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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文章架構規劃

考選部國家考閱卷規則第 25 條中，作文評分標準為「旨意詮釋」、
「見解」、「文詞」、「結構」、「書法標點及試卷整潔」。簡而言之，

就是文章的「義」與「法」。「義」包括「旨意詮釋」、「見解」，需掌

握題旨與素材；「法」則指「文詞」、「結構」、「書法標點及試卷整潔

」，以合宜的文章架構、文采，使內容有條理且優美。擁有好的文章框架

（法），可使文章內容（義）更加彰顯。

應考時應仔細推敲題目，抓住核心題意，「不離題」則作文即成功一

半。確定題旨後，於下筆答題前應規劃文章分段架構，避免偏離主題，使

文章符合「起承轉合」的基本框架。古人強調文章的「鳳頭、豬肚

、豹尾」，使開頭俊秀光鮮，主體充實飽滿，結尾則靈巧有力。切忌未事

先規劃段落分配便急著書寫，一般考生常見問題有「重複題目關鍵字」、

「段落不清」、「同言反覆」、「膚淺空談」等等，皆因未事先規劃段落

分配，信手書寫所致。改變這種不良的寫作習慣，作文將會有立竿見影的

進步。

最後一句叮寧：提醒自己「一段突出一種目的或主旨即可」（每段的

綱要一定要清楚、明確，不要放入太多主旨）。

鳳頭（首段，點明主旨；預示架構）：

首段居於文章之要處，於全文成敗具關鍵性地位，務須審慎。不宜過短

，或隨興起頭；亦不宜過度冗長，以致模糊焦點。

定義釋題法：以自己的定義解釋題目的意義，也可利用他人的定義，

須避免無意義的解釋或是白話翻譯。

所謂的「傳統」，指世代相傳，有傳承延續性質的社會因素，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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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道德、習慣、信仰、思想等等皆屬之。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現代

社會，新新族群多半認為傳統是一種束縛，固陋而迂迴，將之棄若敝屣

。但對我而言，「傳統」卻是一條與老祖宗對談的通道，它可使我們從

中汲取經驗與珍貴的文化資產。

上段文字中除解釋傳統定義外並對現代新興思潮對傳統的揚棄提出反

省，再進一步肯定傳統的價值。往下段落可由此進行延伸布局：

第二段 舉實例闡述在現代社會中哪些固有傳統逐漸消失，並對此進行

檢討。

第三段 舉實例證明仍有些傳統可在現代社會中被運用或參考，只要運

用得當，傳統仍可彰顯出現代的意義。

第四段 由「去蕪存菁」之角度，重申現代人該如何正確看待傳統。

開門見山法：直接說明題意以點破題目，讓讀者一目了然文章的中心

思想，又稱「破題法」，是最常用的一種開頭方式，也是最保險的方

法。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一個人能虛懷若谷，便不會自以

為是，便不會劃地自限。謙虛的人能坦然接受他人的批評，虛心接納不

同的意見。這種人多半待人謙恭和氣，平常姿態都擺得很低，處處吸收

他人的優點，讓自己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上段文字由「自我成長」與「人際關係」兩端談「謙虛」帶給人的好

處，從而體現此處世之道的意義與價值。往後的第二段與第三段即可分別

就「自我成長」與「人際關係」兩端進一步舉例闡述，尾段再重申「謙虛

」之重要或期勉自身努力修養「謙虛」之道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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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字彙片語準備技巧
背 誦 技 巧 注 意 事 項

字母順序法
依照 26 個字母的順序背誦單字與片語。本書即以字母順序編排

相關單字與片語，方便讀者背誦與記憶

隨性記憶法

一本字彙／片語書籍（或筆記），需用輕鬆的心情簡簡單單地背

過去，想背的做記號、不想背的略過；用這種方法，可以在短時

間內看完這本書，而不會永遠只停留在前幾頁，連翻到後面的機

會都沒有

結構記憶法

依據字彙／片語書籍（或筆記）的結構背誦。背單字／片語的方

法依每個字彙／片語的不同，可依據字根、諧音、形狀、例句等

來背誦

少量多餐法

單字／片語：一次不能背太多個，容易搞混

時間：一次不需用太長的時間來背，零碎時間恰好可以拿來利

用，但必須常常複習

多複習：利用可能浪費掉的零碎時間背誦單字／片語，背的時

候也可順便複習之前已經背過的，一天大約背 32 個，不需花

費太大的力氣，一年就可以背 1 萬個單字／片語了

圖像植入法
背單字／片語最直接的方式是圖像植入、搭配意境，以達到背誦

的最佳效果

02 重要字彙題庫練習

一、選擇題

The kind old lady housed the homeless and 　　　 and orphans.
 put  wore  clothed  had on

