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國⽂文01

⾮非讀不可 FIEB

104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關務⼈人員考試試題

四等考試（各類科）



⼄乙、測驗部分：（20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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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
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
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10題



1.下列各句「」中的詞語，前 
   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 籌辦這場開幕典禮，耗費並
不「便宜」／處理公務應當
審慎以對，不可「便宜」⾏行
事 

B. 今⽇日「氣象」晴⾬雨不定，登
⼭山務必⼩小⼼心／歷盡艱⾟辛攻頂
後，放眼四望，「氣象」⼀一
新 

C. 他的「春秋」正富，充滿強
烈的企圖⼼心／你繼續作你的
「春秋」⼤大夢吧！恕不奉陪
了 

D. 每到「利害」關頭，⼈人的戒
⼼心就會升⾼高／上級指⽰示，這
件任務不計「利害」必須達
成

解析



2.下列年齡代稱何者⾮非指 
   中年？ 
A. 強仕之年  
B. 春秋⿍鼎盛  
C. ⽿耳順之年  
D. 不惑之年

解析



3.下列題辭的運⽤用，何者 
   錯誤？ 
A. 福壽全歸：賀壽誕  
B. 慶諧弄璋：賀⽣生⼦子 
C. 卓育菁莪：賀校慶  
D. 珠聯璧合：賀結婚

解析



新款⽇日韓帆布包

原價8 0 0       買就送卡夾  

特價2 4 0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42239963911.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54.ajiucI&id=42239963911&skuId=73357386288&cat_id=53700004&rn=c1c557747f370a467a057e711d6f5180&user_id=2104769035&is_b=1


4.不管我們想進⾏行任何了解和判  
   斷，都需要資訊，⽽而我們所能  
   得到的資訊主要都來⾃自⼤大眾傳  
   媒。但即使不是刻意造假、扭  
   曲，⼤大眾傳媒所提供的都只是  
   ⼆二⼿手的、選擇性的、⽚片⾯面的資  
   訊，它們既⾮非事件的原貌，更  
   ⾮非社會的全貌。(《如果漏讀⼈人  
   性，成功總是差⼀一步》)依據⽂文  
   章敘述，選出符合⽂文意的選項： 
A. 第⼀一⼿手資訊通常正確度⾼高，我
們應善加利⽤用 

B. 媒體所提供的⽚片⾯面訊息，可能
影響⼈人的判斷 

C. 若要還原事件原貌，須進⾏行多
⽅方的資訊⽐比對 

D. ⼤大眾傳媒容易失真，故訓練判
斷⼒力刻不容緩

解析



5.城內的新都⼼心將要蓋起  
   ⼀一棟⼀一百層⾼高的⼤大樓，  
   那是⼆二⼗十⼀一世紀的新世  
   代帝國。城內的嬰孩被  
   菲傭推出來和另⼀一個被  
   菲傭推出來的嬰孩對望，  
   愛沒有棲⾝身處，冷漠卻擱  
   淺在幼嫩的臉上。(〈我 
   的天可汗〉)下列選項，  
   何者最接近上⽂文意旨？ 
A. 恐懼  
B. 疏離  
C. 時尚  
D. 進步

解析



6.公孫度⺫⽬目邴原：「所謂  
   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 
   所能羅也。」（《世說 
   新語‧賞譽》）請問在公 
   孫度的眼中，邴原應是 
   怎樣的⼈人？ 
A. 任誕絕俗  
B. 志⾏行⾼高潔  
C. 仙⾵風道⾻骨  
D. ⾃自視甚⾼高

解析



韓⾵風潮流背包

原價1 2 9 0       

特價2 7 5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44234640775.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61.ajiucI&id=44234640775&skuId=3158186309409&cat_id=53700004&rn=c1c557747f370a467a057e711d6f5180&user_id=1025603632&is_b=1


