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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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字⾳音，何組
相同︖？ 
A. ⾔言者「諄」諄／ 

「尊」⽼老敬賢  
B. 再三叮「囑」／ 

眾所「矚」⽬目 
C. 得不「償」失／ 

「觴」酌流⾏行  
D. 「喟」然⽽而歎／ 

無「謂」之爭

解析



2.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
字的是： 
A. 做事若能本著跬步千⾥里

的精神，必能成功 
B. 相信勤能補詘的⼈人，最

後往往能夠脫穎⽽而出 
C. 理解事件的原委後，他

問話的聲⾳音就不再像先
前疾⾔言利⾊色了 

D. 公司的員⼯工如果都不笱
且偷安，這場商業戰爭
我們⼀一定能獲勝  

解析



3.下列詞語中，完全沒有
錯別字的是： 
A. 瞠⽬目結⾆舌／淹旗息⿎鼓  
B. 欲蓋彌彰／集腋成裘 
C. 煮⾖豆燃箕／茶毒⽣生靈  
D. 閒情異志／鳩佔雀巢

解析



✨⽴立即收藏擁有✨

http://www.gil-global.com.tw/?product=2017%E6%96%B0%E5%B9%B4%E9%99%90%E5%AE%9A%E2%80%A7%E6%8B%9B%E8%B2%A1%E7%92%B0%E7%90%83%E9%88%94%E7%B4%85%E5%8C%85%E7%A6%8F%E8%A2%8B%E2%80%A7%E9%99%90%E5%AE%9A%E8%B1%AA%E8%8F%AF%E5%B0%8A%E6%A6%AE


4.下列詩⽂文句中的「為」字 
，何者有「當作」的意思： 
A. ⼈人之為學有難易乎  
B. 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

征 
C. 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

出  
D.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

深遠  

解析



5.下列語詞與「甜蜜的復
仇」修辭法則不相同的選
項是： 
A. 美麗的錯誤  
B. 可愛的敵⼈人  
C. 璀璨的鑽⽯石  
D. 蒼⽼老的青春

解析



6.下列「」中的詞語，解釋
正確的是： 
A. 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

了漢」：⾃自⼤大的⼈人 
B. 你要學你⽼老⼦子，不要

「跌他的股」：讓他摔
跤 

C. 我的程度不算「破蒙」
的學⽣生，故我不須念
《三字經》：初學者 

D. 可惜我的學⽣生後來都不
專習英國⽂文學，不然，
我可「抖」了：害怕

解析



✨增添財氣好運✨

http://www.gil-global.com.tw/?product=2017%E6%96%B0%E5%B9%B4%E9%99%90%E5%AE%9A%E2%80%A7%E6%8B%9B%E8%B2%A1%E7%92%B0%E7%90%83%E9%88%94%E7%B4%85%E5%8C%85%E7%A6%8F%E8%A2%8B%E2%80%A7%E9%99%90%E5%AE%9A%E8%B1%AA%E8%8F%AF%E5%B0%8A%E6%A6%AE


7.下列成語使⽤用錯誤的是： 
A. 他常能掌握做事要領，無

怪乎做起事來「事半功
倍」 

B. 她努⼒力⼯工作買了新屋送給
⽗父母，「捫⼼心⾃自問」欣喜
萬分 

C. 我認為仍應保留清明節祭
祖的習俗，才能讓孩⼦子們
明⽩白「慎終追遠」的意義 

D. 這班同學程度「良莠不
齊」，實在很難掌握教學
進度，但仍應有教無類，
不可放棄

解析



8.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
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
⾺馬承禎者，睿宗迎至京，將
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
「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 
！」承禎徐答曰：「以僕所
觀，乃仕宦捷徑⽿耳。︒」下列
成語，何者與此故事相關︖？ 
A. ⽤用⾏行舍藏  
B. 終南捷徑  
C. ⼼心遠地偏  
D. 登⾼高⾃自卑

解析



9.「我常常□□的對⾃自⼰己說：
『臺灣其實是深邃⽽而□□的』，
然⽽而我也經常□□與哀傷的對⾃自
⼰己說：『臺灣可能匆匆⾛走過⽽而
遺忘歷史』。︒我的⼼心情是□□天
地變遷、︑光陰荏苒，⽽而致共同
的記憶被沖刷掉，島嶼成為失
憶沒有歷史的地⽅方。︒」⽂文中空
格處，依序應填入那四個詞語
最為恰當︖？ 
A. 驕傲／豐富／困惑／疑懼  
B. 神氣／多元／失望／猶豫 
C. 振奮／繽紛／悲苦／猜忌 
D. 樂觀／多彩／驚愕／焦躁

