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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寄結婚請帖給業師，下列信封的啟封詞何者錯誤？
道啟
鈞啟
大啟
賜啟
下列選項，何者不適合用於對他人稱自己的親屬？
小媳
家嚴
敝姊
舍弟
下列選項「」中的詞語，何者運用最不恰當？
「春去秋來」，歲月不待
春天是「鳥語花香」的季節
他心性放蕩，成日「尋花問柳」
下課後，老師如「雨後春筍」般湧出來
下列選項中的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外婆從小一直把我扶養長大
我們一致考慮決定幫他慶生
既然是這麼久以前的事，我就不再追究
他如果不能記取教訓，過往一定會再犯相同的錯誤
下列文句「」中的詞義，可以相互替換的正確選項是：
與昔日同學「剪燭西窗」，真是人生難得樂事！→「以文會友」
高先生腫瘤惡化，已是「病入膏肓」，朝夕不保。→「風中殘燭」
阿忠不喜歡「好行小慧」的朋友，終於選擇疏遠。→「放利而行」
公司處境可說是「鳥覆危巢」，大家應致力於改善現狀。→「池魚籠鳥」
下列各項競賽獎牌上的題辭，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作文：錦心繡口
書法：鞭辟入裡
演說：翰苑之光
音樂：含英咀華
「這些機器不是阿公以前工廠裡的織布機，但機器運轉的聲音十分相似，那聲音幾乎要讓我以為，
阿公就在這裡，只要我願意等，他就會從樓上走下來。想到這裡，我趕緊走到屋外，深吸一口氣，
緩和情緒，怕自己在不熟識的人面前，忍不住哭了出來。」
上文主要是描述什麼情感？
對不熟識人的害羞 對親人的幻覺想像
對阿公的思念之情
對個人情緒的控制
「一國的民族文化能否保持活力，仰賴的無非是與其他文化互動，畢竟專業知能與創造力都奠基於
不同類型的知識與觀點的對話及互補。」依此觀點，下列何種政策對增進民族文化的活力最無效益？
健全發展交換學生制度
加強促進跨國科技研發
立法獎勵國際人才移動
嚴格規定交流學者資格
「說胰臟像尺，其實有些勉強。它可是有頭有身，甚至尾巴的器官。這身型別致的臟器，我總覺得
不像尺，而像個逗點，像隻蝌蚪，或像枚水滴。它是跨領域的，擁雙專長：屬消化系，亦屬內分泌
系；能分泌胰液，分解食物，亦能製造多項荷爾蒙，調控血糖平衡。胰臟似乎帶有一種『分泌』的
宿命，終其一生都在榨出。在超音波底下，只要胃腸氣多了，胰臟能見度就差了，這和肝膽脾腎不
太一樣。它習慣深藏，習慣若隱若現，在臟腑中最具隱士情操。」
上文的敘述，沒有從那個角度描寫胰臟？
形狀聯想
臟器功能
養生方法
象徵想像