7.⼦子⽈曰：「⼩小⼦子何莫學夫 
   詩？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群，可以怨。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 
   (《論語‧陽貨》)在這段  
   ⽂文句中，孔⼦子強調學詩 
   的功能。下列選項，何 
   者不在孔⼦子所說的功能 
   範圍內？ 
A. 經濟功能  
B. ⼈人倫功能  
C. 教育功能  
D. 政治功能

解析



8.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 
   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 
   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 
   ⽽而察及邇⾔言，⾮非苟為謙， 
   誠取善之宏也。 
   (劉開〈問說〉)下列解說， 
   ⽂文意錯誤者為： 
A. 聖⼈人以⼤大智慧來體察邇近
之⾔言  

B. 狂夫的⾔言論，聖⼈人也會選
擇聽從 

C. 舜以天⼦子之尊也會詢問匹
夫之⼈人  

D. 先⺠民也會詢問像割草這樣
微⼩小的事情

解析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
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
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
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
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
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
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
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
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
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
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
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
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
吾⼜又何能為哉？」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請依
上⽂文回答第9題⾄至第10題



9.⽂文中「其蒔也若⼦子，  
   其置也若棄」，意謂： 
A. 照顧太過，疲乏不堪  
B. ⽤用⼼心栽植，順性發展 
C. 改業從政，不再植樹  
D. 天資有別，各趨極端

解析



新款韓⾵風背包

原價1 5 5 0      買就送腰帶  

特價3 5 0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521361499876.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68.ajiucI&id=521361499876&skuId=3109135877640&cat_id=53700004&rn=c1c557747f370a467a057e711d6f5180&user_id=2261136131&is_b=1


10.本⽂文所說種樹的道理， 
     應⽤用到政治上則為： 
A. 嚴刑峻法  
B. 循名責實  
C. 賞罰分明  
D. 聽其⾃自然

解析



1. D                 
解析： 
A. 物價低廉 / ⾃自⼰己斟酌情形
處理事務。︒ 

B. ⼀一切⼤大氣變化的現象 / 景
況。︒ 

C. 年齡 / 春秋時期。︒ 
D. 利益和損害 / 利益和損
害。︒

回到題⽬目



2. C                
解析： 
「⽿耳順之年」指六⼗〸十歲。︒

回到題⽬目



3. A                 
解析： 
福壽全歸：對年⾼高⽽而有福
者死亡的題辭。︒ 

回到題⽬目



4. B                 
解析： 
依據⽂文章敘述，媒體所提
供的⽚片⾯面訊息，可能影響
⼈人的判斷，選項B符合⽂文
意。︒

回到題⽬目



5. B                 
解析： 
依據⽂文章敘述，愛沒有棲
身處，冷漠卻擱淺在幼嫩
的臉上，選項B「疏離」，
最接近⽂文章意旨。︒

回到題⽬目



6. B                 
解析： 
公孫度認為邴原是雲間遨
遊的⽩白鶴，不是⽤用捕燕雀
的網所能捕到的。︒因此，
在公孫度的眼中，邴原是
個「志⾏行⾼高潔」的⼈人。︒

回到題⽬目



7. A                 
解析： 
孔⼦子認為，學詩可以激發
⼈人的志氣，可以考⾒見政教
的得失，可以溝通⼤大眾的
情志，可以抒發個⼈人的抑
鬱。︒近則懂得事親盡孝，
遠則懂得事君盡忠︔；並且
可以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
稱。︒因此，學詩並不包含
「經濟功能」。︒

回到題⽬目



8. D                 
解析： 
「芻蕘之微，先民詢之」，
意指古之聖賢也會向割草
砍柴的⼈人詢問請教，選項 
D錯誤。︒

回到題⽬目



9. B                 
解析： 
「栽種時要像對待⼦子女⼀一
樣細⼼心，栽植好後要像丟
棄它⼀一樣放在⼀一邊」， 
意謂：⽤用⼼心栽植，順性發
展。︒

回到題⽬目



10. D                 
解析： 
本⽂文所說種樹的道理，應
⽤用到政治上則為應「聽其
⾃自然」，不可擾民。︒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