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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檢定考試各科題型比例、命題內容參照 

國語文能力測驗 
一、題型比例 

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選擇題及作文，配分比例 7:3 

（一）選擇題：70 分 

（二）作文：30 分—引導式的寫作 

三、命題內容參照 

（一）選擇題 

1. 字形、字音、字義 

2. 詞彙（成語、詞彙、改錯） 

3. 文法與修辭 

4. 應用文 

5. 綜合（一般常識） 

6. 國學常識（國學常識與文化常識） 

7. 閱讀語文意（篇章結構、風格欣賞、內容意旨） 

（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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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檢定－申論搶分班【作文】 

作文重點彙整 
曹丕典論論文中曾有如此記載： 

夫本文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

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很清楚地將中國文體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個部分，從這四個部分中，我們

不難發現，它們必須具備「宜雅、宜理、尚實、欲麗」的條件，而如今我們所稱的「論

文」，實際上就是要如「書論」一般「宜理」，也就是說必須具備條理暢達，理路清晰，

脈絡可尋，前後一致的觀點。 

論文，即是論辯文，一方面必要論述己見；一方面又得辯解或破解對方的見解。這種

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要能立，亦要能破」，能破者，破除一般人的看法；能立者，

建立起自己獨到的見解。舉個例子來說，如蘇軾留侯論一文，提到一般人對留侯張良

之所以能輔助劉邦，成就大事業者，乃是得黃石公之兵書而來。但蘇軾破除一般人墨

守成規的看法，而後建立起他的看法。他說：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

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

意不在書。 

「且其意不在書」寫得好，蘇軾不贊同兵書的看法，而認為張良之所以成功，乃在於

老人之授之以忍之功夫。這樣的看法，極為不群，也極為有力。所以，論辯文絕不同

於抒情或敘事而已，它必須要有嚴整的結構，精簡的修辭，獨特的見解。 

立意精準本屬固然，修辭至臻亦屬重要。修辭之中，我們最擅長用的是：疊字、排比、

對偶、頂真、層遞等方法，容後述說。 

通常我們要寫好文章，必須注重的是五多，即多讀、多看、多寫、多背、多商量。經

過這五點，當然就能對文章的寫作，深入而明瞭。 

當然，有些人使用的方法是這般的：即首先認識題目，何以要寫這個題目，即是（Why）；

接下來是要寫的內容是什麼，即是（What）；而要用什麼方法來寫，即是（How）。 

不論是用什麼方法來寫，還是必須要有結構，文章的結構是占最重要的比例。因此，

就上所論，我們歸納出寫作文章的重要步驟，與其重要的內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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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題 

看清題目，認識題意，這是為文第一要素。逐字衡量，尤其不可看錯，否則文不對

題。如「國文的重要」誤成「國父的重要」、「忠與恕」看成「忠與怒」、「禮失求諸

野」誤成「禮夫求諸野」、「見得思義」誤成「見得恩義」等等。認識題意重點，免

除不必要的揣測，而於重點方面，則當加重語氣，多所敘述，亦多所特別見解。如

「如何轉移社會風氣」重點在「如何」上，不是在「轉移」上，否則一味書寫轉移

而不談方法，又如何達到主旨要義呢？又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重點

在「人和」，而不是天時、地利、人和分占三段書寫，那只能得到四分之一的分數，

甚至更少的分數。而題目的真正意義是要掌握的，如「路」來說，應不是表面上的

行走之路，乃是人生之路。「為學甘苦談」，一定是「甘」與「苦」並存而談，不是

只談其苦。「有所為，有所不為」，事實上，重點在於如何分辨出那些是「該為」，而

努力去「為」。如此乃偏重在於「有所為」了。單一的類型，是可以掌握的。然而「○

與○」的類型，就必須要分別而詳加探討了。茲分三項敘述之： 

（一）因果關係 

一因一果，相互影響，如無其因，必無其果。如成功與失敗，真正的成功是經

過失敗之後而得來的，沒有失敗何來成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近憂，

亦是如此。「知足常樂」，知足而後常樂。 

（二）並重關係 

兩者同等重要，有時一方可能稍重。如「學問與道德」、「教學相長」、「學而不

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與思」、「論民主與自由」等等。 

（三）對立關係 

兩者呈現極端的不同，或不相干。如「大我與小我」、「大勇與小勇」、「雅與俗」。

但是此類型在書寫，往往要能夠轉回圓融的地步，即如「大我與小我」者，必

須寫成「成就小我，成全大我」，「雅與俗」本來是對立的形式，最後一定要寫

成雅俗共賞，方能符合題目之所求。 

以目前一般考生的水平來說，看錯題目或弄錯題意的現象，應該是較少的。往

常，我們看到是嚴重的出錯，如「作文題目：七十分」這裡所說的「七十分」

是所占比分，結果有些考生一緊張，把它當作題目來答，當然就大錯特錯了。 

二、大綱 

蘇軾曾說「成竹在胸」的話，大意是說，在畫竹之前必先知悉竹之狀貌，方能得心

應手。也就是說，在籌劃任何事情時，必要的準備當是重要的。就論文來說，「成竹

在胸」者，即是列一個縝密的大綱。大綱列得好，此篇論文當已無大礙。一般學子

的缺點，即在不列大綱，想到那，寫到那，最後是什麼都重複了；或第二段落寫成

了第一段落。大綱可以分為三步驟，即開端、正文、結尾。 

（一）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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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起頭難，故開端的寫成極為重要，端視題目類型而定，約可分為下列幾種： 

1. 引證入題法 

(1) 引用古人的話或古書上的記載，來加強本題意旨，使己之立論，得以證明。 

① 舉例言之，如題目為「知恥」，當援用下列例證作為開端： 

A. 孟子云：「恥之於人大矣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B. 子曰：「行己有恥。」 

C. 管子牧民篇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D. 孟子云：「行有不慊於心，餒矣。」 

以上所舉，均適合於開端所引，其中，尤以管子牧民篇最佳；引證

斯文之餘，更可直接言明，其中尤以「恥」最為重要。 

② 又如題目為「知禮」，援用例證則是： 

A. 管子牧民篇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B. 禮記云：「禮，禁於未然之前；法，施於已然之後。」 

C. 管子牧民篇云：「倉廩實則知禮節，......禮，不踰節。」 

D. 子曰：「不學禮，無以立。」 

其中，禮記所云者最為重要，亦可分辨出「禮」與「法」之不同。 

(2) 引證入題法，最大的缺點，在於所舉例證，不知為何人何書所言，卻是大

忌。如「食色性也」，太多人認為是孔子所說、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

它是告子所說的。而要破除此種不確定的認知，你可以直接用「所謂」二

字加以代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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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示重心法：所言題旨重點或中心主題或所提方案，均在開端言明，而後依

