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學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九十八學年度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
科目：綜合學科
綜合學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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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上收信人的啟封詞，下列何者有誤
有誤：
有誤 （A）親啟

（B）敬啟

（C）道啟

（D）勛啟

2.劉鶚《明湖居聽書》中云：「餘音繞樑，三日不絕。」其中「三日不絕」一語是運用：
（A）誇飾

（B）譬喻

（C）排比

（D）層遞

的修辭法。
3.李商隱《無題》：「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對仗句是：（A）相見時難別亦難

（B）東風無力百花殘

〈C〉蠟炬成灰淚始乾

（D）曉鏡但愁雲鬢改。
4.《孟子‧公孫丑》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文句，是運用：
（A）借代

（B）譬喻

5.子曰：「君子不器。」

(C）君子見識廣遠

「君子不器」意謂：
（A）君子不拘小節

6.下列成語何者用字不正確
不正確？（A）按部就班
（B）和藹可親
不正確

(B）君子度量寬大

（C）誇飾 （D）層遞 的修辭法
(D）君子不像器皿用途有限

（C）不醒人事 （D）名副其實

7.存款□號忘了；露營的□蓬搭不好；吃多了肚子好□；睡眠不足令人頭昏腦□。以上空格中依次填入那些字較為適當？
（A）帳、帳、脹、脹

（B）賬、帳、脹、障

（C）脹、帳、漲、障

（D）障、帳、仗、脹。

8.「朔風□大、□涎三尺、歌舞昇□、披□戴月、海□天空」以上□中的字可以組合出下列哪一選項？（A）明月松間照（B）星垂平野闊
（C）手可摘星辰（D）月出驚山鳥
9.請選出下列字詞標明正確部首的字？（A）肥--「月」部
10.「蜀犬吠日」的意思是：（A）太陽底下無鮮事

（B）蜜--「宓」部

（B）少見多怪

11.可以用來形容「最反常的天氣」的選項是：
（A）礎潤而雨
12.長短句是指：（A）律詩

（B）絕句 （C）詞 （D）曲

13.下面關於墨家的敘述何者錯誤
錯誤：
錯誤 （A）主張厚葬

（C）黃--「草」部

（D）魏--「鬼」部

（C）獨具慧眼（D）比喻人追求功名利祿

（B）晴天霹靂

（C）月明星稀 （D）風和日麗

的別稱。

（B）其領導者稱為「鉅子」

（C）相信鬼神，
《墨子》一書中有〈明鬼〉篇

（D）墨子不但是理論家，更是實踐家
14.關於《紅樓夢》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有誤：
有誤 （A）作者為曹雪芹

（B）初名石頭記，又名風月寶鑑 （C）內容描述賈府的盛衰，結局圓滿

（D）中外研究者眾，形成「紅學」
15.「無人問津」的「津」，和下列哪一個意思相同：（A）令人垂津

（B）指點迷津

（C）津津有味

（D）生津止渴

16.唐宋八大家中，唐代的兩大家是：（A）韓愈、曾鞏 （B）韓愈、柳宗元 （C）柳宗元、曾鞏 （D）曾鞏、王安石。
17.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云：「海內存知己，□□□□□。」缺空的詩句是：
（A）此事古難全 （B）天涯共此時 （C）天涯若比鄰
（D）千里共嬋娟。
18.以下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專有名詞，何者不是
不是以地域定名的：
（A）古文／桐城派 （B）小品文／公安派 （C）詩歌／建安七子
不是
（D）詞／常州詞派。
19.馬致遠《漢宮秋》是描述：（A）西施 （B）王昭君 （C）楊貴妃 （D）趙飛燕

故事的戲曲。

20.世稱李賀為「鬼才詩人」
，是因為其詩具有「幽冷奇駭」的風格，請據此風格判選下面那一組詩句出自李賀之手：
（A）春盡燕山雪尚飛，
故鄉雖好不思歸

（B）塞上胭脂凝夜紫，嗷嗷鬼母秋郊哭

（C）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D）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

21.金莎巧克力推出 3 種包裝，如下表: 若小明想於母親節送 20 顆金莎巧克力給媽媽，下列何種買法最划算?

三顆裝

四顆裝

五顆裝

15 元

18 元

22 元

(A)三顆裝買 7 包

(B)三顆裝買 4 包，四顆裝買 2 包 (C)四顆裝買 5 包 (D)五顆裝買 4 包

22.快樂國小的啦啦隊全員共有 168 人，在運動會時排成長方形隊伍進場，但因跑道寬度過小，所以希望能排成 5 列到 9 列的隊伍前進，
則啦啦隊有幾種排法？ (A)1 種

(B)2 種

(C)3 種

(D)4 種

23.古代神農氏之間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小強家裡所飼養的豬數量過多，希望和小珍換鴨，已知小強最後一共與小珍換得 1015
隻鴨，請問下列何者可能為小強每頭豬與小珍換得的鴨數？(A)25 隻

