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中山大學九十八學年度
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名稱：綜合測驗

注意事項：
z 本測驗包括四種科目：中文、英文、邏輯分析與教育時事。
z 邏輯分析測驗分成兩種題型：一種題型為「文意邏輯」
，亦

即從文意的前後段，推論出最可能的假設或結論；另一種題
型為「分析邏輯」，亦即在敘述的情境以及給定的條件下，
分析出正確的答案。
z 可以在試卷的空白處，建構出邏輯架構圖，以方便作答。
z 答案請填入專用答案卷表格內，違者不計分。
z 四科合計 100 分，每題配分如試題前的說明所示。
z 考試時間 10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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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文能力測驗
一、

語文應用：15% (每題一分)

（

）1.「詠絮之才」的用法如何
(Ａ)形容白雪紛飛的景象
(Ｃ)形容女子有文才

(

(Ｂ)形容柳絮輕盈，隨風而起
(Ｄ)形容女子嬌婉柔媚。

) 2. 哀悼男喪時，宜使用以下哪一則題辭？
(A)壼範長存 (B)駕返道山 (C)寶婺星沈 (D)彤管流芳。

（

（

）3.下列文句：
「他是（
）的外交人才，說理能（
空格處，依序要填上什麼成語
(Ａ) 折衝樽俎／轉危為安／顧全大局
(Ｂ) 引咎自責／仁盡義至／顧全大局
(Ｃ)折衝樽俎／切中要害／化險為夷
(Ｄ)同仇敵愾／轉危為安／捐棄前嫌。

）
，讓國家（

）4.下列文句：「這兩個投機政客（
）
，他們的罪行（
（
）。」空格處，依序要填上什麼成語

）
。」

），大家都

(Ａ) 沆瀣一氣／待價而沽／居心叵測
(Ｂ) 居心叵測／行將就木／養鼠為患
(Ｃ)蜀犬吠日／居心叵測／義憤填膺
(Ｄ) 沆瀣一氣／罄竹難書／義憤填膺。
（

）5.下列成語：「（
）竅生煙、
（
）步成詩、
（
步芳草」空格處，依序要填上什麼數字
(Ａ) 七、六、四、六 (Ｂ) 七、七、四、十
(Ｃ) 五、七、八、四 (Ｄ) 一、五、四、七。

（

）6. 以下何者是同義詞的組合？

）面楚歌、
（

）

(A)螳臂擋車；蚍蜉撼樹 (B)削足適履；因時制宜
(C)遊刃有餘；左支右絀 (D)志深軒冕；委身草莽。
（

）7. 以下成語的語意，正確的是：
(A)雪泥鴻爪：感歎人生聚散無常 (B)師心自用：尊師重道，用心學習
(C)遇人不淑：在路途中遇到凶暴之徒 (D)競相效尤：跟著做反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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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下列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Ａ)他的畫風粗曠原始
(Ｃ) 既往不究，不必再加苛責

（

(Ｂ)他披星載月，南北奔波
(Ｄ)要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奮戰到底。

）9.下列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Ａ)我不過濫芋充數罷了
(Ｂ)既然行不通，只好改絃易轍
(Ｃ) 他的惡行，於此可見一班 (Ｄ)警察雖想逮捕，但投鼠紀器。

（

）10.下列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Ａ)他的創作風格，獨樹一識
(Ｂ)想要請他襄助，得要有三顧茅廬的誠意
(Ｃ) 落選也不要妄自非薄
(Ｄ)他目不見捷，看不到公司內部的問題。

（

）11.在書信中稱人夫妻為何
(Ａ) 賢伉儷 (Ｂ) 賢昆仲

（

(Ｃ)賢喬梓

(Ｄ)愚子。

）12.以下對人的「自稱」，何者有誤
(Ａ)父亡，稱「先嚴」 (Ｂ)母亡，稱「先考」
(Ｃ)稱哥哥為「家兄」 (Ｄ)稱妹妹為「舍妹」
。

（

）13.以下「題辭」，何者不宜
(Ａ)結婚 ／秦晉之好 (Ｂ)出嫁／雀屏妙選
(Ｃ)祝壽／德業長昭 (Ｄ)生女／弄瓦徵祥。

（

）14.「河邊的蘆葦，長了滿頭的白髮」
，這段文字的修辭技巧與下列何者最
相近

(Ａ)回眸一笑百媚生 (Ｂ)日出江花紅勝火
(Ｃ)紅杏枝頭春意鬧

（

(Ｄ)此地空餘黃鶴樓

）15.語文中改變了原有詞彙的詞性稱為「轉品」
，下列文句何者未使用轉品的
技巧 (Ａ)蠶食諸侯，使秦成帝業 (Ｂ)不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Ｃ)親賢臣，遠小人
(Ｄ)娘什麼？老子都不老子呀。

二、國學、文學常識：10 %(每題一分)
（

）1.有關《左傳》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Ａ)是左丘明所撰
(Ｂ)是紀傳體史書
(Ｃ)是《春秋》三傳之一 (Ｄ)對後世文學、史學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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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關先秦諸子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Ａ)莊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Ｂ)老子是春秋時代頗具影響力的政治家
（Ｃ） 韓非為法家集大成者 (Ｄ)《孫子兵法》是兵家代表作。

