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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成語，沒有錯別字的是： 
不脛而走／目不暇給／分道揚鑣 大放厥詞／老驥伏壢／青雲直上 
大塊朵頤／杯盤狼藉／臥薪嘗膽 暮鼓晨鐘／瑕不掩瑜／功虧一潰 

2 下列選項，沒有錯別字的是： 
時過境牽 抑人鼻息 蕩然無存 因時治宜 

3 下列選項句子中的「見」字，何者表示「被動」之意？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4 下列選項中的詞語，那一組意思最為相近？ 
戕害／魚肉／懲治 落暉／殘照／斜陽 緜惙／病篤／失恃 尺素／書函／尺寸 

5 下列引號內詞語用法何者正確？ 
政論節目討論公共議題，經常「臧否」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 
感謝您的款待，改日由我作東，邀請您到「府上」餐敘 
球員雖盡了全力，無奈對手太強，徒留令人「齒冷」的結局 
賣家應秉持誠信，行銷時童叟無欺，話不「投機」方能取信於人 

6 身為公僕應奉公守法，「不忮不求」。「不忮不求」意指？ 
不嫉妒，不貪求 不貪心，不奢求 不羨慕，不強求 不發怒，不苛求 

7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他出身貧寒，卻始終自我惕勵，真是「履險如夷」的人 
跨年晚會，人潮湧動，氣氛熱烈，真令人感到「摩頂放踵」 
大家「眾口鑠金」地關心時事，一個個儼然都成了政論家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有與世浮沉、「心為形役」之歎 

8 「由於忍受不了□□□□的日子，他結束逃亡，主動向警方投案」。衡諸前後文意，□□□□裡最適合填入

的成語是： 
臥薪嘗膽 鐘鼎山林 米珠薪桂 風聲鶴唳 

9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為搶購最新手機，人龍從早到晚「不絕如縷」 
他待人寬厚、「古道熱腸」，殊為難得 
臺北房價居高不下，市民要想「求田問舍」，難如登天 
時序入冬，寒流來襲，行人都掩口疾走，「噤若寒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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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看著我費了一個月所畫的油畫，雖然不成熟，但也樸拙可愛。我越看越是滿意喜歡，若有人要以千金購買

我這幅畫，我也不賣！」上文最適合用下列那一成語來說明？ 
抱殘守缺 愛惜羽毛 膠柱鼓瑟 敝帚自珍 

11 依據「法律統一用字表」，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名詞用「僱」，動詞用「雇」 名詞用「畫」，動詞用「劃」 
名詞用「記錄」，動詞用「紀錄」 對法院用「申請」，對行政機關用「聲請」 

12 若交通部發文給考選部，應用何種期望及目的語？ 
請鑒核 希備查 請查照 請照辦 

13 下列公文表達期望及目的用語，何者不宜用於上行文？ 
請惠允見復 請核示 請核備 請鑒核 

14 總統對立法院行文時，使用的公文類別是： 
函 咨 呈 令 

15 某動物保護協會行文給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詢問本年度流浪動物絕育補助計畫，應用何種公文？ 
令 函 呈 咨 

16 「函」的結構分為主旨、說明與辦法三段。其中「辦法」可依內容改為何種名稱？ 
依據 建議 經過 正本 

17 任職縣政府的陳大可回覆王議員來函詢問公事的電子郵件，下列提稱語何者正確？ 
王議員「鈞鑒」 王議員「禮鑒」 王議員「青覽」 王議員「收覽」 

18 下列選項中，用於「祝壽」的題辭當為： 
一朝千古 弄璋之喜 星輝南極 宜室宜家 

19 下列文句中的稱謂用法，何者最正確？ 
這對「賢昆玉」相敬如賓，恩愛有加 
我們「賢喬梓」一定會好好回報您的大恩大德 
「先嚴」常勉勵我們，做人要品性端正、志節高尚 
「貴弟」學成歸國後，應該也會到您自家公司任職吧 

20 小明張貼完上聯「一簾煙雨詩中畫」後，卻不知下聯。請在下列選項，幫他找出最適合的下聯： 
半榻琴書醉裡仙 萬仞江山付扁舟 千秋偉業笑談中 百年好合喜並蒂 

21 某甲欲寫信給同學，信中適合使用的「提稱語」是： 
硯右 膝下 青覽 函丈 

22 下列選項何者不適合作為祝賀婚禮之辭？ 
琴瑟友之 雀屏中選 鳳凰于飛 宜室宜家 

23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是「人要衣裝就好像佛要金裝」的意思。下列何者用法相同？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官大有險，樹大招風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4 「一日的時光其實是一段完美具足的生命，每一剎那都自有其美麗。然而，強燈奪走了暮色，那沉潛安靜的

時分，那鳥歸巢獸返穴的莊嚴行列，在今天這個時代，全都遭人註銷，化為明燦的森嚴的厲光。」下列選項

何者較接近本段文意？ 
人們應像鳥獸一般，遵循大自然的節奏與規律 黃昏是種美學，是一日之間最完美圓滿的總結 
傍晚時分那份沉潛安靜的特質，已遭強燈註銷 現代人應回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型態 

