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學年度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考試試題
科
目：國語文
考試時間：1 小時
*注意：*
（一）本科共 50 題，每題 2 分，總計 100 分。請依題號順序作答，於本試題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提不予計分，請於答案卷
（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內作答，答案卷用黑、藍色原子筆，答案卡用 2B 鉛筆清楚劃記，答錯不
倒扣。
（三）禁止使用電子計算機或任何儀器。
1、下列選項對「題辭」的說明，何者 錯誤 ？
（A）鶯鳴出谷：用於遷居 （B）書稱釐降：用於新婚
（C）樂享含飴：用於生子 （D）坐擁百城：用於書店開業
2、下列各組「」中的字，讀音 不同 的是哪一個選項？
（A）「翻」天覆地／旗「旛」招搖／「幡」然改悟
（B）「怡」然自得／甘之如「飴」／「貽」笑大方
（C）「聿」修厥德／鍾靈「毓」秀／「鷸」蚌相爭
（D）迷人笑「靨」／一場夢「魘」／出之「燁」然
3、下列哪一個選項，前後兩句「」中的字義 不同 ？
（A）豎儒！幾敗「而」公事／虞兮虞兮奈「若」何
（B）停車「坐」愛楓林晚／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C）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更」百苦以保其後，後之人尚保其封樹
（D）願勉「旃」，毋多談／求善賈而沽「諸」
4、對於六書構造，下列哪一個選項完全正確？
（A）呂、止、卵、豆：象形 （B）八、入、尺、又：指事
（C）公、初、並、至：會意 （D）閒、根、許、羑：形聲
5、下列各組都有三個成語，哪一個選項 不是 意義相近？
（A）松柏後凋、疾風勁草、風雨雞鳴 （B）管中窺豹、藩籬之鷃、夏蟲疑冰
（C）刻舟求劍、膠柱鼓瑟、飲鴆止渴 （D）防微杜漸、未雨綢繆、曲突徙薪
6、周朝曆法以建子之月為歲首，請問周朝以哪一個月為一年開始？
（A）農曆正月 （B）農曆十月 （C）農曆十一月 （D）農曆十二月
7、張方平：「縱酒疏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該詩所

詠的主人翁是哪一位？
（A）諸葛亮 （B）劉邦 （C）張良 （D）項羽
8、下列成語，哪個選項用字完全正確？
（A）奴顏卑膝 （Ｂ）功虧一匱 （Ｃ）闃無人聲 （Ｄ）磬竹難書
9、「雙關」是指一個字詞或語句，在語境中兼含兩種意思的修辭法。下列選項「」內文字，何者 不屬於
「雙關」？
（A）北風調皮地將女孩的裙子吹起，還在一旁高喊「羞！羞！羞！」
（B）他參加喝啤酒大賽，半小時猛灌 30 瓶，勇得第一名，真是名符其實的喝啤酒「灌軍」
（C）看到兒子做的壞事，爸爸氣「死」，了，腦血管爆裂，一命歸西。
（D）小張開車載女友去玩，沒發生車禍，卻「弄出人命」，原來是女友懷孕，弄出一條人命

10、下列對聯適用物件，哪一個選項的說明 錯誤 ？
（A）臥遊五嶽，坐擁百城(書房) （B）小大由之，總宜知足；修短合度，方稱乃心(鞋店)
（C）入門三步急，出戶一身輕(廁所)
（D）莫道輪迴輸五穀，可儲筆札賦三都(書房)
11、下列九流十家之敍述，哪一個選項 錯誤 ？
（A）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B）名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C）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D）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12、下列部首的讀音，哪個選項 錯誤 ？
（A）亠(ㄊㄡˊ) （B）儿 (ㄦˊ) （C）卩(ㄐㄧㄝˊ)
（D）廾 (ㄍㄨㄥˇ)
13、八卦的卦象、卦名、自然象徵、家族關係，下列哪一個選項 錯誤 ？
（A）☰、乾、天、父

