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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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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公文格式用語） 

 

  公務部門欲詳述機關掌理業務辦理情形，請相關機關或部門予以支持時，應使用何種公文

程式？ 

書函 報告 箋函 說帖 

  下列公文格式用語，何者不恰當？ 

交通部對行政院行文用「應從緩議」 

機關對屬員或人民之稱謂為「臺端」 

政府褒揚已故資深作家可用「總統令」 

臺南市安平區對臺南市政府函文之經辦語用「遵即」 

  市府收到里長因公來文，下列公文函覆用語，何者恰當？ 

鈞座所提補助案，經費有限，執行困難 

貴里所詢補助案，受限經費，歉難補助 

臺端所呈補助案，經費有限，恐難照辦  

先生所陳補助案，受限經費，懇請鑒察 

  現代國語中經常有混雜外語的現象，下列選項中那一組語詞，不符合上述現象？ 

番茄、李子、開心果  布丁、起司、巧克力 

血拼、咖啡、模特兒  運將、一級棒、奇檬子 

  下列各組成語，何者意義相反？ 

高瞻遠矚／目光如炬  棄車保帥／甕中捉鱉 

雕欄玉砌／鐘鳴鼎食  綽有餘裕／捉襟見肘 

  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政治人物不乏「目不見睫」自以為是之輩 

做到「敝帚自珍」才能算得上是勤儉持家 

為人「伐善施勞」，必然贏得別人的敬重 

身為教師，必須「逆情干譽」，擇善固執 

  下列選項，何者沒有贅字或過度口語化的問題？ 

小明每天總是先去到教室上課，然後才再吃早餐 

最近國外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政府應加強入境檢查 

因為有同學搶了他新買的餅乾來吃，所以才會導致使他大發雷霆 

政府對燃油機車的購買補助快要沒了，所以最近怎麼生產都賣不夠 

  下列語句「」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他無私地將自己寶貴的學習經驗「傾囊相授」 

我特別感謝主席願意「拋磚引玉」，帶動討論 

近年詐騙集團猖獗，他們的「危言危行」真是目無法紀 

此次返鄉，得以老小歡聚一堂，真正是「樂不思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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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題辭的用法，何者不適當？ 

王校長退休，全體教職員致贈紀念牌，題辭曰「銘佩同深」 

吉安村村長出席陳老先生的告別式，致哀輓題辭日「天不假年」 

李大華榮獲全校演講比賽優勝，獲頒一面錦旗，題辭曰「音正詞圓」 

廚藝精湛的林先生開了一家餐館，同窗好友致贈開業匾額，題辭曰「近悅遠來」 

  下列語句，何者用詞最為適當？ 

這個學校的女孩天真可愛，鶯鶯燕燕，好不熱鬧 

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追求，應該具有普世價值 

強風帶來大量沙塵，到處塵土蔽天，令人望塵莫及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作育英才是教師應有的服務 

 

  下列書函用語，何者錯誤？ 

寫信給商界長輩，可自稱「後學」 

部屬對長官之稱謂，稱「鈞長」 

「黃明德主任 大啟」，主任兩字須側書 

寫信給祖父母，結尾問候語可用「敬請 福安」 

  「人生好比音樂會，有著不同的抑揚頓挫，在每一段樂章中，都有屬於自己的特別旋律，

生命以其高低起伏奏出了美妙的樂章。」 

上文旨意為： 

優美的旋律表達出音樂的質感 

音樂的魅力，來自旋律的高低起伏 

一首抑揚頓挫的樂曲，好比一篇動人文章 

生命的精彩，來自順境與逆境交錯中成長 

  「只有我們覺醒之際，天才會破曉。還有更多精神上的黎明即將破曉。和那比起來，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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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一顆晨星。」文意與下列何者相近？ 

