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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審題原則與步驟
1-3 審題策略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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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確認題型

 面對泛就業的國文作文考試時，應先對其題型有初步的認識。從歷屆泛就業考

試的國文作文題型來看，大體可分為「傳統式作文」（或稱命題式作文）與「引導

式作文」（或稱限制式作文）兩種類型的出題模式。

傳統式作文 ▍
 「傳統式作文」指的是沒有提供任何引導說明線索，或相關之閱讀資訊的作文題

型，通常以單一詞語或句子為題，要求考生依題敘寫、論述之測驗方式。台電國文論

文即多屬此類，如「談分享」（107年5月）、「我的座右銘」（107年12月）、「談終

身學習」（106年）、「成長」（105年）……等。這類題目由於命題者只提供有限之字

句，未給予任何引導或說明文字規定考題之寫作方向，因此考生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本類題型，只要不偏離題意，可自不同角度撰寫，如民國105年台電第一次考試

的國文論文題目「成長」，考生可以從「如何成長」、「成長的好處」、「成長的經

驗」等不同面向切入，選擇自己較能掌握的面向書寫。正因為此類題型本身無任何條

件限制，只要能抓到其大致之命題意旨予以書寫即可，故又稱作「命題式作文」。'

引導式作文 ▍
 「引導式作文」指的是提供考生一些寫作思考或下筆方向等引導說明文字的題

型。這類題型最後雖然也會明確給予單一詞語或句子為題，看似與傳統式作文相

似，但其實還是有極大之差異。因為「引導式作文」已於說明文字裡，限制了考試

的寫作訴求與論述方向，考生也就無法再如傳統式作文那樣自由發揮。本類題型，

通常會給予相關資訊（如名人警句、書本摘要、文章報導、故事情境）作為論述依

據。以107年台北捷運國文論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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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演練1

題目：「跑道」可以提供飛機航班起落，也可以是田徑、滑冰種種比賽的場地。人

生同樣有千百條不同形態的「跑道」，可能曲徑通幽，可能荒榛密布，也可能大海阻

隔，總之一段從A 至B 的路程，不可能永遠是康莊坦途，或許一條岔路就改變了一生

的軌跡。試以「跑道」為題，作文一篇，抒寫自身的體悟。（107年關務四等考試）

步驟●1 首先，先確認本題題型。

步驟●2 其次，把本題題目圈起來，並把它寫下來。

步驟●3 接著，找出本題的關鍵詞語或句子。

步驟●4 最後，掌握其深層語義以得出題旨。

參考答案 

1. 本題屬「引導式作文」，即命題者透過引導式的說明內容，限制考生寫作方

向，又稱限制式作文。

2. 本題題目為：「跑道」。

3. 本題關鍵詞語為：「人生同樣有千百條不同形態的『跑道』」。

4. 本題的深層語義：跑道不只是有形的道路，它同時也代表了人生各式各樣的

處境與際遇，透過個人的經歷，從而體悟出人生軌跡改變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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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立意示範：明確的中心思想

題目：請以「興建桃園大眾捷運系統之必要性」為題，寫作一篇短文，文

長不得少於350字，但也不能超過550字。（100年度桃園捷運甄試）

（中段舉例）為什麼桃園捷運有興建之必要性呢？第一、桃園有國際機

場，居交通要塞，國內外旅客在進出機場時搭乘捷運，省去私人轎車接送

的麻煩，省時省力；且大眾運輸系統環保，是一國際化機場應有的聯外系

統，能讓國內外旅客有良好印象。第二、綜觀國內外第一流大都市，如東

京、紐約等都市，都有捷運，顯見大眾運輸工具是先進城市的指標，桃園

為台北衛星城鎮，眼光放遠，提早做好都市規畫並興建，開風氣之先，甚

可作為國內各城鎮指標。第三、捷運系統興建時，需求工程人力、工作勞

力，興建完成後，亦需維修保養、服務人才，在一片低迷的景氣下，可刺

激就業率。

圍繞著「桃園捷運興建之必要性」，提出一個又一個切合的論述材

料，清楚而明確地提供讀者或閱卷者文章的中心意旨。
評述

錯誤立意示範：離題的論述內容

題目：請以「興建桃園大眾捷運系統之必要性」為題，寫作一篇短文，文

長不得少於350字，但也不能超過550字。（100年度桃園捷運甄試）

（中段舉例）為什麼桃園捷運有興建之必要性呢？那是因為桃園有國際機

場，桃園的國際機場可以說是我國連接國際的門戶、飛向世界的窗口，若

要成為起迄與轉運均衡發展之東亞樞紐機場，機場亦應提供優質便捷之客

貨流通環境。桃園國際機場還被桃園航空城產業聯盟認為是亞太地區地理

位置最為優越的機場之一。由於有機場作為交通要塞，使得我國國內外旅

客能有便利之交通。……

本段明顯離題，從「桃園捷運興建之必要性」寫到「桃園機場的重要

性」，如此一來不但失卻論述主軸，更易使結構看起來雜亂無章。
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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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

