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中山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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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測驗包括四種科目：中文、英文、邏輯分析與教育時事。 

● 可以在試卷的空白處，建構出邏輯架構圖，以方便作答。 

● 答案請填入專用答案卷表格內，違者不計分。 

● 四科各25 分，合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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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中文測驗 

 

綜合測驗：25% (每題一分) (最後一題複選，其餘單選題) 

1.「借代」是指借用其他名稱或詞語，來代替經常使用的名稱或詞語的修辭手法。下列使用

借代的是哪一選項？ 

(A)「草木」無情，有時飄零。(歐陽脩〈秋聲賦〉) 

(B)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韋莊〈菩薩蠻〉) 

(C)仲永生五年，未嘗識「書具」。(王安石〈傷仲永〉) 

(D)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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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下列文句：「他是（     ）的外交人才，說理能（      ），讓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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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下列文句：「這兩個投機政客（    ），他們的罪行（     ），大家都（      ）。」空格處，

依序要填上什麼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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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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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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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詩作中的「愁」字，最能表現對君王家國懷思的是哪一選項？  

(A)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劉禹錫〈春詞〉)  

(B)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李商隱〈無題〉)  

(C)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崔顥〈黃鶴樓〉)  

(D)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不見使人「愁」。(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8.下列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Ａ)他的畫風粗曠原始  

(Ｂ)他披星載月，南北奔波 

(Ｃ)既往不究，不必再加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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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對中國歷來著名作家或作品的敘述，不盡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李白與杜甫是唐代的傑出詩人，分別被尊稱為「詩仙」、「詩聖」  

(B)曹雪芹《紅樓夢》描寫貴族豪門逐漸走向衰敗的過程，道盡人間滄桑  

(C)蘇軾是少見的全能文人，他在詩詞文賦與戲曲小說方面，皆有偉大的創作  

(D)司馬遷《史記》在史學上有重大貢獻，其內容與題材對小說、戲劇也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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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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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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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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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下列對律詩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律詩、絕句，皆是近體詩       

(Ｂ)一首七言律詩共 56 個字  

(Ｃ)律詩第一句句尾一定要押韻     

(Ｄ)律詩三四句、五六句兩聯要對仗 

 

20.下列對詩人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杜甫號「青蓮居士」   

(Ｂ)高適工於寫作邊塞詩  

(Ｃ)白居易工於寫作新樂府  

(Ｄ)謝靈運工於寫作山水詩 

 

21.下列詩歌名篇的作者，何者有誤: 

(Ａ)〈月下獨酌〉／李白  

(Ｂ)〈琵琶行〉／杜甫  

(Ｃ)〈歸園田居〉／陶潛  

(Ｄ)〈再別康橋〉／徐志摩 

 

22.有關「詞」，下列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Ａ)詞大盛於兩宋  

(Ｂ)詞又名為「長短句」  

(Ｃ)詞的單位為「闋」  

(Ｄ)藉由詞牌，可得知詞的主題、內容為何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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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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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以下對明、清章回小說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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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中山大學 103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英文測驗 

 

選擇題：(第 1 題~第 11 題，每題 2 分，第 12 題為 3 分) 

1. Taipei 101, formerly known as the Taipei World Financial Center, 

is a       skyscraper.  

(A) souvenir  (B) signal  (C) landmark   (D) landslide 

 

2. She used the rudest and the most sarcastic words to         her best friend, who felt terribly 

hurt.  

(A) blush  (B) cheat (C) flatter  (D) insult 

 

3. The young businessman said he would         his road to success with hard work and honesty 

instead of greed and deception. 

(A) march  (B) pave   (C) erase   (D) assemble  

 

4. The mother used candy as a         to motivate her son to finish his assign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A) piece  (B) stitch  (C) bait  (D) spade 

 

5. If you don’t need this dictionary, don’t put it into the trash can. Give it to         wants it 

badly. 

(A) who   (B) whomever  (C)whoever   (D) anyone 

 

6.         all her efforts to calm down, she was still angry about being betrayed by her husband. 

(A) Although (B) Despite (C) Since   (D) Because  

 

 



 

 

 

7. Crag goes to Europe to major in music in          of his dream as a professional musician.  

(A) pursuit  (B) recognition (C) swipe  (D) sympathy  

 

8. The professor keeps track of the         of all his students. To him, skipping clas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A) resumé  (B) agriculture  (C) attendance (D) aptitude   

 

9. People living in the ______  areas have little access to medical care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 holy  (B) regional   (C) remote (D) innocent 

 

Tom is five and he is not a healthy boy. Retarded as he was, he saved his mother last month. One 

day Mrs. Brown had to do some shopping. She put sleeping Tom in the back seat of the car   10   

he should wake up to find nobody home. It was near the woods that the car was suddenly out of 

control because of the heavy snow. When little Tom woke up, his mother was   11  bleeding in 

the forehead but passed out. Tom tried to wake his mom up several times, but she didn’t respond. As 

a result, Tom opened the door and climbed out. He walked for almost three miles   12   he got to 

a bakery. The woman in the store helped him after learning what had happened. Finally, he sent his 

mother to the hospital successfully. 

