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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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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語文題：每題2分，1至10題，共20分。 
1. （  ） 下列各選項，「」中的字，字音相同的是哪一個？ 

       (A)「曙」光／太空總「署」 (B)「湮」滅／「煙」波 (C)粗「獷」／寬「曠」 (D) 暈「眩」／「弦」音。 

2. （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字形相同？ 

       (A) 好高「ㄨˋ」遠／趨之若「ㄨˋ」          (B) 不虞「ㄎㄨㄟˋ」乏／「ㄎㄨㄟˋ」贈禮物 

       (C) 「ㄌㄨㄛˋ」繹不絕／籠「ㄌㄨㄛˋ」人心  (D) 煙霧「ㄌ一ㄠˊ」繞／官「ㄌ一ㄠˊ」作風。 

3. （  ）下列「」中的字，哪一組字義相同？ 

       (A)「為」人處世／「為」情所困               (B)不分勝「負」／「負」氣出走 

       (C)「鼓」起勇氣／旗「鼓」相當               (D)十惡不「赦」／大「赦」天下。 

4. （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冗言贅字？  

      （Ａ）對方因事耽擱了，我只能在此等待   （Ｂ）因為為了掩人耳目，我順手戴上口罩，以防被人識出  

      （Ｃ）雖然他常在老闆耳邊進讒言，但是然而仍為老闆倚重的人才  

      （Ｄ）老李因遭逢喪子之痛，時常偶爾顯得鬱鬱寡歡。 

5. （  ）下列選項「 」中的量詞，何組運用完全正確？  

      （Ａ）一「齣」京戲／一「幅」眼鏡           （Ｂ）一「葉」扁舟／一「方」硯臺  

      （Ｃ）一「輪」彩虹／一「場」球賽           （Ｄ）一「條」青蛙／一「顆」珍珠。 

6. （  ）「一世總要堅定地守住一個□□，一生總要□□地唾棄一個江湖」（簡媜）根據這段文字，文中□□處應 

      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Ａ）成見╱永遠 （Ｂ）理想╱畏懼 （Ｃ）承諾╱勇敢 （Ｄ）怨念╱懊悔。 

7. （  ）人持武器攻擊叫做「伐」，望文見義，則「伐」在造字法則中屬於「會意」。下列選項，何者全都屬於這 

      種造字法則？ （Ａ）上、舟 （Ｂ）油、安 （Ｃ）矢、手 （Ｄ）森、雙。 

8. （  ）我國釋證嚴法師曾獲得菲律賓「麥格塞獎」，印度的德蕾莎修女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因為她們兩人 

      皆具有何種偉大的宗教情懷？(A) 伸張人權  (B) 濟世救人  (C) 天人合一  (D) 盡忠職守。 

9. （  ）「回家的感覺真好」一句的句型為表態句，下列何者與之相同？  

      （Ａ）你剛攻擊我的村莊 （Ｂ）你是珍妮佛羅培茲 （Ｃ）這款遊戲最好玩 （Ｄ）我也是為此而來。 

10. （  ）沈醫生參加立委選舉並順利當選，此時最可能在競選總部上看到哪一句題辭？  

      （Ａ）仁心仁術 （Ｂ）生龍活虎 （Ｃ）業紹陶朱 （Ｄ）民心所向。 

 

二、進階語文題：每題3分，11至30題，共60分。 
11. （   ）「你大聲呼喚／你豢養的三色貓：／『回來！吃沙丁魚，／新開的罐頭。』／／而在牠的眼中：／這臣民， 

     還算是／忠實的；不過禮貌／欠周到了點。」（紀弦 關於貓的相對論）根據這段詩句，詩中的飼貓者以主 

         人自居，而貓卻以何者自居？ （Ａ）臣子 （Ｂ）忠僕 （Ｃ）君王 （Ｄ）英雄。 

12. （  ）「口是傷人斧，舌是割肉刀」、「許多人倒在劍刃下，更多人則倒在舌頭下」。小玉運用畫線技巧，在文 

     章找到這兩句關鍵訊息，這篇文章最可能強調何種觀點？（Ａ）忍耐（Ｂ）慎言（Ｃ）毅力（Ｄ）信心。 

13. （  ）嘉安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指導教授，下列選項的說明，何者符合其信中應有的撰寫原則？  

