 「 時間，口口世紀中期；
點：威尼斯；主人翁，一名叫亞利斯提得·托爾嘉的印刷處版商，适個人突發奇想，居然發行了一本教

人向惡靈乞靈的實戰手冊—《幽靈王國九扇門）。當時那個時代，這類書籍可是禁書呀！教廷很快就將他還
，罪證確鑿，因此被判了刑。」譜問此書應是哪個時期出版較為合理? (A)5 世纪 (B)l3世纪 (C)17 世

紀 (D)20 世紀 。

( )49. 十一世紀末以後，歐洲 (A)法蘭德斯 (B)義大利北部 (C)西班牙 (D) 日耳曼 地區的商人自英國進
口羊毛，製成羊毛紡織品後又銷往英國，獲利極豐。紡織業加上原有的農牧業帶動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曳內的各種手工業、商業及銀行業都開始興盛，城鎮居民的社會力量日益增高。。

( )50. 一位學者說： 「此時希臘城邦之內充滿批判風氣，其所進行的啟蒙活動是重新省思傳統法律與道德規
"", 甚至對神明提出質疑。認為各地的文化、習俗，乃至這德，都是因地制宜，是相對的，不必墨守。」

!(A)泰利斯 (B)柏拉圖 (C)辯士學派 (D)畢達哥拉斯。

備 註 l 一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子計分。
二、試題請隨卷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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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 目 l痣文 系所另•JI歐洲語文學系1德文維 考试時閑I 1月10 a C三）第四節

本試題之答案均請作答於答案卷上

. Erganzen Sie die passenden Verben in der richtigen !Q啤im Perfekt (je einmal). 

- ankommen - aufwachen- ausruhen - dauern - klingeln - kosten - machen -programmieren -
storen - suchen - verlieben - verlieren - verpassen -

ieber Herr Spock. 
ndlich sind wir an unserem Urlaubsort _(1)_ und haben uns _(2)_. Die Fahrt hat <loch ziemlich lange _(3}_, mehr 

lats einen Monat. Es war eine lange, anstrengende Reise, besonders, weil der Bordcomputer Probleme _(4)_ hat.
eshalb sind wir auch wahrend der Reise _(5)_ und haben ihn neu _(6)_. Danach haben wir im Schatten des 

upiters eine Abzweigung _(7)_. Da hat Leonard beim Steuem kurz die Orientierung _(8)_, das hat uns ziemlich 
iel Zeit _(9)_. Das nachste Mal werden wir bestimmt keinen Billigflug mehr nehmen. 

Der Pluto ist ganz entzUckend, und ich babe mich in diesen Planeten richtig _(10)_. Ich weiB aber nicht, ob 
ich filr langere Zeit bier leben m如hte. Daran ist aber nicht der Planet schuld, sondem ein unangenehmer Nachbar. 

r ist eine N ervensage und hat !eider sch on dreimal bei uns _(11)_. Imm er fragt oder braucht er irgendetwas, das 
at uns sehr _(12)_. Deshalb haben wir uns jetzt eine andere Unterkunft _(13)_. 

je 2126 

. Erganzen Sie die folgenden P元ipositionen:
an - an - auf-fli「 -fii「 －拉r - gegen - mit - nach - iiber - um - um - um - vor 

) Wir arbeiten gemeinsam _(14)_ einem Projekt. 
) Ihre Oma kiimmert sich am Vormittag immer _(15)_ die Kinder. 
) Vor dem Haus steht ein Schild: ,,Warnung _(16)_ dem Runde!" 
) WeiBt du nicht, dass Carrie Fisher gestorben ist?- Nein, ich interessiere mich nicht _(17辶Schauspielerinnen.
)，, Ich wundere mich dar_(18)一，dass er nicht gekommen ist." - ,,Er ist vennutlich erkrankt." 

f) Freitags haben die Kinder _(19)_ den Klimaschutz und _(20)_ die Erderw如nung demonstriert.
) Er hat nicht _(21)_ die Gefahr geachtet und. ist mit dem Auto zu schnell in die Kurve gefahren.
) Hier ist eine Kasetheke, hier riecht es _(22)_ Kase. Du musst dich dar_(23)_ gewohnen.

i) Thomas hatte sich _(24)_ eine neue Arbeitsstelle beworben, aber er hatte kein GIUck.
') Wir trauern _(25)_ unseren GroBvater, der stets von seiner alten Heimat erz疝It hat.
) Eine Mehrheit hat _(26)_ die Umweltschutzpartei gestimmt.

l) Die Bank handelt _(27)_ Aktien und Wertpapieren.

繼續下一頁

je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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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科 目1德文 系所別1歐洲語文學系1德文鈕 考試時間 I 7月10 a (三）第因節
- -一=

I. Wie uns die Tierindustrie krank macht. Ordnen Sie zu: A, B, C oder D?

Fleisch ist reich an EiweiB, _(28)_ und anderen wertvollen Bestandteilen. Vergleichbares gilt fur _(29)_, 

Eier und Fisch. Doch zu viel Fleisch _(30)_ dem Menschen. Krebs, Alzheimer, Diabetes sind nur einige 

Krankheiten, die _(31)_ Fleischgenuss auslosen kann. Grund fur den _(32)_ Verzehr sind die extrem niedrigen 

Preise in Deutschland. Und nicht nur die Mengen _(33)_ ein Problem dar. Denn der Oberwiegende Teil unserer 

Nahrungsmittel stammt aus _(34)_ Erzeugung. 

