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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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因斯坦曾說：「要尊敬每一個人，但不要把任何人當偶像來崇
拜。」人類天生似乎離不開崇拜，因為平庸需要大師；缺乏自信，需

要一個完美人格來模仿；生活充滿不確定感，則需要一位具有崇高能

量的人物給予心靈的指引。於是社會上常可見崇拜神人、明星或名人
的現象，但是對於互相欣賞、彼此尊重的風氣卻顯得貧乏。這一點，

早在二十世紀初印度聖雄甘地就曾提出呼籲：「我們必須學會尊敬別

人，不是因為他們有著怎樣的價值，而是因為他們是人。」其實，人
們所崇拜或尊敬的特質，多是自我潛意識裡渴望成為的樣子，只是這

樣的尊敬常常就變成了崇拜。至於非我族類者，就每每不屑一顧了。

請以「尊敬與崇拜」為題，陳述兩者的異同及對社會價值觀的
影響，並舉生活實例來佐證。

二、公文：（20 分）

背景說明：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屬於環太平洋地

震帶的一部分。大大小小的地震持續不斷，每隔數年即會出現一次

災害性地震，因此平時防災救災的準備工作必不可少，尤其政府機

關需為人民表率，更應做好相關措施。

內政部規劃了「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

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106-114）」補助事宜，請各縣（市）政

府機關申報轄區內需補強重建的老舊公有建築物，以列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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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已於 110 年 2 月函請各縣（市）政府清查回復 88 年 12 月

31 日前設計建造的地政事務所辦公廳舍，合計 62 件。

近期內政部又召開研商「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列管案

件未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範圍者之後續推動方式」會議，並以

臺內營字第○○○○○○號函送各縣（市）政府依會議紀錄辦理。

題目：

試擬內政部致所屬各機關及各縣（市）政府函：請賡續調查各縣（市）
所轄 88 年 12 月 31 日前設計建造的地政事務所需耐震評估、補強或拆

除重建之廳舍標的及所需經費，就其重要性、需求急迫性及補強（拆除

重建）可行性等事項再次清查，並填寫調查表，排列擬補助優先順序。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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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王同學尊師重道，又友愛同學，值得大家「群起效尤」

李先生為人坦蕩，行事磊落，是位「不愧屋漏」的君子

廉頗與藺相如不計私怨，盡棄嫌隙，成為「總角之交」

這棟建築氣勢宏偉，「冠冕堂皇」，必出自名設計師之手

2 「一個人的功課，通常指的是你用什麼方法讓你自己人格的整個『生態系統』更乾

淨健全。你如何在獨處時無愧天地，如何在與人相對時情理通透，如何在看待生命

時，既能知覺『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又能透視微塵中的一葉一菩提。」

所謂人格的整個生態系統，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敘述的是：

獨處、容眾態度與天人合一 情理通透能微觀與巨觀事物

自處、人際關係與觀物態度 孤獨、自信態度與待人接物

3 「我聽到他的口袋裡一直傳來手機的聲響，輕輕的不大聲，他按了手機關掉聲

響之後，我們又繼續聊，聊著昨天的游泳、下個週末的派對，他看著我，回應

我說的話。後來，我發現他對手機聲響後的談話內容完全沒有記憶，那兩分鐘

的記憶跑到那去了？」

關於上文的詮釋，最適當的是：

文中「他」很想接電話，「我」卻故意閒聊不讓「他」接電話

文中「他」牽掛著電話聲響的事，跟「我」聊天只是虛應故事

「他」不想接電話，也對當下的聊天內容不感興趣，心思不知飄向何處

人的短期記憶只能記住有限訊息，文中「他」因為電話聲響干擾而忘記之前

兩分鐘的聊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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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一生之中，多少重大的決策都是在知識不充分時，就不得不勉強拿定的！