 電影《阿甘正傳》裡的阿甘看似傻氣，遇到事情只能「跑」。他用跑步逃離

同儕的霸凌、贏得體育獎學金進入大學、進入明星橄欖球隊、化身戰爭英雄，甚

至還從出生的小鎮出發，直至大海的盡頭，一路跑了長達3年2個月14天又16個

小時。阿甘一路向前奔跑，跑過了人生的生離死別、跑過了生命諸多關卡，而這

條「跑道」上不盡然是康莊大道，有時也會遇上崎嶇之途，或是一段段意外岔出

的小徑。其實，現實人生不也是如此？只要我們活著，時間就不斷向前移動，把

我們推向人生的「跑道」上，而未來也就在這條道路上逐漸開展。

 對我而言，人生是一段意義的追尋，就好像是在「跑道」跑著、尋找一個

目標，而這樣的過程很少是一條直線，大多時候的情況是曲折或迴繞而進的路

線。我們對於人生的設想是：一路讀到大學畢業，出社會就業，工作後靠著努

力從基層做起最後一路攀升到更高的人生成就。可是人生不是考試也不是設定

好的階段性成長歷程，它不會永遠是一條直線，有時候是彎彎曲曲的路徑，有

時候甚至會走上回頭路。在人生探索的這條「跑道」上，我們都是以更趨近於

目標而前進。因為目標和跑道都是動態的，它是隨時需要調整、隨時需要變動

的。以準備國考為例，最終目的是題名金榜，但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不少阻礙，

像是個人無法駕馭學科、情場上遭受打擊或是家人生病、逝世等，都會造成個

人在人生「跑道」的停滯或是折返。又或是遇到考科變動、參加的考試停招

等，考生只好變換考試類科，跑向另一條岔路。因此，每當我們遇到困境時，

就需要花一點時間思考、分析自己為什麼要跑？我們到底想追尋什麼樣的人生

意義？當我們調整好自己的目標，重新跑上「跑道」，前方的路徑也就有了一

些變化。

 人生的「跑道」就是在不時和自己對話、不斷探尋意義的過程中，一段一

段地被慢慢跑出來的。當我們在國考路上調整個人的目標時，就是在和自己進

行對話。第一次參加國考時，由於本身是文組出身，認為文化行政的應試科目

範文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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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較熟悉、較能掌握的考科，而且讀起來也非常有興趣，所以我選擇了該類

科。只是，參與國考的兩年期間，不斷遭受打擊，最後還以零點幾分的差距落

榜，心灰意冷之下便退出了國考考生的行列。然而，找了別的工作之後，仍會

不斷問自己：「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嗎？」因此，在外頭工作了兩三年以後，

又回頭參加國考。但是這次我重新評估了目標，後來選擇了開缺穩定、錄取人

數較多的行政類科。同時，我重新檢視自己過去的閱讀習慣，修正過去追求完

美、做學問的讀書心態，調整成以考試為主、勤加練習的態度。此外，還進一

步對國考有更深的瞭解與體悟：「國考不只是一場考試，而是個人對人生意義

的對話與追尋。」以不同心態和目標面對國考以後，發現這條「跑道」，儘管

在途中有所折返或是岔了出去，卻因而出現了不同的風景，在這樣的改變裡，

個人甚至還從中獲得了成長。

 「跑道」可以提供飛機航班起落，也可以是田徑、滑冰種種比賽的場地。

這些「跑道」，很多時候還可能起起落落。就像是人生，同樣有著千百條不同

形態的「跑道」，可能曲徑通幽，可能荒榛密布，也可能大海阻隔。總之，人

生是一段從A至B的路程，不可能永遠是康莊坦途，更多時候是迴環往復的旅

程。有時，還會岔出不同的風景，形成不同的人生軌跡。然而，不管如何，這

都讓我們的生命中的景色更為多元、讓人生的意義更為豐富！

藉由上揭示範可以略窺「跑道」的寫作思路。首段從具體的跑道開始，聯

想到人生的跑道，說明：「只要我們活著，時間就不斷向前移動，把我們

推向人生的「跑道」上，而未來也就在這條道路上逐漸開展。」

在第二段裡，藉由跑道的特性帶出文章發展：「對我而言，人生是一段意

義的追尋，就好像是在『跑道』跑著、尋找一個目標，而這樣的過程很少

是一條直線，大多時候的情況是曲折或迴繞而進的路線。」

到了第三段，進一步闡述：「人生的『跑道』就是在不時和自己對話、不

斷探尋意義的過程中，一段一段地被慢慢跑出來的」，而不斷對話的過

程，其實也為我們帶來許多不同的風景。

最後，以題目所給的線索總結全文，如此便是一篇具抽象思考的深刻文

章。

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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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文章開頭

