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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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對於「上」、「下」、「左」、「右」方位詞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上」有進呈之意，古代諸侯互相進呈意見稱之為「上書」 
「下」有頒布之意，古代官吏向人民發布命令稱為「下詔」 
古代或以「左」為尊，「虛左以待」係指保留尊位以等待賢人之意 
「右」有積極之意，「右派」是指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主張激烈變革的一派 

2 李白〈長干行〉：「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詩中「早晚」解作「何時」。下列選項中「早晚」的意涵
何者 為相符？ 
嘗聞秦地西風雨，為問西風「早晚」回。（雍裕之〈農家望晴〉） 
母親，您孩兒有些不成器，「早晚」要您照顧咱。（無名氏《隔江鬥智》） 
女孩兒「早晚」呆癡，看小生薄面，看覷女孩兒咱。（關漢卿《竇娥冤．楔子》） 
豔杏夭桃，垂楊芳草，各鬬雨膏煙膩。如斯佳致，「早晚」是讀書天氣。（柳永〈剔銀燈〉） 

3 語言的使用和價值觀與意識型態有著密切的聯繫，它常常以一種稀鬆平常的面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運
作，然而，我們卻常常忽略這些語言所含括的歧視與暴力。下列選項中，何者沒有這種問題？ 
他老婆是外籍新娘啦！來臺灣七、八年了，還沒有生小孩 
你看她一副男人樣就知道能力很強啦！也難怪人家可以當主管 
你看這個人一副不男不女的樣子，還在廁所前面徘徊，要不要報警啊 
每個在這裡辦公的人都應該知道無障礙空間的正確位置，以方便指引有需要的人 

4 下列祝賀類題辭與其使用對象的搭配，何者錯誤？ 
祝壽：天賜遐齡 出嫁：宜室宜家 結婚：鴻案相莊 生女：喜叶弄璋 

5 美圓的時尚名牌店，即將開張，筱婷打算送花籃祝賀；下列那一選項，是 恰當的賀詞？ 
珠聯璧合 駿業宏興 蓬蓽生輝 甲第星羅 

6 以下幾則關於人物逝世的新聞報導，標＿＿處使用詞語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影星羅賓．威廉斯於 2014 年棄世，得年63 歲 
南非著名人權運動者曼德拉於 2013 年逝世，享壽96 歲 
罹患惡性腫瘤的生命鬥士張小弟不幸於日前病逝，享年僅 12 歲 
1920 年出生的文學家張愛玲，於 1995 年病逝於美國，可謂英年早逝 

7 文學作品對人生短暫的感慨所在多有，下列選項何者 符合這樣的主題？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辛延年〈羽林郎〉）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贈白馬王彪〉） 
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陸機〈塘上行〉） 

8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
之接巖穴隱者，□□□□，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不學無術 不恥下交 不遑多讓 不畏權貴 

9 「水田是鏡子／照映著藍天／照映著白雲／照映著青山／照映著綠樹 
農夫在插秧／插在綠樹上／插在青山上／插在白雲上／插在藍天上」 

下列那一選項與本詩特色不符？ 
針砭現實 構思巧妙 虛實對映 簡單自然 

10 「唱山歌的／呼口號去了／上講堂的／靜坐去了／跑業務的／塞車去了／寫程式的／當機去了／這城市竟
沒閒下來／喝一杯下午茶／找不到舌頭的／盡在／和風說話」 
關於本詩的主旨， 正確的是： 
寫都會生活的活潑性、浪漫性，讚美民主社會的可貴 
寫都會生活的自由性、自在性，讚美民主社會的可貴 
寫都會生活的人性化、個性化，感嘆人世間溫情的失落 
寫都會生活的物質化、制式化，感嘆人世間溫情的失落 

