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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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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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中文測驗 

 
※單選題：共計 25 題，每題 1.6 分。 

1 . 下列文句用字完全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金融風暴來襲，讓許多企業的前景急急可危  
(B)工商界推舉德高望眾的李董事長向政府進言  
(C)滋事體大，政府廣邀各界人士協助危機處理  
(D)與會專家直言不諱地指出公司經營效率不彰  

 
2. 下列「 」中的詞語，使用最恰當的是哪一選項？  

(A)聽到中獎的消息，他不禁「莞爾」大笑  
(B)對於長官的決定，我實在無從「置疑」  
(C)他為國家立下汗馬功勞，戰績「斐然」  
(D)他拾金不昧的行為，值得大家「效顰」  

 
3. 方思《時間》：「永恆！真奇怪由什麼做成／擁擠了所有不可思議的，荒謬可笑

的／事件，而除了這些便是天大的一個虛空／我不知道什麼是這個世界，範圍於空

間時間的／一面面旗豎起，倒下，又豎起／告示著真理」下列最符合本詩意旨的是

哪一選項？  
(A)永恆是由不可思議的事件構成的  
(B)永恆的時空充滿荒謬可笑的事件  
(C)世上所有的權柄最終是一場虛空  
(D)只有不斷豎起旗幟才能宣示真理 

 
4. 下列商用對聯內容與營業項目最相配的是哪一選項？  

(A)願世人皆能容忍，惟此地必較短長──文具店  
(B)時光冉冉春永駐，風度翩翩笑長存──照相館  
(C)察及秋毫如照燭，看來老眼不生花──中藥行  
(D)萬千星斗心胸裡，十二時辰手腕間──命相館  

 

5. 下列語句，用字完全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她那深遂閃亮的雙眸，宛若蒼穹裡璀璨的明星  
(B)社會上自栩為專家的人太多了，教人無所適從  
(C)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是教人不要不自量力  
(D)一聽到親人的噩號，她當場傷心欲絕，嚎啕大哭 

 



 
 

6. 凌性傑《有故事的人》：「真正高明的詩總是不清不楚，答案留給讀者自行詮釋。

就 情感來追蹤，便說是詩人自傷青春愛戀消逝；就政治來索解，則說是影射大唐

帝國 運勢衰落，終將一蹶不振。」以上內容所評賞的詩句，最可能是下列哪一選

項？  
(A)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B)野火燒不盡，春風吹又生  
(C)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D)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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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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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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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下列「 」中的詞彙，使用最適切的是哪一選項？  

(A)這種一廂情願的做法，實在是太過「盲目」  
(B)他穿著拖鞋走進晚會的會場，十分引人「反目」  
(C)這次升遷，因為他的認真，獲得了上司的「瞠目」  
(D)清亮的歌聲，出眾的外表，使她在舞臺上備受「側目」  

 
11.蔣勳〈捨得、捨不得〉：「每到春分，河谷間雲霧繚亂湧動，彷彿紫黑石硯上一層 

滲水散開的松煙。有時河口落日明滅變換，無端使我想起柴山西子灣看過的一個夏

至，也是這樣如火綻放的鳳凰花，紅花與落日燦爛鮮豔到讓人心痛。夏日最後山林

間突然響起整山晚蟬的聲音，高亢激昂，會讓人停了工作，聆聽那肺腑深處一聲一

聲的嘶叫，在歲月盡頭，仍然毫不疲軟萎弱。」下列對於本文的說明，最正確的是

哪一選項？  
(A)本文先以時間引出空間，再描寫空間的壯闊  
(B)本文寫作以時間為主軸，從春分鋪寫到夏至  
(C)本文善於運用顏色摹寫技巧，抒發悲涼心境  
(D)本文寫作因景生情，抒發對美好事物的眷戀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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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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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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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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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林婉瑜〈愛的24則運算〉：  

「打開窗戶  
遼闊的天空，漫漫無邊的日子  
是發散數列  
但無論看著哪裡  
眼睛的注意力  
始終以收斂數列的方式  
向你集中」  
若為上則作品重新下個標題，最適切的是下列哪一選項？  

(A)聽說愛情回來過  
(B)愛在虛無縹緲間  
(C)你就是我的唯一  
(D)愛你在心口難開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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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莫渝〈斷橋(龍騰斷橋)〉：  

