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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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教育觀念非常強調跨領域學習。有一篇關於「不被未來世界淘

汰」的報導提到：「未來人才會被期待要懂多個領域，並有綜整專業知

識的能力。」甚至還強調「學什麼不重要，重點是想學」。

請以「多元學習與專業素養」為題，作文一篇，具體說明自己

對於未來工作的期望，以及此時此刻，最想學的知識或技術是什麼？

對於提升專業素養有何助益？

二、公文：（20 分）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將於 111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假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111 學年度精進線上教學

中學種子教師研習」，並已訂定實施計畫。

試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函：檢送實施計畫，薦派所屬各級中學種子教師出席，並給予出席

者公（差）假及課務調整；報名網址：https://○○○，111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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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職棒選手有一句代代相傳的名言：『每一年，每支球隊要打一百六十二場。

你注定輸五十四場，注定贏五十四場。大家在拼的，其實是那剩下的五十四場。』」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旨意的是：

人生的成功，是從失敗中學習

成功的關鍵，在於最後的努力

輸贏成敗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

追求成功當盡力掌握三分之一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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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說求知是人類的天性，那麼探索宇宙人生的奧祕也應可說是深藏於人性內裡

的精神欲求。此一充滿智性的欲求便是『哲學』發生的根源——至少是所謂『主體

性』的根源，它讓哲學思考得以生根茁壯，伸展枝葉花菓於生活世界之中。」

關於哲學的功能，根據上文意旨，下列選項何者最適切？

提升科技 促進經濟 融入生活 實現夢想

3 「如果照一般作文的寫法：先敘述某個事件、這個事件給了什麼啟發、我的觀點

是……，先不說演講時間夠不夠長，聽眾恐怕要先睡著了。除非你做的是故事性的

演講，否則可以試著改為：我的觀點是、我為什麼有這樣的觀點，聽眾會順著你的

脈絡思考，更有助於他們理解演講內容。」

根據上文，作者認為好的演講應該：

在有限時間內呈現最多內容

讓聽眾改變觀察事物的角度

以開門見山的方式切進主題

善用寫作文的技巧引人入勝

4 「在宣達公文前，先設身處地想到同仁們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反應，並且將反對問題

一一做回答。如果同仁的疑問是我未想到且無法立即回答的，我會告訴對方：『這

個問題很好，我會先問過公司之後，再回答你。』假如主管對公司政策有想法，也

不宜在夥伴面前批評，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與公司相關人員請教或溝通，讓事情達

到雙贏的效果。」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對公司政策有意見時應與相關人員討論溝通

對公司政策有意見應該與屬下一起檢討批評

宣達公文的人應該要為政策辯護，不宜存有懷疑之心

執行公司政策應該要有魄力，不須考慮下屬的心情想法

5 「這次的自然觀察創作，幾近科學紀錄的敘述，反而離文學的本質較遠了。科學紀

錄的冗長、枯燥無味，對一個喜愛講求詩般文字精鍊度的創作者，無疑是相當殘忍

的煎熬。我常被自己呆板而模式化的文字敘事方式，感到怒不可遏，又時而情緒沮

喪到了極點。但我亦無奈地深知，這種重複而呆滯的文字敘述是必須的，唯有透過

這般自然寫作的紀錄，生態習性的知識才能清楚而準確的表達。」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是作者最關心的重點？

純文學寫作和自然寫作的表現差異問題

自己未來應該如何面對自然寫作的問題

自己想要從事純文學或自然寫作的問題

自然寫作存在的變數該如何控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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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說：『我們這一行有些人嘴巴又毒又刁，他吃妳炒的菜時會說：嗯，文章寫得

