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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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

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曹植〈與楊德祖書〉）曹植寫作本

文的重點是： 
自認才德淺薄沒有資格寫作文章 以為寫文章須以嘉惠百姓為目標 
認為寫作辭賦可能背離君子大義 期許自身在政治場域上建立功業 

2 下列引號中的疊字，何者是形容聲音？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  
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譊譊」師所呵 
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紋愁。「溶溶」曳曳，東風無力，欲皺還休 

3 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

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建本》）關於本文主旨，敘述

最正確的是： 
嚴酷考驗是為了成長  學習可使能力精益求精  
善用天賦，可無待於學習 工具合用便可，不必力求精良 

4 〈李娃傳〉：「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

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群，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

也。』」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滎陽公和兒子相差三十歲  
滎陽公家中養了一匹千里馬 
滎陽公在地方上的聲望很高，收留很多徒弟  
滎陽公的兒子很有才華，但是高傲孤僻，不與人互動 

5 《史記．魏公子列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

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賣漿家」是指賣豆漿的商家  
毛公因賭博欠魏公子錢，所以只好躲起來 
毛公、薛公都是有才學而不肯做官的隱居者  
魏公子也喜歡賭博，所以發現同好者，特別高興，樂於結交 

6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

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

反類狗者也。」（馬援〈戒兄子嚴敦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作者只敬重龍伯高  
作者認為模仿杜季良的難度高於龍伯高 
從文中可以了解杜季良的人緣比龍伯高好  
作者希望晚輩們不要學杜季良，是因為自己和龍伯高的交情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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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

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下列選項，可詮釋作者心境的是： 
一介不取 見獵心喜 遊刃有餘 隨遇而安 

8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

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世說新語．德行》）下列選項，

何者詮釋庾公之行最為正確？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捨生取義，見賢思齊 

閱讀下文，回答第 9 題至第 10 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第七》） 
9 文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態度，與下列敘述最相近的是：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10 文中孔子指出了率領三軍須備的特質，下列何者最不相符？ 
智勇兼備 戒慎恐懼 深思熟慮 剛強魯莽 

閱讀下文，回答第 11 題至第 12 題： 
    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

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

門」矣。（《晉書．王衍傳》） 
11 王衍「自比子貢」，是因為他自認如何？ 

好學不倦 能言善道 善於政事 敦品崇禮 
12 承上題，文中「口中雌黃」，意指王衍何種表現？ 

常不顧真相隨口批評  常見風轉舵逢迎眾意  
能隨口更正所言錯誤  能臨機應變舌燦蓮花 

閱讀下文，回答第 13 題至第 14 題： 
許多轟轟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過去了，許多轟轟烈烈的成功和失敗也都過去了，只有藝術作品真正是

不朽的。數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東南飛〉的作者還能在我們心裡點燃很強烈的火焰，雖然在當

時他們不過是大皇帝腳下的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車書，曹孟德帶八十萬人馬下江東，

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這些驚心動魄的成敗對於你有什麼意義？對於我有什麼意義？但是長城和〈短歌行〉

對於我們還是很親切的，還可以使我們心領神會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氣魄。 
13 依照上文，下列那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英雄美人事蹟不朽  文學藝術作品精魂不朽  
詩人比政治家更值得歌頌紀念 秦始皇和曹操是成功最高典範 

14 承上題，這段文字主旨和下列那一句話最近似？ 
立言不如立德  自古英雄愛美人  
一將成名萬骨枯  拿破崙，你的劍到不了的地方，我的筆都到了 

15 「二月的雨，三月的雨，使我家的牆角長出白色的小菌，皮箱發霉，天花板積水，地上蓋滿一層訪

客的友誼的泥腳印。和平西路二段多了幾個臨時池沼，汽車過去，帶著殺殺的濺水聲。濕衣服像一

排排垂手而立的老人，躲在屋簷下避難。自來水暢通了，因為上天所賜的水已經過多。濕淋淋的路

人，像一條條的魚，嚴肅沉默的從籬笆牆外游過去。這是臺北的雨季，是一年中最缺少歡笑的日子，

但是我們的孩子卻在這樣的日子裡出世。她已經在這潮濕的地球上度過十五個整天。她那烏黑晶瑩

的小眼睛，卻還沒見過燦爛的太陽，明媚的月亮。她會不會就此覺得這世界並不美？」由此可知，

這位父親的心情是： 
希望政府趕快改善積水的問題  
盼望能夠賺到更多的金錢，改善居住的環境 
急切地想讓孩子感受到這世間各種美好的事物  
期待孩子未來有許多好人緣，能有許多充滿歡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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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透過聆聽，成員之間學習到相互合作的精髓——唯有□□□□，才有辦法表現自己。雖然在過程中，