代號：1501
頁次：8－2
10

11

12

13

14

15

「在廣大迷茫的世界裡，人要維持本色，安於本色，保有那一點赤子之真，是何等不易？許多時候，
為了某些荒謬的理由，甚至為了某些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原因，我們便在這浮華匆忙的世界裡迷失了，
被淹沒了，再也找不到以前的自己。精神上的墮落，使我們四顧無依，徬徨迷惑，但在內心深處，
我們依然嚮往一種歸真返璞的清純境界，渴望獲得真正的輕鬆與自由。」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作者意旨？
繁華落盡見真淳才是我們內心的嚮往
在浮華世界迷失的人都應該尋求解脫
保有赤子之心，能讓我們開拓人生視野
歷經人生的徬徨，方可明白生命的出口
「我曾是集中營裡的囚犯。我永遠記得，即使在那樣暗無天日的悲慘情況，有人仍是沿著牢房安慰
他人，或是拿出僅剩的麵包分給同伴，也許這些人只是少數，但他們證實了一件事：在某些惡劣的
情況下，人仍有自由選擇自己的處事態度及方式。」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少數人」的態度？
恐懼是人心的惡魔，難以磨滅
奉獻與分享，是人性中的燦爛
冷漠的忽視，即是殘忍的默許
種族雖不同，但非對立的藉口
「我們的生活不是完全屬於『動態』的，也不完全是屬於『靜態』的，而靜定二字比活動似乎更為
重要。靜不是停滯，靜不是休止，靜是莊嚴的工作、熱切的活動的前奏，好似音樂演奏會啟幕前，
那寂然無嘩的臺前。只有在最深度的寧靜中，你才可以慢慢的調理弦索，時間一到，它才可發出動
人的節響來。只有在幽獨寧靜之中，你才可以悄然的蓄集生命的力量，如涓滴之歸向大海，如塵沙
之堆積邱山，不知不覺間，形成了你的強力與偉大。
上文內容所呈現的情意感受及其意涵，與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
靜觀皆自得
動靜皆自如
寧靜以致遠
情韻靜中求
「她的冷靜聰明之處在於，即使真看穿了甚麼，也不輕易發人生感慨之語，也不動輒就講佛偈談虛
空，因為這些話術實在太做作也太小聰明，太假清高也太荒謬，她寫作或做人是絕不這麼庸俗圖方
便的，更不會任意消費自己或他人的人生苦痛。這了悟又不覺悟的個性構成她小說中特有的疏離敘
述，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的來源。」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文意？
強調人有感情，但應該不執著於情
人活著追求的核心價值是大智若愚
覺悟很難，不該隨意消費自己或他人的苦痛
欣賞冷靜聰明的智慧，認同聰明中的荒謬感
「臺北的家老了，真的成了老家。原本家裡的出入口裝的都是木門，很輕，把手是圓形的金屬，握
上去總是冰涼的，門板的配色很老氣，白色與膚橘色，還貼了許多早已倒閉的連鎖餐廳的招牌貼紙：
大頭黃鳥頂著一頭桃色的羽毛。門板表層的角落，因為老舊與濕氣微微翹起，緩慢露出其下的木頭
紋理。然而，這一切從來不曾讓我感到時光流逝，只是自然地隨時間接受它們的樣貌。」請問本文
的寫作重點是：
用細膩的筆觸，委婉地表達家具陳舊的感覺
運用視覺、聽覺與觸覺強調家真的該裝修了
用冷靜的敘述方式表達對於時光流逝的無奈
仔細描寫各樣物件傳達接受家已變老的事實
「旗津沙灘流失速度愈來愈快，但旗津是觀光島，民眾來到旗津，多半是要到旗津海岸戲水，如果
沒有沙灘，旗津就失去吸引力，所以工程的建立與成敗都具有指標性意義。但以往保護海岸線的方
式，通常是在海岸線放置消波塊，但如此一來，沙灘將不復存在。」
根據上文判斷，作者認為：
消波塊不會嚴重破壞旗津沙灘的景觀
民眾到旗津戲水的雅興不受消波塊影響
保存沙灘應採放置消波塊之外的新工法
放置消波塊能真正確保海岸沙灘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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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秧針半吐的水田，如棋盤一樣整齊排列；近處，無心散落的綠色棋子，閒閒地被灑在局外，
可是走得更近了，棋子擴大成深碧的卵石，你才猛然醒悟，那成點狀分布的碧綠，竟是臥在沙地上
安恬地曬著太陽的□□， 一刀剖下，碧沈與朱紅，或是碧沈與金黃的鮮活對比，都不是其他一清二
白的遠親所能夠望其項背的。」
根據上文，□□最適合填入的是：
