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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國學常識：經史子集 

一、中國語文學術的發展架構表 

文字 經 史 子 散文 韻文 小說 文學批評

夏

商 甲骨文

西周 金文 詩、書、

易

東周

春秋 籀文（西

土）

春秋、左

傳

國語 老子、

孔子

史 傳 散

文

哲 理 散

文 

（詩經） 神 話 傳

說

戰國 東 土 古

文（蝌蚪

文） 

 戰國策 諸 子 百

家 
 楚辭 寓言  

秦 小篆   呂 氏 春

秋

    

西漢 隸書 五經 

詩 書 易

禮春秋 

史記 淮 南

子、董仲

舒 

史傳、政

論散文 

漢賦 

樂府詩 
  

東漢 草書 

 
許慎《說

文解字》 

 漢書      

三國 建 安 風

骨

古 詩 十

九首

曹 丕 〈 典 論

論文〉

晉 行書

（ 蘭 亭

集序）

三國志 玄學（竹

林七賢）

孔 雀 東

南飛

志 怪 小

說

南北

朝

後漢書 駢賦 劉勰

《 文 心 雕

龍》

鍾嶸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19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文字 經 史 子 散文 韻文 小說 文學批評

《詩品》

隋唐 楷書 孔穎達

五 經 正

義

十 二 經

（ 論 、

孝 、 爾

雅）

通典 佛學

（禪宗）

外來語

唐 宋 古

文 八 大

家（韓、

柳）

唐詩、

律賦

傳奇

五代 五代詞

宋

北宋 資 治 通

鑑 

宋 明 理

學 

歐、曾、

王、三蘇

宋詞、

文賦 

話本

南宋  十 三 經

（孟子） 

四書：論

孟 、 中

庸、大學

袁樞‧通

鑑 紀 事

本末、 

鄭樵‧通

志

     

元   馬 端

臨‧文獻

通考 

  曲   

明    王 陽

明：心學

小品文  章 回 小

說 
 

清    樸學（考

據學）

桐 城 古

文

   

民國 新 元 史

（ 廿 五

史）

白話文 現 代 小

說

王 國 維 《 人

間詞話》

二、 國學常識（經、史、子、集） 

四庫（經史子集）統整

四

庫

全

經部 詩、書、易、三禮、春秋、三傳、四書、孝經、爾雅、小學

史部
正史、編年、記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

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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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子部

儒家、墨家、名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術數、科學、小說家、

藝術、雜家、釋家、道家

集部 楚辭、別集、總集、文評、詩詞、曲賦…等文學作品 

十三經重點整理

書名 內容

周易

作者：

伏羲氏畫八卦 

周文王重定為六十四卦，春秋時孔子作十翼，由卜筮之書升為哲學之書（易歷三

聖：伏羲、文王、孔子） 

周易的定義：東漢鄭玄以為易有三易：簡易、不易、變易

內容多記載天理、人事、陰陽的變化

尚書

尚書又名「書」，尚即為「上」之意，尚書乃古代之書。元代以後通稱書經

為中國 早史書（散文、記言體之祖），起自堯舜，止於春秋時期的秦穆公，內容

多記政事、記言（質樸） 

今存五十八篇，通稱為「偽古文尚書」，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典

謨、訓誥、誓、命六體。 

上古帝王告令彙編 

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詩經

詩經為中國 早詩歌總集、四言古詩代表、純文學與韻文之祖

時間：網羅春秋中葉以前五、六百年之作品、為中國北方文學代表 

風格：當時社會狀態、內容寫實。但各篇篇名與篇旨無關 

內容：風分十五國風、雅分二雅（大小雅）、頌分三頌（周、魯、商） 

體裁風：多為民間歌謠 雅：多為士大夫所詠 頌：多祭祀時頌讚之樂歌

作法賦：鋪陳直敘（即直敘法）比：托物擬況（即比喻法）興：因事而發（即

聯想法）

風、雅、頌、賦、比、興合稱「六義」

內容多為言志（歌詠心情）、雅正之音（恆久）

漢代傳詩有四家：齊（齊人轅固生）、魯（魯人申培公）、韓（燕人韓嬰，僅存《韓

詩外傳》）、毛（魯人毛亨，毛詩），三家皆亡，僅存《毛詩》傳世。

周禮

為周代理想中的官制典籍，戰國時代的建國理想規劃，為研究先秦政治經濟制度

有用的典籍

漢代原稱《周官》，西漢劉歆始稱《周禮》，並立於學官

書分六篇：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

唐時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係受六官影響而來

周禮與儀禮、禮記合稱「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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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內容

