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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寫作技巧暨試題寫作範例 

一、短文寫作提示： 

題文沒規定要分段，但還是要自己分段，一般是分三段到四段。 

要確實依題文指示作答，勿離題。 

扣除英文及國文選擇題，作答的時間約 30 分鐘左右。 

短文寫作，因其篇幅短小，故寫作難度不高。最大的問題在於時

間太少，考生要注意的是時間掌握。 

整體壓力在於短時間內，不能花費太多構思時間，故平常還是要

有一定的練習，不然臨場還是會寫不出東西。 

雖說題目規定（250～350 字）但還是建議盡量作答接近 350 字，

不要只寫 250 字，畢竟那只是低標。 

構思重點可以放在二個方向，一是提出個人看法，二是提出適合

的故事例證。 

不一定要抄題目，如以下例題，第一題並無題目，第二題才有題

目。 

二、107 年專業職甄試試題： 

一、短文寫作【30 分】 

下文透過「他」的故事，描述了某一種「人生態度」。請寫一篇 250

～350 字的文章，談談你對此種人生態度的看法。 

有一個人，他每天都在趕路，他所走的路，就是世界上的路。然而，

他一開始便穿了雙不合腳的鞋，使他走起來不十分如意。這世上的路遍

地是砂土，跳進一粒砂，其實極為平常，所以走了不久，他的鞋裡便跳

進一粒砂，砂子磨他的腳，使他走一步，痛一步。您想，假如鞋子裡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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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粒砂，走起來是不是舒服些呢？他只要坐下來，水濱也好，山腳也

好，把鞋子脫掉一抖，便可抖出那粒砂子，這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但

他每天都擔心日落前趕不到某個段落，總是急著趕路。天晚了，他疲乏

得厲害，還來不及脫去鞋子，便沉沉入睡。第二天，雖然腳底仍然痛著，

卻還是迎向那永久新鮮、永久圓滿又光明的太陽，開始一日的行程。 

作答範例： 

人生一世如浮雲。生命中最單純的快樂在於放下無謂的堅持，釋放

憂愁與煩惱，讓心裡的烏雲飄出窗外，得到心靈上的平靜與滿足。文中

的那粒沙子，就好似人的慾望與執念，只要放下它，人生的路會好走許

多。 

俗語說：「沒有一個地牢比心牢更幽暗，沒有一個獄卒比自己更嚴

酷。」回歸單純，讓我們脫下鞋，抖出那顆沙子。現代人的生活忙碌，

思考日趨複雜，不少人懷著恐懼無奈的心情應付生活百態。但所謂「心

中有事世間小，心中無事一床寬」，真正的快樂來自於回歸單純。當我們

回歸單純，將心靈做一番大掃除，生命必定會散發出寶石般地光芒。 

每朵烏雲背後都有陽光，如同每扇窗外都有鳥語花香，只要我們願

意打開心靈的窗，幸福的青鳥就在我們的身邊。只要願意一個片刻拿出

那顆砂子，迎向陽光時，我們的步伐會更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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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 年專業職甄試試題： 

一、短文寫作【30 分】 

聆聽，意指有意識地去聽聞某種聲音。聆聽不只展現對別人的關愛，

對自己也是大有助益。聆聽能讓我們獲得更多新鮮有用的資訊，聆聽能

長養我們的慈悲與智慧，聆聽能讓我們在他人的成敗得失之中有所借

鑒。因此，請打開雙耳聆聽，聆聽的對象，不限家人伴侶、同事朋友，

對世間一切有情眾生皆當如此。 

請以「聆聽」為題，寫一篇短文，文長不得少於 250 字，但也不能

超過 350 字。 

作答範例：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不管任何時刻，只要願意

靜心聆聽，任何人人皆可在人生歷途上找到另一種風景。 

聆聽的藝術，就是不說話的藝術。所謂：「沉默是金，雄辯是銀。」

言語有時是攻擊力強大的武器，往往傷人於無形。所以在眾人喧囂時，

仔細聆聽是一種智慧吧！每個人都應該要有沉默聆聽的時刻，因為沒有

靜，就沒有沉著的思考，靜心聆聽能讓耳朵聽得見真實的話語，心更靠

近誠實的自己。 

西方諺語：「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再好的話

拋出，要作到擲地有聲，還必須有「銀網子」來兜接，才襯得出意義非

凡，價值珍貴。而銀網子便是聆聽，唯有這張網的鉤織與舖陳，才能讓

人與人的互動更完美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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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實例演練 

