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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文句，何者沒有遣詞用字的錯誤？ 
媽媽從小就到工廠工作，含辛茹苦的撫養我們長大 
聽說你最近結婚了，請問你的外子是那裡人？在那裡高就？ 
就讀小學時，我便深受老師和同學的愛戴，連續當了六年班長 
公務員如果抱著「少做少錯，不做不錯」的心態，難免讓人有尸位素餐之感 

2 下列「」內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他四肢健全，卻偽裝成乞丐，過著「黔驢技窮」的生活 

經濟不景氣，百業蕭條，商店顯現「戶限為穿」的景象 

他屢次在國際談判會議中「折衝尊俎」，為國爭取利益 

看他一副得理不饒人，「書空咄咄」的模樣，我就生氣 

3 「三令五申」中的數字詞，都是概略數字，下列何者用法相同？ 

三綱五常 四書五經 九流十家 千言萬語 

4 《老殘遊記》第六回：「過了些時，活該有事，被他爸爸回來一頭碰見，氣了個半死，把他閨女著實打了一

頓。」文中之「該」與下列何者同義？ 

天道恩澤，無不「該」遍 他學問「該」博，著書豐富 

時候不早，也「該」起床了吧 既已違法亂紀，「該」員合當革職查辦 

5 金聖嘆聯語：「蓮子心中苦，梨兒腹內酸」，「蓮」、「梨」二字即「憐」、「離」之諧音。下列字句，何

者沒有應用相同技巧？ 
但問意如何，相知不在棗 理絲入殘機，何悟不成匹 
合歡核桃終堪恨，裡許原來別有仁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靈犀一點通 

6 在文化交流的過程中，許多外語詞彙亦被吸納進入本國語言體系，約定俗成變為漢語的一部分。下列選項何

者完全無外來語摻入？ 
那輛摩托車的引擎故障，輪胎也該換新了 請給我一個漢堡、一份沙拉、還有一杯可樂 
這本書的排版、印刷都很精美，裝幀也十分講究 不能體會何謂涅槃，自然無法證入菩薩或佛的境地 

7 下列動植物詞組，何者不可作為「夫妻」之比喻？ 
鳳凰 蘭桂 鶼鰈 鴛鴦 

8 下列成語，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蛛絲螞跡 不恥下問 齜牙裂嘴 聞風不動 

9 「標案競爭激烈，若事前沒有充分了解對方實力，無法□□□□的話，恐怕很難得勝。」下列選項的成語，

最適宜填入空格的是： 
臥薪嘗膽 日以繼夜 知己知彼 龍馬精神 

10 下列文句□□之處，依序填寫的詞語，最正確的選項是： 
不肖商人利用颱風造成災害的機會，故意哄抬物價，□□暴利。 
做生意必須合法經營，照章納稅，絕對不能靠出售盜版商品和逃稅來□□。 
世界金融海嘯的爆發，深刻暴露了各國在□□金融危機方面的蒼白無力。 
牟取／盈利／防治 謀取／盈利／防禦 牟取／營利／防禦 謀取／營利／防治 

11 下列文句何者正確？ 
偽善者的假面具遲早會被搓破 拒絕接受酒測將受吊消駕照之處分 
氣數已盡的游擊隊遭政府軍徹底靡平 完整登錄客戶的基本資料才能確保服務品質 



 代號：1901
頁次：4－2

12 下列選項「」中的詞語，何者沒有錯別字？ 
一目「燎」然 迫不「急」待 按「步」就班 「披」荊斬棘 

13 下列選項中「數詞」的使用，何者表示數量少的意思？ 
一心一意 一意孤行 一星半點 一心一德 

14 下列選項，何者不是意義相近的成語： 
買櫝還珠／捨本逐末 水碧山青／江山如畫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特立獨行／道貌岸然 

15 下列「」中的文字，前後詞義相同的選項為： 
「東西」南北，馳騖往來／他為非作歹，真不是「東西」 
事情雖混亂卻已有「眉目」／此人「眉目」疏朗，甚有威望 
此人非池中物，「早晚」必有作為／請人「早晚」選一良辰，送至府中 
「上下」同心，戰無不克／此件弊案揭露「上下」交相賊的醜態，令人不齒 

