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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74 分）  
一、單選題（占 50 分）  
說明：第1題至第25題，每題2分。 

1. 下列各組「」內的詞，意義前後相同的是： 
(A)彼與彼年相「若」也／天「若」有情天亦老 
(B)「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因」地制宜，隨時變通 
(C)舊時欄楯，亦遂增「勝」／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D)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2.  

3. 依據下文，最符合作者觀點的是： 
卡繆的小說《黑死病》，挾諾貝爾文學獎和存在主義的威風，為人所知。他是描寫 1940 年

代，地中海畔一個住有二十萬居民的小城發生鼠疫的故事。卡繆在下筆前蒐集了許多有關黑死

病的史實文獻，對於鼠疫的症狀、死亡情形、統計數字都別有一番寫實功夫。鼠疫在文學，是

一個寓意深遠的象徵。這種情境並非純然是自然和外力，通常合併著人類的自私、愚昧和麻木。

正因罪惡夾雜著必然和人為的雙重糾葛，當不同個性的人物，投入同樣的宿命下場時，便能激

發人性的光輝與墮落。 
霍亂和鼠疫一樣，在文學裡都是動人的象徵。湯瑪斯曼和馬奎斯都以此為背景，寫下《魂

斷威尼斯》和《愛在瘟疫蔓延時》，各以悲劇和喜劇收場。到了二十世紀末葉，愛滋病應該也是

一個感人的小說題材，這個疾病除了像是瘟疫一般令人束手無策外，它也包容了人性中的同情、

無辜、宿命和貪婪，還比黑死病多了愛欲掙扎。醫藥比小說切身，小說比醫藥永恆，通過這兩

種媒介，迷失的生命都有可能被尋找回來。     （莊裕安〈瘟疫中的人性〉） 

(A)疾病可反映人性故成為文學象徵 
(B)疾病書寫是對抗死亡的最佳方式 
(C)疾病的文學書寫可成為史實文獻 
(D)醫藥可以治病，比文學更有價值 

4. 關於下文，主旨最適當的是： 
【離亭宴帶歇拍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

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

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

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孔尚任《桃花扇》） 

(A)韶華虛度，懷才不遇 
(B)弔古傷今，追念先賢 
(C)撫今追昔，世態炎涼 
(D)興衰無常，感懷故國 

5. 依據下文，施、羅二公「發憤」作《水滸傳》的原因是： 
《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兢，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

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雀，納幣稱臣，甘心屈膝於犬羊已矣！施、羅二公，

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

茍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敢問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

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  （李贄〈忠義水滸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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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滸英雄雖稟性忠義，卻受政治迫害，令其憤慨 
(B)北宋受異族欺辱，士人淪為水滸草莽，令其悲憤 
(C)有意藉二帝北狩、南渡苟安等情節抒發國族淪亡之憤 
(D)因憤於宋朝之積弱苟安，故藉水滸英雄事蹟抒發悲憤 

6. 下列《黃帝內經》的立論，最能呼應范進狀態的是： 
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著，散著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

著掌，口裡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兇神般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

一個嘴巴打過去，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著膽子打了一下，心

裡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范進因這一個嘴巴，卻也打暈了，昏倒於地，

眾鄰居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弄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 
（吳敬梓《儒林外史》） 

(A)怒傷肝，悲勝怒 
(B)憂傷肺，喜勝憂 
(C)喜傷心，恐勝喜 
(D)恐傷腎，思勝恐 

7-8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7-8題。  
中國人品論人物，是以「身死不辭」的受難者，與「功成不居」的隱士，兩者合鑄而成的

