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九十四學年度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招生考試試題
類別：
類別：國民小學
科目：
科目：綜合學科測驗
說明：一、本試題紙上請勿作答。
二、答案請寫在答案卷之規定位置。
三、本試題紙與答案卷一併繳回。
選擇題：
選擇題：共五十題，
共五十題，每題二分，
每題二分，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答錯不倒扣
1.「引吭高歌」之「吭」字，讀作：
（A）ㄎㄥ

（B）ㄎㄤˋ

（C）ㄏㄤˊ

（D）ㄏㄤˋ

2.「罪無可逭」之「逭」字，讀作：
（A）ㄍㄨㄢ （B）ㄍㄨㄢˇ （C）ㄏㄨㄢ （D）ㄏㄨㄢˋ
3.「身陷囹圄」之「圄」字，讀作：
（A）ㄩˇ （B）ㄨˊ （C）ㄨ （D）ㄩ
4.「罪惡淵藪」之「藪」字，讀作：
（A）ㄙㄡˇ （B）ㄕㄨˇ （C）ㄕㄨˋ （D）ㄇㄧㄠˇ
5.「踉蹌」讀作：
（A）ㄌㄤˊ

ㄘㄤ （B）ㄌㄧㄤˊ

ㄘㄤ （C）ㄌㄧㄤˊ

ㄑㄧㄤ （D） ㄌㄧㄤˋ

ㄑ

ㄧㄤˋ
6.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聲的調值中，最長的是：
（A）陰平 （B）陽平 （C）上聲 （D）去聲
7.「ㄅ、ㄆ」兩聲母在發音時最大的不同是：
（A）聲帶是否顫動 （B）送氣與不送氣

（C）發音部位

（D）音調高低
8.下列語詞何者有誤：
（A）餘燼 （B）跋扈 （C）打鼾 （D）景緻
9.下列語詞何者有誤：
（A）杯弓蛇影 （B）指桑罵槐 （C）爾娛我詐 （D）色厲內荏
10.「童詩」寫作要領要兼顧下列何者才容易感人？（A）修辭與形式 （B）聲韻和平仄

（C）視覺與聽覺 （D）抒情與童趣

11.表示規勸的話語，謂之「□言」
，□中字應為：
（A）箴 （B）咸 （C）緘 （D）管
12.表示說話簡明扼要，謂之「言簡意□」
，□中字應為：
（A）該 （B）賅 （C）陔 （D）絯
13.以下哪一句中「得」字用法有誤：
（A）他昨晚睡「得」很熟

（B）他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 （C）他露出甜美「得」笑容 （D）

他臉頰紅「得」像蘋果一樣
14.「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中鯉魚是指：
（A）禮物 （B）首飾 （C）書信 （D）書本
15.「力拔山兮氣蓋世」是運用了哪種修辭：
（A）誇飾 （B）比喻 （C）感嘆 （D）呼告
16.下列哪一本書是韻文：
（A）老子 （B）周易 （C）楚辭 （D）春秋
17.「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徐志摩‧偶然）
，所使用的修辭是：
（A）明喻 （B）暗喻 （C）擬人 （D）
烘托
18.回文修辭可讓句子循環反覆而增進語文的情趣，下列哪一個句子運用了「回文」的修辭：
（A）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B）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C）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D）文章是案頭的山水，山水是地上的文章
19.下列詞語的借代，何者不正確：
（A）六宮「粉黛」無顏色：美女 （B）終歲不聞「絲竹」聲：音樂 （C）
「傴僂」提攜：老人 （D）
「祝融」先驅海若藏：海神
20.如果你想要瞭解一些臺灣鄉村生活的風貌，應該先閱讀哪些作家的作品：（A）吳晟、陳冠學

（B）琦君、張秀亞

（C）洛夫、白

先勇 （D）林良、管家琪
1

21.阿山買樂透，中獎一張的機會是 3 ，若買 3 張，至少會中一張的機會是？
（A） 1

4
（B） 9

（C）

8
27

19
（D） 27

22.有一工程，甲單獨一人做 6 天可以完成，乙單獨一人做 8 天可以完成，丙單獨一人做 12 天可以完成。今乙單獨做了 2 天後，為了趕
工請甲丙兩人幫忙，再經幾天可以完成？（A）1 天

（B）2 天

（C）3 天

（D）4 天

23.中山高速公路台北與台南之距離為 306 公里，若地圖顯示台北與台南的距離有 5.1 公分，問本地圖的比例尺為？（A） 1:60000 （B）
1:600000 （C） 1:6000000 （D） 1:60000000
24.一位農夫不想讓他的鄰居知道他有多少隻牛，當鄰居問他時，他回答：我有 34 隻牛和雞，共有 80 隻腳，問農夫有幾隻牛？（A） 6 （B）
7 （C） 8 （D） 9
25.