例題一 

以下文章改縮寫自張曉風〈錯誤—故事最常見的開端〉 

在中國，錯誤不見得是一件壞事，詩人愁予有首詩，題目就

叫《錯誤》，末段那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四十年來像

一枝名笛，不知被多少嘴唇鳴然吹響。 

《三國誌》裡記載周瑜雅擅音律，即使酒後也仍然輕易可以

辨出樂工的錯誤。當時民間有首歌謠唱道：「曲有誤，周郎顧。」

後世詩人多事，故意翻寫了兩句：「欲使周郎顧，時時誤拂弦。」

真是無限機趣，描述彈琴的女孩貪看周郎的眉目，故事多彈錯幾

個音，害他頻頻回首，風流俊賞的周郎那裡料到自己竟中了彈琴

素手甜蜜的機關。 

在中國，故事裡的錯誤也彷彿是那彈琴女子在略施巧計，是

善意而美麗的—想想如果不錯它幾個音，又焉能賺得你的回眸

呢？錯誤，對中國故事而言有時幾乎成為必須了。如果你看到《花

田錯》《風箏誤》《誤入桃源》這樣的戲目不要覺得古怪，如果不

錯它一錯，哪來的故事呢！ 

來講《紅樓夢》吧，女媧煉石補天，偏偏煉了三萬六千五百

零一塊。本來三萬六千五百是個完整的數目，非常精準正確，可

以剛剛補好殘天。女媧既是神明，她心裡其實是雪亮的，但她存

心要讓一向正確的自己錯它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錯它一

點。「正確」，只應是對工作的要求，「錯誤」，才是她樂於留給自

己的一道難題，她要看看那塊多餘的石頭，究竟會怎麼樣往返人

世，出入虛實，並且歷經情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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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一點點的謬錯，於是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

一塊頑石，而由於有了這塊頑石，又牽出了日後的通靈寶玉。 

蘇東坡的「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不知怎麼回

事，有好幾個學生念成「一年好景須君記」，我聽了，面搖頭莞爾，

一面覺得也罷，蘇東坡大約也不會太生氣。本來的句子是「請你

要記得這些好景致」，現在變成了「好景致得要你這種人來記」，

這種錯法反而更見朋友之間相知相重之情了。好景年年有有，但

是，得要有好人物記才行呀！你，就是那可以去記住天地歲華美

好面的我的朋友啊！ 

有時候念錯的詩也自有天機欲匯，也自有密碼可按，只要你

有一顆肯接納的心。 

那些小小的差誤，那些無心的過失，都有如偏離大道以後的叉

路。叉路亦自有其可觀的風景，「曲徑」似乎反而理直氣壯的可以「通

幽」。錯有錯著，生命和人世在其嚴厲的大制約和慘烈的大叛逆之外

也何妨采中國式的小差錯小謬誤或小小的不精確。讓叉路可以是另

一條在路的起點，容錯誤是中國故事裡急轉直下的美麗情節。 

請根據上文，以「錯誤與美好」為題，提出自己的評論。請

寫一篇 250～350 字的文章。 

作答範例： 

當我們看到了錯誤，浮現在心裡頭的會是什麼？不如所願的慍怒？

後果將至的畏懼？甚至是想著乾脆放棄的心寒？若我們能脫離或是消除

這種情緒，生活是否就愉悅多了？ 

在戶戶耕田，粗衫草鞋的時代，如果沒有一隻老牛推著牧人到池畔，

雖是窺看天人洗浴，但也抱得美人歸，美好、甜蜜的生活了七年，生養

了兩個娃兒，依舊是羨煞了眾人，若王母不曾下令將織女捕拿回天，讓

牛郎帶著兩個孩子，乘著老牛登天尋妻，也不會有此段淒美的故事讓人

們傳頌於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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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他們一年一次的共踏鵲橋時也討論著，如果他們沒有上天庭，

興許已成白骨一對。雖然也是共度美好的一生，但不會讓人傳唱至今，

更無法年年相會。 

生活中出現了錯誤，該木已成了舟，上那木舟好好划個一番！錯誤

後的美好，更顯其珍貴，會比美好更加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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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二 

