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加註閩南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B 班）考試試題
科目：教師意向測驗
考試時間：1 小時
注意事項：
(一) 第一項目國文基本能力，每題 3 分，共 30 分；第二項目數學基本能力，每題 3 分，
共 30 分；第三項目教育理念撰寫，每題 20 分，共 40 分；總計 100 分。請依題號順
序作答至答案卷上，於本試題卷作答者，不予計分。
(二) 本試題第一項目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項目為填充題，請寫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第三項目為申論題，請依題目內容進行論述。請於答案
卷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內作答，答案卷用黑、藍色原子筆清楚劃記，答錯不倒扣。
(三)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機或任何儀器。
第一項目-國文基本能力
1. 下列慣用詞語，何者用字正確？
(A) 佶屈聱牙
(B) 暗然神傷
(C) 揠旗息鼓
(D) 蔽車羸馬
2. 下列詞語「」字注音，何者正確？
(A) 廣「播」ㄅㄛ
(B) 粗糙ㄗㄠˋ
(C) 徘「徊」ㄏㄨㄟˊ
(D) 巷「弄」ㄌㄨㄥˋ
3. 依據《說文》，下列選項字體字源與部首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立：象形字，立部
(B) 八：指事字，八部
(C) 街：會意字，行部
(D) 鳳：會意字，鳥部
4. 下列詞語解釋，何者正確？
(A) 戶限為穿：形容門戶狹窄，穿越困難
(B) 趨之若鶩：形容仰慕者眾，爭相仿效
(C) 炙手可熱：比喻地位尊貴，勢燄熾盛
(D) 一傅眾咻：形容一言九鼎，眾人悅服

5. 下列何者不是主謂式合成詞？
(A) 火熱
(B) 海嘯
(C) 地震
(D) 秋分
6. 王勃〈滕王閣序〉
：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
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以上內容共出現幾個當句對？
(A) 三個
(B) 四個
(C) 五個
(D) 六個
7. 下列選項，何者沒有使用借代手法？
(A)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B) 善惡不同途，冰炭不同爐。
(C) 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
(D)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8. 下列比賽賀辭的用法，何者正確？
(A) 作文：鞭辟入裡、率爾操觚
(B) 書法：鐵畫銀鉤、筆走龍蛇
(C) 演講：玉潤珠圓、一之謂甚
(D) 音樂：響遏行雲、一鳴驚人
9. 《史記・伯夷列傳》
：「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
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文中「巖穴之士，趣舍有時。」
作何解釋？
(A) 巖穴之士，或仕或不仕
(B) 巖穴之士，或隱或不隱
(C) 巖穴之士，或成名或不成名
(D) 巖穴之士，或遇時或不遇時
10.梅堯臣《東溪》
：「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嶼發船遲。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
醜枝。短短蒲茸齊似剪，平平沙石淨於篩。情屬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古人
作詩主張「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即從自然景物中捕捉形象，進而引發內心深處之情
感。下列哪一聯詩句最能體現這一主張？
(A) 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嶼發船遲。
(B) 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
(C) 短短蒲茸齊似剪，平平沙石淨於篩。
(D) 情屬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

※背面還有試題※

第二項目-數學基本能力
1. 某生用 1500 倍的顯微鏡觀察細胞，測得在鏡中細胞的長度為 0.048 毫米，請問細胞的
真實長度為多少公分？（答案以科學記號表示）

2. 某水果店買進了一批蘋果，數量約為 200 到 250 顆，老闆用 9 顆蘋果裝成一盒會剩下
7 顆，用 15 顆蘋果裝成一小箱會剩下 13 顆，請問這一批蘋果的實際數量是多少顆？

3. 有一長方形土地，若長減 50 公尺，寬加 40 公尺，則形成與原長方形相同面積的正方
形，請問此一長方形土地的長與寬分別是多少公尺？

4. 設某種寶石的價格與其整塊重量的平方成正比。今某人有此種寶石一塊價值 16000 元，
某日不慎摔裂成兩塊，若此兩塊的重量比為 2 : 3 ，則此人損失了多少元？

5. 有一直角三角形，其三邊長恰好形成等差數列，若此直角三角形的周長為 60 公分，則
此直角三角形斜邊上的高為幾公分？

6. 籤筒內有 1～50 號籤，每支籤被抽到的機會相等，若從籤筒內任意抽出一支籤，則此
支籤的號碼是 3 的倍數或 4 的倍數的機率是多少？

7. 坐標平面上有一拋物線通過 (1,3) 、 (−4, −12) 兩點，又此拋物線經平移後與 y = x 2 的圖形重
合，則此拋物線的二次函數為何？

8. 如下圖， ∆ABC 中， AC = 8 公分、 BC = 6 公分、 ∠C =
90 ，內部有兩個等圓，彼此互相外
切且與 ∆ABC 三邊也分別相切，請問等圓的半徑是多少公分？
A

B

C

「我的眼睛距離地面 1.6 公尺，我的眼睛
9. 某大樓發生火災，報案民眾提供如下的訊息：
視線往路邊的電線桿頂處望去，剛好可以看到高樓中受困的民眾，已知電線桿高 6 公
尺，我與電線桿的距離是 11 公尺，電線桿和大樓的距離是 65 公尺。」請問消防隊應
派出至少可以伸長多高的雲梯消防車前往救援受困民眾？

10.如下圖，設 A 、 B 兩點在直線 L 的同側，若 A 、 B 和 L 的距離分別為 2 公分和 3 公分，
且 AB = 5 公分，若 P 為 L 上的一點，請問 PA + PB 的最小值是多少公分？
5 cm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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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還有試題※

第三項目-教育理念撰寫
※作答內容請勿書寫服務單位、姓名或可供辨識身分的個人資料，或與題目無關之內容，
例如：
「謝謝閱卷老師，辛苦了」等；違反者，將逕依情節酌以扣分。
一、教育學家 P. Palmer（1998）
《教學的勇氣》一書提到：
「許多教師都是因為深深熱愛學
生和教育，回應內心的召喚，所以選擇教職作為終身志業。然而，教職的工作負荷卻
也許多教育者逐漸喪失內心的熱情」
。請你進行自我反思，未來擔任國小閩南語教師
的生涯，個人如何永續對教育工作的熱情與使命。

二、簡世明所著《老師的 10 個對不起》一書，提到在畢業考的考卷寫下 10 個對不起給學
生。

老師跟你說：「對不起！」；因為兼職組長的關係，我偶爾會遲到」；雖然我很努力，
但有時候還是會控制不住脾氣；常常因為身體的影響、行政工作的心煩，某幾堂課就
不那麼幽默有趣；真的很難做到公平，我對某些討喜的孩子還是會不自覺的比較客
氣…等。
請評析簡老師此作法的可能用意，以及對於師生互動或班級經營具有何種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