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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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成語何者解釋錯誤？ 
圓鑿方枘：喻兩者不相容 風聲鶴唳：喻極驚慌疑懼 
深厲淺揭：喻能隨機應變 曲突徙薪：喻糾正頹風、激勵良俗 

2 下列各組詞語，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循私／沉緬酒色 淩厲／陷入決境 忤逆／草菅人命 蒸溜／言不及意 

3 下列選項中的文句，何者沒有錯別字？ 
他總是玩歲愒時、浪擲光陰，縱使天資穎悟絕倫，又有何用呢 
明知問題盤根錯結，非常辣手，何必淌這渾水，徒然自尋煩惱 
人生在世，只是渾渾卮卮度日罷了，現實早已消摩了我的夢想 
清官難斷家物事，至親之間的恩怨糾葛往往是外人難以置啄的 

4 下列詩詞，何者使用了諧音的手法？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劉禹錫〈竹枝〉）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劉禹錫〈竹枝〉）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白居易〈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白居易〈憶江南〉） 

5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何項文句的寫作技巧與此相同？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子路》）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先進》）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論語．子罕》） 

6 蘇軾〈前赤壁賦〉：「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下列選項所述，與上文旨趣
最接近的是：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

忽見孤鳳皇 
7 杜甫詩：「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上引詩句主要抒發何種情感？ 
空有滿身才華，卻無伯樂賞識 縱有伯樂賞識，卻無太平盛世 
徒具治世抱負，卻已身不由己 即便老驥伏櫪，卻已時不我與 

8 古詩〈上山采蘼蕪〉云：「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
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
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對於此詩內容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全詩主要為兩人的對話  前妻充滿怨憤 
前夫得意洋洋  前妻的手藝不如新人 

9 「扶搖直上，小小的希望能懸得多高呢／長長一生莫非這樣一場遊戲吧／細細一線，卻想與整座天空拔河／
上去，再上去，都快看不見了／沿著河堤，我開始拉著天空奔跑」，本詩主要描寫下列那一項物品？ 
天燈 飛機 風箏 火箭 

10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
前。」據詩意判斷詩中所歌詠之人物是： 
曹操 劉備 孫權 諸葛亮 

11 有家______，店名叫甚麼已經忘了，但店門口的招牌上用英文寫著「有智者在此垂釣」。啊，那真是貼切又
高雅。（周志文〈台北〉）文中空白處，應該指的是那一種商店？ 
旅館 書店 餐飲店 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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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後漢書．張綱傳》：「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閒耳。」
其中「魚遊釜中」意謂： 
不能久存 苦中作樂 怡然自得 愚不可及 

13 「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的說
法最相近？ 
錢可通神 錙銖必較 一錢不落空虛地 一文錢逼死英雄漢 

14 李陵〈答蘇武書〉：「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
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文中的「虛死」，意思是： 
裝死 假裝投降 白白犧牲 吹噓殺死敵人 

15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其
意旨為何？ 
為善為惡只在一念之間  經絡通暢則能身體健康 
順應自然即為養生之道  讀經為善則可保全性命 

16 蘇軾〈記承天夜遊〉：「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
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
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文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的解釋何
者正確？ 
月光照在庭院中的積水上，照亮水中的水草和水面上竹柏的影子 
月光照在庭院中的積水上，竹柏的影子投射在水面像似水草 
月光照亮庭院，如透明的水中世界，竹柏形影交錯，就像水中的水草 
月光照亮庭院，如透明的水中世界，水草形影交錯，就像庭院中的竹柏 

17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
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
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人也。」（《戰國策．秦策》）依上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
正確？ 
喜新厭舊是人的本性  時移事異，觀點因之改變 
誂者選擇長者，是因為她身材高挑 誂者有懼妻癖，因此要娶罵他的長者 

18 「阿根廷南方有一個有趣的『手洞』，洞穴岩壁上繪有大量手印及動物足印，年代可追溯到一萬三千年至九
千年前。手洞中大約有八百個手印，只有三十一個右手的手印，顯然大部分是習慣使用右手的人，把自己
的左手放在岩壁上，以骨頭做成的管子裝上顏料，噴在手掌周圍而形成剪影般的圖案。」下列選項敘述，
何者正確？ 
手洞是阿根廷現代前衛藝術的表現 
多數為左手印的原因是以不常用的手作為模型的緣故 
這些印記是人們在自己手上或動物腳上噴灑顏料，然後印在岩壁上 
洞穴岩壁上的印記可以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阿根廷的宗教信仰與地方文化 

19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所以，雖然夢「大家有
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
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裡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
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裡面去。」（摘錄魯
迅〈聽說夢〉）下列敘述，與上文意旨最相近的是：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喚起共鳴，讓夢想無限延伸 
做夢，讓人迎向未來與希望 正視現實，深掘問題，才可能美夢成真 