人品，最受到禮敬。張良為韓報仇，椎擊暴秦，可說是受難者；待到功成，辟穀自苦，願從赤

松子遊，便是隱士。孔明高臥隆中，不求聞達，真是隱士，一朝許身國家，鞠躬盡瘁，便是受

難者。他們受難時寧靜從容，隱退時淡泊瀟灑，受難者是「＿＿＿＿」，隱士是「＿＿＿＿」，

兩者合鑄而成的豪傑品格，就成為「中國心靈」中最受崇拜的人物。 

（改寫自黃永武〈王者之師〉） 

7. 依據上文，最適合填入＿＿＿＿內的詞依序是： 
(A)提得起╱放得下 
(B)看得開╱想得遠 
(C)以身殉道╱以道殉身 
(D)後知後覺╱先知先覺 

8. 依據上文，最能呼應「中國心靈」的是： 
(A)萬事莫貴於義也，為義非避毀就譽／著手時先圖放，才脫騎虎之危 
(B)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C)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D)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9-10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9-10題。  
想像一位古代的觀星者，在他夜晚持續的觀察中，發現星星緩緩的繞著一個不動點在旋轉，

這個不動點就是北極星。我們現在知道這完全是地球自轉的效應，因此看到群星由東向西旋轉。

觀星者又發現，群星每一天大致提早4分鐘昇起，以至於四季的星空展現不同的面貌。 
以北斗七星為例，在不同的時間看到的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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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上說（戰國《鴞冠子》）：「斗柄□指，天下皆春，斗柄□指，天下皆夏，斗柄□指，天

下皆秋，斗柄□指，天下皆冬。」這句引言應該是指在________所得到的結論。 
（改寫自張海潮、沈貽婷《古代天文學中的幾何學方法》） 

9. 依據上文，□內依序填入的是： 
(A)東／北／西／南 
(B)北／西／南／東 
(C)東／南／西／北 
(D)北／東／南／西 

10. 上文________內應填入的是： 
(A)晚上 8 點定時觀察北極星 

(B)晚上 8 點定時觀察北斗七星 

(C)三月及六月中旬觀察北極星 
(D)三月及六月中旬觀察北斗七星 

11-12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1-12題。  
阿美族的音階是屬於無半音的五音音階，隨性附加臨時音的情形非常普遍，應時應景即興

創作的能力比比皆是。阿美族人只要身體一動，口中自然就哼起歌來，也因此有許多勞動歌曲

出現。如打柴歌、樁米歌、搬運木材歌……等，其目的不外乎是安慰疲憊之身心及排除獨處之

孤寂感。口中唱的是旋律部份，身體律動是節奏部份，所以阿美族人可稱的上是音樂人一點也

不為過，這也是一般人對阿美人所謂「能歌善舞」的深刻印象。每個不同地區的阿美族歌謠都

有其特殊性，例如南區之豐年祭歌領唱與和腔較長且對稱；中部則領唱和腔對稱，但沒那麼長；

北部阿美則領唱長，和腔短。南區複音唱法普遍，中區則齊唱或曲調唱法較多，北部則只有曲

調唱法與豐年祭之領唱與和腔了。在歌詞方面也可由各部落之習慣用語上，分辨此首歌是哪裡

人創作或哪個區域之阿美族歌。    （改寫自巴奈．母路〈阿美族的歌謠世界〉） 

11. 關於阿美族的歌謠特徵，敘述正確的是： 
(A)身體的律動也屬於音樂元素的一部分 
(B)歌謠的唱腔與形式可辨別不同的地位 
(C)由歌詞發現北中南的阿美人非屬同一語系 
(D)從和腔中展現出比其他族群更豐富的音階 

12. 關於阿美族歌謠與地域的關係，說明適當的是： 
(A)北區多勞動歌謠，中區多舞蹈歌謠，南區多飲酒歌謠 
(B)不分北中南區域，哼歌可以帶領勞動，助益經濟產值 
(C)不分地域皆有豐年祭歌，且具領唱、和腔的合唱性質 
(D)相較於領唱者的長度，和腔的長度越往南區越加縮短 

 3 月中旬晚上 8：00 的星空  6月中旬晚上8：00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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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3-14題。  
13.  
14.  
15-16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5-16題。  