必定會有磨合期，甚至產生摩擦，但也可能激盪出璀璨的火花，再經過演變和進化，便能慢慢建立

起不言而喻的默契。只要打開耳朵用心體會，就能在樂音聲響中，感受到演奏者之間的情緒起伏及

呼吸變化，這樣的心領神會，想必是台上的演奏者和台下的觀眾共同追求的藝術境界。」上文空格

最適合填入： 
配合別人 傾聽別人 禮讓別人 謙抑自我 

17 我常對學生說：「沒有人讀詩是為了文法，但是不透過文法就進不了詩。文法是守在詩之花園入口

的一條惡犬。」這段話的主旨是： 
讀懂文法未必能懂詩  讀懂文法不等於懂詩  
文法是懂詩的必要之惡 文法是懂詩的起承轉合 

18 「觀恆河之妙用，誠然是人心意念之投射，心理因素大過實質，然而見著當地人沐浴在恆河懷抱的

淚光與喃喃自語，讓我靜坐河階時升起了感同身受的感動情懷。」作者的感動來自於下列何者？ 
譬喻 同情 自我暗示 移情作用 

19 苦是險譎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弄不好就全軍盡沒，像我那鍋荷葉湯。不過苦瓜倒是安全的，不

易失手少有意外，一來擺明自討苦吃；二來那苦味被馴養過，是我們熟習的；三來苦瓜極少孤行，通

常配搭濃肥之物，相生互倚甘苦共濟。苦瓜丸、紅燒苦瓜、苦瓜鑲肉、苦瓜蝦仁、苦瓜炒鹹蛋、苦瓜

排骨湯，或腴或鮮或鹹，反襯對比清苦之味，更見鮮明刺激醒神開胃。苦甘苦甘，吃苦原是為了求甘。

總有人說，「人生不夠苦嗎，還吃什麼苦瓜？」正因與人生相比，苦瓜才顯得芳甘，那滋味是舌根深

處最神秘的弔詭，形同味上意在言外，經由後設徐徐鋪展，柳暗深處豁見花明。「誰謂荼苦？其甘如

薺」，古人很早就懂得了。依據上文，請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作者煮荷葉湯時，為保持清甜，所以絕不放入苦瓜  
在食材中放入苦瓜，是吃力不討好的自討苦吃行為 
人生必須遍嘗酸甜苦辣，吃苦瓜是最好的入門學習 
苦瓜滋味的難能可貴，就在於苦後回甘的難言之味 

20 我問老師白話文言那一種好？他說：「白話文像一團海綿，揑起來只一點點，那有文言簡練？你

能一口氣背韓昌黎的〈祭十二郎文〉，你能背朱自清的〈背影〉嗎？還有，你能把唐詩背得琅琅

響，你背得出東一句、西一句，長一句、短一句的新詩嗎？」說得哄堂大笑。沈琪卻馬上說：「好

文章並不一定都要背呀！它是心底的一縷靈泉，自然流動，那像文言文都是現成的一套，酸溜溜

死板板的，我就是不喜歡。」她越說越起勁，馮老師從眼鏡上面望著她只是笑，一點不生氣。我

覺得老師和沈琪講的都有道理，但心裏也想學寫白話文，覺得更能表達真感情。依據上文，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文言文比白話文簡練   
白話文像心底的一縷靈泉，自然流動 
作者想學白話文，因為覺得白話文更能表達真感情  
唐詩可以背誦，新詩東一句、西一句，長一句、短一句也很容易背 

