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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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現實生活充滿了各種誘惑與干擾，雖然會

給我們增添許多困難，但也為我們提供了絕佳的磨練機會，轉個念，
如果能善加利用，反而會促使我們更加進步。人生沒有過不了的坎，

只有過不去的自己。英文諺語有「當上帝關了一扇門，同時會幫你開

一扇窗」，機遇與挑戰並存，壓力與動力共生，所以危機就是轉機。
請以「轉念」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己見，文長不拘。

二、公文：（20 分）

近日發生多起國道夜間追撞車禍，在行車紀錄器曝光後，不少人都認
為是因為少了路燈照明，才會不慎發生追撞。高公局對此表示，國道

不普設路燈是出於安全性、經費、生態影響、用電量等綜合考量。依

據《交通工程規範》僅在交流道、隧道、橋涵下、服務區、休息站、
易肇事路段及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設置處等地點設置路燈。路燈的設

計主要不是為了汽車，是為沒有照明能力的非機動車和行人設計的，

高速公路不是普通道路，它完全禁止行人、非機動車進入，所以汽車
自帶的大燈在夜間行駛時，已經具備很好的照明效果，安裝路燈反而

造成夜間行車安全的隱憂。高速公路的路燈因為有間隔，導致燈光的

不連續性產生明暗相間的固定節奏，這節奏不僅會給人一種眩暈感，
產生視覺疲勞，對用路人的視線是極大的干擾，增加了發生交通事故

的機率。加上夜間行車的數量相對較少，如果去安裝路燈，鋪線路，

安裝燈座，再加上人工費，後期損壞的維修費等等，將花費國家大量
的財政收入。其實，汽車行駛在夜間的高速公路上只要利用車輛本身

之車燈來作照明，並配合路面反光標記標鈕及相關交通工程設施，導

引行車方向，已經提供符合安全之行車環境。用路人真正要留意的是
行車保持安全距離，這樣才可以在緊急狀況下應變。而根據《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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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規則》第 10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同向前方 100 公尺內沒
有車輛時用路人可以開啟遠光燈，延長視線所及的距離，也同樣可以

避免車輛追撞的意外。試擬交通部致高公局函：請加強宣導國道夜間

行車正確的駕駛觀念，以避免車輛追撞意外事故的發生。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2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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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明收到一封書信的開頭提稱語為「膝前」，結尾敬語為「敬請 福安」。按照永明

與對方的關係，他回覆這封信時的末啟詞，下列何者最為妥適？

手書 叩上 敬上 謹啟

2 下列選項中「」內的成語，何者使用不當？

這位作家散文格調高雅，但詩歌則不甚精彩，可說「相形見絀」

他工作經驗豐富，可以獨當一面，真不愧有「吳下阿蒙」的美譽

林先生個性強悍，說話又十分急躁，常給人「咄咄逼人」的印象

我們面臨困境的時候千萬別氣餒，相信總有「否極泰來」的一天

3 關於下列報導標題，說明最恰當的是：

一怒為紅顏，八拜之交反目成仇——親兄弟為了女子而鬧僵，關係破裂

不要怕吵架，衝突可以很美麗——找到適當的溝通方式，即可避免衝突

被迫中輟，自學多年終遇伯樂——中輟生浪子回頭，創業有成回饋鄉里

交通最優先，石虎閃一邊——縣市開闢產業道路，石虎生存空間被擠壓

4 「你能想像一群小男生小女生，書包擱在路邊，也不怕掉到河裡，也不怕鉤破衣服，

更不怕破皮流血，就一腳上一腳下地直往樹的懷裡鑽的那副猛勁嗎？只因為樹上有

蟬。蟬聲是一陣襲人的浪，不小心掉進小孩子的心湖，於是湖心拋出千萬圈漣漪如

千萬條繩子，要逮捕那陣浪。」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最符合文意的是：

爬樹捕蟬展現本事，所以孩子樂於冒險

蟬聲強烈吸引孩子，因此迫切想要捉住蟬

蟬聲觸動孩子回憶，捉住蟬彷彿便捕捉了過去

童年物質生活匱乏，爬樹捕蟬是孩子的玩樂天堂



代號：20110−20710
54110、64110

頁次：4－3

5 「事實上，一個人的缺點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時候，尾巴是看不見的，

直到他向樹上爬，就把後部供大眾瞻仰，可是這紅臀長尾巴本來就有，並非地位爬

高了的新標識。」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最符合文意的是：

沐猴而冠，虛有其表 爬得愈高，視野愈好

處高位者，尤貴自重 登高自卑，行遠自邇

6 「在路人與車陣的視線裡，茄冬的綠色印象很快就會薄淡了。但是在土地與年代的記

憶裡，茄冬的根系已經糾纏那樣深密。老屋的壁角、小鎮的雜貨店前、農會的門口、

大水溝的旁邊……，有人煙的地方就有茄冬，有茄冬就有四時的綠蔭，遮護著屋宇

和過日子的人群。它一貫是那麼好性子，不挑不撿、素樸、容忍，悠悠生落著歲月。

時代的巨輪輾過茄冬，輾過我們，生命也許碎裂了，回憶卻拓印下來。」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最切合作者對茄冬樹的情感？