鳳梨
番薯
西瓜
苦瓜
「探險應該不是單純地走過很多表面上的距離，而應該是一種深入的研究：一件一閃即逝的小插曲，
一片風景的片面，或是一句偶然旁聽到的話，可能就是了解及解釋整個區域的唯一關鍵所在，如果
缺少那個關鍵，整個區域可能就一直不具任何意義。」
根據上文，最接近文意的選項為：
行萬里路不如讀萬卷書，不可忽視知識
想要瞭解整個區域，必須深入危險之地
區域研究的關鍵在於是否能掌握避險秘訣
探險除外在的移動外，還須用心體察細節
「然而生命也許就是這樣的吧，無論是歡喜或悲傷，總值得我們認認真真的走一趟。我有著這麼多
這麼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這一條路，你說，我怎麼能不希望這一段路途可以更長更久一點呢？」
根據上文，因為有許多好朋友，才使得生命：
值得依戀
更長更久
幸福美滿
多采多姿
「不知道走哪條路可抵達想去的地方，可能是阿茲海默氏症的早期徵候，原因在於大腦中最先被這
種疾病破壞的區域之一是內嗅皮質，那是我們感知自身位置的關鍵部位。研究人員讓 45 名有輕度認
知障礙的患者，根據虛擬實境頭盔上所見，找出虛擬的步行路徑。表現最差的受試者，腦脊液中阿
茲海默氏症的生物標記均呈陽性反應。虛擬實境測試或許可成為有效的診斷工具。」
這段文字最適合的標題是：
內嗅皮質與阿茲海默氏症的關係
阿茲海默氏症的典型症狀與治療
檢測阿茲海默氏症的有效新方法
虛擬實境與阿茲海默氏症的治療
「職場上，開個玩笑、展現幽默，可收人際潤滑，改善工作氛圍之效，但運用不當，反而弄巧成拙。
身為主管，領導才是最重要的任務，而非調笑。朋友間開玩笑，或無傷大雅，但主管跟部屬開玩笑，
未必是幽默。部屬與長官開玩笑更得審慎，因為玩笑是否幽默，決定權向來在對方。如果對方不覺
幽默，那一番好意倒成惡意。即便開自己玩笑，也不一定幽默，很可能因此傷人而不自知。尤其領
導者代表的並非個人，開自己玩笑時，很可能已經傷害了團隊。鼓動幽默時，我們要覺察自己的動
機，注意表現的時機，留心他人的反應。須避免譏諷性與戲弄性的言語，以免傷害他人。幽默固然
有諸多好處，但若自己個性實在不適合，就不必勉強。」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不符合文意的是：
開玩笑得要注意自己身分
玩笑出於善意則不會傷人
幽默得搭配適當表達時機
自嘲也是幽默的一種方式
「『美』，只在瞬間出現，有時候根本不容人靠近，宛如在雲霧掩擁裡汪洋上的孤絕之島，偶一現
身之後，總讓人懷疑剛才是不是真的見過她。譬如泰姬瑪哈。泰姬瑪哈曾經是我自幼心嚮往之的書
上的圖片，十年前，我終於去了，在那裡度過兩個黃昏然後回來，現在，一切又復歸是書上的圖片。
我只能說：『我去過了。』當然，我也還留著一些細節可以向你描述，譬如那向晚的輪廓模糊的平
原，還有從平原上吹過來的微微有點溫熱的風，粉紅與乳黃相併而成的大理石平台上，有幾朵隨風
落下的白色的素馨花。可是，也就只有這麼多了。而手邊所有的關於歷史的追溯，或者關於工程的
浩大與匠心等等都不過是旁白，是敘述用的資料，一如書上的圖片，只供導引與參考，卻絕不是事
件本身。」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旨意？
美感是切身感受，無法複製、保存或轉述
再美的事物，未能親眼目睹，也僅是過眼雲煙
旅行不僅提升眼界且增長人生智慧，終歸看山還是山
在宏偉的歷史遺跡面前，任何文字都難以陳述過往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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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並非不清醒。睡眠遠勝於不清醒。夜間的睡眠精緻複雜，充滿活躍的代謝過程，而且有一系
列經過特意安排的獨特階段。腦中有無數功能的修復要仰賴睡眠，且並非單靠其中一種形式的睡眠
就能完成。睡眠的每個階段，包括淺度非快速動眼睡眠、深度非快速動眼睡眠、快速動眼睡眠，在
夜晚的不同時段對腦提供不同好處。因此，沒有某種形式的睡眠比另一種更重要。」
依據上文，最符合文意的選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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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醒時與淺度睡眠狀態相似