普魯斯特（Proust, M.）在《追憶逝水年華》中說：「一小時不僅僅

是一個小時，它是一只充滿香氣、聲響、念頭和氛圍的花缽」，說明時間

的認知與感官知覺及感受有關。楊牧的〈夭〉透過感官描寫，傳達季節

的感知，請以「季節的感思」為題，寫一篇文章，描寫你對季節的感知

經驗，並抒發心中的感受與領會。文長 250～350 字。 

作答範例： 

四季遞嬗，各有各的繽紛絢麗，也各有各的落寞寂寥。然而，一個

季節組成絕不只是天氣的變化，還要有繚繞的氣味、深刻的畫面，以及

人們縈繞在心頭的故事。而四季之中，帶給我最深刻感受的就是秋季。 

我想，秋天是最富香氣的，有桂花清雅、月餅香甜、蟹膏濃郁，天

氣清爽，不論是出門賞花或是待在家裡品嘗美食，都是秋天最合適。然

而，秋天對我是最深刻卻也最使我可以回憶我爺爺的季節，小時候我愛

秋天是因為這是一個有得吃又有得玩還可以和家人聚在一起談天說地的

日子，直到爺爺過世之後，我才明白原來月圓人團圓是如此地困難。以

前爺爺貼心的剝柚子，那香甜的滋味也一直在鼻腔裡刺激著我，成為我

一輩子的想念。 

經歷春夏秋冬，每個季節都有他們獨特的樣貌。在秋天西風的吹拂

下，也將我內心的遺憾吹動，成為我心裡最美的畫面，給我動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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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以下文字，並回答第 248～249 題： 

「很早的時候，曾問過自己，如果是花，願意是哪一種花？剛開始，

總希望是最美麗的。後來，我希望是一株香氣襲人的花，香得讓人神魂

顛倒。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我只想不要被插在花瓶裡就可以了。

後來，我成動於□□□強韌的生命力，竟連被扯斷在草堆裡，還能從容

地迎接陽光，把『碗公』一個接一個地打開。雖然它被枸在枯草堆中，

動彈不得，但拘得了一時，豈拘得了一世？它那生命的觸鬚必定會再度

伸出來，再抓住泥土，再呼吸空氣。一地的□□□，它哪裡憂懼花朵被

踐踏、藤蔓被截掉？踩得碎花，可踩不碎潛藏於大地腹部那雙蠕動的巨

掌。只要巨掌動，自有花朵不停地迸出來；只要有泥有土，便天地間自

由來去。□□□，何屑於區區一瓶供水？」（改寫自簡碩〈碗公花〉） 
 

（ ）  依據文意，□□□應是指： 

茉莉花 含羞草 牽牛花 番薯葉 

：。 

：由關鍵字「強韌的生命力」、「把『碗公』一個接一

個地打開」、「藤蔓被截掉？」可知為牽牛花。 
 

（ ）  本文的主旨是： 

做卑微的工作才能凸顯自尊  

文人的眼讓萬物變得有情 

生命的強度與深度往往在繁華落盡後 

向自然謙卑，才能找到生存之道 

：。 

：由文句「踩得碎花，可踩不碎潛藏於大地腹部那雙

蠕動的巨掌。只要巨掌動，自有花朵不停地迸出來」

可知選項為恰當。 
 

閱讀下文並回答第 250～251 題： 

由於人們敬仰包公的大名，在觀賞石碑時經常指指點點，天長日久，

竟將包拯的名字磨去了，只留下了一處起明發亮的深坑。我不禁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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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什麼樣的手指，竟將堅硬的石頭磨出了這麼深的印痕？要知道，

