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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1 學年度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招生考試 

國文試題 
一、 單一選擇（46％） 

 

1、下表是注音符號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的對應表，其中，哪一個符號放置的位

置有誤？ 

 

發音方法 發音部位 

狀態 聲帶 氣流 雙唇 舌尖前 舌尖 

塞 清 
不送氣 ㄅ  ㄉ 

送氣    

塞擦 清 
不送氣  ㄗ  

送氣    

擦 
清  ㄈ ㄙ  

濁     

○A ㄅ   

○B ㄈ   

○C ㄉ   

○D ㄗ   

○E ㄙ 

2、在下列各選項中，「」裡的字，何者發全上音？  

○A 我「有」一本書 

○B 「柳」先生   

○C 寳島鐘「錶」行   

○D 一貧如「洗」  

○E 「姐」姐 

3、以下「儿」化韻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一＋儿＝一ㄜ儿（小雞儿） 

○B ㄩ＋儿＝ㄩ儿（小魚儿） 

○C ㄥ＋儿＝ㄜ儿（小餅儿） 

○D ㄨ＋儿＝ㄨㄜ儿（小屋儿） 

○E ㄝ＋儿＝ㄝ儿（樹葉儿） 

4、下列成語中的用字，何者為非？ 

○A 美輪美奐  

○B 東施傚顰  

○C 墨守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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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醍醐灌頂   

○E 以鄰為壑 

5、在以下的各選項中，何者是「判斷句」? 

○A 他有一雙眼睛  

○B 天氣越來越熱 

○C 環堵蕭然 

○D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E 懷疑與好奇是科學之母 

6、以下各選項中對「修辭」的說明，何者是正確的？ 

○A 雖無「刎頸交」，卻有「忘機友」（借代）  

○B 搬「東」搬「西」（轉品）  

○C 橫「三」豎「四」（鑲嵌）  

○D 食量大如「牛」（轉化）  

○E 餘音繞樑，「三日不絕」（譬喻） 

7、題辭「壽慶」，以下何者是正確的？ 

○A 鳳侶鸞儔 

○B 麟趾呈祥  

○C 福蔭子孫   

○D 萱蔭長留  

○E 椿庭日暖 

8、下列的書信用語，何者不恰當？ 

○A 信封上對師長用「道啟」 

○B 提稱語對長官用「鈞鑒」 

○C 寫給晚輩時，署名下可用「手草或字」 

○D 提稱語用「函丈」，表示寫信對象是岳父 

○E 用於同學的提稱語是「硯右」 

9、下列詩詞名句與作者的對應關係，何者有誤？ 

○A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陶淵明 

○B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 

○C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蘇軾 

○D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李清照 

○E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王國維  

10、下列影響臺灣文學發展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對應關係，何者有誤？ 

○A 鍾理和/魯冰花 

○B 陳之藩/在春風裡 

○C 阿盛/行過急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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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席慕蓉/無怨的青春 

○E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 

11、下列關於「史書」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史記》原為古代史書之通稱，司馬遷始用為己書之專稱   

○B 《資治通鑑》係紀傳體之史書，上起春秋，下迄五代   

○C 《左傳》為編年體史書之祖   

○D 《三國志》以魏為正統，僅《魏書》有「記」 

○E 《國語》又名《春秋內傳》，為國別史之祖 

12、下列關於「小說」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世說新語》是章回小說，所記為東漢至南朝高士之軼聞瑣事 

○B 沈既濟《枕中記》，是一篇宋人的平話   

○C 《紅樓夢》又名《品花寶鑑》   

○D 「唐傳奇」指小說；「明清傳奇」指戲曲   

○E 關漢卿《竇娥冤》是明傳奇之佳構 

13、下列關於「先秦諸子」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淮南子》乃淮南王劉安集其門下客所撰，依其內容當列為雜家   

○B 《呂氏春秋》又名《呂覽》，乃呂不韋門下賓客同撰，以法家學說為主，兼  

採儒、道之說   

○C 《戰國策》又名《國事》、《短長》、《事語》，依內容當列為兵家   

○D 法家有重勢、重術、重法三派，商鞅集其大成   

○E 《莊子》一書又稱《道德經》 

14、由以下詩句裡的情景來判斷，哪一首所敘寫的是春天的景色？ 

○A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劉禹錫〈賞牡丹〉）   

○B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王昌齡〈採蓮曲‧其二〉）  

○C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韋莊〈金陵圖〉） 

○D 黄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庇半，閒敲棋子落燈花。 

（趙師秀〈約客〉） 

○E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杜牧〈山行〉） 

15、《禮記．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句中「嚴師」的「嚴」字，當解為：  

○A 嚴教勤管 

○B 尊師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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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學認真  

○D 以身作則  

○E 博通古今 

16、《荀子．天論》：「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

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句中之「匈匈」語意為： 

○A 兇惡  

○B 無理  

○C 鬧事  

○D 喧譁   

○E 憎惡 

17、「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

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節錄《史記・伯夷列傳》)。所謂「青雲之士」所指何人？ 

○A 隱逸高節者 

○B 德高望重者  

○C 升遷有成者  

○D 達官顯要者  

○E 飛黃騰達者 

18、韓愈〈進學解〉：「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

佳屈聱牙…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句末「閎其中而肆其外」意思是：  

○A 胸有成竹而行事有致  

○B 胸中坦然而外表豪放   

○C 內涵廣濶而外延深遠  

○D 心胸寬廣而理想遠大 

○E 內容豐富而文辭奔放 

 