儀禮

又稱士禮，內容記載貴族一生中成年、結婚、朝覲及喪祭等詳細儀式。古代士階級

的禮節彙編

漢代指的五經之「禮」，指的就是「儀禮」；唐以後言五經，禮經指「禮記」（小

戴禮記）

禮記

孔子弟子及其後學所作，內容多為解釋禮經（儀禮）的資料

西漢戴德取傳文八十五篇，為大戴禮記（未入十三經）。

戴德之姪戴聖取四十九篇，為小戴禮記，為十三經之一。

大學、中庸為其中兩篇。內之禮運大同篇提出大同社會的理想

左傳

又名春秋內傳，相傳為春秋時魯國太史左丘明所作

內容為古文經，採編年記事體，以魯史為中心，但略提及同時代諸國之事

以記事為主。所記史事，時間起自魯隱公元年，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年（春秋）

為先秦歷史散文之佳作，對後世的史學及文學影響甚遠，漢代的司馬遷、班固，唐

代的韓愈、柳宗元，皆受其沾溉。 

唐以後所言之五經，春秋乃指「左傳」。 

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公羊傳 
或以為戰國齊人公羊高所著 

內容解經多釋義例，而少記史事 

穀梁傳

作者：相傳為穀梁氏所撰

內容解經多釋義例，而少記史事 

與公羊傳同為今文經，兩者內容之起訖年代亦相同 

論語

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彙編，是儒家 重要的經典之一 

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集錄整理，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主要資料。 

二十篇（以首句名篇，篇名與篇旨無關） 

孟子
原屬於子部，南宋初年朱熹為表彰孟子，將其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四書」。

南宋光宗時列入十三經，是 晚入十三經者

孝經

孝是天經地義，人所當行，故又稱孝經

現代多認為孔子或曾子所著

全書內容共十八章，為十三經中內容 少者

十三經中唯一在漢代之前就稱經者，且唐代有唐玄宗為其作注

爾雅

「爾雅」指雅正之言

古代解釋文字字義的書（訓詁書），類似現代的字典。蒐集古書之傳注解釋，歸納

編列之辭典

我國 早之訓詁書（解釋古書中詞句意義的書）及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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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

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

《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

《元史》、《明史》、《新元史》

2.四史

書名 作者 體制 卷書 內容

史記
司 馬 遷

（私）

紀傳體

通史
130 篇 

時間起至黃帝，終於漢武帝。約兩千五百年

內容為本紀二十篇，記帝王事蹟；世家三十篇，

記諸侯與其興衰；列傳七十篇，記社會各類人物；

表十篇，記各時期發生之大事；書八篇，記典章

制度

價值：通史之祖、紀傳體之祖、正史之祖

文字雄深雅健，清金聖嘆列為六才子書之一

漢書 

班彪、 

班固、 

班昭、 

馬 續 四

人合成 

紀傳體 

斷代史
100 篇 

時間起自漢高祖，終於王莽之誅 

內容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總和共

一百篇 

與史記的不同為：沒有世家，將史記的「書」改

為「志」，以詳典章制度，世家合併為列傳

「藝文志」為班固所創 

價值：為中國史書斷代史之祖；在文學、史學上

與史記齊名，自漢以後各代之正史，均以漢書為

其範本 

後漢

書
范曄

紀傳體 

斷代史
120 卷 

時間起自東漢光武帝，止於漢獻帝 

於范曄之前，已有不少人撰寫後漢的歷史，范曄

將所有史書斟酌去取，編著成後漢書。取代了《東

觀漢記》成為後代正史

三國

志
陳壽

紀傳體

斷代史
65 卷 

時間始於魏文帝，止於晉武帝

內容以曹魏為正統，後世對此行為頗有批評

歷史家學裴松之注引文豐富，有極高價值

子部

儒家

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就是「愛有等差」

孔子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

孟子主張性善、倡仁義、法先王、貴民輕君；荀子主張性惡、隆禮樂、法後王

我國學術以儒家為主流。漢武帝時採董仲舒之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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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

