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110 高考三級)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各類科（除公職護理師、公職食品技師及公職醫事檢驗師外）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2 小時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一、作文：（60 分）
《論語．陽貨》引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澎湖詩人渡也加
以運用，他曾說：「澎湖不但教你海上歡樂嬉遊，澎湖的土地也是一本厚實的教科書，還教
你勤儉、刻苦耐勞，教你莫有怨言。你看陽光狠照、朔風野大，然而，澎湖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澎湖何言哉？」請參考詩人的講法，以「我的家鄉教我的事」為題，詳述自
身生長環境的自然與人文特色，並闡述家鄉所帶給自己的各種影響。
【擬答】
我的家鄉教我的事
春寒料峭，繁花吐蕊，趁著三、四月掃墓的時節，帶著家人到鄉下走走，除對先人表達一份
慎終追遠之意，也利用忙裡偷閑，享受一趟戶外之旅。
暖洋洋的陽光灑落大地，總讓人儘情地放鬆，心情變得柔和悠閒，更令我不覺地尋著春的腳
步，踏上回鄉的路程，在那佈滿椰林與果園的屏東平原，有著我熟悉的記憶，每當這個時刻，總
叫人興起思鄉的情懷。
向祖先致祭與打掃墓園之後，往四周看去，依舊是熟悉的田埂溝渠，依然是兒時的鄉間小
道，在這兒不只看到了花木消長、天光雲影，更見到了勤奮忙碌的農人，那真是一幅詩意盎然的
風情畫。在現代化的社會裏，雖不復見純樸的老農趕牛，但一輛輛裝載莊稼的農用車從路邊經
過，田野中滿佈著搖曳的稻苗，心中油然泛起虔誠的禮讚。
外公外婆在世時，常聽他們說：「種田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一份自祖先傳承下來的使
命感。」是啊，農人們要的不多，僅僅是期待嘉歲之年的到來，讓血汗沒有白流、家庭求得溫
飽，為此，我們能不給予最真摯的祝福嗎？在日常生活中，懂得知福感恩，才能使生命更美化、
更寧馨。
若問及家鄉教我什麼事，大概這便是最重要課題！我特別感念的是農人們用粗糙厚繭的雙
手，大自然以陽光和雨露，使大地成為一片金黃，茁壯的稻稈，負荷著沉甸甸的稻穗，每一簇弧
形的稻穗，都得以讓人們煖衣飽食，每一顆豐熟的穀粒，都不斷充實著人們的生命，「鋤禾日當
午，汗滴禾下土」是難以言盡的苦，「稻花飄清香，金黃映晚霞」是歡欣鼓舞的樂，這永遠是鄉
村裡的歌聲，是農家們對於莊稼豐收的期望。惟有珍惜，方能擁有；只有謝恩，才能長存。感謝
家鄉的哺育，也感懷大自然給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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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文（20 分）
2008 年 11 月 23 日《聯合報》記者臺南報導：「文昌關公攏是假，假廟原來要掩護暗
道」，指出臺南市新化區虎頭埤後山的「文昌廟」、橄欖山野戰基地荒草中的「關公
廟」，神像座下都有秘道，兩座廟原來都是「假廟」，係民國五、六十年代軍方所建，以
掩護地下坑道。
2021 年 1 月 7 日《中國時報》記者屏東報導：「石頭營『假墳墓』軍事陣地曝光」，指出
在屏東縣枋寮鄉二戰遺址「石頭營」現場，發現有假墳墓、假土地公廟等軍事陣地的存
在，當地民意代表與文史工作者強烈要求保護歷史文化資產。
2021 年 8 月 29 日《金門日報》「浯江夜話」專欄也有文章提到：「國家文化資料庫」中
有一組 1968 年 12 月 19 日蔣經國先生視察金門戰鬥村時留下來的一組照片，照片中出現了
「偽裝墳墓」、「偽裝焚化爐」、「偽裝蓄水池」等欺敵工事，現已不知所在，但目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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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鎮鎮瓊林村仍有「偽裝墳墓」，金寧鄉安岐村仍有「偽裝商店」，該鄉安岐村、盤山村
與烈嶼鄉南山頭也都存在「偽裝廟宇」，可惜大多處於荒蕪狀態。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條：「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
與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或
公有土地上所定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所有或管理機關
（構）於處分前，應先由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6 條：「主管機關應建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之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復及再利用之完整個案資料。」
問題：依上述相關資訊，試擬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致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函並要求
回復，內容是請地方主管機關重現臺澎金馬各地年代已逾五十年之特殊偽裝建築，及時建
立其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復及再利用之完整個案資料，不可任其荒廢或遭受破
壞，以落實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立法精神。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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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檔

號：

保存年限：

函

地址：00000. 新北市○○路 000 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00000
臺南市○○區○○路 0 段 000 號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字第 0000000000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請重現轄區內年代已逾五十年之特殊偽裝建築，及時建立其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
復及再利用之完整個案資料，不可任其荒廢或遭受破壞，並 6 個月內報本部審查，請查照
。
說明：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條略以：「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特制定本法」；同法第
15 條略以：「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所有或管理機關（
構）於處分前，應先由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同法第 16 條略以：「主管機
關應建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調查、研究…之完整個案資料。」
二、經查 2008 年 11 月 23 日《聯合報》；2021 年 1 月 7 日《中國時報》報導以及 2021 年 8 月
29 日《金門日報》「浯江夜話」專欄評論，陸續披露有關「假廟掩護暗道」、「偽裝墳墓
」、「偽裝焚化爐」、「偽裝蓄水池」等欺敵工事。引發當地民意代表與文史工作者強烈
要求保護這些歷史文化資產。
三、為落實《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立法精神，提升建立完整個案資料執行之績效，各機關辦理
所需經費得報請本部專案補助，辦理結果請依旨揭期限報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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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副本：內政部

