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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佐級考試 

類 科 別：各類科 

科    目：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每題 2 分，占 70 分） 

說明：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  我在心裡由衷地感謝他  

這個名牌包價值十幾萬左右  她正在進行一個說明的動作  

  下列引號中的語詞，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屢試「不爽」：不快  一決「雌雄」：男女  

人中「騏驥」：俊傑  「躊躇」滿志：猶豫 

  下列引號內的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他著作等身，且受廣大讀者愛戴，可謂「白首窮經」  

想要增進學問，遇到值得學習的人，就必須「移樽就教」  

在「懸梁刺股」的嚴冬，他仍刻苦用功，私毫不敢怠惰  

他總是廢寢忘餐跟著老師學習，因為他知道「學無常師」  

  「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渴時一點如甘露，醉後添盃不若無。」下列成語，

何者較符合這首詩所要表達的意思？  

未雨綢繆  雪中送炭  久旱甘霖  落井下石  

  一位德國漢學家來臺灣，看到了某副對聯以後表示，在德國我們一直將文聖歌德與武聖毛

奇分別看待，想不到你們竟能將兩位不同領域的聖人連結，並舉敘述。原來他看到對聯的

下聯為：「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則其上聯應為：  

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  孔聖人，孟聖人，萬世兩聖人  

孟先師，朱先師，萬世兩先師  顏君子，曾君子，萬世兩君子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殯儀館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啟用電子輓聯，希望落實簡葬、節

葬的殯葬新文化。新建置的電子輓聯系統採智慧化設計，系統配合告別式場次自動開關及

播放，以減少資源的浪費。下列何者不適合收納進電子輓聯系統？  

英靈已作蓬萊客／德範猶留故鄉人   

騎鯨去後行雲黯／化鶴歸來霽月寒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何知一夢飛蝴蝶／竟使千秋泣杜鵑  

  下列祝賀婚嫁、誕育之題辭，正確的是：  

生子：螽斯叶吉  生女：樂享含飴  

嫁女：里仁為美  新婚：破鏡重圓  

  下列文句皆出於《老子》一書，何者最適合用來闡述政令不宜繁苛？  

治大國，若烹小鮮   

治人，事天，莫若嗇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瓜果庭中設，家家乞巧初。豎竿難免俗，曬腹愧無書。此夜雲迷渡，前宵雨洗車。鵲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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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是，望久轉躊躇。本詩主要描寫下列那個節日？  

人日  七夕  中秋  元宵  

  下列何者不是長度單位？  

尋  仞  鈞  咫  

  下列選項中情況，何者不適宜用「函」處理？  

內政部警政署行文給各縣市警察局   

教育部向國立大專院校發布重要事項  

某大學向教育部申請研討會經費補助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制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之發布  

  下列有關公文「簽」的敘述，正確選項是：  

簽是函的草稿，依各機關規定程序核判之後發出  

三段式的簽文，分成「主旨、說明、擬辦」三段  

簽之「於○○○」字樣，要以小型字填入受文單位  

案情簡單，或例行承轉的案件，必須使用先簽後稿  

  下列公文用語使用正確的是：  

內政部發文行政院有抄件時用「抄送」  

臺北市政府發文教育部稱其為「大部」  

經濟部發函財政部期望語可用「請查照見復」  

某縣政府以「是否允當」駁回所轄鄉公所的請求  

  古代流傳的神話與傳說故事，經常以物種「變形」方式，表達主角人物藉由轉變形體，跨

越物種、生死與形體限制，達成己心所願。下列何者屬於「變形」的神話或傳說故事？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其臍為口，操干戚以舞  

  「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史記．平準書》）上文所述，其內

涵應屬於何種 事務？  

國防  交通  經濟  農業  

  《論語．雍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今女 畫。』」文中「今女畫」的意思是什麼？  

你喜歡繪畫  你是畫地自限   

你擅長畫仕女圖 你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吳玉麟詩曰：「黃裡裹冰膚，纍纍若貫珠。誰將龍刮目，未許荔稱奴。益智神能健，清心

暑可驅。更憐嘉樹蔭，霜雪總無殊。」詩中所述是臺灣的何種水果？  

龍眼  荔枝  芒果  椰子  

  天涯疏影伴黃昏，玉笛高樓自掩門。夢醒忽驚身是客，一船寒月到江村。（龔鼎孳〈百嘉

村見梅花〉）此詩主要表達的是：  

久別重逢的期待之心  羈旅生涯的孤寂之感  

歸家省親的企盼之情  客居旅店的寒梅之夢  

  「是怎樣的心靈可以承受這樣『整座地獄燃燒得如此輝煌』的全景素描——而非洪太尉揭

開鎮魔鐵板放出一百零八天罡地煞之魔物瞬刻的轟然洶湧——作為小說同業，我畏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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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從剝洋蔥起始，層層屏障迴廊，陳雪如何能以一種小說家的絕對專業，像藏密唐卡