21 下列詩詞與對應的節日何者錯誤？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元宵節  
慚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廚裏久無烟——寒食節 
窗竹弄秋偏寂歷，盂蘭乞食信飄零——中秋節  
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重陽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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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果安靜也是有形象的，那應該就像那日所見——是陽光下一條條凝然晃漾、泛濫無邊的色彩恆河；

是天際星辰、地表沙粒般數不清的花蕊無聲洶湧——一種溫暖了、但也震懾了我相機鏡頭的風景。 
高更說：「為了看見，我閉上眼睛。」 
於是，我閉上眼睛，讓心靈更清楚地看見，看見如繁星細沙般數不清的花，在摯友故鄉那片田園大

地上，以絕美之姿，捨身淑世的故事。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作者閉上眼睛，才能看見朋友的田園  
作者說安靜有形象，意思是透過鏡頭就能看見「安靜」 
高更說「為了看見，我閉上眼睛」，意謂必須先閉眼後再睜眼，才能看得更清楚 
所謂「花蕊無聲洶湧」，是說怒放的花雖無聲，卻爭奇鬥艷，讓觀者覺得很熱鬧 

23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曰：「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

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下列有關詩人對夸父評價的分析，何者正確？ 
批判夸父行為荒誕，不予苟同  
評斷夸父與日競走，必定慘遭失敗 
歌頌夸父擁有神力，河水不足以抵擋去路  
肯定夸父其杖化為鄧林，可見成敗不可只看眼前 

24 古文人於仕途上追求晉用，常徘徊於仕與隱之間。下列何者表現出仕人超脫凡俗，不問顯達的高

遠情懷？ 
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25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

詩贈汨羅。（杜甫〈天末懷李白〉）下列選項，敘述不正確的是： 
「江湖秋水多」影射人在江湖，風波不斷的無奈感  
「文章憎命達」意思與「文學是苦悶的象徵」相近 
「魑魅喜人過」隱喻李白被流放乃是遭逢小人誣陷 
「投詩贈汨羅」傷悼李白與屈原二人皆投江以明志 

26 「在凝神觀照時，我們心中除開所觀照的對象，別無所有，於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由物、我兩忘

進到物、我同一的境界。」此種物、我同一的現象就是「移情作用」。下列選項，何者不具「移

情作用」？ 
音信不歸來，社前雙燕迴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27 人際之間婚喪喜慶的禮俗，蘊含豐富智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書信用「禮鑒」，是對收件人致敬之意  
祝壽稱人「享壽」幾何，藉以表達賀忱 
收禮時言明「踵謝」，指親自登門道謝  
農曆新年期間喝春酒，稱為「桃觴宴」 

 



代號：1501
頁次：6－5 

28 下列選項書信中的稱謂，何者需要側書？ 
稱收信人的住所時，所加的「貴」字 收信人是晚輩時，自稱所加的「愚」字 
稱呼自己的尊親屬時，所加的「家」字 稱呼自己已亡故的卑親屬時，所加的「亡」字 

29 公文中「期望及目的語」，如為平行文，下列選項中何者正確？ 
請查核 請查明見復 請辦理見復 請照辦 

30 撰寫公文時應先根據行文事項之性質選用公文類別，下列選項，何者敘述正確？ 
人事命令任免使用「咨」 總統頒布法規使用「呈」 
市政府行文區公所使用「上行函」 行政院行文經濟部使用「下行函」 

31 公文三段式結構的「辦法」，可因公文內容改用其他名稱。下列選項中，錯誤的是： 
建議 請求 擬辦 通報 

32 下列引號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這件雕塑作品「瑕不掩瑜」，實在太完美了  
你不要太自責，趕快「歧路亡羊」，想對策補救 
林主任很稱職，「事無巨細」，都處理得很妥貼  
峽谷奇景真如「班門弄斧」，自然的力量令人讚嘆 

33 「亂世失教，檢調即使破案，也應□□而勿喜。」□□處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追悼 欣慰 哀矜 緬懷 

