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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新生甄選 

「學科基本知識」考題 

 

 
※單選題（每題 2.5 分）：請將答案填寫於考題後面之答案卷 

【國語文】 

1. 關於《詩經》有所謂「六義」，其中「賦、比、興」三者為作詩的方式，那麼「風、雅、頌」是指詩的什麼？(A)

歌譜 (B)體裁 (C)地域 (D)典故。 

2. 「懾服」、「聶先生」、「攝影」三詞中的「懾」「聶」「攝」，字音分別是下列哪一項？ 

(A)ㄋㄧㄝˋ、ㄋㄧㄝˋ、ㄕㄜˋ  (B)ㄕㄜˋ、ㄋㄧㄝ、ㄕㄜˋ  (C)ㄓㄜˊ、ㄋㄧㄝ、ㄋㄧㄝˋ  

(D)ㄓㄜˊ、ㄋㄧㄝˋ、ㄕㄜˋ。 

3. 當年大學室友中不乏慢三拍，「洗澡都得花半世紀」的人。下列選項何者與「 」內的修辭風格相同？ 

(A)是你，哦！是你。讓我望穿淚水，「肝腸寸斷」 (B)明春來時，我們又會枝繁葉茂，「宛如新生」  

(C)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D)「寫信告訴我，今天海是什麽顔色？夜夜陪著你的海，心情

又如何」。 

4. 下列文句「」中的兩個字，意義相同的是哪一個選項？(A)師「嚴」而後道尊／「嚴」師出高徒 (B)細大不「捐」

／不樂之「捐」 (C)敬業「樂」群／仁者「樂」山 (D)朝「辭」白帝彩雲間／初至北營，抗「辭」慷慨。 

5. 「須」與「需」是兩個意義不盡相同的同音字，一般人在使用時經常混淆。下列語詞中，「須」、「需」二字使用

正確的是哪一個選項？(A)供「須」失調 (B)不時之「需」 (C)急「須」徵才 (D)生活「需」知。 

6. 揮霍「韶」光，令人「咋」舌。「 」中的字，正確的讀音是下列哪一個選項？(A)ㄕㄠˋ；ㄗㄚˋ  

(B)ㄕㄠˊ；ㄗㄜˊ (C)ㄕㄠˋ；ㄗㄜˊ (D)ㄕㄠˊ；ㄗㄚˋ。 

7. 王維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此詩應是敘述下列哪一個節日？(A)清明 (B)端午 (C)七夕  

(D)重陽。 

8. 李同學請老師推薦寒假課外讀物，他喜歡閱讀情節曲折、人物豪邁的古典小說，那麼，老師宜推薦下列何書？(A)

《水滸傳》 (B)《紅樓夢》 (C)《儒林外史》 (D)《老殘遊記》。 

9. 「□布法令」、「□染誇大」、「握手寒□」、「□嘩吵鬧」，以上各詞□內的字形，依序應填入下列哪一項？ 

(A)宣、渲、喧、暄 (B)宣、渲、暄、喧 (C)宣、暄、渲、喧 (D)喧、宣、渲、暄。 

10. 下列各組「 」內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字形相同的是哪一選項？(A)事半功「ㄅㄟˋ」／有「ㄅㄟˋ」無患 

(B)視野遼「ㄎㄨㄛˋ」／「ㄎㄨㄛˋ」大經營 (C)無遠弗「ㄐㄧㄝˋ」／年「ㄐㄧㄝˋ」不惑  

(D)道德「ㄌㄨㄣˊ」喪／美「ㄌㄨㄣˊ」美奐。 

11. 下列各組「 」中的字，意義相同的是哪一選項？(A)雷「厲」風行／疾言「厲」色 (B)萍蹤「靡」定／鉅細「靡」

遺 (C)五穀不「分」／「分」憂解勞 (D)「度」日如年／再「度」光臨。 

12. 下列各組有關「五」的國學常識，錯誤的是哪一選項？(A)五行：金、木、水、火、土 (B)五常：溫、良、恭、

儉、讓 (C)五經：詩、書、易、禮、春秋 (D)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13. 下列語句用字完全正確的是哪一選項？(A)往往想要隱瞞的消息反而不逕而走 (B)商人囤積了許多民生用品待價

而估 (C)這一幅畫栩栩如生，令人讚歎不已 (D)大自然與人類習習相關、環環相扣。 

14. 下列各組詞語，用字完全正確的是哪一選項？(A)三番兩次／一葉知秋／憤世嫉俗 (B)名聞遐爾／秀外慧中／成

先啟後 (C)淡風輕╱天壤之別╱暗然失色 (D)好高鶩遠╱妙語解怡╱粉紅駭綠。 

15. 致贈匾額給退休的老師，下列題辭何者較不適用？(A)功在執鞭 (B)大器晚成 (C)杏壇芬芳 (D)誨人不倦。 

16. .陳老師今年四十歲了，他們準備開大學同學會。請問如果在古代，會用以下哪個說法稱呼這群四十歲的人？(A)

志學之年 (B)弱冠之年 (C)而立之年 (D)不惑之年。 

17. 下列「」中的字，何者不能用後面的詞語替換？(A)付「諸」行動/之於 (B)居心「叵」測/不可 (C)只「消」幾分

鐘/需要 (D)何「啻」值千金/能夠。 

18. 下列文句均有「見」字，前後音義皆同的選項是何者？(A)匹夫「見」辱，拔劍而起／動「見」瞻觀，何時易乎 (B)