   ❖論說文：  說明題目的意義或重要性，以及題目之中心思想，同時，

最好能在本段點題。

  ❖記敘文：  透過某一物品或景物作為開始，並於本段點題，用以提醒

自己寫作之立意，並聚焦閱卷者之目光。

承
 承續首段

	❖論說文： 承續首段中心思想而來，進而提供論證實例，而本段則多

採正面實例以論述自己的觀點或見解。

  ❖記敘文： 承接首段而來，進一步帶出與之相關的個人經驗。

轉
 文章轉折

 ❖論說文： 舉出反例，進行反面論述，藉以證明自己論點之正確

性。

 ❖記敘文： 事件發展的轉折，用以增加文章的精彩度，同時寫出

該事件所給予的啟發或感悟。

合
 文章結尾

 ❖論說文： 將全文作一總述，同時加以點題，並期勉能達成

文章之意義或中心思想的正面效益，並朝向美好

的願景前進。

 ❖記敘文： 回到首段的物品或事件，以正面的人生態度作

結。

 如果說本書的「題型與審題」是教讀者找出正確思路，「立意與構思」是教讀

者把題旨用精簡的話語寫出，那麼到了「段落與結構」就是協助讀者謀篇布局，用

架構性的方式快速地生產出一篇考場作文。相信透過此一架構為文，讀者下筆時將

容易許多。至於謀篇布局的實際操作內容，下節將以本架構為綱，搭配應試實務上

的題型，進行更詳細的分析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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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座右銘

 我喜歡英文座右銘「mottor」的詞義。「mottor」一詞來自拉丁語「muttire」，指

的是不時低喃以銘記於心的話語。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座右銘，用以警

惕及策勵自己，有些甚至影響人們一生，而我的座右銘則源自於某位教師課堂上的啟

發。

以「座右銘」的英文作為線索，從而帶出本文中心思想：「每個人都有一

個屬於自己的座右銘，用以警惕及策勵自己」，最後總結：「有些甚至影

響人們一生，而我的座右銘則源自於某位教師課堂上的啟發」，並作為下

段之開展。

 幾年前，我報名了一系列的心理學課程。當時會參加，最主要是希望能學習心

理學知識，好應付研究所考試，然而，沒想到，竟讓我有了生命上的成長。那個時

候，我正好處於人生低潮時期，在家待業、國考失利，再加上親人逝世，對於人生

感到相當迷惘。總覺得未來沒有什麼希望，甚至認為自己是十足的魯蛇（loser）。

幸好，教授心理學的老師，不像其他老師只授予課本上的知識，很多時候，她會提

供個人的生命故事作為學生參照的範本。她還提到自己如何遭遇挫敗、如何重新振

作，並送給我們一句話：「打不倒你的將使你更堅強！」

承接首段而來，採正面論述，進一步舉出座右銘的實例，同時說明它如何

與個人生活經驗發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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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倒你的將使你更堅強！」這句話深深觸動我心，它說明了一個人生命韌

性與復原力的必要性，同時也是對抗任何困境最好的態度。後來，我便拿這句話來

面對人生困境。每當我考試失意時，我會用這句話勉勵自己，畢竟，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而每次的挫敗如果都能從中學習教訓，那麼，我們無形中其實也在不斷

成長與茁壯。因為這句話，讓我在面對絕境時，能重新爬起來，以樂觀的角度重新

審視自己的人生，從而也給予我力量，再次面對人生的考驗。儘管研究所考試最後

沒有考上，但卻考上了國考人事行政類科，讓我體會到了人生堅持到底的重要性。

本段記敘生活過程中的轉折，說明「座右銘」對自己人生的影響，如何造

成人生上的轉折，並為自己帶來成長與深刻的體悟。

 或許，會有人說：「座右銘不過只是一句話，真的能影響一個人嗎？」的確，

座右銘表面上看起來確實是一句話而已。然而，如果你願意親身奉行，那麼，它便

不只是文字，同時也是一個人的生命實踐，甚至成為困境時的指南針，帶你走出迷

途、找到人生的出路。

回總結全文扣緊題旨，最後以美好的願景作為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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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次

全國各級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類別：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試論如何結合地方特殊物產與文史特色以推動臺灣農業
之未來

