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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學生單獨招生考試 

                                       國文科 試題                             (共有 4 頁 )   

                                          
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1.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卡、准考證與座位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2. 國文科考試時間 60分鐘。 

3. 本試題共有選擇題 40題，滿分 100分。每題都有 (A) (B) (C) (D) 四個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的，將

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的方格範圍內，用 2B 鉛筆全部塗黑。每題配分比例

依試題內容說明，不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答錯不倒扣。試卷空白處可供計算之用。 

4. 請先在試題卷首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試題」一併繳回。 

測驗說明：（每題都只有一個正確答案，請選出最合適的答案）  

一、  單題：（ 1 ~ 3 0 題，每題 3 分）  

1.  (   )下列選項文句中，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菜市場裡，人聲頂沸，好不熱鬧 (Ｂ)他每天勞動筋骨、

勤於運動，希望能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Ｃ)經過幾個月的休養，夏小姐的身材顯得豐庾多了 (Ｄ)被關

在籠裡的老鷹，羽毛不整地捲伏著。 

2. (   )下列各「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無米之「炊」／「吹」灰之力 (Ｂ)日知其所「亡」／追「

亡」逐北 (Ｃ)不亦「樂」乎／仁者「樂」山 (Ｄ)「殯」儀館／「濱」海公路。 

3. (   )下列「 」中的字，何組意義相同？       (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Ｂ)香遠「益」清

／延年「益」壽 (Ｃ)「盡」皆失色／取之不「盡」 (Ｄ)「執」法如山／手「執」麈尾。 

4. (   )下列文句「 」中的量詞，何者使用最恰當？ (Ａ)小明在家具展中，選購了一「顆」立燈 (Ｂ)秋天的

景色，就像一「副」優美的圖畫 (Ｃ)剛走出家門，一「陣」冷冽的寒氣就直透體內 (Ｄ)這一「幫」

歌仔戲一播出，收視率就節節高升。 

5. (   )(甲)不戚戚於貧賤(乙)留蚊於素帳中 (丙)得之於人者太多(丁)像祖母之於我家。以上的「於」字，哪幾項

意思相同？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甲丁。 

6. (    )「只靠我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王冕母親說這段話，主要是在表達什麼？  

(Ａ)每天到處撿回收賺不到多少錢 (Ｂ)每天早出晚歸，無法休息 (Ｃ)靠針黹工作賺錢，足以養家 

(Ｄ)家計入不敷出，生活困苦。 

7. (    )宣恩得獎無數，她的房間裡擺滿了獎牌，請問下列選項中，何者是以隸書寫的書法獎牌？ 

(Ａ)  (Ｂ)  (Ｃ)  (Ｄ)  

8. (   )下列詩句與人物的配對，何者正確？ (Ａ)一張用赤膽染紅的臉／早已流傳成千古的傳奇／即使長滿利

齒的歷史／也嚼不爛他的忠心／所以，他／受千千萬萬雙手／膜拜成神：張飛 (Ｂ)據說／你喝一斗酒

／可以寫詩百篇／在長安市的酒家沉沉睡去／皇帝來喚／你也不應／你說／我是酒中的仙／原不侍奉

你們人間：楊貴妃 (Ｃ)他是黑夜中╱陡然迸發起來的╱一團天火╱從江東熊熊焚燒到阿房宮╱最後自

火中提煉出╱一個霸氣磅礴的╱名字：項羽 (Ｄ)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潔癖╱一種高貴的絕症╱

把名字投在風中的╱衣帶便飄在風中╱清芬從風裡來／楚歌從清芬裡來：李白。 

9. (    )下列「 」中的字，何者「不當」動詞使用？ (Ａ)負勢競「上」 (Ｂ)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

「愁」眠 (Ｃ)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10. (   )張潮：「涉獵雖曰無用，猶勝於不通古今；清高固然可嘉，莫流於不識時務。」這段話啟示我們為學處

世應該如何？ (Ａ)務實 (Ｂ)巴結 (Ｃ)誠實 (Ｄ)坦白。 

11. (    )書信結尾問候語，何者「有誤」？   (Ａ)對師長可用「敬請 教安」 (Ｂ)對親友平輩可用「恭請 道安」 

(Ｃ)對同學可用「順頌 時祺」 (Ｄ)對於一般長輩可用「恭請 崇安」。 

12. (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此二句詩與下列何者意思相近？  (Ａ)漫遊於大自然之中 

