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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詞語含有「勢孤力薄」意義的是： 
眾口鑠金 眾志成城 眾叛親離 眾望所歸 

2 下列成語使用不當的是： 
世間「芸芸眾生」，難免多為生計奔走勞累  
執行公司決策，他總是「劍及履及」，積極負責 
奧運游泳比賽，美國名將飛魚菲爾普斯「所向披靡」，屢創佳績  
為了這次上臺表演的服裝，眾人在店內「蜚短流長」，仔細丈量尺寸 

3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恰當？ 
為參加公務人員初等考試，他充分掌握時間勤學苦讀，①「俾晝作夜」。午餐時間即使②「中饋猶虛」，
也克勤克儉，只以麵包果腹；每每挑燈夜讀至半夜三更才③「宵衣旰食」，唯盼在④「人浮於事」的激
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爭取一席公職。 
① ② ③ ④ 

4 「阿難！一跳是你的一生！你的一生何其草草？你的壽命何其短促？我與你的父子的情緣何其淺薄
呢？」依據上文，作者當時正經歷的人生處境是： 
風木之悲 寒泉之思 七年之癢 喪明之痛 

5 下列關於成語的用法，何者正確？ 
「瓜田李下」和「牛衣對泣」均用來形容田園風光  
「腦滿腸肥」和「肝腦塗地」均用來形容人庸俗平凡  
「戶限為穿」和「車水馬龍」均用來形容來訪人數眾多  
「老嫗能解」和「老謀深算」均用來形容人精明老練，計慮深遠 

6 我們從民宿走出去，抬頭就看到近在眼前巨大壯觀遼闊的中央山脈，峰巒起伏綿延，光影瞬息萬變。每
個人 初看到也都是「哇」「哇」叫著，平常□□□□的作家，到了大山水面前，好像找不到什麼詞彙
形容，「哇」「哇」也就是歡喜和讚嘆吧。 
上文空格處， 不適合填入的詞語是： 
字斟句酌 咬文嚼字 深文周納 摛章繪句 

7 若顏回寫信給孔子，身為學生的他，使用的提稱語當為： 
壇席 麾下 硯右 足下 

8 友人實現「背山面水」的購屋夢想，下列贈聯 符合的是： 
戶倚丹山龍起舞，門臨碧水鳳飛鳴 日麗遠山含淑氣，晴烘芳樹藹春暉  
雪裡梅花紅爛漫，霜間竹葉碧玲瓏 風清流水當門轉，春暖飛花隔岸來 

9 請帖內文有「敬備桃觴」的用語，這份請帖的目的為何？ 
嫁女 滿月 祝壽 娶媳 

10 「西子能令轉嫁吳，會稽知爾啄姑蘇。跡高塵外功成處，一葉翩翩在五湖。」本詩描寫的歷史人物是： 
夫差 句踐 范蠡 伍子胥 

11 致贈新開幕醫院的題辭，正確的是： 
杏林春暖 杏花春雨 杏壇之光 杏雨梨雲 

12 某某文化中心擬於農曆七月舉辦以神鬼妖怪為主題的文學特展，下列那一部作品 不適合選入？ 
《封神榜》 《西遊記》 《三國演義》 《聊齋志異》 

13 國家圖書館擬舉辦以田園為主題的作品展覽，下列那一位作家不適合列入？ 
王維 張若虛 孟浩然 陶淵明 

14 「藝花可以邀蝶，纍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月，種蕉可以邀雨，植柳
可以邀蟬。」此段敘述，旨在表達古代文人那種生活情態？ 
淡泊名利，與世無爭 友朋滿座，品賞吟詠 雅趣怡情，樂活分享 閒適安逸，放蕩不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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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泰雅族傳統的紋面也是遵循祖先規範的俗行，完成紋面者方可論婚嫁，未曾紋面或僅有額紋者，很難
找到理想的配偶，死後也不能進入靈界。青年男女若有不道德的行為，在紋面時必受到祖靈之懲戒，常
導致紋面後傷口發炎難以癒合，或是刺青的花紋模糊、顏色黯淡不清。」從內容與行文風格判斷，這段
文字主旨在： 
讚美泰雅族紋面的深意 解說泰雅族紋面的習俗 感嘆泰雅族紋面的失傳 批判泰雅族紋面的迷信 

