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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五年制護理科新住民子女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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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語文題： 1至10題，每題2分，共20分。 

1. （  ）下列哪一則的用字完全正確？  

    （Ａ）他說話總是出爾反爾，真是莫名其妙 （Ｂ）這幾個月政府為了防疫，弄得官員們筋疲力盡、人抑馬翻  

    （Ｃ）詐騙集團常以偷天喚日的手法，騙取被害人的財物 （Ｄ）這篇文章經過去蕪存莖之後，顯得簡潔有力。 

2. （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讀音兩兩不同？  

    （Ａ）「聆」聽／「鈴」噹（Ｂ）「拂」面╱彷「彿」（Ｃ）烘「焙」╱「培」養（Ｄ）「蔚」藍／「慰」問。 

3. （  ）選出可以適合形容「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的詞語，能夠表達殷切的期盼？  

    （Ａ）歷歷在目 （Ｂ）汲汲營營 （Ｃ）虎視眈眈 （Ｄ）望穿秋水。 

4. （  ）下列選項「 」中的量詞，何者使用正確？  

    （Ａ）一「番」立場 （Ｂ）一「輪」明月 （Ｃ）一「顆」小樹 （Ｄ）一「片」桌子。 

5. （  ）以下武俠人物自稱第一，誰用錯了成語呢？  

    （Ａ）                                      （Ｂ）                                    （Ｃ）                                      （Ｄ） 

                                                                                                           
               楊過                                        唐伯虎                                         張三丰                                      蕭狀元 

 

6. （  ）（甲）若無事「然」 （乙）殆欲斃「然」 （丙）今則不「然」。以上三個「然」字的意思，哪些相同？    

      （Ａ）三者皆同 （Ｂ）甲乙同 （Ｃ）乙丙同 （Ｄ）甲丙同。 

7. （  ）「啊，好極了！又是個下雨天。」這段話含有怎樣的語氣？  

      （Ａ）命令、叮嚀 （Ｂ）歡喜、讚嘆 （Ｃ）貶責、失望 （Ｄ）憂愁、苦悶。 

8. （  ）孟浩然詩：「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若想透過網路查詢這首詩的名稱，輸 

      入下列哪一個詞語能最快找出？ （Ａ）孟浩然 （Ｂ）七言絕句 （Ｃ）唐詩三百首 （Ｄ）移舟泊煙渚。 

9. （  ）慈濟科技大學創校三十年，相當於人類年紀的幾歲？  

    （Ａ）而立之年 （Ｂ）不惑之年 （Ｃ）志學之年 （Ｄ）弱冠之年。 

10. （  ）根據右圖所示，請判斷「森」字運用了何種造字法則？  

     （Ａ）形聲 （Ｂ）指事 （Ｃ）象形 （Ｄ）會意。 

 

二、進階語文題：每題3分，11至30題，共60分。 

11. （   ）證嚴法師說：「心如鏡，雖外在景物不斷轉變，鏡面卻不會轉動，此即境轉心不轉。」與下列何句相近？  

    （Ａ）入境隨俗 （Ｂ）意志堅定，不為環境影響（Ｃ）見人說人話，見鬼說鬼話（Ｄ）笑罵由人笑罵。 

12. （   ）下列詩句，何者最能表現出「遊子懷鄉」的愁緒？  

        （Ａ）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Ｂ）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Ｃ）嶺外音書絕，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Ｄ）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我的黯然銷

魂掌絕對是

「當世無

雙」。 

 
 

唐家霸王槍

在排行榜，

是「獨占鰲

頭」。 
 

武當太極

拳，放眼武

林「鳳毛麟

角」。 
 

此次武狀元

科舉，我可

是「名列榜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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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從吉米留給鮑伯的便條可得知，便條中 

何種內容可以省略不寫？ 

（Ａ）收信人名稱  

（Ｂ）發信人名稱 

（Ｃ）內文  

（Ｄ）問候語。 

14. （   ）普賢菩薩警眾偈：「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這段話在勉勵人應該如何？  