20 「此時無數野遊的睡眠都該已帶著疲憊的身子各就其位，獨有我的不知落腳何處。它大概迷路了，或者誤入
別人的夢土，在那裡生根發芽而不知歸途。靜夜的狗噑在巷子裡遠遠近近的此起彼落，那聲音隱藏著焦躁
不安，夾雜幾許興奮，像遇見貓兒蓬毛挑釁，我突發奇想，牠們遇見我那蹺家的壞小孩了吧！」文中「我
那蹺家的壞小孩」所指為何？ 
作者的小孩 作者的寵物 作者的夢境 作者的睡眠 

21 「不斷的遷徙，並沒有改變我夜讀的脾性。我越來越習慣於把自己囚禁在書房，那種自我封閉，猶似牢牢鎖
在孤絕的城堡。關在那樣狹窄的空間，我的生命反而開闊起來。面對四壁架上高低不齊的書脊，我好像是
面對遠方起伏不定的山脊。我容許群書包圍著我的魂魄，彷彿是讓群山鐐銬著我的肉體。天地之間，只剩下
我與不知名的神祇與精靈相互對視，並且竊竊私語。書中的直行與橫行文字，牽引著我進入另一個世界。」
（陳芳明〈深山夜讀〉）根據上文，作者所提及的讀書情境，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地爐茶鼎烹活火，四壁圖書中有我 

22 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將軍隆美爾，率第 7 裝甲師，以迅速機動的攻勢，虜獲大批敵軍與物資，橫掃歐洲、非
洲戰場。其後，卻與總理希特勒意見相左，終至離開戰場。如果單純從隆美爾與希特勒的關係觀察，他們
兩人嚴重違犯《孫子兵法》中致勝條件的那一項，因而導致德國失利？ 
上下同欲者勝 識眾寡之用者勝 以虞待不虞者勝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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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回想一次便是一刺，遺忘片段就如刀割……貝比可知，你是如此這般珍藏他也在場的回憶？啊！夢中視角，

你的回首撞見父親的覷望，形成不可思議的複眼觀照。也是「父眼」，父者特有的觀點，圓缺補漏，點滴
蒐羅，與依舊童懵的你合構消逝不存的童年。（張啟疆〈無名〉）依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貝比是英文 baby 的諧音，此指「你」的兒子 
作者善用同音的技巧，譬如一次與一刺，複眼與父眼 
「他」是「你」的父親，「回首」指的是回憶過去和父親相處的情況 
「你」從養兒的經驗中，感念父親對自己的養育之恩，卻已是子欲養而親不待了 

24 「在光影牆後的時光走廊，回溯文學電影年代的光輝，如進入電影院之前的廊道掛放精選電影海報……，
走入純粹的文本空間，猶如通過一道回溯時光的奇妙走廊。」上文「……」的文句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甲、讓觀者從光影交錯的繽紛世界 乙、從主展間的電影動態影像 丙、過渡到精采的靜態海報影像 
甲乙丙 甲丙乙 乙丙甲 乙甲丙 

25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把她們統統帶走。
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根據此段文章，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作者希望女兒趕快出嫁  作者表達出女兒出嫁時的不捨 
作者表達出對女兒長大的患得患失 作者想像女兒嫁人之後的空虛寂寞 

26 「父親是位非常傳統的人，我的意思是說，他對於我們島上的生物生態、文化生態的認知是直接承繼祖先在
島上千年來累積的生存知識，這方面的經驗。所以雅美勇士在他眼中的標準是，會造舟建屋、捕飛魚、釣
鰭魚、善於說故事、吟誦詩歌……甚至是無所不能的。由於返鄉定居才一年多，這些傳統的生產技能，包括
自己的語言，我真的是徹底的退化。畢竟在外求學謀生達十六年，不退化是不可能的。我是父親的獨子，在
這樣的情況，父親想要吃新鮮魚非得靠自己下海潛去射魚或張網。雖然他已是七十四歲的高齡了，潛水的
意志仍舊十分強烈，而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枯瘦的身影消失在波谷下的海洋世界。」（夏曼．藍波安
〈海洋朝聖者〉）文中有關傳統雅美男人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透過口傳熟知蘭嶼島上的生態與文化 對於造舟捕魚、部落故事歌謠都很在行 
在七十四歲高齡仍然保有強烈潛水捕魚的意志 生活所需全憑勞力獲得而不假手他人 

27 有一愚人，居於東市，見鄰人居室華美，乃自思惟：彼有居室如是，何我獨無？乃寤寐思量，何處作基，何
處立柱，何處架屋，何處安門，如何塗飾，如何安頓。如是五年，一磚未置，一木未備。其人撫膺嘆曰：
「建屋如是之難乎！吾殫思竭慮，竟不能成。」文中建屋之所以難，難在何處？ 
首次建屋，沒有經驗 紙上談兵，光說不做 構圖不易，腸枯思竭 建材浩繁，不易取得 

請依下文回答第 28 題至第 29 題： 
當他拿起一本書的時候，他立刻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書，他便立刻接觸到世界上一個最健

談的人。這個談話者引導他前進，帶他到一個不同的國度或不同的時代，或者對他發洩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
他討論一些他從來不知道的學問或生活問題。一個古代的作家使讀者隨一個久遠的死者交通；當他讀下去的時候，
他開始想像那個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那一類的人。孟子和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都表現過同樣的觀念。 
28 下列何者不是讀書可能產生的情況？ 

