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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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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題2分，1至10題，共20分。 

1. (    )下列各選項中的句子，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 臺北世大運主題曲徵選結果，由舞炯恩・加以法利的《擁抱世界擁抱你》雀萍中選 

(B) 千萬不要背負龐大卡債，又無力償還，可能會走到日墓途窮的地步 

(C) 民主時代，執政者若不依法行事，立刻會遭到媒體口誅筆伐 

(D) 這場「超級歌喉讚」選秀會，對他而言猶如勝卷在握。 

2. (    )下列選項中何組的字音完全相同？  

(A) 有「稜」有角／言語霸「凌」          (B)「潰」不成軍／功虧一「簣」  

(C)「撫」掌大笑／溫柔「嫵」媚          (D)心浮氣「躁」／內向害「臊」。 

3. (    )「颱風過後，蘇花公路再次土石坍□，道路柔腸寸斷、一□糊塗，重建之日遙遙無期。警 

示我們：切勿糟□好山好水，要珍惜大自然的資源。」句中缺空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組 

答案？    (A)塌／蹋／遢   (B)榻／榻／塌   (C)塌／塌／蹋   (D)榻／塌／蹋。 

4. (    )Peter Su從19歲開始當背包客，後來出了書，書名是：《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 

完。》可見一心要實現夢想的人，誰也擋不住他堅持的力量，除非他自己先放棄。可以送 

這本書給什麼個性的人，來提醒他不要自我限制，要勇敢突破？ 

(A)畫地自限 (B)游刃有餘 (C)怨天尤人 (D)好高騖遠。 

5. (    )下列選項中的量詞，何者前後使用完全正確？ 

(A)一「列」汽車／一「輛」輪船           (B)一「盞」檯燈／一「幅」耳環 

(C)一「輪」新月／一「幢」別墅           (D)一「幀」照片／點一「柱」香。 

6. (    )下列各組「 」中的字，哪一組的字義前後相同？  

(A)「蓋」竹柏影也／「蓋」一癩蝦蟆也     (B)「混」吃混玩╱「混」為一談  

(C)心不在「焉」／因以為號「焉」         (D)「曠」時費日／空「曠」荒涼。 

7. (    )詞語中的數字，有些實指數量，例如：「煙花『三』月下揚州」的「三」字；有些是用來 

表達「多」或「少」的含義，並非指實際數量。下列「 」中的數字，何者用來指實際的 

數量？  (A) 一呼「百」應  (B)一暴「十」寒  (C)「五」體投地   (D)「三」思而行。 

8. (    )下列「 」中的詞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不變？ 

         (A)十指「纖纖」→纖細         (B)火紅的太陽也滾著「火輪子」回家了→路燈 

         (C)球技「精湛」→精巧         (D)今晚月色「朦朧」，出門散步更有情味→皎潔。 

9. (    )下列文句「 」中的疊字詞，何者運用最恰當？ 

(A)一輪明月東升，照得滿地「鐵錚錚」 (B)又累又餓的我，「眼巴巴」地盼著母親回來 

(C)她身著一襲輕紗，「悻悻然」像仙女 (D)剛被認養的小狗，因害怕而「坦蕩蕩」發抖。 

10. (    )下列語詞的詞性結構，何者與「追本溯源」相同？ 

 (A)脫穎而出  (B)功成名就  (C)拔山倒樹  (D)腸枯思竭。 

 

 

二、進階語文題：每題3分，11至30題，共60分。 

11. (    ) 如果使用依部首編排的字典，但不知道該字的部首與讀音，可以翻查下列何者？  

(A)注音符號檢字表  (B)部首索引  (C)難檢字筆畫檢字表  (D)編輯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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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證嚴法師說：「每個人都能縮小自己時，大家的空間就變大了。」本句主旨說明什麼？  