升孩六月，慈父「見」背／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C)高祖發怒，「見」於臉色／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

放 (D)唐宋以後，更「見」重於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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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列詞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A)令人不恥 (B)不容小覘 (C)膿纖合度 (D)心無旁騖。 

20. 「流芳百世／遺臭萬年」都是用來形容「名聲流傳長久」的意思，但是前者帶有稱讚之意，後者則用於貶損。

下列各組成語的關係，何者與其相同？(A)出爾反爾／食言而肥 (B)急公好義／好大喜功 (C)朝三暮四／朝秦暮

楚 (D)滄海桑田／白雲蒼狗。 

【數學】 

21. 某建物的面積是 40 坪，請問權狀上登記的面積約是多少平方公尺（1 平方公尺= 0.3025 坪）？(A) 12.10   

(B) 24.20  (C) 66.12  (D) 132.23。 

22. 有四個算式如下：  

甲、31 × (59 + 87) = 31 × 59 + 31 × 87  

乙、(59 + 87) × 31 = 59 × 31 + 87 × 31  

丙、31 ÷ (59 + 87) = 31 ÷ 59 + 31 ÷ 87  

丁、(59 + 87) ÷ 31 = 59 ÷ 31 + 87 ÷ 31  

請判斷哪些算式是正確的？(A)只有甲、乙 (B)只有丙、丁 (C)只有甲、乙、丁 (D)甲、乙、丙、丁。 

23. 下列哪一個關係式表示 y 與 x 成正比？(A) 3x—Ay=b  (B) -3x+y=0  (C) y= 3x2  (D) 2：x = y : 9。 

24. 統計圖表中，可呈現趨勢且有順序的為何種圖形？(A)百分圖 (B)長條圖 (C)圓形圖 (D)折線圖。 

25. 已知 a=0.00001999；若用科學記號來表示，則 a 為何？ (A)1.999×10-6  (B)1.999×10-5  (C)1.9 ̅×10-6  (D)1.9 ̅×10-5 

26. 將 5/7（七分之五）化成小數，請問小數點後第 2014 位數的數字為何？(A) 2  (B) 4  (C) 5  (D) 7。   

27. 已知 f(x)=x2+2x+3，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在 x=1 時，f(x)有最小值 6  (B)在 x=1 時，f(x)有最大值 6  

 (C)在 x=-1 時，f(x)有最小值 2  (D)在 x=-1 時，f(x)有最大值 2。 

28. 將 413 除以某正整數，可得商為 29，請問餘數是多少？(A) 7  (B) 14  (C) 21  (D) 28。 

29. 有二個正整數 a、b，滿足 a+b=90，且 a 是 b 的 5 倍；請問 a 的值可以用下列哪一個算式求出？  

(A) 90÷5  (B) 90÷(5+1)  (C) 90÷5×(5+1)  (D) 90÷(5+1)×5 。 

30. 有關三角形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A)所有正三角形皆相似  (B)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相似 (C)所有等腰銳

角三角形皆相似  (D)有一角為 15°的所有直角三角形皆相似。 

31. 若(a＋b) 2＝19，(a－b) 2＝11，則 a 2＋b 2＝？(A) 10  (B) 15  (C) 20  (D) 40。 

32. 小新拿著 2.5 公尺長的梯子斜靠在一垂直牆上，已知牆腳與梯腳距離為 0.7 公尺，若梯頂下移了 0.9 公尺，則梯

腳滑移了幾公尺？(A) 1  (B) 1.1  (C) 1.2  (D) 1.3。 

33. 若 4x 2＋ax＋9 可以因式分解成(2x＋b) 2，b＞0，則 2a－b＝？(A) 9  (B) 15  (C) 18  (D) 21 

34. 若 18、X、Y、Z、－8 這五個數成「等差數列」，則 Y=？(A) 10  (B) 5  (C) 8  (D)－3。 

35. △ABC 中，∠A＝(2x＋38)°、∠B＝(3x－26)°、∠C＝(x－12)°，則∠B＝？(A) 30° (B) 64° (C) 74° (D) 98°。 

36. 有一個二次函數 y＝x2＋ax＋b，其中 a、b 為整數。已知此函數在坐標平面上的圖形與 x 軸交於兩點，且兩交點

的距離為 4。若此圖形的對稱軸為 x＝－5，則此二次函數為？(A) y＝(x－1)(x－9)  (B) y＝(x＋1)(x＋9)  (C) y

＝(x－3)(x－7)  (D) y＝(x＋3)(x＋7)。 

37. 投擲兩顆骰子一次，請問出現點數和為 7 的機率是多少？(A) 1/3（三分之一） (B) 1/4（四分之一）  (C)1/ 5（五

分之一）  (D) 1/ 6（六分之一）。 

38. 若某多邊形有一角為 90°、其它的角均為 135°，則此多邊形有幾個邊？(A) 9  (B) 8  (C) 7  (D) 6。 

39. 有關「正三角錐」的描述，下列敘述何者恆真？(A)有 3 個面 (B)有 9 個邊 (C)底面為正三角形 (D)側面為正三

角形。 

40. 今有梨子 320 個、蘋果 240 個、橘子 200 個，若想將這些水果分裝成相同的禮盒，且盒數要最多，則每個禮盒

裡共有幾個水果？(A) 19  (B) 20  (C) 21  (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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