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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每題 2 分，占 70 分）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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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潮《幽夢影》裡嘗言：「少年讀書，如隙中□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
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請推敲其意，選出空格處最合適填入的字： 
攬 賞 窺 盼 

2 下列各文句中的成語，何者使用錯誤？ 
電影公司甄選演員，年輕男女趨之若鶩地去報考 
他總喜歡自我吹噓，其實不過是羊質虎皮罷了 
雖全沒讀過這類文章，但師心自用一番，應該也不難 
對於歹徒殘暴的行徑，每個人都義憤填膺，咬牙切齒 

3 新世代語詞的使用，有轉變語意的情形。如「耐看」，意指「要有耐心才看得下去」的意思。下列何者之用
法與此相當？ 
他一向留心各地的美味飲食，成了道地的美食「達人」 
老張是個「白領族」，具有專業能力，並位居公司的領導階層 
小王夫妻習慣只有兩人的生活，不願生育小孩，樂當「頂克族」 
他太太移民美國照顧子女，只剩他一個人留在國內，成了「內在美」 

4 曾有句廣告詞說：「留住員工的心，先留住員工的腳步。」此句使用層遞修辭，下列選項中的修辭句法與其
類似的是： 
多喝水沒事，沒事多喝水 娘什麼娘，老子都不老子了 
什麼都有，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刮別人的鬍子前，先刮好自己的鬍子 

5 下列「」中的字詞解釋，何者正確？ 
今魏徵「沒」：同「歿」，死亡 「謂」侍臣曰：同「為」，告訴 
以銅為「鑑」：同「鑒」，照明 朕「嘗」保此三鑑：同「常」，經常 

6 子曰：「譬如為山，……進，吾往也。」（《論語．子罕》） 
依文意選出「……」排列次序正確的選項：①譬如平地， ②雖覆一簣， ③止，吾止也！ ④未成一簣，   
②③①④ ④③①② ④①②③ ②①④③ 

7 下列詞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晶瑩惕透 濫竽充數 驕羞矜持 世外桃園 

8 書信中的提稱語「惠鑒」通常用於那一輩分？ 
長輩 平輩 晚輩 不分輩分 

9 下列那一個題辭適合用於祝賀友人遷居？ 
弄瓦徵祥 喜比螽麟 萱庭集慶 鶯遷喬木 

10 （第一段）  （第二段） 
你是縱的，我是橫的  我們從來的地方來，打這兒經過 
你我平分了天體的四個方位 相遇。我們畢竟相遇 
  在這兒，四周是注滿了水的田隴 
（第三段）  （第四段） 
有一隻鷺鷥停落，悄悄小立 當一片羽毛落下，啊，那時 
而我們寧靜地寒暄，道著再見 我們都希望──假如幸福也像一隻白鳥── 
以沉默相約，攀過那遠遠的兩個山頭遙望 它曾悄悄下落。是的，我們希望 
（── 一片純白的羽毛輕輕落下來──） 縱然它是長著翅膀…… 
（林泠〈阡陌〉） 
根據文意，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第一段的意思在於說明兩人分散在不同的空間 第二段的意思在於描寫兩人相遇 
第三段的意思在於描寫兩人重逢，不再分離 第四段的意思在於說明人要把握短暫的幸福 

11 對聯的格式，一般有如下的要求：字數相等，內容相關，詞性相當，結構相稱，節奏相應，平仄相諧。以下
選項何者明顯不符上述的要求？ 
五蘊皆空觀自在，一心不亂見如來 
讀書當將破萬卷，梅花香自苦寒來 
除了香甜苦辣鹹酸澀，無非柴米油鹽醬醋茶 
得飽便休，身外黃金無用物；遇閒且樂，世間白髮不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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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古人常於文學作品中藉由植物來表達思念的感情。下列選項何者沒有使用這種方式？ 
「東皋春草色，惆悵掩柴扉」 「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安得身如芳草多，相隨千里車前綠」 「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13 下列俗語何者與《三國演義》無關？ 
賠了夫人又折兵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 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14 「今日社會的現實，可以用一個『亂』字形容。……於是，自由的幅度無限地擴張，『亂』乃成為必然的結
果。」（傅佩榮《心靈風格》）上文「……」的文句順序應為下列何者？①資訊增加，選擇的機會隨之增
加 ②亂並不是不好，它代表了生命力旺盛 ③財富則使我們有能力做到自己的選擇 ④生命力是由資訊
流通與財富累積所帶來的 
④①②③ ①④③② ②④①③ ③②④① 

