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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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開始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至今，大

部分的人都可感受到，在人類忙碌奔波的生活中，世界彷彿被按了一

個暫停鍵。除了疫情，人生中有許多時候，也許是大環境的轉變，或

許是某些意外事件，往往促使我們暫停腳步，反思生命的許多課題。

請以「生命中『暫停鍵』教我的事」為題，申述自身的經歷與

見解。

二、公文：（20 分）

情境與相關資訊：

南投市位於南崗 2 路 199 巷附近 2 棵百年老樹「苦楝樹」，因未被列入

珍貴樹種行列，隨著周邊土地開發，社區民眾擔心老樹會被偷偷砍除，

希望縣政府、市公所正視此問題，讓老樹獲得更好的保護。

新北市近期內發生老樹被砍，警察及市府官員到場也無法阻擋的事情；

另外，還有土城金城路土地公廟老樹、新店中央開發案相關老樹問題。

為此，新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召開會議，為保護這些老樹發聲。

彰化縣花壇鄉一棵樹齡近百年的老龍眼樹，遭鄉公所清潔隊砍除，龍眼

樹所在地的地主得知後氣得跳腳，痛批事前毫無所悉，不過村長則表示

申請砍樹的先生表示已和地主溝通好，他才會通報清潔隊執行，雙方各

說各話，協調不成，地主提告毀損、竊盜罪，全案近日函送彰化地檢署

偵辦。

法規名稱：○○縣（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問題：依上述情境與相關資訊，試擬各縣（市）政府致區公所、鄉（市、

鎮）公所函，依據「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對轄區老樹確實稽查，三

個月內回復主管單位予以審核列管，並加強教育宣導，善盡監督責

任，力求達到綠色健康城市的願景。



代號：30110
|

34610
頁次：4－2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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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生活用語對應的詞語，何者表達的意思不相近？

「沙灘上行船」：本末倒置 「門縫裡看人」：睥睨一切

「雙腳踏雙船」：舉棋不定 「雞蛋碰石頭」：蚍蜉撼樹

2 「為了讀過些新書，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我明白人活到社

會裡應當有許多事情可作，應當為現在的別人去設想，為未來的人類去設想，應當

如何去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去為大多數人犧牲，為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不能隨

便馬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了。」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的旨意？

人生過得愜意自在最重要，不應追求外在權力

人生應有犧牲奉獻的精神，因此必須飽讀詩書

倘若無法放下權力，便不可能獲得知識與智慧

努力做些有益社會的實事，雖然辛苦卻很值得

3 「當代的隱私權內涵，是在不受政府限制的情況下從事特定行為，而傳統的隱私權內

涵，則是保護特定私人事實不受公眾注意。新式隱私權保護的是人的『做特定重大

決定的獨立性』，而舊式隱私權則保護人『避免私人事務遭揭露』的利益。將隱私與

自主性視為一體的論述，不僅模糊隱私權內涵的轉移過程，更限制支持隱私權的論

述範圍。」

關於上文敘述，何者正確？

傳統隱私權目的在保障私人事實，易與政府衝突

傳統隱私權避免事務被揭露，模糊了隱私權論述

當代隱私權對於政府限制行為，具有轉移的效果

當代隱私權實則更積極保障個人的意志與自主性

4 「有人說，你對情緒要踩剎車而不是全然壓抑情緒。對情緒踩剎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完全接受現在的自己，而這本身也就是肯定自己、肯定一切，肯定你來到這裡點點

滴滴都活出過去的每一個瞬間。」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文意？

肯定自己的情緒，全然接受，代表告別過去，活在當下

壓抑自己的情緒，就是以理智來踩剎車，避免成為情緒化的人

為了避免日後懊惱後悔，沒有情緒的產生就是肯定自己最好的方式

全然接受自己當下的喜怒哀樂，情緒是生命經驗的一種，故有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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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灣）島上住民開始迎接現代文化的降臨，完全不是出自主觀願望，而是因為淪

為日本殖民地而被迫接受。因此，『現代』一詞所具備的意義，比起西方現代的崛起

還要複雜。如果是從社會內部緩慢改造，配合政治經濟的相應變革，而且是以漸進

的速度慢慢前進，則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衝突，就不可能那麼劇烈。」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旨意？

衝突可能來自急遽的改變和制度面無法妥善配合

不是來自主觀願望的改變就難以產生真正的革新

「殖民地」和「現代化」之間本身存在巨大衝突

政治經濟的變革也難以化解現代化所帶來的衝突

6 「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種不起眼的動物叫吸血蝙蝠。它身體極小，卻是野馬的天敵。

這種蝙蝠靠吸動物的血生存，它在攻擊野馬時，常附在馬腿上，用鋒利的牙齒極敏

捷地刺破野馬的腿，然後用尖尖的嘴吸血。無論野馬怎麼蹦跳、狂奔，都無法驅逐

這種蝙蝠。蝙蝠卻可以從容地吸附在野馬身上，直到吸飽吸足，才滿意地飛去，而

野馬常在暴怒、狂奔、流血中無可奈何地死去。動物學家們在分析這一問題時，一

致認為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遠不會讓野馬死去，野馬的死亡是它暴

怒的習性和狂奔所致。」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天下無事，庸人自召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不忍小忿，自食其果 稱薪而爨，避重就輕

7 「好的諷刺作品古今中外皆十分罕見，其困難處在於如何巧妙地彰顯被諷刺對象的

癡妄與顢頇，卻不流於尖刻地挖苦，使讀者在讀罷掩卷之際，並不痛惡被諷對象，

而是對人性弱點產生無限憐憫，在會心的一笑間有小小的澈悟。……不過近幾年諷

刺文學頗有消匿的跡象，原因並不是檯面上的人物品行有所提升，而是隨著傳媒的

蓬勃，各種挖暗瘡、揭陰私的事每天都在發生，『諷刺文學』這種委婉、清淡的口味

已不能滿足讀者。」

根據上文，近幾年諷刺文學頗有消匿的跡象，主要原因在於：

檯面上的人物品行表裡不一 諷刺文學大肆挖暗瘡、揭陰私

當今讀者偏愛重口味的感官報導 諷刺文學過於尖酸刻薄，引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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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國初年有論者以為教育非此際最急迫之為，「當此阽危萬狀迫不及待之時，方整軍

經武之不遑，何暇為此迂腐緩圖乎？」呂碧城〈論教育為立國之本〉答之曰：「孟子

不云乎，『七年之病，□□□□□，苟為不蓄，□□□□』，則今日中國之教育是也。」

以之回應教育的重要。

根據上文文意判斷，下列選項最適合填入□的是：

則沉痾已久／神仙措手 須金針度人／求其放心

求三年之艾／終身不得 猶杯水車薪／緩不濟急

9 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

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

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

若一，眾乃歡然。（《宋書．袁粲傳》）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旨意的是：

舉世皆濁，唯我獨清 與眾不同，難以獨立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 竭知盡忠，蔽障於讒

10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

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

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不合，言不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

其同之哉！」（《史記‧魏世家》）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中田子方觀點的是：

富貴誠如過眼雲煙，並不足以依恃 雖然貧賤卻能自尊自重，最為可貴

富有財物卻能夠不驕傲，值得自豪 無論富貴、貧賤，都不應以此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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