黎明之前必有黑暗  眾人皆醉唯我獨醒 

晨起的意志力遠勝過太陽光芒  精神覺醒才會帶來真正的光明 

  一直以來都用正面態度解決人生課題的人，即使遇到災害或事件，也能很快從打擊中重新

站起來；但一直逃避人生課題的人，會把創傷當成無法好好處理課題的理由。」 

下列選項，何者與本文旨意不符？ 

災害是左右人生態度的主要原因  

創傷往往是逃避人生課題的藉口 

人生課題能否解決，關鍵在於不逃避  

正面態度能幫助人從打擊中重新站起 

  「許多流行病學的調查發現，只要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濃度增加，當地居民的總死亡率會因

而增加，尤其肺部感染、心血管疾病、心肌梗塞、高血壓及中風的機率都跟著提高。將實

驗動物飼養在充滿微粒的環境中，動物不但心跳增加，幾星期之後，血液中的紅血球或白

血球數目也跟增加。白血球數目增加並不代表免疫力的提高，而是和過敏反應有關的白血

球數目大幅增加，使身體產生發炎反應，如產生氣喘、鼻塞等過敏症狀。」 

根據文意，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這篇文章的標題可能是探討有關沙塵暴對健康的影響 

白血球增加使身體產生發炎反應，表示免疫功能提升 

空氣中的懸浮微粒增加，會提高罹患心肺疾病的機率 

氣喘與鼻塞等症狀可能與過敏反應的白血球增加有關 

  「作家在城市二十年，他在這間巷子裡的公寓住了六年，房子約二十五坪，陳設簡單，客

廳只有牆上一張世界地圖做装飾。書房裡三面書架，外面有個小陽台，木頭書桌上一台電

腦，一本還在讀的《地藏王菩薩經》。」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與作家的生活無關？ 

生活低調素樸  會使用到電腦 

常常一個人出國旅行 住在大城市中的小公寓 

  「關渡沼澤區也有大片蘆葦林，它們緊鄰著紅樹林，形成不同的色塊。秋末時，一綠一黃，

讓基隆河成為臺灣最秀麗的河口。半甲子前，我守望著數千隻水鳥，在這塊沼澤來去，喧

囂而熱鬧地越過、穿過，或者棲息其間。這樣單純地觀察，我總是有一種難以述說的滿足

感。」 

根據上文，可知作者的感受應來自： 

滄海桑田，恍如隔世 季節變換，傷春悲秋 

景致豐美，鳥禽自適 色彩繽紛，目眩神移 

  麥克阿瑟將軍〈為子祈禱文〉：「使他成為一個勇敢的人，能夠在畏懼的時候認清自己，

謀求補救；使他在誠實的失敗之中，能夠自豪而不屈；在獲得成功之際，能夠謙遜而溫和。」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接近文意的是： 

謙受益，滿招損 勝不驕，敗不餒  

能吃苦，能耐勞 不張狂，不自誇  

  「快樂是人生順利的標誌，但它並沒涉及人生的本質。儘管很多快樂的人能在自己的人生

中發現深遠的意義，但並不是所有快樂的人都如此。快樂並不能為你提供方向。為了成功

地解決困難、應對挑戰、活在當下，並以善於接納的心態欣賞或理解不斷展現在眼前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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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人生，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快樂。意義是指當我們面臨大大小小的人生抉擇時，能知道

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意義也能提高我們的能力，確保我們為之奮鬥的未來與我們

最深層次的價值觀和興趣保持一致。」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不符作者意旨？ 

有些人感到快樂，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發現更深的意義 

明白人生的目標與意義，能提高我們的能力與奮鬥的價值 

人生有意義的抉擇在於有所當為、有所應為，而不是為所欲為 

快樂是確保我們人生是否順遂的指標，也是我們生存的意義與價值 

  「來，我們都到河邊去仔細看游魚。凡是水流較急的地方，魚群都面對流向，不肯随波逐

流而下。身為一魚，只有如此才可保持身體平衡，做一堂正正的魚；也只有如此，才可以

攝取上帝在水中為牠們預備的養分。倘若牠們掉轉方向，放棄努力，就會翻滾、散亂，昏

沉沉的被沖到淺灘上，因此喪命。不必羨魚，這是上帝給一切生命的智慧，對於萬物之靈

的人類，只有給得更多。人也活在『水』中，那水，就是人們常說的潮流。潮流的衝擊，

比驚濤拍岸更動人。逆流來時，不要猶豫，迅速的面對它，堅決的迎接它，勇敢的衝破它！

只有如此，才有生存的機會，才有生存的意義。」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能說明「上帝給一切生命的智慧」？ 