那些手指不是戳，更不是摳，只是輕輕地指點。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

所有的指點中，有相當多的指頭並沒有接觸到石碑，但就是這些接觸到

石碑的手指，在輕輕一點，至多也不過是輕輕一撫之後，竟形成了這樣

令人感嘆的奇跡。這中間究竟經歷了多少人的指點和撫摸，用「千萬」

當然遠遠不夠。可以想見，在每一次的尋找、指點和撫摸中，都傳遞著

一份景仰和感慨、傳遞著一份心靈的溫煦和溝通，也傳遞著一種呼喚。（節

錄自夏堅勇《湮沒的輝煌》） 
 

（ ）  上段文章末尾說：「也傳遞著一種呼喚」，請依文意判斷是

「呼喚」什麼？ 

呼喚民眾要愛惜公物，保護古蹟。 

呼喚當權者要接近忠良，任用賢能。 

對效法先聖、先賢節操的呼喚。 

對公正、清廉和神聖法律的呼喚。 

：。 

：包拯的民間形象是公正、清廉，故以為恰當。 
 

（ ）  文章裡說：「要知道，那些手指不是戳，更不是摳，只是輕

輕地指點。」此句話是在強調： 

對歷史文物的愛惜之情。 

「滴水可以穿石」般的效果。 

景仰包公的民眾之多。 

石碑的材質不夠精良。 

：。 

：文中強調「輕輕地指點」乃是呈現民眾對包公的懷

念與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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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108 年專業職應試試題 

一、短文寫作【30 分】 

下面有兩種關於「懷疑」的觀點，你比較認同哪一種觀點？或者你

認為兩種觀點皆有道理？請寫一篇 250～350 字的短文，談談你的經驗和

看法。 

甲、如果你想追求真理，人生至少要有一個階段必須勇於懷疑。 

乙、懷疑讓我們怯於嘗試，最終輸掉本來有機會贏得的好事。 

作答範例： 

關於甲乙二種觀點，我認為二者皆有道理。 

如果你想追求真理，人生至少要有一個階段必須勇於懷疑。沒錯。

真理並不會輕鬆而直接的鋪陳在你眼前，人生路上那些「真理」，來自太

多的觀察體驗，甚至「真理」隨著世間的價值變化，不斷的轉移重心。

一旦我們失去懷疑的精神，只是盲目的相信他人的言論，前一刻的真理，

極有可能在下一刻被扭曲。 

懷疑讓我們怯於嘗試，最終輸掉本來有機會贏得的好事。正確。懷

疑是種保護機制，讓我們步步為營，不會涉入險境。懷疑是好事，帶來

謹慎跟細心，但懷疑一旦放錯時間，往往就是優柔寡斷，讓自己雙足被

繩索綑綁，跨不出勇敢的那一步。 

所以「懷疑」其實是一種極高的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種藝術。將人

生加上一些剛好的懷疑，那人生便如一首歌，時而鏗鏘，時而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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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讀測驗【每題 2 分】 

依下文回答第 1～2 題： 

忙是人生的本分，試觀中外古今大人物若大禹、若孔子、若墨子、

若釋迦、若基督，乃至其他聖哲豪傑，那一個肯自己偷閑，那一個不是

席不暇暖、突不得黔，奔走棲皇一生到老。若厭忙求閑，豈不反成了衣

架飯囊材料。至於說到厭世，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二字；古

來聖哲，從未說過，千萬不要誤會了。我所說的是告訴汝終日忙、終年

忙，總須向著一個目的忙去。汝過去現在到底忙個甚麽所為何來，不惟

我不知道，恐怕連汝自己也不知道；汝自己不惟不知道，恐怕自有生以

來，未曾想過。嗚呼！人生無常，人身難得。數十寒暑，一彈指頃，便

爾過去；今之少年，曾幾何時，忽已頎然而壯，忽復頹然而老，忽遂奄

然而死。……豈不可憐，豈不可惜。（節選自梁啟超〈人生目的何在〉） 

（ ）  「豈不反成了衣架飯囊材料」句中「衣架飯囊」一詞，用來比

喻什麼樣的人？ 

體用兼備  庸碌無能 

為人做嫁  一才一藝 

：。 

：「衣架飯囊」指人只會穿衣服吃飯，一無所用。故以選

項為正確。 

（ ）  「頎然而壯」句中的「頎然」一詞，意謂： 

意志堅強的樣子 挺立修長的樣子 

逐漸成長的樣子 百折不撓的樣子 

：。 

：頎，為身材修常高大。 

依下文回答第 3～5 題： 

讀書樂，所以有人一卷在手，往往廢寢忘食。但是也有人一看見書

就哈欠連連，以看書為最好的治療失眠的方法。黃庭堅說：「人不讀書，

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英國十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