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年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科⺫⽬目：國⽂文01

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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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仗著⽗父⺟母所留的龐 
    ⼤大遺產，鎮⽇日好吃懶 
    做，□□□□，早晚要 
    坐吃⼭山空的。」⽂文句空 
    缺處，最不適合填寫的 
    成語是： 
A. ⻝⾷食不⽢甘味  
B. 揮金如⼟土  
C. ⽇日⻝⾷食萬錢  
D. 炊金饌⽟玉

解析



2.下列詩句「」中語詞的 
   說明，何者錯誤？ 
A. 「把洒話桑⿇麻」，「桑
⿇麻」指農作物 

B. 「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杜康」指酒 

C.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
松雲」，「紅顏」指美
⼈人 

D. 「誓掃匈奴不顧⾝身，五
千貂錦喪胡塵」，「貂
錦」指兵⼠士

解析



3.下列詩句，不屬對偶句 
   的選項是： 
A.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
城  

B. ⽵竹憐新⾬雨後，⼭山愛⼣夕陽
時 

C.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
拂檻露華濃  

D. 五更⿎鼓⾓角聲悲壯，三峽
星河影動搖

解析



新款韓版時尚涼鞋

原價6 4 0  

特價3 4 5      點我看更多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29230034001&skuId=3151727643607&areaId=310100&cat_id=2&rn=d459440a2916068e5221fe9c81d46228&user_id=2262121789&is_b=1


4.下列各組成語，何者意 
   義最為相近？ 
A. 懷璧其罪／完璧歸趙  
B. ⼑刀俎⿂魚⾁肉／得⿂魚忘筌  
C. 膠柱⿎鼓瑟／刻⾈舟求劍  
D. 陽春⽩白雪／⾵風花雪⽉月

解析



5.下列各組成語，意義相 
   反的是那個選項？ 
A. 傾國傾城／沉⿂魚落雁  
B. 陽春⽩白雪／下里巴⼈人  
C. ⼾戶限為穿／駢肩雜遝  
D. 反掌折枝／探囊取物

解析



6.下列各「」中的語詞，  
   使⽤用正確的是： 
A. ⺩王先⽣生「腹笥甚廣」，
⼀一餐能吃六碗飯 

B. 醫⽣生建議⽗父⺟母應讓兒童
每天運動，才能「精神
矍鑠」 

C. 李導演馳名國際，他說
的話，演員無不奉為「圭
臬」 

D. 記者表彰陳教授的經濟
分析，稱揚他「蠡測」
的能力

解析



新款舒適透氣涼鞋

原價9 7 5  

特價2 4 5      點我看更多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1.wQRmEO&id=19633795570&skuId=3116773982490&areaId=310100&cat_id=2&rn=8837d6b868a705c75e7d0137064f2309&user_id=1075169439&is_b=1


7.有關下列選項中的年齡  
   稱謂，說明錯誤的是： 
A. 志學之年，⼗十五歲  
B. 及笄之年，女⼦子⼗十⼋八歲  
C. 弱冠之年，男⼦子⼆二⼗十歲  
D. 知命之年，五⼗十歲

解析



8.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紅樓夢》⼜又名《⽯石頭
記》，故事結局並⾮非傳
統的⼤大團圓 

B. 《儒林外史》是清朝吳
敬梓所作，間以滑稽筆
法諷刺世態 

C. 《三國演義》是元朝羅
貫中所作，與《三國志》
並為史書之列 

D. 《老殘遊記》相傳為清
末劉鶚所作，是遊記式
的諷刺章回⼩小說

解析



9.《論語．鄉黨》：「席  
    不正不坐。鄉⼈人飲酒， 
    杖者出，斯出矣。」⽂文 
    中「杖者」意謂： 
A. 官員  
B. 縣令  
C. 鄉紳  
D. 老者

解析



新款韓版休閒鞋

原價1 7 9 0  

特價2 6 0      點我看更多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8.wQRmEO&id=528301769885&areaId=310100&cat_id=2&rn=8837d6b868a705c75e7d0137064f2309&user_id=2012622365&is_b=1


10.蘇軾〈⽂文與可畫篔簹⾕谷 
    偃⽵竹記〉：「世間亦有 
    千尋⽵竹，⽉月落庭空影許 
    ⻑⾧長。」「千尋」是指： 
A. 品種  
B. ⾼高度  
C. 數量  
D. 寬度

解析



1. A                 
解析： 
A. 吃東西都感覺不到食物
的味道，表⽰示⼼心中憂慮 

B. 形容揮霍浪費。︒ 
C. 形容⽣生活過得很奢侈。︒ 
D. 吃得很好很豐盛。︒

回到題⽬目



2. #   答Ａ或Ｃ者均給分              
解析： 
A.「桑麻」指農事。︒ 
C.「紅顏」指年輕時。︒ 

回到題⽬目



3. C                 
解析： 
對偶句要求字數相等、︑平
仄相對、︑詞性相對，C選項
前後兩句詞性沒有相對，
故選之。︒

回到題⽬目



4. C                 
解析： 
(A) 懷璧其罪 : 因身懷璧⽟玉⽽而獲罪，
表⽰示錢財容易致禍，後也比喻才能⾼高
的⼈人易遭到迫害、︑妒忌。︒ 
／完璧歸趙 : 物歸原主。︒ 
(B) ⼑刀俎⿂魚⾁肉 : 比喻任⼈人宰割。︒ 
／得⿂魚忘筌 : 抓到了⿂魚就把捕⿂魚的⼯工
具丟掉，比喻⼈人在事情達到後，就丟
棄原本藉助的⼯工具。︒ 
(C) 膠柱⿎鼓瑟／刻⾈舟求劍 : 皆比喻⼈人
頑固⽽而不知變通。︒ 
(D) 陽春⽩白雪 :比喻⾼高深，⼀一般⼈人不易
了解，也不容易有共鳴的⾳音樂。︒ 
／風花雪⽉月 :比喻感情之事，或當作
花天酒地的放蕩⾏行為。︒

回到題⽬目



5. B                 
解析： 
A. 皆指女性貌美。︒ 
B. 陽春⽩白雪 : 比喻⾼高深，
⼀一般⼈人不易了解，也不
容易有共鳴的⾳音樂。︒ 
／下⾥里巴⼈人 : 指簡單、︑
⼀一般⼈人易了解的⾳音樂。︒ 

C. 皆指⼈人潮眾多。︒ 
D. 皆比喻非常容易達到的
事。︒

回到題⽬目



6. C                 
解析： 
A. 形容知識廣博。︒ 
B. 形容⽼老年⼈人精神很好，
⽼老⽽而強健的樣⼦子。︒ 

C. 指依據的準則。︒ 
D. ⽤用⽔水瓢測量海⽔水，比喻
對事物的了解很淺薄、︑
狹窄。︒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及笄之年：指「女⼦子⼗〸十五
歲」。︒

回到題⽬目



8. C                 
解析： 
《三國演義》並非史書，
⽽而是「章回⼩小說」。︒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指坐的席⼦子如果沒有擺正，
不會坐下。︒參加鄉⼈人的酒
宴時，會等「⽼老者」離席
後，⾃自⼰己才出去。︒ 

回到題⽬目



10. B                 
解析： 
尋：為計算「長度」的單
位。︒古代八尺為⼀一尋，千
尋形容極長。︒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