及時充實自己，等待逆流來襲 隨時吸收養分，以備不時之需 

及時面對逆境，決不畏懼退避 順應時勢潮流，安然渡過難關 

 

  「我們常以為，在功能性的閱讀外，去讀那些跟生活無關的文學和小說，也就是文化性讀

物的閱讀，對生活並沒有幫助，但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小說裡有很多思想對話的樂趣，但

又不是直接得道德教訓，而是用生動有趣的情節，來鋪陳一個深刻的思考空間。有時候，

小說裡细膩的情感描寫，可以培養我們對他人的同理心，因為透過這樣的文字描述，我們

會發現其他人和我們所想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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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文化性讀物的功能，下列選項何者不在其中？ 

思想的深化 體諒的美德 立場的尊重 知識的擴充 

  「對於生界的特色，☐☐是關鍵性的決定因子，而對於臺灣的☐☐，我眼際裡的這些重重

高山，正有著莫大的正面作用，像一道道相倚並峙的屏障般，在冬夏兩季期間，分別攔下

了來自東北與西南的季節氣流，使得島上連年都有豐沛的雨水，孕育出蒼翠的森林，並將

全島滋潤得難見不毛之地。座落於島上中央地帶的整個玉山國家公園，也因而成為臺灣最

重要的集水區。」 

上文兩處空缺，最適宜填入的是： 

地質  樹林  人文  氣候 

  「我常去書店，閒逛而已，就當作散步，所以稱不上淘書或訪書。在我看來，淘有典藏的

風雅，訪有飽學的高深，若論海外訪書，如專門去國外尋覓國内亡佚的典籍等，那就更是

專家學者之事了。歐陽脩也感嘆過『先王大典藏夷貊』，或許還不無＿＿＿＿的意思。」 

依據文意，＿＿＿＿＿最適合填入的是： 

博學多聞  求田問舍  禮失求諸野  踏破鐵鞋無覓處 

  「老天對人的栽培是賜予逆境，使其磨練出足以在人生競賽中過關斬將的優良品格。父母

對子女的栽培，不該是給他們最好的生活與求學條件，藉此希望他們能夠心無旁鶩、全力

衝刺。與其從小就享受優渥，不如藉由匱乏的鞭策，開創日後得美好，英雄不怕出身低，

因為蹲低才能取得向上躍升的動能。」 

作者給父母的教育建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英雄出少年不怕出身低 鼓勵兒女積極參與競賽 

