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
5

目次

第一部份　漁會考論文大全............................... 1

第一章　論文得分要訣 ........................................ 3

論文的寫作六大要訣 ......................................... 3

論文的分類 .................................................. 3

論文的形態 .................................................. 4

論文的組織 .................................................. 4

第二章　論文寫作要領 ........................................ 7

論文評分的標準.............................................. 7

論文寫作的要領.............................................. 8

第三章　精選論文範例 ....................................... 13

◎敬業與樂群 .................................................16

◎論台灣漁業的危機與改進之道 ...................................17

◎論漁業生產與民生之關係 ...................................... 21

◎我愛漁村 .................................................. 22

◎論如何做個盡職的漁會人 ..................................... 23

◎論加入世貿組織（WTO）後，相關部門因應之策略 ..................... 24

◎如何提昇漁會新形象 ......................................... 25

◎論漁會如何促進漁村建設...................................... 26

◎如何增進漁民的收益.......................................... 27

◎論開創台灣漁村新面貌 ........................................ 28

◎論如何強化漁會服務功能 ...................................... 29



0
2
6

◎論台灣漁業發展之努力方向 .................................... 30

◎如何使青年留在漁村.......................................... 32

◎發展休閒漁業，開創富麗漁村 ................................... 33

◎論如何加強漁村生活改善措施................................... 34

◎漁會如何做好漁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 ............................. 37

◎如何化危機為轉機？淺談加入W T O之因應 ........................ 38

◎論「勤能補拙，儉能致富」 ..................................... 40

◎富民、強國說.................................................41

◎孔子論治國之道應先富後教，試申論之 ............................ 43

◎論漁會員工應有的服務態度 .................................... 45

◎論心清則品正 ............................................... 47

◎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 48

◎力行是最好的宣傳，服務是最好的領導 ............................ 50

◎論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52

◎禮節為治世之本 ............................................. 54

◎建立服務的人生觀 ........................................... 55

◎求取新知與服務大眾 ......................................... 57

◎富裕社會的省思 ............................................. 58

◎不以私害公................................................. 59

◎論看重自己，尊重別人 ..........................................61

◎待人以誠 .................................................. 62

◎立志 ...................................................... 64

◎逆境與順境................................................. 66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試申論之.............................. 68

◎管子日：「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試申其義 ..... 70

◎論「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 72



0
2
7

◎檢討昨日，實踐今日，計劃明日................................... 73

◎天生我材必有用 ..............................................74

◎事在人為說 ................................................ 7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 77

◎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 78

◎珍惜我們所擁有的生存空間 .................................... 80

◎論心靈之淨化及生活之美化 .................................... 82

◎如何建立富而好禮的社會 ...................................... 84

◎論守法與守分 ............................................... 85

◎責任與榮譽................................................. 87

◎論理想與務實............................................... 88

◎省察與力行................................................. 89

◎論公義與私利............................................... 91

◎民主與法治................................................. 92

◎耕耘與收穫................................................. 93

◎敬業與樂群 ................................................ 94

第二部份　漁會考應用文（公文）大全 ................. 97

第一章　公文製作要領 ....................................... 99

第一節　漁會公文的主要類別及使用時機 ..................... 99

第二節　漁會公文用語基本要求 ............................. 103

第三節　漁會公文稱謂用語的用法 ........................... 104

第四節　漁會公文目的及期望用語的用法 .................... 110

第五節　漁會公文其他及統一用字用語 ...................... 112



0
2
8

第六節　漁會公文製作要領 ................................. 114

第七節　書函及其他類別公文之製作......................... 132

第二章　漁會公文範作 .......................................147

◆試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八十八年度漁產平準基金平準漁產品之種類及其平準

價格。 ................................................... 150

◆試擬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所舉辦之海洋生態之美攝影比賽公告。 ........152

◆試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函請各縣市政府，利用漁民集會時間及大眾傳播媒

體，加強宣導漁業資源保育觀念，並督促所屬「聯合取締非法捕魚小組」不定期出

海巡查，落實取締非法捕魚等非法情事，以確保台灣海域漁業資源。 ......153

◆為改善沿海地區養殖業者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日趨嚴重，試擬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致各區漁會函，請依「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輔導養殖漁業業者相