夜間的睡眠處於極度平靜狀態

深度睡眠遠比淺度睡眠更可貴

適度睡眠可即時修補大腦功能

「很懷念小時候過年的感覺，有濃濃的趣味，各種糕點食品的味兒，大人難見的笑容，還有一種似
乎可以為所欲為、放鬆壓抑的興奮。人類學家發現，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慶典。慶典的原始
目的有二：一是敬神祭祖；一是驅邪趕鬼。敬神包括祈福求平安，妻財子祿；驅邪包括治病求健康；
這病，也涵蓋心理及精神上的病。人類各種族的慶典，也有一共同的特色，就是大多都有一套制度
化的儀式，而儀式包括肅穆的典禮和狂放的歌舞酒食。現在過年不如以前來勁，乃是因為聖誕節、
情人節、中秋節等節慶已分批抒發了壓抑。所以，過年原來紓解情緒壓抑的功能就多餘了。」
下列選項，何者最不符合上文所述？
逢年過節可以盡情地放鬆壓抑、為所欲為
慶典的原始目的是：敬神祭祖、驅邪趕鬼
大多數的民族慶典，都有狂放的歌舞酒食
多了其他節慶，使現在過年不如以前來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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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到來，網路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各行各業經網路系統重新佈局，與世界各國
接軌，網路是個新世界，這個世界的人被稱作網民，這個網愈結愈實，愈張愈大，網民以幾何級數
增長。走進電腦網路，可以遨遊世界，談生意，開會討論。教育工作者一樣感受到電腦的便捷，過
去演講，要請專人製幻燈片，不但要等時間，做好也無法修改。如今自己動手用 Powerpoint 做投影
片，方便迅速，還可隨意更換背景以美化畫面。此外，網路資訊豐富，就像一本百科全書，隨時提
供查閱。」
依據上文，全文的主旨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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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發展拉近了人類的距離

