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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每題 4 分
1.

「未雨綢繆」是指 (A) 水源枯竭 (B)做好事先準備 (C)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D)許久不下雨。

2.

下列先秦學派的代表人物何者為誤？ (A)儒家–孔子 (B)法家–韓非子 (C)陰陽家–列子 (D)名家–公孫龍。

3.

下列詩句何者不具反戰思想？(A)一將功成萬骨枯 (B)萬里長征人未返 (C)羌笛何須怨楊柳 (D)夜半鍾聲到客船。

4.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出自何本古籍？ (A)論語 (B)孟子 (C)大學 (D)中庸。

5.

下列何者為唐代諷刺小說的代表？ (A)紅樓夢 (B)枕中記 (C)世說新語 (D)西廂記

6.

李白曾經歷過什麼戰亂？ (A)玄武門兵變 (B)官渡之戰 (C)黃巾之亂 (D)安史之亂。

7.

曹雪芹所著作的《紅樓夢》原名叫做？ (A)石頭記 (B)南柯記 (C)枕中記 (D)漢宮秋。

8.

孔子云：
「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句話可用來形容先秦思想學派中的那一家？ (A)
儒家 (B)縱橫家 (C)法家 (D)名家。

9.

台灣民間最常見的廟宇為？ (A)關公廟 (B) 孔廟 (C)媽祖廟 (D)三山國王廟。

10. 「罄竹難書」的意思是指？ (A)無罪釋放 (B)罪大惡極 (C)字很多寫不完 (D)很多書放在一起。
11. 下列文章何者屬於「寓言」類？ (A)桃花源記 (B)祭妹文 (C)赤壁賦 (D)岳陽樓記。
12. 孔子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樂而不淫」是指何意？(A)放浪形駭 (B)快樂而有節制 (C)用錢
很節省 (D)氣氛非常歡樂。
13. 在文字構造的六書中，
「江河」二字屬於 (A)象形 (B)指事 (C)形聲 (D)會意。
14. 關於「函」的擬寫，其期望語如「請 核示」
、
「希 照辦」等應列入何者項下？ (A)主旨 (B)說明 (C)辦法 (D)建議。
15. 以下「下行文」的期望語，何者為非？(A) 請 查照 (B) 請 切實辦理 (C) 希 照辦 (D) 請 核示。
16. 公文的處理時限，可分為「最速件」
、「速件」、「普通件」三種。「最速件」應於幾日內辦理完畢？ (A)一日 (B)二
日 (C)三日 (D)四日。
17. 公文中的「普通件」，應於幾日內辦理完畢？ (A)三日 (B)六日 (C)十日 (D)兩週。
18. 要致贈教育界人士匾額，下列題辭何者不適合？ (A)近悅遠來 (B)誨人不倦 ( C)杏壇之光 (D)經師人師。
19. 下列公文用語何者不適用於上行文？ (A)是否有當？ (B)檢陳 (C)貴單位 (D)請 鑒核。
20. 某國立大學行文教育部時，對教育部應稱： (A)大部

(B)鈞部

(C)貴部

(D)該部。

【乙】每題 6 分
21. 下列有關公文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公文的主體是本文，一般可分為「主旨」
、
「說明」
、
「辦法」等三段式，但
可視案情繁簡而斟酌 (B)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行文一律用「呈」 (C) 有隸屬關係的下級機關稱上級機關為「大部」
或「大院」 (D)各機關向公眾宣布事項時用「函」。
22. 下列「 」內的字音何者錯誤？ (A)罷「黜」百家：ㄔㄨˋ (B)巧「拙」有素：ㄓㄨㄛˊ (C)左支右「絀」
：ㄔㄨˋ
(D)「咄」咄逼人：ㄓㄨㄛˊ。
23. 選出正確的選項 (A) 「文定吉祥」用於祝賀新婚 (B) 「杏林春暖」用於祝賀學校校慶 (C)「里仁為美」用於祝賀
新居落成 (D)「鵬程萬里」用於祝賀選上民意代表。
24. 閱讀下文，並推斷何者與作者所描述的「文學」特質最不相關？ 「文學像湖中倒影的白楊，像迷宮中遠眺的星空，
又像沙漠中開放的玫瑰。」 ( –龍應台《百年思索‧在迷宮中仰望星斗》) (A)興發美感 (B)引起遐想 (C)慰藉心
靈 (D)建構知識

＜背面尚有題目＞

25. 許多傑出的文學家都有特別膾炙人口的名句，傳誦不朽。下列名家名句，何者有誤？(A)杜甫：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B)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 (C) 蘇軾：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D)李後主：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26. 李商隱的詩，以晦澀迷濛，造意深美見稱，試以此種詩風來判斷下列詩句，何者為李商隱的作品？ (A)此情可待
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B)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C)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D)欲窮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
27. 下列引述何者錯誤？ (A)孔子：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B)孟子：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C)荀子：
「嚴刑
重罰之可以治國也」 (D)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28.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其中「友直，
友諒，友多聞」是指 (A)益友是正直、誠信、廣博多聞 (B)益友是天真、包容力大、善於觀察 (C)益友是正直、不
拘小節、學問紮實 (D)益友是豪爽、心地善良、廣博多聞。
29. 「我當年能忍『胯下之辱』，雖然曾經窮困潦倒，但努力上進，幸賴『漂母進飯』，才能有今日成就。」此句用
典，所指何人？ (A)張良 (B)韓信 (C)蕭何 (D)荊軻。
30. 杜牧〈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吟詠哪位歷史人
物？ (A)孫權 (B)李廣 (C)項羽 (D)屈原。
31. 先秦諸子中誰提出「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哲思？ (A)老子 (B)莊子 (C)墨子 (D)孟子。
32. 董仲舒是歷史上第一個用「神學的天道觀」來建立政治學說的人，以致令漢代瀰漫著何種思潮？ (A)天人感應 (B)
黃老治術 (C)言不盡意 (D)崇拜祖先。
33. 魏晉時盛行清談，主要的談論題材為「三玄」
。下列何者不在三玄之列？ (A)周易 (B)老子 (C)莊子 (D)春秋
34. 下列何者不是神話？ (A)盤古開天闢地 (B)女媧造人 (C)后羿射日 (D)愚公移山。
35. 韓非子在〈二柄〉中謂云：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其所謂的「二柄」是指：(A)刑、德 (B)禮、樂
(C)名、利 (D)兼愛、非攻。
36. 《太平廣記˙呂翁》中載錄一故事，大意如下：
「盧生在邯鄲旅店遇道士呂翁，盧生自嘆窮困，呂翁便取出青瓷枕，
讓盧生枕著睡覺，這時店主人正在蒸黃粱。當盧生從享盡榮華富貴的夢境中醒來，黃粱卻尚未蒸熟。」請問此篇
故事的題目為： (A)南柯太守傳 (B)黃粱夢 (C)紅拂女 (D)命運好好玩。
37. 郁永河所著的〈天妃神〉一文係取自下列何本書籍？(A)裨海紀遊 (B)鄭氏逸事 (C)冷海情深 (D)台灣府誌。
38. 郁永河〈天妃神〉一文中的主角為？ (A)耶穌 (B)聖母瑪利亞 (C)王母娘娘 (D)媽祖。
39. 孔子云：「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 』教也。」(A)詩 (B)書 (C)樂 (D)易。
40. 下列何者不是《詩經》中的詩句 (A)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B)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C)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D)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室宜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