關防治工作。 ...............................................155

◆試擬○○區漁會函各漁民小組：漁業署為預防養殖業者於寒流侵襲期間所造成之

傷害，特製作「養殖漁業防寒預警宣導錄影帶」，將透過○○電視頻道播出，觀迎

轉知漁友收看。 .............................................157

◆○○區漁會函各漁民小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與中廣農業台合作製作之

「咱走過的路」漁村文化節目已正式推出，內容精彩逗趣，有助民眾增長漁業見聞

及陶冶漁民身心，請轉知漁友按時收聽。 ......................... 158

◆試擬漁業署致函各區漁會：為鼓勵優秀漁村青年留鄉創業與改進漁業之經營，凡

符合專案貸款資格者，請依「輔導漁村青年創業暨改進漁業經營專案貸款要點」

辦理。 ................................................... 160

◆試擬○○區漁會致函所屬各漁民小組：為提升漁村生活品質與居住環境，請通告

各漁友依規定申請漁民住宅修建專案貸款。 ........................162

◆颱風季節將屆，為減輕農漁業災情損失，試擬縣市政府農業局函轉農委會漁業署

所頒布之「颱風季節期間應注意事項」。 .......................... 164

◆試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於颱風季節期間致函各區漁會，請求加強各項防颱

措施暨漁船作業注意事項，以減低風災所帶來之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 166

◆試擬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致各區漁會函，因應強烈大陸冷氣團將至，行政院農



0
2
9

委會漁業署呼籲沿海空曠地區養殖漁業者，及早做好預防措施，以有效防制寒

害。 .....................................................169

◆試擬○○區漁會致函區內各漁民小組：為慶祝漁民節，特舉辦會員漁友健行強身

暨摸彩活動，請轉知漁友踴躍報名參加。...........................171

◆試擬○縣政府農業局依農委會規定辦理「中華民國○○年傑出漁民選拔計劃」，

以玆鼓勵對致力漁業發展、漁業經營、漁村建設等項有卓越貢獻之人士。 ..173

◆試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致函貢寮等四十一個區漁會儘速研提○○年度漁

村文化發展計畫，於七月初送署核辦文。 ...........................175

◆試擬漁業署致函各縣市政府農業局及各漁市場：為防杜場外交易以充裕魚市場貨

源，希相關單位切實執行取締工作，對於取締績優之單位，將發給獎勵金及獎牌乙

面，請查照。................................................177

◆試擬台灣省漁會致函各區漁會：請於七月一日漁民節派員觀禮文。 ........179

◆試擬○○區漁會召開漁民小組長會議函。 ..........................181

◆漁業署函各魚市場及縣市政府農業局切實辦理「加強魚市場經營管理業務研討會

議」決議，請切實辦理。 .......................................182

◆試擬某區漁會致所屬各漁民小組函：為成立休閒漁業區，特聘請漁業署○組長前

來舉辦各項規劃之說明會，請所屬小組各遴選兩名會員參與討論。 ...... 184

◆試擬○○區漁會致各漁民小組函：為協助漁民學習第二專長，本會自本（○○）年

○月○日起將開辦攝錄影、女子美容、電腦打字編輯排版、餐飲服務等漁民轉業

第二專長訓練班，請查照並轉知會員報名參加。 .................... 186

◆試擬○○區漁會致函所屬各漁民小組，為增進漁友間相互觀摩學習，以提昇漁產

品品質，本會將舉辦○○年度漁產品展覽會，請轉知所轄漁友踴躍參展，並前往參

觀。 ..................................................... 188

◆試擬漁業署致各區漁會函：請提供優良漁產品二種參加「台北國際食品展覽會」

之精緻漁產品展出文。 ........................................190

◆試擬某區漁會致函所屬各漁民小組：為提供漁民子女就讀水產職業學校之獎助學

金，請通知各漁民如期申請。 ...................................192

◆有鑑近年來毒品氾濫，侵入校園，已然成為全國性治安及教育問題。某區漁會為喚



0
3
0

起眾人正視此一問題，呼籲漁村家長能留心注意己身週遭子弟親友遠離毒品。請

試擬通知各漁友共同撲滅毒害之函稿。............................194

◆行政院農委會函各縣（市）政府農業局，分函教育局、台北市教育局、建設局、台

北市立木柵動物園、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等相關機構。對近年來，台灣一連串宰

食或走私保育類稀有動物，成為國際抨擊的目標，希能抑止此股歪風，端正國際形

象。 ......................................................196

◆試擬行政院函各縣（市）政府：應對今年颱風季節的來臨，積極推動各項預防與應

變措施，以將災害損失減至最低。 ................................198

◆試擬行政院致所屬各級相關單位函：八十八年發生九二一集集百年大地震，尤以中

部南投山區、東勢、谷關等中橫路段及少數北部地區造成嚴重之大災害，房屋毀

壞、橋樑斷裂，居民死傷慘重、流離失所，有鑑於此，希有關單位督飭所屬，對於善

後工作，有完善之計畫，並加強防震宣導，以將災害損失減至最低，並加速各方災後

的重建。.................................................. 200

◆行政院函各縣（市）政府：近年台灣本島地震頻繁，應提高民眾警覺，早作籌謀，預

防地震所可能造成的重大災害。 ................................ 202

◆試擬臺北縣政府致所屬各鄉、鎮、市公所函：近來火災頻傳，請以村、里為單位，

徹底做好預防工作，俾民眾能提高警覺，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 204

◆試擬臺北縣政府致所屬各鄉、鎮、市公所函：近來火災頻傳，請以村、里為單位，

徹底做好預防工作，俾民眾能提高警覺，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 206

