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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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字的 
   詞性，何者與其他三者 
   不同︖？ 
A. 「縱」橫交錯  
B. 「縱」虎歸山  
C. 「縱」放嫌犯  
D. 稍「縱」即逝

解析



2.下列選項的「若」字， 
   何者是代名詞︖？ 
A. 望鄉⼼心「若」苦，不⽤用

數登樓 
B. 天「若」有情天亦⽼老，

攜盤獨出⽉月荒涼 
C. 吾翁即「若」翁，必欲

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
羹 

D. 將鏡奩、︑妝盒、︑衾袱、︑
衣包「若」⼤大「若」⼩小
之物，⼀一齊打開

解析



3.下列各組「」內的字義 
   ，何者兩兩相同︖？ 
A. 零落「殆」盡／思⽽而不

學則「殆」  
B. 形「容」枯槁／女為悅

⼰己者「容」 
C. 道聽「塗」說／「塗」

之⼈人可以為禹  
D. ⿈黃花岡之「役」／非以

「役」民⽽而已也

解析



德國B R I TA隨⾝身濾⽔水瓶6 0 0 m l

原價8 0 0      

特價6 2 9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5AM160001465


4.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  
   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  
   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  
   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  
   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  
   所以不至也。︒（宋．王安⽯石〈讀  
   孟嘗君傳〉）⽂文中「⽽而卒賴其⼒力  
   」之「卒」字的⽤用法，與下列何 
   者相同︖？ 
A. ⾛走「卒」類⼠士服  
B. 「卒」然臨之⽽而不驚  
C. 涕泣謀於禁「卒」  
D. 「卒」復其舊宅

解析



5.請選出字義與《史記． 
   項⽻羽本紀》：「⽥田榮者 
   ，數負項梁」之「負」 
   相同的選項： 
A. 無益於勝「負」之數 
B. 「負」⼀一世之謗，穨 

然未嘗⾃自辯 
C.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

「負」約不償城  
D.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翼也無⼒力

解析



6.下列各組「」的字義解釋， 
   前後相同的選項是： 
A. 男有「分」，女有歸／⼀一朝

蒙霧露，「分」作溝中瘠 
B. 今朝三⽉月初五，正是清明

「景」序／至若春和「景」
明，波瀾不驚 

C. 「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
聲停欲語遲／「尋」蒙國恩，
除臣洗⾺馬 

D. 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
厚／今吾嗣為之⼗〸十⼆二年，幾
死者「數」矣

解析



H A M P T O N六層鞋架粉紅⾊色

原價1 9 9 0      

特價1 0 9 0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4AM190000261


7.下列各組「」內的字義 
   ，何者兩兩相同︖？ 
A. 洗盞「更」酌／醉則

「更」相枕以臥 
B. 匹夫「⾒見」辱／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 
C. 「鄉」為身死⽽而不受 

／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 

D. 千載誰「堪」伯仲間 
／⼈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

解析



8.下列選項之中的疊字， 
   何者屬於狀聲詞︖？ 
A. 「山山」⿈黃葉⾶飛  
B. 「杳杳」鐘聲晚  
C. 「札札」弄機杼  
D. 「依依」墟⾥里煙

解析



9.下列選項，何者不是⾃自 
   謙之詞︖？ 
A. 「寡⼈人」欲觴群臣，何

以娛之  
B. 若亡鄭有益於君，敢以

煩「執事」 
C. 承詢作⽂文，「僕」非能

者，烏⾜足以知之  
D.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竊」比於我⽼老彭

解析



兒童套裝爵⼠士⿎鼓藍⾊色

原價9 9 9      

特價4 9 9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2AM150000002


10.下列各組⽂文句「」中的詞 
     語，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 
     是： 
A.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B.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
⾊色」 

C. 刻鏤「⽂文章」，所以養⽬目／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 

D.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  
然⽽而涕下

解析



1. A                 
解析： 
1. 意思為：直的線、︑⾯面，

南北稱之，名詞。︒ 
2. 意思為：釋放，動詞。︒ 
3. 意思為：釋放，動詞。︒ 
4. 意思為：放鬆，動詞。︒

回到題⽬目



2. C                 
解析： 
選項C意思為：你、︑你的，
為「代名詞」。︒

回到題⽬目



3. C                 
解析： 
A.幾乎、︑差不多 / 危險、︑

不安。︒ 
B.身體、︑⾯面容 / 修飾、︑妝

飾。︒ 
C.路上 / 路上。︒ 
D.事件、︑戰爭 / 差遣、︑使

喚。︒

回到題⽬目



4. D                 
解析： 
⽽而「卒」賴其⼒力，意思為
：最後。︒ 

A.意思為：供驅遣、︑差役
的⼈人。︒ 

B.意思為：突然。︒ 
C.意思為：看守罪犯的獄

卒。︒ 
D.意思為：最後。︒

回到題⽬目



5. C                 
解析： 
數「負」項梁，意思為：
違背。︒ 

A.意思為：失敗。︒ 
B.意思為：承受。︒ 
C.意思為：違背。︒ 
D.意思為：承載。︒

回到題⽬目



6. D                 
解析： 
A.職業 / 預料。︒ 
B.美好的 / 景物。︒ 
C.沿著、︑找 / 不久、︑隨

即。︒ 
D.頻頻、︑屢次 / 頻頻、︑屢

次。︒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A.再度 / 互相。︒ 
B.被 / 被。︒ 
C.從前 / 去向。︒ 
D.能夠 / 承受。︒

回到題⽬目



8. C                 
解析： 
狀聲詞：指摹仿事物或動
作聲⾳音的詞。︒ 

A.形容山的疊字，不是狀
聲詞。︒ 

B.指隱約之意，不是狀聲
詞。︒ 

C.形容機件轉動的聲⾳音，
為狀聲詞。︒ 

D.指依稀、︑隱約，不是狀
聲詞。︒

回到題⽬目



9. B                 
解析： 
A.古代國君⾃自稱的謙詞。︒ 
B.對⼈人的敬稱。︒ 
C.為⾃自謙之詞。︒ 
D.私下。︒⽤用來謙指⾃自⼰己⾒見

解的不確定。︒

回到題⽬目



10. B                 
解析： 
A.嚴肅莊重的樣⼦子 / 齊整

的樣⼦子。︒ 
B.⾯面容 / ⾯面容。︒ 
C.斑斕美麗的花紋 / 指⽂文

辭或泛指獨⽴立成篇的⽂文
字。︒ 

D.憂思的樣⼦子 / 眇遠無盡
的樣⼦子。︒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