動物經常以打鬥的方式競爭有限的重要資源。許多研究顯示動物的打鬥決策會受到近期打

鬥獲勝或落敗結果的影響，而展現出勝者與敗者效應。本研究使用北美洲紅樹林鱂魚做進一步

探討，在無法直接打鬥互動至分出勝負之情況之下，個體是否能夠經由視覺或有限的肢體互動

判斷自身的相對打鬥能力，而改變下一次打鬥時的行為決策。 
第一天，我們讓實驗個體隔著透明玻璃隔板或透明軟網隔板與較大（強）或較小（弱）之

「競爭者」互動二十分鐘。研究結果顯示，隔著玻璃隔板與較大（強）或者較小（弱）之「競

爭者」互動，對實驗個體後續打鬥行為的影響不大。但是隔著軟網隔板與較大（強）或者較小

（弱）之「競爭者」互動，卻造成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個體與較大（強）的「競爭者」互動後，

其在後續打鬥時展現出較高的攻擊性且獲勝機率偏高；相反的，個體與較小（弱）的「競爭者」

互動後，在後續打鬥時展現出較低的攻擊性且獲勝機率偏低。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當個體

與「競爭者」之間隔著透明軟網進行肢體互動卻無法分出勝負時，造成個體： 
（1）評估自己與「競爭者」的打鬥能力相當，或者 
（2）預期會再次遭遇到與「競爭者」相似的對手，而展現出與預期「競爭者」相當的攻擊性。 

這些結果亦顯示，對此魚而言，要在後續打鬥時展現出勝敗者效應，先前的打鬥需要有明

確的勝負結果。 （改寫自許鈺鸚教授研究團隊〈與其他個體的近期互動影響鱂魚的打鬥決策〉） 
15. 關於上述的鱂魚實驗，敘述正確的是： 

(A)當視覺評估對手體型大過自己時，鱂魚會退卻認輸 
(B)先隔離再打鬥，能有效提升鱂魚的戰鬥動機與能力 
(C)透過玻璃隔板，鱂魚可以觀察對手並與其肢體互動 
(D)前次打鬥的勝或負，會對鱂魚產生勝者或敗者效應 

16. 隔著透明軟網的鱂魚，在後續打鬥行為展現出來的結果是： 
(A)以柔克剛，以退為進 
(B)洞燭先機，勢如破竹 
(C)且戰且走，知所進退 
(D)遇強則強，遇弱則弱 

17-18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7-18題。  

17. 

18. 

19-20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9-20題。  
一丐者嘗養猴教傀儡鈴索，以給朝夕，食則與猴共器，寢則與猴共處，兩兩相依。後有一

無賴，猴見之，即變面作吼，怒形聲色，回顧指畫若識其不可與接者。然其主人貪酒，一杯入

手，便成心腹交，至將箱中有餘儲事亦告訴之，遂遭無賴之謀害。猴目睹此事，乘隙斷鎖，入

村人戶中，長跪淒淒，俯首墮淚。人與之食，食畢復號，會太守出，輿過，猴忽攔輿嘶號，若

有所指。太守命人隨猴至埋屍處，終破此案，緝獲凶手。太守令牽猴至前，猴乃取向時傀儡衣

衣之，冠冠之，如人鞠躬俯伏畢，復登大門揭陽樓之頂，長號數聲墜地以死。太守哀之，郡人

□之，葬於揭陽樓下，故至今檻角樓頭，不飾以獅象而猴之者，形其□也。（改寫自《小豆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亮點網」110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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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據上文，最適合填入□內的字是：  
(A)仁 (B)義 (C)禮 (D)智 

20. 依據上文，說明適當的是： 
(A)猴能識惡人，因護主心切，曾警示主人遠離惡人 
(B)主人視猴如心腹之交，常於飲酒後向猴吐露心事 
(C)村人受猴行所感，代為攔輿報案，使沉冤終得雪 
(D)猴服傀儡衣冠，鞠躬俯伏，表示為主復仇的決心 