16 「韓子廬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廬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

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見之，無勞倦之苦而擅其功。」（《戰國策．齊策》）下列成語何者最貼近本
文含意？ 
漁翁得利 兔起鶻落 兔死狗烹 守株待兔 

17 杜牧〈贈別〉：「蠟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淚到天明」，詩中使用了「轉化」的修辭技巧，下列流行歌曲中，
那一首並未使用相同修辭技巧？ 
「我也不會奔跑／逃不了／最後誰也都蒼老」（蘇打綠〈小情歌〉） 
「聽／海哭的聲音／嘆息著誰又被傷了心／卻還不清醒」（張惠妹〈聽海〉） 
「彎彎小路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亮在起風的地方」（王心凌〈月光〉） 
「有一種預感／愛就要離岸／所有回憶卻慢慢碎成片段」（陳奕迅〈醞釀〉） 

18 〈元邱素話〉：「光陰雖短，靜者自長；歲月無多，忙人更促。神隨天運，一日可當百年；意逐物移，百年
猶如一日。」意謂： 
人生做好規劃，就能超脫時間的干擾 人生難以預料，宜把握當下及時行樂 
時間長短之感，常隨心境不同而改變 時間流逝快慢，取決於是否用心生活 

19 李白〈獨坐敬亭山〉：「相看兩不厭，只有敬亭山。」表現出主體（我）與客體（自然）融合為一。下列選
項中，同樣表達此種意境的是： 
採菊東籬下，悠然見南山（陶潛〈飲酒詩〉）  
襄陽好風日，留醉與山翁（王維〈漢江臨汎〉）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不是雲（元稹〈離思〉） 
古路無行客，寒山獨見君（劉長卿〈碧澗別墅喜皇浦侍御相訪〉） 

20 「諸星抖顫，於城市上空燃著孤寒／一頭年獸又來這城裡雄壯／眼睛四處逃竄，驚起一街的火螢／一支支，
呼嘯飛天的流星／豔光偶爾打亮夜空的一片孤帆／像年獸神祕的一鱗半爪／爆炸的是繁華，掉落的是寂寞／

你倚著高樓的窗台不說什麼／色調在你眼中沉默的起落／如痙攣的閃電」。上列詩作所描述的臺灣民俗活
動最可能的是： 
北港媽祖遶境 野柳神轎淨港 鹽水酬神烽炮 平溪祈福天燈 

請依下文回答第 21 題至第 23 題 
初，權謂呂蒙曰：「卿今當塗掌事，不可不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豈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

涉獵見往事耳！卿言多務，孰若孤？孤常讀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魯肅過尋陽，與蒙論議，大

驚曰：「卿今者才略，非復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刮目相待，大兄何見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
結友而別。（《資治通鑑》卷第六十六） 
21 本文敘述中，孫權對呂蒙說：「卿今當塗掌事」，意謂呂蒙是： 

治理當塗一地 現今當權掌事 負責管理道路 負責修改文書 
22 細讀本文，可推知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呂蒙讀書不久，便學識大增 魯肅與呂蒙原本是莫逆之交 
孫權告訴呂蒙讀書大有益處 孫權希望呂蒙成為經學博士 

23 後人用「吳下阿蒙」來比喻： 
學識淺陋 技進於道 資質駑鈍 勤學有成 

24 「生物體內的細胞會互相協調，維持分工並避免癌症形成；許多種螞蟻的工蟻會犧牲自己的繁殖力來侍奉蟻
后和蟻群；同一獅群的母獅會互相哺育幼獅；而人類則是從食物取得、找尋伴侶到捍衛領土等所有事情都
互助合作。」 
根據文中所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助人為演化之本 助人為快樂之本 助人者順天應人 助人者天亦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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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心理學上，對於既有吸引力，又要付出代價的目標出現在面前時所引起的心理衝突，稱之為「趨避衝突」，