     （Ａ）省略了啟事敬詞 （Ｂ）使用「令尊」來稱呼自己的父親  

     （Ｃ）使用「敬請 福安」來作為信末的問候語 （Ｄ）自稱及署名的字體均略小偏左書寫，以示謙卑。 

14. （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的詞性與其他三者不同？  

     （Ａ）「柔和」的音樂，聽起來非常舒服       （Ｂ）我已經「漸漸」適應這個新環境  

     （Ｃ）這個皮包外表「粗糙」，不是什麼高級品 （Ｄ）海水因為汙染而變得「混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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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小津安二郎：「電影和人生，都是以餘味定輸贏。」這句話指出電影和人生的共通點是什麼？  

     （Ａ）得到眾人的掌聲 （Ｂ）值得一再回味 （Ｃ）光鮮的人生經歷 （Ｄ）盡善盡美的境界。 

16. （  ）「一個小沙彌每天掃寺院四周的落葉，（甲）仰首觀看落葉紛然搖墜而肅然有悟，（乙）想像前來禮佛尋 

      幽的訪客站在潔淨的庭院沉思，（丙）因為他安住在信仰裡，（丁）忽然因一陣山風拂動樹林，（戊）仍 

      然保有讚美山風的心。小沙彌因這種想像而歡喜，他的歡喜來自於別人的歡喜的迴射。」（簡媜 我為你灑 

      下月光）根據前後文，下列何者排列的順序最符合文意？  

      （Ａ）乙甲丁丙戊 （Ｂ）戊丙丁甲乙 （Ｃ）甲乙丙丁戊 （Ｄ）戊丙乙丁甲。 

17. （  ）「海洋中存在著數不盡的垃圾，      ，進而造成生態危機。肯亞海洋保護團體就表示，海龜常將 

      海裡的塑膠垃圾誤認為是水母或其他獵物，因而誤食。塑膠物品會在海龜體內累積後爆炸，也有海龜感到 

      非常痛苦而停止進食，最後餓死。」（自由時報）根據文意，文中畫線處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Ａ）漂流過程慢慢分解為塑膠微粒 （Ｂ）這些垃圾造成極大的海洋汙染  

      （Ｃ）許多生物將它們誤以為是食物 （Ｄ）致使海洋日趨汙濁。 

18. （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易經 繫辭下）這句話最適合用來勸戒下列何人？  

      （Ａ）行事鹵莽，愛出風頭的阿慈 （Ｂ）找理由推卸責任的阿濟  

      （Ｃ）盲目追隨流行的阿國 （Ｄ）處世圓滑，面面俱到的小文。 

19. （  ）根據右圖這張電影優待券，下列何者敘述最正確？  

      （Ａ）票券持有者可以攜帶兩位友人入場  

      （Ｂ）票券僅供特定時間、地點一次使用  

      （Ｃ）發行票券的單位是該電影製作公司  

      （Ｄ）特映會僅供持有電影優待券者入場。 

20. （  ）「我們相逢在陌生時，我們分手在熟悉後。明天，我們要到生活的星圖上找尋自己的新位置，讓我們用自 

      己閃爍的星光相互問訊、表情達意。」關於這段文字發表的時機，下列何者最恰當？  

      （Ａ）新生訓練 （Ｂ）開學儀式 （Ｃ）班級會議 （Ｄ）畢業典禮。 

21. （  ）「午後四點鐘，陽光斜射梅山口，布農族人家屋概以鐵皮或油布做屋頂，偌小的家屋空間往往聚集一家大 

      小十口以上，屋前都有一水泥地面的前院，此時正是玉米採收之際，金黃色的玉米粒曝晒在陽光下宛若鑽 

      石……小米是他們的主食，歲時祭儀也以栽培小米的活動為中心。在農休期間，則上山打獵，並且各部族 

      獵場有著明顯的區域，昔時常因爭奪獵場而與鄰近的泰雅族發生戰役。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梅山村的布農 