21-23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21-23題。  
聶璜在〈海錯圖〉序文闡明了自己製作的宗旨。序文首先以《中庸》所言，天地生物繁多，

水中生物的種類多過陸地。其次提到，以往書籍並非不知道這些物種的存在，而是無法盡識盡

載。此外，因為「昔賢著書，多在中原。閩粵邊海，相去遼闊，未必親歷其地、親睹其物。」

因此聶璜決定畫下自己所親見或聽聞的各種水中生物。 

或許是因為野心勃勃，聶璜畫入〈海錯圖〉中的物類，除了真正產自海中的，還混雜了生

長在海濱，或是淡水的物種。對於某些見於書中，或是聽人談起的情節，聶璜也多半憑自己的

解讀想像繪圖，例如圖八的〈鹿魚化鹿〉就是一例。此圖全文是： 

海洋島嶼，惟鹿最多，不盡魚化也。廣東海中有一種鹿鯊，或即是化鹿之

魚乎？詢之漁人，漁人不知也，但云鹿識水性，常能成群過海，此島過入

彼島，角鹿頭上頂草，諸鹿藉以為糧。至於鹿魚，雖有其名，網中從未羅

得，又焉知其能化鹿乎？予考《彙苑》云：「鹿魚，頭上有角如鹿」，又

曰：「鹿子魚，頳色。尾、鬣、頭皆有鹿斑，赤黃色。南海中有洲，每春

夏，此魚跳上洲，化為鹿。」據書云，在南海，宜乎閩人之所不及見也，

考《字彙》，魚部有 ，為魚中之鹿，存名也。 

在聶璜所畫的海洋相關傳說裡，例如鯊變虎、鹿魚化鹿、魚雀互化、蝦化蜻蛉等，都是古

代傳說中，以水陸生物相似的樣貌或特性，發展出海洋與陸地生物相互變化的說法。同樣，圖

十七的〈響螺化蟹〉文字寫道：「海中之螺，不但小者能變蟹，即大如響螺亦能變。但不能離螺，

必負螺而行，蓋其半身尚係螺尾也。海人通名之曰『寄生』，不知變化之說也。」聶璜也引用海

濱人士所說的「寄生」情節，但是聶璜卻仍然深信螺能變蟹，並且以此糾正寄生的說法，可見

聶璜極度相信物種之間相互變化，並且主觀的取代了海濱人士的正確說法。 

（改寫自吳誦芬〈海錯圖〉） 

21. 依據上文，最符合「圖十七〈響螺化蟹〉」的是： 
(A)     (B)     (C)     (D) 

 
 
 
 

22. 依據上文，關於聶璜對〈鹿魚化鹿〉的記述，說明最適當的是： 
(A)據典籍所載，肯定此種生物為鹿鯊，卻遭當地漁人否定 
(B)試圖尋找此種生物存在的蹤影，卻只聞其名，未見其實 
(C)以當地漁人說法為據，否定典籍對此生物記載的真實性 
(D)認為閩人見聞有限，故典籍載此生物在南海之說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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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上文，主旨最適當的是： 
(A)海錯圖的特色及局限性，並歸因於聶璜個人的主觀因素 
(B)海錯圖亦虛亦實的特色，並評價聶璜在藝術領域的成就 
(C)聶璜創作海錯圖依據的資料來源，並甄別資料的可信度 
(D)聶璜欲藉此圖展現見聞及學識，自成一家言的創作意圖 

24-25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24-25題。  
愛玉子：產於嘉義山中。舊志未載其名。道光初，有同安人某居於郡治之媽祖樓街，每往