如「既期待又怕受傷害」。下列選項，不屬於「趨避衝突」的語句是： 
想抽菸又擔心危害健康  想去那兒卻不知道怎麼去 
想吃大餐卻憂慮身材走樣 想作弊又受不了良心譴責 

26 「語言不脫離文化而存在，不脫離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語言是我們所知道

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識地創造出來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岳樣偉大。」（Edward Sapir
《語言論》）下列選項何者最符合這段話的文意？ 
語言來自於宗教  文化必須透過語言表現  
語言是一種精心創造的藝術 我們都是語言的可能創造者 

27 《朱子語類》：「讀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裡方是長進。」意謂吾人學習應持何種

態度？ 
正本清源 存疑求真 知行合一 格物致知 

請依下文回答第 28 題至第 29 題 
我們愛吃魩仔魚，說是鈣質豐富、營養豐富；我們一口幾百條，一餐數千條地囫圇呑……因為嗜吃而渾然不

覺，我們已經吃掉了曾經豐盛的沿海漁產資源，同時也贏得了嗜吃魚苗等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的惡名。 
根據水產試驗所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魩仔魚是兩百多種魚類幼苗的統稱，牠們是海洋魚種數量及海洋食物鍊

的基礎。海域若失去了這樣的基礎，研究報告中已清楚的指出後果 —— 這樣的捕撈情況若是不加以管理和改善的話，

最後，可能導至整個沿岸漁業的滅亡。 
照理說，魩仔魚除了是多種魚類的數量基礎，同時牠們也是多種魚類願意靠岸覓食的主要原因。魩仔魚的確

是重要的食物，但是是許多種魚類賴以生存的重要食物，而絕不是人類賴以生存的重要食物。 
沒人不曉得，沒有小魚就沒有大魚的簡單道理，而我們吃魩仔魚竟然一吃吃了一百多年，那樣無骨、無刺、

糊里糊塗地吃掉了我們的海洋生機。（廖鴻基〈拒吃魩仔魚〉） 
28 下列對於本文意涵之解說，何者不正確？ 

魩仔魚不是單一種類的魚種名稱 拒吃魩仔魚是因為海洋遭到污染 
海鮮文化隱含因小失大的危機 海鮮文化不足以稱為海洋文化 

29 「那樣無骨、無刺、糊里糊塗地吃掉了我們的海洋生機」中的「無骨無刺」意指： 
細嚼慢嚥 窮奢極欲 理所當然 不知不覺 

30 下列對聯最適合旅館使用的是： 
相逢盡是他鄉客，夜宿時招異地人 財連銀漢三千丈，利貫金城百萬家 
十年宦比梅花冷，一夜春隨爆竹來 里有仁風春色溥，家有德澤吉星臨 

31 下列詞語皆是年齡的代稱，由少至老，排列順序正確的是： 
弱冠之年→及笄之年→不惑之年 知命之年→耳順之年→古稀之年 
耳順之年→不惑之年→花甲之年 志學之年→知命之年→而立之年 

32 下列選項何者可與「鳥覆危巢豈待風」構成較為妥當的對聯？ 
蓮聳碧峰關路近 日落高門喧燕雀 魚游沸鼎知無日 含風翠壁孤雲細 

33 宋代楊萬里曾云：「古者求人之一能，後世求人之無不能。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無不能，是以有不能。」

意謂： 
人才之優劣乃是相對而論 人才的選用不須求全責備 
無所不能者才是真正的人才 舉一反三是判斷人才的標準 

34 《韓非子．喻老》：「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其意近於： 
生於憂患，死於安樂 星星之火，可以燎原 登高自卑，行遠自邇 輔車相依，脣亡齒寒 

35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數，於是宗子相率馬首陳狀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荊公厲

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老學庵筆記．卷二》）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王荊公始終堅持自己原則，裁減宗室恩數，不接受陳情 
王荊公不止要裁損宗子恩數，同時還要遷移出宗廟裡的祖宗 
王荊公之所以不裁損宗室恩數，乃是看在供奉在宗廟中的祖宗顏面 
王荊公最後終於答應宗子們的請求，暫緩裁損宗室恩數，宗子們因而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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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歸有光〈項脊軒志〉）句中所說的「三五」之夜，指的就是「十五」，