15 「那是因為死亡，奇異而神祕的雕刻家，只是永恆的一個助手。在他神奇的一觸下，年輕的永遠是年輕，年
老的永遠是年老。儘管最後凡人必死，但王勃死後一直年輕，一直年輕了一千多年，而且以後，無論歷史
延伸到多久，他再也不會變老了。白居易就不同，因為他已經老了一千多年，而且將永遠老下去，在後人
的心中。就王勃而言，以生前的數十年換取身後千年，萬年，億萬年的年輕形象，實在不能算是不幸。所
以死亡不但決定死，也決定生的形象；而夭亡，究竟是幸，是不幸，或是不幸中之大幸，恐怕不是常人所
能決定的吧？」（余光中〈論夭亡〉）關於面對死亡，下列何者最接近文意？ 
人生的幸與不幸，不在壽夭 晚死者須承受老耄的痛苦，實在不幸 
早夭者獲得永遠年輕的形象，實為大幸 人無法決定生命長短，故無法決定命運之幸與不幸 

16 「在競爭的球賽中，『暫停』是非常重要的，適度的暫停，面授機宜、調整戰術、重新再戰，常能反敗為勝。
我們不要太急躁、太羨慕別人成功，而使自己壓力太大；暫停一下，常不是壞事！認真工作，認真放鬆休息，
儲備好精神體力，才能迎接明天的挑戰。知道嗎，叫『暫停』的一方，不一定全是輸的，有時，『暫停之後，
反而是贏的開始！』」（戴晨志〈叫個「暫停」，再重新出發！〉）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本文意旨？ 
永不放棄，就能邁向成功 適度休息才能走更遠的路 
常常叫「暫停」就能成功 找出方法比唉聲歎氣重要 

17 漢武帝寵妃李夫人曾說：「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下列流行歌曲，所敘述的情境，何者與之相反？ 
就算會與你分離／淒絕的戲／要決心忘記／我便記不起（約定） 
腦海裡／全是過往情景／我該如何整理／真教人力不從心（往日情） 
轉身離開／分手說不出來／蔚藍的珊瑚海／錯過瞬間蒼白（珊瑚海） 
剪一段日光／解愛情的霜／讓我窩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臉（日光機場） 

18 「感恩是人性中極高尚的情操，而其根柢，實源自一種念舊的心情。一個不重感情、不珍視往昔的人，必然
也就少有感恩的心情和表現，而易淪為忘恩負義之人。因此，念舊的心理同樣也是人性中極可貴的一面，
值得我們去珍惜和讚美。」（韓良俊〈感恩與念舊〉）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感恩與念舊，都值得珍惜與讚美 感恩的情操，實源自念舊的心情 
懂得感恩的人，未必是念舊的人 不念舊的人，極少有感恩的心情 

19 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造物主騙人的手段，也莫如「漸」。在不知不覺中，天真爛漫
的孩子，「漸漸」變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俠的青年「漸漸」變成冷酷的成人……因為其變更是漸進
的……猶如從斜度極緩的長遠的山坡上走下來，使人不察其遞降的痕跡，不見其各階段的境界，而似乎覺
得常在同樣的地位，恆久不變，又無時不有生的意趣與價值，於是人生就被確實肯定，而圓滑進行了。
（豐子愷〈漸〉）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便是循序漸進的緣故 
「使人不察其遞降的痕跡，不見其各階段的境界」都是因為「漸」的效果 
「覺得常在同樣的地位，恆久不變，又無時不有生的意趣與價值」是因為常保天真爛漫的童心 
「天真的孩子變成野心的青年，慷慨的人變成冷酷的人」意指人的性情也會在無形之中漸漸被塑化 