       （Ａ）順應因緣，豁達面對逆境 （Ｂ）精勤修習，不可放逸身心  

       （Ｃ）悲天憫人，慈愛眾生萬物 （Ｄ）時刻警醒，勿因貪婪喪命。 

15. （   ）「我真的覺得，其實當我們在祭拜時，（甲）彷彿透過這些儀式，（乙）對生者心靈的安頓是大過一切 

       的，（丙）此外也可以經由親族之間的聚首，（丁）我們活著的人還能為往生者再盡一份心力，讓我們在 

       彼此聊天中，更了解先人的生平，更清楚家族的沿革，藉著這一年又一年的緬懷，讓整個親族的凝聚力更 

       強。」（朱天衣 清明掃墓．之二）根據上下文意，畫線處應如何排列最恰當？  

      （Ａ）甲乙丁丙 （Ｂ）甲丁丙乙 （Ｃ）乙甲丁丙 （Ｄ）乙丙甲丁。 

16. （   ）報導文學是以現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人、事為題材，運用文學的角度、技巧來表達、報導的一種文 

體。下列書籍的簡介，何者可看出該書屬於「報導文學」？  

         （Ａ）作者以他一貫幽默、詼諧的筆調，生動有趣的文字，寫出了親子之愛、骨肉至情的篇章  

         （Ｂ）這一對夫妻，男的專攻物理，女的主修藝術，他們除了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都卓然有成之外，更在文 

               學世界裡合力開闢了一個令人激賞的新天地  

         （Ｃ）本書有對繁華落盡的礦村裡，年輕一輩苦悶與徬徨問題的挖掘；也有對原始生活的原住民山村中，面 

               臨的生存問題及當地人如何順應與解決的過程的觀察  

         （Ｄ）才放暑假卻馬上要上輔導課，更沒想到剛脫離閻羅王的數學地獄，卻遇上念經比老媽厲害、用英文訓 

               話比中文罵人還要流利的辣妹導師，想想未來的一年，頭都痛了起來。 

17. （   ）「直到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才製造出大量無法進入生態循環的物品，而且這些物品大多含有許多會影響健   

康的成分。全球化競爭讓製造商從全世界尋找成本最低的原料，即使是高科技產品，也常常包含有毒的塑

料和染料。」關於這段文字的寫作手法，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Ａ）以「工業革命」和「全球化」為對比，說明不同時代對環境影響的相異處  

         （Ｂ）用工業革命「大量」與高科技「最低」相比，說明高科技產品對健康影響較小  

         （Ｃ）以連接詞「直到」說明人類危害環境的起點，用「即使」表達隨著科技的發展，環境危害不減反增  

         （Ｄ）此種舉例方法，屬於「言例」，能使主旨更有說服力。 

18. （   ）「很像一條船／卻和船兒不一樣／船兒駛過大海／海會皺皺白色的眉毛／他駛過爸爸的領子／爸爸的領子 

      卻變得平坦」，詩中描寫的是何物？ （Ａ）紙船 （Ｂ）熨斗 （Ｃ）盤子 （Ｄ）刷子。 

19. （    ）「唐僧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番番撞禍！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受他些氣兒，讓他罵幾句便也罷了， 

      怎麼又推倒他的樹！若論這般情由，告起狀來，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行者：『師父莫鬧，那童 