12345a 為 11 的倍數，則 a 為（A） 1

（B） 2 （C） 3 （D） 4

26. 一時鐘的時針與分針在 12 點 15 分時的夾角為幾度?（A） 82.5 （B） 87.5 （C） 90 （D） 92.5
27.小明對姐姐和妹妹說，你的年齡先減 7，再平方，最後加上 16，所出現的數字是你的幸運數字，姐姐說，我的幸運數字是 97；妹妹
說，我的是 80，兩人現在年齡的和為？（A） 28
28.可以具備

÷

（B） 29

（C） 30 （D） 31

= 8 ….4，也就是被除數(為十位數)除以除數(為個位數)所得出的商為 8，餘數為 4 的答案有幾組？ （A）6 （B）7

（C）8 （D）9 組
29.小山打算數一數他存在小豬裡的一元銅幣，當二個一數、三個一數、四個一數都剩下 1 元，五個一數時，剩下 2 元，試問他的錢最少
有多少？（A）27 （B）37 （C）47 （D）57 元
＜背面尚有試題＞

30.台北市仁愛路每隔 10 公尺有一根電線杆，小山為了計算開車的速度，測量第 1 根至第 73 根電線杆共用了 2 分鐘，其速度是每秒多少
公尺？（A） 4

（B） 5

（C） 6

（D） 7

31.高雄港是由下列哪一種地形改建而成的海港？（A）海灘 （B）潟湖 （C）沙洲 （D）谷灣
32.「竹風蘭雨」此諺語是在說明下列何項？（A）植物 （B）地形 （C）氣候 （D）生態
33.在台灣北部丘陵區的梯田常沿著等高線開墾，其作用為何？（A）美化景觀

（B）方便飲水灌溉

（C）土壤較不易於流失 （D）

區隔耕作區域
34.大甲溪發源於高聳的中央山地，向西切穿下列哪一座山脈？（A）玉山山脈 （B）阿里山山脈 （C）雪山山脈 （D）海岸山脈
35.下列何地的形成原因與澎湖群島相似？（A）太平島 （B）馬祖列島 （C）九龍半島 （D）大屯山
36.下列對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的敘述何者有誤？（A）接收過程貪污枉法之事層出不窮，引起人民反感 （B）物資缺乏，
通貨膨脹嚴重，致使社會動盪 （C）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職權很小，無法控制局面 （D）來台接收官員往往以征服者對待台胞，引
起人民不滿
37. 1950 年代以後，出現頗多雜誌宣揚民主理念，下列何者不是當時的雜誌？（A）
「新青年」雜誌 （B）
「自由中國」雜誌 （C）
「文
星」雜誌 （D）
「大學」雜誌。
38.中華民國政府曾在台灣長期實施戒嚴，直至何時才解除？（A）1950 年

（B）1975 年

（C）1987 年

（D） 1989 年
39.請問下列哪一團體的創立與林獻堂無關：
（A）啟發會 （B）臺灣議會期成同盟 （C）公益會 （D）台灣文化協會
40.吳濁流最具代表性的二篇小說是亞細亞的孤兒和：
（A）路迢迢 （B）大地回春 （C）水月 （D）無花果
41.在陽光下，水生植物會生出許多氣泡，這些氣泡是什麼？（A）氧氣 （B）二氧化碳

（C）水蒸氣

（D）雜質
42.用下列哪一種方法最容易找到要找的位置?（A）方向和時間 （B）方位和距離 （C）方位和速度
（D）速度和時間
43.為什麼我們的手臂，腿，腰，頸部，手指等部位都可以活動自如呢？（A）它們自己就會活動 （B）因為骨骼可以隨意彎曲 （C）
因為肌肉可以隨意彎曲 （D）是由肌肉和骨骼互相配合達成的
44.小明的家在學校的西方，請問參考點是什麼？（A）小明的家 （B）小明 （C）學校 （D）西方
45.表示座標中的文字或數字，後面的數字代表的是？（A）橫座標 （B）縱座標 （C）斜座標 （D）平座標
46.用雙氧水製造出的氣體有何特性？（A）讓線香立刻熄滅 （B）讓線香燃燒的更劇烈 （C）有酸酸的氣味 （D）使 BTB 指示
劑(溴化麝香草酚藍)變黃色
47.植物行光合作用時，需要什麼原料？（A）陽光、二氧化碳、水、綠色植物 （B）陽光、綠色植物
（C）陽光、氧氣、水、綠色植物 （D）植物、氧氣、水
48.怎樣證明收集到的氣體是氧氣？（A）使 BTB 指示劑變成藍色

（B）使澄清的石灰水變混濁

（C）使蠟燭燃燒旺盛 （D）使線香熄滅
49.能夠牽動骨骼做運動是因為什麼的收縮和舒張?（A）關節 （B）血管 （C）心臟 （D）肌肉
50.「河中有很大的石頭，水流很急。」這個地點可能是河流的（A）上游 （B）下游 （C）中游 （D）出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