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年公務⼈人員 
初等考試試題

科⺫⽬目：國⽂文01

科別：⼀一般行政

⾮非讀不可 FIEB



※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
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
⽤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
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10題



1.下列選項中的「⽽而」字 
   ，釋義正確的是： 

A. 學「⽽而」時習之，不亦
說乎──並且  

B. ⼠士「⽽而」懷居，不⾜足以
為⼠士矣──⼜又 

C. 惑「⽽而」不從師，其為
惑也，終不解矣──就  

D. ⼈人「⽽而」如此，則禍敗
亂亡，亦無所不⾄至──
與

解析



2.下列各句「為」字的意 
   思，與「天下為公」的 
  「為」字相同的選項是： 

A. 「為」⼭山九仞，功虧 
⼀一簣  

B. 不「為」酒困，何有 
於我哉 

C. 何鄉「為」樂⼟土，安 
敢尚盤桓  

D. 復「為」⽻羽聲忼慨， 
⼠士皆瞋⺫⽬目

解析



3.下列⽂文句中，「如」字 
   作「動詞」⽤用的選項是:  

A. ⿑齊使者「如」梁 
B. 見利「如」前，乘便 
⽽而起 

C. ⽅方六七⼗十，「如」五六
⼗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年，可使⾜足⺠民 

D.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
不可求，從吾所好

解析



PA P E R P L A N E S韓國休閒鞋

原價2 7 8 0      

特價1 4 9 9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6AM140000208


4.孔⼦子說：「學⽽而不思則 
   罔，思⽽而不學則殆。」 
 （《論語．為政》）  
   下列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A. 「罔」：無限寬廣；
「殆」：容易懈怠  

B. 「罔」：枉費⼼心力；
「殆」：不會疲倦 

C. 「罔」：迷惘困惑；
「殆」：危疑不定  

D. 「罔」：憂傷悵惘；
「殆」：後悔莫及

解析



5.諸葛亮〈出師表〉：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所以興隆也。」句中  
 「所以」之意，與下列何  
   者最為接近？  

A. 師者，「所以」傳道，受
業，解惑也  

B.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 

C. 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
⼠士之「所以」不⾄至也  

D.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解析



6.「⾺馬⿒齒徒⻑⾧長」的「⿒齒」  
    ，與年齡有關，下列 
    詞語中的「⿒齒」，也 
    與年齡有關的選項是： 

A. ⿒齒德俱尊  
B. ⿒齒若編⾙貝  
C. 唇亡⿒齒寒  
D. 拊膺切⿒齒

解析



P U F I I韓國條紋短袖T恤

原價7 5 0      

特價3 1 0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2AM260001501


7.下列各組⽂文句「」中的詞語 
   ，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 先帝不以⾂臣「卑鄙」，三顧
⾂臣於草廬之中／⼩小⺩王行為「卑
鄙」，⼈人⼈人不⿒齒 

B. 那荷花，精神、「顏⾊色」無
⼀一不像／這件⾐衣服的「顏⾊色」
⾮非常鮮豔美麗 

C. 朝暉⼣夕陰，「氣象」萬千／
「氣象」預報將有颱⾵風來襲，
⼤大家應做好防颱準備 

D.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憐」
飛燕倚新妝／⼀一場⼤大⽕火讓他
失去了⽗父⺟母，真是「可憐」

解析



8.下列⽂文句，詞語使⽤用完  
   全正確的選項是： 

A. 春節期間應打掃庭除，
以免垃圾陳陳相因  

B. 古代婦女織布的技術極
佳，真是錦⼼心繡⼝口 

C. 在動亂時代，我們要韜
光養晦以露才揚⼰己  

D. 紈袴⼦子弟是標準的繡花
枕頭，中看不中⽤用

解析



9.下列⽂文句沒有語誤的選項  
   是：  

A. ⽜牛頓發明了地⼼心引力的
事跡，激發了科學研究
的熱情 

B. 分別⾄至今，已有⼀一段時
⽇日，我無時無刻不在思
念著你 

C. 摸索過程中⼀一再的挫敗，
學⼦子們彷彿被挨打了⼀一
拳⼜又⼀一拳 

D. 此時更應發揮不恥下問
的精神請教前輩，再接
再厲，勇往直前

解析



S e c r e t  C l o s e t簡約洋裝

原價9 8 0      

特價2 9 9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4AM070000769


10.下列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杜康」指丹藥 

B. 朱輪華轂，擁旄萬里─
─「轂」指兵船 

C.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
雲──「軒冕」指金錢 

D.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
欲飲無管絃──「管絃」
指⾳音樂

解析



1. A                 
解析： 
A. 意思為「並且」。︒ 
B. 意思為「如果」。︒ 
C. 意思為「卻」。︒ 
D. 意思為「如果」。︒

回到題⽬目



2. C                
解析： 
天下「為」公： 
意思為「是」。︒ 

A. 意思為「建造」。︒ 
B. 意思為「被」。︒ 
C. 意思為「是」。︒ 
D. 意思為「變成」。︒

回到題⽬目



3. A                 
解析： 
齊使者「如」梁：意思為
「去、︑到」，作動詞⽤用，
選項A正確。︒ 

回到題⽬目



4. C                 
解析： 
「罔」：意思為「迷惘困
惑」︔；「殆」：意思為
「危疑不定」，選項C正
確。︒ 

回到題⽬目



5. C                 
解析：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意思為「為何」。︒ 

A. 意思為「⽤用來」。︒ 
B. 意思為「⽤用來」。︒ 
C. 意思為「為何」。︒ 
D. 意思為「原故」。︒

回到題⽬目



6. A                 
解析： 
齒，比喻「年齡」。︒全句
指：年紀⼤大，且修養⾼高，
值得⼈人們尊敬，選項A正
確。︒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A. 地位卑微低賤 / ⼈人格惡
劣低下。︒ 

B. ⾊色彩 / ⾊色彩。︒ 
C. 景象 / 氣候的狀況。︒ 
D. 惹⼈人喜愛 / 令⼈人憐憫。︒

回到題⽬目



8. D                 
解析： 
A. 「陳陳相因」：指因襲
舊例，⽽而無⾰革新進步。︒ 

B. 「錦⼼心繡⼜⼝口」：⽤用以稱
讚⼈人⽂文思巧妙，⽂文辭優
美。︒ 

C. 「韜光養晦」：指隱藏
才能，不使外露。︒ 

D. 「繡花枕頭」：指外表
華美⽽而無學識才能的⼈人。︒

回到題⽬目



9. B                 
解析： 
A. 「發明」應改為「發
現」。︒ 

B. 正確。︒ 
C. 挨打即被打，故「被」
字應刪除。︒ 

D. 指不以向身分較低微、︑
或是學問較⾃自⼰己淺陋的
⼈人求教為羞恥。︒⽤用法錯
誤。︒

回到題⽬目



10. D                 
解析： 
A. 指「酒」。︒ 
B. 指「⾞車」。︒ 
C. 指「官位爵祿」。︒ 
D. 正確。︒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