網路發展減少人類溝通問題

網路改變人類的生活和文化

電子郵件使人們聯繫更便捷

「我們這兩代，共同照顧農村的新生代，然而，孩子們變成什麼樣子？他們背著很重的書包，在學
校、補習班和家裡三處來回移動；他們鮮少靠近土地、觸摸作物，有空就盯著平板不放、開著電視
節目配晚餐；他們暫時留在鄉下，一上小學或上了國中，就會被帶到都市加入更激烈的求學競爭；
他們踩在田裡就踮腳、沾到泥土就猛拍、看到螞蟻就大叫，也總認為自來水比圳水清澈乾淨。孩子
們生在農村，卻不是在農村活著，他們隨著大人的安排，想盡辦法要離開農村。」
依據上文，作者筆下「農村新生代」離開農村的原因何在？
即使是農村，也難逃升學壓力，補習班的影響力深遠
新生代從小嬌生慣養，家事均由大人代勞，缺乏自我謀生的能力
在功利主義的社會文化之下，孩子以升學為目標，被抽離土地，缺乏認同
在電子媒體的時代，如果留在農村，就容易與外界隔絕，沒有辦法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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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最尖銳的問題。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我當然在受罪。但給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
還活著。汽車和房子不能給你這種感覺，鏡子裡照出的模樣也不能給你這種感覺。只有當我奉獻出
了時間，當我使那些悲傷的人又露出笑顏，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樣健康。』這樣，他就道出了生
命的根本意義。」
文中作者所謂的「生命根本意義」是：
善用所有時間
生活無憂無慮
長保青春歡顏
樂於幫助他人
「法國前總理有一次視察某地，手中拎著個超級市場的塑膠袋，接受採訪時，這個袋子也一直拎在
手上，看起來非常自然，並沒有誰覺得他寒酸，沒有誰覺得他不夠紳士，人們反而對他投以欽佩的
目光。」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法國前總理的表現？
節能生活，由自我做起
為譁眾取寵而特立獨行
人人平等，並無貴賤之分
有自信的人不受外界眼光影響
「波特萊爾的詩：『老巴黎消失了／一座城市的形體，唉，有著比人心還要更快的變化。』所謂比
人心更快的變化，特別指向有限的、必定會消亡的生命。人必有死，相較於以磚石所造的城市，人
壽如此有限，而人的感受與念頭，又是人類經驗中變動最快的。波特萊爾走過巴黎街道時，如同被
電擊般意識到，他所居住的城市已經徹底失去其恆常特性，以讓人無從準備防備的速度，持續變化。
應該提供我們安穩依賴的磚石之物，背叛了我們的期待，翻身比我們念頭的轉換，變得更快更劇烈。」
下列選項，何者不是這段文章所要傳達的意旨？
建造城市所需的磚石之物，有恆常特性，永遠不會消失
有限的、必定會消亡的生命，不只是人，還包括老巴黎
我們以為人心變化很快，實際上城市的變化可能比人心還快
作者最終要傳達的是，人心變動太快，把磚石穩固的城市也改變
「凡不肯說謝謝的人，是一個驕傲冷橫的人，他覺得在這世界過的是『銀貨兩訖』的日子。他是工
商業社會的產物，他覺得他不欠誰，不求誰，他所擁有的東西都是他該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誰說
『謝謝』。但我知道，我並不『該』得什麼，我曾赤手空拳來到這個世界，沒有人『該』愛我，沒
有人『該』養我，沒有人『該』為我廢寢忘食，出入攜抱。我也許繳了學費，但老師那份關懷器重
是我買得到的嗎？我也許付了米錢，但農夫的辛勞豈是我那一點錢報償得了的？」
「我曾赤手空拳來到這個世界」，「赤手空拳」的「赤」非指顏色，而有「空無一物」的意思。下
列選項，非指顏色的是：
「白」手起家
「黃」梅時節
「黑」布馬褂
「綠」煙紅霧
承上題，本文意旨為：
凡事應心存感恩
人不可錙銖必較
禮貌使社會溫暖
金錢絕不是萬能
「理想的下午，當消使在理想的地方，通常這地方是在城市。幽靜田村，風景美極，空氣水質好極，
卻是清晨夜晚都好，下午難免苦長。理想的下午，有賴理想的下午人。這類人樂意享受外間。樂意
暫且擱下手邊工作，樂意走出舒適的廳房、關掉柔美的音樂、闔上津津有味的書籍，套上鞋往外而
去。也只是漫無目的的走，看看市景，聽聽人聲。穿過馬路，登上台階，時而進入公園，看一眼花
草，瞧一眼池魚。揀一方大石或鐵椅坐下，不時側聽鄰客高談時政，嗅著飄來的香菸味，置之一笑。
有時翻閱小報，悄然睏去。醒來只覺眼前景物的色調略呈灰藍，像套了濾色鏡，不似先前那麼光燦
了，竟如同眾人散場多時只遺自己一個的那股辰光向晚寂寂。然一看錶，只過了十五分鐘。」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符合作者所謂「理想的下午」？
請假半天，在幽靜的山間園林尋幽訪勝
暫時放下工作，帶一本小書到公園長椅上閒坐閱讀
坐在城市的小咖啡廳，欣賞音樂與窗外風景，嗅著鄰座飄來的菸味
帶著一顆悠閒的心，在城市中漫步閒坐，隨意地體驗城市中的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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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題，作者認為「理想的下午」應該發生在城市中，依引文推測，最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身處在熱鬧塵俗之中，正可以靜觀世間多種趣味
偷得浮生半日閒，時間所限，難以探訪鄉間美景
交通方便，商業活動頻繁，可以調劑無聊的午後
城市中人來人往，個人做什麼都不至於感到孤寂

33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為辦理「國家文藝獎」，請全國文教機構與相關單位，推薦適當
人選，其使用之公文為：
簽

34

呈

咨

函

下列公文中稱謂用語，何者正確？
對於上級機關，為表尊敬，應以「貴」稱之
對於機關首長，為表尊敬，應以「臺端」稱之
無論與其他機構有無隸屬關係，皆可用「本」自稱
為尊重性別平權，不宜使用「先生」、「女士」，應一律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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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關公文傳真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公文傳真應以原件為之，不宜用影印本傳真
各機關因處理傳真公文需要之章戳，得自行刻用之
完成陳核、繕校，未蓋用印信或簽署前，為爭取時效，得先行傳真
傳真發文時，應先登錄傳真公文登記表（簿），記載相關事項、加蓋傳真作業人員名章及確認受
方電話、身分