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尚賢、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明鬼

君權力至上，統治一切，乃有「尚同」之說

兼相愛，交相利。學說大抵以「愛、智」為主，孟子斥之為「無父」

道家

崇尚自然，主張清靜無為。主張全神養世以處亂世，放浪形骸，發展為魏晉之玄學

漢初結合黃帝與老子，故後世常「黃老」並稱

楊朱主張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孟子因而斥之為「無君」

主要人物為：老子、莊子、楊朱

法家

嚴賞罰，貴法治，推本於黃老（影響後世人君治國甚鉅）

依法決情，刻薄寡恩，不論親疏貴賤，一斷於法，親親尊尊之恩絕。過於尊君為大病

韓非之學本出於荀子，源本於儒家，而成為法家，又歸本於道家

商鞅（尚法）、申不害（尚術）、慎到（尚勢）、韓非（集大成）

名家

辨明名實，重在正名定分，但卻流於詭辯

「離堅白、白馬非馬，好人非人」之辯，類似今天的理則學

主要代表人物：公孫龍、惠施 

雜家

雜取諸家之學說，本身無一定宗旨 

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參雜道家、法家各家之學說，不主於其中一家，也無新創之學說

呂不韋集門下共成《呂氏春秋》。 

漢代淮南王劉安與門下賓客共著《淮南子》 

農家
主張君民並耕，賢者與民共耕而食

代表人物：許行 

陰陽家 鄒衍主張「五德終始說」，順時敬天，敬授民時，為後世星象堪輿之濫觴 

縱橫家 
審查時勢，以遊說、權術說服天下諸侯，以合縱、連橫為外交政策，遊說六國抗秦

代表人物：蘇秦、張儀 

小說家

稗官野史 

街談巷議，道聽途說 

一般不列入十家之中，去之則稱「九流」

集部

楚辭類 楚辭、短賦、古賦、俳賦、散賦。

別集類 漢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禎、清代

總集類 《昭明文選》、《花間集》、《樂府詩集》、《唐詩三百首》、《古文辭類纂》

詩文評類 《文心雕龍》、《詩品》等，為文學批評專書。

詞曲類 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之屬、南北曲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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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擇錄】

孔子之為人

原文 寓意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孔子以天下人之安樂為志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讚美孔子安貧樂道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對不義的富貴，無動於心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自述對周文化的嚮往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孔子「懷才待聘」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自述為學之樂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藉以勉人「虛心向學」

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由晨門之言，可知孔子積極用世之精神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不可消極的隱居山林，而應該積極的匡濟時艱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孔子退朝而居，容色顯得舒適愉快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形容孔子之「容態中和，莊敬自然」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形容孔子之「重人賤畜」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意謂夫子以仁存心，取物有節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 
孔子具備惻隱、慈悲之心 

一、 孔子論學（德行、言語、政事、文學） 

孔門四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原文 寓意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自述）

自述一生進德修業之序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歲月如流，勉人及時進學，溫故知新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學習）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勉勵人及時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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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寓意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之不好學，其蔽

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學習的功用）

雖具有美質，但仍須經由「學」才能成就德

性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

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學貴有恆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為學不可以始勤終懈，致前功盡棄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 孔子責備冉求畫地自限，半途而廢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思並重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
憑空思考不如實際去學習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勉勵人堅定心志，進而努力向學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 

為學貴在「以簡馭繁、融會貫通」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 
孔子告訴子路：為學不可強不以知為知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意思為「學常無師」 

擇期善者而從知，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賢思齊，見不賢者而自我反省 

不惑之年：指四十歲。意同「強仕之年」 賢賢易色：以敬重賢人的心態，來替代愛好女

色的心 後生可畏：比喻年輕人前途無量；或當作讚美的詞語，指有志氣有作為的青年 苗

而不秀：形容人未長成而早夭，或有學而未有所成 畫地自限：自作拘束，不求長進

二、 孔子論孝 

原文 寓意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行孝道時不可違背禮節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倒