      兒都睡去了，只等他睡著了，我們連夜起身。』」根據文意，孫悟空打算如何處理「偷吃果子」的事情？  

     （Ａ）任人打罵 （Ｂ）請求原諒 （Ｃ）狀告官府 （Ｄ）一走了之。 

20. （   ）席慕蓉 七里香：「溪水急著要流向海洋／浪潮卻渴望重回土地／在綠樹白花的籬前／曾那樣輕易地揮手 

      道別／而滄桑的二十年後／我們的魂魄卻夜夜歸來／微風拂過時／便化作滿園的郁香」關於本詩，下列敘 

      述何者最貼切？  

     （Ａ）道盡人世間的淒涼與不堪回首 （Ｂ）花香雖美好，卻夜夜擾人清夢，讓人又愛又惱 

     （Ｃ）將過往的回憶喻為滿園濃郁香氣，不時撩動人內心的思緒 （Ｄ）往事如流水入海，一去便不回頭。 

21. （    ）「這個山中社區裡，流浪狗特別多，一群群到處都是，或坐或臥。牠們多半是被棄養的狗兒，或生病了， 

     或是老去了，總之是失去主人的歡心了，因此被丟到這山上來。我曾為了牠們被遺棄的命運而感傷哭泣，但   

     漸漸卻覺得，也好，離開不愛牠們的主人，擁有自由、清風與陽光，還有一大群一樣毛茸茸、可以彼此取暖 

     的朋友，未嘗不是好事。」從文中看出作者心境的轉折為何？  

     （Ａ）感傷得意 （Ｂ）悲傷憤怒 （Ｃ）傷心釋懷 （Ｄ）憤怒喜悅。 

22. （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組詞性前後相同？  

     （Ａ）看到臉書上回顧的照片，湧起所有的「回憶」，美好「回憶」值得珍藏  

     （Ｂ）「富貴」如浮雲，可見「富貴」的生活也靠不住 （Ｃ）作家最大的「感動」是寫出「感動」的作品  

     （Ｄ）在這趟「旅行」中，我「旅行」過很多國家。 

鮑伯：我準時赴約，當你劃開火柴點燃雪茄的時候，我

看到的那張臉卻是芝加哥警方通緝的人。不知怎麼的，

我下不了手，只得到附近找了便衣警察來做這件事。 

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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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春風如□，夏風如□，秋風如□，冬風如□□。」（幽夢影）上述缺空處，宜填入下列何者？  

    （Ａ）茗／酒／煙／寒霜 （Ｂ）酒／茗／煙／薑芥 （Ｃ）煙／酒／茗／寒霜 （Ｄ）水／煙／茗／薑芥。 

24. （  ）下列文句，何者文意最為通順？  

    （Ａ）生活的觀察和體驗，是創作時靈感的泉源     （Ｂ）人不能做井底之蛙，以免看到自己的渺小  

    （Ｃ）我有時候對你說過珍珠的由來，你怎麼都忘了 （Ｄ）幾顆寒星，將整個夜空照亮了。 

25. （  ）「吃飯不只要追求『飽』，更要『巧』！林青怡營養師表示，全穀類食物是提供人體所需熱量的最主要來 

      源，且其富含的膳食纖維、維生素Ｂ群，以及維生素Ａ、Ｃ、Ｅ等營養素，也有研究證實全穀類食物具有 

      預防失智症的作用。」下列何者最適合作為這段文字的標題？  

    （Ａ）多補充膳食纖維以減少熱量吸收 （Ｂ）多吃維他命有助健康  

    （Ｃ）全穀類營養素防失智           （Ｄ）吃飯要吃飽。 

26. （  ）「詩史數千言 秋天一鵠先生骨／草堂三五里 春水群鷗野老心」此楹聯是歌詠何人？  

    （Ａ）杜甫 （Ｂ）李白 （Ｃ）陶淵明 （Ｄ）司馬遷。 

27. （  ）下列有關節慶的新聞，依內容判斷，何者報導的是元宵節？  

    （Ａ）除了吃粽子、划龍舟之外，不少人也會在正午時分玩起立蛋。然而，您知道立蛋的由來和原理嗎  

    （Ｂ）雖然因雲層太厚看不到月亮，但上萬民眾扶老攜幼上街烤肉蔚為壯觀，到處飄出陣陣香味  

    （Ｃ）有環團認為，小提燈是一次性使用品，對環境傷害大，中央不應帶頭發放  

    （Ｄ）為了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掃墓服務，民政局特別設置網站，提供民眾出門掃墓前了解人潮，節省時間。 