序解說。題目如「如何轉移社會風氣」，開端以提示重心方式進行如下： 

社會風氣有好有壞，好者當繼繽保存，並加以發揚光大；不好者，當求改善

或轉移。所謂不好者，即如好强鬥狠、投機取巧、燈紅酒綠、奢侈浪費

等。如何加以轉移呢？筆者認為當有以下數點： 

(1) 提倡正當的休閒活動。 

(2) 培養傳統的節儉美德。 

(3) 實踐履行的革新活動。 

(4) 建立富而好禮的社會。 

3. 解析題意法：簡單說，也就是解釋題目。一般言此為開門見山法，實際上，

這種方式當與其他類型並用，如與第一種引證入題可參用之。此種方法，古

即有之，如韓愈師說，其前開端即是：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今之題目，如「刑與賞」，則其開端當為： 

刑，乃依法實施懲治的行為；賞，則是依法獎勵陞遷的步驟。 

先就題意加以解析，而後亦可以引證入題參證之。諸葛亮出師表云：「陟罰臧

否，不宜異同。」其意即此。 

4. 憑空發議法：引寫一段文字，似乎與本文無關，然卻是本文主旨所在。即是

談本文之特色或特點。如蘇軾留侯論即是，開端並不是直接談留侯，而是談

忍之功夫：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

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

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整段文字之中，毫無留侯張良之事跡生平，然而，轉入第二段之後，方知第

一段開端所言之「忍」者，乃是本文留侯張良之特色所在。是所謂「論

人所不能論者」，於此可見。又蘇軾賈誼論、鼂錯論都是如此。 

今之題目，如「超越自我」，其開端可為： 

中華民族的特性，即在於能待；今日的生活不好，等待明日會更好；今日的

君王不好，等待明日的君王會變好；今日的政局不安定，等待明日會轉

好。但是，等待的心態何時會改？ 

「等待」與「超越自我」似乎無關，其實，「超越自我」就是在超越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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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詰問法：用一問一答的方式，最後引出主題。如梁啟超之最苦與最樂一文即

是。開端云： 

人生什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死嗎？不是。我說人生最

苦的事，莫過於身上背著一種未了的責任。......翻過來，什麼事最快樂呢？ 

一問一答，最後主題呈現。最苦的莫過於未盡責任，最樂的，是盡了該盡的

責任。而後就可以按此說法，談那些責任必須盡而未盡等為其內容了。 

6. 比喻法：以譬喻的方式，作為開端。韓愈雜說中詠馬即是用此譬喻方法。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

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以伯樂喻賢明君王，千里馬喻一般賢才。 

今之題目，如「民主與自由」，亦有其比喻型式，如： 

自由像山谷中的飛瀑，假如能了解它，善用它，它便會成為人們不可缺少的

飲料；假如不去引導，不知善用，最後必被此飛瀑所造成的洪水淹沒；

進一步說，如果自由真是泉瀑，則民主就是泉瀑下的河渠...... 

如此論述之外，尚有： 

法治如定滑輪，民主如繩索，而自由就是綁上之重物了。 

或如「重視小我，成全大我」為題： 

小我，是指一個個體；大我，是數個小我的組成。小我可以小至肉眼看不見

的細菌、微生物；小我也可以是不起眼的小螺絲丁、小鐵丁......大我如同

一部機器，小我是機器中的一小零件。 

比喻法是重要的，能多一分比喻就能多拿一分。 

7. 陪襯法：舉客觀之旁證，而引出主觀之旨趣。亦即先列一個客題，再轉入主

題之中。如為學一文：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不為，則易者亦難矣。為學有難易乎？

為之，則難者亦易；不為，則易者亦難矣。 

以天下事而言，為學只不過是其中一種而已。因此，為學當一如天下事一般。 

今之題目，如「名與利」者： 

自古迄今，人類均為求名、求利而活；然而，人類之求名、求利方能活者，

不在小名、小利，卻是大名、大利而能活；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

非不謀其利，乃謀大名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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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文－即是布局，亦即本文 

每一篇文章，都有其不變的模式，實際上，任何一篇文章，也有其結構存在。

故正文之中，宜下列結構最為適當，即： 

1. 從正面論起，舉出正面例證。 

2. 從反面論起，舉出反面例證。 

3. 以今事論之，或提出方案來。 

例 

(1)「刑與賞」而言 

① 

A. 堯－皋陶，舜。堯與皋陶者，顯示刑之依法而公平、公正。堯與舜

者，突顯出賞之依法升遷之必然現象。 

B. 漢文帝－賈誼、廷尉張釋之。漢文帝與賈誼是賞之必須依法而執行，

不可貿然給予。漢文帝與廷尉張釋之者，在說明廷尉乃天下之公器，

百姓賴之，絕不可偏頗而亂斷案件；雖貴為國君之漢文帝，亦不可

左右司法之公平。 

由此可知，堯、漢文帝均因刑賞達其公平、公正、公開之程度，故

國家能達到承平，百姓和樂，此正面成功之例證。 

② 

A. 桀紂之時，寵小人，愛嬖妾，刑賞不公。東漢桓、靈帝時，親小人，

遠賢臣，釀成黨錮之禍、黃巾之亂，民不聊生，幾至亡國。 

B. 此二例在說明，刑賞之不公，於是造成了大的禍害，可說是反面之

最佳例證。 

③ 

而 A 與 B 之例證，如果用心舉證，當能達到真確的對稱局面，如漢文

帝時，刑賞公平，而有文景之治，奠定漢武霸強；東漢 桓、靈帝時，

刑賞不公，而有黃巾之亂，幾至亡國。 

a. 正：（西）漢文景，（刑措四十年）→漢武帝霸強。 

b. 反：東漢桓靈，（黨錮、黃巾）—東漢亡國。 

④ 

如上所舉，均為古事，故必須以今事論之或提出方案。刑與賞既如上述，

反觀今日，刑與賞是否亦能公平、公正、公開呢？筆者認為尚有三

端，實行此三端之後，必能達矣： 

A. 執政者當持平正之心。 

B. 升遷公開透明化。 

C. 人民守法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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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治世以德，不以小惠」而言 

① 堯之時，能以仁德待百姓，故能禪讓於舜而天下平。 

左傳魯莊公十年，齊師攻打魯國，曹劌見莊公，問何以戰。 

莊公曰： 

A. 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B. 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C. 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戰則請從。 