想像古代作家的相貌 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 發洩一些私人的悔恨 成為孟子或是司馬遷 
29 根據上文，最符合文章意旨的是： 

要培養良好的讀書習慣  讀書能讓自己更健談，人緣更好 
想得知當今重要課題，可從書中找答案 讀書能增廣見聞、抒發心情與發揮想像力 

請依下文回答第 30 題至第 31 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唐代宗）

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
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資治通鑑．
唐紀四十》） 
30 根據上文敘述，代宗為人如何？ 

包藏禍心 自視甚高 寬宏大量 膽小怯弱 
31 郭子儀囚子、杖子之舉，最不可能的原因是： 

防患未然，以退為進 明辨是非，鐵面無私 剛愎自用，自以為是 護子心切，化險為夷 

32 下列何者非上級對下級的公文用語？ 
請鑒核 如擬辦理 希照辦 准予備查 

33 臺中市政府刊載於政府公報之公告，下列各項，何者不會出現在此公告中？ 
主旨 依據 請核示 機關印信 

34 簽之撰擬，下列那一項目並非其結構所必須？ 
主旨 依據 說明 擬辦 

35 下列「引述語」何者用於接獲上級機關或首長公文，於開始引敘完畢時使用？ 
據悉 奉悉 尊悉 已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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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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中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瓜「熟」蒂落／耳「熟」能詳 左「顧」右盼／四「顧」無人 
毫不「遜」色／略「遜」一籌 不「厭」其煩／喜新「厭」舊 
「窮」鄉僻壤／皓首「窮」經 

37 下列「」內詞語所指的顏色，屬「紅色」的選項是： 
「皂」白不分 「絳」帳授徒 天地「玄」黃 碧血「丹」心 六宮粉「黛」 

38 下列句子中的成語用法，何者正確？ 
小明家住陽明山豪宅，鳥語花香，「門可羅雀」 
我深信「三人成虎」，只要同心協力，必然能成功 
這學生因為「心猿意馬」，反應很快，所以學得很好 
歹徒抓著一個婦女要脅，警方「投鼠忌器」，不敢攻堅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又要我加結論，真是「狗尾續貂」 

39 下列句子中的成語用法，何者正確？ 
一個人如果能夠「克己復禮」，必能成就德行 老師的提醒如「暮鼓晨鐘」，引導我向善 
法官重新審理此案，使「程門立雪」，大快人心 怪力亂神這種「不刊之論」，不應該占用太多媒體版面 
由於輿論「沸沸騰騰」，使本公司的產品廣受大眾喜愛 

40 下列句子中的成語用法，使用恰當的是： 
你如果總是「得隴望蜀」，那麼不容易滿足，日子怎麼會快樂呢 
自從決定參加考試後，他便「刺股懸梁」地全力準備，絲毫不懈怠 
這篇文章相當「繁文縟節」，不但常出現冗贅的詞語，內容也很瑣碎 
他在賽車場上努力多年，以「摧枯拉朽」的精湛技術，讓對手欽佩折服 
進入公司以後，他一直「苦心孤詣」地竊取各種商業機密資料，轉售牟利 

41 下列成語，何者使用適當、沒有語病？ 
他是歷來畢業舞會的「始作俑者」 教授「石破天驚」的創見，引發大眾的注意 
今年元宵節特別熱鬧，大街小巷「燈火闌珊」 為了籌建社區圖書館，里長「櫛風沐雨」，奔波募款 
他傾全力幫助弱勢兒童，所付出的心力，「擢髮難數」 

42 下列文句，均節錄自各大電視臺的新聞內容，其中有贅詞或語病的是： 
這種竹碳能量飲料，號稱能讓人喝了兩個小時打籃球不會累…… 
知名節目主持人兼女作家，於懷孕二十九週時，今晨驚傳提前早產…… 
震驚社會的新竹飆車族殺人案，讓一名辭去工作照顧罹癌母親的孝子被飆車族打死…… 
高雄市警局查獲民宅賭場……當地住戶都聽過這棟大樓經常傳出劈哩啪啦的麻將，實在有夠囂張…… 
臺灣芒果真的很好吃，就連日本北海道的議員也來協助幫忙推銷，因為北海道吃到芒果非常稀少…… 

43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
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
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列子．周穆王第三》）燕人大慙的
原因是： 
沒有自知之明  錯認他鄉是故鄉 
久未歸鄉，近鄉情怯  盲目附和，以假為真 
江山依舊，景物全非 

44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
便為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下列選
項何者符合文義？ 
「五哥」生長在富貴的家庭 朱文公「內舉不避親」，唯才是用 
「五哥」是朱文公排行第五的兄長 歷練不足者，初任要職，常傲慢不諳事理 
居下位任人差遣、責備，可藉此獲得磨鍊 

45 孔子說過________，所以在任何環境之下，他都堅守自己的原則。上文________中可以援引的選項是：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