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中山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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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測驗包括三種科目：中文、英文與教育時事。 

● 作答方式：請以黑色、藍色原子筆作答，答案請填入專用答案卷表

格內，違者不計分。 

● 本測驗總分為100分，中文佔40分、英文佔30分、教育時事佔30分，

每題配分如試題前的說明所示。 

● 考試時間：100 分鐘。 



 
 

國立中山大學 107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中文測驗 

 

※單選題：第 1~21 題每題 1.5 分。 
1. 下列各組「 」內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字形相同的是哪一選項？ 

(A)事半功「ㄅㄟˋ」／有「ㄅㄟˋ」無患 
(B)視野遼「ㄎㄨㄛˋ」／「ㄎㄨㄛˋ」大經營 
(C)無遠弗「ㄐㄧㄝˋ」／年「ㄐㄧㄝˋ」不惑 
(D)道德「ㄌㄨㄣˊ」喪／美「ㄌㄨㄣˊ」美奐 

 
2. 下列各組詞語，其語法結構前後相同的是哪一選項？ 

(A)落花流水／飛禽走獸 
(B)千奇百怪／風吹雨打 
(C)談情說愛／虛情假意 
(D)傾國傾城／多才多藝 

 
3. 「聯綿詞」是合兩個音節而成的衍聲複詞，兩個字合在一起只代表一個意義，不能

加以分析，如「輾轉」、「參差」。下列各組詞語全為聯綿詞的是哪一選項？ 
(A)踟躕／猶豫／狼狽      (B)徘徊／興奮／惆悵 
(C)蜩螗／愉快／窈窕      (D)彷彿／逍遙／玲瓏 

 
4. 下列題辭，依照結婚、生子、祝壽到哀輓排序，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甲、熊夢徵祥 
乙、鸞鳳和鳴 
丙、福壽全歸 
丁、天賜純嘏 
(A)甲乙丙丁 (B)甲丁乙丙  (C)乙甲丙丁  (D)乙甲丁丙 

 
5. 古代的歷史書寫，有通史、編年史、國別史等區別。下列為編年史的是哪一選項？ 

(A)三國志     (B)史記     (C)資治通鑑     (D)戰國策 
 

6. 如欲聘請古代人物至大學擔任教職，考量下列人物的成就、生平與開設課程，最

不適當 的是哪一選項？ 
(A)韓非／法學緒論       (B)華佗／臨床醫學 
(D)張衡／地球科學       (D)莊周／儒學講座 

 
 



 
 

7. 下列題辭的使用，完全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競選：克孚眾望／陶朱媲美     (B)著作：洛陽紙貴／名山事業 
(C)誕育：瓜瓞綿綿／竹苞松茂     (D)醫界：杏林之光／卓育菁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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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楊牧詩：「等那人取路投草料場來／我是風，捲起滄州／一場黃昏雪──只等他／坐

下， 對著葫蘆沉思／我是風，為他揭起／一張雪的簾幕，迅速地／柔情地，教他

思念，感傷 ／那人兀自向火／我們兀自飛落／我們是滄州今夜最焦灼的／風雪，

撲打他微明的／竹 葉窗。探一員軍犯：／教他感覺寒冷／教他嗜酒，抬頭／看沉

思的葫蘆。」詩中所描述 的人物與情境，最可能出現在下列哪一本小說中？ 
(A)紅樓夢     (B)三國演義     (C)水滸傳     (D)虬髯客傳 

 
10.國父〈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國家』之本，在於人民。」下列各組

「 」中詞語的構詞形式，與「國家」完全相同的是哪一選項？ 
(A)但有「緩急」，飛報將來／五官端正，「身體」健康 
(B)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這頓飯就由「兄弟」來作東 
(C)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D)既醉而退，曾不吝情「去留」／「祖國」山河，令人懷念 
 

11.杜甫〈賓至〉：「老病人扶再拜難」此句杜甫因為年老多病，所以再拜為難。下列詩

句亦見其因果關係的是哪一選項？ 
(A)滅燭憐光滿(張九齡〈望月懷遠〉) 
(B)夕陽無限好(李商隱〈登樂遊原〉) 
(C)主人下馬客在船(白居易〈琵琶行〉) 
(D)抽刀斷水水更流(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12.夏菁〈月色散步〉：「此刻正像是水底的世界／一切已沉澱，靜寂／那些遠近朦朧的

樹枝／如珊瑚叢生海裡。／藍空上緩泛過光潔的浮雲／是片片無聲的浪花／只有一

隻古代的象牙舟／在珍珠的海上徐筏。／行人看不見彼此的面貌／只感到浮光掠影

／像魚兒優游在深綠的水中／來去僅閃一閃銀鱗。」下列敘述 錯誤 的是哪一選項？ 
(A)詩中把浮雲比成浪花，彎月比喻成象牙舟 
(B)以實景寫月，以虛境寫水，月水交織，實虛結合 
(C)詩中表達對安謐和諧的自然境界的眷戀、憧憬和追求 
(D)以「浮光掠影」描述沉澱、靜寂、遠近朦朧的樹枝 