(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Ｃ)知行要合一 (Ｄ)明哲保身，無動於衷。 

13. (    )上完了魔法學校的音樂課，哈利波特想用一句話來形容音樂的美妙動聽，下列何者「適合」？ 

(Ａ)洛陽紙貴 (Ｂ)三月不知肉味 (Ｃ)曲高和寡 (Ｄ)膾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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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下列何種人即是青鳥就在身邊文中所謂「騎驢覓驢」的人？ (Ａ)路不拾遺，有良好的品德 (Ｂ)我的女

朋友太靜了，想再找個活潑點的女孩來當女朋友 (Ｃ)海關人員帶著警犬搜索是否有人夾帶毒品入關 (Ｄ)

她才剛走不久，你趕快騎車去追她。 

15. (   )「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中的「猶」字的意思為「尚且」，同於下列何者？ (Ａ)「猶」豫不

決 (Ｂ) 困獸「猶」鬥 (Ｃ)「猶」如演戲 (Ｄ)雖死「猶」生。 

16. (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這句話啟示我們要如何？     (Ａ)及時行樂 (Ｂ)居安思危 (Ｃ)

知行合一 (Ｄ)鬱鬱寡歡。 

17. (   )關於五柳先生傳一文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Ａ)本文仿史傳寫成，分「傳」與「贊」兩部分 

(Ｂ)本文是陶淵明託名五柳先生寫的自傳，寫其個性與生活 (Ｃ)「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可看出

五柳先生的酒量差 (Ｄ)「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可看出五柳先生不慕榮利的處世態度。 

18. (   )「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余光中用這句詩作為夸父一詩結尾，說明選擇正確方向就往前衝刺的看法

，蘊含了什麼樣的語氣？ (Ａ) 諷刺 (Ｂ)鼓勵 (Ｃ)無奈 (Ｄ)自在。 

19. (   )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運用「不正確」？  (Ａ)犯錯的是他，沒有理由要你來「炒魷魚」 

(Ｂ)他要求那麼高的賠償費，簡直是「敲竹槓」嘛 (Ｃ)他吃了好幾次「閉門羹」，始終見不到女友一面 

(Ｄ)奶奶平時喜歡四處去「串門子」打發時間。 

20. (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 衛靈公）這段文句是強調下列何者

的重要？ (Ａ)樂以忘憂 (Ｂ)融會貫通 (Ｃ)學以致用 (Ｄ)力學不已。 

21. (   )喬丹在「學校的九年級球隊裡算是『矮』的，但他以苦練來彌補身高上的不利，在練球時，他總是第一

個到場，最後一個離開。」作者描寫喬丹這件事情，是想要表達什麼概念？ (Ａ)勞謙虛己，則附之者

眾；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 (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 (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

，己千之 (Ｄ)雪中送炭真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 

22. (   )「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一對夫婦走進一間旅館的大廳□想要住宿一晚□」上述文句缺空處，依序應填入

下列何組標點符號？ (Ａ)，；， (Ｂ)、，。 (Ｃ) ：，！ (Ｄ) ，，。 

23. (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這段話涵義為何？ (Ａ)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Ｂ)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 (Ｃ)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 

24. (   )「潘安」是古代著名的美男子，後用「潘安再世」來比喻英俊的男子。此句用法有讚揚之意。請問下列

人物所引申出的成語，何者「不具有」讚揚之意？ (Ａ)東施效顰 (Ｂ)周公吐哺 (Ｃ)伯樂相馬 (Ｄ)

華佗再世。 

25. (   )下列何者成語「不能」用來形容女生？  (Ａ)亭亭玉立(Ｂ)詠絮之才(Ｃ)小家碧玉(Ｄ)玉樹臨風。 

26. (   )「在企圖駕馭他人之前，先能駕馭自己。」這段文字與下列哪一段話涵義最接近？   (Ａ)一視同仁 

(Ｂ)嚴以律己 (Ｃ)寬以律己 (Ｄ)嚴以待人。 

27. (   )佩倫寫了一篇關於韓劇的簡介卻錯誤百出，請問下列「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Ａ)金荷娜回