(B)27 隻

(C)29 隻

(D)31 隻

24.重複字句「林圓圓吃完湯圓身材圓又圓林圓圓吃完湯圓身材圓又圓......」第 101 個字為何？(A) 林ˉ(B)圓ˉ(C)吃ˉ(D)完
25.有一掛鐘，在時針正指 1 點時打一下，正指 2 點時打二下，……，又分針正指 6 時(即每 30 分鐘)也打一下，則時針走一圈共打幾下？
(A) 80ˉ(B) 90ˉ(C) 100ˉ(D) 110

背面尚有試題

26.有一工程，小王 4 小時完成全部的

1
2
，小謝 3 小時完成剩下的 ，小陳再做 2 小時做完。如果小陳先做 1 小時後，小王、小謝、小陳三
2
3

人同時合作，還需做幾小時完成？(A)1 小時 (B)2 小時 (C)3 小時 (D)4 小時
27.當圓的直徑變成原來的3倍時，圓周長會變成原來的多少倍？(A) 2倍 (B) 3倍 (C) 6倍 (D) 9倍
3
1
5
在泥中，全部的
在水中，露出水面有
公分，則竹竿全長幾公分(A)50
4
5
2

28.池塘中有一竹竿，竹竿的

(B)60

(C)70

(D)80

29.觀察下列數字的規律性，並在空格上填入適當的數字： 1，2，3，5，8，13，21，34，ˉˉˉˉ ?
(A) 55 (B) 65 (C) 75 (D) 85
30.下面哪一個關於三角形的敘述錯誤
錯誤：
(A) 正三角形的兩個邊一樣長 (B)等腰三角形的頂角是直角時，其底角 45 度
錯誤
(C)正三角形是銳角三角形 (D) 等腰三角形是正三角形一種
31.用玻璃杯罩住燃燒的蠟燭，燭火會怎樣變化？（A）繼續燃燒（B）漸漸變小（C）漸漸變大（D）忽大忽小
32.為什麼夏天的氣候較其他季節炎熱？（A）日出的位置比較偏南

（B）太陽表面溫度變高了

（C）太陽高度角變大了

（D）太陽離地球較近了。
33.每天同一時間觀察同一幢房子的影子，從夏天到冬天有什麼不同?（A）越來越長（B）越來越短（C）有時長有時短（D）沒有改變。
34.手臂彎曲時,內側和外側的肌肉會怎麼變化呢?(A)內側和外側都舒張

(B)內側和外側都收縮

(C)內側收縮，外側舒張

(D)內側舒張，外側收縮.
35.下列哪一項不是骨骼具有的功能?(A)保護內臟

(B)支持身體

36.四季日出的時間最早和最晚分別是下列何者？(A)春、夏
37.日晷適合計算下列何者？(A)時

(B)日

(C)月

(C)配合肌肉運動

(B)秋、冬

(D)連接其他的骨骼

(C)春、冬 (D)夏、冬

(D)年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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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光男的家在學校的東方，請問參考點是什麼?(A)光男的家

(B)光男

(B)二氧化碳

40.下列哪一種植物的根很肥大，而且可以儲存很多養分？（A）馬鈴薯

(C)學校

(C)水蒸氣 (D)雜質
(D)東方

（B）蕃薯

（C）洋蔥 （D）大蒜

41.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其中彈劾權行使的對象不包括
不包括：
不包括
(A)總統、副總統 （B）司法院 （C）考試院 （D）地方公務人員
42.下列對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的敘述何者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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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誤
脹嚴重，致使社會動盪

(C)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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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臺灣島生物資源豐富，是因具備下列那些環境因素有關？（甲）地形起伏變化大（乙）終年高溫多雨（丙）居東亞島弧中樞位置（丁）
冰河期的影響。正確答案是：（A）甲乙

（B）乙丙丁

（C）丙丁

（D）甲乙丙丁

44.唐山袓與開臺袓的比較，何者錯誤
錯誤？(A)前者目的是協助後代子孫回大陸，後者是協助子孫遷臺
錯誤
唐山袓是以大陸原鄉顯赫的同姓人物為祭祀對象

(B)開臺袓是有血緣關係的同姓者(C)

(D)唐山袓的祭祀費用是以入股方式組成

45.臺灣、澎湖、東北各省歸還我國，是根據哪一國際會議宣言？ (A)開羅會議 (B)波茨坦會議 (C)雅爾達會議 (D)德黑蘭會議
46.清雍正元年，臺灣的開發大有進展，除添設彰化縣外，又設置淡水廳。當時淡水廳廳治設於現今何地？
（A）桃園

（B）新竹

（C）淡水

（D）臺北

47.「河川短促，水量變化大」是臺灣河川的特徵，其原因正確的有哪些？（甲）降雨季節分配不均（乙）年雨量少（丙）山脈東西橫貫
（丁）島窄多山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48.以下哪一敘述，旨在說明臺灣的「絕對位置」？（A）臺灣位在菲律賓的北方
（C）臺灣位在太平洋西岸

（B）臺灣位在東經 121 度，北緯 25 度的交點附近

（D）臺灣位在中國東南沿海

49.臺灣原住民發動的霧社事件是由誰領導的： (A)莫那魯道

(B)花岡一郎

50.清末因何人在臺維持各項建設，是臺灣成為最現代化的行省？ (A)沈葆楨

(C)拉馬達星星 (D)衛阿貴
(B)丁日昌

試題結束

(C)劉銘傳 (D)邵友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