Auf Leistung gezOchtete Rassen, aufgezogen mit chemisch angereichertem Futter, routinemaBig mit 

(35)_ behandelt, liefem Lebensmittel von bedenklicher Qualitat. Der Autor Hans-Ulrich Grimm prangert die 

(36)_ und ethisch mehr als fragwOrdigen Machenschaften der T ierindustrie an. Er pladiert fOr einen _(37)_, 
reduzierten und genussfreudigen Umgang mit Fleisch, Fisch und Co. (H. U. Grimm: Fleisch darf uns nicht wurscht sein)

｛ 
（ 

（ 

（ 

（ 

（ 

（ 

（ 

) 

) 
) 

28.

A

A
A
) 

) 
) 

Werbung 
29. Wasser
30. zeugt

) 31. A) haufiger 

B) ｝ Mineralien 
B Hauser 
B trostet 
8) weniger

) 32. A) ObermaBigen B) bedrohten 
) 33. A) sitzen 8) stellen 
) 34. A) metonymische B) auslandisch 
) 35. A) Sonnen B) Fruchtpresse
) 36. A) erzeugt B) melodisch
) 37. A) uberlegten B) geheimen

C)｝ Gold D翦)Brot 
C Milch toten 
C heilt schadet 
C) niedriger O)schon
C) Gefahr D) maBvoll
C) liegen D) stehn
C) industrieller D) petrochemische
C) Medikamenten D) Skandalen
C) tierisch D) okologisch
C) gereimten D) gemachten 2/20 

• Wiinscbe, Ratschlage, etc. Verwenden Sie den ,,Koniunktiv II" in der richtigen Form!
)，，Ich habe den Schlilssel verloren u.nd musste drauBen bleiben." - ,,Du (haben) _(38)_ den SchlUsseldienst 
.nrufen sollen!" 

) Morgen hist du zu einer Kamevalsparty eingeladen? Dann (werden) _(39)_ ich mir an deiner Stelle ein Kostiim 
besorgen! 

) Hast du Zeit? Wir (秘nnen) _(40)_ mal nach Berlin fahren! 
d) Was, dort bekommt man monatlich 6000,- Euro? Du (sein) _(41)_ schon dumm, wenn du dieseArbeitsstelle

nicht annehmen (werden) _(42)_.
) Wenn eine Fee (kommen) _(43)_ und mich nach meinem Wunsch (fragen) _(44)_: Eine Weltreise! 
Ich (wissen) _(45)_ nicht, was zu tun ist, wenn das Haus brennt. 

) Schau aus dem Fenster! Es sieht nicht so aus, als (sein) _(46)_ es drauBen sehr kalt. 
) Wenn ich du ware, (werden) _(47)_ ich vorsichtiger sein. Es gibt dort einen gefl曲rlichen Hund. 

i) ,,Wenn ich ein Voglein (sein) _(48)_, und auch zwei FIUgel (haben) _(49)_, (jliegen) _(50)_ ich zu dir!" 2 I 26

備· 註
一、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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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科 目博班牙文 面痰萩紐系所別 1歐洲語文學系 丨考武時間 I 7月10 El (三）第四節
.::::.i級

�- Escribe los verbos en las formas adecuadas. (40%) 
1. Esta tarde (volver, nosotros) de la casa de Juan. 
�- Jazmin (abrir) la p uerta esta manana porque hace rnucho calor. 
3. Este mes (gastar, vosotros) mucho dinero, y ya no os queda cas1 nada. 

k l(Estar, tu) alguna vez en Mallorca? Es irnpresionante el pa1sE1;」e.
5 . Creo que esta paella es la m総nca que (corner, yo) en toda mi vida. 
6. Anoche no (poder, yo) llarnarte porque estaba muy ocupada. 
7. Anteayer (ir, ellos) 
8. Salvador Dali (morir)

a la casa de su abuelo y (comer, ellos) 
en 1989. 

9. Antes cuando (vivir, nosotros) en Salamanca, (comer, nosotros) 
los dias. 

10. Cuando (sonar) el telefono ayer, yo (estar) en la ducha. 
11. Le (decir, yo) toda la verdad el tunes pas ado y (enfadarse, el) 
12. Cuando (llegar) la policfa anoche, los ladrones ya (haber, salir) 
13. Quiero que me (decir, tu) la noticia de esta mafiana. 
14. No creo que (ser) una buena idea ir a su casa a estas horas. 
15. No estoy segura de que (hacer) hoy buen tiempo. 

U. Completa las frases con el IMPERATIVO. (10%)
16. Por favor, (bajar, usted)
17. (Coger, tu)
18. (Abrir, vosotros)
19. No (comer, tu)
bo. No (decir, usted)

el volumen. 
la chaqueta y nos vamos. 

la ventana ahora mismo. 
tanto dulce. 
m総sobre este asunto. 

III. Completa las frases con las PREPOSICIONES adecuadas. (10%)
21. La clase emp1eza las 10. 
22. ser medico hay que estudiar bastante.
23. Este puente fue construido los romanos. 
124. Me voy a quedar casa v1endo la tele. 
25. l quien es este coche? Esta mal aparcado. 

吖 Contesta las preguntas con frases COMPLETAS y L6GICAS. (10%) 
26. 1.,A que hara te acuestas normalmente? (1 frase)『 lQuO sueles hacer los fines de semana? 呾逕旦

—一8. 6Cual es tu comida favorita? l Y por que? (2 frases)

」untos.

jam6n todos 

corun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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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另,11歐洲語文學系��鍆考忒時間I 7月 10日（三）第四節

rv. Descirbe tu familia. (8-10 frases) (15%)

!VI. ;,Como fue tu verano pasado? ;,Que hiciste? ;,Lo pasaste bien? Escribe algo sobre tu verano pasado. 
(8-10 frases) (15%)

備 註；
一、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 、 試題請隨卷级交。


	eult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