(A)每個人都有雅量，世界將更和諧     (B)人人為我  

(C)自由應以不妨礙他人自由為前提     (D)人應減少欲望，因地球空間有限。  

13. (    ) 下列各選項「 」中連詞的使用，何者完全正確？ 

     (A)「與其」忍受牙痛，他「也不願」去看醫生，大家「就」別再叨唸他了 

     (B)你「既然」知道做錯了，「也要」反省改進，「總能」避免一錯再錯 

     (C)為學「不但」要博學多聞，「而且」要靈活運用，「才」不會變書呆子 

     (D)美美「因為」出去走走，「所以」心煩意亂，「不過」現在已經好多了。 

14. (    ) 「漂亮是許多女孩子一輩子追求的目標。」句中的「漂亮」一詞的詞性是名詞，下列哪個 

     「漂亮」也是名詞？  

     (A)「漂亮」的外表，反而常為人們帶來困擾  (B)不需化妝，自然的「漂亮」最可貴  

     (C)偶爾「漂亮」一下，能保持好心情       (D)他花了好多心思在「漂亮」的裝扮上。 

15. (    ) 印度詩人泰戈爾曾說：「當日子結束，我站在你面前，你將看到我的□□。明白我曾經受 

      傷，也曾經治療。」根據上下文義，這句話的□□中應填入下列何者？  

     (A)志向    (B)熱血    (C)疤痕   (D)溫柔。 

16. (   ) 寫作時善用對比的技巧，可以加深讀者印象，襯托主題，下列哪個文句具有同樣的效果？  

        (A)苦練沒有什麼指望的事情，到頭來也許只是白費力氣 

        (B)那麼，就是它的外表再醜點又有什麼關係呢？ 

        (C)望著這不再美麗的手，我常不免黯然神傷 

        (D)這樣圓潤可愛的珍珠難道真是由一粒粗糙的沙礫形成的嗎？ 

17. (    ) 鞭數十，驅之別院」中的「鞭」字，本來是名詞，這裡當動詞用，這樣的詞性轉變稱為「 

     轉品」修辭，請問下列「 」中的字詞，何者也運用名詞轉動詞的轉品修辭？ 

(A)妳髮如雪，「淒美」了離別       (B)早已不是「涎」著臉要求母親摺紙船的年紀了 

(C)今天的天空很「希臘」          (D)「火」紅的太陽滾著火輪子回家了。 

18. (    )古人喜歡用諧音雙關的方式寓意內心深切的期望，例如以五隻蝙蝠象徵「五福臨門」。 

     發揮想像力，判斷以下哪個例子同樣使用諧音雙關的用法？  

     (A)復古園林的漏窗上以兩隻喜鵲站在梅花枝頭裝飾，象徵寓意「喜上眉梢」  

     (B)屏風上的牡丹花、蘋果、花瓶，象徵寓意「富貴吉祥」  

     (C)建築裝飾交趾陶以馬上有一猴，象徵寓意「加官進祿」 

     (D)花瓶上繪有頭上有雞冠的雄雞和鹿表示「立馬升官」。 

19. (    ) 根據詞作內容判斷寫作季節的配對，何者正確？  

     (A)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春  

     (B)風蒲獵獵小池塘，過雨荷花滿院香，沉李浮瓜冰雪涼。竹方床，針線慵拈午夢長---夏 

     (C)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秋 

     (D)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勝淒斷，杜鵑啼血。……---冬。 

20. (    ) 善利用網路搜尋張繼的七言絕句〈楓橋夜泊〉，輸入下列何關鍵字詞，可最快查到此詩？ 

     (A)張繼    (B)〈楓橋夜泊 〉  (C)七言絕句    (D)唐詩三百首。 

21. (    ) 阿文在整理《論語》與《孟子》的表格時，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論語》 《孟子》 

(A)作者 孔子與弟子和再傳弟子 孟子與弟子 

(B)時代 戰國 春秋 

(C)思想 以「仁」為中心，主張「有教無類」 主張「性善論」，以民為本 

(D)特色 長篇大論，文辭犀利 篇幅短小，文字簡約 

22. (    ) 阿志來到三峽老街，看到古色古香的藥鋪，店門口 

      貼有一副對聯。依據對聯的原則，右圖中「甲」聯 

      的位置應是下列哪一句聯語？ 

         (A)妙藥廣施樂萬人   (B)何愁架上藥生塵 

         (C)千方妙藥救群生   (D)但祈世間人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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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剛剛當選了立法委員一職的林醫師明天要結婚了， 