茄冬樹的生命況味，在回憶裡永遠鮮活

對現代人冷淡的對待茄冬樹，感到無奈

唯有土地與年代才能恆久的保存茄冬的生命

茄冬樹堅韌的生命力，觸發更多的生活情趣

7 「很長一段時間，貝多芬同時創作交響樂和鋼琴奏鳴曲。貝多芬在交響樂中將多種不

同的器樂聲音，經由樂句、曲調、節奏、結構的安排，整合在一起，讓人聽不到個

別的樂器，只領受到完整的交響聽覺經驗。他一試再試，甚至成功將人聲與器樂完

美結合，天衣無縫。而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卻試驗著要讓剛改良過的現代鋼琴，發

出最多最豐富最複雜的聲音。明明只有一種樂器，卻讓它吟唱、怒吼、低誦、尖

叫……。貝多芬這兩項超越人類日常經驗的極端試驗，獲致了驚人成果，使他進入

『偉大』的殿堂。」

下列選項，最接近文意的是：

偉大的交響樂能化繁為簡，鋼琴奏鳴曲則以簡馭繁

特立獨行、標新立異，是進入音樂偉大殿堂的關鍵

貝多芬的偉大在於創作不懈，超越身體障礙的意志力

卓越偉大的貢獻，來自於不拘侷限而探向極致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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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蘇格拉底曾說，真正的哲學家歡迎死亡。死亡不是終結，而是轉折。人類既有情感

也有理智。身為情感動物，我們會感動，會因失去親人而感傷，因為人死了就不可

再生，永遠不復相見。因此，在面臨失去親人的痛苦時，我們會尋求慰藉。身為理

智的個體，我們同時也明白虛幻、混沌、妄想並不能讓我們找到真正的安慰。我們

應當站在一個清晰、理性的角度去追求真理，這樣才能獲得真正的安慰，這也是我

們人類作為唯一理性的生物能夠獲得的。」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死亡不是終結，火傳不知其盡

追求真理，方是人類的解脫之道

面對痛苦，適當的宣洩情緒有益身心

人類超乎萬物，是世上唯一理性的生物

9 「我始終認為我們這種接待朋友的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似乎只應合了人心淺層的

要求，而未曾應合深層的要求。生命的深層要求便是以生命相對，而不是只以言語

相對。把人與人的交接只落在語言層面，或只以語言層面來表達，或認為必須以語

言層面來表達，是世人的膚淺，是這個時代的膚淺，也更是現代的住宅格局所造成

的膚淺：客人來了就是要在『客』廳，而『主』人必須在『客』廳陪著他，既然陪

著，就不能枯坐，於是便搜遍枯腸找話題，結果是弄得主客都累，實際上變成了一

種逐客的最好方法。」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作者理想中的「待客之道」：

有一套正規的招待模式可供依循

主人與客人共同在廳堂聊天休憩

準備各式話題避免朋友感到冷落

心裡心外隨時騰出空間容納別人

10 「以人類為受試者的研究，涉及許多倫理與法律問題，而獲得受試者的『知情同意』

則為一關鍵的過程。『知情同意』的倫理基礎在於『尊重人格』原則，其所包含的兩

種倫理意涵為：『人應該被視為自主的個體』來對待；以及『自主性較低的個人（如

未成年者、精神病患等）應該受到保護。』依據此原則，研究中的知情同意要求讓

有決定能力的受試者，在充分獲得並了解研究相關資訊的前提下，不受脅迫或他人

影響而做出是否參與研究的決定。」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知情同意」的倫理基礎？

為原住民抽血檢驗，在獲得部落族長同意下，可將抽血樣本做為基因遺傳研究

受試者自願參與試驗與研究，中途可隨時拒絕參與或退出試驗，不必受到處罰

對受治者參與的試驗，須充分告知其所罹患的疾病，可獲得治癒與相關權益保障

對精神病患進行輔導與研究，為顧及患者情緒及自我傷害風險，故僅能告知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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