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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甲、 申論題部分：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仰觀天象俯察人事，讓人認知到「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前賢以為，人必
須明白時勢的變換，並因應時勢為所應為，才能創造新局綿傳久遠。請以「與時遷
移，應物變化」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目前我國垃圾清理政策是以「源頭減量、資源回收」為主要方向，全國平均每
人每日垃圾清運量至 105 年已較歷史最高減少 64.71%，垃圾回收率達 58%，但仍有
約 4 成無法回收的垃圾，必須透過焚化或掩埋方式最終處理。惟全臺 24 座垃圾焚化
廠設備逐年老舊劣化，運轉效能遞減；廚餘未能完全發揮生質能源化等嚴峻垃圾處
理問題。環境保護署遵照行政院指示提出「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建置國內多元化
垃圾處理設施，可大幅提升廢棄物資源化效益，逐步邁向循環經濟時代。 
  試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遵照指示，擬訂「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復請行政院同
意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21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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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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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句「」中的字詞，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此次酒會十分盛大，來賓都「穿」得很正式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今年的國慶遊行表演十分精采，觀者如「堵」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他從小就是個聽話的「乖」小孩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這棟建物因嚴重龜裂，已被列為「危」樓 

2. 關於古代典籍中的時間用語，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歸有光〈項脊軒志〉：「三五之夜」，指農曆十五日 
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晦」為每月第一天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孟秋指農曆七月 
張岱〈西湖七月半〉：「杭人遊湖，巳出酉歸」，「巳」為上午 9 時至 11 時 

3. 下列文句引號中的成語運用，何者正確？ 
生態環境頻遭破壞，讓人常有「風木之思」，想念過去的山林之美 
他只是假意表示同情，其實內心滿是「狐兔之悲」，暗自幸災樂禍 
現今社會充斥立場偏頗的論調，懇切持平的「鄭衛之音」愈顯可貴 
陳家常捐資回饋鄉里，讓在外事業有成的陳先生甚有「晝錦之榮」 

4. 依甲、乙二詩的祝賀內容，選擇與之相應的題辭，何者正確？ 
甲、梅花深處締良緣，修到今生不羨仙。律轉風和春意滿，催妝喜在賀年前。 
乙、瑞雪融開萼綠華，小春迨吉賦宜家。金昆新種連珠玉，錦繡初開並蒂花。 
珠聯璧合／椿萱不老 珠聯璧合／帶結同心 
仙耦齊齡／椿萱不老 仙耦齊齡／帶結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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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日君家飲，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當歌聊自放，對酒交相勸。為我盡
一杯，與君發三願。一願世清平，二願身強健。三願臨老頭，數與君相見。」（白居易〈贈
夢得〉）此詩表達情感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6.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
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
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曹子建〈求自試表〉）依據文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事親至孝之人應獲得經費補助 事君至忠之人應給予高官厚祿 
處世謙虛之人應坦然接受表揚 尸位素餐之人應深感自慚形穢 

7. 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
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
而有北流之活活。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
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犄柯有沈羽之流。上文意旨與
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物是事非，未可一斷 情隨時遷，修短隨化 
循天順性，變化無窮 萬象殊緣，相生相滅 

8. 閱讀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王國維《人間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
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
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此等語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
以此意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 

9. 王氏境界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三種境界各有指涉，應無分高下，亦無分先後 
第一境界，表現出對理想目標的茫然無緒，不知所從 
第二境界，表現追尋過程中，專一執著獻身無悔的精神 
第三境界，表現出長久追尋，求得知己佳人的驚喜之情 

10. 王國維將三首詞之詞句，寫成「成大事業大學問」的「三種境界」，此種手法接近： 
望文生訓，割裂原意 體察詩作，美感鑑賞 
理性批判，鞭辟入裡 創意轉化，別出新意 

11. 「美國《商業週刊》封面故事不斷報導網路商務的發展；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與商業有關的
新興科技迅速展現在大家眼前；泡沫股市對財務穩健的企業和證券公司散發誘惑力，紛紛將
資金投入他們視若瑰寶的風險事業。種種跡象使人更加看好未來的商機，可望超越任何世代
企業主生平所見的機會，潛在利潤也愈滾愈大。然而由於某些人對電腦科技、互動媒體和網
路系統過度著迷，到了一九九○年代晚期，社會上逐漸出現一股充滿貪婪和憤世之氣的暗流。
有些人認為，『網路泡沫』似乎代表某種集體的妄想，活生生地展現了群眾的癲狂。有些人
則認為，這是一場不利的遊戲，大家都被某些極為卑劣的逐利本能牽著鼻子走，注定換來悽
慘可怕的下場。」 
下列敘述何者最能呼應上文之意？ 
「網路泡沫」意味著眾多企業對網路商機的渴求，這可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而迷戀

網路消費必然是一場無可阻擋的災難 
人生變幻無常，投資也無法保證能有一定的收益。因此安於現狀，不刻意追求創新，無需

做過多的改變，往往比較能夠自在過生活 
電子商務模式的發展瞬息萬變，此種影響人類生活至深的「革命」，最終的目的就是獲利；

為了逐利，可以不重視倫理或商業道德 
科技化時代若要抓住機會有所作為，不能一味逐利，而要勇於創新，營造更方便有效率的

生活環境；並善用網路科技具體地關懷幫助他人，展現科技創新的內涵與價值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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