裝：父母唯憂其（子女）疾）
教導人善體親心，珍重自愛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為孝乎？
孝親應和其顏色以悅親心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
勉人即時行孝

（曾子）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曾子戒慎守身，能全節而終

（曾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在位者能盡孝並且不忘本，則風俗可歸於淳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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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履薄：比喻小心戒懼 勞而不怨：比喻憂愁卻不埋怨

四、孔子論仁 

原文 寓意

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子勸戒人不要諛言諂媚，而損仁德

擇不處仁，焉得知 智者擇仁厚之鄉而居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形容不仁者飢寒起盜心，飽暖生淫慾

唯仁者能好仁，能惡人 仁者無私心，好惡皆中於理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形容志士仁人，視仁德重於生命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實踐仁道，當克除私欲，言行守禮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這是「克己復禮」的功夫，也是「行仁之方」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實踐仁德在於「主敬行恕」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實踐仁德在於「出言謹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說明培育仁德，當有明師益友的輔導切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行仁者之方在於「推已及人」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意謂仁道本我所有，求之不難 

當仁，不讓於師 勉勵人應當勇於為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 

君子以仁立名。急遽苟且之時（造次），顛

沛流離之際（顛沛），也需要堅守仁道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 

形容富貴貧賤的去取，皆應合乎「仁道」

五 孔子論道德修養 

原文 寓意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孔子感嘆人有過失而不能自責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

法言（正言之），巽言（婉言之）。比喻虛

心受教，以遷善改過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善者自免，不善者自警，皆有所進德。

以約失之者，鮮矣！ 免人多謹慎節制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教人謹言力行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比喻大言不慚者，難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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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講義 

2020 公職論文寫作教材（1-4） 

徐鴻 

一、 108 最新考題 

年度 題目 

高考

二級 

目前的社會，習慣以金錢的多寡，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因此擁有大量財富的人，往

往被視為成功的人，受人仰慕。然而也有人說：「沒有好的身體，是健康的窮人；沒有

智慧，是精神的窮人；沒有閒暇，是時間的窮人。如果只有金錢而沒有健康、沒有閒暇、

沒有智慧，這樣的人生，怎麼可以稱為富有呢﹖」可見「什麼是富有」，值得深思。 

請以「創造真正富有的社會」為題，作文一篇，申論你的體驗與心得。 

高考

三級 

胡適曾經以「差不多先生」諷刺我們民族性裡凡事馬馬虎虎，得過且過的毛病，提醒國

人行事應當力求精確，認真不苟。然而我們又看到有「大行不顧細謹」、「大事不拘小

節」的說法。請問此二說究竟是可以相濟為用呢？抑或相互矛盾？請以「任事應有的態

度與做法」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己見，文中必須論及上揭二說的相濟為用或相互矛盾。

普考 古往今來人們莫不崇尚知識，韓愈說：「人生處萬類，知識為最賢」，英國 16、17 世

紀之際的哲學家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尤為經典名言。韓愈、培根所說的「知

識」，與現今網路年代所謂「知識爆炸」的「知識」，定義是否相同？請以「『知識』

的定義」為題，作文一篇，予以闡述，文中必須對上述兩類「知識」的意義及其作用，

加以討論說明。 

特種

二等 

達爾文進化論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他說的是：「能繼續生存的不是最強壯，

也不是最聰明的物種，而是對改變做最佳反應的物種。」 

當代環境瞬息萬變，置身於其中，如何面對新狀況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請就達爾文的

說法，以「對改變做最佳反應」為題，舉出自己所體認的具體重大改變，並闡述個人對

這些改變的反應之道。 

特種

三等 

在當代民主社會之中，個人自由是崇高的價值，卻也經常遭到誤用和濫用，故胡適〈個

人自由與社會進步〉一文把個人主義區分成兩種：一是假的個人主義，是只顧自己個人

利益的「為我主義」；一則是真的個人主義，是具備獨立思想的「個性主義」，而且個

人要對自己的思想信仰負完全的責任，不怕威權，只認得真理。胡適同時說，後者的「個

人主義」即「自由主義」；而新社會、新國家的創造需要這樣的人。請以「個人自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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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題目 