(第一段)「蓊蔚蔥蘢的山景裡／簇擁著幾座並列的挺直紅磚橋墩／灰白山嵐不時飄

浮，添加蒼涼／翠綠枝椏／究竟是侵占抑同情地進駐／延續生機／告知與

自然 契合的宿命」。  
(第二段)「橋斷了，橋墩仍聳拔／碑銘式的挽留記憶／河消失了，流水斷源／魚藤 蔓

生拓纏／徒增稀微」。  
(第三段)「尋美的旅人流連山區／憑弔殘缺／荒蕪中／隱約聽到蒸汽火車聲轟隆駛

來」。  
下列對本詩的分析，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第一段在空間上由小而大，由近而遠  
(B)第二段情景交融，表達物是人非之感  
(C)第三段並寫視覺聽覺，凸顯山區之美  
(D)全詩在時間上既寫現在，也回想過去  

 
19.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相思樹底說相思，思郎恨郎郎不知。樹頭結得相思子， 

可是郎行思妾時？」最接近本詞意旨的是下列哪一選項？  
(A)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不知。(佚名〈越人歌〉)  
(B)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白居易〈長恨歌〉)  
(C)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錦瑟〉)  
(D)自君之出矣，明鏡暗不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徐幹〈室思〉)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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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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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22-23題。 

哲學課與其他學科不同的地方有兩點：首先，其他學科有進度和目標，該上到哪

裡，學生們都能了解。而哲學課的目標是在上課中，在學生們開始學習哲學思考時才

出現。提問和回答的形式也與其他科不同，哲學問題的回答和詮釋並無標準答案區塊，

我們 鼓勵學生對題目本身提出質疑。其他科目的問題幾乎是不能動的，答案也會是在

期待中的。換句話說，哲學答題不在問題的預設中，回答沒有正確或標準，而是論據

的強度和深度。  
第二點，因為沒有問與答的形式，也不是相應於題目的答案都已具備，哲學課的 上

課方式明顯和其他學科不同。學生得用心學習，才能理解哲學課所提出的難題，哲學

概念的學習已經和其他課程明顯區隔開來。  
這些差別足以使哲學課產生難度，要讓學生突然改變他們過去多年的學習方式， 不是

件容易的事。但是，也因為與過去的學習有極大的斷裂，反而激起學生的興趣與 好奇

心，有些學生因為長期太過框架的教學而意興闌珊，開始上哲學課後，終於燃起 學習

的熱情。  
(節錄自羅惠珍《哲學的力量——踏進法國高中教室．想想臺灣哲學教育》)  
22. 關於引文的整體結構，下列說明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先分析哲學問題和答案之獨特處，再評論其他學科教學的侷限  
(B)先舉證哲學課優於其他學科，再得出學生能夠用心學習的結論  
(C)先闡釋學習哲學的方法和目標，再指出學生學習的困境和展望  
(D)先提出哲學課異於其他學科之處，再闡論哲學課的難度與優點  

 
23. 文中所述有關哲學課的特質，不包含下列哪一選項？  

(A)哲學課的問題可以被質疑，其答案和詮釋無法被預設  
(B)哲學課的課程目標難以預設，學生無法理解哲學難題  
(C)哲學課異於傳統的上課方式，將增加學生的學習難度  
(D)哲學課的教學模式突破框架，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24-25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24-25 
     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 「我聞見

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

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 不
死，天必報汝。」叔敖竟不死，遂為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  

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

信 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  
(王充《論衡．福虛》)  

24. 有關引文中的事件，作者認為甚不合理，且提出了個人的見解，下列最符合作

者見解的是哪一選項？  
(A)天道酬善  (B)因果循環  (C)死生有命  (D)禍福相倚  

 
25. 引文中孫叔敖母子間的對話，最能彰顯的美德是下列哪一選項？  

(A)其恕乎，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B)仁者不憂，知者不惑，勇者不懼  
(C)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D)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孝之始也  

 

 



 
 

 

國立中山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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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On a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tourism is economically significant. Yet, tourism has 
triggered a lot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because of many ways people make their marks as 

tourists.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courses, among the various issues,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a growing concern especially in places 
where resources are already scarce. Water, in particular, is considered a critical natural 
resource. In general, water is overused in places such as hotels, swimming pools and golf 
courses. Golf tourism has gained popularity, but the maintenance of golf courses requires 
large quantities of water, which can lead to water scarcity. Tourists also tend to overuse 
water for personal use, resulting in larger quantities of waste water and water shortages. 
Water scarcity is an even bigger concern in dry and hot regions such as the Mediterranean. 
Tourists have the tendency of consuming more water when they visit places with a hot 
climate.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tourists can use 
up to 440 liters of water per day. The tourism industry can also put pressure on land 
resources such as minerals, fossil fuels, fertile soil, forests, wetlands and wildlife. More and 
more tourism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re being built, but their construction can pose a 
threat to wildlife and local ecosystems. Land resources, such as forests, are also impacted 
when used for building materials or collected for fu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accommodations are also heavily reliant on energy resources for heating, hot water and 
electricity. 
 