（

）3.下列對歷代作家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 屈原作〈離騷〉以抒發憂思
(Ｂ)曹操、曹丕、曹植合稱為「三曹」
(Ｃ) 元好問、白居易合稱「元白」 (Ｄ)韓愈、柳宗元合稱「韓柳」
。

（

）4.下列對律詩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律詩、絕句，皆是近體詩
(Ｃ)律詩第一句句尾一定要押韻

（

）5.下列對詩人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杜甫號「青蓮居士」
(Ｃ)白居易工於寫作新樂府

（

(Ｂ)〈琵琶行〉／杜甫
(Ｄ)〈再別康橋〉／徐志摩。

）7.有關「詞」，下列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Ａ)詞大盛於兩宋
(Ｃ)詞的單位為「闋」

（

(Ｂ)高適工於寫作邊塞詩
(Ｄ)謝靈運工於寫作山水詩。

）6.下列詩歌名篇的作者，何者有誤
(Ａ)〈月下獨酌〉／李白
(Ｃ)〈歸園田居〉／陶潛

（

(Ｂ)一首七言律詩共56個字
(Ｄ)律詩三四句、五六句兩聯要對仗。

(Ｂ)詞又名為「長短句」
(Ｄ)藉由詞牌，可得知詞的主題、內容為何。

）8.下列散文名篇的作者，何者有誤
(Ａ)〈出師表〉／蘇軾
(Ｂ)〈陳情表〉／李密
(Ｃ)〈左忠毅公軼事〉／方苞 (Ｄ)〈始得西山宴遊記〉／柳宗元。

（

）9.以下對明、清章回小說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紅樓夢》又稱《石頭記》
(Ｂ)《水滸傳》記載宋江等一百零八條好漢的故事
(Ｃ)《儒林外史》諷刺讀書人熱衷功名的醜態
(Ｄ)《三國演義》內容載項羽和劉邦爭天下的故事。

（

）10.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不足畏也已。」孔子之意為
(Ａ)到了中年，應淡泊名利
(Ｂ)中年人的學習能力低落，要認清此現實，不必徒勞無功
(Ｃ)勉勵年輕人要及時努力、進取
(Ｄ)勉勵年輕人要懂得包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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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教育時事
(

) 1.教育部擬修正高中成績考查辦法,針對取得畢業證明書的條件，除須修畢一
百六十個應修學分、每學年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及德行評量未被記滿三
大過外，另新增一項即 (A)國英數 (B)國英理 (C)英數理 (D)國數理各
科的必修學分數，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成績及格，方可畢業。

(

) 2.日前台灣醫學生上街頭抗議的事是
(A)學費太高
( B)醫師國考太嚴格
(C)開放國外醫學畢業生參加醫師國考 (D)醫學系名額太少。

(

) 3.目前取得中小學教師資格的程序是
(A)修得教育學分—教育實習及格—通過教師檢定考試
(B)修得教育學分—通過教師檢定考試--教育實習及格
(C)修得教育學分—教育實習及格
(D)修得教育學分—通過教師檢定考試。
(

) 4.「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是政府特別提供 95 及 96 學年度畢
業後服役之畢業生於本(98)年退役時取得職場實習機會，及舒緩 97 學年度
應屆大專畢業生失業率，參與此方案之畢業生每月可領取之金額為
(A)20000 (B)22000 (C)18000 (D)24000。
) 5 教育部預計於未來八年釋出約多少名中、小學教師員額?

(

(A) 1000 (B) 2000 (C) 3000 (D) 4000
) 6 國中基本學力測驗，各科量尺分數，今年度將由 60 分提高為幾分?

(

(A) 70 (B) 80 (C) 90 (D) 100
(

) 7 教育部目前規劃民國幾年開始施行十二年國教?
(A) 100 (B) 105 (C) 110 (D) 115

(

) 8 下列何者不屬於九年一貫課程中的六大議題?
(A) 資訊教育 (B) 人權教育 (C) 家政教育 (D) 美育教育

(

) 9 今年度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結果出爐，請問本校「中等教育學程」通過率約
多少%？ (A) 95 (B) 85 (C) 75 (D) 65

(

) 10 開啟我國師資培育多元化的現行「師資培育法」，於民國何年公佈?
(A) 八十三 (B) 八十六 (C) 八十九 (D) 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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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英文能力測驗
1-11 2%
Runners and others who exercise may get sick __1__than people who don’t run or
exercise. Scientists say the reason seems to be the rise in body heat__2__the exercise.
This extra heat stays in body tissues after the exercise. The heat may make it harder for
bacteria to grow in the body.