11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這句話在說明學習應該： 
深入了解，精益求精 善於思考，舉一反三 勇敢發問，不棄不餒 循序漸進，由易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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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韓愈．進學解》：「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上文主旨，下列何者正確？ 
人心不足，蛇吞象 奮力鑽研，兼容並蓄 各盡其力，雖勞無愧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13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
述文句旨在說明： 
富貴貧賤都已命中注定，不能強求 不管貧賤或富貴，都要努力修養品德 
為了擺脫貧賤、求得富貴，應當調適心態 無論謀求富貴還是擺脫貧賤，都不能違背仁道 

14 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這段話與下列那一選項的精神
接近？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論語．里仁》）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 

15 辛棄疾〈 高樓〉云：「閒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便休休、更說甚，是和非。」
其所表現的生命態度及人生體悟， 接近下列何者？ 
無善無惡 天道無親 恬淡無爭 齊一是非 

16 《莊子．齊物論》：「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上文的意旨為： 
針砭碌碌無為 諷刺越俎代庖 提倡無用之用 強調順應自然 

17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歐陽脩〈瀧岡阡表〉） 
歐陽脩父親對於死刑犯的態度，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咎由自取，死乃天經地義 罪大惡極，亟欲替天行道 
極力挽救，求其不死之由 消極縱放，以為行仁之方 

18 「東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于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
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隄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
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
不得行。」（袁宏道〈拙效傳〉） 
根據此段描述可知「東」是怎樣的僕役？ 
能夠委以重任 懂得隨機應變 不懂開源節流 不知輕重緩急 

19 （齊宣王）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
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梁惠王篇》） 
根據本文，孟子主要在向齊宣王表達何種道理？ 
能力所及且合理之事即應當去做 能力所及且合理之事視情況而做 
能力所不及之事也要硬著頭皮做 能力所不及之事就交給別人去做 

20 「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
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
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方孝孺〈深慮論〉）
下列選項何者 符合文意？ 
風雲難測 杞人憂天 盡人事而聽天命 無遠慮則有近憂 

21 吉他一刷，她的聲音霎時灌滿整個樓層，清朗開闊像夏日晴空，起伏如風中搖擺的稻田，明亮遼遠一如太平
洋無垠的綿延的海岸線。她的聲音改變了這拘謹有節的小空間，固態的結構溶解了，無形的秩序崩解了，
一切都化為和煦的聲波，柔軟卻有力，清澈又渾厚，牆面退遠屋頂消失，歌聲一波波摟住每個人。 
文中說道「固態的結構溶解了，無形的秩序崩解了」，是在描述： 
歌聲激昂，聽眾情緒為之瘋狂而難自制 歌聲清朗，改變聽者對空間限制的感受 
音樂細緻，清晰呈現稻田、海浪的聲音 舞台效果華麗，空間安排配合音樂改變 

22 「原來店裡會發悅耳鳥音的那些鳥兒，是把剛破殼的鶵鳥捉了來訓練的。在他們剛開始吃人餵給他們的東西
之時便同時每天『收聽』老黃鶯—他們的老師—每天所唱的歌。一個月後他們的『天才教育』就差不多成
型了。如果是已長成了的野夜鶯捉了來，無論如何是無法『教育』的。」下列那一選項，不是本文所要提
示的教育重點？ 
改變積習是困難的  典範的學習是教育的捷徑 
舒適的環境才能造就天才 培養天才必須要集中訓練 

23 「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
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
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段話的主旨是： 
懂得遺忘才能脫離苦痛  懂得遺忘才能重新開始 
不忘過去才能得到幸福美滿 不忘過去才能避免事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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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庭掃 美之處不在掃，也不在掃後的歇息，觀半天之峰地上之畫，實在都是餘事，不妨學小兒，一腳踢得

枯葉滿天，隨興呼喝兩聲，仰身即倒，任群山回音蕩漾，忽聽妻自門後噗嗤一笑，才是人間至樂。」下列
敘述，與上文旨意 相近的是： 
隨興自適，寓庭掃於自然 觀賞風景，視庭掃為餘事 
以大地為畫布，以竹帚為畫筆 喜勞動的汗水，樂歇息的舒暢 

