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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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不發洩對於⼼心身有壞影  
   響，⽽而真正藝術家⼼心中都有不  
   得不說的苦楚，吐之則壞影響  
   不復為祟，便是⽂文藝之於⼈人的  
   情感『淨化』效驗。︒中外皆然  
  。︒」下列選項的名⼈人事蹟，不  
   符此⼀一旨意的是： 
A. 司⾺馬遷遭受腐刑⽽而隱忍苟活，

終於完成紀傳體名作 
B. 江淹夢⾒見郭璞向他要回五⾊色彩

筆，驚醒後江郎才盡 
C. ⾙貝多芬以⼈人世為苦，但強忍不

死，遂有曠世樂章 
D. 歌德聽聞少年⾃自殺，體認⾃自⼰己

不倫戀之痛，速成名作⼤大綱

解析



2.安真即將在新戲中扮演楊貴 
   妃⼀一角，為求入戲，希望先 
   欣賞相關資料，以便瞭解角 
   ⾊色，導演準備的下列材料， 
   那⼀一部較無幫助︖？ 
A. 傳奇：《長⽣生殿》  
B. 敘事詩：《長恨歌》  
C. 連續劇：《紅樓夢》  
D. 京劇：《貴妃醉酒》  

解析



3.下列選項中的題辭，何 
   者使⽤用正確︖？ 
A. 宜室宜家─賀遷居  
B. 慈暉永在─賀女壽  
C. 鳳⽑毛濟美─賀⽣生男  
D. ⼤大啟爾宇─賀升遷

解析



T O S H I B A 3 2 G B記憶卡

原價6 9 9      

特價2 9 5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512AM170003915


4.寺廟建築的圖畫與雕刻也會利⽤用⽂文 
   學的「雙關」來傳遞抽象的情感願 
   望。︒以鹿港天后宮為例，牆上⼀一幅 
   浮雕有錦旗、︑彩球、︑兵器－戟、︑樂 
   器－磬等器物︔；這四樣物項除了能 
   裝飾牆⾯面外，還由聲⾳音雙關⽽而構成 
   了「祈求吉慶」之意︔；請問下列選 
   項中常⾒見的圖刻裝飾，何者的意義 
   構成不屬於聲⾳音雙關︖？ 
A. 花瓶放在桌案上，意謂「平安」  
B. 四隻蝙蝠圍著⾹香爐，意謂「賜福

祿」 
C. 喜鵲⽴立在梅花枝頭上，意謂「喜

上眉梢」  
D. 鯉⿂魚頭搭配龍的尾部，意謂「鯉

⿂魚躍龍⾨門」  

解析



5.下列對於詩中所含「數字」 
   的解釋，何者並不正確︖？ 
A. 「⾒見者⼗〸十⼈人八九迷，假⾊色

迷⼈人猶若是」，「八九」
指絕⼤大多數 

B. 「⼆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
清歌曲房下」，「⼆二八」
指⼗〸十六歲少女 

C. 「⾶飛龍九五已升天，次第
還當⾚赤帝權」，「九五」
指四⼗〸十五之數 

D. 「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
⾏行樂⼀一⼈人愁」，「三五」
指⼗〸十五⽉月圓之⽇日

解析



6.「帝業⽅方看垂⼿手成，何 
   來四⾯面楚歌聲︔；興亡瞬 
   息同兒戲，從此英雄不 
   願⽣生。︒」若欲瞭解有關 
   本詩所指之史事及⼈人物 
  ，可選讀之書籍是： 
   ①漢書 ②左傳 ③史記  
   ④資治通鑑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解析



S A M P O 1 4吋遙控定時⽴立扇

原價1 5 0 0      

特價1 1 9 9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6AM170000606


7.下列選項，何者不能看出  
   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 
A.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B.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 
C.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D.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