20 有關王添源〈如果愛情像口香糖〉：「如果愛情像口香糖，當你嚼淡了，在各處都可看到--販賣或兜售的地方，
再花五塊錢買一包，重新咀嚼，甜甜白色的膠……如果愛情像口香糖，你可以一片一片的吃，也可以一次吃下
兩片以上，幻想一加一加一再加一，還是等於一的現象。如果愛情像口香糖，好吃又不黏嘴，而在變淡變硬變
得無味，變得煩人的時候，隨時可丟，那該多好。而愛情總是和口香糖，比賽失味的速度，丟掉的愛情，和你
嚼淡的口香糖一樣，不容易，忘記，只是慢慢地，淡去--淡--去」下列選項，對愛情的詮釋較恰當的是： 
「愛情像口香糖，好吃又不黏嘴，而在變淡變硬變得無味，變得煩人的時候，隨時可丟」說的是愛情的趣味 
「你可以一片一片的吃，也可以一次吃下兩片以上，幻想一加一加一再加一，還是等於一的現象」象徵愛

情的美好 
「愛情總是和口香糖，比賽失味的速度，丟掉的愛情，和你嚼淡的口香糖一樣，不容易，忘記，只是慢慢

地，淡去--淡--去」勸人不要接納平淡無奇的愛情 
「如果愛情像口香糖，當你嚼淡了，在各處都可看到--販賣或兜售的地方，再花五塊錢買一包，重新咀嚼，

甜甜白色的膠」諷刺不願長久誓約的「速食」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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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國維《人間詞話》中云：「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

為我，何者為物。」以此觀之，下列詞句何者屬於王國維所謂的「無我」之境？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 

22 紀渻子為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
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
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莊子．達生》）根據這個故事，下列選項何者最
適合用來形容「望之似木雞」的鬭雞？ 
專心一志 冥頑不靈 失魂落魄 神色不動 

23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太史公自序〉），文內這些例子是想說明： 
經典名著皆因前人之筆已千錘百鍊 大抵聖賢多因意有所鬱，發憤著書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聖人亦如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 

24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其意為： 
事有輕重緩急之分  取捨之際應顧全大局 
有始有終，不輕言放棄  生命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 

25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詩經．周南．桃夭》）該詩敘述的是何種場景？ 
女子出嫁 百花齊開 望夫早歸 歡欣收成 

26 《說苑．建本》載師曠答晉平公「七十欲學」之問，云「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下列選項表達對「老而好學」的看法，最正確的是： 
如燭光暗於日光，無法充分發揮 如殘燭將要滅熄，已經時不我予 
如燭光明暗閃爍，難以持久閱讀 如燭光所照微弱，但仍優於不學 

27 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
而不知黃雀在後，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
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韓詩外傳》）依上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最正確？ 
除了蟬之外，其餘都是不勞而獲的受益者 
除了童子，其餘都是只顧眼前利益的受害者 
「瞻前而不顧後」，可以與這則故事相呼應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正是這則故事給人的警惕 

28 蘇軾〈賈誼論〉：「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
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
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文中「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的解釋，下列選項何者較恰當？ 
並非沒有才華，而是缺乏深入挖掘自己的潛能 不是人才難得，難在人才願意為君主忠心效勞 
縱有百般人才，世上能識人用人之君本就不多 具有才能不難，怎樣發揮自己的才能才是難題 

29 我國古代有種運動名為「蹴踘」，類似今日的何種運動？ 
拳擊 跳繩 足球 高爾夫球 

30 「大家先看一大堆書，這是很危險的，看一大堆書，你看通以後，馬上就不錯，看不通的一輩子就完蛋了。
這就變成好高騖遠而不切實際，大家儘看一些不能看懂的東西，而基礎方面沒有把理路弄清楚，最可怕的就
是看一大堆書，一大堆雜誌，一想歐本海默，那麼年輕就看這些書，我也做歐本海默，那問題就是你武功還
沒有到，就去練內功，就會走火入魔。」（沈君山〈我的學涯歷程〉）根據上文，其文意近於下列何者？ 
行百里者半九十  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 
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31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
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
何必見戴？」（《世說新語．任誕》）文中的「仿偟」意指： 
猶豫 恍惚 徘徊 惆悵 

