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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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挑戰的現代社會，挫折難免，師長親友常會鼓勵我們「樂觀」以

對，因為「樂觀」能帶給人們希望，更有信心面對考驗。但有時太過

樂觀也可能讓我們錯估形勢，無法預先做好充足準備。你對「樂觀」

有什麼看法？是否曾因樂觀而順利度過灰暗時光？或大意失荊州？

請以「我對樂觀的看法」為題，作文一篇，文長不限。

二、公文：（20 分）

依據內政部統計，臺灣 65 歲以上老人至 108 年底已逾 15%，正式邁

入「高齡社會」，而隨著人口老化，失智人口亦明顯增加，衛生福利

部推估，臺灣 108 年失智症人口已超過 28 萬人。為使失智症個案盡

可能留在家裡或社區中生活，需提供早期介入服務，以期延緩失智病

程的進展，提升生活品質及降低照顧成本。衛生福利部自 106 年起推

動「失智照護服務計畫」，因失智人口增加快速，需不斷提升整體失

智照護服務量能及品質，故仍有持續辦理該計畫之必要。試擬衛生福

利部函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請積極宣導「失智照護服務

計畫」資訊。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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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情境語句，何者用法最為適當得體？

參與活動應邀致詞：承蒙大會的邀請，我能夠蒞臨這場難得的盛會，感到非常榮幸

收到禮物表達謝意：這個禮物很別致，而且正是我喜歡的，您的一片好意我心領了

領獎代表發表感言：這次能夠獲獎，不僅是我們幾個人策駑勵鈍，更是整個部門群

策群力的成果

主辦單位宣傳活動：這場展覽本局同仁花費許多心血籌備，歡迎民眾利用假期踴躍

前來瞻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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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題辭何者使用正確？

李醫生高升醫院院長，病患家屬送上匾額「杏壇春暖」

黃小姐的同學搬新家，她送上一份禮物並題上「宜室宜家」

王先生參加長官嫁女兒的喜酒，禮金紅包題上「一字千金」

鄰居的兒子大學畢業，陳太太登門拜訪並祝賀他「鵬翮高摶」

3 「日新月異的數位傳播科技確實為人類創造無比便利的溝通工具，亦確實讓我們陷

入垃圾與不實訊息的泥淖，關鍵仍在我們是否能透過成熟的素養，發揮新科技所帶

來的正面潛能，抑制新科技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沒有資訊，我們固然沒法參與公

共生活；但如果沒有優質與真實的資訊，我們也不可能擁有美好的公共生活。我們

以前常說陽光、空氣與水是生命的三要素，如今，資訊已是現代人能否擁有美好生

活的第四要素。要在數位時代真正成為傳播的主人，扮演好傳播主人的角色，就必

須具備現代公民的媒體素養！」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最接近文意？

垃圾訊息是數位傳播科技創造溝通便利的陷阱

新科技帶來的負面作用是讓我們規避參與公共生活

現代公民的媒體素養，扮演著我們參與美好公共生活的決定要素

傳播主人的角色，就是讓優質與真實的資訊成為「傳播科技」的第四要素

4 「閱讀文學讓我們理解語言除了通情達意外，更是一個充滿隱喻象徵的符號機器，層

層轉折，拒絕化約成簡單的公式或真理。只有在閱讀，而且是細讀文學時，我們的

注意力最終導向語言。在爬梳字句、解析章節的過程裏，我們認識意義的產生千頭

萬緒，總是在虛與實，創造與再創造的緊張關係中發生。」

下列選項與上文旨意最為相近的是：

語言的通情達意是文學的重要功能

經由爬梳字句、解析章節，我們可以創造語言的虛與實

語言是一套符號機器，細讀文學的目的是為了找到解答的公式

細讀文學是認識語言細膩繁複的操作，因而產生多層次的意義

5 「遲歸的夜，你的車聲是天籟中唯一的單音。我一向與阿嬤同床，知道她不等到你歸

來則不能睡，有時聽到她在半睡之中自嘆自艾的鼻息，也開始心寒，怕你出事。你

的車聲響在無數的蛙鳴蟲唧之中，我才鬆了心，與世無爭。你推開未拴的木門進入

大廳，跨過門檻轉到阿嬤的房裏請安，你們的話中話我都聽進耳裏，你以告解的態

度說男人嗜酒有時是人在江湖不得不，有時是為了心情鬱促。阿嬤不免責備你，家

裡釀的酒也香，你要喝幾罈就喝。也免得妻小白白擔了一段心腸。」

這一段文字描寫的是：

母親對祖父夜歸的擔心 作者對父親夜歸的掛念

阿嬤對祖父嗜酒的責備 父親對自己嗜酒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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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苦難的生活經驗，給予我本身濃烈的悲劇感，也激發了我內心恆常懷有的，人道的

悲情。當我在燈光世界裡執筆為文的時刻，這種感受更深更切，刻骨銘心。我始終

認為：悲劇不是沉落，而是人生儆醒和激發的起點。因此我筆下的悲劇，多特別著

重於人對命運、環境、性格的不歇抗爭，顯示出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壯美的完成！」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文中作者對生命歷程的體悟？

風波歷盡晚香在，分與人間證歲寒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7 承上題，下列敘述，何者最不符合本文意旨？

作者企圖透過悲劇來呈現生命的光輝 作者認為悲劇是不斷抗爭以獲得勝利

作者希望悲劇能喚起對抗失敗的意志 作者的悲劇意識造成了他生命的苦難

8 「貼標籤讓我們活在安全熟悉的界限內，標籤幫我們整理世界，定位一切，讓一切變

得熟悉。但標籤也使我們僵化。標籤意味著事物永遠不變，只有一種樣貌。」

下列選項，對於本文所述「貼標籤」之闡釋，何者錯誤？

來自於人類的便宜行事 易使我們對人產生成見

雖有作用但會阻礙創意 使我們習於理性的決定

9 「但願眼淚化成琉璃，驚恐的臉容鐫刻成碑。然後我們才有海一般的氣度去原諒，原

諒如同驚濤駭浪一般巨大的振動，所帶給我們脆弱的生命以打擊，以震驚、以惶恐、

以錯愕，因而重新體會在自然的覆載之下，我們是如何的渺小。而渺小才使得我們

學會謙卑，學會珍惜，學會互助，學會關懷，使我們從自大自傲的膨脹心態回歸到

敬畏的起點，謙虛的低處。」

下列選項，何者最能表達上文主旨？

學習原諒與寬容，生命才會綿延長久

遭受大自然的反撲是人類無解的宿命

人類必須學習敬天謙遜，與自然和諧共處

人類尊天敬神，是為了避免自然災害的降臨

10 「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他人可聽可不聽，可讀可不讀，既

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為偶像來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眾或政治勢力的

敵人。之所以有時竟跟著作品受難，只因為是他人的需要。當權勢者需要製造幾個

敵人來轉移民眾的注意力的時候，作家便成為一種犧牲品。而更為不幸的是，弄暈

了的作家竟也以為當祭品是一種光榮。」

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旨意的是：

作家的作品要積極的為民喉舌，與當權者對抗，展現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寫作不必文以載道，也無須刻意抨擊時政，作家不必將自己塑造為社會良心的代

言人

文字的表達及創作之事要避免市場導向與流俗，曲高和寡才是作家本色及創作分

內之事

創作的過程必須要有冷靜的頭腦，孤獨的氣氛，摒除一切外務紛擾，作品才能展

現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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