□請仔細閱讀下列短文，再回答後續的兩個問題 

 

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學桔槔。又三年藝成

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

欲學為兵，則老矣。 

 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

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

三年皆傷于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

所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劉基

《郁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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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文中「漢之老郎」可比擬成什麼樣的人？ 

○A 定性不夠者  

○B 生不逢時者  

○C 投機取巧者  

○D 安於天命者  

○E 積極進取者 

20、本文寓意，旨在警勉吾人應當如何？ 

○A 與時推宜   

○B 學貴專精   

○C 慎始敬終   

○D 博學多技   

○E 洞燭機先 

 

□請仔細閱讀下列短文，再回答後續的三個問題 

 

孟子稱：「人之患，好為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

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

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駡，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

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21、柳宗元引孟子的話「人之患，好為人師」，目的在說明：  

○A 表達自己不想為「人師」的原因 

○B 為韓愈為人師做反駁  

○C 說明中唐時期其實一樣好為人師   

○D 古時候的人好為人師   

○E 古時候狂人太多 

22、韓愈的「抗顏為師」，是： 

○A 反抗當時以「為人師」為狂人的弊端  

○B 嚴正其顏色，而做起老師   

○C 反對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只願為「人師」不願做「經師」   

○D 不顧一切的想當老師   

○E 指責時人畏縮不敢當老師  

23、「世果群怪聚罵」韓愈，並且「指目牽引」，這是在說： 

○A 韓愈的決定令當時的人感到奇怪，因此手指目視的駡他 

○B 韓愈竟然招收到許多學生，因此聚在一起批評他   

○C 韓愈作《師說》，公然和當時的風氣對抗，因而群聚在一起批評他   

○D 韓愈怪異的決定，無視衆人的反對，而被群起指責   

○E 韓愈不滿眾人的批評，因而大倡「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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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摘要分析（18％） 

 

    請以 100 字摘述下文林語堂《論談話》的重點，並以 100 字提出你對林語堂

看法的評論。 
  
    人們今日在嘆惜爐邊或木桶上的談話藝術已經失掉了，因為目前商業

生活的速度太高了。我相信這種速度頗有關係，可是我同時也相信把家庭

變成一個沒有壁爐的公寓，便無異在開始破壞談話的藝術，此外，汽車的

影響更把這種藝術破壞無遺。那種速度是完全不對的，因為談話只有在一

個浸染著悠閒的精神的社會中才能存在；這種悠閒的精神是包含著安逸，

幽默，和語氣深淺程度的體味的。因為說話和談話之間確有差異之處。在

中國語言中，說話和談話是不同的，談話指一種較多言，較閒逸的會談，

同時所說的題目也比較瑣碎，比較和生意經無關。商人函件和名士尺牘之

間也可以看出同樣的差別。我們可以和任何人談論生意經，可是真正可以

和我們作一夕談的人卻非常之少。因此，當我們找到一個真正可以談話的

人，其快樂是和閱讀一個有風趣的作家的著作相同（如果不是更大的話），

而且此外還有聽見對方的聲音，看見對方的姿態的快感。當我們和老友欣

然重聚的時候，或和同伴在夜車的吸煙室或異地的客棧裡暢敘往事的時

候，我們有時可以找到這種快樂。大家談到鬼怪和狐精，雜著一些關於獨

裁者和賣國賊的有趣的軼事和激昂的評論，有時在不知不覺之中，一個有

智慧的觀察者和健談者提起了某國所發生的事情，預言一個政權的傾覆或

改變。這種談話使我們一生念念不忘。(林語堂《論談話》) 

 

三、 評述作文（36％） 

 

    聯合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於 1997-2002 執行了一項研究「國民核心素養」的研

究計畫，旨在定義與選擇國民核心素養（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簡稱 DeSeCo），以提供

OECD 會員國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參考。 

    我國國科會科教處也在2005-2007兩年間進行「界定與選擇國民核心素養：概

念參考架構與理論基礎研究」，提出臺灣發展未來國民核心素養的基本四維架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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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臺灣國民基本核心素養 

1.能使用工具

溝通互動 

2.能在社會異 

質團體運作 

3.能自主行動 4.能展現人類的

整體價值並建

構文明的能力 

內

容 

閱讀理解 

溝通表達 

使用科技資訊 

學習如何學習 

審美能力 

數的概念與應

用 

團隊合作 

處理衝突 

多元包容 

國際理解 

社會參與與責

任 

尊重與關懷 

反省能力 

問題解決 

創新思考 

獨立思考 

主動探索與研

究 

組織與規劃能

力 

為自己發聲 

瞭解自我 

形式的邏輯能力

哲學思想能力 

與「生活」相關的

邏輯能力 

社會正義 

規範相關的邏輯

能力 

意志價值追求相

關的邏輯能力 

工具理性 

 

    請以「臺灣教育的困境與展望」為題，行文兼評述上列四項臺灣國民核心素

養指標及內容，能否使臺灣學子因應全球化變局的需求。（限議論文，文長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