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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考名師編輯群

104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調查⼈人員國安⼈人員試題暨解析

等別：三等   類科組：各類科組



1~10題

⼄乙、測驗部分： 

1. 本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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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 
，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
難哉!」(韓愈答李翊書〉)  
句中「陳」字之意，與下列
何者相同︖？ 
A. 「陳」⼒力就列  
B. 推「陳」出新  
C. 慷慨「陳」詞  
D. ⼀一⼀一具「陳」

解析



2.下列各組成語⽤用字完全
正確的是： 
A. 按部就班／實事求是  
B. 軒然⼤大波／以鄰爲豁 
C. 息息相關／汲汲可危  
D. 精神抖數／五光⼗〸十射

解析



3.下列詩詞中，不是⽤用來歌詠
「梅花」的選項是： 
A.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
故 

B. 春紅始謝又秋紅，息國亡來
入楚宫。︒應是蜀冤啼不盡，
更憑顏⾊色訴西風 

C. 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
⾃自⽢甘⼼心。︒只因誤識林和靖，
惹得詩⼈人說到今 

D. 雪虐風饕愈凜然，花中氣節
最⾼高堅。︒過時⾃自合飄零去，
恥向東君更乞憐

解析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帝君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4 8元  

特價2 6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1037449


解析

4.透過數量來傳達個⼈人內在
的情緒張⼒力，是中國古典詩
詞的寫作技巧之⼀一。︒下列何
者不屬於此種類型︖？ 
A. 梅落繁枝千萬⽚片，猶⾃自多

情，學雪隨風轉  
B.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

脈⽔水悠悠 
C.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

前，點滴到天明  
D. 萬古垂楊，都是折殘枝



5.圓其實更是無始無終，任
何⼀一點都可以是起點，只要
⼀一定了起點，它旁邊就是終
點，隨便⾃自⼰己的⼼心怎麼看。︒」
（摘錄⾃自洪蘭《理所當為》）
下列選項所表達的旨意，何
者與上⽂文無關︖？ 
A.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B. 逝⽔水流年，往事如煙 
C. ⽇日落⽉月昇，黎明⿈黃昏  
D. 花開花落，秋去春來

解析



6.「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
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可知李牧帶兵是： 
A. 不受朝廷制約，賞罰⾃自有決

定權  
B. 收取貿易租稅，充實軍備，

建⽴立戰功 
C. 與眾⼈人同⽢甘共苦，時常宴饗

慰勞⼠士兵  
D. 軍紀嚴明，律令簡易清楚，

不多作⼲干預

解析



• 「財富女神」⾦金條，象徵財富、︑繁榮及好運。︒ 
• PAMP為全球知名⿈黃⾦金鑄造商，成⾊色、︑重量和

品質獲得倫敦⾦金銀市場協會(LBMA)的認證。︒ 
• 背⾯面最新設計QR碼，可掃描後至PAMP 查詢

⿈黃⾦金條塊資訊，每塊⾦金條皆有原廠單⼀一序號。︒ 
• 純度 999.9  附原廠保證卡、︑保護殼及保護套。︒

原價4380   特價2588   
再享6期0利率   每期431元

⽴立即擁有

http://www.asap.com.tw/item/201507AM180048162


7.張潮著《幽夢影》：「作⽂文之法，意 
之曲折者，宜寫之以顯淺之詞︔；理之顯
淺者，宜運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
參之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深之以關
繫之論。︒至於窘者舒之使長，縟者刪之
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鬧者攝之使靜，
皆所謂裁制也。︒」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
本⽂文意旨︖？ 
A. 事實勝於雄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

是，就容易取得成功 
B. 萬物皆變，萬事皆流，天體運⾏行不已，

事物總是在不斷地變化之中 
C. 利⽤用「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平衡法則，

透過對⽴立中的互補來達到「相因⽽而成」
的和諧 

D.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
觀察事物要去粗取精，不看表⾯面⽽而看
內涵，⽅方能精益求精

解析



8.滕⼦子京負⼤大才，為眾忌嫉。︒⾃自慶帥謫
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
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
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
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
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
意蓋有在矣。︒（范公偁《過庭錄》）依
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滕⼦子京被貶到巴陵，忿忿不平之情，

溢於⾔言表 
B. 滕⼦子京才能出眾，范仲淹與之交好，

深惜其才 
C. 「正患無隙以規之」，意謂滕⼦子京

雖被貶謫，但爲⼈人處世並無缺失 
D. 「其意蓋有在矣」之「意」，除了

安慰之外，同時有間接規勸之意

解析



根據下列詩作，回答第9.題至第
10. 題：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經‧魏風‧碩鼠》）