老繪師，一層一層鑲嵌疊套，每 一細節填色、描花、精密繁錯地占領局部，絕無暈染潑

灑？如何能在娓娓旁白時，拿鏡頭的手從未抖過？如何能，不為最初無辜置放至少女軀體

內的核廢料之毒液腐蝕、擴散，被憤怒與瘋狂吞噬？」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作者

的意思？  

陳雪的小說繼承《水滸傳》一百零八條好漢的人物形象  

身為小說同業，認為陳雪不擅於對情節發展作細膩描繪  

作為小說家，必須懷抱著猶如核廢料之腐蝕性毒液寫作  

將小說寫作形容為藏密唐卡繪畫，須層層疊套全幅架構  

  「《詩經．齊風．東方未明》可以看到詩人從妻子視角描寫官吏丈夫的忙碌生活，詩句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生動地刻劃出丈夫早起急忙出門上班，

連衣服都來不及穿好的模樣。最後甚至提到丈夫『不能辰夜，不夙則莫』的早出晚歸生活。

雖然詩中的妻子並沒有對丈夫的忙碌發牢騷或冷嘲熱諷，但口氣中的無可奈何卻是如此明

顯，說明繁重的工作壓力會造成員工本人及家庭生活多大的影響與不滿。」關於以上這段

對《詩經》的古籍新解，其要旨在於：  

當時的官吏亦如現代人般面對繁重工作   

當時官吏的妻子抱怨丈夫工作太過忙碌  

當時的君臣黎民都勤於政事，夙夜匪懈  

當時的百姓都過著民不聊生的痛苦生活  

  「這麼多的生熟，這麼各具色彩的物體，這麼樣瓶罐框箱，刀砧對話，粘附親切。全世界

的學問都比不上此刻的生活實價，物料瑣細；一切知識在這裡都是不夠的。」請問上述內

容可能描述什麼「空間」？  

畫廊  打鐵店  鮮花店  傳統市場  

  「政治的陰險狡詐，沒有反駁能力的石碑銅像，正好成為政客翻雲覆雨的好對象，韓愈作

〈平淮西碑〉詠歌宰相裴度功勞，卻為大將軍李愬所不滿，奸陷於上，終於將石碑拽倒磨

平，重新撰文論功。時移事往，今日除了李商隱、蘇東坡的詩篇裡保存這段史實的風流，

誰又在乎將相間的恩恩怨怨呢？」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功業彪炳之人樹大招風易遭受奸陷  

時間可證明石碑銅像無法記載永恆  

石碑銅像常是政客打壓異己的工具  

石碑銅像比文學詩篇更能反映史實  

  「動聽的樂章，中間常有一兩個休止符。它讓行雲流水的過程，有了段落，並因此可以期

待繁花盛開的章節。休息，不一定是為了走長遠的路。有時候，休息只是為了讓你有機會

轉身審視過去；有時候，休息就只是為了休息而已。」依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休息和走長遠的路絕不相關  休息的唯一目的是審視過去  

休息可讓人期待美好的未來  休息是可有可無的賞心樂事  

  「母親一生不愛珠寶首飾，既無鑽戒也無玉鐲，光鮮奪目穿戴在身的都是贗品。這也影響

了我從不花錢買名牌的價值觀，因為小時候就把她說過的話牢記在心：『即使是地攤貨，

別人卻相信你穿的是名牌，而不是用名牌包裝自己，那才真正表示你在別人心中有份量。』

母親真的騙過了所有人，沒有人會相信她沒擁有過值錢首飾。」依據上文，下列何者不是

作者要表達的意旨？  

做人不需要用名牌包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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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價值觀會影響下一代  