好，菜不見得燒得好；他看妳的文章時又會說：嗯，菜燒得好，文章不見得寫得好。』

她不表贊同，說起善廚的老師們不僅不減地位崇隆，反而更添美事。我說：『學術

與文壇是兩個江湖，你們那裡文明些，吵起架來，大概丟一兩根粉筆就算是嚴重衝

突了。我們這邊不一樣，多的是帶箭的夜行人，你要是得罪人，背部中的箭，大概

夠你編成籬笆了。』」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文中「我」的看法？

文壇作家大多說一口好菜而拙於燒菜

善於燒菜的學界教師常獲得崇隆地位

文人相輕常使作家彼此不假辭色貶損

學術圈若有煙硝味可能比文壇清淡些

7 「一旦我離開鄉土，故鄉和他鄉一樣，都是『距離』以外的東西，都成了比較和思

考的對象：既流動（可以批評），又恆定（可以鄉愁）。我變成了他者，也就是局

外人。只有在這局外人的意義上，我在漂流。永遠以外來者的眼光衡量一切，永遠

處於比較和批判的角色，不管是對母文化還是他文化。」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接近本文意旨的是：

離鄉越久越遠，更能深刻感受鄉愁

角色變換，對照故鄉與他鄉，體認二者差異

在流動與比較過程中，應飲水思源，切忌忘本

國際化交流為當今無可避免之現象，須時時反思

8 「所謂『意』，實在是兼容了多重暗示性的紋緒；也許，我們可以參照『愁緒』、

『思緒』的用法，引申為『意緒』，都是指可感而不可盡言的情況與狀態。『意』

是指作者用以發散出多重思緒或情緒、讀者得進以體驗這些思緒或情緒的美感活動

領域。這個領域，要用語言去『存真』，必須在活動上『近似』詩人觀、感事物時

未加概念前的實際狀況，因而中國傳統批評中亦強調『如在目前』。」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本文意旨？

意緒可感不可盡言故作詩必須意在言先

語言可以確實呈現情感意象的實際狀況

詩是詩人以概念化語言呈現意象的結果

任何眼前意象必然引發人們的美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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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牠們對擠著兜圈子，露出牙齒急如閃電互相撕咬。只見年輕的狼腳步一亂，那隻

大老狼已經騎到牠身上。就在這時，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這一圈灰色的身體

忽然靜止下來，牠們肩併著肩，頭朝同一方向，生硬而緊張的站在一起。老狼的嘴

離年輕狼的頸子非常的近，後者的頸彎幾乎就在敵手的口邊！看起來就像落敗者故

意讓對方一口咬死自己！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

直到今天，人類的禮節還留下許多示弱的表情和訊號，鞠躬、脫帽、軍禮裡的獻槍

等都是。如果古時的記載屬實，哀求的舉動似乎並不能引起勝利者的同情，希臘詩

人荷馬筆下的英雄，絕對不比狼群心軟！詩人舉出數不清的乞憐者遭受屠戮的例

子，北歐的傳說也載滿了告饒無效的證明。幾乎直到騎士時代，才有『不殺降者』

的觀念，就動機而言，那些基督武士的俠義作風完全是基於傳統和宗教上的理由，

與狼群與生俱有的禁忌不同。

然而動物界這種與生俱來的本能禁忌，只有功能上可以拿來與人類的社會道德相

比，頂多也只能算是社會道德的前驅而已。凡是研究比較行為學的人應當注意，不

要隨便拿道德律法衡量動物的行為。」

根據上文，狼群爭鬥時，勝利者不咬死臣服的落敗者的原因是：

道德觀念的規範 不殺同類的本能

面對求饒而心軟 惺惺相惜而不忍

10 承上題，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對待落敗敵手的模式，與狼相同

騎士不殺降者的觀念，源於希臘的哲學傳統與宗教

動物的特定行為雖功能與人類道德相近，但不宜輕易類比看待

禮節中種種示弱的表情和訊號，說明人始終處於被噬的恐懼中



類科名稱：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消防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刑事鑑識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
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行政警察人員、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水上警察人員、材料管理、會計、電力工程、電子工程、運輸
營業、情報組(選試英文)、政經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英文)、資訊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日文)、電子組(選試英文)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D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C A B D B A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