（B）☷、坤、地、母

（C）☳、艮、山、長男

（D）☲、離、火、中女

14、有關五行生克的敍述，下列選項何者完全正確？
（A）火生金，金克木 （B）火生土，土克水 （C）土生木，木克水 （D）金生土，土克木
15、「煙霄微月澹長空，銀漢秋期萬古同。幾許歡情與離恨，年年並在此宵中。」此詩所詠什麼節日？
（A）元宵 （B）七夕 （C）中元 （D）中秋
16、政治立場有左、右之分，溫和為□，激進為□；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為□。上列文中□內應分
別填入哪一個選項？
（A）左、右、左、右 （B）左、右、右、左 （C）右、左、右、左 （D）右、左、左、右
17、下列哪個選項全都是以閩南語為語源的辭彙？
（A）油炸粿、牽罟、公仔 （B）喬代誌、火金姑、看板
（C）緣投、眠牀、羅漢腳 （D）古早、白賊、甜不辣
18、員工新婚、遷居、生子，老闆依序可用那些題辭？
（A）昌宜五世、金屋飄香、雛鳳新聲 （B）唱隨偕樂、玉樓召記、石麟降世
（C）如鼓琴瑟、騎鯨西去、子種蓮房 （D）百輛盈門、安土敦仁、喜聽英聲
19、下列是有關年齡的代稱：甲、知命之年，乙、周晬，丙、期頤之年，丁、志學之年，戊、鮐背之
年。依年齡由小而大，應是哪個選項？
（A）乙、甲、丁、丙、戊 （B）丁、乙、甲、丙、戊
（C）乙、丁、甲、戊、丙 （D）丁、甲、戊、乙、丙
20、「象贏獅，獅贏虎，虎贏狼，狼贏狐，狐贏狗，狗贏貓，貓贏鼠，鼠贏象。」請問上述文句 沒有 用
到哪種修辭？
（A）回文 （B）層遞 （C）頂真 （D）排比
21、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何者 不能 用後面附上的成語代替？
（A）長舌婦說起話來「嘮嘮叨叨」，令人不快。／聒噪不已
（B）小華講義氣、守信用，常存「抱柱之信」。／召忽之諒
（C）他們兩人的程度差不多，可說是「相互頡頏」。／相去倍蓰
（D）世道不公，善惡不分、賢愚混雜，簡直就是「牛驥同皁」。／雞鳳共食
22、下列選項前後兩個「」中詞語的意思，何者相同？
（A）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B）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
（C）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吃膩了膈，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
（D）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23、(甲)目「眥」盡裂：ㄗˋ；(乙)乘「軺」建節：ㄊㄧㄠˊ；(丙)顧盼「煒」如：ㄨㄟˇ；
(丁)軒「翥」復起：ㄓㄨˋ；(戊)「攢」蹙累積：ㄗㄢˇ。上述成語「」內文字之注音，哪個選項完
全正確？
（A）甲丙丁 （B）甲乙戊 （C）乙丙丁 （D）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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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甲)銀貨兩迄；(乙)風俗敦厚；(丙)金榜題名；(丁)黃梁一夢；(戊)詭計多端。上述成語之用字，
哪個選項完全 錯誤 ？
（A）甲丁戊 （B）甲乙丁 （C）乙丙丁 （D）丙丁戊
25、下列由三個同形組成的字：(甲)「劦」：ㄌㄧˋ；(乙)「芔」；ㄏㄨㄟˋ(丙)「垚」；ㄧㄠˊ
(丁)「猋」；ㄅㄧㄠ(戊)「羴」：ㄒㄧㄢ。哪個選項注音完全正確？
（A）甲丙丁 （B）甲乙丙 （C）乙丙丁 （D）丙丁戊
26、下列出自三國的歇後語，何者用法不正確？
(A)草船借箭──有驚無險 (B)張飛戰關羽──忘了舊情
(C)劉備見孔明──如魚得水 (D)孔明皺眉頭──計上心來
27、「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
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上闕詞是下列何人的作品？