 

10. (A) for fear that  (B) in order that  (C) now that  (D) the moment 

11. (A) not because  (B) not only    (C) never    (D) hardly 

12. (A) until       (B) after       (C) unless   (D) lest 

 

 

 

 

 



 

 

 



 

 

國立中山大學 103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考試 

科目：邏輯分析測驗 

 

選擇題：（每題 2.5 分，共 25 分） 

1. 下列哪一項不屬於同一類？ 

A. 蘋果                                B. 水梨 

C. 果葉                                D. 芭樂 

 

2. 若杯子好比咖啡則碗公好比 

A. 盆子                                B. 湯 

C. 湯匙                                D. 食物 

 

3. 請問數列 53, 53, 40, 40, 27, 27,…的下一項是 

 
A.  12 B. 14 

C.  27 D. 53 
 

 

4. 請問數列 7, 10, 8, 11, 9, 12,…的下一項是 

A.  7  B. 10 

C.  12 D. 13 
 

 

5. 請按規律填上空白的一項。 

B2CD, ________, BCD4, B5CD, BC6D 

A.  B2C2D                             B.  BC3D 

C.  B2C3D                             D.  BCD7 

 

 

6. 請按規律填上問號的圖案。 

 

A.  1 B. 2 

C.  3 D. 4 
 

 

 

 



 

 

 

7. 請就下列的原因及後果之後下一個結論。 

I. 燃油價格在過去幾個月均保持不變。 

II. 國際的油價在過去幾個月一直上升。 

 

A. 句子 I 是原因及句子 II 是其後果 

B. 句子 II 是原因及句子 I 是其後果 

C. 句子 I 和 II 均是獨立之原因 

D. 句子 I 和 II 均是後果，其二個原因為獨立 

8. 句子： 

有些國王是皇后 

所有皇后都美麗 

  結論： 

I 所有國王都美麗 

II. 所有皇后是國王 

 

A. 只有結論 I 成立 

B. 只有結論 II 成立 

C. 結論 I 或 II 成立 

D. 結論 I 及 II 皆不成立 

 

9. 請按規律填上問號的圖案。 

 
 

A.  1 B.  2 

C.  3 D. 4 
 

 

 

 

 

 

 

 



 

 

 

 

 

10. 請按規律填上問號的圖案。 

 

 

 

 

 

 

 

 

 

 

 

 

 

 

 

 

 

 



 

 

 



 

 

國立中山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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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分，共 25 分） 

1. 下列對於 12 年國教高級中等教育的描述，何者為非?  

(A)採「免試為主」 

(B)「免學費」 

(C)「自願入學」 

(D)「義務」而非「權利」 

 

2. 針對 12 年國教，教育部提供的免試超額比序參考項目包括了八大項，請問下列何者為非? 

(A)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B)國中成績  

(C)就近入學  

(D)多元學習表現 

 

3. 教師法修正條文第 17 條之一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接受教師評鑑；其評鑑項目、

內容、指標、方式、程序、評鑑結果之運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應由誰訂之?  

(A)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B)教育部  

(C)教師所屬學校校評會  

(D)教師所屬學校教師會 

 

4. 我國現任教育部長為?  

(A)吳清基  

(B)杜正勝  

(C)蔣偉寧  

(D)鄭瑞城 

 

5. 中央負責補習班管理事項的單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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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列哪一組織不是法令所規定的教師組織？ 

(A)學校教師會 

(B)鄉鎮教師會 

(C)地方教師會 

(D)全國教師會 

 

7. 以下針對建構式的教學何者敘述正確？ 

(A)是九年一貫課程的基本主張 

(B)針對數學的教學法 

(C)強調為什麼學習 

(D)強調過程理解比背誦重要 

 

8. 國民中小學採取常態分班，是基於那項教育理念? 

(A)因材施教 

(B)分流教育 

(C)教育機會均等 

(D)多元教育 

 

9. 「家長教育選擇權」主要是指家長可以為子女做以下那種選擇？ 

(A)就讀的學校 

(B)就讀學校的教師 

(C)就讀學校的教科書版本 

(D)就讀學校的課程 

 

10. 依憲法規定，我國教育行政的權限劃分所採行的方式是屬於： 

(A)中央集權  

(B)地方分權  

(C)均權  

(D)無明確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