【台電養成】

：那位好心的老婦人提供房子給無家可歸的人住，並提供衣服

給孤兒穿。

：house 留宿、出租；orphan 孤兒；clothe 給……穿衣

、為……提供衣服（clothed 為過去分詞當形容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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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we need a 　　　 to understand the details.
 say  tell  talk  express

【台電養成】

：我認為我們需要談一下來了解細節。

：detail 細節、局部；say 發言權、意見；tell 告訴、命

令、辨識；talk談話、談判；express快車、快遞，表

達。



If you like performance, you can take 　　　 in our club.
 lot  part  participate  parcel

【台電養成】

：如果你喜歡表演，你可以參加我們的俱樂部。

：performance表演、演出、演奏；take part in 參加；club
俱樂部、會、社；participate 參加、參與（後接介係詞 in
）；parcel包裹。



Much of the waste produced by modern people can be reduced by
.

　　　.
 frugality  dump  recycling  circulation

【台電中油甄試】

：現代人所製造的廢棄物多數可以藉由資源回收而減少。

：waste 廢棄物、廢料；reduce 減少、降低；frugality 
節儉、儉省；dump 垃圾場、髒亂的地方；recycling 回

收；circulation循環、流通、發行量。



An 　　　 disease is usually caused by bacteria and can be spread
from person to person.
 inattentive  infectious  incidental  infinite

【台電中油甄試】

：具傳染性的疾病通常由細菌引起，而且會從一個人傳至另一

個人。

：disease 疾病；bacterium 細菌（複數形為 bacteria）；

spread散布、傳播、蔓延（特別注意.spread 的過去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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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間接法源與習慣法成立要件

下列何者是間接法源？

全民健康保險法 最高法院判例

國際條約 台南市自治規則 【地三】

：不成文法源又稱為補充法源或間接法源。包括：習慣法、

解釋、判例與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



習慣作為法源，除反覆實施之慣行外，尚須有下列那一項要件？

人們在規範上的確信 立法院的承認

司法院的認可 同一地區居民間的協議

【初等】

：關於習慣法之成立要件：

須為成文法所未規定的事項（民§1 參照）。

須為多年慣行之事實。

須有人們在規範上的確信。

須無背於公序良俗（民§2 參照）。



02 強行法與任意法

在法律適用上，有強行法與任意法的區別，下列何者多屬任意法？

刑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民法 所得稅法 【鐵佐】

：任意法係指法律規定內容，僅為補充或解釋當事人之意

思，得由當事人之意思自由加以變更或拒絕適用者，為

任意法。換句話說，任意法的適用與否則由當事人自行

決定。任意法的規定僅涉及私人利益，如民法、商事法

等私法性質的法律，則多屬任意法之規定，但仍有例外





3－4

，如民法第 179 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利益，致

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利益，即屬於強行規定。

強行法又稱為強行規定，是指法律規定的內容，不許依

當事人的意思加以變更適用。因此，對於強行法，不論

當事人的意思如何，應絕對適用。強行法的規定多與社

會、國家利益有關，比如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公法

性質的法律，多數規定屬於強行法。

03 公法與私法

下列何者為私法？

行政程序法 刑事訴訟法

民法 刑法 【經濟部職員】

：依據新特別法規說，立法者訂定法規之際所做的決定，若

基於公共利益之維護，將特定之範圍或某項規定從一般法

律規範及私法中分離，而成為特別法規，即為公法。若基

於私益之維護，即為私法。民法屬於私法；行政程序法、

刑事訴訟法、刑法則屬於公法。



04 普通法與特別法

有關民事訴訟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於法律而非命令 屬於程序法而非實體法

屬於特別法而非普通法 屬於國內法而非國際法

【地五（人事）】

：以事區分，凡廣泛適用於一般事項之法律，如民法或民事

訴訟法適用於一般民事，刑法適用於一般刑事，此時即為

普通法，錯誤。



05 擬制、推定與三段論、法律的解釋與補充

此一部分為法緒總論最熱門的考點，法律適用的過程中，必須先確定案

件事實。為了避免認定事實過程當中，發生舉證困難，因此有「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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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出申論題機率高，同學務必熟稔。