      未婚妻是演藝人員，婚宴地點將設在剛購入的新家。 

      如果想祝福即將新婚的林醫師，下列哪一個題辭最恰當？ 

         (A)造福桑梓 (B)白頭偕老 (C)梨園之光 (D)椿萱並茂。 

24. (    ) 在右圖徵人海報中的訊息，以下選項何者正確？ 

         (A)工作內容可能需要協助照顧嬰幼兒 

         (B)高中畢業也可以報名徵選 

         (C)假日時間可能必須輪值夜班 

         (D)本工作是由台北市衛生局負責徵選護理師。 

25. (    ) 新聞標題必須以客觀公正為要，不宜有過多的主觀評論。 

      據此原則判斷，下列哪則新聞標題最恰當？ 

         (A)山區醫療站24小時不打烊  鳥、獵狗都幫忙醫   

         (B) 搶攻韓流醫療觀光  高雄醫院迎來陸貴婦報到 

         (C)健保給付後太便宜  網友批「台灣醫療很廉價」   (D) 醫療保健產業錢景最看好。 

26. (    ) 人生不一定球球好球，但是有歷練的強打者，隨時都可以揮棒。」（證嚴法師）。以下何例 

     可作上文中「強打者」的代表？ˉ 

     (A)成仁取義，以死明志的文天祥ˉ     (B)身陷囹圄，發憤著述的司馬遷ˉ 

     (C)精忠報國的岳飛ˉ                 (D)隱遁世外，不問紅塵的陶潛。 

27. (    ) 閱讀某小說中，看見下列對話，請推斷主角與朋友提到女友和父母會面的氣氛如何？「這 

     麼說來，就你父母的想法而言，彰子小姐不是合適的對象囉。」「你說的沒錯。」「有沒有 

     讓他們見過面？」「只有一次，是在去年的秋天。」「感覺怎麼樣？」「我覺得柬埔寨和平會 

     議的氣氛還比較好一點呢！」(A)一團和氣 (B)彼此猜忌 (C)劍拔弩張 (D)河清海晏。 

28. (    ) 囉唆先生寫文章時常有邏輯不通處。請幫他挑出用詞正確又簡潔的佳句？ 

     (A)如果可能沒有明天，我要怎麼裝扮我的臉  (B)陽光優雅地漫步散步旅店的草坪  

     (C)聽海哭的聲音，這片海未免可能也太多情，悲泣到天明  

     (D)我假裝過去不重要，卻發現自己辦不到。 

29. (    ) 下列有關韻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北朝民歌大多風格質樸，活潑有致       (B)唐代近體詩即指律詩，句數不限  

     (C)宋詞由於句子長短不一，也叫「短長書」 (D)元代散曲的「曲牌」，標明了內容。 

30. (    ) 「每一雨粒，大概最小還有拇指大。」可見雨勢是怎樣的？ (A)小(B)大(C)快(D)緩。 

 

三、閱讀題組：每題2分，31至40題，共20分。 

    樹木找不到泥土/泥土找不到岩石/岩石流浪海洋/海洋流浪山巔 

   找不到故鄉的都沒哭/找不到家的人卻/放聲哭了起來     

                                                    （瓦歷斯．諾幹   〈風颱五帖找〉） 

31. (    )本詩所描寫的內容為何？ (A)樹林 (B)山難 (C)海嘯 (D)土石流。 

32. (    )本詩的主旨描寫什麼？ (A)樹與山的關連 (B)四海一家 (C)自然反撲 (D)懷鄉心情。 

 

 

 

 

 

33. (    )有關本文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齊人比趙人學瑟的領悟力高 (B)趙人苦學三年不成一曲  

         (C)齊人懷疑趙人為何學不好瑟 (D)齊人是一個拘泥不知變通的人。 

34. (    )文中「因之先調，膠柱而歸」的意思為何？  

         (A)因為先彈好，所以可領膠水先回去  

         (B)沿襲趙人的曲調，將調音短柱用膠固定，就回家了  

         (C)為節省時間，所以把短柱黏上，就回家了  (D)先人調好的音，要記錄下來。 

35. (    )文中「嚮人」是指何人？ (A)齊人 (B)趙人 (C)古人 (D)今人。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 