我們為什麼必須在無知的情況下就把寶貴的明天抵押出去？把我們的明天抵押

給學業、前途、戀愛、婚姻、事業、甚至哲學理想？知識之外影響人生的還有

時間。人生經驗裡經常孕育著見解上的改變。時間就是改變的產婆。從前所追

求的，後來也許趕忙摒棄還來不及。昨天的敵手成了今天的同伴。今天覺得是

天堂也似的幸福，明天想起來，臉也要通紅了罷？」
上文所表達的意旨，最主要的是：

蛻變成長 人心思變 世事難料 時光易逝

5 「母親有一雙『改方腳』。在她幼年時，雖然已經被訂了終身大事，可是外祖

母擔心女兒日後在夫家因為腳不夠小而被人嘲笑，因此為她纏足。母親是陳家

的掌上明珠，平時要什麼有什麼，唯獨纏足之苦，任她哭得呼天搶地，外祖母

還是鐵石心腸。這種『酷刑』一直到在外地工作的外祖父回家時才救了母親。

他告訴外祖母，城裡早已不興纏足啦，以後腳越小，越嫁不出去；至今，母親

的腳一直留著纏足的印記。」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對纏足的敘述？

「改方腳」是女人未纏過足的腳

外祖父對外祖母纏足的守舊觀念感到不悅

外祖母接受城鄉審美觀的改變，才使母親免受纏足之苦

外祖母愛女心切，擔心母親因腳大被退婚，才為母親纏足

6 「在深不見底的湖面我選擇背水而行，但在泳池我喜歡潛水，雙手合十向前瞬間墜

入池底，划動臂膀製造出一個人的洋流，熨斗般貼地滑行，感覺背脊上的水壓，輕

柔地擠壓我的胸腔，以身體裡所有的氧氣和力量支持自己專心向前，只是向前，不

必費力於八爪章魚或小丑魚的龐雜交際，單純在那無邊的空洞之中，專注地，存

在。……在這個世界裡泅泳過久，心態上也會長出那種蒼白無力的皺褶。」
關於文中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蒼白無力的皺褶」指的是容顏憔悴，青春不再

「八爪章魚或小丑魚的龐雜交際」暗指世間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

在泳池中選擇池底潛水，「造出一個人的洋流」，講出自己的靜默避世

游泳的態度就是人生的態度。「湖面」指大自然、「泳池」則指人群聚集處

7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多厭煩，不說別的。飛出這圈子，飛

出這圈子！到雲端裡去，到雲端裡去！那個心裡不成天千百遍的這麼想？飛上

天空去浮著，看地球這彈丸在太空裡滾著，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回陸地。

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這皮囊

要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接近作者旨趣的是：

追求自由，馳騁夢想 跨界旅行，敘寫生命

推動科技，實踐飛翔 施展長處，肯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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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那天，對了斜陽，霞光滿天，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徜徉於滿街輝煌華麗的紅葉

與黃葉間，正穿梭入京都古城的涼凜氣候，由京都大學文學部馳回位居『修學

院』的京大國際交流會館路上，突然想起了《楚辭》中種種描寫秋景的辭句，

也想到了屈原〈惜往日〉的篇名。自然含冤受屈不是我的經驗，但是『典型在

宿昔』的懷念，卻在我的心頭激盪不已。他們不正是以其『紅於二月花』的秋

光晚照燦爛了我的青春，照亮了我的人生？而不論當時他們的年齡幾何，曾經

親浴這些師長友朋的生命輝光，為他們的智慧，為他們的性情所照耀，所溫暖，

難道不是我所擁有過，也將永遠擁有的至福之一？於是，決定返臺之後，以《昔

往的輝光》將它們集結出版。」
根據上文，可知《昔往的輝光》書中主要抒發的感情是：

舐犢之情 懷鄉之情 首丘之情 孺慕之情

9 「仔細問診並詳細檢查後，我初步診斷是退化性關節炎，開處方給藥之外，也

給他許多建議，然而他似乎不能接受，最後給予免費治療才勉強把藥收下。剛

來蘭嶼不久，病人不能信賴我的醫療能力，我想治好這位關節炎患者，建立自

己的醫師形像，好讓蘭嶼島民很放心地接受衛生所的醫療服務。於是我幾乎天

天跑來為他治療，補充體液使他精神飽足，卻萬萬沒想到反而讓他不必下床準

備食物，減少了他的活動量，更加重全身關節僵硬程度，病況不因我給的處置

而改善。有一天，當我問他的飲食吃藥狀況時，他因走不到排泄廢物的地方，

而且相信病魔再厲害也會餓得逃走，所以已禁食多天了。我四處尋找他的食物

時，發現我送給他的藥擺在屋角下成一堆。再去訪視他時，一位自稱是病患家

屬的年輕人告訴我，他已埋葬了，且向我申請死亡診斷書……一時之間，我不

知所措，什麼，餓死嗎？家屬會不會被控告遺棄；不明原因嗎？對不起死者；

退化性關節炎嗎？我會被醫師們嘲笑。回衛生所後，我仍然找不到最適合的死

因，翻閱前輩醫師開立的死診單，發現一個非常貼切的病死因，雖然死者上個

月才滿四十七歲，抄寫『老邁』兩字後，拿給等候許久的死者家屬。」
根據上文，這位蘭嶼獨居老人為何將藥堆置在屋角下而不服用？

害怕醫生索討醫療費用與信任問題 蘭嶼神靈致病與現代醫療觀的衝突

遭兒女的惡意遺棄，失去生存意志 體液補充讓他精神飽足，擅自停藥

10 承上題，作者為何在死亡診斷書填上「老邁」交付家屬？
想要保護未善盡照顧之責的家屬不被控告

年輕醫生對自己未治療好退化性關節炎的卸責

道出了現代醫療對蘭嶼達悟族傳統觀念的無奈

離島衛生所的醫生不求務實，因循苟且的追隨前輩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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