曹劌認為魯莊公所提 A、B 理由，皆不成立，蓋 A、B 者，小惠也。

小惠只造成紛爭，而 C 者，卻能窺出其行仁德之本質，故「治

世以德」者，C 也；好行小惠者，A、B 也。亦因此，魯莊公從

C 之者，故後能戰勝強大的齊國，其來有自。 

② 桀紂之時，寵小人，愛嬖妾。施行小惠，小惠亦不及百姓，故人民怨聲

載道，而終究亡國。東漢桓、靈帝時，亦寵小人，愛嬖妾，施行小惠，

造成動盪。諸葛亮出師表云：「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隋煬帝時，圖己之享樂，只一味施其小惠，而不顧百姓之疾苦，終至被

誅。 

③ 縱觀今日，「治世以德」者，乃行民主自由之政，方為施行仁德。而施

「小惠」者，乃為獨裁者，或姑息作姦犯科。因此，今日之「治世以德」、

「不以小惠」，乃是以民主為前提，自由為礎石，法治為後盾，而推行

真正之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 

例 

(3)「如何轉移社會風氣」而言 

① 

A. 謙讓、禪讓之風：如堯之禪讓舜，舜之禪讓禹，形成極佳之社會風

氣。 

B. 南宋朱熹編著四書（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並提倡天下士大夫

必讀之，形成書香社會。清曾國藩成立湘鄉派，提倡多讀書，其云：

「惟讀書可以變化氣質。」 

②：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太過豪侈，故孔子輕視之）。

晉石崇，以奢誇人，竟以此死東市（與人鬥富，最後被殺）。明朝，上

至君王，下迄販夫走卒，皆喜言空名，好名利，最後竟以此不實而亡國。 

  


	教師檢定考試各科題型比例、命題內容參照
	國語文能力測驗
	一、題型比例
	（一）選擇題：70分
	（二）作文：30分—引導式的寫作

	三、命題內容參照
	（一）選擇題
	1. 字形、字音、字義
	2. 詞彙（成語、詞彙、改錯）
	3. 文法與修辭
	4. 應用文
	5. 綜合（一般常識）
	6. 國學常識（國學常識與文化常識）
	7. 閱讀語文意（篇章結構、風格欣賞、內容意旨）

	（二）作文



	教師檢定－申論搶分班【作文】
	作文重點彙整
	一、審題
	（一）因果關係
	（二）並重關係
	（三）對立關係

	二、大綱
	（一）開端
	1. 引證入題法
	(1) 引用古人的話或古書上的記載，來加強本題意旨，使己之立論，得以證明。
	① 舉例言之，如題目為「知恥」，當援用下列例證作為開端：
	A. 孟子云：「恥之於人大矣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B. 子曰：「行己有恥。」
	C. 管子牧民篇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D. 孟子云：「行有不慊於心，餒矣。」
	以上所舉，均適合於開端所引，其中，尤以管子牧民篇最佳；引證斯文之餘，更可直接言明，其中尤以「恥」最為重要。

	② 又如題目為「知禮」，援用例證則是：
	A. 管子牧民篇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B. 禮記云：「禮，禁於未然之前；法，施於已然之後。」
	C. 管子牧民篇云：「倉廩實則知禮節，......禮，不踰節。」
	D. 子曰：「不學禮，無以立。」
	其中，禮記所云者最為重要，亦可分辨出「禮」與「法」之不同。


	(2) 引證入題法，最大的缺點，在於所舉例證，不知為何人何書所言，卻是大忌。如「食色性也」，太多人認為是孔子所說、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它是告子所說的。而要破除此種不確定的認知，你可以直接用「所謂」二字加以代替即可。

	2. 提示重心法：所言題旨重點或中心主題或所提方案，均在開端言明，而後依序解說。題目如「如何轉移社會風氣」，開端以提示重心方式進行如下：
	(1) 提倡正當的休閒活動。
	(2) 培養傳統的節儉美德。
	(3) 實踐履行的革新活動。
	(4) 建立富而好禮的社會。

	3. 解析題意法：簡單說，也就是解釋題目。一般言此為開門見山法，實際上，這種方式當與其他類型並用，如與第一種引證入題可參用之。此種方法，古即有之，如韓愈師說，其前開端即是：
	4. 憑空發議法：引寫一段文字，似乎與本文無關，然卻是本文主旨所在。即是談本文之特色或特點。如蘇軾留侯論即是，開端並不是直接談留侯，而是談忍之功夫：
	5. 詰問法：用一問一答的方式，最後引出主題。如梁啟超之最苦與最樂一文即是。開端云：
	6. 比喻法：以譬喻的方式，作為開端。韓愈雜說中詠馬即是用此譬喻方法。
	7. 陪襯法：舉客觀之旁證，而引出主觀之旨趣。亦即先列一個客題，再轉入主題之中。如為學一文：

	（二）正文－即是布局，亦即本文
	1. 從正面論起，舉出正面例證。
	2. 從反面論起，舉出反面例證。
	3. 以今事論之，或提出方案來。
	(1)「刑與賞」而言
	①
	A. 堯－皋陶，舜。堯與皋陶者，顯示刑之依法而公平、公正。堯與舜者，突顯出賞之依法升遷之必然現象。
	B. 漢文帝－賈誼、廷尉張釋之。漢文帝與賈誼是賞之必須依法而執行，不可貿然給予。漢文帝與廷尉張釋之者，在說明廷尉乃天下之公器，百姓賴之，絕不可偏頗而亂斷案件；雖貴為國君之漢文帝，亦不可左右司法之公平。
	由此可知，堯、漢文帝均因刑賞達其公平、公正、公開之程度，故國家能達到承平，百姓和樂，此正面成功之例證。

	②
	A. 桀紂之時，寵小人，愛嬖妾，刑賞不公。東漢桓、靈帝時，親小人，遠賢臣，釀成黨錮之禍、黃巾之亂，民不聊生，幾至亡國。
	B. 此二例在說明，刑賞之不公，於是造成了大的禍害，可說是反面之最佳例證。

	③
	④
	A. 執政者當持平正之心。
	B. 升遷公開透明化。
	C. 人民守法守禮。


	(2)「治世以德，不以小惠」而言
	① 堯之時，能以仁德待百姓，故能禪讓於舜而天下平。
	A. 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B. 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C. 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戰則請從。
	曹劌認為魯莊公所提A、B理由，皆不成立，蓋A、B者，小惠也。小惠只造成紛爭，而C者，卻能窺出其行仁德之本質，故「治世以德」者，C也；好行小惠者，A、B也。亦因此，魯莊公從C之者，故後能戰勝強大的齊國，其來有自。