      族人則以生產玉米、栽種梅林為主要的經濟收入，打獵的習性依然流動在布農族人的血管裡。」（瓦歷斯． 

      諾幹 初識梅山）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有關布農族原住民生活的說明，何者錯誤？  

      （Ａ）家族人口眾多，家屋窄小又擁擠 （Ｂ）曾因爭奪獵場與泰雅族發生衝突  

      （Ｃ）玉米和梅子已是主要的經濟收入 （Ｄ）屋前的石子路常用來曝晒玉米粒。 

22. （  ）「嚴霜（１）降處，難傷夫翠竹青松；烈火焚時，不損其良金璞玉。」（徐夤 避世金馬門賦）若將這句話 

      拿來比喻人，則句中的「翠竹青松」、「良金璞玉」可指下列何者？ 【注釋】（１）嚴霜：凜冽的霜。 

      （Ａ）謙和的個性 （Ｂ）恆久的毅力 （Ｃ）堅貞的節操 （Ｄ）寬厚的仁德。 

23. （  ）「目前長照有雙缺問題，『缺人』與『缺錢』。缺人，因為沒有足夠人力願意投入。照顧失能者是辛苦工 

      作，需要付出體力、愛心與承受壓力，若沒適當待遇，很難留下有經驗的照服員。因此，要解決照服員不    

      足，提高待遇是首要的。換言之，缺人問題必須從解決缺錢上著手。有鑑於此，專家呼籲大家儘早購買長 

      照保險，未來才可能高價聘請照服員。但是，在目前薪資偏低情形下，要青壯年人付出高額保費，是有些 

      困難的。」（蔣丙煌 開辦長照保險才是全民之福）下列何者最符合本文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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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談山林之樂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厭名利之談者，未必盡忘名利之情。」（洪應明 菜根譚） 

      這段文字的寓意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人的思想和言行常不一致 （Ｂ）人的欲望難以滿足  

     （Ｃ）人生總是事與願違 （Ｄ）隱居山林有助於忘卻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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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唐鳳：「從太空看地球，是沒有國界的，讓人比較容易跳脱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情境，跳出平常在地上被雲  

      層擋住看不到那麼多繁星的狀態，比較不會急功近利，可以從整體的利益去思考，提醒我們每一代就是做 

      一部分的事情，不用畢其功於一役，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是讓下一代在更好的基礎上繼續，只要確保是在穩 

      定的前進的過程，讓事情逐漸的變好。」這段話透露作者的何種觀點？  

      （Ａ）人類可以不斷創新，讓後人敬佩 （Ｂ）人們可以將視野拉高、時間線拉長，逐漸改善整個環境  

      （Ｃ）在穩定中求成長，在保守中求創新，將每件事做到完美 （Ｄ）在有限的生命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奉獻自己的全部。 

26. （  ）「繪製他人長相基本上就會侵害他人的肖像權，非經同意或授權就販賣繪有Ｑ版公眾人物的商品，除非有 

      經過繪製者重新創作並加入高度創作性，做出『有點像但不一樣』的人物，否則就會侵害肖像權，還有可 

      能要負賠償責任。」由此可知，下列何人確切侵害了肖像權？  

      （Ａ）他總是戴著印有貝克漢照片的官方紀念帽逛街 （Ｂ）他畫林俊傑畫得很逼真，已賣給同學好幾張  

      （Ｃ）她從碧昂絲的穿搭方式整理出自己的穿衣法則 （Ｄ）她後製自拍照時，把雙眼修得像林志玲雪亮。 

27. （  ）「是旅行成就了名勝？還是名勝成就了旅行？倘若只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沙龍落地窗裡的吹風機、超級 