25 下述這段文字節錄自一篇對棒球選手王建民的報導： 
「現在的王建民，可以說一切等於從頭開始。二十歲來到美國，他完全不知道該期待什麼，但是那時候手
臂是健康的，可以全力衝刺，挑戰大聯盟；現在的肩膀是受傷的，一切得從頭來過。『人生就是起起伏伏，
不是嗎？』王建民說。這一點，他已經看得很清楚，現在他也看得很開，明白有些事不能強求，只有告訴
自己去努力，不要放棄。其他的，非他所能掌握。」下列選項何者 合適作為此段文字的小標題？ 
苦盡甘來 聽天由命 盡其在我 舍我其誰 

26 「這些講述故事的版本，是在某個觀點、某個立場、某種意識型態的框架下所講述的版本。即使是一個歷史
劇，有 好的考據、 講究的細節、 逼真的服裝、歷史資料與人物個性，都只是一個重新建構的版本，
也必然是一個新的詮釋。」下列選項 接近這段話的意旨是： 
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陸九淵《象山集》）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四》） 
高語山林者，輒不善談市朝事。審若此，則當並廢史、漢諸書而不讀矣（張潮《幽夢影》）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 題至第 28 題 
「所有的群眾一哄而散了／回到床上／去擁護有體香的女人／而銅像猶在堅持他的主義／對著無人的廣場／振臂
高呼／只有風／頑皮地踢著葉子嘻嘻哈哈／在擦拭那些足跡」 
27 下列選項，何者較符合本詩的主旨？ 

嘲諷群眾擁戴的不可靠  同情不被了解的有志之士 
針砭人情日漸疏離的社會現象 批判個人享樂主義掛帥的社會風氣 

28 針對內容的分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有體香的女人與銅像對比，充滿嘲諷意味 
以廣場上風和葉的嬉鬧與振臂高呼的銅像對比，語帶調侃 
以群眾的一哄而散以及風和葉的嬉鬧，彰顯銅像振臂屹立的堅毅精神 
以銅像象徵人群服膺的對象，隨著群眾散去，銅像的象徵意義便已消失 

閱讀下文，回答第 29 題至第 30 題 
五官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為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
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
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為！」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己若。左右匿
笑，客終不悟，悲夫！（錢大昕〈鏡喻〉） 
29 「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為！』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

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己若。」下列各選項何者不適合說明上文之意旨？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闇於自見，謂己為賢 自矜其能，自以為是 

30 作者以鏡為喻，闡述的道理是： 
自不量力者必將遭人訕笑 應以謙卑的態度對待事物 
虛心接受他人意見以自新 與人相處貴在真誠的態度 

閱讀下文，回答第 31 題至第 32 題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
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
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韓非子．喻老》） 
31 下列關於此文的解說何者正確？ 

楚莊王伐越，是為了雪恥復仇 
臣愚「患」之，意同「患得患失」之「患」 
由前後文之轉折可推論楚莊王個性剛愎自用 
莊蹻以目睫為喻，提醒楚莊王應洞燭機先，把握時機 

32 下列選項何者 接近本文主旨？ 
自知者明 目不交睫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33 文化部所屬「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擬向文化部申請經費辦理活動，行文需附企畫書；應該使用下列那一選
項的附送語？ 
檢陳 檢送 檢附 附送 

34 下列使用於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數字，何者形式不宜？ 
核四廠  「○○法」草案，計 51 條 
中山路 1 段 2 號 3 樓  921 大地震 

35 機關之間的直接稱謂用語，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機關（或首長）對屬員稱「臺端」 
機關首長之間：上級對下級稱「某」；下級對上級稱「貴」 
無隸屬關係之機關：上級稱「大」；平行稱「貴」；自稱「本」 
有隸屬關係之機關：上級對下級稱「貴」；下級對上級稱「鈞」；自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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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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公務員，下列選項何者為不應有的行為？ 