	② 桀紂之時，寵小人，愛嬖妾。施行小惠，小惠亦不及百姓，故人民怨聲載道，而終究亡國。東漢桓、靈帝時，亦寵小人，愛嬖妾，施行小惠，造成動盪。諸葛亮出師表云：「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隋煬帝時，圖己之享樂，只一味施其小惠，而不顧百姓之疾苦，終至被誅。
	③ 縱觀今日，「治世以德」者，乃行民主自由之政，方為施行仁德。而施「小惠」者，乃為獨裁者，或姑息作姦犯科。因此，今日之「治世以德」、「不以小惠」，乃是以民主為前提，自由為礎石，法治為後盾，而推行真正之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

	(3)「如何轉移社會風氣」而言
	①
	A. 謙讓、禪讓之風：如堯之禪讓舜，舜之禪讓禹，形成極佳之社會風氣。
	B. 南宋朱熹編著四書（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並提倡天下士大夫必讀之，形成書香社會。清曾國藩成立湘鄉派，提倡多讀書，其云：「惟讀書可以變化氣質。」

	②：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太過豪侈，故孔子輕視之）。晉石崇，以奢誇人，竟以此死東市（與人鬥富，最後被殺）。明朝，上至君王，下迄販夫走卒，皆喜言空名，好名利，最後竟以此不實而亡國。
	③：以今日觀之，奢侈浪費，好強鬥狠，投機取巧，燈紅酒綠，均為不良之社會風氣，如何轉移方能如①之極佳的社會風氣呢？
	A. 提倡正當的休閒活動：諸如爬山、看書、游泳等。
	B. 培養良好的節儉美德。
	C. 學習極佳的謙讓態度。
	D. 建立富而好禮的社會。


	(4)「學問與道德」而言
	① 只要學問而沒有道德：如秦檜狀元及第，卻陷害了忠貞愛國的岳飛。如錢謙益，貴為宰相、文壇盟主，卻投降清人。如原子彈、核子彈的使用，執政者不具有道德心，那麼，人類必受其害。
	② 只有道德而沒有學問：只知一己之利，或陋守成規，雖無害人之心，然不用大腦、亦不過是社會之蠹蟲耳。如南宋理學家中之陸九淵學派，明朝心性之學，只求道德之修養，不談學問之研討，終究只知坐而言，而不知起而行，而至亡國。
	③ 如此而言，當學問與道德必須並重；如其並重，方能達其成效。如何達到並重的地步呢？
	A. 學問之建立，建立起圓融之學問。
	B. 道德之修養，修養經國治世道德。
	C. 道德為內，學問為外，內外並用。




	（三）結尾
	1. 總結法：把全文做一個總整理，是最常見的方式。如治世以德，不以小惠為題，將此內容總整理一番：
	2. 呼應法：重在前後呼應相成。正文之中，舉例頗多，惟開端處，卻無實例，故當舉一實例，以加其勢。如「耕耘與收穫」為題：
	3. 引證法：引一段文字或至理名言作總結。如歐陽修之五代史伶官傳，結尾曰：
	4. 勸諭法：用反問口氣結尾。以「論青年敬業的重要」為題：



