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111年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10110-11410
40110-41510
50110-50210
63110-63710

頁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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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耶魯大學的校長彼得‧蘇羅維在畢業致詞中說：「今天可能

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容易知道你反對什麼，也比任何時代都更難以

說出你追求什麼。」他甚至說：「有多少次我們尚未聽到一個想法就

已經決定反對它了。」這種非理性的反應不只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

世界各地。仔細反省後，我們會發現「反對只是工作的開始，而不是

結束」，之後必須經由理性的思維與判斷，才能使反對有一美好的結

果。從另一方面來看，萬一必須放下反對，接納另一種意見，也不是

犬儒的作為，而是邁向真理必須的學習。在臺灣這個多元文化的環境

中，呈現出多樣化的處境、多樣化的思考、多樣化的價值……。面對

這多樣化的社會，作為一個公民必須具有理性的包容與思維，方能共

存共榮，請以「面對多元文化社會應有的理性思維」為題，作文

一篇，其中必須包含實例說明部分。

二、公文：（20 分）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影響著臺灣的生活、氣候、生態、飲食……，

同時也為臺灣提供豐富的資源，我們和海洋的關係可謂休戚與共。

試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致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函：請強化海洋

環境與生態維護，確保國民健康及永續利用海洋資源，並於三個月

內檢視轄區境內海岸及海洋監測、預警、通報與應變系統之運作機

制，若有造成海洋污染者，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辦理，以提升

國人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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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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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先生回到母校，看見校長室牆上掛滿匾額，下列那一個題辭不適合出現？

時雨春風 澤被三臺 絃歌盈耳 功著杏林

2 「愛，是人類生命存在的心靈經驗之一，只有真切地面對自己以及所愛之人內在活生

生的心靈，才能照見彼此不能相愛的障礙而加以克服。然而，他們卻遺忘了自己的

存在，只是不斷地追逐著各種外在的知識，以為這樣就能幸福快樂。」

下列敘述何者最貼近本文的旨趣？

知識的追逐讓人們忘了如何相愛

體認自身之存在為追逐知識之本

人經常忘記照見自己而產生了相愛的障礙

相愛的根本在於面對彼此的內心而非知識

3 「美是一種生命整體存在感的湧現。當此際必然是物我兩忘，情景交融，渾成一片，

而容不下絲毫的分辨與思維。當天邊飛過一抹彩霞，你只合目瞪口呆；連一句『好

美啊』的呢喃，都已是心靈對此境的意識與抽離，也早已構成對美的留戀與破壞。」

根據上文，最符合美的感受是：

盡在不言中 物我保持距離

感官與意識的交融 生命主體的思維湧現

4 「大多數的商業圖表都是披薩，餡料不多以免消化不良，它能在短時間內提供資訊，

用不著太多文字說明。客戶資料蒐集差不多了，就畫個條狀圖。計畫又訂出新的期

限，就畫個時程圖。但有些會議需要很多說明，例如剛併購一家公司，要向高層主

管解說營運策略如何調整，這時，披薩無法滿足胃口，要端出全套酒席，展示精細

的圖表。這種圖表能醞釀創意，引發大家交換意見，進而解決問題。」

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觀點的是：

披薩式圖表適用於基層會議，酒席式圖表適用於主管會議

披薩式圖表適用於宣達要點，酒席式圖表適用於探討細節

披薩式與酒席式圖表雖然各有功能，但皆應儘量少用文字

披薩式與酒席式圖表雖然繁簡不一，但皆為引發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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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一座龐大的旅館，設備陳舊，管理鬆懈，營業額一落千丈。旅館的所有人聘請一