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
部答對者，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
均未作答或答錯多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選項用語使用正確的是：
謝謝您惠賜大作，敝刊倍增光彩

小犬身體不適，我代他向您請假

國家政通人和，百姓應居安思危

在下仁民愛物，是難能可貴之才

杯水車薪的物價，令人喘不過氣
37

下列各選項「 」內的詞語，使用正確的是：
近日的芬普尼毒蛋事件，使食安問題再度「引人遐思」
世大運慶功遊行，所到之處「萬人空巷」，高舉旗幟夾道歡迎
強颱直撲的新聞發布後，民眾不敢「掉以輕心」，均謹慎防颱
企業投下鉅資邀請知名影星為產品代言，希望能讓銷售量「推陳出新」
舉重選手於世大運奪得金牌並破世界紀錄的一刻，全場觀眾「破涕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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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萊使我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體認社會；在觀察和體認之餘，我並沒有感覺知識無能，
我反而更信仰知識的力量。知識是力量，但知識不可以禁閉在學院裡，知識必須釋放，放到現實社
會裡，方才是力量。學院要提供博大開放的文理科教育，所謂 liberal arts 的教育，這種教育雖然可
能賦予學生日後謀生的技能，但那並不是最重要的目的；這種教育要使學生在潛默中體會到知識份
子的責任，介入社會而不為社會所埋葬──而我相信這是絕對可能的。我樂觀，因為樂觀乃是柏克萊
精神的真諦。」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柏克萊精神，是充滿樂觀與現實關懷
知識是力量，但必須釋放到現實社會
文理科教育主要目的是訓練謀生技能
知識份子的責任是介入社會並保持獨立自主的判斷
學院教育與社會關懷雖有衝突，但仍必須積極調合

39

「時間是善良的，還是邪惡的魔術師呢？不是，時間只是一種簡單的乘法，另把原來的數值倍增而
已。開始變壞的米飯，每一天都不斷變得更腐臭。而開始變醇的美酒，每一分鐘，都在繼續增加它
的芬芳。在人世間，我們也曾經看過天真的少年一旦開始墮落，便不免愈陷愈深，終於變得滿臉風
塵，面目可憎。但是相反的，時間卻把溫和的笑痕，體諒的眼神，成熟的風采，智慧的神韻添加在
那些追尋善良的人身上。同樣是煮熟的米，壞飯與美酒的差別在哪裡呢？就在那一點點酒麴。同樣
是父母所生，誰墮落如禽獸，而誰又能提升成完美的人呢？是內心深處，緊緊環抱不放的，求真求
善的渴望。」
依據上文，符合文意的是：
時間非善非惡，只會增加原本數值

掌握利用時間，是處世智慧的關鍵

自我如何期許，時間也會如何對待

透過時間積累，自能達到偉大成就

時間力量強大，人類永遠無法對抗
40

「幾年來，每見媒體報導校長或企業負責人在畢業典禮或尾牙時節，扮裝成天鵝、超人娛樂學生、
同仁，我總覺得痛苦不堪。痛苦的原因，並不是我反對扮裝娛人，而是我無法忍受不美的扮裝！試
想，身材已屆中年的校長與企業負責人，扮起天鵝、超人，不得不露出鬆弛的肌肉加上突出的腹部，
如何能登大雅？」
根據上文，作者認為：
自娛娛人難登大雅之堂
扮裝需要兼具美感與創意
身材不好的校長與企業負責人不當的扮裝，令人無法忍受
畢業典禮或尾牙時，校長與企業負責人不一定要扮裝娛人
選擇天鵝與超人作為扮裝，有損校長與企業負責人的形象

41

「我一直都在尋求挫敗，尋求被征服被震懾被併吞的喜悅。有人出發去『征山』，我從來不是，而
是剛好相反，我爬山，是為了被山征服。有人飛舟，是為了『凌駕』水，而我不是，如果我去親炙
水，我需要的是涓水歸川的感覺，是自身的消失，是形體的渙釋，精神的冰泮，是自我復歸位於零
的一次冒險。」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作者所尋求的「挫敗」？
錯失穩操勝券的機會