	論文常用名言
	※灰底標註部分，為老師課堂影片中講解之內容。
	※灰底標註部分，為老師課堂影片中講解之內容。
	1.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
	2.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荀子。
	3.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子。
	4.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
	5.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
	6.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國父。
	7.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
	8. 微管仲，吾將被髮左衽矣－孔子。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
	10.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日知錄。
	11.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
	12.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書經。
	13.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
	14. 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魏徵。
	15.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
	16.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大學。
	17. 人不可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
	18.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
	19.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韓愈進學解。
	20.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孔子。
	21.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孟子。
	22. 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
	23.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
	24. 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荀子。
	25. 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國父。
	26.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孔子。
	27.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曾子引孔子之語）。
	28.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孟子。
	29. 致知，必在於行；不行，不可以為致知－王陽明。
	30.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
	31.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
	32. 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雖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國父。
	33. 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國父。
	34.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
	35.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36. 憂勞足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歐陽修。
	37. 勤能補拙，儉以養廉－古訓。
	38.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子。
	39. 士志於道，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
	40.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中庸。
	41.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
	42.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國父。
	43.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王陽明。
	44. 學問之道無窮，總以有恆為主－曾國藩。
	45. 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後漢書。
	46. 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國父。
	47.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48.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49.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
	50. 百行業為先，萬惡懶為首－梁啟超。
	51.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孔子。
	52.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莊子。
	53. 滿招損，謙受益－尚書。
	54. 盛年不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宜自勉，歲月不待人－陶淵明。
	55. 瞬刻的時間，價值與黃金無異－愛因斯坦。
	56.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駟，其去如矢，雖有大智大勇，莫可奈何。光陰之遷流，如此其可畏也，人固可暇逸哉－曾國藩。
	57.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董仲舒。
	58. 我們的生命，皆由時間造成，片刻時間的浪費，便是虛擲了一部分的生命－林。
	59.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蘇洵。
	60. 小不忍則亂大謀－孔子。
	61. 節儉是窮人的財富，富人的智慧－莎士比亞。
	62.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耳－司馬光。
	63.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惟賢與德，可以服人－劉備。
	64. 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歐陽修。
	65.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顏之推。
	66. 天下之事，在乎人為，絕不可以一時之波瀾，遂自毀其壯志－羅澤南。
	67. 人之氣質，本難變化；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曾國藩。
	68.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禮記。
	69.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曾國藩。
	70. 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陶侃。
	71.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韓愈原毀。
	72. 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老子。
	73. 受苦的人，沒有悲觀權利－西諺。
	74. 時間就是金錢，就是生命－西諺。
	75.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古語。
	76. 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貞－古語。
	77.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78.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79. 人生的一切痛苦，因有希望而消失－西諺。
	80.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杜秋娘詩。
	81. 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言語乏味－黃庭堅。
	82. 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空閒是墮落，懶惰是罪惡－時諺。
	83. 成功的唯一祕訣，是堅持最後一分鐘－西諺。
	84. 一經打擊就灰心洩氣的人，永遠是失敗者－西諺。
	85. 人是從苦難中滋長起來的，唯有樂觀奮鬥，才能不斷茁壯，反之，則易埋沒，默默終身－西諺。
	86. 如果時間是各物中最寶貴者，那麼荒廢時間，便是最大的浪費－西諺。
	87.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禮記。
	88.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曾子。
	89. 三人行，必有我師－孔子。
	90. 四海之內皆兄弟－古訓。
	91. 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國父。
	92.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古語。
	93. 知識就是力量－西諺。
	94.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大學
	95.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
	96.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
	97. 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禮記。
	98.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
	99.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100. 平日有儲蓄，臨時不用急－俗語。
	101.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和睦－孟子。
	102.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論語。
	103.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
	104.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荀子。
	105.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
	106.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子。
	107. 克己復禮為仁－孔子。
	108. 民主生活是平等的，故人人必須視人如己，以己度人，尊重他人權利－先總統 蔣公。
	109. 民主的精神，就在紀律；而其具體的意義，就是法治－先總統　蔣公。
	110.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
	111. 有健全的國民，才有健全的民族；有健全的民族，才能建設富強的國家－先總統 蔣公。
	112.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成語。
	113. 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國父。
	114.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
	115.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
	116.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
	117.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
	118.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論語。
	119.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
	120.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經。
	121.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
	122.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
	123. 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孟子。
	124.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居仁由義）－孟子。
	125.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
	126. 仁是德性本體，而義則是行仁的方法－名言。
	127.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
	128. 人無禮則不生，國無禮則不寧－荀子。
	129. 父慈、子孝、兄愛、弟悌、夫義、婦德、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禮記。
	130. 巧言令色，鮮矣仁－孔子。
	131.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大學。
	132.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
	133.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中庸。
	134.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中庸。
	135. 自尊而不自大，自謙而不自卑－名言。
	136.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禮記。
	137.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
	138. 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禮記。
	139. 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以互相為原則－國父。
	140.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
	141. 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
	142.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商書。
	143. 不怨天，不尤人－孟子。
	14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145.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孔子。
	146.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孔子。
	147.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
	148.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
	149.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
	150.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
	151. 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中人－俗語。
	152. 小人閒居無不善，無所不至－大學。
	153.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語。
	154.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
	155.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孟子。
	156.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文天祥。
	157. 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道，又要簡捷－曾國藩。
	158. 棄天而佚，是及凶災，一息尚存，永矢弗諼－曾國藩。
	159.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
	160. 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國父。
	161. 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國父。
	162.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俗語。
	163.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大學。
	164. 國家之治亂，繫於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繫於人心之振靡－國父。
	165. 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實耿耿者，不可亟得－曾國藩。
	166.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古語。
	167.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古語。
	168.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孔子。
	169.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年之計在於勤－邵雍。
	170.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俗語。
	171.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孔子。
	172.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子夏。
	173.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子。
	174. 身可辱，家可破，國不可亡－陳之藩。
	175. 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老子。
	176. 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魏徵。
	177.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蘇軾。
	178. 「君子三樂」語出〔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179. 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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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可泣可歌－可感泣可讚頌。
	142. 不卑不亢－不低三下四，也不自尊自大。
	143. 地拆天崩－國破君亡。
	144. 山枯海泣－全國哀悼。
	145. 名正言順－名義正當，話語合理。
	146. 天與人歸－天意想交給他，民心都歸順他。
	147. 撫輯群黎－安撫百姓。
	148. 震古鑠今－盛舉可震動和光耀古今。
	149. 冠帶之族－習於禮教民族。
	150. 和衷國體－全心全意為國家大事而操勞。
	151. 介冑之士－全副武裝的士兵。
	152. 飲泣枕戈－志在復仇，隨時準備作戰。
	153. 鞠躬盡瘁－盡自己力量，報效國家，至死而後止。
	154. 不屈不撓－不因受阻而屈服。
	155. 大義凜然－正大道理，使人敬威。
	156. 擢髮難數－罪多而數不清。
	157. 理直氣壯－理由氣勢，無懈可擊。
	158. 苦心孤詣－用盡苦心硏究，達到精微地步。
	159. 正義凜然－正常道理神聖，不可侵犯。
	160. 擲地有聲－文極感人。
	161. 振聾發聵－警覺頑鈍，喚醒痴迷。
	162. 耽於安樂－過分享樂。
	163. 反覆推陳－詳細推求。
	164. 鞭辟入裡－文字深刻，深入裡層。
	165. 卓識遠見－高超見解。
	166. 中道崩殂－中途死去。
	167. 妄自菲薄－任意看輕自己。
	168. 引喻失義－拿不合理例子來譬喻。
	169. 作姦犯科－為非作歹，觸犯法令科條。
	170. 夙夜憂勤－日夜憂慮勤勞。
	171. 敵愾同仇－對共同敵人，同樣的仇視與憤怒。
	172. 自貽伊戚－自尋煩惱，自招災禍。
	173. 瓦礫灰燼－戰火之下，到處碎瓦片磚塊，火燒過的殘餘木頭和死灰。
	174. 癱瘓瓦解－機構不能發揮功能，形同虛設。
	175. 甚囂麈上－嘈雜紛亂。
	176. 迫害裹脅－以威脅逼迫，使人民附從。
	177. 沆瀣一氣－混合同流而無分別。
	178. 畏葸苟安－畏懼而圖暫時安全。
	179. 悲天憫人－感世事艱危，憂念民生疾苦。
	180. 窮兵黷武－用兵無度。
	181. 孤獨牛馬－人如牛馬，不敢交談。


