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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甲、申論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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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曾流傳一部短片，有隻夜鶯撿拾人類扔棄的麵包，牠本來大

可一口吞食，但夜鶯選擇以此為餌捕魚。看著魚群過來爭食，牠靜

靜的等待。魚兒太大太小牠都不要，耐心的等待最肥美的一尾。人

的一生，是否也要學習夜鶯的等待？但是，俗話又說：「捷足先登」，

似乎意味著等待也可能坐失良機。然則究竟等待為宜？抑或不等待

為宜？抑或因時因事而採不同的作為？請以「等待」為題，作文一

篇，依據自己的經驗與體會加以論述。

二、公文：（20 分）

據屏東縣警察局統計，截至今年 7 月中旬，小琉球已有 5 起遊客

因觸摸海龜而函送法辦之情事。綠蠵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之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 條第 4 項定義「騷

擾：係指以藥品、器物或其他方法，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若有

上述違反公告管制之行為者，依罰則第 50 條規定，處新臺幣 5 萬

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有「綠蠵龜樂園」之稱的屏東縣小琉球，位於臺灣西南方海域，擁

有瑰麗的珊瑚礁群、生態系豐富的潮間帶，及數量眾多的海龜，每

年吸引大批遊客，為當地觀光帶來極為可觀的收益。

試擬海洋委員會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行銷地方觀光之際，

請加強對所屬海洋風景區宣導工作，落實海洋環境教育推廣，以保護

海洋生態與海洋生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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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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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康熙帝晚年，發生江南鄉試科場舞弊案：副主考官趙晉受賄十萬兩銀子，主考

官左必藩知情不報。舉子群情激憤，將考場匾額上的「貢院」二字，塗改成「賣完」。

市井更流傳一副對聯：「左丘明雙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左傳》的作者左丘

明是個瞽者，上聯就是諷刺「左」必藩對副考官受賄□□□□；下聯則是諷刺「趙」

晉□□□□。

依據文意，□□□□最適合填入的詞分別是：

視若無睹／神通廣大 魚目混珠／斗膽包天

短視近利／鋌而走險 視而不見／膽大妄為

2 同事結婚，下列選項何者是合適的對聯？

盟書早訂三生石，綵筆新開五色花

麻姑酒滿杯中綠，王母桃分天上紅

江山秀色歸新宇，奎璧清輝映畫堂

室有芝蘭春自永，人如松柏歲長新

3 甲、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昇平

乙、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丙、未必素娥無悵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以上詩詞所寫節日，對應的飲食風俗依序是：

湯圓／粽子／月餅 粽子／湯圓／月餅

湯圓／月餅／粽子 粽子／月餅／湯圓

4 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思以謂知病於未病之前者，

此上智之所能也。知病於欲病之初者，此中智之所及也。若夫已病而求醫，則常情

同然，不必論其智不智也。（孫思邈《千金寶要》）

下列敘述，合乎本文旨意的是：

對症下藥為下智 勇於抗病乃上智

同情病患是中醫 未雨綢繆屬上醫

5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管子．牧民》）

下列選項，與上文旨意最接近的是：

先求經濟繁榮，再談道德禮法 先求擴大疆土，再求造福百姓

衣食自給自足，經濟自然繁榮 經濟繁榮、道德禮法難以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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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居家之道，可少有餘財，多財則終為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

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

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急，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

所以自立矣。（《曾文正公家書》）

下列選項，最合乎本文意旨的是：

淡泊名利，運動強身 為人廉潔，自立自強

勞動筋骨，勤儉持家 儉以養廉，直而能忍

7 有客至，主人具蔬食，客不悅。主人謝曰：「家貧市遠，不能得肉耳。」客曰：「請

殺我所乘之騾而食之。」主人曰：「君何以歸？」客指階前之雞曰：「我借君之雞乘

之而歸。」（俞樾《俞樓雜纂》）

根據上文，「我借君之雞乘之而歸」一語的含意，下列何者詮釋最為適切？

客人討好主人，阿諛奉承 客人有所請求，強人所難

客人諷刺主人吝嗇而且虛偽 客人謙恭有禮，不斤斤計較

8 「大仲馬和一位年輕的政客發生齟齬，兩人爭吵不斷，最後吵得實在太兇了，竟相約

決鬥來解決問題。這兩個槍法神準的人，連決鬥的方式也各執己見，最後中間人實

在覺得煩了，決定要兩人抽籤，輸的人要向自己開槍。抽籤的結果是大仲馬輸了。

只見他手裡拿著槍，嚴肅地走進另一間房關上房門。片刻之後，槍聲真的響起，原

本期待和不期待的人全衝向房門。一開門，只見大仲馬手裡拿著槍，槍口還冒著煙，

表情失望地說：『各位，最遺憾的事情發生了，我沒有打中目標。』」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事事如棋局局新 輸贏乃兵家常事

不是冤家不聚頭 用幽默面對失敗

9 「我覺得月亮美，無論掛在什麼地方都美。我享受月亮的美，其實也就是享受二十四

萬英里的『距離』的美。我們也應該用這個距離來看人生。我應該解釋什麼叫『二

十四萬英里的距離』。那個『距離』，就是只看得見柔和的光輝，只看得見脂肪光澤，

全然看不見『坑坑窪窪』的『距離』。懂得選取這樣的距離，那麼，你就能看出來月

亮雖然也有醜陋的『坑坑窪窪』的一面，但是它也有晶瑩皎潔的一面；坑坑窪窪是

真的，晶瑩皎潔也是真的。我們沒有理由拿那個真來『否定』這個真。」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文意？

距離的遠近產生不同美感 缺陷的人生也可以很美麗

美麗的底下是無比的醜陋 真實的世界會有很多面向

10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

喃討人家的歡喜！天寒風緊，無枝可棲。我整日裡飛去飛回，整日裡又寒又饑。我

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小米！」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其意旨的是：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冰炭不言，冷暖自明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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