同情弱者，所以他母親喜歡穿地攤貨   

被別人重視，和是否穿戴名牌無關  

  「黃侃的酒量其實不算好，日記裡『大醉』、『醉甚』、『醉臥』之類的記載，數不勝數。他

也曾經想過戒酒：『止酒。月費不貲，徒以費時益病，可恨也』。結果不到一年，他便被一

款叫『蔻麗莎』的紅瓶子洋酒所迷倒。後來讀唐魯孫〈湯婆子的種種〉才知，所謂『蔻麗

莎』，是法國出品一 種婦女喝的甜酒，……後來不知道那位聰明人拿這種空酒瓶子，灌上

開水來替代湯婆子使用。有意思的是黃侃居然還勸人喝酒要節制。有次林公鐸『下火車時

以過醉墜於地，傷胸』，黃侃覺得『似此縱酒，宜諷諫者也』，他自己則『每餐豪飲，半斤

為量』。」由此段引文可知黃侃：  

勸人飲酒要節制，自己卻仍每餐豪飲  

對婦女喝的甜酒也不排斥，每飲常超過半斤  

曾效法唐魯孫以「蔻麗莎」灌上開水來戒酒  

戒酒失敗的主因全在於費時甚久，故覺可恨  

  「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為本國引入了西曆，全面代換舊有的曆法。而當他們統治了臺灣以

後，殖民政府也曾打算把這種『改曆』的經驗給照搬過來，元旦這天，政府會帶頭舉行各

種各樣的祝賀活動，學校則高唱國歌，舉行新年宴會。漸漸的，許多臺灣人開始學著日人

的習慣，在門口擺上了『門松』與『注連繩』，互相寄送新年賀卡，……推廣新曆新年的

同時，殖民政府也曾試著貶斥有關舊曆春 節的各種習俗。皇民化運動的時代，總督府更

是越發強硬地要『廢舊正月』，……但是，舊曆春節 並不因此而被統治者剪除，日子一到，

許多地方的小老百姓還是張燈結綵、殺豬宰羊。大致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臺灣人習慣了

一年要說兩次『新年快樂』。」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灣過西曆元旦新年，是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帶頭推動  

日本對於曆法之改制起源甚早，可追溯至明治維新之前  

皇民化時期在政府強硬宣導下，舊正月習俗終得以廢黜  

臺灣目前過新舊曆年的習俗，都與日本時代的殖民有關  

  「大學住宿，室友們最喜歡向家裏投稿，一來不必怕退稿，二來不必附回郵信封，三來有

投必中，稿酬優渥。杜甫『家書抵萬金』的烽火心情變成人子無憂歲月的物質享用。……

這樣的作品，何等粗糙？沒有孺慕的流露，沒有貼切的情思，只有年少的無知，只有一再

的要求，媽其實可以狠下心來退稿，要求重寫，讓我只知望外的眼睛要有眷戀的回眸，讓

我漂泊的追尋要有反顧港灣的凝視。」文中所欲表述的主題為何？  

母愛的包容  年少的輕狂  教育的真諦  投稿的心路  

  「有一天，我來到濱海城市布萊頓，隨意落坐於一家小餐館。來一份炸魚薯條吧。一會兒

後上桌，目下這條魚被折騰得黑色褐色混雜，首尾模稜難辨。但當我揭開麵皮，看見鮮潔

魚肉時，食慾驀地被喚起；入口時，感覺到味蕾自沉睡中甦醒，彷彿苞蕾在長久醞釀後，

啵地一聲掙脫萼片拘束，張開第一片花瓣。」作者以譬喻的手法敘寫，主要用來說明：  

炸魚的口感層次豐富，先醞釀再綻放   

嘗試不同食物，讓人生如花開般燦爛  

炸魚賣相雖不佳，入口後卻別有滋味  

美食佐以鮮花擺盤，更能夠刺激食慾  

  「河面大片藍色琉璃總是如鏡，嵌製在花團擁簇的堤岸之間，樓光樹影不再拘謹，隨著風、

隨著船痕微微晃盪。」根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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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花團擁簇，河面有如琉璃藍鏡，樓光樹影隨風與船痕搖曳  

河面上船隻忙碌穿梭，導致映在水面上的樓光樹影不斷的晃動  

兩岸花團擁簇，樓房綠樹成蔭，河面上有琉璃橋及穿梭的船隻  

河面上樓光樹影隨著風兒擺盪，破壞了樓房及樹木拘謹的本質  

  「任何一個生命被外力打破，都會造成傷害，如果是自己打破自己的局限，衝出藩籬，那

就是成長、進步。」下列選項與上文意旨最相近的是：  

這山路，顯然我是唯一的行者  

從這山望向那山，那山還比這山高哪  

一段未可預知的旅程，有時大樹橫阻，你必須謙卑低頭  

雞蛋從外面打破，是食物；雞蛋從裡面打破自己，成了生命  

  「當你有信念時就年輕，當你有疑慮時就老了；當你有自信時就年輕，當你恐懼時就老了；

當你有希望時就年輕，當你絕望時就老了。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錄音房，只要它收

到的是美麗、希望、喜悅和勇氣的訊息，那麼你就是年輕的。而當你的心中只是布滿悲觀

與憤世嫉俗的冰雪時，那麼你就將老去。」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對於年輕的界定？  

年輕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年輕人多愁善感，是人生必經歷程  

年輕應該盡情歡樂，青春不要留白  

年輕與年紀無關，而是與心態有關  

  「粉絲是為成名錦上添花；知音，是為寂寞雪中送炭。杜甫儘管說過：『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但真有知音出現，來肯定自己的價值，這寂寞的寸心還是欣慰的。其實如果