來嘉義，採辦土宜。一日，過後大埔，天熱渴甚，赴溪飲，見水面成凍，掬而飲之，涼沁心脾，

自念此間暑，何得有冰？細視水上，樹子錯落，揉之有漿，以為此物化之也。拾而歸家，以水

洗之，頃刻成凍，和以糖，風味殊佳，或合以兒茶少許，則色如瑪瑙。某有女曰愛玉，年十五，

楚楚可人，長日無事，出凍以賣，飲者甘之，遂呼為愛玉凍。自是傳遍市上，採者日多，配售

閩、粵。按愛玉子，即薜荔，性清涼，可解暑。     （連橫《臺灣通史》） 

那一向我幾乎天天做愛玉。那透明凍子可輕易用紅茶綠茶調出深淺不一的色澤，羊脂瑪瑙，

瀲灩如玉，往往在死寂冒煙的下午從冰箱取出時，經過一上午的靜置，玻璃樂扣輕輕舀起幾大

匙柔滑琥珀光，那凍子顫巍巍的軟腴膠質還巴著鐵湯匙和玻璃盒邊緣。用利刃在白蘭地胖酒杯

裡搗爛成一堆極細的碎琉璃，斟上冰的蜂蜜檸檬紅茶，半圓檸檬薄切片完美鋪頂，書房裡捧上

這滿滿一杯，就連最不堪的下午也能抵擋了。最奢侈的時候，圓柱形玻璃杯裡做的甚且是極品

現泡高山茶或普洱茶凍，介於水和固體之間像雲霧，美極了，那不是喝，舌尖一頂就化成滿口

柔馨的遠山煙雲。            （張瑞芬〈愛玉〉） 

24. 依據甲文，關於「愛玉」的記載，最不符合文意的是： 
(A)詳載產地及發現過程 
(B)指出氣候環境的影響 
(C)從視覺觸覺說明特色 
(D)說明命名愛玉的由來 

25. 依據甲、乙二文，敘述最適當的是： 
(A)皆提及愛玉子水洗的作法 
(B)皆以瑪瑙比喻愛玉的觸感 
(C)皆提及可用茶飲搭配愛玉 
(D)皆有以視覺摹寫味覺感受 

二、多選題（占 24 分）  
說明：第1題至第6題，每題4分。 
1.  下列「」內的字，讀音前後相同的是： 

(A)「罄」竹難書／室如懸「磬」 
(B)來回「逡」巡／挑「唆」是非 
(C)立「錐」之地／關關「雎」鳩 
(D)言之「憮」然／極其「嫵」媚 
(E)「惴」慄不安／逸興「遄」飛 

2.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青少年血氣方剛，往往因不甘示弱而滋生出事端 
(B)寒暄問候不只是禮貌，更能減少人際的疏離冷寞 
(C)這齣戲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觀眾屏息以待結局 
(D)三年寒窗苦讀、發憤忘食，每個人都想金榜題名 
(E)即使生不逢時，只要努力不懈，就不會走頭無路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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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適當的是： 
(A)先哲的崇高精神典範，唯利是圖的現代人只能望其項背了 
(B)經典著作都是發人省思的不刊之論，青少年應該好好閱讀 
(C)在危言危行充斥的世代，要懂得明哲保身，以免惹禍上身 
(D)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終於首當其衝奪得獎牌，為國人爭光 
(E)世道越是複雜，越該保持赤子之心，做一個胸無城府的人 

4. 先秦諸子對於政治各有不同主張，敘述正確的是： 
(A)孔子主張以禮治國，而禮的根本在仁 
(B)孟子提倡性善論，強調君主無為而治 
(C)墨子主張非攻，故大國不應侵略小國 
(D)韓非認為君主應鞏固威勢，掌握權術 
(E)莊子批判禮教，提倡萬物齊一的哲理 