仰望浩瀚無垠的星空

追求真摯醇美的愛情

懾於曠世罕匹的名作

享受珍饈美饌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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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向植物學習，覺得他們是最能接受命運，也最不向命運屈服的。他們不會動，種子落在哪兒，
就注定一輩子，在那裡生根、成長、死亡。如果是人，遇到這樣不平的遭遇，一定會反抗。但植物
無語，他們以另一種方式發言。在熱帶莽林中，上面是遮天的濃蔭，白天黑得像夜晚一樣，許多小
樹只能長到一呎多，就再也無法發育。他們卑微地活著，直到有一天，上面的大樹因為雷雨折斷，
他們就立刻竄上去，成為大樹。在沙漠裡，白天熱得可以烤蛋，許多種子伏在炙人的砂土下，乾得
像是砂的一部分，但是只要有一陣雨，他們就快速萌發、成長、開花。」
下列敘述，符合上文旨意的選項是：
人會反抗，植物不會反抗
只要努力，不可妥協，才能成功
植物的生長，展現出「掌握時機」的智慧
植物雖然看似脆弱，卻具有強韌的生命力
「聽天由命」和「隨波逐流」不足以說明植物長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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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祖輩渡海來臺。彼時地景枯黃無綠，他們不分冬夏，將幾千幾百斤的汗水灑進地裡，但
乾渴的砂土仍張著龜裂大口張狂索求。被日光曬得刺燙燙的砂地如一塊烙鐵，驅趕著踩踏其上的農
人。但有人始終不走，他們直立旱地等待。日日夜夜，季季年年，終於等到灣寶庄農地重劃，興圳
建渠。可惜砂地如漏，水還未浸透，即迅速流逝。幸賴神明指引，庄民徒手徒腳、齊心齊力，共同
鏟挖庄內的紅色黏土丘，將其厚鋪於砂壤，仔細翻攪，此後，再灑下的幾千幾百斤汗水，才開始值
得。一直以來，灣寶的農民習於不著鞋履走入田地。早期因為窮困，如今則因田壟有水。泥糊糊，
溫潤潤，一踏進，就像裹上一層新生的肌膚。農人的掌有老繭，腰背僵硬，往往帶病在身。但他們
仍堅持走進農田，將鋤頭一次一次地劈進地裡。」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早期灣寶的地質惡劣，不利耕作
灣寶農民以前習慣不穿鞋是因為生活貧困
因為居住條件不佳，灣寶早已人去樓空，成為廢墟
灣寶農民劈進地裡的不只是鋤頭，還有一股有志竟成的精神
灣寶土地改良的方式是將砂土與黏土和在一起，如此可避免砂壤大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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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電腦的運算能力每兩年就會倍增的飆速發展，我們的社會結構一直處於落後科技發展的狀
態，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社會的適應力，也就是要使學習的效益達到最佳化，並將創新特質運用到
文化與社會結構上，破除因循僵化、講求靈活應變，以縮短從錯誤學習的時間。大學課程的推陳出
新也日益加快，有些課程甚至已標上時效。而隨著創新週期愈來愈短，學習適應的時間愈來愈少，
我們所面對的穩定狀態也有了變化，只有不穩定的固定狀態以及偶爾不穩定狀態的差異，新的穩定
狀態必定是動態穩定，就像騎腳踏車一樣，必須在雙腳不停地踩動下一直前進。」
根據上文，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人類社會的結構總是無法跟上電腦運算能力的迅速發展
提高學習效益可增加社會的整體適應力，維持靜態穩定
行政機關以穩定為要，避免因創新融入而帶來擾動不安
為了符應社會變動的需求，大學開設時效課程將成為一種趨勢
最佳適應力表現在失敗後能快速修正，並維持動態平衡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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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選項，適合平行機關間使用的是：
「檢陳」、「附送」

「希查照」、「附送」

「請查照」、「附送」

「請查照」、「希查照」

「請查照」、「敬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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