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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荀子．勸學》篇有「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意指學習者： 
自立自強的重要 明辨是非的重要 順其發展的重要 外在環境的重要 

2 寒舍簡陋，招待不周，尚祈「」 家嚴九旬壽辰敬備「」，恭請闔第光臨 學生才疏識淺，

論文不妥之處，敬請「」 
上述各組文句中「」的詞語，依序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不棄／湯餅／惠閱 大駕／素儀／存翫 海涵／桃觴／斧正 惠顧／喜筵／雅正 

3 書信中稱人父子，當作： 
賢伉儷 賢昆玉 賢君子 賢喬梓 

4 下列各組成語，何者並非意義相反？ 
大智若愚／鋒芒畢露 探囊取物／海底撈針 望文生義／郢書燕說 昭然若揭／諱莫如深 

5 關於「桃李」的涵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樹桃李」是指桃樹李樹 「桃李春風」是比喻良師的教導  
「桃李門牆」是指生徒受教的師門 「桃李滿天下」表示所培育的學生人才眾多 

6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自去年一別後，他與好友今日終於「狹路相逢」 為爭取登臺機會，每個人莫不使出「渾身解數」 
每到假日，她總與三五好友到 KTV「弦歌不輟」 小人做事往往「行不由徑」，令人實在不敢恭維 

7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他在法院的證詞前後不一，真可以說是「虎頭蛇尾」  
處理問題應該有照看全局的視野，不能「目無全牛」 
大家若能夠團結一心，必可發揮「三人成虎」的力量  
看到同事相繼被裁員，使他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8 「一」往往隨前後文句而產生不同的字義。下列文句中的「一」何者表示全數、完全？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  
「天下惡乎定？」……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9 關於年齡的說法，下列那個用法有男、女之別？ 
耄耋之年 黃口之年 總角之年 及笄之年 

10 教師節前夕，如果寄信向老師請安，下列信封中路，何者書寫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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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當公務尚處未決階段，仍需磋商、徵詢意見或協調、通報時，最適合使用下列那一種公文類別？ 
函 書函 便函 公告 

閱讀下文，並回答第 12 題至第 13 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

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

葡萄入漢家。」（李頎〈古從軍行〉） 
12 以下選項，何者不是此詩述及之文義？ 

邊疆軍旅生活的繁忙 從軍生活的艱辛無奈 軍中音樂的肅穆幽怨 邊陲環境的淒冷酷寒 
13 詩中末尾兩句「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主要揭露何種思想？ 

對主帥窮兵黷武的深刻諷刺 對君王草菅人命的深沉控訴  
對君王好大喜功的片面讚賞 對將領捨身衛國的無限同情 

14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

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孫臏）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

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史記．孫子

吳起列傳》） 
下列關於本文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孫臏明於兵法，因而可以免於刑罰  
吳起說武侯，認為亂世應以嚴刑峻法治國  
《孫子》十三篇為世所稱道的兵法名著，《史記》亦詳加評論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本文主要印證了後面一句 

15 文化部無法配合學生社團活動場地申請，回復文書應使用下列何者准駁語較為恰當？ 
未便照准 歉難同意 應從緩議 礙難照准 

16 民主時代，對於主管與下屬的關係由古代無條件服從的「愚忠」，轉變成一種相對應的關係。下列

古人所言的君臣關係，較符合現代觀點的是： 
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17 關於公文格式用語與規範，下列選項何者有誤？ 
機關對團體稱「貴」  
「咨」為總統與立法院公文往復時使用  
對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而言，上級稱「大」  
「說明」為「簽」之重點所在，應針對案情，提出具體處理意見，或解決問題之方案 

18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

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根據上文，可知作者認為： 
伯樂亦不知馬 識馬的伯樂難尋 千里馬的培養很困難 世上並無真正之千里馬 

19 下列有關公文用語的說明，何者正確？ 
向上級機關或首長請示案件時，可用：「請核示」  
審核或答復平行機關請求時，可用：「如擬」、「准如所請」  
請下級機關知悉辦理之期望目的語，可用：「請查明惠復」  
於審核或答復受文者請求時，對下級機關可用：「同意照辦」 

20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

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

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讀孟嘗君傳〉）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本文意旨？ 
孟嘗君是雞鳴狗盜之首領 雞鳴狗盜是一種偽裝以掩人耳目  
本文主旨在說明孟嘗君不能得真正的賢士 賢士不來是因為不願與雞鳴狗盜之徒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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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