 C題型與審題

本題為「傳統式作文」，還是「引導式作文」？如果是「引導式作文」，有哪些需

要注意的限制條件？試著運用本書所提供的審題步驟與策略進行練習。

 C立意與構思

試著運用本書所提供的立意原則與策略找出本題的中心思想，並進一步構思本文之

寫作方向。

 C段落與結構

本文該如何安排？試著運用本書所提供的寫作模組，進行段落與結構上的安排，並

開始下筆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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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結合地方特殊物產與文史特色以推動臺灣農業之未來

 為因應經濟國際化、自由化的衝擊，故近年來乃以市場導向為原則，調整

農業結構。而我國農業亦逐漸脫離傳統思維，轉向具本土特性、市場競爭力、

高附加價值、低社會成本的產業發展。因此，「如何結合地方特殊物產與文史

特色以推動臺灣農業之未來」，實為當前農業發展所應思考之課題。

 農業為國家發展、人民生活及生態保育的基礎。農業的成長，不但充分供

應國內所需糧食，同時外銷的農產品亦對工業經濟發展貢獻至鉅。唯九一年元

旦我國加入WTO，依承諾逐年推動經貿自由化，從而促使臺灣農業面臨國際

化競爭的景況，但危機就是轉機，這其實也是農業轉型的契機。因此，農業政

策必須將過去以提升農業生產力為核心，轉變為以提升農業競爭力為主軸，促

使農產品朝向「以知識的市場化與商品化，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增加農民

所得」的方向發展，以推動農業之新未來。

 所謂的「知識的市場化與商品化」，其實就是「結合地方特殊物產與文史

特色」。其作法為針對地區農業特色篩選核心知識或競爭能力，整合農業產業

價值鏈，結合農業生產、生活、生態、地方文化特色、行銷策略與農業生產科

技等知識，創造競爭利基與優勢。例如利用當地農畜產品加工而形成特產，像

是大甲芋頭、白河蓮花、屏東椰子、新竹貢丸、金門貢糖、員林蜜餞等。又或

是結合文化藝術而生的工藝產品，諸如鶯歌陶瓷、三義木雕、白米木屐及美濃

紙傘等。無論是地方特殊農產品或是具文史特色之工藝品，皆充分流露出濃郁

的農村氣息與文化特色，為農業轉型帶來新契機。

 臺灣農村有多元的田園景觀、自然生態，以及豐富的農村文化與歷史特

色，近年來更成為國人假日時的休閒度假熱門景點。若能「結合地方特殊物產

與文史特色」，發展地方特色，提高農產品之附加價值及貼心的服務必可創造

出濃濃人情味的鄉村魅力，進而推動臺灣農業之未來，並開創新的收入且實質

活絡農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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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次

全國各級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類別：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全國農會因應各級農會及農民課程需求，將訓練資源回饋基

層，故舉辦【行動農學園‧全農種好田】農業技術加值系列講

座。五月的講座將先後在南投仁愛與台南麻豆農會，邀請專家

學者講授蔬菜及果樹(文旦柚)田間栽培管理技術；在花蓮壽豐
農會則邀請擅長食品加工實作的講師，教授學員利用在地農產

品作多元加工利用。

試擬中華民國農會致各直轄市農會、縣市農會函，請其公布訊

息並鼓勵農民與農會相關業務人員踴躍報名參加。隨函並附三

場講座之詳細時間、地點、講題與講師資料表，供有意報名者

參考。

 C本題應使用何種公文格式書寫？

 C本題發文單位與受文單位為何？

 C本題的主旨為何？

 C本題的說明應如何書寫？

 C本題的辦法應如何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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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精
選
試
題
與
演
練

範文觀摩

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農會 函 
地址：00000ＯＯ市ＯＯ路 000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00000 

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 000號 

受文者：○○市農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年 00月 00日 

發文字號：ＯＯ字第 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主旨：請協助轉知公布「行動農學園‧全農種好田」講座訊

息，並鼓勵農民與農會相關業務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希照辦。 

說明： 

一、 為因應各級農會及農民課程需求，並將訓練資源回饋
基層，故舉辦「行動農學園‧全農種好田」農業技術

加值系列講座。 

二、 本系列講座五月份將先後在南投仁愛與台南麻豆農
會，邀請專家學者講授蔬菜及果樹(文旦柚)田間栽培

管理技術；在花蓮壽豐農會則邀請擅長食品加工實作

的講師，教授學員利用在地農產品作多元加工利用。 
三、 五月份三場講座之詳細時間、地點、講題與講師資料

表，請參見本函所附簡章，並轉知有興趣者踴躍報名

參加本系列講座。 
四、 檢送「【行動農學園‧全農種好田】農業技術加值系

列講座簡章」1份。 

 
正本：各直轄市農會、縣市農會 

副本： 

總幹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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