社會進步」為題，作文一篇，闡論胡適的說法，並舉實例探討當今社會的公民素養，以

及個人自由與群眾利益之間的關係。 

特種

四等 

人生難能可貴的是能夠從事自己很快樂很享受的事。孔子曾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不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一個人不論是在求學、工作或是終身學習上，

若能達到此種樂以忘憂的境界，則早已超越成功了。請以「樂在其中」為題，寫一篇作

文，仔細描述你自己從事某項工作或學習時樂在其中的心境感受，並具體說明公務人員

工作時如何養成樂在其中的心境。 

關務

三等 

每一個時代都必須面對不同的挑戰，當挑戰來臨時，能正確判斷，及時因應，化危機為

轉機，就會成功；倘若誤判情勢，因應錯誤，就會以失敗收場。請以「挑戰與因應」為

題，作文一篇，闡述其旨。 

關務 

四等 

心理學研究有個理論叫「破窗效應」，就是説，一個房子如果有一扇窗戶破了，沒有人

去修補，隔沒多久，其它窗戶也會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牆如果出現了一處塗鴉沒

去清洗，很快的，牆上就會佈滿亂七八糟、不堪入目的東西。一個乾淨的地方，人們會

不好意思丟垃圾，但是只要出現一個垃圾，人們就會毫不猶豫的丟，而且不覺得愧疚。

任何壞事，如果一開始沒有阻攔，形成風氣，日後就很難改變，就像河堤只要出現一個

小缺口，就可能導致崩壩的危機。請以「從細微處建立秩序」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其

旨。 

二、 公職論文的意義：價值觀與論述領域 

在說明公職論文寫作要領之前，要先給各位考生們一個觀念，為何公職考試都要考作文？這

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了解考生的價值觀，測驗題考不出來考生的價值觀，只有作文

才能看出來。價值觀是甚麼？就是對自我的認識，對家人，對學習，對工作，對社會，對國家，

對世界的看法。要成為一名稱職的公職人員，要能善盡執行國家政策的工作，攸關全民之福址，

政府不能錄取一個對自己沒有目標，對家人冷漠，對學習不積極，對工作毫無熱忱，對國家社會

無責任感，對民族文化無使命感的人。反之，一名稱職的公職人員，是對自我有認識、有期許，

對家庭有擔當，對工作有責任，對社會有熱忱，對國家有使命感，有世界觀的人，建議考生在練

習寫公職作文之前，這幾個領域對你的意義要先想清楚： 

自己：自信（個性：優缺點）、理想（目標）、休閒與工作（平衡）、面對挫折(抗壓力)。 

家庭：親情的意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學習：學習的意義，學無止境，充實自我，專業能力的培養，溫故知新。 

工作：工作的意義，敬業，專業，熱忱(樂在工作)，服務貢獻（社會） 

社會：有禮(善意待人)，族群（尊重包容），法治(民主與法治)，關懷弱勢(奉獻與回饋)，環保與

生態保護，節能減碳，世風之批判(暴力，霸凌，金錢遊戲，犯罪，恐怖情人等)。 

國家：愛鄉、愛民、愛國、愛民族文化、守法、廉潔、使命感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3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人類：網路時代，地球暖化，全球化問題。 

小提醒 

四等考試多論述自我人生理想，如何面對人生挫折之類，三等多論述敬業精神、社會關懷等，高考

的作文論述範圍通常以社會面的關懷與批判為主，此乃大方向，因此了解認識自己，關心社會，關

心世界等命題，是寫作前的基本功。 

三、論文評分標準 

公職作文和學校作文不同，也和你寫日記不同，學校作文寫得好，公職作文不見得吃香，要先知

己知彼，投其所好，獲得高分。公職作文其評分標準為何？  

 