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宋濂〈送天台陳庭學序〉）

此段敘述主要表達： 
慨嘆有生之年，沒有功成名就，並輔佐聖君 悲嘆兵荒馬亂帶來的破壞，以及學業未完成  
感慨平生沒有把握機會遊歷四方、增廣見聞 嘆息因為年老體衰，無法為今聖主安定天下 

22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

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

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遂烹彘也。 
下列選項，最能表達曾子在本段文字所要強調的觀念是： 
言教不如身教  言必信，行必果  
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忍殺生 盛怒勿答人書，盛喜勿許人願 

23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

『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

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

元方入門不顧。」（《世說新語》）下列有關本故事之說明，何者最正確？ 
陳元方之應對：機智方正 元方入門不顧：過猶不及  
友人慙而引之：矯揉造作 友人失約而慙：前倨後恭 

24 下列文句，那個選項的重點無法形容音樂強烈的感染力？ 
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 

25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於民國 104 年 10 月發函市內中小學，辦理某某研習活動，於「說明」處的

文字如下：「□教育部 104 年 4 月 29 日臺教社（二）字第 999999 號函辦理。」請問，□內的用語

應為下列何者？ 
依 復 據 查 

26 豐子愷在〈漸〉一文中提到「朝為青年而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驚訝、感慨、悲傷，或痛感人生的

無常，而不樂為人了。」下列詩中所懷情感，何者與之相近？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 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 

27 「在高手如雲的競技場中，具備基本的知識與能力，是充分且必要的條件。最終的獲勝者，必然是

能在各種情境下依然穩定優異表現的人。然而，很多難分高下的競賽中，有時需仰賴對手的失誤，

方能勝出。」以上文意，旨在表達： 
永不放棄的毅力 追求嚴謹的重要 力求勝出的精神 應對能力的基礎 

28 有部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我很喜歡。電影描述剛進大學、任性又主動的新鮮人如何讓

世界繞著自己轉。戲中，女主角楊子姍從大一到大四、到職場、到成為輕熟女、到熟女，青春愈來

愈遠，人生愈來愈辛苦。她感嘆：「我們都應該慚愧，我們都愛自己勝過愛愛情。」該慚愧嗎？未

必！愛情固然重要，可能有不同的愛情，自己卻只有一個、只能走一趟。她與無數的年輕人一樣，

揮灑青春，肆意追求、熱戀、掙扎、分手，把握短暫的青春。 
下列敘述何者最接近文旨？ 
我們不應該愛自己勝過愛愛情 短暫青春終將逝去，只留給人懷念  
不贊同女主角讓世界繞著自己轉，揮灑青春 青春易逝要用心把握，大學四年不能輕易揮霍 

29 「世界上稱得上偉大的書，絕大部分是艱深難讀的。……偉大的著作，才足以提昇我們的心智能力，

在學習中使思考獲得最佳的鍛鍊。」（韋政通《中國的智慧》）依上文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艱深難讀的書總是偉大的 要砥礪心智，就只能讀偉大的書  
艱深難讀的書，必能提昇我們的心智 讀偉大的書，足以提昇心智，鍛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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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莎士比亞劇作《裘力斯．凱撒》寫道：「凱撒問勃魯托斯：『幾點鐘了？』勃魯托斯答道：『凱撒，
已經敲過八點啦！』」這位偉大的戲劇家肯定忘了，奏鳴報時鐘是遠在凱撒死後的十四世紀才被發
明出來的。（方彤譯《不可小覷的失誤》）由此看來，莎士比亞所犯的錯誤是： 
以古度今 不識時務 時空錯置 誤失機宜 

31 下列關於古典小說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聊齋志異》為章回體小說，寫仙狐鬼魅的奇行怪事  
傳奇小說中的「傳奇」是「傳述奇人異事」的意思，始見於明代  
《三國演義》中所描寫的人事物，大多有所根據，作者是吳承恩  
《儒林外史》揭露舊禮教與科舉制度的弊害，如〈范進中舉〉含有諷刺世情的意味 

32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下列選項與本段文字
觀點最相近的是：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交人交心，澆樹澆根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33 下列選項中，各組「」意義相同的是： 
我願是滿山的「杜鵑」，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蔣勳〈我願〉）／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

「杜鵑」（李商隱〈錦瑟〉）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鄭愁予〈錯誤〉）／「東風」不與