	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國民小學、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班）╴國語文能力測驗
	第壹部分、選擇題
	（A）1.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表示距離？
	（C）2. 「謙稱」是一種表示謙遜的稱呼，下列哪一個選項「 」中的詞語屬於謙稱？
	（C）3. 王溢嘉〈混沌中的蝴蝶〉提到：「我們所踏出的一步，不管多麼細小，我們的命運、社會的命運，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都有可能因這一步而峰迴路轉，產生迥然不同的結果。」下列哪一個選項的敘述最符合本段意旨？
	（C）4. 詩中景物如果移動速度較快，容易形成輕快的風格，例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的「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詩句同樣因為景物移動快速，形成輕快風格？
	（C）5. 黃明志〈漂向北方〉：「我漂向北方／別問我家鄉／高聳古老的城牆／擋不住憂傷／ 我漂向北方／家人是否無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滿了惆悵」，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詩句所描寫的心境與這首歌詞相似？
	（D）6. 下列選項中，何組用字完全正確？
	（A）7. 某鄉舉辦模範母親表揚活動，鄉公所送給受獎者匾額上的題辭，哪一個選項最適當？
	（D）8. 《論語．里仁》：「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與下列何者的意思相近？
	（B）9. 李翱在讀過〈燕太子丹傳〉之後，對荊軻的為人處事提出以下評議：「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關於他評議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10.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B）11. 依據現行行政院公布《文書處理手冊》，下列哪一個選項的用字完全正確？
	（D）12. 周作人在〈喫菜〉這篇散文裡，認為選擇吃菜者，除宗教因素外，另一種則有道德意味，他引黃庭堅在〈題畫菜〉之句：「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下列哪一個選項最能詮釋周作人所指的道德意味？
	（A）13. 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向」字，與陶淵明〈桃花源記〉：「便扶向路，處處誌之」中的「向」字，意義相近？
	（B）14. 下列各句□□的語詞，依甲乙丙順序填入，何組最適當？ 甲、小紅看書看得入神，不禁□□然露出微笑 乙、小明受了上司一頓數落，□□然轉身就走 丙、老王中年失業，終日□□然在大街上徘徊
	（A）15. 北宋．蘇軾：「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本段文字所呈現的是什麼樣的襟懷？
	（D）16. 今日常用的俗諺或詞語，有些典故出自傳統小說或戲曲，如「劉姥姥進大觀園」即源自《紅樓夢》，下列「　」中詞語出處說明，何者正確？
	（C）17. 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提到：「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此段描寫洞庭湖的文字，何者正確？
	閱讀下文後，回答18-20題。
	因為短短一百年來數度的遷移，追索每一個部落真確的位置已經成為當代族人覓得歷史源頭的一門艱深功課。這源頭或許是廢棄的疊石，或許是所剩無幾的白髮老人， 或許是荒山峻嶺中的一抔黃土。更多的，或許是已遭伐木時期開路闢土而掩埋在深山中、荒野裡的部落了！（改寫自瓦歷斯．諾幹〈迷霧之旅〉）
	（B）18. 一「抔」的讀音和意義何者正確？
	（C）19. 文中提到荒山峻嶺中的一抔黃土，「黃土」的象徵意義為何？
	（D）20. 根據本文，推測這是一趟怎樣的旅程？
	閱讀下文後，回答21-25題。
	我之遇見「窺夢人」，起始就弄不清究竟是真實或幻夢。
	「搭著我的肩膀，閉上眼睛，我帶你到幾個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他說。隨著窺夢人，我侵入了幾個生命的留白，看到了平常眼睛所看不到的景象。後來才知道我們進入了某人的夢境，窺視了連他最親暱的人都無以察知的事。
	每個人心中都有著一口黑箱，即使藏得再隱密，窺夢人仍可以輕易進入你心中， 翻找出那口黑箱。好幾次我請窺夢人教我這個能力，他只是笑笑的重複兩句誰都聽不懂的話：「每個生命都是一口黑箱，而且必須是一口黑箱。」
	這是窺夢人告訴我的故事：「昔者，有『狐疑』之國，王忌其弟謀反而苦無稽焉。某日，一士自西方來，自謂能窺人之夢，以伺心機。王遣之偵察其弟，果得叛變之夢， 因以為據而殺之。復疑其弟魂魄為亂，懼而不能自解，終癲狂而死。」他笑著問我說：
	「夢與非夢，怎麼分辨？」
	「每個生命都是一口黑箱，而且必須是一口黑箱。」這句話我開始也同樣聽不懂，在經歷幾個朋友的生命如黑箱被揭開蓋子而抑鬱終生，甚至窺夢人也在娶了妻子之後，窺探自己妻子的夢境後發瘋，我才如禪修之頓悟。對任何生命而言，「幽暗」都是一種
	「必要」，被曝曬在陽光下而裡外透明的生命，都將在他人炯然的注視中枯萎。（改寫自顏崑陽〈窺夢人〉）
	（B）21. 根據本文，「窺夢人」具有什麼能力？
	（A）22. 窺夢人所說故事中，將該國家的名稱取為「狐疑」之國的用意是什麼？
	（C）23. 根據本文，為什麼會有「生命如黑箱被揭開蓋子而抑鬱終生」的情況發生？
	（A）24. 作者最後說出「對任何生命而言，幽暗都是一種必要」，是為了告訴我們什麼觀念？
	（D）25. 第三段文言文的故事，在文章中產生什麼作用？

	第貳部分、綜合題
	閱讀下文後，回答26-30題。
	爸爸帶全家去吃「滬尾宴」。「滬尾宴」是以滬尾之役為主軸的創意餐飲，每一道菜蘊藏一個戰場上的故事。爸爸說滬尾之役是清法戰爭中，清廷在臺灣唯一一場勝仗。透過吃飯，他要帶大家重回戰場。
	「1884年10月8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進入高峰。上午9時，敵艦砲轟沙崙，準備登陸，福建提督孫開華將軍全力應戰。」
	「滬尾宴」共有11道菜，爸爸點了4道，第一道是開胃菜「法軍來襲番茄塔」，法式麵包上插著火腿肉裝飾成的風帆，並塗滿法國起司和番茄丁。
	「上午10時，法軍搶灘成功，分五個連隊登陸滬尾。」
	第二道是「西仔陸戰隊」，香烤豬肋排被分成五列擺放在盤子上。弟弟大口咬豬排，開心的說：「我打敗陸戰隊啦！」
	「10時30分，法軍遭清兵伏擊。11時，法軍被誘入林中，民軍代表阿火旦聯合軍隊圍攻夾擊法軍。」
	第三道菜「阿火旦口袋肉」，把刈包折成口袋形狀，美味的東坡肉包夾在其中。爸爸說阿火是戲班溫柔美麗的旦角，戰場上殺敵卻不手軟。
	「11時45分，法軍發出請求撤退信號，倉皇爬上接應小艇。下午1時，小艇撤退回艦，清軍成功守住滬尾，結束 4 小時的奮戰。」
	最後一道是甜點「九大人脆酥芋」，來自湖南的孫將軍俗稱九大人，熱愛滬尾土產芋頭。我品嚐著濃濃的芋香，想像孫將軍戰勝的喜悅。
	弟弟說，以前只知道「吃飯皇帝大」，現在才知道替菜命名真的很有趣。
	我望著看過無數次的淡水河夕陽，第一次，覺得河口的夕照不一樣了，彷彿聽見阿火旦握著九大人的手高興的喊著：「贏了！贏了！我們打贏了……」
	（C）26. 開胃菜「法軍來襲番茄塔」中的法式麵包代表什麼？
	（A）27. 第二道菜「西仔陸戰隊」中的「西仔」所指為何？
	（C）28. 作者將「滬尾之役」和「滬尾宴」兩者結合，主要用意為何？
	（D）29. 自「最後一道甜點」至文末，作者想表達什麼樣的內心感受？
	（B）30. 作者用「　　」中的斜體字，呈現戰爭當時的狀況，這種寫作形式可以達到什麼樣的閱讀效果？
	閱讀下文後，回答31-35題。
	有人主張文字的演進，是由圖畫演進為表意，再演進為表音。這是「起於圖畫、終於音聲」的一種見解，這解釋了某些拼音文字的演進歷程。不過，這樣的文字就只剩下「音」，以及因「音」而偶發的一些聯想了。如此的發展到了極致，變成了純粹理性的編碼系統，文化積澱的痕跡便消失了，也就喪失了文明創造中最可貴的精華──人文性。中國文字不一樣，數千年來還在不斷的增長、生發。這種「增長的人文性」，源於中國文字的最大特點，那就是「方塊化」。
	中國文字是方塊文字，與其他圖畫文字，如古埃及文字，從一開始就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古埃及文字是「成幅」表現的（如圖一），共組成一圖的各個部件，沒有明確的獨立地位，只是零件。這些零件， 最終成為「詞」的很少，多半成了無意義的音符。而中國文字的「方塊」則是將原始圖畫中的部件抽象化並獨立出來，一個方塊字就是一個表述的基本單位，成了一個個獨立自主的「詞」。將「圖畫」從「具象」到「抽象」，從「形象思維」
	到「概念思維」，這是一種文明程度的提升、人文性的展現。
	所以，有多少中國字，就有多少最基本的概念。中國字的傳承，經過幾千年的孳乳派生，產生了概念和語義、語用上的種種變化。一個字，就有著一部自己的演變史。（改寫自許進雄《字字有來頭：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人生歷程與信仰篇》，中央研究院院士何大安推薦序）
	（C）31. 根據本文，相較於表音文字，中國方塊文字優點為何？
	（D）32.根據本文，下列哪組字的演變符合第二段中國文字的演變方式？
	（A）33. 本文的主旨為何？
	（D）34. 文章中引用古埃及文字的說明，目的為何？
	（D）35. 圖一在全文中具有什麼功能？