5. 下列甲、乙二詩均以「臺灣」為背景，關於二詩的解讀，敘述適當的是： 
甲、蕭牆列戟究何因？滿眼郊野草不春。豈有同仇關切齒，並無小忿亦亡身。 

揮戈舞盾賊攻賊，吮血吞心人食人。自愧未能為解脫，空將兩淚哭斯民。（陳肇興〈感事〉） 

乙、我生跼蹐何不辰，垂老乃為斷髮民，披髮欲向中華去，海天水黑波粼粼。 

天為穹廬海為壑，桃源路絕秦中秦。況是中華亦久變，髮短更甚胡中人。（洪繻〈痛斷髮〉） 

選項 甲詩 乙詩 

(A) 「蕭牆」意指亂自內生 「斷髮」表示喪失民族尊嚴 

(B) 「草不春」指出戰亂時間 「海為壑」說明空間阻隔 

(C) 皆有戰爭場面的描寫 

(D) 皆有愧對家國的自責 

(E) 皆有臺灣無法安居樂業的感嘆 

6. 依據下文，說明正確的是： 
所謂「虛擬世界」，在今日網路上是流行語彙，其概念則早已存在人類社會中。「虛擬世界」

的特質，在於滿足人們的幻想與期待，在實有空間中重新訂定生活規範、人生目標，使人活得

更順心如意。與虛構不同，虛擬係以一個具有現實基礎的想像構設空間，讓人可以在其中演練

生命歷程，不同的遭遇與抉擇都會有不一樣的人生。透過虛擬手法，可以設定一個符合需求的

空間，不必挑戰傳統規範，無須悖反社會期待，更不用承擔獨清獨醒的痛苦，就可以完全滿足

個人的想望。重點在於如何「奠基於現實空間概念」，在虛擬世界中「設定」完備的內容，才能

夠獲得沒有遺憾的結果。 

以「歸田」而言，如何設定一個理想的田園世界，使士人在政治的諸多拘限中獲得「至樂」，

是必要探究的。由此回過頭來看儒家系統中的惟一孔顏樂處，就在舞雩氣象，《論語．先進》記

載曾點心中的志向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單純的春游，輕便的春服，隨意的組合，沒有太多的擔負與拘束，戲水迎風，自有一

股逍遙自適的樂境。如此單純樂境，在社會現實中竟是難得，以致於曾點先是不知如何表述，

最後更引得孔子喟然而歎與衷心嚮往，而以「吾與點也」從諸多士人理想中脫穎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歸田」既不同於志士的固守貧賤，也不同於感士不遇的悲秋情結，反而在

無常人生、坎坷際遇中，積極尋求生命本身的「至樂」。因此，歸田本來應有春耕、夏種、秋收、

冬藏的四季作業，張衡略過季節更迭所連結的繁瑣農務，把歸田設定在春日熙和的季節；陶淵

明更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灑脫地寫出「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把一般農人所最

在意的秋收，看得雲淡風輕。 （改寫自廖美玉〈「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 

跼蹐：ㄐㄩˊ ㄐㄧˊ， 

恐懼緊張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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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虛擬與虛構雖有程度上的不同，然皆為提供一理想世界，以滿足人的期待 
(B)人們可藉由虛擬世界獲得「至樂」的滿足，且無須承擔現實的痛苦、壓迫 
(C)「歸田」所虛擬的田園世界，體現的是儒家士人對逍遙自適之樂境的渴望 
(D)「歸田」書寫多忽略農忙或收成的辛勞，恰好凸顯其具有虛擬世界的特質 
(E)張衡及陶淵明的田園只有歡愉的春季，與神話中的伊甸園同為虛擬的世界 

第貳部分、混合題（占 26 分）  

說明：本部分共有 2 題組，每一子題配分標於題末。限在答題卷上標示之題號作答區內以

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作答。選擇題請將答案方框塗黑塗滿；非選擇題請以橫書作答，

不必抄題，並依題意要求作答，否則將酌予扣分。 

第一題（占 14 分）  

1-3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3題。  
2012年我在臺東擔任某個計劃的顧問，這個計劃希望讓年輕人透過打工換宿的方式，深度