◆試擬內政部函警政署：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全省各地紛紛傳出嚴重災情，雖然有

不少民眾發揮同胞愛踴躍捐款、捐物資，但卻有不肖份子趁火打劫，藉震災囤積物

質，發震災財。全國警政人員應加強取締藉機斂財、囤積物資者，並移送法辨，以

維護治安工作。 ............................................ 208

◆擬經濟部函水利署、農委會等相關單位：本省遭受近十年所未有之旱災，有關單位

應加強配合，積極推動各項因應措施，協助受災民眾渡過困境。..........210

◆擬行政院函所屬各縣（市）政府：希加強民眾節約用水觀念，以共渡今年之乾旱

期。 ......................................................212

◆試擬內政部函檢察署、法務部、警政署：因應○○年將舉行第○任總統、副總統選

舉，為加強查察賄選，請檢、調、警人員於此投票選舉期間，全面配合查察賄選任



0
3
1

務，不得有所疏誤，希查照並轉飭所屬知照。........................214

◆擬行政院函各縣（市）政府：希切實遵照守法節約原則，辦好今年年底各項公職人

員選舉，以貫徹政治革新。 .....................................216

◆試擬行政院函所屬各機關：為嚴守行政中立，禁止公務人員於辦公時間從事各項公

職人員選舉之助選活動，並督導所屬切實遵行。 .....................218

◆試擬內政部警政署致所屬各縣（市）警察機關函：今年○○月將舉行縣（市）長及

立法委員選舉，希轉知各勤區基層員警，嚴格加強查察賄選，並負起查報成敗責

任，以端正選風。 ........................................... 220

◆試擬教育部函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含特殊學校），請加強防疫措施防範傳染病

校園內爆發流行，以維教職員工生之健康。 ........................ 222

◆擬行政院衛生署致各縣（市）政府函：為預防漢他病毒感染人體，各縣市衛生機關

應加強宣導民眾積極滅鼠工作。 ................................ 224

◆試擬臺南縣政府函所屬各鄉鎮市衛生所：加強宣導保健及醫療服務，以促進國民

身體健康。................................................ 226

◆試擬行政院衛生署致各縣（市）政府函：根據稽查結果，違法販售藥品之情形十分

普遍，請所屬衛生局徹底檢查所轄各藥局、藥房等，如有販售偽禁藥品，應嚴加取

締，並依法送辦，以維護人民身體健康及社會治安。 ................. 228

◆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所屬環保單位，切實依據「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定期採

樣檢驗各地工廠排放廢水情形，以免污染水源，影響居民身體健康。..... 230

◆試擬行政院衛生署致各縣（市）衛生局及台北市、高雄市衛生局函：為時際溽暑，

希督飭所屬並會同有關機關加強衛生教育及消毒、防疫等工作之宣導。 ... 232

◆試擬衛生署函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台北市、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希加強公共衛

生之措施，以滅絕登革熱孳生源，維護人民健康。 ................... 234

◆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請勞工保險局：希迅即徹底檢討當前勞工保險及農民健康

保險醫療制度之缺失，並邀請有關機關，研商具體改進方案報會。 ....... 236

◆擬：近因銀行人事管理鬆懈，引發經濟風波，為確保民眾權益，請試擬財政部致臺

北市、高雄市、各縣（市）公民營行庫函：希加強管理、服務及監察稽核責任，以免

類似事件發生，影響民生生計及政府威信。 ........................ 238



0
3
2

◆試擬內政部致各縣（市）政府社會局函：因應當前失業問題，加強照顧低收入戶生

活，有關失業者確無工作收入，申請社會救助，於計算家庭總收入時，其失業期間

得不計算工作收入乙案。 ..................................... 240

◆試擬財政部致各縣（市）政府、台銀總行、土銀總行、合庫台中支庫函：為增進地

方建設基金貸款利息計算之作業效率，避免再發生溢、短繳情事，茲規定利息計

算原則。.................................................. 243

◆試擬內政部致各縣（市）政府、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函：請確切注意保護境內

名勝古蹟，以配合觀光事業之發展。 ............................. 245

◆試擬行政院教育部函各縣（市）政府，為加速推展本省文化建設，提倡正當休閒活

動，端正社會風氣，以形成「祥和、團結、安定、進步」之中興氣象，請各縣（市）於

明（○○）年內，辦理「假日廣場活動」，推展各種文化活動。 ........... 247

◆試擬教育部致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不含空大、軍警院校）函：有關颱風受災戶學生

補助，「請比照本部○○○字第○○○○號函訂定○○颱風受災戶學生慰問金之

發放原則」之發放標準等相關規定辦理，請　查照辦理。 ............. 249

◆試擬台北市政府致各區公所函，農曆春節將至，請加強對轄內低收入戶與遊民之

照顧與安頓，並將執行成果報府查核。請照辦！......................251

◆試擬臺北市政府致所屬各機關學校函：嚴禁所屬員工於辦公或上課時間，前往購

買樂透彩券，以免影響公務及教學。希照辦！....................... 253

◆擬行政院衛生署致各市、縣（市）政府函：邇來發現S A R S病例急遽增加，似有

流行趨勢，為抑制疫情擴大，請各市、縣（市）衛生機關立即採取防範措施，以防疫

情蔓延，另有行政院防治措施詳如附件。.......................... 255

◆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致函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農政單位，

希切實建立農產品安全聯合稽查作業，本著勿枉勿縱的原則，審慎公布檢驗結

果，兼顧業者及消費者權益。 .................................. 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