應給予無盡的包容與愛  適當的匱乏以激勵鬥志 

  「臺灣人多飲現調手搖茶，花花綠綠，玲瓏參差，於健康不相宜。以西醫論，他的熱量糖

分化學物全部失控。以中醫論，冰的東西，寒中夾濕，委實太『邪』了。大家一面聽勸，

一面頷首，一面依舊喝。其實誰也知道溫白水對你最好，可是你總會碰上一個舌根艱苦的

日子吧，總會碰上一嘴焦土的日子吧，若佛口佛心，不冷不熱，無可能鎮壓，也談不上飲

鴆止渴地步，只能說，有時斬妖的必須是魔。」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正確？ 

文中透過警喻，將手搖茶比喻成魔，而將醫學比喻成妖 

作者認為手搖飲之所以不宜健康，在於其花綠玲瓏色澤 

作者認為白開水雖好，但手搖茶更能中和身體寒涼暑熱 

根據中西醫學的看法，手摇茶的問題在於溫度和添加物 

  「我的生活好像一棵龍舌蘭，一葉一葉，慢慢地長起來。某一片葉在一個時期曾被那美麗

的昆蟲做過巢穴；某一片葉曾被小鳥們歇在上頭歌唱過。現在那些葉子都落掉了，只有瘢

楞的痕跡留在榦上。人也忘了某葉某葉曾經顯過的樣子；那些葉子曾經經歷過的事跡惟有

龍舌蘭自己可以記憶得來，可是他不能說給別人知道。」 

上文所傳達的生活訊息，下列選項何者不包含其中？ 

    

  

  「有些讀者稱我為『穿越達人』。穿越，是多麼重要的能力，我們穿越到以前，觀看著古

人的喜悅和辛酸。每次我的『穿越』，都必須認真仔細溫習讀過的書，也像攪動著一條無

聲的歲月之河。那條無聲的河，其實很洶湧。無可奈何花落去，它帶走許多捨不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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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識燕歸來，它也帶來意想不到的重逢。」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其旨意的是： 

 

 

 

 

  「我走進偏廂的廚房，外祖母離去後的灶頭冷冷，遺留下的柴火已受幾個季節的霜凍，想

是再也燃不起了。光陰之味其實正是如此的滋味，悠悠，冉冉，我們不只是在吃光陰，最

後，也得給光陰吃了。」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作者的感嘆？ 

   

  

  「雖然我對世界上有些事情不滿意，我卻下定決心絕不批評任何個人，這個社會有太多人

在批評別人。我覺得我總應該多多自我檢討，而不要一直看別人的錯誤。我們平時都在為

我們自己而忙碌碌，我們實在應該抽點時間，想想陌生人，一個人如果成天只想到自己，

一定煩惱很多，而且也一定不會有多大的快樂。我認識一些在孤兒院服務的人，只要話匣

子一打開，他們就會滔滔不絕地談孩子們的事情：某某孩子找了學校，某某孩子找到了事，

某某孩子結婚了，他們的生命中。陌生人源源不斷而來。他們的幸福完全建築在那些陌生

人的幸福之上。他們的工作永遠不會有終止的一天，因為世界上總有無數不幸的陌生人渴

望我伸出援手。」 

下列選項，何者最能涵括本文意旨？ 

  

  

  「其實我們所居住的這個美國西部小鎮是異常美麗的，乾燥少雨的宜人氣候，春天時分溫

柔的黃白茱萸在路的兩旁無盡渲染開來。冬天時則覆蓋著皚皚的白雪，但是我卻早就放棄

寫詩了。我每天在課堂上教授文學，在文學理論的術語中遊走，卻越來越不知道文學現在

與自己有何關聯？只有偶爾在失眠的夜裡，那種少年時候的感動的記憶還會翻山越嶺而

來，悄悄地由窗戶湧入，瀰漫於室內室外流成一片的黑暗中，任憑我徹夜瞪視著它不安地

翻攪滾動。」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作者刻畫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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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伯斯是出了名的不喜歡做市場調查。對企業來說，為了生產受歡迎的產品，透過市場

調查事先掌握消費者的需求與喜好，可說非常重要，賈伯斯為什麼不做呢?事實上，依靠市

場調查很難開發出創意性的產品，創意性產品是『創造者想開發的東西』，因此在做出來

之前，一般人無法預料或想像會有這樣的產品。為了受到更多消費者的青睞，市場調查對

創意性產品可能有幫助，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創造『自己真心想要的產品』對賈伯斯來說

更重要。然而，他以自己的主觀意識創作的產品，為何受到大眾喜愛呢?因為他非常了解消

費者口味，而且他的人文素養指引他『絕對性方向』。」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斯能客觀分析市場需求，作為他研發新產品的基礎  

 

  「我的事務所是一棟五層樓的建築，從一樓到五樓中間挑空，蓋成從任何位置都可以彼此

對話的結構。就像過去_______。人類這種生物原本應該是要透過對話才能夠具體意識到自

己活著，可是現在連溝通的機會都消失了。」 

上文中空缺處，最適合填入的句子是: 