1.(A) more
(B)less
2.(A) caused by (B)as to

(C)not much
(C)coupled with

(D)no less
(D)much like

We may go to sleep to help our minds, not our bodies. A scientist says the real _3_
we sleep is so that we can dream. Through dreams we often get our worries and fears
out of our minds. When we awake feeling good , it may be __4__ we have dreamed
our troubles away.
3. (A) cause
4. (A) because

(B) case
(B)as if

(C) reason
(C)so that

(D) result
(D)in case

Do you know the old children’s song “London Bridge ?” The first London
was
built more than 700 years ago. It was a large bridge with little shops and houses all
along it. Over the years, it did begin “ falling down” many times but it was always
_5_. Finally it became __6__ worn to use. A new _bridge now stands in its place.
5. (A) replaced
6. (A)very
7.

Parents must be
(A) objective

9.

(C) rephrased
(C)equally

We have the freedom of speech here; we have the
(A) luxury

8.

(B) repaired
(B)so

The wool sweater
(A) shrank

(B) intensity

(C) isolation

(D)repelled
(D)too
to say what we want.
(D) liberty

in setting their children’s disputes.
(B) peculiar

(C) permanent

(D) original

in the wash. It’s too small for me to wear.
(B) released

(C) mel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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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ightened

10.

11.

In passing the law, he played a

role. He was an important person.

(A) prompt

(C) primitive

(B) precious

The students have made
(A) reductive

(D) prominent

progress in English in just six months.

(B) remarkable

(C) rough

(D) rusty

Walt Disney, a legend in the entertainment world, once said, “I love Mickey Mouse
more than any woman I’ve ever known.” Indeed, he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as a
pioneering cartoon artist who made Mickey Mouse and Donald Duck the most famous
characters in the world.
He had turned ordinary cartoons into charming animated features in movies such as
Snow White, Bambi and Lady and the Tramp. He also hosted a weekly family-oriented
television show. He opened Disneyland in 1955 in California because he wanted to build
a nice and decent place where parents and children could enjoy themselves together.
After his death, the Walt Disney Co. built additional parks in France and Japan. Disney
became a synonym for family entertainment. When families wanted to have fun, they
thought of Disney.
Walt Disney was a firm believer in his own myth. He thought he was selling
happiness and he did make it. Those who have been to Disneyland will be amazed at
such a marvelous fantasy world. In Disney’s “Magical Kingdom,” families can go
together and share without worries.
12 .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3%)
(A) Walt Disney started a world-wid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ll by himself.
(B) Walt Disney strongly believed in Greek mythology.
(C) Walt Disney preferred animated characters to real persons.
(D) Walt Disney succeeded in selling happiness by creating a fantasy world.

7

國立中山大學 98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邏輯分析
1. 下列哪一個圖案與其它三個最不像？
(A)

(B)

(C)

(D)

(E) 以上皆
非

2. 下列四句，何者不對？（答案可複選）
(A) 人必須吃飯
(B) 不是人就不必吃飯 (C) 不吃飯就不是人
(D) 只有人才有飯吃 (E)以上皆是

（3.-4.）甲、乙、丙、丁、戊、己、庚7人比賽賽跑，7人成一路縱隊追
趕著。若此時，已知：
①丁在乙後面
② 己在丁的後面跟著
③ 丙在庚的前面，在乙的後面追著
④甲在己後面跟著，在戊的前面跑著。
3. 則請問前三名為誰？
(A) 戊乙丁
(B) 乙丁甲
(C) 乙丁己
(D) 庚丙丁
(E) 甲丙丁

4. 哪一名跑最後？
(A) 乙
(B) 丁
(C) 戊
(D) 甲
(E) 丙

5. 公車1、2、3號每天只開一班，供 A、B、C、D、E、F 及 G 七位人士
上班使用。
若 B 坐公車1，則 E 或 G 會不坐此公車；
若 D 坐公車2，則 G 會不坐此公車；
若 A 和 F 坐同一班公車，哪就一定是公車3；
C 一定坐公車3。
已知B、C、G在某一天坐同一班公車上班，下列何者為真？
(A) 1號 (B) 2號 (C) 3號 (D) 2號、3號 (E) 1號、2號、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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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為了節省經費，某大學的圖書館要在8種開支想辦法降低其中5
項（G, L, M, N, P, R, S 及 W）。可是，
若 G 及 S 開支下降， W 則也下降；
若 N 經費下降， R 與 S 卻不會下降；
若 P 經費下降， L 經費就沒有下降；
在 L、M、R 三種經費，僅能降低其中兩種經費：
6. 下列哪一項是最完整又正確的可降低經費項目清單？
(A) G, L, M, N, W
(B) G, L, M, P, W
(C) G, M, N, R, W
(D) G, M, P, R, S
(E) L, M, R, S, W
7. 已知 W
(A) G, M,
(B) L, M,
(C) L, M,
(D) M, N,
(E) M, P,

經費有下降之後，下列哪一項代表其它可降低之項目？
P, S
N, R
P, S
P, S
R, S

8. 已知 P 經費有下降之後，下列哪一組項目是必須同時下降？
(A) G, M
(B) M, R
(C) N, R
(D) R, S
(E) S, W
9. 若 L 和 S 同時下降，則下列哪一組項目是必須同時下降？
(A) G, M
(B) G, P
(C) N, R
(D) N, W
(E) P, S
10.
(A)
(B)
(C)
(D)
(E)

下列何者經費一定要下降？
G
L
N
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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