想起中學時代被霸凌的悲慘遭遇，往事歷歷在心頭「揮之不去」 (Ｂ)池晟站在人群中，彷彿是從時裝

雜誌中走出來的人物，「斗筲之材.」，馬上成為目光的焦點 (Ｃ)金赫是謎一般的男人，對於自己的過去

「如數家珍」，半點也不肯透露 (Ｄ)閔夏莉是惠珍「得心應手」的好友，卻介入她和男友之間產生了曖

昧的情愫。 

28. (   )下列各選項「 」中的連接詞，何者運用「錯誤」？  (Ａ)在大地上寫詩，「不僅」是體力的勞動，「也

是」性靈的淬鍊 (Ｂ)靜香「不但」學業優異，「而且」也待人親切，十分受歡迎 (Ｃ)「與其」抱怨功

課太多，「還是」善用時間完成 (Ｄ)「就連」螞蟻也尚且偷生，更「遑論」身為萬物之靈的人呢。 

29. (   )下列各選項，何者的造字法則屬於「象形」？ (Ａ)母 (Ｂ)信 (Ｃ)河 (Ｄ)甘。 

30. (   )「撐一把有形的傘，那是正當的事，因為我們不必在雨中表現異於同類的乖張。但如果撐一把無形的傘

，使我們不去面對風雨，面對苦難，那我們永遠無法領略雨過天青的喜悅。」（洪醒夫撐傘印象）上文

中的寓意是啟示我們何種道理？     (Ａ)雨來的時候，各式各樣的傘，就如此這般理直氣壯地被撐起來 

(Ｂ)面對風雨，使心靈得以歷練，得以剛強 (Ｃ)何必撐傘？何必屈服於「自然的暴力」 (Ｄ)多看氣象

預報就知要不要帶傘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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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題組：（ 3 1 ~ 4 0 題，每題 1 分）  

赤壁之戰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是歷史上著名的戰役之一。三國演義對赤壁戰前孫權陣營主戰與主降兩派的論戰描

寫得十分精采。請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赤壁戰前硝煙起 

  建安十三年，曹操率軍南下攻占荊州，要求孫權投降，頓時引發吳國內部紛亂，大臣們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各

據一詞爭議不休。此時孔明受邀至吳，也向孫權提出他的見解。 

  大臣張昭表示：「曹操號稱擁有百萬大軍，又挾天子以令諸侯，加上原來我們用來防守的長江天險已被突破，

投降才是上策。」 

  謀臣魯肅對孫權說：「如果投降曹操，我們眾人不過是回去當平民罷了。但主公您投降後頂多當個小官，只有

車馬一輛、隨從數人，哪能再有稱王的機會呢？」 

  將軍周瑜聽到孔明說，曹操大軍南下的另一目的是為了擄走大喬（孫策夫人）與小喬（周瑜夫人）兩位美女，

氣憤地表示：「曹操欺人太甚，我絕對跟他勢不兩立！」 

  周瑜又說：「為國除害是我們該做的，加上曹軍水土不服，又不熟水戰，天寒地凍下補給困難，只要讓我帶領

數萬精兵就能以寡擊眾！」 

  大將黃蓋表示：「我們出生入死才得到這些地盤，哪能拱手讓人？」 

  大臣虞翻說：「敵軍有百萬之多，將領有千人以上，我方兵力不足，哪能與曹軍抗衡？」 

  謀臣薛綜說：「漢朝氣數將盡，曹操已占據天下三分之二的領土，人們爭相歸附。我們跟曹操作對有如以卵擊

石，怎能不敗呢？」 

  孔明對孫權說：「曹操兵多將廣，你不如就聽群臣的話向他投降吧？」孫權說：「那你的主公劉備為何不投降呢？」

孔明說：「我主公劉備是皇室後裔，眾所仰慕，怎能屈居他人之下呢？」孫權聽完憤而退席。 

  但魯肅提醒孫權：「這表示他有破曹的把握，主公何不再問問他有何退敵的策略？」於是孫權再度接見孔明。 

  孔明將雙方優劣分析比較如下： 

 曹操大軍 孫 劉大軍 

實際兵力 

曹操大軍：16

萬人 

荊州降軍：8

萬人 

孫權軍：3萬

人 

劉備軍：1萬

人 

戰鬥力 
長途征戰而疲

憊不堪 

訓練有素，以

逸待勞 

忠誠度 

剛收編的8萬

荊州降軍，軍

心未定 

面臨存亡關頭

，同仇敵愾 

環境適應 
水土不服，不

習水戰 

土生土長，善

於水戰 
 

 