部長 ○ ○ ○（簽字章）

乙、測驗部分：（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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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題辭使用，何者錯誤？
「琴瑟友之」，用於祝福新婚夫婦
「銀漢雙輝」，用於祝賀夫妻雙壽
「彤管揚芬」，用於音樂比賽獲獎
「業紹陶朱」，用於貿易公司開幕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進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
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孫子兵法》)
下列何者不屬於上文所述用兵之理？
隱藏真正的實力，讓敵人難以分辨
讓形勢變得混雜，然後再乘虛而入
事先把退路斷絕，將士必拚死向前
躲開勁敵的鋒芒，再尋找機會反擊
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
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併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
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
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
中侈君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
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
時而已。(姚鼐〈李斯論〉)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作者對李斯的評價？
逢迎上意
安時處順
刻薄寡恩
通權達變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侮臣，願藉子殺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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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
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
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
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墨子．公輸
篇》)
下列選項，何者最能說明墨子之所以能勸服公輸盤的主要原因？
以多於楚王所給付的重金誘導
謂其義不殺人之主張自相矛盾
啟發其人性深處的不忍人之心
宋國的人口眾多一時無法征服
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方面─-內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都一樣，一直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
下，處於睡眠或者半醒狀態。這層紗幕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織成，透過它向外
看，世界和歷史都籠罩上了一層奇怪的色彩。人只能意識到他自己是一個種族、民族、
黨派、家族或社會集團的一分子──人只有透過某種普通的類來認識自己。在義大利，
這層紗幕最先煙消雲散，對於國家和這個世界上一切事物做客觀的處理和考慮成為可能
的了。同時，主觀方面也相應地強調表現它自己；人成為了精神的個體，並且也這樣認
識自己。

公
職
王

依據上文，「在中世紀」至「在義大利」的主要轉變是：
從注重客觀分析轉變為注重主觀詮釋
從注重集體意識轉變為注重個體自覺
從注重外在追求轉變為注重內在修養
從注重國族權利轉變為注重人民權利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則終身
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
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自
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為
害于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闡述是己而非人的世俗通病
術業的成就，關鍵在於好問
勸人應勤學不輟，力爭上游
師心自用者，為害心術甚大
我輩看名山，如看美人。顰笑不同情，修約不同體，坐卧徙倚不同境，其狀千變。山色
之落眼光亦爾，其至者不容言也。庚戌春晚，予遊黃山有記，自謂三十六雲峰之美略
盡。而元素後予往，以秋月，所為記簡而整，有與不同者，取境使然。黃汝亨(〈姚元素
黃山記引〉)
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意旨的是：
山景風光隨四時不同
文人遊歷知興味不同
文人取景與心境不同
人人所施造化皆不同
「那一個母親不是仙女變的？像故事中的小織女，每一個女孩都曾住在星河之畔，她們
織虹紡霓，藏雲捉月，幾曾煩心掛慮？她們是天神最偏憐的小女兒，終日臨水自照，驚
訝於自己美麗的羽衣和美麗的肌膚。她們久久凝注著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華弄得癡然
如醉。而有一天，羽衣不見了，她換上了人間的粗布──她已經決定做一個母親。有人
說她的羽衣被鎖在箱子裡，她再也不能飛翔了，人們還說，是她丈夫鎖上的，鑰匙藏在
極秘密的地方。可是，所有的母親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那裡，也知道藏鑰匙
的所在。在某個無人的時候，她甚至會惆悵地開啟箱子，用憂傷的目光撫摸那些柔軟的
羽毛。她知道，只要羽衣一著身，她就會重新回到雲端，可是她把柔軟白亮的羽毛拍了
又拍，仍然無聲無息地關上箱子，藏好鑰匙。是她自己鎖住那身昔日的羽衣的。她不能
飛了，因為她已不忍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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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容判斷，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本文主旨？
每一位母親都曾是披著羽衣的美麗仙女
為子女奉獻的人
身為人母，依舊會眷戀少女時期的光華

母親是拋下自身快樂，
每一位母親都應無怨無

悔的為家人犧牲
「偶翻納蘭容若《飲水詞》，有句云:『但始有情皆滿願，更從何處著思量?』靜思之
餘，忽有所悟。離合悲歡，死生新故，人間缺憾固多，然而，正因如此，不斷縈心牽
念，遂覺大千萬物盡皆有情，俗事塵勞亦有可珍。絕對圓滿之境，本不存於此世，人生
陸離光怪，幻變多姿，因此才有探索的興趣，不斷前行，走向難以預知的明白!
『終古閒情歸落照，一春幽夢托遊絲』，此中真意，豈堪言詮!」
何者的體悟，與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應在人間缺憾、日常瑣事中，享受、品味人生
人缺憾實多，要把握、珍惜有限的歡樂時光
對人間缺憾不要掛心，才能有繼續前行的勇氣
對人間缺憾不要掛心，方能看破紅塵而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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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10 年的 AI 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的更迅速猛烈。AI 勝過人類的領域
只會一個個增加。但是，工作能力並不是我們之所以成為人的原因。身為人類的獨特之
處，是因為我們有愛的能力，我們跟 AI 最大差別就是我們有愛。」
據此而言，下列選項何者近似 AI 程式目前難以超越人類的領域？
影借日光作盈闕
朝發羅馬夕奧匈
鐵道輪船競相逐
銅雀春深鎖二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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