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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部分：（60分）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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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在機場跑道旁檢查燈號，儘管天空如此平靜，但他明白，

在最後一班貨機尚未安全抵達之前，『今天』還是充滿未知數的。」

（改寫自安東尼‧聖艾修伯里《夜間飛行》） 

在工作崗位上，如何衡量一天的「開始」與「結束」？抱持「充

滿未知數的今天」是什麼樣的工作態度？從一天的開始到結束，你

如何對待工作上的「今天」？請以「今天還是充滿未知數的」為

題，作文一篇。 

二、公文：（20 分） 
情境敘述： 

鑒於假訊息氾濫，影響社會安定，為有效防制謠言，立法院於本

（108）年 5 月 24 日三讀通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 46 條之

1 條文」，散播食安謠言或不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可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元以下罰金；

院會並三讀通過「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散播不實傳染病

疫情，且足以對公眾或他人產生損害，罰金從 50 萬元大幅提高至 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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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請依上述情境敘述，試擬衛生福利部函，以最速件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衛生局，加強宣導上述修法內容，以防制謠言充斥，並

正視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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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組選項，前後「」內語詞意義相同的是：  
我不懂這句話的「意思」／這部電影真的很有「意思」 
請他們格外當心，不可「大意」／請簡要說明本文「大意」 
陳教授近年致力於「東西」文化交流／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有著「非常」的遭遇可以顯出「非常」的氣節／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不

可說 
2 「報紙不增張，像是罐頭中的沙丁魚；報紙增張後，像是泡了水的麵包。」 

根據上文，報紙增張前後的比較，主要在說明： 
為增加銷售量，報紙常浮誇事實而乏公信力 
無論張數的多寡，報紙都以民生需求為優先 
報紙的張數雖然增加，內容卻未能同步提升 
報紙是讀者的精神食糧，加量才能滿足需求 

3 「如果一個人無法跟上同伴們的腳步，很可能他聽見的是另外一種鼓聲，那麼，就

讓他隨著他所聽見的節拍去吧！」下列敘述，何者與上句意旨最相近？ 
缺乏團隊精神的人，就讓他離開，不必強留 
品味有雅俗之別，不可以用相同標準來要求 
鐘鼎山林天性不同，應依自己的步伐走向目標 
人生短暫，寧可慢下腳步欣賞，不要隨人起舞 

4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不變，麋鹿興於左而目不瞬，然後可以制利

害，可以待敵。（蘇洵〈權書．心術〉）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為將」的修養？ 
洞燭機先 驍勇善戰 忍耐守靜 制敵千里 

5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史記．滑稽列傳》） 
根據上文，優旃使秦始皇改變主意的勸說方法是： 
揭示道理 委婉諷喻 將心比心 直言極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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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眾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
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不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
日，有小狙謂眾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
公不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為之役
乎？」言未既，眾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於
林中，不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
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劉基《郁離子》）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狙公養猴的寓言就像是統治者治理人民 
人民面對無理剝削的情況，是會起而反抗 
狙有覺醒的意識，是因為受了教育，而有思想的啟蒙 
統治者靠權術役使百姓，一旦人民覺悟，政權就會崩潰 

7 下列詩詞，何者不是表達對歷史的感嘆？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不轉，遺恨失吞吳 
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鴉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不同時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不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8 下列景物的描寫，何者不是由近而遠，逐層推移？ 
河水一片浩渺，河水之外是爛泥的荒灘，荒灘之外是稻田、房舍 
在鄉下小路隔著水田望去，先有門闕，再有庭，再隱約見到庭後的堂屋 
窄窄巷道一轉，巷後藏有三兩家堂屋，堂屋後還有田，田後竟更有山，豁然開朗 
遠處，秧針半吐的水田，如棋盤一樣整齊排列；近處，無心散落的綠色棋子，閒

閒地被灑在局外 
9 「生命發生的聲音有些是聽不見，卻看得見的。某些聲音可以在心中滋長，甚至變

得很喧囂，很龐巨，耳畔卻沒有任何聲響。」 
下列選項，不屬於這種將聲音視覺化描寫的是： 
嚼口香糖的漢子／把手風琴拉成／一條那麼長的無人巷子 
馬蹄聲，孤獨又憂鬱地自遠至近，灑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 
走在春日喧囂的山林小徑上，耳畔清靜，蹲下來，卻能看見熱鬧鼎沸的聲音 
黑暗中，遙遠的妳突然哭泣不再說話，只把話筒貼在胸口，用噗噗的心跳回答我

殷切的呼喚 
10 「近年來，從美國科技業開始，許多產業都出現了不同角色結盟的工作團隊：擅長

技術的『工匠』、了解市場『行腳商人』，再搭配善於經營管理的『總管』。他們
有時選擇自行掛牌創業，但也可能以團隊為單位應徵一間公司，甚至說服企業主資
助他們成立新事業。創業或是聘雇對他們來說，純粹是資源取得方式的不同。由於
他們具備獨立研發、銷售與運作的能力，得以和大企業保持一種對等的合作關係，
並非像傳統上班族僅能仰賴組織，當個聽命行事的員工。上述的結盟，我們稱之為
『最小戰鬥單位』，在未來的職場，這將成為一股最堅實的勢力！」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本文的看法？ 
人工智慧興起，技術人員將因無法展現專長，漸被淘汰 
未來職場需結合不同專業人才，分工合作發揮整體戰力 
自行創業對「最小戰鬥單位」而言，最能讓團隊發揮所長 
不同角色結盟的工作團隊，因仰賴企業支持，須聽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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