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嚮人之愚。                               

                                                             （《笑林》 〈膠柱鼓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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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六書密室逃脫遊戲中，請看說明，回答下列問題： 
    在這個密室中只有⼀個出⼝，被⼀道鐵⾨封鎖住。鐵⾨緊貼地⾯，⾨邊有八條不同顏⾊的電線，每條電線下皆有⼀
⾯螢幕，顯⽰⼀則相應的六書字卡，以及⼀個代表⾼度的數字。⾼度的單位為公分。 
基本規則： 
1.若將相同造字原則的字卡的兩條電線連接起來，鐵⾨則會往上移動。移動的距離為兩條電線相應⾼度的加總。 
2. 若將不同造字原則的字卡的兩條電線連接起來，鐵⾨則會往下移動。移動的距離為兩條電線相應⾼度的加總，唯移
動至緊貼地⾯時便停止，不再往下。 
3.鐵⾨必須往上移動，離地⾯超過五十公分時，困在密室中的人才能夠逃脫。 
4.最多僅有三次連接電線的機會，三次之後還不能自密室逃脫，即算挑戰失敗。         祝你順利逃脫！ 
 

你身上的油，存在什麼地方？─ ─ 油滴(節錄自地球圖輯隊) 
     ⼤⼝吃下喜歡的薯條、冰淇淋、蛋糕之前，有沒想過這些食物消化後，在體內會變成什麼呢？人體⼀段時 

間不進食，也不會立刻歸⻄，是因為身體有儲存能量的途徑：肝臟攝取消化完的食物來供應身體能量，多出
來的部分則以「三酸甘油脂」儲存於脂肪細胞的「油滴」之中。油滴的⼤小和數目，攸關胖瘦與生存。若脂
肪細胞太少、無法儲存油脂，會導致代謝疾病，例如先天性脂肪失養症。 

     但若脂肪細胞太多，或是油滴數目太多、尺寸太⼤，儲存的油脂過多，又會導致肥胖問題。因此，油滴如 
何維持體內油脂的平衡很重要。看起來「油滴」是很重要的⾓⾊，但其實以前科學界誤以為它「只是⼀堆油」
積在那裡。直到近幾年，細胞學家才發現：原來「油滴」負責重要任務：儲存油脂，以供需要的時候使用。 

      科學家王昭雯說明：「細胞，是生命的基本單位。它本身的運作，要能維持生命的穩定性」。所以油滴會 
儲存油脂，也會在需要的時候拿出來用，才能維持油脂代謝的平衡。存於油滴的油脂，在細胞中透過兩種途
徑被使用：脂肪分解、細胞自噬。「我們找出這兩種油滴降解的途徑，
代表這兩種途徑同時存在於細胞內。」王昭雯說明，但究竟細胞會走
哪⼀條路，來運用油滴裡的油脂，會隨著生理狀態⽽不同，發生在身
體不同組織也不盡然相同。 

     了解這些油脂儲存與代謝機制後，回到減肥的話題。若要 
避免肥胖，就要避免飲食過度，因為身體會將用不到的能量，轉換成
油脂送到脂肪細胞中存入油滴裡。另⼀方⾯，也要製造油滴被使用的
機會，尤其是運動。當身體需要⼤量能量時，油滴儲存的油脂就會被
分解，提供能量支持身體活動。 
36. (    )由圖片中可以了解脂肪細胞中的構造，何者正確？ 

      (A)包含有一個被細胞核所環繞的油滴   (B)細胞質形狀平扁且位於邊緣  

      (C)油滴以半液體狀態被儲存起來      (D)食物進入體內直接成為油滴。 

37. (    )由以上文章中推論，何種減肥方式最健康？ 

(A)避免任何含有油類食物，減少脂肪  (B)每月進行消脂手術，排除油滴  

      (C)暴飲暴食，油滴自然會分解        (D)每天運動三十分鐘，消耗油滴。 

 

38. (    )逃脫之前，先來複習概念，有關中國文字「六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象形」是模仿實物之形狀而成的字，如「上」、「下」  

          (B)「形聲」是以讀音接近的字相結合而成的字，如「老」、「考」  

          (C)「會意」是以兩字的意義相結合而形成的新字，如「鳴」、「男」  

          (D)「指事」是字形通音近義者，彼此注釋為義，如「江」、「河」。 

39. (    )下列那一個選項是正確？ (A) 「祭、鳥」是象形字   (B) 「本、果」是指事字   

                             (C) 「刃、采」是會意字   (D) 「花、湖」是形聲字。  

40. (    )以下四種組合，哪一種可以使鐵門離地面最高呢？ 

          (A)橘+紫  (B)藍+白  (C)紅+白  (D)黃+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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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 
紅/8 公分 

花 
黃/6 公分 

湖 
綠/10 公分 

本 
粉/5 公分 

刃 
紫/22 公分 

鳥 
橘/14 公分 

采 
白/9 公分 

果 
藍/12 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