尸位素餐 宵衣旰食 支吾其辭 朝令夕改 從風而靡 
37 「別忘了，如果『以適正的價格，持續安定的供給消費者』是商人天經地義的責任，那麼知道該花錢的時候

花錢，不該花的時候不要花，就是作為一個消費達人的責任！」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上述文字所包含的觀
念？ 
行有行規，恪盡職責 開源節流，惠而不費 
因勢利導，事倍功半 能省則省，當用則用 
貪圖近利，因小失大 

38 下面這首詩是描寫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的情況，請閱讀後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第一排學生有人咬著英文單字／有人抓住片假名不放／末排的學生已按照順序／去周公家裡 
末排學生陸續睡著了 末排的學生正在念《論語》 
這堂課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 第一排學生念的科目是英文和日文 
本詩以「咬著」、「抓住」諷刺學生上課不專心只顧讀自己的書 

39 以下是一封寫給老師的書信，□□中所用的提稱語和結尾的問候語何者用詞完全正確？ 
XX 吾師□□：畢業後已順利謀得教職，特別感謝老師多年來的教誨栽培，使學生日有進益。天氣漸涼，還
望老師多多保重。肅此 敬請□□  受業 XX 敬上 
大鑒、金安 道鑒、道安 知悉、鈞安 函丈、教安 如晤、臺安 

40 《菜根譚》：「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進德修行的砥石。」下列文句，與此段文意相
近的是：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諍言與挫折 能提升人的智慧與修養 生命有如鐵砧，愈被敲打，愈能發出火花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41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
帝不悅。後嘗以橛筆書，恐為帝所忌故也。關於本文所述，下列選項合於文意者為： 
王僧虔認為皇帝的書法不及他 王僧虔以橛筆為書，是一種自保的作法 
王僧虔認為國君與人臣，不應彼此比較 王僧虔正面回答，且肯定高帝的書法功力 
高帝之所以不悅，是因王僧虔的回話已透露出答案 

42 創業之君，立法垂統，如造屋然。賴我祖宗造得屋子堅牢，至今天下廕庇。其下先輩還有人看守，後來非惟
不肯看守，卻被人日日拆損，至今拆損益甚，不復可再拆損矣。然原來間架尚在，苟有肯修葺者，依舊牢
固，卻只還去拆損，誰曾換得一塊磚、添得一片瓦？祖宗萬年良法，殊可惜也。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本文的意旨？ 
立法從寬，執法從嚴 祖先所立之法，需後人護持 
祖先建屋工法失傳，甚為可惜 祖先所傳之法不容變更、改造 
子孫應修補舊法，如老屋當換磚添瓦 

43 張岱〈柳敬亭說書〉中形容柳敬亭說書：「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
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齰舌死也。」根據此義，下列有關柳敬亭說書之描述，正確的是： 
聲調變化萬千，能深入表達故事精髓 
如果其它說書人有機會領教，會羞愧欲死 
技巧高妙，令聽眾聽後心滿意足，筋骨舒暢 
善於掌握聽眾情緒，使人隨故事情節變化而咬牙切齒 
本領非凡，如果其它說書人想仿效，恐怕會咬到舌頭 

44 「如果能夠靜下來，我們會發現，自然世界固然充滿了威脅性的力量，但同樣充滿了美與安詳，……到 後
我們必然會發現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不然不可能對自然產生這樣的呼應。我們之能呼應自然，是因為跟
自然有相同或近似的頻率。是由於這樣的近似頻率，她才能夠呼，我們才能夠應，這正像歌德所說，人能
夠看到光，因為人的眼睛中有光，或說人能夠看到太陽，因為人的眼睛中有太陽。」下列敘述，符合上文
旨意的選項是： 
只要努力，人類必能看見光明與太陽 
人能看見世界，是因為人的眼睛中有世界 
透過努力，自然的威脅性力量可以變成美與安詳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故與自然有相同或相似的頻率 
自然本質不是狂暴而是安詳，故世界的本質是光明 

45 承上題，下列詩句意境，符合上文所述「我們之能呼應自然，是因為跟自然有相同或近似的頻率」的選項是： 
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