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杜牧〈赤壁〉）  
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賈誼《新書》）／「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陶潛〈移居〉）  
「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枯籐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天淨沙 秋思〉） 
34 現代社會認為「個人」、「社會」、「國家」是共同體。下列選項符合此觀念的是：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35 作者面臨兒子驟逝、天人永隔的傷痛，其文云：「我同時檢視三年前朋友針對這一傷痛意外寫來的
信。發覺能安慰人的，不是『請節哀』、『請保重』、『請儘快走出陰霾』的話，而是同聲一哭的
無助。」請問下列何者與「同聲一哭」的情境最遠？ 
有一種痛是徹骨的，有一種傷是永難癒合的  
人生路上布滿地雷，人人難免，我於是越老越宿命  
人在最難過的時候，別人是無法安慰的，所有的語言均變成多餘  
我們沒有不碰面的，現在只是一時錯開，輪迴碰到的時候就又結合了 

36 「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
外。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裏的，可是
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
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這比瞭望將來要更
明晰、親切。」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這段話的意旨？ 
防止這時代的崩壞，比起瞭望將來更為重要 人因時代改變而驚慌，常抓住古老記憶自保  
新時代來臨初期，新事物面目往往不夠清楚 時代變遷中，欲掙脫舊時代的影響實屬不易 

37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下列有關李煜〈破陣子〉的說明，何者錯誤？ 
前半描繪李煜亡國前，生活安樂，未曾戰爭  
後半敘述李煜亡國後，憔悴消瘦，不堪回首  
詞借前半安樂與後半憔悴的對比，凸顯亡國的悲慟  
詞的前與後雖為對比，但重心在不捨離開教坊與宮娥 

38 杜牧〈金谷園〉：「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詩
中意象何者不屬於「繁華事散」的怨情範疇？ 
落花 啼鳥 草自春 墜樓人 

39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蹰。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全曲意旨在何處？ 
山河表裡潼關路 傷心秦漢經行處 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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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邱坤良〈這邊港與彼邊港〉：「…全南方澳人都圍繞著南方澳港生活，我家附近的人稱自己所在位

置叫『這邊港』，對面叫『彼邊港』，同樣地，『彼邊港』的人也稱自己在『這邊港』，而稱我們

在『彼邊港』…我小學時代…每天放學排隊回家，走出校門長巷，分別從漁港兩側回家，『這邊港』

的回『這邊港』，『彼邊港』的回『彼邊港』，有時還會互相叫陣，約好晚上到沙灘或山上曠地摔

角相撲…『這邊港』、『彼邊港』的對抗，在我小學畢業到蘇澳上初中之後，便消失於無形…南方

澳人就是南方澳人，誰管你『這邊港』、『彼邊港』…等到人在國外生活，宜蘭人當然也跟來自雲

林、臺北、高雄…的人一樣，都以『臺灣人』自居…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主觀的『這邊港』，也排斥

『彼邊港』，但是，一旦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港口，便會隨時容納原來的『彼邊港』。」本文所要表

現的主旨是： 
人群社會的現實，讓來自鄉下的孩子，或者出國求學的臺灣人，覺得地域區隔是沒有必要的，要

團結對外才能生存 
雖然南方澳人有「這邊港」與「彼邊港」的差別，但是共同生活在港邊，有著共同的記憶，一旦

出外，也就能夠團結合作  
作者的童年生活，喜歡與別人叫陣，挑戰摔角、相撲，充滿暴力傾向，但隨著年齡增長、學會包

容，人際關係也就改善了  
隨著人生經歷不同階段，生活視野與人際網絡逐漸擴展，而群體認同的態度也就更開闊，許多人

我之間的界線也就消除了 
41 「悲觀的人埋怨風向，樂觀的人期待風向改變，踏實的人則調整風帆。」以下何者與此段話的意旨

最不符合？ 
路不行不到，事不為不成 田好靠人種，船快靠人划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 

42 顏之推《顏氏家訓．慕賢》：「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

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於染絲，是之謂矣。」關於本段落的解讀，下列何者有誤？ 
芝蘭，比喻良善的朋友。鮑魚，比喻邪惡的朋友  
聖賢難得，本當及時仰慕學習，然而年少交友，必須審慎選擇對象  
熏漬陶染，意謂煙燻、醃漬、燒陶、染布。環境學習，潛移默化，自然生成，難以回復  
墨子悲於染絲，意味人應保持樸實無華的本心，可免於進入人群中，被社會的大染缸所汙染 