解析



✨典藏傳家之寶✨

http://www.gil-global.com.tw/?product=2017%E6%96%B0%E5%B9%B4%E9%99%90%E5%AE%9A%E2%80%A7%E6%8B%9B%E8%B2%A1%E7%92%B0%E7%90%83%E9%88%94%E7%B4%85%E5%8C%85%E7%A6%8F%E8%A2%8B%E2%80%A7%E9%99%90%E5%AE%9A%E7%B6%93%E5%85%B8%E7%89%88%E5%A5%97


10.下列語句的語序改變後 
，何者意思沒有改變︖？ 
A. 醉翁之意不在酒／醉酒之

翁不在意 
B.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誰入地獄，我不入地獄 
C. 笑罵任由他，好官我⾃自為

／任由他笑罵，我⾃自為好
官 

D. 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
已於風⾬雨／松柏凋於歲寒
後，雞於風⾬雨鳴不已

解析



1. B    
解析：              
A.ㄓㄨㄣ ／ ㄗㄨㄣ 
B.ㄓㄨˇ ／ ㄓㄨˇ 
C.ㄔㄤˊ ／ ㄕㄤ 
D.ㄎㄨㄟˋ ／ ㄨㄟˋ

回到題⽬目



2. A    
解析：              
A.跬（ㄎㄨㄟˇ）步千⾥里指

前進雖然緩慢，只要不
怠惰，終能遠⾏行千⾥里，
得到成功。︒A選項完全
無錯別字。︒ 

B.勤能補「拙」。︒ 
C.疾⾔言「厲」⾊色。︒ 
D.「苟」且偷安。︒

回到題⽬目



3. B                 
解析： 
A.「掩」旗息⿎鼓、︑「偃」

旗息⿎鼓。︒ 
B.選項正確。︒ 
C.煮⾖豆燃「萁」／「荼」

毒⽣生靈。︒ 
D.閒情「逸致」／鳩佔

「鵲」巢。︒

回到題⽬目



4. C                 
解析： 
A.學習。︒ 
B.替、︑幫。︒ 
C.當作。︒ 
D.替、︑幫。︒ 

回到題⽬目



5. C                 
解析： 
1. 題⽬目的修辭法為：映襯

法，是指將相反的觀念
或事實並列起來，兩相
比較，⽽而使語氣增強。︒ 

2. 選項C的「璀璨」和
「鑽⽯石」，並非相反的
觀念或事實，故選之。︒

回到題⽬目



6. C                 
解析： 
A.指⼀一個⼈人只顧⾃自⼰己了此

⼀一⽣生，⽽而不關切任何其
他的⼈人。︒ 

B.丟他的顏⾯面。︒ 
C.初學者。︒選項正確。︒ 
D.得意、︑得志。︒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A.指費⼒力少⽽而收效⼤大。︒ 
B.指⾃自我反省檢討。︒成語

使⽤用錯誤。︒ 
C.指依禮慎重辦理⽗父母喪

事，祭祀要誠⼼心的追念
遠祖。︒ 

D.指好壞參差，素質不⼀一 
。︒

回到題⽬目



8. B                 
解析： 
「終南捷徑」，指唐代盧
藏⽤用舉進⼠士，然不受重⽤用，
遂隱居終南山以求⾼高名，
後果被召任官的故事。︒後
⽤用於比喻求官或求名利的
便捷途徑，選項B正確。︒

回到題⽬目



9. A                 
解析： 
1. 常常「驕傲」的對⾃自⼰己

說。︒ 
2. 深邃⽽而「豐富」的。︒ 
3. 「困惑」與哀傷......遺忘

歷史。︒ 
4. 「疑懼」......島嶼成為失

憶沒有歷史的地⽅方。︒ 
故選A。︒

回到題⽬目



10. C                 
解析： 
A.指「醉翁不在意酒」／指

「醉翁都不在乎」：語意  
改變。︒ 

B.指「我入地獄」／指「我
不入地獄」：語意改變。︒ 

C.指「對他⼈人的譏笑辱罵無
動於衷」／指「對他⼈人的
譏笑辱罵無動於衷」：語
意沒有改變。︒ 

D.指「松柏耐寒到最後」／
指「松柏歲末就凋零」：
語意改變。︒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