體驗鄉鎮農村生活。傳統的思維就是認為「免費」最有吸引力，因為擔心年輕人不來。這有兩

個問題。第一，免費未必是好事，可能會吸引不對的人，反而浪費資源。第二，對自己的家鄉

沒有信心，政府資源就得不斷投入，產生負向循環。如果找到市場的需求，自然就會有號召力，

建立市場與地方的雙贏。 

我走訪一家位在臺東鹿野的民宿，民宿老闆需要幫手，但是抱怨臺灣年輕人吃不了苦，反

而是香港跟馬來西亞上班族待了一個月。我追問這兩個外地年輕人的動機，她們說想來臺灣體

驗生活，民宿老闆會利用空檔，夜晚帶她們拜訪鄰居或四處走走。我因此了悟，如果只是要求

年輕人工作，沒有其他生活體驗，自然無法產生吸引力。我因此建議業者把「打工」的想法，

轉變成用「工作」來交換「生活體驗」，下班後帶他們去四周走走，認識不同的人、事、物。 
我顛覆原本打工度假的思考模式，推出平價版七天六夜的青年在地旅行。每名年輕人須付

約三千元的食宿費，交換一週的生活體驗。主題包括：農事、採茶、民宿整理、糕餅製作等。

宣傳時，我們詳細說明各個工作的主題與限制，讓年輕人有具體想像，沒有浪漫期待。例如採

水果就是整天揮汗工作，採茶是每天五點起床。部落的工作環境很原始，沒有電力，要自己燒

水，戴頭燈才不會摸黑洗澡。 
面對這個大膽的計劃，我也是戰戰兢兢。沒想到三十個名額，竟然超過一百多人報名，且

幾乎都是上班族。因為須支付食宿費，報名參加的年輕人都是有需求、被主題吸引而來。有人

是工作壓力太大；有人想探索自己未來的可能性，都是想離開原有的生活圈，創造一些改變。 
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他的同伴在最後一天徹夜不睡，貪戀地看著滿天星星，他想牢牢記

住這幾天的感受，因為回到城市之後，就看不到這麼燦爛的星空了。 
了解旅人與業者的需求，找到兩端的交集，帶來正面的效果。這是一個雙贏結果，也是為

家鄉創造風土經濟的機會。       （改寫自洪震宇《風土經濟學》） 

1. 依據上文，作者設計的「在地旅行方案」內容是：（單選題，2分） 
(A)邀請香港及馬來西亞的工作者分享來臺工作的經驗及甘苦談 
(B)在原始質樸的環境中辛苦工作，體驗有別於都市的生活模式 
(C)旅客每天須抽籤嘗試農事、採茶、民宿整理、糕餅製作等工作 
(D)在六天辛勤的工作後，最後一天安排燦爛星空體驗營作為結束 

2 依據上文，歸納傳統的「打工換宿」與作者設計的「在地旅行」方案，二者的不同之處。（每格

2分，共4分。作答字數：各1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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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打工換宿 作者設計的在地旅行方案 
付出 勞動  

交易內容 免費住宿  

3. 依據上文，作者認為傳統的「打工換宿」方案有兩種迷思，請分別將會產生的問題及作者提出

的解決方法整理成表格。（每格2分，共8分。作答字數：各20字以內。） 
迷思 產生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法 

免費最有吸引力 ＿＿＿＿＿＿＿＿＿＿ 
（1） 

(2) 詳細說明勞動內容及環境條件， 
避免旅客產生浪漫的期待 

家鄉（農村） 
沒有吸引力 

＿＿＿＿＿＿＿＿＿＿ 
(1) 發現家鄉產業及生活的特殊之處， 

並以此作為宣傳 
（2） 

第二題（占 12 分）  

4-7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4-7題。  
荷蘭學者赫辛格認為，人類能藉由遊戲來擺脫現實生活的限制與實用利益的羈絆，發揮想