 



 
 

13.下列各組詞語，用字完全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名聞遐爾／秀外慧中／成先啟後 
(B)嚴刑峻法／好高務遠／見義思遷 
(C)三番兩次／一葉知秋／憤世嫉俗 
(D)快炙人口／既往不救／最後通牒 

 
14.下列成語最適合用來形容「音樂美妙」的是哪一選項？ 

(A)金石可鏤     (B)吳市吹簫     (C)鳶飛魚躍      (D)繞樑不絕 
 

15.下列屬於狀聲詞的疊字是哪一選項？ 
(A)「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B)「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C)「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D)「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16.下列楹聯最適用於書局的是哪一選項？ 

(A)暢談中外事／洞悉古今情 
(B)禮樂繩其祖武／詩書貽厥孫謀 
(C)五湖寄跡陶公業／四海交遊晏子風 
(D)藏古今學術／聚天地精華 

 
17.在書信中，下列組合的人倫關係敬稱，依序應為哪一選項？ 

甲、曹操／曹植 
乙、蘇軾／蘇轍 
丙、趙明誠／李清照 
(A)賢喬梓／賢昆仲／賢伉儷     (B)賢伉儷／賢喬梓／賢昆仲 
(C)賢昆仲／賢伉儷／賢喬梓     (D)賢伉儷／賢昆仲／賢喬梓 

 
18.下列各組詩句所顯示的季節，相同的是哪一選項？ 

(A)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赤葉楓林落酒旗，白沙洲渚夕陽微 
(B)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不寒楊柳風／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不同 
(C)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高水接天／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芰荷香 
(D)一年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19.學生即將完成終身大事，師長欲贈聯祝福，最適宜的是下列哪一選項？ 
(A)燕報重門喜 鶯歌大地春 
(B)易曰乾坤定矣 詩云鐘鼓樂之 
(C)萬里和風生柳葉 五陵春色泛桃花 
(D)桃展紅蕊春爛漫 李呈白璧品芬芳 

 
 

 



 
 

20.《論語．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關於這段引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孔子主張以德報怨，因為這樣可以感化怨仇之人 
(B)孔子主張以德報怨，因為對待世人必須一視同仁 
(C)孔子不主張以德報怨，因為怨仇之人只要以應有之理相待即可 
(D)孔子不主張以德報怨，因為對恩德之人只是錦上添花沒有意義 

 
21.《論語．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不可以語上也。』」

其意旨最接近下列哪一選項？ 
(A)有教無類     (B)重視啟發     (C)學思並重     (D)因材施教 

  

※第 22-25 題為組題：請閱讀下文回答，第 22 題為單選題，每題 1.5 分；第 23-25

題為簡答題，第 23-24 題每題 2 分，第 25 題每題 3 分。 
(甲) 北宋 蘇軾 豬肉頌 
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竈煙燄不起。待他自然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

價錢如泥土，貴者不肯食，貧者不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注： 
鐺，ㄔㄥ古代一種有腳的鍋 

 
(乙)東坡肉食譜 

材料(8 份)： 
 
五花肉……3 斤 

油………適量 

水………6 杯 

醬油……1 杯半

（約 330 克） 

糖………1 杯 

（約 200 克） 

做法： 
1. 把整塊五花肉汆燙一下，切成 8 塊正方塊，每塊約 6 兩，再汆燙

一下。 
2. 用鹹草或綁粽子的綿繩綁十字形，綁緊一點。嫩五花肉煮了可能

分層散開，上下層似乎就要分開了，所以要綁繩。 
3. 鍋裡燒熱一兩碗油，大約能淹到肥肉即可。把皮朝下，中火炸約

2、3 分鐘，使皮的膠質硬化。(皮的膠質相當容易引起油爆，最
好蓋著鍋蓋炸)。 

4. 熄火，放一會兒，把鍋裡的油倒乾淨，加淹過肉的水。 
5. 大火煮沸後，用小火燜煮 2 小時或更久。煮到非常軟嫩，用筷子

可以輕鬆夾開。 
6. 加醬油和糖煮沸，再用中火煮 20 分鐘，偶而翻動一下，直到整

體呈現亮棕色。熄火，浸在湯汁裡待涼。 
7. 食用時再加熱，淋些湯汁即可上桌。 
8. 餐廳裡通常還會加上縮汁步驟，看來更誘人：把湯汁用大火煮

5~10 分鐘，直到開始有黏稠感再熄火。 
9. 放涼幾分鐘再淋在肉上，肉會顯得非常光亮，湯汁味道很濃，拌

飯吃非常美味。 
10. 用油鹽水燙過的青江菜或小芥蘭圍邊，就變成宴客大菜。 
註：醬油和糖越多，最後縮汁步驟越快，得到的稠汁也越多，如果
不需要那麼多稠汁，醬油和糖的份量可以酌減。 