掌握主題：是否有針對主題發揮？主題不是死命抓著題目，而是題目所指的方向有無偏離，例

如「自我精進」不要一直重複題目，內容空泛，是要把自我如何在修身、學習、工

作或待人上哪些不同層次展現出來。 

架構分明：段落是否有條理？條理就是段落要有個理路，例如第一段說明題目，第二段論述

正、反意見，第三段論述如何落實，這就是條理，要有條理就要在寫作以前先架構

文章段落。 

內容充實：文章要有見解，表現出一個積極、服務、充滿熱忱的價值觀，可以舉名人故事，格

言佳句充實內容。 

文字適切：不用文言文，但白話文字句要通順，詞彙文雅精煉，不可有錯別字？盡量不要用簡

體字，絕不可用火星文、網路符號之類。 

版面、字跡：版面包括整篇文章的篇幅與書寫文字的美觀端正，建議整篇文章最好有 1000 字

以上，書寫字跡方面，練毛筆字來不及了，多練習硬筆字書寫倒是真的，書寫工

整一定要的，切忌潦草，也不要字太小，讓閱卷太吃力絕不討喜。其實字跡的工

整與否，和寫作時間的規劃很有關係，要妥善規畫整場考試公文、作文、測驗題

的時間，因個人狀況不同，但時間還充裕，心就踏實，字自然就穩。 

 

【範文 1】108 普考 

古往今來人們莫不崇尚知識，韓愈說：「人生處萬類，知識為最賢」，英國 16、17 世紀之際的

哲學家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尤為經典名言。韓愈、培根所說的「知識」，與現今網

路年代所謂「知識爆炸」的「知識」，定義是否相同？請以「『知識』的定義」為題，作文一

篇，予以闡述，文中必須對上述兩類「知識」的意義及其作用，加以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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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定義 

古往今來莫不崇尚知識，韓愈說：「人生處萬類，知識為最賢」，中國過去的『知識』乃

是經、史、子、集，包含詩、書、禮、樂、歷史、諸子百家及文學作品，乃中國歷史文化的結

晶，教導後世讀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英國 16、17 世紀之際的哲學家培根說：

「知識就是力量」，西方的『知識』則建立在科學的方法、理性的驗證所得到的知識體系，包

括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表現理性的精神。或許中國或西方的『知識』觀有所不同，但二者皆

經過嚴格的檢視方得以流傳後世，而為人們所崇仰。 

廿一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在資訊、網路、交通航運的連結下，全世界已隱然成為地球村，

國與國間關係密切，人民與人民間的往來也日益頻繁，尤其網際網路的建立，google，youtube，

fb 網路平台的開放，桌上型，筆記型電腦，手機功能的突飛猛進，改變了廿世紀人類的生活。

在現今社會裡，網路資訊爆炸，真假虛實訊息四處散步，各類專家、大師林立，社群媒體往往

一知半解，任意評論發言，這是一個新的百家爭鳴的時代。但這樣『知識爆炸』現象所流傳的

訊息，與過去古典『知識』是有所不同的，現代人們每天接收的訊息是未經檢驗，有些甚至是

故意誤導、別有用心的造謠、抹黑，面對現代『知識爆炸』下的知識亂象，吾人不能不慎思明

辨。 

理性思辨能力的培養，實至關重要。中國文化傳統上較重視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人生立

身處世第一要務，但道德需要理性思辨才能成就，沒有理性思辨的道德，正是所謂假借正義之

名的「正義魔人」，滿腔正義感卻建立在不正確的資訊基礎上，其對他人危害更鉅。故理性思

辨的培養要從自己做起，心態上要客觀不帶成見，不帶情緒，做事講證據，實事求是，面對他

人的結論或消息，先客觀查證，證據完備即是，否則即非，事事求真，自然能培養凡事理性思

辨的習慣。落實在家庭教育上，除父慈子孝外，也當從小訓練孩子獨立思辨的能力，在學校裡

老師不要只重視成績，更當重視學習理性思辨的過程。推而擴之，政府公職人員及民意代表，

也當超越黨派成見，能理性思辨地問政，則台灣的民主政治必能更順利運作。 

理性思辨是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面對知識經濟時代，學習正確的知識比無思辨地吸收假