	第參部分、寫作
	題目：如何正確判讀「懶人包」
	提示：因應資訊量爆炸的時代，臺灣社會中各種「懶人包」應運而生。「懶人包」意指將各種龐大的資料統整成簡單易讀的形式，成為讓閱讀者能輕鬆理解的訊息，常以圖文多媒體等方式呈現。「懶人包」可以將龐大資訊簡化成淺顯的內容，達成快速閱讀的目的，而人們也習慣依賴這樣的方式接收資訊。但也可能因為彙整者主觀意識的篩選或錯誤理解，甚至刻意扭曲，以致影響資訊完整度、深刻度與真實度。
	「懶人包」和文章摘要的閱讀，都有其重要的價值。閱讀過程中有其必要性， 也有其不足之處。究竟閱讀「懶人包」的利弊為何？試以如何正確判讀「懶人包」為題，作白話語體文一篇。


	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幼兒園－國語文能力測驗
	第壹部分、選擇題
	（B）1.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意義相同？
	（C）2. 「謙稱」是一種表示謙遜的稱呼，下列哪一個選項「　」中的詞語屬於謙稱？
	（C）3. 王溢嘉〈混沌中的蝴蝶〉提到：「我們所踏出的一步，不管多麼細小，我們的命運、社會的命運，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都有可能因這一步而峰迴路轉，產生迥然不同的結果。」下列哪一個選項的敘述最符合本段意旨？
	（C）4. 詩中景物如果移動速度較快，容易形成輕快的風格，例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的「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詩句同樣因為景物移動快速，形成輕快風格？
	（C）5. 黃明志〈漂向北方〉：「我漂向北方／別問我家鄉／高聳古老的城牆／擋不住憂傷／ 我漂向北方／家人是否無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滿了惆悵」，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詩句所描寫的心境與這首歌詞相似？
	（A）6. 「年□古稀、瑕不掩□、生死不□」，□內依序應填入哪些字？
	（A）7. 某鄉舉辦模範母親表揚活動，鄉公所送給受獎者匾額上的題辭，哪一個選項最適當？
	（B）8.以下四種年紀由小到大排序，何者正確？ 甲、弱冠  乙、耳順 丙、不惑  丁、而立
	（B）9. 李翱在讀過〈燕太子丹傳〉之後，對荊軻的為人處事提出以下評議：「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關於他評議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10.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B）11. 依據現行行政院公布《文書處理手冊》，下列哪一個選項的用字完全正確？
	（D）12. 周作人在〈喫菜〉這篇散文裡，認為選擇吃菜者，除宗教因素外，另一種則有道德意味，他引黃庭堅在〈題畫菜〉之句：「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下列哪一個選項最能詮釋周作人所指的道德意味？
	（D）13. 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向」字，與陶淵明〈桃花源記〉：「便扶向路，處處誌之」中的「向」字，都有昔日、從前的意思？
	（B）14. 下列各句□□的語詞，依甲乙丙順序填入，何組最適當？ 甲、小紅看書看得入神，不禁□□然露出微笑 乙、小明受了上司一頓數落，□□然轉身就走 丙、老王中年失業，終日□□然在大街上徘徊
	（A）15. 北宋．蘇軾：「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本段文字所呈現的是什麼樣的襟懷？
	（D）16. 今日常用的俗諺或詞語，有些典故出自傳統小說或戲曲，如「劉姥姥進大觀園」即源自《紅樓夢》，下列「　」中詞語出處說明，何者正確？
	（C）17. 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提到：「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此段描寫洞庭湖的文字，何者正確？
	閱讀下文後，回答18-20題。
	因為短短一百年來數度的遷移，追索每一個部落真確的位置已經成為當代族人覓得歷史源頭的一門艱深功課。這源頭或許是廢棄的疊石，或許是所剩無幾的白髮老人， 或許是荒山峻嶺中的一抔黃土。更多的，或許是已遭伐木時期開路闢土而掩埋在深山中、荒野裡的部落了！（改寫自瓦歷斯．諾幹〈迷霧之旅〉）
	（B）18. 一「抔」的讀音和意義何者正確？
	（C）19. 文中提到荒山峻嶺中的一抔黃土，「黃土」的象徵意義為何？
	（D）20. 根據本文，推測這是一趟怎樣的旅程？
	閱讀下文後，回答21-25題。
	「家」字上面是保護的屋頂，下面是豬。我去黃山遊覽，看見安徽的農舍高大漂亮， 心想安徽人懂得享受。後來聽說屋子裡面有兩層，上層給人住，下層給豬住。我才明白古人造字實在有道理，「家」保護著裡面的人畜。現代家庭不養牲口，家中的大人小孩， 倒也像另類豬兒一樣住在其中了。
	以前一直以為待在家裡的豬都是懶豬。當豬兒離家時，才發現問題來了。豬兒離家的時機前後有兩波︰第一波是小豬離家時，父母得面對所謂的空巢期，這不打緊。第二波是老豬離家，多發生在家中主人退休的時候，退休日子過得不好，未必是經濟問題。老夫老妻在家大眼瞪小眼，萬一其中一人發號司令慣了，兩老就不能不吵，吵急了， 甚至離家。學者研究指出，日本人離婚高峰期就是男人退休時，且多由女方提出離婚， 因為她不願再忍受退休回家，簡直一無是處的老爺。
	老豬離家，如果留下的是「女」人，這就「安」了，家中只有一個女人還是可以平靜安心的過日子。如果留下的是脾氣倔強如「牛」的男人，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坐困愁城，家不就成「牢」籠了嗎？
	家會一直保護著裡面的人，可是當家裡的人離開了，家也會黯然神傷。搬至新家後我重回舊的房舍，就有這種感覺。幾天不見，舊家突然蒼老了，所有的缺點都變得更明顯，他也無心掩飾。沒有人住的家顯得悲傷且死沉，被舊家的悲傷感染，不忍離棄他，我必再訪。究竟是我需要家，還是家需要我？人和家就是這樣的辯證關係。（改寫自張系國〈豬兒離家時〉）
	（D）21. 「家」由「宀」＋「豕」組成。根據文意推測，「宀」的本意應指何者？
	（A）22. 本文第二段老豬離家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何者？
	（B）23.作者透過「家」，主要表達的想法是什麼？
	（D）24. 甲骨文中「牢」字上邊的蓋子，並不是本文說的「宀」，而是「冖」，指飼養牲畜的圈欄。本文作者以望文生義的手法重新詮釋「牢」的意思，可能會有怎樣的效果？
	（C）25. 作者在最後一段用「蒼老」來形容舊家，這樣的寫作手法可達到什麼效果？