‧題目看到管理者角色聯想到 Mintzberg 的 10 個角色。

‧題目看到管理者能力聯想到 Katz 的 3 個能力。

‧題目看到管理功能與企業功能的關係聯想到管理矩陣。

‧另外效率與效能比較以及管理者角色最好可以記個例子（因為有考

過）。

01 企業管理

企業：

是由一個人或一群人所組成的組織，主要活動是取得並運用生產要素，

提供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或服務，以追求利潤為最終目的。按投資者

型態，企業分成：獨資、合夥、公司。（公司分成無限公司、兩合公司

、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

企 業 類 型 內 容

獨資 獨資就是由個人出資，獨立經營的一種組織

優點：

成立與解散容易

經營管理單純

經營成果獨享

缺點：

籌資不易，企業規模受限

業主負無限清償責任（風險大）

事業生命有限

晉用人才不易

合夥 2 人以上互約出資以共同經營事業之契約

優點：

較多的財務來源

較多的人才

企業生命較長

缺點：

合夥人須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風險大）

利潤由合夥人分享

合夥人意見不合，易生衝突

結束經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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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優點：

股東風險有限（無限責任股東

除外）

資金來源較廣泛

投資與結束投資容易

企業存續時間較長

缺點：

股東間接控制

利潤共享

組織複雜、決策較慢

機動性較差（股東會、董事會召

開並決議）

無限公司
2 人以上股東所組織之公司，股東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風險

大）

兩合公司

指 1 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 1 人以上有限責任股東所組織之

公司。無限責任股東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有限責任股東其出

資額為限負有限責任（風險中）

有限公司

由 1 人以上股東所組織之公司，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負有限責

任（風險小）

：組成人數要求最低

股份有限

公 司

2 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 1 人所組織之公司。股東就其

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風險小）

選擇題（企業概論）

由一人以上股東組成，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稱為下列何者？

無限公司 有限公司 兩合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相較於其他型態的所有權，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優點是：

有限責任 組織簡單 利潤獨享 決策迅速



依據我國法律規定，下列那一種企業組織不具有法人資格？

無限公司 合夥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企業網絡（Network）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下列何者不屬於其中？

資源相互依賴 簡化內部組織

降低外部不確定 提高退出障礙

：企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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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價格機能與機會成本

價格機能：

經濟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為資源的稀少性。

經濟問題主要是透過價格機能來解決：

價格機能即亞當斯密所謂「一隻看不見的手」。

「一隻看得見的手」指政府的干預。

取得時不用支付代價的財貨，稱為自由財；須支付代價的財貨，稱為

經濟財。

以消費者的愛好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一般稱為消費者主權。

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是指：放棄的其他用途中價值最高者。

與目前決策無關的固定成本，稱為「沉沒成本」或「套牢成本」。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指作任何事都會有機會成本發生或即使私人

成本為零但社會成本仍然為正。

經濟成本與利潤：

經濟學上所稱的成本，是指機會成本而言。其內容包括外露成本與內

含成本：

外露成本是指生產者因使用他人的生產因素所須支付的代價。

內含成本是指，生產者因使用自己的生產因素，不必以貨幣對外支

付而實際應負擔的成本，或因使用自己的生產因素於生產活動而必

須「少賺」的收入，又稱「正常利潤」，為讓生產者長期間願意繼

續生產的最低報酬。

經濟利潤：

經濟利潤總收益經濟成本

　　　　總收益（外露成本內含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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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收益外露成本）內含成本

　　　　會計利潤內含成本

經濟利潤為零，表示沒有超額利潤存在，但仍有正常利潤。

經濟地租：

因素所有者實際所得超過其機會成本（移轉賺額、供給價格）的部

分，稱為經濟地租。

短期間使用土地的報酬，全部為經濟地租。

02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經濟學的意義：

經濟學是指研究如何作選擇的社會科學。

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

個 體 經 濟 學 總 體 經 濟 學

研究對象
經濟體系的個體，如消費者（家

計單位）、生產者（廠商）

經濟體系的總體，如整個國家

社會

研究內容
消費、生產、分配與價格 所得、就業、利率、國際收支

、物價水準與經濟成長

研究中心 價格（所以又稱為價格論） 所得（所以又稱為所得論）

代表學者 馬歇爾 凱恩斯

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

實 證 經 濟 學 規 範 經 濟 學

要 義 說明事實與因果的本質 探討應該如何的問題

釋 例
各種經濟現象與法則，如供需法則…… 成長與穩定孰重

成長與環保孰重

又 稱 唯真經濟學 唯善經濟學

學習經濟學常犯的三種謬誤：

合成的謬誤：以偏概全的謬誤。

分割的謬誤：以全概偏的謬誤。

因果的謬誤：看到兩事件先後發生，就以為其必有因果關係。

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

靜態分析：討論同一個時間下均衡存在的問題。

比較靜態分析：討論外力干擾下均衡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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