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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部分：（60分）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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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販售窗帘的業者，向來有好口碑。某天，一位顧客跟他說：

「你做的其實並非窗帘生意，而是調節光線的生意。」這句話讓業者

開始思考公司的經營路線，遂從一味製作各式各樣的窗帘，轉而站在

調節室內光線的角度，設計出更多元的產品。 

有時，讓我們停滯的原因並非不努力，而是沒想到可以如此著

眼。請以「新思路開啟新出路」為題，作文一篇，闡述你的見解。 

二、公文：（20分） 

農村老人為了看病，偏鄉學童為了上學，常苦於缺乏適當的公共

交通工具，只能獨行於人煙稀少的道路上，其安全固然堪慮，處境尤

其堪憐。請參酌上述狀況，試擬交通部函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期能

活化並善用各項既有資源，於六個月內提出可行計畫，以解決農村與

偏鄉公共交通問題。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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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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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報導常以一兩句話作標題而來吸引網友點閱，下列選項中標題的寫法，何者詞

語運用正確？ 

我國青少年在國際電競競賽中獲得冠軍：「電競高手凱旋而歸 國士之風」 

研究顯示，癌症不僅與飲食、運動有關，而且也跟心理狀態有關：「防癌重在心

悅誠服」 

人工智能是未來生活的趨勢，然而心理科學研究顯示，人類智慧在很多方面仍無

法被這種科技取代：「人工智能 電算終究不如人算」 

某縣市發生當兒子的長期失業在家，且用暴力威脅方式跟父母要錢，父親不堪其

擾，竟然殺死兒子後再企圖自殺事件：「人倫悲劇 弒子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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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詩詞不具備視覺描寫的是：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 

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3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上述說明孔子對待求教者的態度是： 

因材施教 不憤不啟 有教無類 學貴有恆 

4 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

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

過之。黯褊心，不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不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史記‧

汲鄭列傳》） 

皇上所言，其意旨最正確的是： 

汲黯咎由自取  兔死狗烹之悲 

人才輩出，後來居上 人不學，言不足以論道 

5 《孟子•滕文公上》：「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符合旨意的是： 

大人勞力，小人勞心 大人小人，分工合作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君臣並耕，百業昌隆 

6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

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不飲酒者殺人。」即以次

飲之酒。殺馬者皆慚而去。（《說苑．復恩》） 

關於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秦繆公愛人，寬仁大度，不計他人無心之過 

秦繆公和殺馬者一起喝酒痛飲，以平息喪馬之痛 

聽說吃了駿馬的肉之後，不喝酒即會發狂殺害他人 

殺馬者皆慚而去，是因為他們忘恩負義、恩將仇報 

7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

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

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不棄。」（《資治通鑑‧周紀

一》） 

根據上文，子思傳達的用人之道為何？ 

應觀察臣下日常言行舉止，再量才授職 

應度長絜大，甄別能否，培養知人善任之能 

拔擢人才，雖白玉微瑕，不該因小疵而損大器 

任用官員，應重其質，再予以磨練，陶鑄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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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以為文學理論是出在文學作品之後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恐怕還是如

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覺，則從作品中汲取理論，而以之為作品的再生產的衡量，

自然是有益處的。但在這樣衡量之際，須得記住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作品與理論乃

如馬之兩驂，或前或後，互相推進。理論並非高高坐在上面，手執鞭子的御者。」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作者的看法？ 

文學的創作優先於理論 理論與創作不必然結合 

理論是作者的創作泉源 創作是文學的唯一價值 

9 「日本津輕半島的人們多以捕魚為生，他們認為漂流木是候鳥所遺留下來的。成群

的候鳥在秋天飛過津輕海峽，到溫暖的南方過冬，牠們啣著木枝石片之類的東西，

黑夜時可以漂在廣闊的海上憩息。離開大海時，據說牠們會把這些東西留在海面

上，等到開春飛回故鄉時，才會啣起這些木石離開。所以，春天來臨時，漁人們看

見那些無主的漂流物，便認定它們的主人恐怕已遭到不幸，是永遠不會回來了。漁

人拾起這些木枝，帶回家去，當往來商客經過並住宿在他們家中，便以這些木頭燒

洗澡水供商客沐浴，藉由那些焚燒時上升的白煙，一方面令禽鳥安息，一方面為商

旅祈求平安。」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適合作為標題？ 

漁人的守護 漂流木的哭泣 永不止息的候鳥 津輕海峽的怒吼 

10 「司馬遷是把從軒轅到漢武帝時代汗牛充棟的史實，用一片片竹簡寫出五十二萬字

的《史記》。他的志趣所在，是把這一大堆竹簡寫成的《史記》，『藏之名山，傳

之其人』的。這整個的過程與目的可以說是信息的傳遞，也就是他所謂的『傳之其

人』。而儲存的方法則是寫在竹簡上，而把竹簡『藏之名山』。當然如果能省掉一

個字，就可以少寫一個字。竹簡上少寫一個字，就可以少用些竹簡，而藏之名山時

就可節省些空間。於是，司馬遷就需要把資料大量地壓縮，把自己的寫作技術練入

化境，使所寫文言文字達於精純，然後才寫到竹簡上去。這可以說是編碼程序，以

不致使人誤解原意為最低訴求；而後人在名山內拿到竹簡時，得到竹簡上所示的信

息。那就需要一些念懂古文的功夫，也就是後世的人要有解碼的訓練。自然，竹簡

像晶片一樣，是載體，而所寫的字可以比為位元了。這正說明了上古所用的信息系

統，已經是在做資料壓縮了。」 

根據上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歷史事實乃是汗牛充棟的信息載體 信息傳遞與儲存的方法古今無不同 

信息傳遞是一個資料壓縮與解碼的過程 以文言編碼是古人傳遞訊息的最低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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