16 「從人類演化的觀點來看，隨著音樂拍子準確動作的能力，有助於提高某些集體勞動的效率，例如：舂
小米、划船、伐木……等，節奏鮮明的吆喝聲便有此效果。時至今日，仍有許多勞動歌曲是在集體工作
的場合中演唱，這些歌曲除了具有統一眾人動作的功能之外，也能凝聚大家的情感。」根據本文的觀點，
集體工作時演唱歌曲，其功能不包含在內的是： 
統一動作 提高效率 紓解壓力 凝聚情感 

17 朝開暮謝的藍星花，絲毫沒有令人感傷的意味，因為明天又有新的花綻放，只要你懂得把握。「把握當
下」的確是人生很重要的課題。人生數十載，如白駒過隙，驀然回首，早已走過千山萬水，歷經無數滄
桑。卻顧所來徑，感歎光陰荏苒，自己一事無成。而日日步履匆匆，難得駐足看看今天的風景，總以為
明天還看得到，總有那麼一次，明天就看不到了，空留遺憾。作者認為應對時光流逝 佳的方式是： 
及時行樂  珍惜寸陰  全力以赴  勇往直前  

18 「畫家尋找牆壁，作家尋找書架，服裝師尋找模特兒，設計師尋找玻璃櫥窗，演員尋找舞臺……展示，
展示，展示……一切尋找，均為了展示，展示自己的作品，透過展示，希望人們看見，進而看重自己的
作品，看見自己的才華。不論有才華、無才華的人，誰都想展示自己。」 
依上文，作者認為「誰都想展示自己」是因為： 
孤芳自賞 廣告行銷 渴望知音 隨緣自得 

19 英諺說：「意志堅強者，可如瀑布的衝激，自闢其水道。」一個人的意志力，即是一己所恃以生存
的能力，品性的剛勇，全賴旺盛的意志。意志猶如品性的靈魂，有之則堅強不屈，無之則萎靡孱弱；
有之則卓然自立，無之則銷沉膽怯。凡是意志過人勇猛不懈者，不獨能自闢蹊徑，且能導引他人。 
上文旨在強調： 
大勇若怯，大智如愚 堅毅不撓，金石為開 剛柔並濟，以柔克剛 丈夫之志，能屈能伸 

20 「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上文旨在強調： 
清高的品德，是飛黃騰達的捷徑 完美的人格，是平步青雲的契機  
成熟的人格，是功成名就的基石 美好的品德，是一切事業的根本 

21 西湖某古人墓前有副對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請問 可能是指那一位人物？ 
屈原 岳飛 文天祥 史可法 

22 下列詩文直接描述天候變化的是： 
一年好景君須記， 是橙黃橘綠時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23 梁．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從詩中可以推知陶弘景可能是一位： 
商賈 隱士 俠客 漁夫 

24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 接近文意的是： 
人民不行竊應該受到獎賞 竊盜行為一定要加以嚴懲  
居官不貪百姓就不會行竊 在上位者應當賞罰分明 

25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史記．項羽本紀》） 
下列選項 適合描述項籍學習情況的是： 
不自量力 虎頭蛇尾 萬夫莫敵 劍拔弩張 

26 《墨子．親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
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上文章旨，教導士人的是： 
應積極進取 應知所進退 不宜鋒芒太露 不宜譁眾取寵 

27 《墨子》：「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下列選項「尚」字的意思，與此相同的是：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  
臣以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 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所好 

28 「相訪多衝雨，由來德有鄰。卷簾繁暑退，濕樹一蟬新。道在誰為主？吾衰自有因。秖應江海上，還作
狎鷗人。」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春日雨中訪友 夏日冒雨訪友 初秋雨後訪友 秋日訪友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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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負隅頑抗」的「負」字，義同下列那一選項中的「負」字？ 
久負盛名 負荊請罪 忍辱負重 自負不凡 