(A)秦觀 (B)辛棄疾 (C)李清照 (D)歐陽修
28、「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運用了哪一種譬喻的手法？
(A)隱喻 (B)略喻 (C)借喻 (D)博喻
29、(甲)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丙)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丁)春眠
不覺曉，處處聞啼鳥。上列詩句出現的時間，由遠而近排列，依序為何？
(A)乙丙甲丁 (B)丙乙丁甲 (C)甲丙乙丁 (D)丁乙甲丙
30、歐陽脩曾說：「吾當避此人出頭地。」此人指的是下列何人？
(A)王安石 (B)司馬光 (C)范仲淹 (D)蘇東坡
31、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下列選項前後字的部首何者相同？
(A)相/省 (B)詈/罵 (C)鳴/嗚 (D)靚/覷
32、光宇的家中掛著「含英咀華」、「珠圓玉潤」兩塊匾額。可以推知，他具有什麼專長？
(A)寫作、演講 (B)朗讀、唱歌 (C)寫作、音樂 (D)辯論、音樂
33、下列選項語詞何者與夏天有關？（A）薰風習習 （B）朔風獵獵 （C）金風颯颯 （D ）谷風拂拂
34、近義詞的語詞搭配有些可以互通，有些則不行，下列選項「闡明」、「說明」近義詞的語詞搭配，何
者用法正確？
(A)闡明道理/說明道理 (B)闡明原因/說明原因 (C)闡明理由/說明理由 (D)充分闡明/充分說明
35、著有《逍遙遊》、《聽聽那冷雨》、《白玉苦瓜》等作品的是下列哪一位作家？
（A）琦君 （B）吳晟
（C）余光中 （D）鄭愁予
36、下列選項何者不是外來語？(A)血拼 (B)開講 (C)菩薩 (D)一級棒
37、下列選項新聞標題，何者屬於客觀的表述方式？
(A) 西班牙終場前進球 2 比 2 幸運逼和摩洛哥 (B) 青少年涉毒！4 年成長 130% 暑期恐又是高峰
(C) 北市 8 家泳池大腸桿菌超標！複檢後 4 家仍改善中 (D)木柵暗夜竄火舌 警消英勇救一家 6 口
38、下列何者不在「詞家三李」之列？（A）李白 （B）李商隱 （C）李清照 （D）李煜
39、「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兩句勉人勤學的語句，出自宋朝的哪位皇帝？
(A)宋太祖 (B)宋真宗 (C)宋仁宗 (D)宋高宗
40、今年是戊戌年，到了 2022 年春節，應該是什麼年？（A）庚子 （B）辛丑 （C）壬寅 （D）癸卯
41、下列題辭何者與「體育」無關？（A）矯首遊龍 （B）龍飛鳳舞 （C）馬到成功 （D）積健為雄
42、光俊看到路旁花圈的題字：「德望永昭」、「天不憖遺」。可以推知是怎樣的場合？
(A)老年男喪 (B)老年女喪 (C)青年男喪 (D)青年女喪
43、下列選項何者與「摩拳擦掌」的構成方式不同？
(A)鳶飛魚躍 (B)捉襟見肘 (C)齜牙咧嘴 (D)去蕪存菁
44、指事字因無具體形象，故以象徵性的符號來表示意義的造字方法，如本、末。下列選項何者不是指
事字？
(A)刃 (B)亦 (C)凶 (D)介
45、下列哪一個選項的題目應寫成「說明文」？
（A）高美溼地 （B）遊高美溼地 （C）高美溼地的生態價值

46、〈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小數」作何解釋？
(A)小節 (B)規範 (C)禮俗 (D)法令
47、「女兒慢慢走遠了，母親一直□□站立著，直到背影沒入人群，才蹣跚的走回家去。」□□宜填入哪
一個語詞較適切？
(A)屹然 (B)索然 (C)嗒然 (D)惘然
48、下列選項，何者使用形聲造字法則？(A)聞 (B)琴 (C)祭 (D)杳
49、下列選項何者不是安徒生的創作作品？(A)夜鶯 (B)小錫兵 (C)冰雪女王 (D)傑克與豌豆
50、下列選項中「」用字解釋，何者正確？
（A）無「徵」不信：尋求 （B）「信」誓旦旦：誓言 （C）小人閒「居」：生活 （D）日「薄」西
山：昏暗

（D）高美溼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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