知音寥寥，甚至遲遲不見，寸心的自信仍不免會動搖。所謂知音，其實就是『未來的回聲』，

預支晚年的甚至身後的掌聲。」下列選項，對於「知音」的敘述，最符合文意的是：  

知音未必當下出現，卻是最懂得自己的人  

知音在繁華熱鬧時，能給予自己鼓勵喝采  

人會寂寞，是因為粉絲太多，找不著知音  

由於人不易敞開自己的心胸，故知音難覓  

  「要治療或預防語言癌上身，只被動地減少接受外界的傳染是不夠的，首先還是要強體健

身。多閱讀、吸收美好的文字養分，是固源的根本。有『值得說』的內容，是把話說好的

第一步。其次，要 學習『有意識』地說話，將想法有效地轉化為話語，準確地傳達給他

人。這並非與生俱來的能力，需要後天不斷地練習精進，且愈小開始練愈好。」下列敘述，

符合上文文意的是：  

防治語言癌最好辦法，就是多運動強健體魄  

有意識的話具強體健身效果 ，宜正視其價值  

會造成語言癌，跟閱讀內容、說話方法有關  

說話能力是先天賦予，閱讀則是後天養成的  

  在西方接到大單生意，甚至是無中生有的賺錢生意都稱作「紫色金錢豹」。 因此，大大小

小的企業 都忙於研發創新，追逐他們的「紫色金錢豹」，不過上述的機會，可遇不可求。

然而，在這個人人追逐「紫色金錢豹」的年代，能夠安分認命的待在「村莊」裡，不隨著

眾人腳步去追逐「金錢豹」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因為，當追逐「紫色金錢豹」的人受挫

回到「草原」，他們還是會日思夜想偶然發現的珍稀寶物，然後，在期望中展開看不到盡

頭的等待。下列敘述何者是作者要傳達的意旨？  

具備如紫色金錢豹的敏捷速度，是商場致勝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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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新科技，才能讓企業一本萬利  

偶然的成功只是幸運，企業必須步步踏實勿求一步登天  

面對挫折須以充滿期望的態度正向思維，才可反敗為勝  

  「『情緒勒索』常見於許多人際關係中，包含職場、親子、夫妻、朋友等。情緒勒索者可

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使用要求、威脅、施壓、沉默等直接或間接的『勒索』手段，讓

被勒索者產生各種負面情緒，例如挫敗感、罪惡感、恐懼感……這些感受就會在被勒索者

的內心發酵、造成傷害。」 就上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合乎「情緒勒索」？  

親愛的，我愛你，但不代表你所做的事我都認同  

媽媽，我愛妳，但我是我，妳是妳，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請妳尊重我的選擇  

爸爸，我很尊敬您，但我的興趣在藝術創作，而不是商業經營，請理解我為何不願繼承

家業 

親愛的，如果你真的愛我，就應該支持我，為了我們將來美好的生活，你應該無條件的

當我的後盾 

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每題 3 分，占 30 分） 

說明：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

答錯多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下列各組詞語，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懺悔不已／一語成讖  湎懷先人／靦腆害羞  

壑然開朗／胸中丘豁  竭盡心力／揭發弊案   

字跡潦草／窮途遼倒  

 

 下列引號中的詞語，前後意義、用法相同的選項是：  

別擔心，等「風頭」過了再說／我明天就走一趟，先看看「風頭」再說  

拋棄優越感吧，那是思想的一大「包袱」／他用顫抖的雙手打開了那個「包袱」  

他的個子雖然不高，卻頗「結實」／這棵樹雖然不高，卻每年都「結實」累累  

他文思泉湧，傾刻間寫就一篇「文章」／你們都沒看出來，他這封信裡大有「文章」  

俗語說：親兄弟也要明「算帳」／傳統會計的記帳、「算帳」等工作主要是靠人工完成  

 