34 下列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子路「暴虎馮河」驍勇善戰，因此深得孔子歡心 
李老師一向教學認真，對學生「求全責備」，終於當選優良教師 
張先生「尸位素餐」多年，身心健康，常常勸導朋友多吃素少吃肉 
總經理與同仁談論公事，態度謙遜，禮數周到，具「握髮吐哺」之風格 

35 下列引號中字義，選項相同者為： 
 「趣」舍異路／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就」賢體遠／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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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昏的疑雲／封鎖了暮年的深巷／忠臣的眼淚／苦戀著帝王的宮牆／英雄的頭顱／架在歷史的刀

鋒上」下列選項，何者較貼近上文的意境？ 
壯志未酬 美人遲暮 錦衣夜行 馬革裹屍 英雄氣短 

37 「要成透明人，宣示理念還不夠，更要言行一致，前後一貫，別人才會知道你去從與取捨的原則。

一旦透明，擺脫了一副莫測高深的形象，就會吸引更多了解你的人，透明的過程有如滋生性的反應

爐，一直能保持良性的循環，信服你的人才會越多。」根據上文，下列符合「透明人」特性的是： 
坦誠相迎，毫不掩飾 胸無城府，直來直往  
開誠布公，推心置腹 當仁不讓，義無反顧  
擇善固執，有為有守 

38 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

子．滕文公上》）下列敘述，較貼近作者立論的是： 
勞心者往往終日構思，爭強好勝，較勞力者容易出人頭地 
勞心者常被視為既得利益者，而勞力者容易被忽略其貢獻 
用現代企業管理的觀點看，勞心者可負責決策，勞力者負責製造 
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導致社會分工。但在現實社會中，勞心者的貢獻大於勞力者 
孟子談社會上分工合作的道理，運用在國家的治理方面，領導和分工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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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嶺，自諸羅後壁寮轉東，山路三十里而近。前時徑塗未闢，重岡深壑，鳥飛始過；入之者循山迂

谷、披荊覓徑，處處山溪間之，雖三十里不啻百里。即有遊者，往往在前山雲泉寺一探火穴而止，

實非關嶺之勝也。年來鑿山跨谷，始得至溫泉火穴之源。未至靈源三、四里，有長岡橫亙，開隧道

十尋餘；又有二溪深可眩目，竹橋凌其上，搖搖不定。過此，鏟山腰一線為行徑，迤邐旋岡壑而入。

近靈源，拓山麓一方為平地，周可一里；架木樓為客館。一溪橫之，深不及前溪而奔流益駛，石益

多且巨，立者如削壁、偃如覆舟；跨以木橋。泉源則甃以方石，水出如沸，有冷泉一股瀵其傍穴；

火在上舕舑，長芒照一山，黑夜通紅。依據本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靈源附近的景觀是一大片沃野平疇   
火穴的源頭最奇特的景致是水火同源 
在道路未開通之前，連鳥兒都飛不到關嶺  
作者認為關嶺最佳的景點不是雲泉寺的火穴 
想在關嶺探勝尋幽，除了走過搖晃的竹木橋，還要搭小船 

40 下列句子與「英雄豪情」無關的是：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41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下列詩句，

同樣表現「念天地之悠悠」宇宙情懷的是：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42 下列選項屬於彰顯君子美德的是： 
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一朝結髮從君子，將妾迢迢東路陲 

43 下列關於書信用語，敘述正確的是： 
給師長的問候辭，可寫「敬請道安」   
稱呼自己的親人時，可寫作「舍弟」、「家兄」 
提到自己已過世的父母時，可寫作「先嚴」、「先慈」 
寫信給長輩時，為了表示尊敬，信封啟封詞應該寫「敬啟」 
稱呼對方親人可加「令」字，如提到對方兒子時可稱「令小犬」 

44 下列對聯所適用的對象正確的是： 
細考蟲魚箋爾雅；廣收草木賦離騷／書店   
創人間頭等事業；理世上不平東西／當鋪 
劉伶借問那處好；李白還言在此家／酒館   
長留桃李春風面；聊解蒹葭秋水思／美容院 
笑我如觀雲裡月；憑君能辨霧中花／眼鏡行 

45 古代典籍中，「小人」一詞往往具備多重意義。下列選項，「小人」一詞與品格表現無關的是：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