知識更重要，能理性思辨就能面對網路世界充斥的假消息，假新聞，各種詐騙花招也能心中雪

亮，個人能回歸理性客觀的生命型態，社會也能在理性思辨下集思廣益更繁榮進步。 

四、審題： 

 傳統式：主題明確，重論述，勿偏題（政治、立志、社會、工作、、） 

 論傳承與創新 

 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論情緒管理（100 特種三等） 

 在憂患中鍛鍊(105 司法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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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題目】 

①字義：解釋（說明？），關係（相反、因果、內外、？） 

②句義（領域？）：個人、家庭、工作、國家、文化 

③聯想（名人？佳句？主張？）： 

④組織架構： 

 

 引導式：有前言引導題目，固定題或自訂題（注意限定條件、掌握主旨、善用引文），【閱

讀→分析→論述】 

 一  人生理想 

題目 1 

尼克胡哲是澳洲「生命不設限」組織創辦人，他天生沒有四肢，但勇於面對身體殘障，創

造了生命的奇蹟。他曾說過：「錯的並不是我的身體，而是我對自己的人生設限，因而限

制了我的視野，看不到生命的種種可能。」 

人們經常自我設限，身體殘障人士固然往往受限於先天的障礙，然而身體健全人士又何嘗

不是常常受限於種種心靈、環境的障礙呢？請以「人生不設限」為題，寫作一篇加以闡述，

並舉例說明你曾經受限於那些因素，以及應該如何突破限制。(105 關務四等) 

 

【審題方向】 

① 人生理想型。 

② 「人生不設限」強調人生追求理想要努力突破障礙，身體的障礙，學習的障礙，環

境的障礙，永不放棄。 

③ 方向：由人生價值面開頭，最好藉名人故事說明才不說教，再切入自己的理想追求

與經驗。 

 二  面對困難型 

題目 2 

有一種人，會為自己的失敗作檢討，其目的在找出原因，避免重蹈覆轍；也有一種人，再

失敗時不願面對，而編造各式理由，文過飾非。前者的人生態度積極光明：後者的態度消

極灰暗，哪一種人最後較有成就，不言而喻。試以「拒絕爲自己找藉口」為題，作文一篇，

加以論述。(101 警察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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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題方向】 

① 題目：「動心忍性，增益己所不能」強調人生要從困境中學習，增進自己的能力。 

② 題目：「拒絕爲自己找藉口」強調要勇於面對失敗，找出失敗真正的原因，不要找藉

口逃避。 

③ 方向：從人生會遇到很多挫折失敗切入，要從失敗中學習，要虛心面對失敗，從失

敗中檢討，才能克服失敗，邁向成功。 

 三  學習態度型 

題目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人們增長知識、拓展見聞的最佳方式。「開澎進士」蔡廷蘭於清

道光十五年（1835）被颱風連人帶船吹到越南中南部的廣義省，堅持由陸返閩，走路回家，

並且將沿途所見所聞結合所閱覽的歷史文獻撰成《海南雜著》一書，因而名留青史，便是

一例。請以「閱讀與旅行」為題，作文一篇， 陳述自己的相關經驗與心得。(106 司法四

等) 

 

【審題方向】 

① 題目：「閱讀與旅行」，屬學習態度型。 

② 讀萬卷書說明閱讀的重要，行萬里路則強調旅行的重要，閱讀要學以致用，學習與

運用要相互結合。 

③ 方向：人類文明來自於學習，人生要學然後知不足，但學不能脫離社會，要學以致

用，結合自己所學與所用，先說理論，再以自己實際經驗印證。 

 四  親情可貴型 

題目 

「幸福的獲得，不是你能左右多少而是有多少在你左右」。請以「幸福的獲得」 為題，

作文一篇，闡述其旨。(106 四等) 

 

① 題目：「幸福的獲得」，幸福是甚麼？就是父母、妻兒、子女、親友常在左右，珍惜

當下，就是幸福。 

② 方向：人生不是只有追求自我的成就，幸福就是希望自己成功，也希望父母、妻兒、

子女、親友常在身邊，平安和樂，要擴大點到幸福也是社會和樂，家園、鄉土山林

也要我們去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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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工作態度型 