關聖帝君武財神關公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8 2元  

特價2 8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2332853276


9.關於該詩，下列選項何者
錯誤? 
A. 本詩中「逝」與「適」意

思相同 
B. 本詩以「碩鼠」比喻貪婪

的統治階層 
C. 本詩中「三歲」的「三」

是虛數，⽤用以喻多 
D. 本詩中的「莫我肯顧、︑莫

我肯德、︑莫我肯勞」都是
倒裝句

解析



10.依該詩內容，下列選項何
者錯誤? 
A. 本詩表現出的情感是憤怒、︑

無奈與絕望 
B. 本詩以「⿉黍、︑⿆麥、︑苗」喻

指民⽣生之本與稅賦 
C. 本詩表現的是知識階層追

求⾃自由的沉痛⼼心聲 
D. 本詩中「樂⼟土、︑樂國、︑樂

郊」是夢想國度的代稱

解析



1. B                 
解析： 
全⽂文語譯：當把靈感集中精神
寫出時，去掉那些「⽼老舊的」
⾔言辭，是很艱難的呀！ 
A. 「陳」⼒力就列：各⼈人在⾃自⼰己

⼯工作崗位上「施展」才能。︒ 
B. 推「陳」出新：除去「⽼老舊

的」，創造出新的事物或⽅方
法。︒ 

C. 慷慨「陳」詞：意氣激昂的
「陳述」⼼心中的⾒見解。︒ 

D. ⼀一⼀一具「陳」：全部詳細的
「陳述」。︒

回到題⽬目



2. A                 
解析： 
A. ⽤用字完全正確 
B. 以鄰為壑（ㄏㄨㄛˋ） 
C. 岌岌可危 
D. 精神抖擻／五光⼗〸十⾊色

回到題⽬目



3. B                 
解析： 
「春紅始謝又秋紅，息國
亡來入楚宫。︒應是蜀冤啼
不盡，更憑顏⾊色訴西風」
出⾃自唐朝詩⼈人吳融的《送
杜鵑花》，故選B。︒

回到題⽬目



4. C                 
解析： 
A. 梅落繁枝千萬⽚片 
B. 過盡千帆皆不是 
C. ⽂文中並無透過數量來傳

達個⼈人內在的情緒張⼒力 
D. 萬古垂楊

回到題⽬目



5. B                 
解析： 
選項A「⼀一元復始」、︑選項
C「⽇日落⽉月昇」、︑選項D
「秋去春來」，皆與⽂文中
所表達的旨意相關，只有
選項B是無關的，故選B。︒

回到題⽬目



6. A                 
解析： 
全⽂文語譯：李牧為趙國將軍
時，駐守邊境，軍中市場所
收的租稅，全部都拿來犒賞
⼠士兵，賞賜都是由他在外決
定，不受朝廷的制約。︒朝廷
委派信任他只要求他成功，
所以李牧才能完全發揮他的
才智與能⼒力。︒故選A。︒

回到題⽬目



7. C                 
解析： 
由⽂文中「意之曲折者，宜
寫之以顯淺之詞」、︑「理
之顯淺者，宜運之以曲折
之筆」......「鬧者攝之使
靜」，可知作者認為作⽂文
之法乃是利⽤用平衡法則，
透過互補來達到和諧，故
選C。︒

回到題⽬目



8. C                 
解析： 
全⽂文語譯：滕⼦子京才華很⾼高，為眾
⼈人嫉妒，從慶陽帥被貶到巴陵，鬱
悶之情常在⾔言辭神⾊色上表現出來。︒
范仲淹和他為同年進⼠士，兩⼈人交情
很好，欣賞他的才華，害怕他以後
會有禍患。︒然⽽而滕⼦子京豪邁⾃自負，
很少聽別⼈人勸告，范仲淹擔⼼心沒有
機會規勸他。︒⼦子京突然來信，請他
寫《岳陽樓記》，所以他才會在⽂文
章中寫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他⼤大概是有安慰規勸好友的
意思。︒故C錯誤。︒

回到題⽬目



全⽂文語譯： 
⼤大⽥田鼠（比喻貪婪的統治階層）⼤大⽥田
鼠，不要再吃我種的⿉黍。︒多年⾟辛苦事
奉你，你卻不肯顧念我。︒發誓從今離
開你，到那夢想的樂⼟土。︒樂⼟土樂⼟土多
快活，安身在那裡⽣生活。︒  
⼤大⽥田鼠⼤大⽥田鼠，不要再吃我種的⿆麥。︒
多年⾟辛苦事奉你，你卻不肯感激我。︒
發誓從今離開你，奔向夢想的樂國。︒
樂國樂國多快活，勞苦皆能有收穫。︒  
⼤大⽥田鼠⼤大⽥田鼠，不要再吃我種的苗。︒
多年⾟辛苦事奉你，你卻不曾慰勞我。︒
發誓從今離開你，到那夢想的樂郊。︒
樂郊樂郊多快活，還有誰會長嘆息。︒

回到第9題



9. A                
解析： 
詩中「逝」與「誓」意思
相同，故A錯誤。︒

回到題⽬目 全⽂文語譯



10. C                 
解析： 
本詩表現的是⼈人民對於
貪婪統治階層的憤慨，
以及追求夢想國度的沉
痛⼼心聲，故C錯誤。︒

回到題⽬目 全⽂文語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