	第貳部分、綜合題
	（A.D）26. 本文屬於下列哪一種類型的應用文？
	（B）27. 根據本文，以下何者最有可能是這場活動的主要展品？
	（C）28. 作者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為何？
	（D）29. 為什麼活動海報上要特別設置：小狗、馬、鳥類以及花卉？
	（B）30. 郎世寧移居華夏後，融入在地社會，並貢獻其所長，為社會注入新文化。文末的「現代郎世寧」角色最接近目前臺灣社會中的哪一個群體？
	閱讀下文後，回答31-35題。
	爸爸帶全家去吃「滬尾宴」。「滬尾宴」是以滬尾之役為主軸的創意餐飲，每一道菜蘊藏一個戰場上的故事。爸爸說滬尾之役是清法戰爭中，清廷在臺灣唯一一場勝仗。透過吃飯，他要帶大家重回戰場。
	「1884年10月8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進入高峰。上午9時，敵艦砲轟沙崙，準備登陸，福建提督孫開華將軍全力應戰。」
	「滬尾宴」共有11道菜，爸爸點了4道，第一道是開胃菜「法軍來襲番茄塔」， 法式麵包上插著火腿肉裝飾成的風帆，並塗滿法國起司和番茄丁。
	「上午10時，法軍搶灘成功，分五個連隊登陸滬尾。」
	第二道是「西仔陸戰隊」，香烤豬肋排被分成五列擺放在盤子上。弟弟大口咬豬排， 開心的說：「我打敗陸戰隊啦！」
	「10時30分，法軍遭清兵伏擊。11時，法軍被誘入林中，民軍代表阿火旦聯合軍隊圍攻夾擊法軍。」
	第三道菜「阿火旦口袋肉」，把刈包折成口袋形狀，美味的東坡肉包夾在其中。爸爸說阿火是戲班溫柔美麗的旦角，戰場上殺敵卻不手軟。
	「11時45分，法軍發出請求撤退信號，倉皇爬上接應小艇。下午1時，小艇撤退回艦，清軍成功守住滬尾，結束4小時的奮戰。」
	最後一道是甜點「九大人脆酥芋」，來自湖南的孫將軍俗稱九大人，熱愛滬尾土產芋頭。我品嚐著濃濃的芋香，想像孫將軍戰勝的喜悅。
	弟弟說，以前只知道「吃飯皇帝大」，現在才知道替菜命名真的很有趣。
	我望著看過無數次的淡水河夕陽，第一次，覺得河口的夕照不一樣了，彷彿聽見阿火旦握著九大人的手高興的喊著：「贏了！贏了！我們打贏了……」
	（C）31. 開胃菜「法軍來襲番茄塔」中的法式麵包代表什麼？
	（A）32. 第二道菜「西仔陸戰隊」中的「西仔」所指為何？
	（C）33. 作者將「滬尾之役」和「滬尾宴」兩者結合，主要用意為何？
	（D）34. 自「最後一道甜點」至文末，作者想表達什麼樣的內心感受？
	（B）35. 作者用「　」中的斜體字，呈現戰爭當時的狀況，這種寫作形式可以達到什麼樣的閱讀效果？

	第參部分、寫作
	題目：如何正確判讀「懶人包」
	提示：因應資訊量爆炸的時代，臺灣社會中各種「懶人包」應運而生。「懶人包」意指將各種龐大的資料統整成簡單易讀的形式，成為讓閱讀者能輕鬆理解的訊息，常以圖文多媒體等方式呈現。「懶人包」可以將龐大資訊簡化成淺顯的內容，達成快速閱讀的目的，而人們也習慣依賴這樣的方式接收資訊。但也可能因為彙整者主觀意識的篩選或錯誤理解，甚至刻意扭曲，以致影響資訊完整度、深刻度與真實度。
	「懶人包」和文章摘要的閱讀，都有其重要的價值。閱讀過程中有其必要性，也有其不足之處。究竟閱讀「懶人包」的利弊為何？試以如何正確判讀「懶人包」為題，作白話語體文一篇。


	閱讀下文後，回答26-30題。
	大家好，我是來自義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Giuseppe Castiglione，中文名字叫做「郎世寧」。我5歲開始習畫，27歲時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天主教，我便踏上了海外之旅，前往中國傳教，在清代擔任三朝的宮廷畫家。因為曾經受過西方繪畫訓練，又向皇宮裡其他畫師習得東方繪畫技巧，所以作品裡同時具有東、西方的繪畫特色。
	在中國一住就是51年，從此沒再回過義大利。我用畫筆記錄清初盛世的宮廷生活， 獨特的中西合璧畫風，影響了當時與後代畫家。我在華夏土地上居住生根，融入在地文化，同時也發揮自身影響力，將西方繪畫技巧傳授給中國宮廷畫家。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我的作品，特別規劃了以小朋友為目標觀眾的系列巡迴展。這次巡迴到位於嘉義太保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希望透過兒童劇、複製畫作、多媒體影片、數位互動裝置及實體遊戲教具的結合，讓大家能更親近藝術。同時，也期待以我的生命經驗連結現代生活，創造新的文化生命力。請大家一起尋找你身邊，結合不同文化元素創作與貢獻社會人群的「現代郎世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