  孫權聽完孔明的分析後說：「先生令我茅塞頓開，我們立即結盟共滅曹操！」 

31. （ ）面對孫 劉聯軍，曹軍的優勢在哪裡？ (Ａ)擅長水戰，戰略靈活 (Ｂ)訓練精良，鬥志高昂 (

Ｃ)忠心耿耿，奮勇殺敵 (Ｄ)兵力眾多，以眾擊寡。 

32. （ ）在孔明與周瑜、孫權的對話中，可看出他使用了什麼策略，強化了他們抗曹的決心？ (Ａ)反間

計 (Ｂ)苦肉計 (Ｃ)激將法 (Ｄ)美人計。 

   一碗一碗白開水喝下去 

  一滴一滴鹹鹹的汗水 

  滴下來 

  滴在和母親一樣樸拙的泥土裡 

  不是果汁，不是可樂或西打 

  不是麵包，或是夾心三明治 

  不是閒散的郊遊，或是豪華的盛宴 

  一小鍋稀飯，和您親手做的 

  幾樣醃菜 

  烈日下，寒風中 

  坐在雜草圍繞的田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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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啊，那便是您，每日每日 

  勞累的野餐 

  是不是拌著汗水的稀飯，特別香 

  是不是混著泥沙的醃菜，特別可口 

  母親啊，為什麼 

  你竟吃得這樣坦然 

（吳晟 野餐） 

33.(  )下列哪一段文字展現出農人任勞任怨，逆來順受的生命韌性？ (Ａ)不是果汁，不是可樂或西打／不

是麵包，或是夾心三明治／不是閒散的郊遊，或是豪華的盛宴 (Ｂ)一碗一碗白開水喝下去／一滴一

滴鹹鹹的汗水／滴下來／滴在和母親一樣撲拙的泥土裡 (Ｃ)是不是拌著汗水的稀飯，特別香／是不

是混著泥沙的醃菜，特別可口 (Ｄ)一小鍋稀飯，和您親手做的／幾樣醃菜。 

34. (     )下列何者為本文的主旨？ (Ａ)野餐的快樂及母親準備野餐的辛苦 (Ｂ)農家生活準備野餐之不易 (Ｃ)

母親和勤樸的農家人耕作的辛苦 (Ｄ)重返自然野餐的愜意及自得。 

        我常發現，當我們認為某一件事是很困難、很麻煩，因而苦惱不堪的時候，事情的本身可能不至於真的那樣令

我們苦惱。只是我們自己心理上的負擔太重，顧慮得太多。以致事情尚未發生，心情上的困擾和憂慮卻早已遠遠的

跑到了事實的前面。 

  真正能擔重任的人絕不過分憂慮。 

  他們勇敢、樂觀、看得開、有擔當。對事情先有縝密的計畫，他們只重視問題的本身，「有問題，就去解決」

如此而已。絕不去杞人憂天，也不去猜想別人心中的好惡。 

  充分的計畫與準備是完成任務所必須；多餘的思慮卻足以蒙蔽智慧，擾亂步驟，有礙事情的正常進行。 

  讓自己在適度的範圍之內，做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事，這是最明智的生活態度。 

（節錄自羅蘭 羅蘭小語 再談緊張） 

35.(  )下列何者的處事態度，最符合作者的論述？ (Ａ)優柔寡斷、凡事退讓的曾大方 (Ｂ) 暴虎馮河、

以力服人的林路 (Ｃ)慎謀能斷、量力而為的周子瑜 (Ｄ)忍氣吞聲、默默承受的郝無奈。 

36.(  )按照文章的內容，下列何者「不是」最明智的生活態度？ (Ａ)量力而為，盡其在我 (Ｂ)順其自

然，優柔寡斷 (Ｃ)縝密計畫、正視問題 (Ｄ)承擔責任，樂觀以赴。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

縷，恆念物力維艱。宜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

而精，園蔬愈珍饈。 

（朱柏廬 治家格言） 

註：○１瓦缶：指粗糙的食具。 

  ○２園蔬：園中的蔬菜。 

  ○３珍饈：指珍奇美味的食物。 

37.(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這段話的主旨為何？ (Ａ)生活要節約

儉樸 (Ｂ)努力耕田務農為本 (Ｃ)工作勤勞，生活有規律 (Ｄ)惜福愛物，不浪費資源。 

38.(  )「宜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意思為何？ (Ａ)平時雨量少，所以要挖掘井 (Ｂ)事前要有萬全準

備，不可臨時抱佛腳 (Ｃ)掘井要花很多時間，所以不能趕工 (Ｄ)勸人要懸崖勒馬，隨機應變。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 顏淵問仁） 

39.(  )本文主旨是說行仁之道在何處？ (Ａ)天下歸仁 (Ｂ)非禮勿言 (Ｃ)非禮勿視 (Ｄ)克己復禮。 

40.(  )顏淵在本文中請問孔子的是關於何事？ (Ａ)為學之道 (Ｂ)修身之工夫 (Ｃ)治國之道 (Ｄ)處事

之道。 

 

==============本試卷到此結束，敬祝考試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