      市場架上的蔬果與豬牛，也能獲得一樣的感動，這樣算不算到過名勝？算不算旅行？……其實上哪兒都有 

      可看的，新鮮的要點向來不在於第一次入眼，在於看什麼都保有第一次的震顫。如此，名勝不名勝，似乎 

      也沒有多大差別。」（林薇晨 如果倫敦不快樂）根據這段文字，作者對於「旅行」、「名勝」的看法，與 

      下列何者最相符？  

      （Ａ）情人眼裡出西施 （Ｂ）曾經滄海難為水 （Ｃ）天生我才必有用 （Ｄ）萬物靜觀皆自得。 

28. （  ）根據以上圖表，可得知下列何者？  

      （Ａ）臺灣前四名的廢棄物數量逐年遞減，顯示國人環保意識抬頭  

      （Ｂ）2015 年廢棄物數量最多，可見當時國人不支持環保運動 

      （Ｃ）近五年來臺灣前四名的廢棄物種類與民眾飲食習慣有關 

     （Ｄ）近五年來臺灣前四名的廢棄物數量總和，可由此圖表累加計算 

            出來。 

29. （  ）（甲）火雲初似滅，曉角欲微清。故國行千里，新蟬忽數聲。 

            時行仍彷彿，度日更分明。不敢頻傾耳，唯憂白髮生。（杜牧 聞蟬） 

      （乙）夏在先催過，秋賒已被迎。自應人不會，莫道物無情。 

            木葉縱未落，鬢絲還易生。西風正相亂，休上夕陽城。（吳融 聞蟬） 

      關於這兩首詩，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Ａ）兩詩均從遠眺之景起筆，後歌詠蟬聲的美妙 （Ｂ）兩詩均由景入情，抒發作者寄託於蟬聲的情思  

     （Ｃ）甲詩寫時光流逝之感 （Ｄ）乙詩寫思鄉情懷。 

30. （  ）「Ｎ９５之類型口罩是可以有效濾除結核桿菌（直徑約為０．３~０．６微米，長１~４微米），防止空 

      氣感染。根據美國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公布的測試標準，所有Ｎ型口罩都是用來過濾空氣中的非油性懸浮 

      顆粒，可反覆使用。除另有標示外，通常無使用時限。Ｐ型口罩都是用來過濾空氣中的油性與非油性懸浮 

      顆粒，使用時限為八小時。Ｒ型口罩是用來過濾空氣中的油性與非油性懸浮顆粒，可反覆使用。除另有標 

      示外，通常無使用時限。此外，Ｎ１００、Ｐ１００、Ｒ１００三型口罩都是用０．３微米微粒進行測試 

      時，阻隔效率須達９９．７％以上；Ｎ９９、Ｐ９９、Ｒ９９都是過濾率在９９％以上，而Ｎ９５、Ｐ９ 

      ５、Ｒ９５都是過濾率在９５％以上。因此，Ｎ９５口罩是用０．３微米氯化納微粒進行測試，阻隔效率 

      須達９５％以上，並經帶用者臉龐緊密度測試，確保在密貼臉部邊緣狀況下，空氣能透過口罩進出。符合 

      此測試的才發出Ｎ９５認證號碼。」（彭明輝 ＳＡＲＳ防護口罩）下列表格，何者符合本文的觀點？ 

（Ａ）                                      （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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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題組：每題2分，31至40題，共20分。 

甲、右表為流感與一般感冒的比較，閱讀後請回答下列問題：  

31. （ ）根據本表格，流感與一般感冒的共同症狀是什麼？  

（Ａ）鼻塞 （Ｂ）倦怠 （Ｃ）流鼻水 （Ｄ）喉嚨痛。 

32. （ ）根據本表格，下列何者是罹患一般感冒會出現的情況？  

（Ａ）肌肉痠痛 （Ｂ）打噴嚏  

（Ｃ）高燒３至４天 （Ｄ）併發腦炎。 

33. （ ）根據本表格，關於流感與一般感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二者病情程度不同 （Ｂ）二者病原體不同  

（Ｃ）二者傳染性皆低 （Ｄ）二者影響範圍不同。 

 

