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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各文句何者完全沒有錯別字？ 
 這家公司致力研發尖端技術，儼然成為業界先驅 
臺灣人的創意與彈性，被視為深具價質的軟實力 
大半生服務於公家機構，他的成就與供獻毋庸置疑 
年輕人初出茅廬，往往充滿理想和報負，準備大顯身手 

2 「令人□往／影□深遠／音樂□宴」，以上三個□應依序填入： 
響／嚮／饗 饗／響／嚮 嚮／響／饗 饗／嚮／響 

3 下列文句中，用字遣詞正確的選項是： 
捲走鉅款、逍遙海外的經濟罪犯，讓升斗小民最為反感 
女性為了追求完美無暇的好膚質，常會相信道聽塗說的美容偏方 
臺灣的職棒環境歷經多次簽賭案，每況遇下，需要整體的挽救方案 
公務人員案牘勞形、消腹從公，還要注意社會公平，注意言行舉止與出入場所 

4 下列文句中，詞語應用正確的是： 
畫展成功以後，他的聲名不脛而走，現在已是世界級的畫家了 
陳姓台商平時熱心公益，他就是這次公聽會的始作俑者 
讀到她的手機簡訊，雖只寥寥數語，卻覺音容宛在，真是窩心極了 
對於高先生的善行，他指日可待、連聲道謝 

5 下列成語中，正確的選項是： 
視若無堵 見危知著 左右逢源 一夜知秋 

6 下列各文句何者用語最為恰當？ 
他為人熱心，經常忙著幫同事煽風點火，解決問題 
職場上注重工作倫理，遇事若能見風轉舵，最能無往不利 
現代人居住在水泥叢林中，很少有機會到大自然裡捕風捉影 
太極拳有一招「順風扯旗」，我勸你也該把握時機，順勢而為 

7 下列各組成語，意義相反的是： 
頭童齒豁／雞皮鶴髮 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意到筆隨／行雲流水 吳下阿蒙／鶴立雞群 

8 下列各詞語引號內的「負」字，與「忘恩負義」的「負」字意思相同的是： 
「負」詬忍辱 「負」荊請罪 「負」心之人 「負」笈從師 

9 下列各選項句中，「窮」字意思為「處境困窘」的是？ 
人情同於懷土兮，豈窮達而異心 楚囚纓其冠，傳車送窮北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輪鞅  不忍窮竟其事 

10 兩個詞在意義上相對或相反的，叫反義詞。下列各組都是反義詞的是： 
獨立－依賴／扼要－詳盡／幽暗－荒涼 光榮－恥辱／高聳－狹小／樂觀－前瞻 
從容－慌忙／粗糙－細膩／抵抗－投降 警惕－麻痺／果斷－猶豫／偏頗－怪異 

11 下列詞語非屬狀聲詞的是： 
淙淙 潺潺 潸潸 泠泠 

12 下列文字，沒有贅字冗詞的是： 
《歌劇魅影》即將在國家劇院演出，非常造成轟動 
皮膚科醫師表示：化妝品的價格與功效不必然劃上等號 
幾米的繪本深受歡迎，陸續有多部作品不斷被拍成電影 
衝突事件發生後，兩人堅持各執一詞，難以判斷孰是孰非 

13 下列關於動物的詞語中，用以形容人類外形、體貌，而不是道德判斷的選項是： 
獐頭鼠目 虎頭蛇尾 虎背熊腰 招蜂引蝶 

14 下列各語句何者最沒有冗詞語病？ 
各位同仁：希望你我大家都要做到彼此互相尊重 
各位來賓：然後我現在要提出本單位今年度的工作簡報 
各位鄉親父老、兄弟姊妹：本人第一次來到貴寶地，請多多指教 
各位女士、先生：讓我們恭請我們的大家長─林館長，來為我們說說幾句話 

15 寫信給自己的父親，開頭的提稱語應該用： 
父親大人膝下 父親大人足下 父親大人堂下 父親大人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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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文用語在「稱謂」上，視發文機關與受文對象（機關或個人）的關係而有別，例如各縣市教育局發函教育部的時
候，行文中該如何稱呼教育部才正確？ 
貴部 台部 鈞部 大部 