 「臺灣不但山川之美被□□□□，而且近年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美食王國形象，也因為塑化

劑、毒澱粉、黑心油等連串食安事件，幾乎已□□□□。更讓國人痛心無奈的是，涉入食品

違禁添加物、混充摻假、標示不實的企業，是無分大小甚至很多知名品牌大廠都捲入，偽

劣及黑心食材及食品到 處充斥，造成民眾健康風險，也導致社會□□□□。」上文□□□□，

應該填入的正確用語依序是：  

休戚與共  蹂躪糟蹋  心有餘悸  蕩然無存  人心惶惶  

 

 《臺灣通史．風俗志》記載當時戲劇：「有傀儡班、掌中班，削木為人，以手演之，事多

稗史，與說書同。」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上文所述劇種？  

京戲  歌仔戲  布袋戲  皮影戲  掌中戲  

 

 「從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到歐洲的英國再到亞洲印度，也偶爾會有其他一些小動物，例如

青蛙和蛇從空中落下，甚至還有一個地方下過銀幣雨。這些出人意料的『雨點』多數是由

於強大的龍捲風把沿途的水生生物或者其他東西帶進雲層後，透過強風攜帶，最終落在很

遠的地方，形成規模不等的形形色色的『雨』。」根據文意，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看似奇怪的現象，仍然可找到科學依據  

證實守株待兔之理，耐心等候常有收穫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7鐵路特考） 

共 7頁 第 7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形形色色的「雨」，是自然力量造成的  

即使遇到巨大災難，我們都要微笑面對  

龍捲風遍佈全球，為各地帶來意外之財  

 

 「我有一句相當喜愛的銘言：『障礙，是為了被跨越而存在。』這句話出於法國陸軍元帥

福煦之口。據說有人在聽了之後感嘆：『那個障礙對我而言太高了，我實在沒辦法跨越過

去。』於是，福煦告訴他：『那麼，就從下面鑽過去吧！』真是了不起的轉彎式思考。」

下列選項，何者與本文意涵貼近？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人煙罕至的路就是成功的路  

天無絕人之路，路是人走出來的  

 

 「藉微笑以表示友善，這個看似全球性的特質卻因文化而異，並展現出『地區性』的特性。

在蘇俄，微笑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挑戰……，在香港，工作時臉上有一份嚴肅的表情是專注

的象徵。」下列選項，對本文的說明何者正確？  

作者鼓勵大家以微笑表現善意  作者提醒大家理解文化的差異  

作者認為專注於工作也能微笑  作者發現俄國人比香港人官僚  

作者正視不同地區的行為特質  

 

 「後悔常被說成是沒有意義的。回顧有什麼用呢？的確，後悔有時無濟於事，一如罪惡感、

自憐，而且可能對更長、更艱辛的贖罪過程造成阻礙。但是，這並不代表後悔必然是件壞

事。史丹佛大學商學院研究人員表示，自責傾向較深的人能成為更好的管理者，因為自責

是伴隨著『高度責任意識』與『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而來。」關於上文的敘述，下列選

項何者正確？  

罪惡感、自憐的情緒可能無濟於事 

好的管理者都會有較深的自責傾向  

容易後悔的人，必然能成為好管理者  

後悔有時可能帶來正面、積極的意義  

責任感與從錯中學，是管理者的要素  

 

 「麥金多發現正是因為有『懸浮性藻類—浮游性動物—冰川運動—洋流—海水上升運動』

如此複雜的機制，才能巧妙的維持藍鯨的族群生存。而藍鯨吃掉大量的浮游性動物，使懸

浮性藻類旺盛成長，這些藻類行光合作用所釋放的氧氣，是地球大氣層氧氣最大的來源，

簡言之，藍鯨進入南極海，與地球上每個生物的生存息息相關。」根據文意，下列說明正

確的選項是：  

南極海是地球生命的源頭   

浮游動物的食物是懸浮性藻類  

藍鯨族群的存亡與海水上升運動相關  

藍鯨的覓食習性會影響地球氧氣的生成  

大自然生態環環相扣，任何一個鏈條斷裂都會破壞生態平衡  

 

 「蘋果公司執行總裁庫克，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典禮演講時表示：『我並不擔心人工智慧

可以讓電腦像人類一樣思考。我擔心的是人類會像電腦一樣思考，沒有自己的價值觀或同

情心，不考慮事情的後果。』」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人工智慧未發展出道德價值判斷  人工智慧已經超越人類思維模式  

人類思考不應像電腦的人工智慧  人類最終將被人工智慧全面取代  

人類有自由意識，優於人工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