32 承上題，下列敘述最接近王子猷個性的選項是： 
適性灑脫 虎頭蛇尾 任性鹵莽 行事匆促 

33 依據「法律統一用語表」書寫公文時，下列何者正確？ 
自公布日施行 自公布之日實行 科五千元以下罰鍰 處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34 關於公文之「發文處理」，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繕印文件宜力求避免獨字成行、獨行成頁之情形 
經批存之公文，應區分為定期保存與不定期保存兩類 
發文代字為求保密，不應冠以承辦單位之代字，亦得隨時更換 
公文文號前兩碼為年度，中間八碼為流水號，最後一碼為支號 

35 在公文的直接稱謂用語中，若有隸屬關係之機關，下級對上級的稱謂，正確的選項是： 
貴 鈞 本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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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每題 3 分，占 30 分）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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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一人寫信，言重詞複，瑣瑣不休。友人勸之曰：「吾兄筆墨確佳，惟有繁言贅語宜去。以後致信，言簡而
該（賅）可也。」其人唯唯遵命。後又致信此友曰：「前承雅教，感佩良深，從此万不敢再用繁言，上瀆
清聽。」另於「万」字旁註之曰：「此万字，乃方字無點之万字，是簡筆之万字也。本欲恭書草頭大寫之
萬字，因匆匆未及大寫草頭之萬字，草草不恭，尚祈恕罪。」（《嘻談錄》） 
根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友人認為撰文當力求精鍊，要言不煩 友人對於主角的文章內容，頗為肯定 
主角體察缺失後從善如流，知過而改 主角回信的用語謙和有禮，客套周到 
主角於万字加註補充說明，可免誤解 

37 承上題，上文主角之整體作為，可謂： 
弄巧成拙 巧言令色 能言善道 畫蛇添足 實事求是 

38 團隊精神就是一組人共事時，在個人心中完成共同目標的重要性大於凸顯個人表現。……團隊精神的重要元
素包括：對其他成員專業水準的認同、對團隊一體的共識、清楚自己的位置、對自己有充分自信，以及對
目標的全然投入。……在團隊之中，要勇於承認他人的貢獻；如果借助了別人的智慧和成果，就應該公開
聲明；如果得到他人的幫助，就應該表示感謝。這也是團隊精神的基本體現。下列選項中，何者符合上述
文字對「團隊精神」的定義？ 
功成有我，不必在我 同心同德，恪盡職守 
樂觀自信，領導同儕 和衷共濟，隱忍私怨 
胸懷坦蕩，不掠人功 

39 陳端菴，順治己丑進士，筮仕為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宅為人所奪，久不給直，訟
於官。陳不能決，第好語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聞者笑
之。下列選項何者合乎文中陳端菴的處事態度？ 
優柔寡斷 婦人之仁 公正仁厚 以和為貴 姑息養奸 

40 閱讀下文，選出正確的選項：（白居易〈觀刈麥〉時為盩厔縣尉）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這是一首敘事詩，流露體恤憐憫農民的情感 
前段描寫農民暑熱割麥的辛苦，後段表達課徵稅賦的嚴苛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指豐收的喜悅使人忘記夏日的漫長炎熱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指失去田產只能撿拾麥穗充飢 
結尾以自己身居官位，不事勞作，卻俸祿有餘而感到慚愧 

41 古人無論尊卑高下，相見時必有儀節，下列含「跪」、「拜」儀節的選項是： 
拱 長揖 頓首 稽首 九拜 

42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因此和「雨」有關的成語頗多。下列成語，表示雨水真實落下的有： 
風雨交加 翻雲覆雨 雨後春筍 撥雨撩雲 飄風驟雨 

43 下列「」內的詞語，何者使用正確？ 
他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準備投入公職人員的考試 
父親送給我的禮物，我一直「敝帚自珍」，小心翼翼保管著 
張先生聰明能幹，是這次提案的「始作俑者」，負責規劃執行 
公司裡上下同心，大家「沆瀣一氣」，才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為人處事，若能「虛懷若谷」，更能贏得別人的敬重 

44 下列詞語何者與「倚馬可待」的意義相近？ 
出類拔萃 盈科後進 援筆立成 梧鼠技窮 一揮而就 

45 下列「」中的量詞，何者為實數？ 
「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拒之 
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 
范仲淹胸中具「數萬」甲兵，楚項羽江東有「八千」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