17 以下關於公文「函」的敘述何者正確？ 
公文中的「函」意指書信，適用範圍極廣 
函的行文用語宜明確，寧可詳多而勿失之簡要 
函的內容須具備「主旨」、「說明」、「辦法」，三者缺一不可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發函，屬日常溝通往來，並不具有命令性質或約束力 

18 下列題辭，不適用於醫界的是： 
杏林春暖 博愛濟群 博採輿情 濟世功深 

19 舊時人家多懸掛吉祥畫以迎祥納福。吉祥畫或諧音取義，例如畫紅色蝙蝠飛翔天際，表示「洪福齊天」；或取特定
事物為象徵，例如畫牡丹花以象徵富貴。下列各選項何者兼有上述兩種特點？ 
畫松樹和鹿隻代表「長壽有祿」 畫麥穗和花瓶代表「歲歲平安」 
畫鲇魚和鱖魚代表「長年大貴」 畫青蘋果和大橘子代表「清平大吉」 

20 下列各成語何者並非形容書法之美？ 
龍飛鳳舞 龍蟠虎踞 筆走龍蛇 矯若驚龍 

21 下列詩句不屬於對偶句的是： 
掬水月在手，弄花香滿衣  芳樹籠秦棧，春流遶蜀城 
跨馬出郊時極目，不堪人事日蕭條 漠漠水田飛白鷺，陰陰夏木囀黃鸝 

22 文學寫作常以「擬人法」增加讀者想像與作品情趣。下列各詩句何者運用了擬人法？ 
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兩三人（唐 杜甫〈南鄰〉） 
草樹知春不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唐 韓愈〈晚春〉） 
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不寒楊柳風（唐 僧志安〈絕句〉） 
葉浮嫰綠酒初熟，橙切香黃蟹正肥（宋 劉克莊〈冬景〉） 

23 張九齡〈詠物詩〉：「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鳳凰佳可食，一去一來儀。」這首詩所詠的植物應是： 
松 梅 蘭 竹 

24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若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不充之，不足以事父
母。」（《孟子．公孫丑上》）其所謂之「四端」係何所指？ 
禮、義、廉、恥 仁、義、禮、智 視、聽、言、動 誠、智、仁、勇 

25 請判斷下列各詩詞，何者所描述之景為「夏」季？ 
四顧山光接水光，憑欄十里芰荷香（黃庭堅〈晚樓閒坐〉） 
不覺商意滿林薄，蕭然萬籟涵虛清（翁森〈四時讀書樂〉） 
莫笑農家臘酒渾，豐年留客足雞豚（陸游〈游山西村〉） 
雲中誰寄錦書來，雁字回時，月滿西樓（李清照〈一剪梅〉） 

26 山光忽西落，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夕涼，開軒臥閑敞。荷風送香氣，竹露滴清響。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
懷故人，終宵勞夢想。（孟浩然〈夏日南亭懷辛大〉）關於這首詩中的時間，下列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山光忽西落，池月漸東上」是黃昏時分 「散髮乘夕涼，開軒臥閑敞」是破曉時分 
「荷風送香氣，竹露滴清響」是深秋時節 「感此懷故人，終宵勞夢想」與時間無關 

27 下列各詩句所述，何者非屬宜於農作的喜雨？ 
雨澤如此，百穀用成。（漢 曹操〈對酒〉） 
朝雲不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穫（魏 曹植〈贈丁儀〉）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來，好風與之俱（晉 陶淵明〈讀山海經〉） 
仲春遘時雨，始雷發東隅。眾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晉 陶淵明〈擬古〉其三） 

28 「⋯⋯李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吏議逐客，竊以為過矣！』」（李斯〈諫逐客書〉）句中「竊以為」，
應是一種怎樣的語氣態度？ 
驚懼、惶恐的語氣 鄉愿、逃避的態度 自謙、商量的語氣 自信、專斷的態度 

29 下列各選項敘述，何者關乎個人的說話藝術？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論語．學而》） 時然後言，人不厭其言（《論語．憲問》）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不必有德（《論語．憲問》） 君子不以言舉人，不以人廢言（《論語．衛靈公》） 

30 戴顒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依據上文，下列各選
項何者理解最為確當？ 
「攜雙柑斗酒」─表示戴顒意在野餐享受美味 「人問何之」─是問戴顒帶些什麼東西去郊遊 
「俗耳針砭」─是說鳥叫聲對聽覺有療癒效果 「詩腸鼓吹」─是說鳥叫聲可喚起做詩的靈感 