運用了兩數相乘的手法。下列選項使用同一手法表示數量的是： 
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不能「十一」  
年時「二八」新紅臉，宜笑宜歌羞更歛 
夫物之不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什百」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六」人，童子「六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37 《菜根譚》：「責人者，原無過於有過之中，則情平；責己者，求有過於無過之內，則德進。」其意近於：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勿道人短，勿說己長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責己重周，待人輕約 

38 下列選項中，各語句前後有必然邏輯關係的是： 
《論語．憲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劉義慶《世說新語．言語》：「小時了了，大未必佳。」 
《荀子．勸學》：「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見者遠。」 
《晏子春秋．內篇》：「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北則為枳。」 

39 下列語詞「」中的錯別字，經過修改後，仍然錯誤的選項是： 
大加撻「閥」→罰 「贍」前顧後→瞻 和「靄」可親→藹 光耀門「眉」→楣 

40 下列選項中的詞語，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彩排／端祥／含飴弄孫／俯視即是 部署／脈膊／敷衍塞責／瓦釜雷鳴 
韶華／杜撰／照然若揭／直接了當 嬉戲／風靡／發憤忘食／仗義執言 

41 下列各組成語，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再接再厲／疾言礪色／鳶飛魚躍 拈花惹草／關心民饃／墨守成規 
桑榆暮景／濫竽充數／越俎代庖 眼花瞭亂／窮兵黷武／磨頂放踵 

42 下列有關「辜」字的使用，錯誤選項是： 
為人處事應懂得飲水思源，不能「辜」恩忘義，違背良心 
中國歷史上濫殺無「辜」的暴君，一定都不會有好的下場 
對於別人的關心，要適當的回應，別「辜」負了他人的好意 
對於酒後駕車肇事者，絕對不可以「辜」息養奸，輕易讓他們逃過法律制裁 

43 下列選項中，何者沒有錯別字？ 
商店常用廣告或優待方式招徠顧客 
跟母親聊天，她突然插開正題，提到陳年往事 
老師嚴厲處罰帶頭吵鬧的學生，達到殺雞警猴的效果 
不收對方的禮，得有宛轉的說辭，因此免不了多廢一番唇舌 

44 下列選項前後相同字的讀音，何者完全相同： 
擂台／大吹大擂 便佞／大腹便便 數落／數見不鮮 哄騙／一哄而散 

45 下列文句「」中的詞語，就其意義而言，何者不可替換？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短歌行〉）→「美酒」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老（李白〈長干行〉）→「青春」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范仲淹〈岳陽樓記〉）→「傍晚」 
夜深忽夢少年事，夢啼妝淚紅「闌干」（白居易〈琵琶行〉）→「柵欄」 

46 公文「函」之行文目的，如僅係檢送文件，通常在那一段內敘明即可？ 
主旨 辦法 說明 附件 

47 行政院衛生署擬行文各縣市衛生局，請依法加強取締誇大不實的藥品與健康食品。下列選項的說明何者正確？ 
期望、目的語應用「請准予備查」 簽署用印應使用署長職銜、簽字章 
稱謂用語，自稱「行政院衛生署」 此次行文旨在發布法規命令，應使用「令」文 

48 我國現行公文格式與管理，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現行為橫式書寫，由左而右，A4 公文紙直式列印 
公文電子資料交換僅一頁時，無須用電子騎縫章 
檔案管理資料區於公文右上角，含檔號、保存年限 
「受文者」「主旨」之間，列明收文機關的管理資料 

49 「公文」是處理公務的應用文書。下列選項，何者不屬於「公文」？ 
○○系學會 公告  ○○市政府社會局 函  
○○員生消費合作社 箋 國立○○高級中學 書函 

50 公文寫作時，「依本院 00 年 00 月 00 日第○○次會議決議辦理」應置於何處？ 
主旨 說明 辦法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