題目 

近來流行一句話：「魔鬼就藏在細節中。」意謂忽略工作細節，可能導致嚴重挫敗。試以

「慮事精微，臨事敬慎」為題，作文一篇，寫出你的看法，文長不拘。 

 
【分析引文】 

題目：慮事精微，臨事敬慎 

材料：「魔鬼就藏在細節中。」意謂忽略工作細節，可能導致嚴重挫敗。 

方向：工作→慮事精微（規劃周詳），臨事敬慎（行事敬業） 

 六  公務人員的操守類型 

題目 

現在的「公務員」，在古代通稱「官吏」；一旦成為「官吏」，必須盡心盡力為百姓服務，

不能作威作福，玩法刁難，更不可貪瀆。昔宋太宗節取五代後蜀國主孟昶所作〈官箴〉之

語，親寫「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頒布全國，立石刻字，

告戒所有官吏要時時警惕。這就是「戒石銘」。請就自己的了解，申論這十六字「戒石銘」

的義涵。題目自訂。 

 

【審題方向】 

① 限定條件：請就自己的了解，申論這十六字「戒石銘」的義涵（白話翻譯：官吏們，

請切記！你們的俸祿，就來自老百姓的血汗付出，欺虐百姓容易，但上天的公理正

義是難以欺瞞的），考生要就這十六字內涵來發揮，可在文章開頭解釋此段話，切不

可提都不提，會有離題的風險。 

② 題目自訂：通常題目自訂的機會不多，若真遇到了，建議可就命題方向選定一個較

大的範圍來發揮。以此題為例，命題方向論公務人員要有珍惜民脂民膏，不要有隨

意浪費公帑或貪瀆之觀念，建議題目訂：「公務人員的操守」一類，不要訂單一命題，

如「廉潔」，「守法」等，題目太窄不好發揮。 

③ 總結：論現代民主社會型態，公務人員的角色，需要具備那些操守與能力。 

 七  社會批判類型 

題目 

生活水準高低與否，除了以物質生活為衡量標準外，更重要的，還要視日常生活是否過得

有尊嚴而定。台灣的社會，物質生活堪稱富裕，生活的尊嚴，尚有很大改善空間，因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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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中，受到輕侮、不被尊重的事，屢見不鮮。例如，上車插隊搶位子；行車搶道，

不但不重視自己生命，也不尊重別人生命；在公共場所交談，沒有輕聲細語，無視他人存

在；在問政或言語溝通上，充斥語言暴力，不留口德。這些點點滴滴的行為和生活習慣，

充分顯示台灣需要一個謙讓有禮、互相尊重的社會，以提升國人的生活水準。請您以「台

灣需要一個相互尊重的社會」為題，闡述您的見解。（97 高考 三級） 

 

【審題方向】 

① 題目：「台灣需要一個相互尊重的社會」社會議題型。 

② 引文材料很多，可善加利用。 

③ 總結：社會議題型通常由反面批判切入，目前社會彼此都不尊重建立相互尊重社會

的重要性如何建立？ 

 八  時代議題類型 

題目 

數位時代來臨，大數據方法為用日廣，上自天文氣候，下至日用生活，工商百業，無不使

用大數據以立績效。公職人員制策施政，肩負國家社會進步之重任，不宜故步自封，應與

時俱進，不論處任何位階，或負擔任何職務，都應該主動學習，以提升行政效率，提高服

務品質。請以「如何因應大數據時代」為題。( 105 年警察二等) 

 

【審題方向】 

① 題目：「如何因應大數據時代」，時代趨勢類型。 

② 引言：數位時代，點明這是新時代的趨勢，大數據已經應用在天文、氣候、工商、

消費、犯罪防治等分析。 

③ 公職人員也要善用民意大數據，改進施政品質。 

④ 方向：由數位時代的大趨勢切入，說明現代大數據的應用，再提出公職人員要如何

善用？最後提出自己對於大數據時代的理解，利用大數據的利與弊。 

 九  人生價值觀 

題目 

飲水思源 

 

【審題方向】 

① 屬人生價值觀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感念先人，珍惜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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