 
 

22.根據乙文，何者正確？ 
(A)油炸的目的是為了去油，使肥肉部份萎縮。 
(B)烹調前應先加入調味料使豬肉入味。 
(C)小美不喜歡肉上淋太多稠汁，可試著將水減為 3 杯。  
(D)燜煮過程中，宜用筷子勤加翻動，以避免焦鍋。 
(E)事先將五花肉綁繩是為了避免肉煮久了散開。 

 

23.和乙文比較，哪些部份是甲文中未提及的？ 

 

24.甲、乙兩文中，相同的烹調祕訣是什麼？ 

 

25.您認為北宋時黃州人不好食豬肉的原因是什麼？ 



 
 

國立中山大學 107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英文測驗 

 

※請選出最適當的答案，每題3分，共30分。 

1. The suspect’s story of what happened at the night of the murder didn’t ___________ with 
the witness’s version.  
(A) struggle 
(B) correspond 
(C) encounter 
(D) reside 

 
2. Languages change all the time. Many words that were found in Shakespeare’s works are 

no longer in _________ use.  
(A) valuable 
(B) repetitive 
(C) current 
(D) relative 

 
3. She is _______ to work on weekends, as she really values her free time and doesn’t want 

to spend her leisure time on her job.  
(A) reluctant 
(B) willing 
(C) excited 
(D) suspicious 

 
4. In the old days, purple was a symbol of ______, and purple clothes were often reserved 

for kings and emperors.  
(A) decay 
(B) achievement 
(C) execution 
(D) royalty 

 
 
 
 
 
 



 
 

5.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exposed to verbal _________,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they may 
have developed low self-esteem and have been hounded by emotional problems.  
(A) flatter 
(B) aberration 
(C) compliment 
(D) abuse 

 
6. A cell phone is now _______ in our daily lives. No one can do without it.  

(A) distraction 
(B) entertainment 
(C) indispensable 
(D) luxury 
 

7. Intense, fast-moving fires raged across much of California last week. The ____ firestorm 
has claimed the lives of thirty people.  
(A) massive 
(B) productive 
(C) steadfast 
(D) sufficient 
 

8. Opening gifts in front of the giver is a must in Western countries, _______ it i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do so in Asian countries.  
(A) otherwise 
(B) while 
(C) hence 
(D) differently 
 

9. The economy was __________ at that time.  
(A) giving away 
(B) going after 
(C) letting alone 
(D) turning down 
 

10. Spending all his savings was a blow to the old man, as he was already deeply _____ 
through gambling losses.  
(A) on the decline  
(B) in debt 
(C) getting rid of  
(D) flaking off 



 
 

國立中山大學 107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教育時事測驗 
 

※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30 分） 

1. 有關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主要內涵，下列何者正確？ 
(A) 普及   
(B) 免學雜費 
(C) 課程採學分制   
(D) 入學方式以考試分發為主 

 
2. 下列何項不是 12 國教新課綱強調的理念與重點? 

(A) 共學共好   
(B) 素養導向課程 
(C) 考試制度變革   
(D) 免試升學 

 

3. 學生聽到鐘聲就知道要開始坐好準備上課，請問這是符應哪一學派的教育觀點? 
(A) 行為主義   
(B) 社會學習論 
(C) 建構主義   
(D) 批判主義 

 

4. 下列何人為我國目前任期最短的教育部長? 
(A) 潘文忠   
(B) 潘嗣敬   
(C) 吳茂昆   
(D) 吳思華 

 
5. 教育優先區計畫的主要目的為何？ 

(A) 補救教學 
(B) 機會均等 
(C) 因材施教 
(D) 有教無類 

 
 



 
 

6. 我國的學校制度屬於？ 
(A) 單軌制 
(B) 雙軌制 
(C) 多軌制 
(D) 混合制  

 
7. 台灣師資培育的實習制度將有何變革? 

(A) 取消實習  
(B) 加長實習  
(C) 先實習後檢定考  
(D) 先檢定考後實習  

 
8. 針對新課綱，下列何項敘述為真? 

(A) 主要修正社會領域的綱要部分  
(B) 針對高中階段學習內容做了增加 
(C) 科技領域是新課綱的新增領域 
(D) 課綱已於 107 年 5 月審議完畢 

 
9. 中央負責空中大學管理事項的單位為? 

(A)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B) 終身教育司 
(C)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D)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10. 下列何者是 MAPS 教學法的重點? 

(A) 利用概念構圖教學 
(B) 利用心智圖法教學 
(C) 強調練習 
(D) 重視學生的書寫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