31 宋代程顥曾說：「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近思錄．卷四》）對這句話的詮釋，下列敘述正
確的選項是： 
程顥認為教育學生首要字體工整 程顥認為專一、端正，是一切的根本 
程顥是個書法家，重視筆劃配置的美學 程顥是個完美主義者，任何細節都不放過 

32 「新裂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
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班婕妤〈怨歌行〉）關於此詩，下列說法何者有誤？ 
詩人胸中充塞著憤懣與怨怒之氣 此詩即成語「秋扇見捐」出處 
前四句寫其本質及形式之美 詩人藉由團扇以自傷身世 

33 下列各史傳人事，何者當官最能兼具「儉、廉、能」三條件？ 
裴玢歷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為政。不交權倖，不務貢獻；蔬食敝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三軍百姓安業 
袁滋以寬易清簡為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專以慈惠為本，人甚愛之。然百姓有過犯者，皆縱而不理 
吳遵路為政簡易，不為聲威。立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廉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物 
董俊為政寬明，見人善治田廬，必召與歡語，有惰者，則怒罰之，故其部完實，民惟恐其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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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列各史傳所述，何者與古代法家思想不符？ 
上謂宰臣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李石對曰：「朝廷法令行，則易。」（《舊唐書．文宗本紀下》） 
上詔曰：「方今法令輕重不倫。法令者，為政所先，人命所繫，不可不慎。」（《遼史．耶律庶成傳》） 
上謂侍臣曰：「常人多喜為非，有天下者苟無以懲之，何由致治？孔子為政七日而誅少正卯，聖人尚爾，況餘人
乎？」（《金史．世宗本紀下》） 
上詔曰：「為政以得人為要，不得其人，雖良法美意，徒美觀聽，於民無濟也。」（《清史稿．世宗本紀》） 

35 下列各文句表現的人生觀，何者未涉及身後價值？ 
人生無後名，老死將何為？生而不濟物，高官慚牧兒 
人生如朝露耳。若不能揚眉吐氣，虛度歲月，羞作骯髒丈夫 
雖然宇宙無涯，人生有盡，若具隻眼，則千百年亦瞬息也，所貴死而有不亡者在耳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不學些本事，做些功業，揚名於萬代之下，似此一坏黃土，誰別賢愚 

36 明人有言：「庶民之中，竈户尤苦，臣近履鹽場，始識其概。」以下即若干相關描述： 
小屋數椽，不蔽風雨，    ，此居食之苦也。 
曬淋之時，舉家登場，颳泥吸海，午汗如雨，    ，此淋滷之苦也。 
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不似人形，    ，此煎辦之苦也。 
（甲）酷暑如湯，亦不敢離 
（乙）隆寒砭骨，亦必為之 
（丙）粗粟糲飯，不能飽餐 
依文意判斷，上文各  最適合依序填入的是： 
甲╱乙╱丙 甲╱丙╱乙 丙╱甲╱乙 丙╱乙╱甲 

37 「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淚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年今日割臺灣。」（丘逢甲〈春愁〉）詩中之「往事」
是指什麼？ 
 1885 年，臺灣建省清廷正式治台  1895 年，臺灣民主國的瞬間興亡 
甲午戰爭，乙未割台  乙未戰爭，甲午割台 

38 吃好，是的，吃好，你偶爾會花很多錢去吃一頓消夜蕃薯糜，佐以一盤百元的醬破布子；你經常順手倒掉吃不完的
白香米飯；而你愈來愈少憶及昔日那個餓得敲破橄欖核取食核肉的臭頭的你。你忘了，真的故意忘了丟棄一粒米必
遭天雷的古老警告，你忘了，真的存心忘了家鄉的老母親依舊割捨不掉牽心的稻田，你啊，你根本記不得金黃金黃金
黃黃的稻穗中包容著的是黧面蓬首的母親的灰濁灰濁灰濁濁的汗水。（阿盛〈六月田水〉）關於引文中的「你」，
下列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花天酒地，敗光祖傳家產  見利忘義，以致淪落江湖 
由城市到鄉村，回歸純樸  由鄉村到城市，迷失自我 