43 「臺灣花蓮也是我們的故鄉，因為我們在那裡出生的啊！」灣生桑島靜子牽著我的手告訴我說。 
不只是桑島奶奶，還有更多、更多的灣生也是這樣對我說！ 
關於日治時期，歷史所留下的是紀錄。但我希望我所能記錄的，是人與人以及人與土地之間，不因

時間、空間所分離的情感。可是在和時間賽跑下，無奈許多灣生在拿到臺灣出生戶籍謄本前，就已

先收到了日本死亡證明。（節選自：田中實加《灣生回家》） 
作者所云「和時間賽跑」，指的是： 
渴望回到過去，留住青春 歷史的紀錄，永遠是賽跑的勝利者  
被遣返日本多年的灣生，正一一凋零 人類終究是健忘的，永遠跑輸給時間 

44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匕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

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嘷而後食，且食而且嘷。

主人詬於上，而狗嘷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

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關於「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的意

思，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暴飲暴食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 白吃白喝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  
只重吃喝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 好吃懶做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 

45 承上題，本文主旨用下列何者來形容最恰當？ 
厚顏無恥 推己及人 人貴自知 物以類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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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晉侯、秦伯圍鄭。鄭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

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捨鄭以為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

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

圖之。』」（左傳〈燭之武退秦師〉）請問下列何者不是燭之武說服秦伯的理由？ 
亡鄭有損於秦 捨鄭有益於秦 亡鄭不利秦晉 亡鄭有利於晉 

47 「有人談寫作，把作家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想也不想，拔筆就寫；第二類，邊寫邊想，摸著石

頭過河；第三類，想好了再寫，成竹在胸，一揮而就；並且以狩獵作比方，第一類作家抱著上山碰

碰運氣的心理，胡巡亂捕一通，當然不可能有任何斬獲；第二類作家對獵場和獵物所知有限，碰到

什麼抓什麼，所以也不可能帶太多東西回家；第三類作家是經驗老到的狩獵人，採用的是步步為營

的圍獵方式，事先把撲捉的對象層層圍住，只消一聲號角，獵物便手到擒來，最後自然滿載而歸。」

依據上述，下列何者不是本文要表達的意思？ 
寫作和狩獵一樣，都要求成果豐碩 寫作一定要確立目標，不要只為寫而寫  
寫作前的準備，是寫好作品的先決條件 碰碰運氣的心理，對寫作來說，是沒有幫助的 

閱讀下文，並回答第 48 題至第 49 題 
「臺灣本來就是多元文化、多元種族共同生活的場域，再加上好山好水，宗教與靈修的文化精神根基也非

常深厚。你們想像一下，是不是可以讓臺灣變成全世界企業家或努力工作的白領階級，在一生拚鬥賺錢

之後，一個身心安頓的心靈居所？不見得真的要退休移民到臺灣，而是到臺灣 long stay，每年來住三個

月或半年，不管是調養身心，追求宗教的慰藉，甚至只是來吃生機美食恢復健康，都可以帶來比休閒旅

遊更大的產值，而且可以吸納非常多的就業人口。這些可算是超高級的服務業，更棒的是，這些新經濟

模式不只不會汙染環境，還能促進整體社會的幸福感。」 
48 請根據以上文意推論，此段敘述主要探討臺灣那方面的課題？ 

臺灣目前的生產力 臺灣當前的小確幸 臺灣未來的競爭力 臺灣未來的移動力 
49 承上題，根據上文內容判斷，作者試圖點出利用臺灣優勢，開展何種可能？ 

當一個區域經濟的創始人 做一個文化產業的繼承者  
做一個典範傳習的先鋒者 當一個生活型態的先驅者 

50 蔣渭水 1921 年曾為一病患開診斷書： 
既往症：幼少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清楚、意志堅定、品質高尚、動作靈活。但

到清朝時代，由於政策中毒，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質卑劣、節操低下了。轉居日

本帝國以來，受到不完全的對症療法，稍有恢復，但畢竟有二百年的長期慢性中毒症，故

不容易治癒。 
現症：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醜態、迷信很深、深思不遠、缺

乏講衛生、墮落怠情、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

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確無朝氣。 
診斷：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 
原因：智識營養不良症。 
處方：受正規學校教育─極量 

要補習教育─極量 
進幼兒園─極量 
設圖書館─極量 
讀報社─極量 

下列選項的敘述何者正確？ 
這個病患影射清朝  這個病患已經病入膏肓、藥石罔效  
這個病患文化道德敗壞，令蔣渭水憎惡 由診斷書可以看出「醫者父母心」的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