30 蘇軾在〈超然臺記〉說：「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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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選項，何者 貼近上文意旨？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31 「（楊震）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密愧而出。」（《後漢書．楊震列傳》） 適合形容楊震作為的選項是： 
不通世故 不欺暗室 內心有愧 愚昧無知 

32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

死。」下列敘述何者 切近上文意旨？ 
游移不定，遲疑不決 固執己見，不明事理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諱疾忌醫，掩飾問題 

33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貨金百鎰，獻給母親。母親說：「子為相三年，祿未嘗多若此也，安所得此？」他

只好承認是得之於下。母親告誡他說：「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

家……。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田母語意與下列選項 相近的是： 
放於利而行，多怨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百善孝為先。夫孝，德之本也 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 

34 曹操〈步出夏門行〉：「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展現作者何種心情？ 
生命禍福難測，英雄往往懷才不遇   
人自詡為萬物之靈，但窮盡一生之力，亦難完成壯志   
英雄豪傑往往遭受天妒人嫉，無機可圖，終如神龜騰蛇   
明知生命有限，欲憑藉個人力量，奮發圖強，以期有所作為  

35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漢《樂府詩》）本文所欲表達的情感是： 
自慚形穢 矢志不渝 琴瑟和鳴 徒呼負負 

36 下列選項，何者表達久別返鄉的心境？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曉髮梳臨水，寒塘坐見秋。鄉心正無限，一雁度南樓  
嶺外音書絕，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秋 

37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

無時，惟適之安。」（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根據上文，作者嚮往的是： 
逍遙自在的愜意與告老還鄉的規劃 躬耕自給的自在與有容乃大的胸襟  
清閒自適的生活與清高自潔的志向 淡泊自得的環境與高尚不苟的操守 

38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

私擬作群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為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

噴以煙，使其沖煙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為之怡然稱快。」本文描寫作者的心境是： 
談言微中 談笑風生 怡然自得 夢中說夢 

39 范仲淹〈江上漁者〉：「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裡。」本詩與下列何者旨趣

為相近？ 
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歷盡風波知險阻，平生錯羨捕魚郎 桃花認得捕魚船，醉著歸來月滿川 

40 「在他鄉買的，情人或朋友送的，出現在自己衣櫃內的別人的衣裳，承載了人生的重要章節和意義，

濃縮簡化成平方而柔軟的布衫。通常這樣的衣物已不再是衣物而已了，通常這樣的衣物都穩妥地

疊在伸手不及的衣櫃深處，像經過的魚掉落深海的鱗片，拍翅遠離的雁群飄散一地的羽，像復活者

遺忘在空洞墓穴一角的裹布。」文中衣物所暗示的意義是： 
失落的夢想 生命的記憶 難捨的珍藏 荒誕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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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那年正月裡，我穿著繼母趕做的那雙新鞋，在村子裡走遍親戚長輩們的家拜年，不管在什麼場合，
我都逢人便提起腳來，叫他們欣賞我的新鞋。這雙布鞋穿著雖然嫌緊了一點，但我仍樂意穿它。後
來離開家鄉到上海讀大學，雖不再穿，卻一直帶在身邊，收在衣箱裡，其間經過八年烽火遍地的亂
離，以及大陸變色後的逃亡歲月，我對這雙布鞋的情感卻一直存在，而且隨著時日愈來愈濃，也愈
覺溫暖。 近，從家信中知道繼母在三十八年冬天，被村裡的土共強迫掃地出門，她以將近七十的
高齡，仍免不了四處流落乞討的悲慘命運。我用微顫的手撫著這雙布鞋，心頭的悲傷像浪潮般湧起。
翹首蒼天，但願繼母的英靈，能夠永遠在九泉之下安息。」根據上文內容， 符合文意的是： 
作者與繼母感情不睦，眾人皆知 作者逢人便出示繼母做的新鞋不合腳  
繼母在逃難過程中喪命，令作者哀痛逾恆 布鞋穿越時空，牽繫著作者與繼母的情感 