28. （  ）「一片清新的空氣、鮮潔的色彩，彷彿聽見了貝多芬 田園交響曲。」此句用聽覺印象表現視覺印象。下列 

     文句，何者也運用此法？  

    （Ａ）遠近的炊煙，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地翳入了天聽  

    （Ｂ）漫步在夕陽餘暉裡，晚景的溫存，就這樣被我偷嘗了不少  

    （Ｃ）看著鳥兒高踞枝頭，臨風顧盼——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  

    （Ｄ）左右前後劈劈啪啪的鞭炮聲，仍然此起彼落的，不絕於耳。 

29. （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 

      人，但見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下列何者最適合形容文中的老父？  

    （Ａ）自以為是 （Ｂ）虛懷若谷 （Ｃ）見多識廣 （Ｄ）大智若愚。 

30. （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 先進）對於上述 

      孔子的教育方式，下列說明何者最正確？  

     （Ａ）隨機應變 （Ｂ）有教無類 （Ｃ）因材施教 （Ｄ）循循善誘。 

 

三、閱讀題組：每題2分，31至40題，共20分。 
        杯子的水滿了  證嚴法師 

    日本有一位祖師，名叫南隱，這位大禪師是一位老實的修行人，一生專研禪理，當時有一位在日本學術界非常著

名的學者，他除了社會、文學等各方面的學識很豐富以外，也研究禪學，常常認為自己的學問已經很高深了。 

    有一天，有人當著他的面誇讚南隱禪師，學者聽了心中很不舒服，就想與南隱禪師比個高下。過了幾天，他滿心

驕傲、千里迢迢的來到南隱禪師的禪堂，態度傲慢地說：「我是來參學的。」南隱禪師非常客氣、謙虛的請他進入禪

房，禮數週到地招待他，並親自為他倒茶。 

    學者坐在禪師的對面，看著禪師倒茶。一會兒，茶滿了，茶水從杯裡滿溢出來，而禪師仍不停地倒，他心裡很納

悶，也很著急，最後忍不住叫道：「好啦！好啦！             。」禪師停止倒茶，笑著對他說：「對啊！杯子裡的

水滿了，就裝不下了，你來參學，心裡就像這只杯子一樣，滿是驕傲、傲慢，又怎能聽得進去呢？」 

    學者一聽，立刻領悟，非常佩服禪師高深的學養，從此虛心向學，再也不會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了。 

 

31. (   )根據文意，學者為何想去找禪師比個高下？ 

        （Ａ）受到慫恿（Ｂ）遵守和禪師的約定（Ｃ）想親眼目睹禪師的風采（Ｄ）想證明自己的學問比禪師高深。  

32. (   )畫線中缺空的文句，宜填入下列何者？ 

    （Ａ）可以再多一點 （Ｂ）茶滿了，倒不進去了（Ｃ）茶都流出來了！好浪費！（Ｄ）倒另外一杯吧。 

33. (   )本文所啟示的意義，與下列何句相同？ 

        （Ａ）自滿、自高自大和輕信，是人生的三大暗礁       （Ｂ）偉大誠實是雄辯的利斧  

        （Ｃ）人不能像走獸那樣活著，應該追求知識和美德     （Ｄ）勤於德者，不求財便能自生。 

34. (   )禪師的作為與下列哪一位歷史人物相同？ 

        （Ａ）謙虛幽默的佛印大師 （Ｂ）自命不凡的蘇東坡 （Ｃ）聰穎機智的蘇小妹   （Ｄ）能詩善文的黃庭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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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中國武漢傳出多名患者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由於

患者多為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經營及採購人員，故以「武漢不明

原因肺炎」稱之，科學家隨即找出致病源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2020年 1月 12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此病毒命名為「新