39 最近筆墨不暢。明明我寫作用的是西洋鋼筆和墨水，卻要說筆墨不暢。然而與其用「鋼筆寫作不順利」來表達，我
還是覺得用筆墨不暢比較符合我的心神狀態。仔細想想，大概因為千年以來已經用慣文房四寶，突然改成西洋鋼筆
和墨水，我們的靈魂還在旅行的路上趕不過來吧。（梨木香步《家守綺譚》）根據引文推斷作者的意旨，正確的選
項是： 
西洋鋼筆和墨水缺乏藝術價值，永遠無法取代文房四寶 
西洋鋼筆和墨水與東方人的民情不合，永遠無法取代文房四寶 
文明的進步往往迅速得令人來不及眨眼，稍有懈怠就會被淘汰了 
文明的進步往往迅速得令人來不及眨眼，但其實還沒有深植人心 

40 閱讀下列文字後回答問題： 
英國科學家洛夫洛克（J. E. Lovelock）提出「大地之母」（Gaia）的假說。所謂「大地之母」，是指包括地球的生
物圈、大氣層、海洋及土壤在內，構成了一個回饋或調控的系統。此一系統的恆常運作，為地球上的生命營造最適
當的物理與化學環境。換言之，大地之母經常積極地加以控制，以維持地球本身特有的「內環境穩定」，從而使生
命保持舒適，使地球保持健康。 
下列各選項敘述，何者最切近上文主旨？ 
「大地之母」代表造物主的恩典與大愛 「大地之母」是帶有神話色彩的科學假說 
「大地之母」意味地球本身具有自我調控系統 「大地之母」猶如強勢的母親以控制手段保護地球 

41 閱讀下列文字後回答問題： 
近來「少子化」已是國際間普遍的現象，而臺灣生育率更是全球倒數。根據內政部統計，2008 年臺灣出生嬰兒

為 19.9 萬人，比 1960 年減少 52.9%。除了受到生肖影響，國人偏好於龍年生產而略有消長外，每年出生人數呈現
逐年減少的趨勢。1985 年，育齡婦女總生育率降到 2 人以下，近年更急遽下滑，2007 年為 1.1 人，2008 年更只剩
1.05人。 

少子化的成因，一方面是生育意願降低，另方面則是臺灣育齡婦女人數近年亦大幅下降。由於 1970 年代開
始，國內零歲至十四歲幼年人口就不斷減少，導致育齡婦女人數從 2001 年也開始下降。當時十五歲以上有偶婦女
人數還有 990萬多，到了 2008 年卻只剩下 498萬多，降幅接近五成，2010 年起更將快速銳減。此外，育齡女性的
有偶率同樣快速降低。上述種種因素，使得臺灣目前總人口成長已低於 4%。一旦幼年人口步入生育期，國內人口
成長將逆轉為不增反減，預估 2026 年總人口到達高峰，此後臺灣人口將快速縮減。 
依據上文，下列各選項敘述何者不當？ 
提高生育意願有助於人口成長 
遇到龍年，國內嬰兒出生率就會出現正成長 
育齡女性有偶率下降，相當於未婚、不婚、離婚、失婚率提高 
目前只要等下一批幼年人口進入生育期，即可改善臺灣人口數下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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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閱讀下列文字後回答問題： 
「緩慢城市（Citta Slow）運動」起源於 1999 年的義大利，它是一種全新的、不同以往的城市模式，代表一種

良好的生活樣態。發起「慢城運動」的四位市長共同發表 55 點聲明，包括減少噪音與交通流量；增加綠地與徒步
區；支持當地農民的有機耕種，以及小規模販售當地食品的商店、市場與餐廳；獎勵環保科技；保護當地美學與美
食傳統等。 
緩慢城市不只有意放慢現代城市的快節奏，更是要創造一個人性化的優質環境，讓人們緩解過度倚賴時鐘、凡

事求快的壓力。但這並非意味遲鈍、退步或反科技──慢城裡有電車安靜地駛過中世紀即已闢建的街道，家家戶戶
架設有現代化的便捷網路。然而這裡禁止車輛進入舊城區某些街道；看不到連鎖超市和絢爛的霓虹燈；家庭式的小
型產業能取得最好的店面；公所補助建築物翻新，採用的是能展現當地特色的外牆敷料和屋頂；醫院、學校餐廳提
供由當地有機農產品烹調的傳統菜色，而不是外地供應商加工製造的食品。慢城特有的悠閒餐飲、恬然氛圍，不但
提昇了居民的生活品質，也吸引了大批國內外遊客，創造出意外的經濟收益。 
依據上文，下列各選項敘述何者最為確當？ 
緩慢城市主張凡事放慢  緩慢城市保護有機農業 
緩慢城市反對科技文明  緩慢城市抑制經濟成長 
 