我曾經和一位加拿大鯨豚研究者一起出海尋鯨，也碰到了同等規模的海上垃圾堆，他說：「在加拿大，船隻

若是碰到了塑膠袋，船主會停船將塑膠袋撈上來，我們那裡的海塑膠袋很少——當然，這裡這麼多不可能這樣做。」

他指了指那一大片漂流塑膠袋。加拿大朋友的一番話，竟然每字每句都如針尖鍼在心底。如果將海洋當成自己的

領土、自己的家園，或許我們會去關心海洋環境問題，可惜，海洋一直被當做化外之地，岸上都管不完了，誰會

來在意海洋環境？ 

  他又繼續說：「我曾經在臺灣解剖過一隻生病擱淺的瓶鼻海豚，牠的前胃腫脹得像一顆美國大南瓜，主胃和

幽門胃則是消癟空無一物；剖開後，發現前胃裡塞了一只黑色大塑膠袋，像毛巾擰轉成曲捲條狀，臭油味、腐敗

味很濃，胃壁原有的皺摺全被塑膠袋撐脹消失了，胃壁糜爛死白。塑膠袋塞住前胃，牠沒辦法進食，難逃活活餓

死的命運，牠死去前一定受了很多苦。」 

  我也聽過曾經有一隻海豚的胃裡，被發現有一只印著店名、地址……的塑膠袋，是國內一家頗負盛名的食品

公司的包裝袋。是多大的諷刺，食品廣告做到海上、做到海豚的胃裡去了。（改寫自廖鴻基 塑膠海豚塑膠） 

34. （ ）本文敘述海豚誤食塑膠袋而死的遭遇，主要在說明下列何者？ （Ａ）追求經濟發展而不付出代價是不可

能的，因此無法兼顧環境保育 （Ｂ）加拿大的環保觀念最為先進，應加以效法 （Ｃ）要維護海洋生態，不可

濫殺濫捕 （Ｄ）痛斥人們的自私，傷害了海洋生物。 

35. （    ）作者認為海洋被破壞得很嚴重，主要原因為何？ （Ａ）人們把海洋當作化外之地，不願意付出關心 （Ｂ）

人們過於貪婪，無止盡的捕捉海洋生物 （Ｃ）工業過於發達，讓海洋消失自淨能力 （Ｄ）政府對於汙染的企

業無法作出嚴重的處罰。 

 

包裹著苦澀的毒藥的是甜甜的糖 

  包裹著甜甜的糖的是花花的紙 

  包裹著花花的紙的是淚溼了的手帕 

  握著淚溼了的手帕的是一隻纖纖的手  

  長有這纖纖的手的是一個傷心的女子（商禽 傷心的女子） 

36. （   ）關於詩中「甜甜的糖」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象徵情人的甜言蜜語 （Ｂ）代表永恆的幸福 （Ｃ）

象徵堅貞不渝的愛情 （Ｄ）指分手後甜蜜的回憶。 

37. （   ）「包著糖衣的毒藥」是一句常見的俗諺，作者將這句俗諺應用在詩中，其所要表達的含義不包含下列何者？ 

（Ａ）被虛假的表象所欺騙 （Ｂ）用當初甜蜜的謊言對比後來現實的苦澀 （Ｃ）凸顯情人追求時的用心良苦 

（Ｄ）分手後，各種酸甜苦辣的回憶糾纏在一起。 

 

荊公（１）因作字說，一字解作一義。偶論東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道：「如相公所

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荊公又論及鯢字，從魚從兒，合是魚子。四馬曰駟、天虫為蚕，古人製字，定非

無義。東坡拱手進言：「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荊公認以為真，欣然請教。東坡笑道：「毛詩云：『鳲鳩（２）

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共是九個。」（馮夢龍 警世通言） 

【注釋】（１）荊公：對宋 王安石的尊稱。（２）鳲鳩：布穀鳥。 

38. （  ）關於文中「古人製字，定非無義」一句，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Ａ）王安石和蘇東坡都一致認同 （Ｂ）

純以拆解字形來釋義而立論 （Ｃ）能據此正確推演出各字字義 （Ｄ）用來補充字說中的例外。 

 

39. （ ）由本文內容可窺知字說的體例，試推斷下列何者最可能出自此書？ （Ａ）蘇、芥，草也。江 淮 南楚之

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 （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Ｃ）

松柏為百木之長。松猶公也，柏猶伯也。故松從公，柏從白 （Ｄ）啞：笑也。从口亞聲。《易》曰：「笑言啞

啞」。 

40. （ ）根據本文，文末蘇東坡的回答，最適合用下列何者來形容？ （Ａ）以牙還牙 （Ｂ）諄諄善誘 （Ｃ）

義正詞嚴 （Ｄ）自出機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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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