25 陸游詩：「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下列最接近詩中旨意

的選項是： 
知識浩瀚無邊 活到老學到老 為學重在實踐 思考學習並重 

26 劉長卿〈彈琴〉：「泠泠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此詩所表達的意思，與下列何

者最接近？ 
貴古賤今 鐘鼎山林 一廂情願 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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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梁啟超〈學問的趣味〉：「學問的趣味，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句話我不能回答。凡趣味總要自己領略，自己

未曾領略得到時，旁人沒法子告訴你。」此段文意主要表達： 
好讀書，不求甚解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為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28 下列詩詞何者最能展現作者內心的平和寧靜？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29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下列何者與本文的主張相符合？ 
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30 下列選項中，與中國傳統節慶有關的描述何者正確？ 
中秋節：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清明節：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端午節：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七夕：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31 宗教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百姓的欲望，而是為了讓人明白欲望的限制，進而解除欲望對人的桎梏。欲望

是無底洞，我們既不能否定它，便只好轉化它，使它成為提升心靈的動力。關於本文意涵，下列選項何者正

確？ 
欲望代表貪婪妄求，應以宗教剷除之 宗教以有求必應作為訴求，解民倒懸 
以宗教修為否定欲望，便能提升心靈 欲望是無底洞，正是欲望對人的桎梏 

32 「青史上你留下一片潔白，朝朝暮暮你行吟在楚澤。江魚吞食了二千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但丁

荷馬和魏吉的史詩，怎撼動你那悲壯的   ？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你一直活到千秋萬世！」按本詩內容

推敲，「   」最適宜填入： 
楚辭 春秋 短歌行 赤壁賦 

33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

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下列選項何者與此詩旨意相近？ 
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34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謂世再無知音，乃破琴絕絃，終身不復

鼓琴。下列成語何者不是出自這篇文章？ 
高山流水 伯牙絕絃 知音難遇 泰山北斗 

35 承上題，下列人物交往組合，符合此篇文旨的是： 
周瑜／諸葛亮 管仲／鮑叔牙 曹操／楊修 管寧／華歆 

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

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岌岌可危」常用來形容情勢十分危險，下列成語涵意相近的是： 
穩若泰山 危如累卵 安若磐石 千鈞一髮 臨危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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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引號中的詞語，何者使用適當？ 
我們要「躬逢其境」，站在對方立場思考 
總經理「殫精竭慮」為公司擘劃營運藍圖 
父母對於子女的恩情，真是「昊天罔極」 
警察見義勇為的精神，值得「上行下效」 
「撙節公帑」是公務員應養成的良好習慣 

38 「現代網路充斥著大量的訊息，而一般人往往盲從，聽到什麼或看到什麼，就信以為真，不去求證事實的真

相，造成很多似是而非的輿論。」與上文意思相近的選項是： 
曾參殺人 眾口鑠金 瓜田李下 三人成虎 桃李成蹊 

39 下列成語可用於形容「政務繁忙，工作辛苦」的是： 
循名責實 日理萬機 面授機宜 奉公守法 宵衣旰食 

40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這場決賽，由於挑戰者實力超強，迫使衛冕隊「鎩羽而歸」 
我們合唱團此次公演非常成功，而我僅是「濫竽充數」罷了 
失智卻未失能的長者應納入長照範圍，否則恐成「漏網之魚」 
他們兩家雖多年比鄰而居，但常發生糾紛，真是「禍起蕭牆」 
因為投資失利，他積欠大筆借款無力償還，只得「鋌而走險」 

41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做人定要光明正大，不能以「鬼蜮伎倆」去害人 
這篇小說真是「裝神弄鬼」，難怪奪下文學首獎 
那幫人真正叫做「牛鬼蛇神」，我可是領教過的 
困難之事竟「鬼使神差」順利解決了，真得謝天 
兒女「各懷鬼胎」，想讓媽媽過個難忘的母親節 

42 題辭在社交場合應用很廣，若為慶賀師長榮獲師鐸獎，可以使用： 
功著杏林 作育菁莪 志存開濟 洙泗高風 敷教明倫 

43 周敦頤〈愛蓮說〉：「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

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陶」指陶潛  眾人皆醉我獨醒 
文意流露悲痛之心  恰當地追求富貴是合宜的 
表現作者對高尚品格之追求 

44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

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下列敘述，符合上文

意思的是： 
曹操因形陋而自慚  曹操生性畏怯多疑 
曹操持刀英氣難掩  匈奴使者頗具慧眼 
匈奴使者招降納叛 

45 「聖賢之學，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

言學非辯問，無以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請

根據文意，選出正確的選項： 
聖賢之學，可以做為求取溫飽的工具 
期望聖賢之學有成，必須日積月累地學習 
學習過程若不向人求教，就不能啟發智慧 
學者所至罕發一言，是因為不屑教誨也是一種教誨 
文中有關問辯的主張與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的精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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