閱讀下列文字後回答第 43-44題： 
打開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網頁，你會看到它所列的環境詞彙之一：「過度捕魚」（overfishing），其中文定

義是：「從海洋中捕獲的超過了自然群體生長可承受的範圍。」過度捕魚有許多原因，最殘忍的就是「長期超
量」，只因現代化捕魚船隊的捕獲效能，遠超過魚類的可補充數量。知名的《科學》期刊近期報導：國際專家
歷時四年，針對全球一百多個捕魚地點、七千八百種海洋魚類進行調查。研究結果指出，人類如果不立即停止
過度捕魚的行為，估計到西元 2048 年海裡的魚類將全面消失，人類將不再有魚可以吃。報告指出，自 1970 年
以來，全球捕魚船持續以 2.5倍的速度成長，濫捕魚類的情況增加 150%。相較於一百年前，今日北大西洋的魚
量只剩下原來的六分之一。除了海洋污染，以及常見於珊瑚區及海岸線等地的習慣性破壞，漁人濫捕尤其加劇
魚類資源銳減的災難。 
43 下列各選項敘述，何者最切近本研究主旨？ 

重視漁民生計及其前途  主張慈悲為懷，愛護動物 
呼籲保護自然資源，以利環境永續發展 凸顯人性的貪婪、自私，促成人類心靈的覺醒 

44 下列各選項文意情境，何者最接近本研究理念？ 
禽獸魚鼈不中殺，不粥於市──禽獸魚鼈不到可殺的程度，就不拿到市場上賣（《禮記．王制》） 
緣木求魚，雖不得魚，無後災──爬到樹上抓魚，雖然抓不到魚，卻不至於招來後患（《孟子．梁惠王上》） 
數罟不入洿池，魚鼈不可勝食也──不用網眼細密的漁具下水，就能有吃不完的魚鼈（《孟子．梁惠王上》）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詩經》說：「天邊飛鳥自在地翱翔，水裡游魚活潑地
跳動。」說明人應該善觀魚鳥，體察天地間的事理（《禮記．中庸》） 

 
閱讀下列引文，回答第 45-46題： 
就如同夜襲、黑市交易等字面意思般，⋯⋯黑暗通常代表著邪惡的溫床、破壞等負面的意思，而致使人類

畏懼它的存在。在黑暗之中，人類的眼睛起不了功能，看不見周圍的東西。在這世上可以說沒有比「什麼都看
不到」「摸不清楚來路」更加令人不安、恐懼的東西。在黑暗所帶來「虛無」中，人類常會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被威脅著。（河合隼雄《影子現象學》） 
45 下列詞語中，和引文中「夜襲」、「黑市交易」用法相異的選項是： 

夜市 暗盤 黑箱作業 幕後黑手 
46 由引文可知，人類世界有許多價值是經由視覺判定的，下列藉由視覺表現正面價值或意義的成語中，錯誤的選項是： 

明察秋毫 洞燭機先 高瞻遠矚 勢如破竹 
 

閱讀下列引文，回答第 47-48題：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冷落，殘照當樓。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

長江水，無語東流。 不忍登高臨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年來蹤跡，何事苦淹留。想佳人、妝樓凝望，
誤幾回、天際識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柳永〈八聲甘州〉） 
47 下列詞句中，最能說明這闋詞寫於秋季的選項是：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  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 
惟有長江水，無語東流  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 

48 根據引文，判斷柳永於寫作當時的處境為何？ 
狀元及第、衣錦榮歸 出征邊塞、建功立業 飄泊異地、鬱鬱失志 新婚燕爾、舊地重遊 
 

閱讀下列引文，回答第 49-50題：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來每獨往，勝事空自知。行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林叟，談笑無還

期。（王維〈終南別業〉） 
49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中，作為動詞使用的字彙有： 

中、晚 好、家 道、陲 頗、南 
50 根據文意判斷，引文中的主角可能懷有何種心態？ 

遊手好閒，坐吃山空 孤高自許，目中無人 遊山玩水，悠然自得 懷才不遇，自放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