  

  

  承上題，本文強調建築師應該具備的素養，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誠』就是不講謊話，不是只對你熟的人不講謊話，而是任何時候都不講謊話:『信』就

是你說要做什麼，你就不會不計代價來完成。我期許大家做一個誠與信的人。我希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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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十八歲以後都能成為各個領域的領導人，也是一個在誠信上不容置疑的人，誠信之外

還能與別人既競爭又合作。在大學的時候學會了如何既競爭又合作，希望出了校門還是能

夠繼續如此，那我們的社會才會提升。」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壯遊一開始就帶有探究的動機，而且這探究更富有『實現理想』的意味；然而，究竟是

什麼樣的理想呢？是要充實自己，為了體驗人生，為了考察文化，為了回饋鄉土，甚至為

了報答國家？换言之即楊牧所同意的這一句話：『為旅行而旅行是一件可恥的事』原來壯

遊之所以為壯，蓋因其具遊以外之目的也。」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為旅行而旅行是一件可恥的事」之意? 

反對缺乏消費的旅行  反對缺乏深度的旅行 

反對過度逸樂的旅行  反對過度漫長的旅行 

二、複選題 

 

 下列☐☐中所使用的提稱語，以及結尾問候語，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欣榮學長☐☐：兩年未見，別來無恙。由於課業繁忙，久疏聯繫，至為思念！我將於今年

六月取得碩士學位，屆時當南下探望。專此，即請 

☐☐ 

韻安 敬上 四二十日 

青鑒/誨安  惠鑒/台安  函丈/教安 台鑒/大安  

/崇安 

 

 「文學是回憶的呢喃，而所有的回憶都來自於情感。有時我們在生活中匆忙奔波，事後想

起，或許會覺得某一個人、某一句話乃至於某一種剎那的心情都澄澈玲瓏地值得回味。可

惜一切都已遠去，在無從追索的當下只好用文字來留住那些歡喜或悲傷，也給予讀者一些

提醒：人生不只是單純的追求而已，在追求的過程中或許會有比目的更可貴的東西值得我

們收藏一輩子，因此我們必須不斷留心那些一閃即逝的小小恩寵，淡淡幸福。」 

關於上文涵義，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  

 

 

 

 下列「」中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大海咬掉土地的聲音從來沒有驚嚇過那些炒作土地的財團或管理國土的官員，他們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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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岸建造自己為是的海堤，代表人類無知而混亂的慾望。事實證明，那些摻雜著慾望和

私人的所謂『人定勝天』的工程，在過去往往不堪一擊。他們迷信科技，但卻忘了背後的

種種慾望可以掌控科技，甚至扭曲科技。於是科技在臺灣變得粗暴而無知。科技本身沒有

錯，但科技之上還有更重要的人文精神；人的精神可以盲目造出昂貴而無用的水泥建物抵

擋大自然；人的精神也可以巧妙地運用自然本身的律則閃避自然的災厄。懂得運用濕地沼

澤柔軟天生的緩衝力量保護海岸，才是智慧的科技。」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故事最迷人的地方，就在它把人帶進一個異質的時空中，放掉了自我，融化在故事創造

的時空裡。我們隨著美人魚的故事，進入海洋與陸地的隔絕情境，體會非人非魚『跨界生

命』的曖昧與痛苦，以參與想像美人魚的確存在的態度被故事包圍，渾然不會察覺、不需

察覺，美人魚故事到底是誰寫的，不知道美人魚的個人具體生命來源，不知道安徒生還有

安徒生寫過的其他童話，非但無害我們享受美人魚的故事，反而解放了美人魚，可以供不

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傳述，故事取得集體生命，那就不再是『安徒生的故事』，變成每個

聽故事的人『自己的故事』。」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敘述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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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畫室有新鋪的水泥前院，隔壁媽媽就把新切成條的菜脯、花生、芥菜一排排擺開曬，

