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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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一、作文：（60 分）
從前有一位醫生，抓到一隻蝦蟆。尋常蝦蟆已經夠醜陋了，但這隻蝦
蟆卻比所有蝦蟆都更醜陋，因為牠長有四隻前腳、六隻後腳。醫生將
蝦蟆裝進一個玻璃箱內，蝦蟆從如鏡面的玻璃中，第一次看到自己醜
陋的形象，嚇得擠出一身油來。醫生收取這些油，用來治療病人的燒
燙割傷，據說具有奇效。
上述文章引自某作家對人類負面心理的分析，「蝦蟆的油」象徵我們
生命中的負面經驗。面對此負面經驗，人們通常採取不想、不看、不
聽、不說的方式來逃避。其實負面經驗亦是一種能量，往往具有療癒
自己與他人的效果。

請以「那件事發生以後」為題，寫一篇首尾具足的文章，加以描述：
那件事發生後的心情為何？又如何走過艱辛，走出幽谷？那件事對自
己有什麼啟示？

二、公文：（20 分）
（一）王明達先生於民國 108 年 10 月 4 日繼承取得臺北市○○區○

○段○○小段○○地號土地，因得知該土地屬道路用地，乃
於同年月 8 日向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申請儘速辦理徵收補償並
減免地價稅。

（二）該局查明該地號土地確已供道路使用，但礙於財政，短期內
無法徵收，旋即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以○○字第○○號函，
答復王明達先生告知短期無法徵收之事實，以及有關申請減
免地價稅部分非該局權責，並檢附上該申請書致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請該處儘速依法卓處逕復。

（三）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詳查結果，該土地：係民國 81 年起，即
供道路使用。自該年度起，即免徵地價稅在案。民國 81
年迄今，亦查無予以徵收地價稅紀錄。依規定，該土地如
未變更使用，免再申請。

（四）您是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承辦人，請試擬該處回復王明達先生
申請書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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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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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句「 」中，詞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一個人如果「目無全牛」，高傲自大，是很容易被人排斥的

他為了要完成老師的心願，決定「投桃報李」，終日伏案寫稿

每個人只要貢獻「螳臂當車」的力氣，便能匯集能量，成就大業

他天資聰穎、思慮縝密、反應敏捷、才能出眾，無愧「人中騏驥」

2 務令適時：倘風日相侵，寒熱暴至，當以布帳遮之，或篾籃覆之。如遇輕陰細雨，

淡日和風，出架庭中，勿令著地，恐致根長，及引蟲蟻。（《老圃良言》）

根據上文，應是何種農事活動最正確？

澆灌 修補 保護 卻蟲

3 陳繼儒《小窗幽記》：「茶中著料，碗中著果，譬如玉貌加脂，蛾眉著黛，翻累本

色。」下列選項何者與上述主張相符？

無紙化一貫作業，可節省資源，增進效率

出版社使用環保材質設計書衣，強調美觀實用

3C 產品重視包裝，能減少損壞，並凸顯其價值

食材簡單處理，減少調味與裝飾，追求本真本味

4 裴迪〈送崔九〉：「歸山深淺去，須盡邱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裏。」依據

本詩，作者勸崔九：

莫過於放縱 應早日返鄉

應盡情遊山玩水 莫耽溺於隱居生活

5 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

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

時也；死生者，命也。（《荀子‧宥坐》）

根據上文，「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意在說明：

智者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仁者曖曖內含光，終將為人所知

君子為學修德，不以人不知而止 學者材若芷蘭，不求精進亦不芳

6 承上題，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作者的看法？

為學的目的，不在於追求富貴顯達

即使身處困窮，君子仍應敦品勵行

材有賢不肖之別，人當據此決定為或不為

謀事在人，但成事與否，則不免繫於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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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

不能搜剔幽秘；無閑曠之歲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

群遊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而猶弗遊也。（潘耒〈徐

霞客遊記序〉）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與作者旅行意趣的觀點相近？

旅行需要身心全部投入，不受雜務干擾

旅人找尋名勝，留連忘返，超越體力負荷

旅行不過是另一種生活，必須負載生活等量的憂患

旅人的眼睛要求新奇，要求刺激、娛樂，日常生活裡所沒有的種種

8 「如果你是遊客，看起來也像遊客，就算知道真正的價格，也別想拿到真正的價格。

殺價殺不殺得成，除了要靠資訊，還要看雙方的認定。如果賣方認定你有辦法支付，

就會不肯讓步。賣方有時寧願做不成生意，也不願破例給觀光客自己人的價格。」

下列選項，最貼近本文旨意的是：

身為觀光客要有別計較價格的雅量 殺價守則最重要的是掌握正確資訊

贏得賣家觀感是殺價成功要件之一 賠本流血價是店家寧可不賣的關鍵

9 「使自己能夠立足於社會，是人生責任的開始；貢獻自己的力量造福社會，則是人

生責任的完成。所謂造福社會，並不指狹義的修橋鋪路、捐款救災之類。一位賢明

有為的官吏、公正卓越的律師、仁心仁術的醫師、捨己為人的宗教家、富國裕民的

企業家、有傑出成就的學者、作家、運動家等等，都能替社會大眾創造精神上或物

質上的福祉。」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最符合作者旨趣的是：

努力成為專業領域上最傑出的人，才是造福社會的表現

獻身公益、捐款救災、從事志工服務才能真正造福大眾

能安分守己、不出差錯的完成份內工作，就是造福社會

盡心竭力將工作做到最好，負起社會責任才能造福大眾

10 「卑南族喜歡多彩菱形紋，北部泰雅族則熱愛可以驅逐惡靈的紅色，賽夏族常出

現 字形，其實是紀念雷女教他們織布，而稱為雷女紋；卑南族服飾中常見的十字

形紋，在基督教傳入前就已經被使用，非與基督教有關，是為尊貴之意。」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本文所述？

各族服飾反映族群橫向的交流 各族衣著的紋飾隱含文化元素

祖先崇拜呈現在賽夏族的服飾 基督十字之尊貴義影響卑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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