解析



8.環境保護團體決定於本 
   週六舉⾏行推廣保育理念 
   之遊⾏行活動，下列那⼀一 
   選項最適合作為此次活 
   動的宣傳⼜⼝口號︖？ 
A.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  
B.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C.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  
D. 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

蝦⽽而友麋鹿

解析



9.下列選項何者與「⼼心在朝廷， 
   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遍天下，       
   何必辨襄陽南陽」所指為同⼀一 
   ⼈人︖？ 
A. 篇中⼗〸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

⼀一放翁 
B.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

疾苦，筆底波瀾 
C. 載酒江湖，⼈人比⿈黃花瘦︔；校

碑欄檻，夢隨⽟玉笛⾶飛 
D. 兩表⼀一對，鞠躬盡瘁酬三顧;

鼎⾜足七出，威德成孚⾜足千秋

解析



免⼿手持貼⼼心⽔水藍反向傘

原價1 2 8 0      

特價3 7 9起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5AM170001819


10.「加諸我也眸⼦子瞭焉／ 
     利其器矣望之儼然」， 
     此則《四書》集句的對 
     聯，最適⽤用的場所是： 
A. 電影院  
B. 照相館  
C. 眼鏡⾏行 
D. 美容院

解析



1. B                 
解析： 
「江郎才盡」指南朝梁⽂文
⼈人江淹，少時以詩⽂文著稱 
，獨步當代。︒晚年時，偶
憩於⼀一亭中，夢⾒見郭璞索
還五⾊色筆，⾃自此江淹作詩
絕無佳句。︒比喻⽂文思枯竭
減退，並非⼼心中有不得不
說的苦楚，故選B。︒

回到題⽬目



2. C                 
解析： 
《紅樓夢》為清代著名的
章回⼩小說。︒內容描寫⼀一個
巨族賈氏的興廢，⽽而以賈
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
悲歡⽣生死為主，與「楊貴
妃」無關，故選C。︒

回到題⽬目



3. C                 
解析： 
A. 賀嫁女。︒ 
B. 悼女喪。︒ 
C. 賀⽣生男，正確。︒ 
D. 賀新居落成。︒

回到題⽬目



4. D                 
解析： 
A. 瓶＝平。︒ 
B. 四＝賜、︑蝠＝福、︑爐＝

祿。︒ 
C. 梅＝眉。︒ 
D. 並無聲⾳音雙關。︒

回到題⽬目



5. C                 
解析： 
「九五」比喻「君位」，
故選項C錯誤。︒

回到題⽬目



6. C                 
解析： 
「四⾯面楚歌」指楚漢相爭時
期的史事。︒ 
①漢書：記載西漢的歷史。︒ 
②左傳：記載春秋魯史，並  
     無關於楚漢相爭的史事。︒ 
③史記：記載⿈黃帝至漢武帝  
     間的史事。︒ 
④資治通鑑：記載戰國周威  
     烈王至五代後周世宗間的  
     史事。︒ 
故①③④正確，選C。︒

回到題⽬目



7. A                 
解析： 
A. 指孔⼦子以⽂文、︑⾏行、︑忠、︑

信四⽅方⾯面來進⾏行教導，
與因材施教無關。︒ 

B. 求與由不同，屬因材施
教。︒ 

C. 中⼈人以上與中⼈人以下不
同，屬因材施教。︒ 

D. ⼦子路與冉有不同，屬因
材施教。︒

回到題⽬目



8. C                 
解析： 
選項C指細密的網不放入⽔水
池撈捕，則即能有吃不盡
的⿂魚鱉，與推廣保育的理
念相符。︒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題⽬目所指為「諸葛亮」。︒ 

A. 指「陸游」。︒ 
B. 指「杜甫」。︒ 
C. 指「李清照」。︒ 
D. 指「諸葛亮」。︒

回到題⽬目



10. C                 
解析： 
眸⼦子(眼睛)、︑望＝眼鏡⾏行，
故選C。︒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