型冠狀病毒」（2019-nCoV）；2月 11日將其引起的肺炎稱為

「COVID-19」 。 

    右圖為相關防疫須知，請仔細閱讀後回答下列問題： 

35. (   )關於此病毒的傳染與預防方式，何者正確？ 

 (Ａ)接觸動物可能傳染，所以不能觸摸各種動物     

 (Ｂ)手部接觸可能傳染病毒，所以要以親吻代替握手 

 (Ｃ)飛沫傳染有限制，所以咳嗽不需遮掩口鼻  

 (Ｄ)病毒藉由飛沫傳染，戴口罩可以保護自己跟別人。 

36. (   )關於此病症的症狀，何者正確？ 

       (Ａ)潛伏期第 14天才會發病  (Ｂ)發燒低於 38度 

       (Ｃ)咳嗽以乾咳為主    (Ｄ)心臟無力導致呼吸困難。 

37. (   )醫護人員可以如何因應呢？ 

       (Ａ)24小時之後再通報極可能病例就可以   

       (Ｂ)有呼吸道症狀才要配戴一般外科口罩 

       (Ｃ)與同事必須相隔 3公尺以上才能防護安全 

       (Ｄ)避免手部接觸傳染源，勤洗手仍是關鍵。 

 

【周末生活版心理測驗】 

◎測驗主題：(甲) 

◎測驗開始：某個愜意的假日午後，你看到一隻狗在路上跑，此時你心中的第一個念頭是？ 

 (ㄅ)我看錯了嗎？                     (ㄆ)狗怎麼可以在路上跑？ 

 (ㄇ)是誰的狗跑出來了？               (ㄈ)好可愛的小狗喔！ 

◎解讀真心話： 

 (ㄅ)我看錯了嗎？     (甲)指數：20％ 

 「消極面對挫折，率先否定自我」。遇到問題的時候，你常常會產生負面的情緒，較無法直視問題、解決問題。

建議你先正視情緒、處理情緒，再處理要解決的事情，會較有效率。 

 (ㄆ)狗怎麼可以在路上跑？    (甲)指數：40％ 

 「固執不知變通，需要調整心態」。你喜歡追根究底，卻常鑽牛角尖、陷入胡同走不出，並且過於在意他人看法。

建議你不要太在意他人看法，也不要老往壞的方向去想。如果真的覺得太低潮，記得找朋友聊聊天，或看看書轉

換思考角度。 

 (ㄇ)是誰的狗跑出來了？   (甲)指數：70％ 

 「雨過天青，著眼機會，重新出發」。你算是冷靜型的人，面對問題，並不太在意結果，反而較注重事後處理的

態度，不陷入懊惱情緒，趕緊處理問題、解決問題。 

 (ㄈ)好可愛的小狗喔！    (甲)指數：90％ 

 「擁有轉念的能力，自體閃閃發光」。你是個超級陽光的人，遇到挫折能自我轉念、積極思考，能在最短時間內

消化負面的情緒，然後勇往直前，挑戰自我。 

38. (    )阿真在報紙副刊看見上述的心理測驗，但測驗主題(甲)的部分被咖啡汙損，請你依照情境判斷(甲)是什麼？ 

      (Ａ)正向力 (Ｂ)創造力 (Ｃ)溝通力 (Ｄ)推論力。 

39. (   )阿真將此篇心理測驗的「題目」，拿給最近因考試失利而悶悶不樂的姊姊看，姊姊選了(ㄅ)選項，如果你是 

     阿真，請你參考測驗結果，試想如何安慰姊姊較恰當？ 

      (Ａ)姊，我們一起去海邊吹吹風，放鬆心情吧 (Ｂ)姊，我們應檢討一下為什麼考不好  

      (Ｃ)姊，我覺得應該先解決填志願的問題     (Ｄ)姊，對我來說，你已經考了好高的分數阿！ 

40. (   )阿真自己則是選了(ㄆ)選項，喜歡閱讀的她，你會建議她閱讀下列哪一本書籍？ 

      (Ａ)抽絲剝繭的偵探小說                   (Ｂ)懸疑驚悚的靈異小說  

      (Ｃ)複雜糾結的愛情小說                   (Ｄ)溫馨勵志的青春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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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