位專家來從事革新和整頓。三個月後，專家對旅館的現況有了透徹的了解，提出一

份詳細的計畫，主張把房子拆掉重新建造大樓，現有工作人員一律遣散，重新招考

訓練。旅館所有人無法接受這樣的計畫，聘請另一位專家來擔任經理。這位專家在

視察旅館的業務之後，下令換裝所有房間的自來水龍頭。新的龍頭，式樣美觀，操

作方便，絕不漏水，旅客在半夜再也聽不到滴漏之聲，可以安享一夜好睡了。就這

樣，新任經理從小處著手，積小為大，終於使旅館的作風煥然一新。旅客們發現，

這家旅館的房子雖然陳舊，但是堅固；式樣雖然古老，但是引人。於是近者悅，遠

者來。」

根據上文，旅館終能近悅遠來，其主要關鍵在於管理者：

不愛虛名，惟儉是尚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毀譽無動於衷，榮辱在所不計

6 「有些公司誤以為科技能取代人力經驗所累積的技能與判斷力。資深的航太工程師

因公司進行人事精簡，在勸退聲中離開崗位。但公司為了延續重要工作，又得重新

僱用這些離職的工程師。有些看似『可有可無』的中階主管去職後，公司才了解到

他們所經手的是關鍵性工作的相關知識，公司所損失的絕非那幾個正式職稱而已。」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科技能創造知識價值卻無法取代勞力工作

公司核心知識不宜因人事更迭而中斷傳承

精簡人事成本必造成公司動盪缺乏向心力

公司的人事規劃不可忽略中階主管的重要

7 「杜克大學的麥克•沙舍夫斯基是非常成功的大學籃球隊教練，他對這種評論曾有明

智的評語。有位廣播節目評論員批評他在某場比賽的戰術指導，《華爾街日報》的記

者問他對此有何反應，他回答：『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但不是每個人都具備形成有

價值意見所須掌握的資訊。我寧可聽我信任的人的意見，不聽脫口秀節目或報導。』」

上文中的「這種評論」是指：

缺乏專業的評論 球壇權威的評論

報紙刊載的評論 吝於讚美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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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很久以前，人類都還光著腳走路。一位國王到某個偏遠的鄉間旅遊，由於路面崎嶇

不平，有很多碎石頭，刺得他的腳板又痛又麻。回到王宮後，他下令要將國內所有

道路都鋪上一層牛皮。這樣做，不只是為自己，還可造福他的人民，讓大家走路時

不再受刺痛之苦。但即使殺光國內所有的牛，也湊不到足夠的皮革，而所花費的金

錢、動用的人力，更不知有多少。這個辦法很愚蠢而且根本做不到，但因為是國王

的命令，大家也只能搖頭嘆息。一位聰明的僕人大膽向國王提出建言：『國王啊！為

什麼您要勞師動眾，犧牲那麼多頭牛，花費那麼多金錢呢？您何不只用兩小片牛皮

包住您的腳呢？』國王聽了很驚訝，當下領悟，於是立刻收回成命，改採這個建議。

據說，這就是『皮鞋』的由來。」

上文故事寓意，與下列何者最為相近？

這個世界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

想改變世界，很難；要改變自己，則較為容易

得到一件東西需要智慧，放棄一樣東西則需要勇氣

當命運交給你一顆酸檸檬，你要想辦法把它做成一杯可口的檸檬汁

9 「我在臺灣各地賞鳥的旅行見聞中發現，除了年輕學生外，大部分的賞鳥人口係生活

於都市中年以上的男女，他們多半已有家庭，趁休閒假日到野外旅行賞鳥。他們並

不完全是美國鳥類學家法蘭克•查普曼所形容的：『每一個人的心中，都隱藏著一隻

嚮往自由的鳥。』也不一定是如鳥類學者形容的，受到『火種』（啟發之意）的引燃。

他們更不具有中國固有傳統，老莊哲學裡天人合一的信念，強調自然與人是一體的。

他們也沒有明顯、強烈的『環境意識』烙印在心上。他們會感受到生態環境遭到污

染、破壞，來自於經由賞鳥，發現鳥被捕殺，數量銳減與棲息環境縮小等因素，漸

漸地也關心起自己周遭的領域。時日一久，他們的關心層面又擴大，不再止於看得

見的鳥，正如別人接觸到其他的公害問題，已擴大憂疑到未來長遠的環境危機。」

根據上文，下列有關「臺灣都市中年以上男女」的敘述，何者正確？

從事賞鳥活動，是渴望得到心靈上的自由

從事賞鳥活動，是為了保護瀕臨絕種的鳥類

憂慮未來的環境危機，是出於本身具備的環境意識

關心生態環境污染，是因感受到週遭領域逐漸破壞

10 承上題，下列選項最符合旨意的是：

透過自然休閒旅遊，可以拓展生態環境保育觀念

推廣天人合一的信念，可強化生態環境保育觀念

欠缺生態環境保育意識，導致稀有珍貴鳥類絕種

保護候鳥重要棲地，可提升發展生態觀光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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