42 承上題。本文托物寓情的書寫手法，與下列何者相近？ 
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別離在今晨，見爾當何秋？居閒始自遣，臨感忽難收  
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 

43 「我每年清明前一定上山給母親掃墓，至今整整二十年了，年年上山下山，越來越感覺山像媽媽、
媽媽像山。市區近郊的山自然只是小山，春來時像幅錦繡屏風似的悠悠展開無限旖旎而細緻的風景，
春風燕子、春雨杏花，媽媽的音容在春風裡，媽媽的笑貌在春雨中。吹面不寒，沾衣欲濕，天外綠
風吹過有著母親的微笑的風景，一切遂都美麗得那樣迷迷濛濛起來了……而就像燕子之投入春風、
杏花之委身春雨、白雲之湧向遠山，孩子的心也止不住地要投向那有著春風春雨與乎雲煙繚繞之遠山
一般的母親的懷抱中了……」作者將山形容成母親， 適切的原因是： 
掃墓皆在春天，舒適的環境近似母親的關愛及溫暖 山中美好的環境，令人想起以前與母親的美好時光 
因著母親安葬於此山中，方覺得母親在此未曾離去 因思念母親，覺得安葬母親處的風景皆有母親音容 

44 「我知道現在反應變慢的媽媽，年輕時也曾耳聰目明、健步如飛。打我從不手軟，打牌從不放砲。我所
有的聰明才智，都來自於她。現在她老了。老了，不是她的錯。慢了，就跟著慢一點。忘了，就再講一
遍。煩了，就休息一天。一切都有方法應對。」下列選項 符合本文旨意的是：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 用慢活的態度，面對衰老的到來  
對待老去的親人，需有耐心與尊重 長輩的人生智慧，很值得學習效法 

45 就如同在坐飛機時，空姐所叮嚀的：「家長要先把自己的氧氣罩穿戴好，再替孩子穿。」因為，既
然孩子仰望我們的照顧，那我們就必須先確認自己的安全、健康、快樂，才能夠給予對方需要的支持、
照顧。一個自顧不暇的母親，如何養育出健康人格的孩子呢？所以，請好好的先愛自己吧！  
依據上文， 貼近父母該有的作為是： 
為人父母應該嚴格管教孩子才算是照顧好孩子 養兒不能防老，父母顧好自己財務才是重要的 
父母應為子女全然犧牲奉獻，給予子女 大物質支持 人給不出自己沒有的東西，父母應先愛己才能顧子女 

46 「你若愛，生活那裡都可愛。你若恨，生活那裡都可恨。你若感恩，處處可感恩。你若成長，事事可成
長。不是世界選擇了你，是你選擇了這個世界。」下列選項，何者與文旨 相應？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47 「做工好苦呀！」這種嘆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
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裡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著我
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吃酒，還不是一樣淘神、費力？難道又不苦？ 
下列選項，與上文意旨 為接近的是： 
吃苦要當吃補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現代有許多吃不了苦的上班族 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 

48 下列公文格式的規範，使用錯誤的是： 
「臺端」適用於機關對屬員或機關對人民  
總統與立法院、監察院公文往復時應使用「咨」  
〈法律統一用字表〉中之「聲請」，是用於對行政機關  
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三種 

49 下列公文的規範，使用正確的是： 
舉凡公布法律、任免或獎懲官員時，可用「公告」  
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處理公務時表達意見，可用「簽」  
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交辦、批復時，可用「書函」  
凡應行政需要，徵求人力物力，或徵求人民意見等，可用「通知單」 

50 公文中的「函」的寫作要點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一般公文「函」的結構，採用「主旨」、「說明」、「辦法」3 段式  
主旨力求詳盡明晰，故應分項書寫為上  
函之內容為求清楚，書寫者應不忌繁瑣  
「請核示」等概括之期望語，應列於「說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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