1. In the passage above, the word depletion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___. 
(A) reduction  (B) malfunction (C) acquisition  (D) capacity 

 
 

2. What does the writer say about golf in the passage? 
(A) Golf tourism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s a form of ecotourism. 
(B) The management of golf courses takes great amount of water. 
(C) Golf players tend to drink more water than they need when playing golf. 
(D) As a rule, water is never overused in golf courses. 

 
 



 
 

3. As the passage points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facilities can ______ 
(A) lead to water scarcity. 
(B) prevent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 pose a threat to wildlife. 
(D) help develop local areas without causing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4. Which is true about tourists traveling in places where the climate is hot? 
(A) They spend more money on accommodation.  
(B)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onsume more water. 
(C) They are most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of land resources. 
(D) They particularly love to use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bout tourism? 
(A) Tourism has given rise to many environmental issues.  
(B) Tourism can put pressure on land resources 
(C) Tourism has little to do with ecology.  
(D) Tourism is of importance in terms of economy on a national level. 

 
 
6. When the fire fighter walked out of the burning house with the crying baby in his arms, 

he was ______ as a hero by the crowd.  
(A) cautioned  (B) doomed (C) previewed  (D) hailed 

 
 

7. With her nine-to-five job, Sally sometimes has to run personal ______ during the lunch 
break, such as going to the bank or mailing letters. 
(A) errands (B) connections (C) affairs (D) belongings  

 
 

8.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s include ______ remedies, which use plants, 
plants parts, or a mixture of these to prevent or cure diseases. 
(A) herbal  (B) descriptive  (C) frantic   (D) magnetic 

 
 

9. As May finished the last drop of the delicious chicken soup, she licked her lips and give 
out sounds of _______. 
(A) affection   (B) explosion  (C) contentment (D) dominance 
 



 
 

10.  The new manager is very ______. For example, the employees are given much shorter 
deadlines for the same tasks than before. 
(A) persuasive  (B) tolerable  (C) suspicious (D) demanding 



 
 

國立中山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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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師資培育法的規定，當前中小學師資的培育方式為何？  
(A)兼採公費或助學金方式實施  
(B)自費為主  
(C)公費與自費並重  
(D)以上皆非 

 

2.下列何人為我國現任教育部長? 

(A)潘文忠  (B)潘嗣敬  (C )吳仁和  (D )吳思華 

 
3.依師資培育法規定，以下何者不是師資培育所指之師資？  

(A)幼稚園教師  
(B)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C)國民中小學教師  
(D)大專教師 

 
4.下面哪一個選項不是十二年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草案的特色?  

(A)基本能力改為核心素養  
(B)新增重大新興議題  
(C)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D)教師每學年至少公開授課一次 

 
5.國家教育研究院在民國 103 年 1 月 7 日公布「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

引」，提 出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組織的主軸，以培養有素養的國民，核心素養

的三大面向不 包括下列哪一項？  
(A)全球化公民  
(B)自主行動  
(C)溝通互動  
(D)社會參與 

 
 
 
 



 
 

6.中山大學的海納百川計畫宗旨為何?  
(A)招收弱勢學生  
(B)招收外縣市學生  
(C)招收外國學生  
(D)招收特殊才能學生 

 
7.下列何者不是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特別強調的教學理念或方法？  

(A)個別化教學  
(B)差異化教學  
(C)適性教學  
(D)有效教學 

 
8.根據教育部 108 年高中職國文課綱審議會最新決議，下列何者為 108 課綱國文科

的文 言文比例？  
(A)上限 30%  

(B)35-45%  
(C)45-55%  
(D)55-65% 

 
9.以下有關十二年國教的敘述，何者正確？  

(A)十二年國教正式課綱教科書預定 109 年開始採用  
(B)「建置十二年一貫課程體系方案」由教育部國民教育司負責  
(C)「藝術與人文領域」改為「藝術」領域  
(D)正式課綱預定 106 年公布 

 
 
10.現任高雄市教育局長為? 

(A)范巽綠  
(B)鄭英耀 
(C)吳榕峯  
(D)洪瑞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