還有一點抱歉地說:『這裡曬，乾淨。』我因此也常吃到他們醃的梅子、曬的筍乾、菜脯。

有一天得到葉雲忠家的雞湯，味美甘甜得不可思議，我問加了什麼，他們說:『只有醃了十

四年得橄欖』池上家家戶戶都像藏著寶，十四年的橄欖、十八年的菜脯，市場上買不到，

不是價格昂貴，而是時間如此珍重。在一切快速的時代，我們失去所有對物質的等待，我

們沒有耐性等待，會知道什麼是愛嗎?」 

上文作者抒發了對於池上的感受，包括: 

  

  

  

 

 

 

 「士兵的勇氣都從畏懼裡出來，怕敵人，但是更怕自己的統帥，所以只有努力向前殺敵。

譬如在家畜裡貓最膽小，可是我們只看見小孩子家裡養的貓抓破了皮，從沒見過家裡養的

狗會咬痛小孩子。你把不滿一歲的小孩子或小狗跟小貓比一下，就明白貓跟其他兩種四足

家畜的不同，你對小孩子恐嚇，裝樣子要打他，他就哭了，你對小狗這樣，牠一定會四腳

朝天，擺動兩個前爪，彷彿搖手請你別打，身子左右滾著。只有小貓，愈害怕態度愈凶，

小鬍子根根挺直，小腳爪的肌肉像張滿未發的弓弦，準備跟你拼命。可是貓還不如狗的勇

敢，這大家都知道。」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社會教育之主要在於磨練人之意志。人孰無志，然必經社會之磨練，使其志能堅定不退

轉，曲折求完成，乃可謂之有志。人自家庭中來，必先知有此愛。人自學校中來，必先獲

有此知與能。人果能本此愛心與其知能以投身入社會，則必有其一己之所志與所願。己之

所志所願。概而言之，亦在於盡己之所知所能以愛人立人，能以此己貢獻於社會。若一人

能如此，此一人即為社會中一好人。若人人能如此，此一社會即成為一好社會。」 

根據文意，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現實不會是完美的，我們必須學習著在不完美中發現美，而不是像以前一樣，以完美作

標準來唾棄不完美。這樣的態度才不會讓我們在改革的路上變成惹人討厭的偏執狂。如果

正午的陽光剛好、開車在高速公路上，你將會驚異地看見，路經的城市鄉鎮裡，雜亂無章

的各色建築，竟然都頂著一式一樣會發光的金屬圓頂水塔。或高或低的水塔隨車行前撲後

退，形成有趣的韻律。雜亂無章是現實，子彈般到處冒竄的水塔則是一種庶民式的、不經

意的美。這美會在特殊的時地湧現眼前，只要你一顆對現實細緻領受的心，以及許多奇妙

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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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上網，把(虛擬的)書丟進購物車，結帳，物流配送，超商取件。人和書的關係，可以無

縫接軌、冰冷順暢。人和書的關係，也可以不止於如此。走進書店，拿起一本書，撫摸書

皮，打開讀幾段，書頁翻飛間，耳邊傳來生祥樂隊的歌曲(南風)……，在哀婉的嗩吶聲中，

你不經意地看到架上就有一本(南風)攝影集，和許多環境議題的書放在一起。你打開，彰

化大城鄉，倚著牆渺小如螻蟻的老婦；下一頁，濁水溪出海口有如猙獰異形盤據的六輕工

廠。你因這沉重議題而想得出神，一隻店貓忽焉躍過，扯亂思緒的線頭。你望向櫃檯後方，

店員羞澀地朝你眨眨眼，你想和他聊一本書，他卻把你引進閱讀的蹊徑：從一片葉到一棵

樹，進而是一整片森林。人與書的關係，因為書店，有了景深與溫度，以及更多的可能。」 

根據上文，如果在網路時代中，實體書店仍有存在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物車可以與超商服務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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