像力與創造力促進科學與藝術的進步。從赫辛格眼中看寶可夢遊戲熱潮，熱衷於寶可夢遊戲，

不僅不是罪無可逭的過錯或社會問題，反而展現了人類文化與社會進步的創造力與動力。 

寶可夢的遊戲內容統合並運用了不同科學領域中的概念；首先，四處尋找並捕獲寶可夢，

進而建立個人的寶可夢檔案圖鑑，實際上與博物學、生物學採集標本或物種的田野研究行為雷

同，只不過遊戲者捕獲的目標是虛擬的想像生物。有趣的是，當我們回顧十六世紀的博物學標

本，以及早期學者的註釋乃至圖繪，便可發現這些相關詮釋，淵源自想像生物的比例遠高於真

實生物。對於真實生物的描繪，也充斥著早期學者豐富的想像，如瑞士博物學家格斯納的《動

物誌》、義大利自然史教授阿爾德羅萬迪的《怪物誌》，所描繪的較不像真實生物，而更接近恐

怖版的寶可夢。 

其次，是一方面指出探索距離、另一方面標示寶可夢出沒資訊的地圖學，早期博物學地圖

便經常標示怪物出沒的位置。知名的瑞典地理學家馬格納斯所繪製的海圖，載錄的海怪都可以

找到與生物學對應的真實物種。事實上，寶可夢也的確是從真實生物中演繹出來的想像生物。

由此可知，結合圖鑑與地圖的寶可夢遊戲，不僅延續人類長久以來的探索及蒐集欲望，更把早

期的科學探險和測繪轉化成現今老少皆宜的日常遊戲。  

此外，寶可夢遊戲應用「擴增實境」的技術，把虛擬物件加進使用者的感官知覺經驗當中，

改變使用者觀察世界的方式，這絕對是電子世紀的新產物。藉由數位動畫的創作，寶可夢創作

者在數位世界裡創造了許多不同性格的新生物。 

人類對未知事物的想像與創作是孕育新科學領域的動力，而新科學領域則會再觸發我們對

未知事物的新想像與創作。追捕限定版寶可夢的同時，或許我們還可以想像是否未來會出現創

制於數位世界的生命體？又或許下一個遊戲的想像，會肇生另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 

（改寫自沈伯丞〈寶可夢的科學與藝術〉） 

4. 依據上文，關於「寶可夢遊戲」的說明，最適當的是：（單選題，2分） 
(A)寶可夢圖鑑借鏡地圖學的探險與測繪技術 
(B)遊戲者捕捉虛擬生物近似博物學田野調查 
(C)義大利學者的《怪物誌》啟發了遊戲設計 
(D)運用擴增實境技術可標示寶可夢出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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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上文，有關科學與想像力之間的關係，說明正確的是：（單選題，2分） 

(A)《動物誌》標記出科學與想像力二者界線分明 

(B)海怪圖是科學觸發對未知領域的想像力的明證 

(C)對未知的想像創造可能促進科學發展成為真實 

(D)將真實與想像融為一體是科學發展的終極目標 

6. 作者提及「仔細分析寶可夢的遊戲內容，它統合並運用不同科學領域中的概念」，從而肯定寶

可夢遊戲的意義。請就上文所述，整理出作者的看法。（每格2分，共4分。作答字數：各12字

以內。） 

運用的科學領域或技術 寶可夢遊戲的意義 

生物學、博物學 （1） 

地圖學 把早期的科學探險和測繪技術轉化成老少皆宜的日常遊戲 

實境擴增技術 （2） 

7. 上文提及「寶可夢是從真實生物中演繹出來的想像生物」，請判斷下列項目是否符合「從真實演

繹成想像」的概念，並說明理由。（共4分，作答字數：40字以內。勾選與理由必須一致方能得

分，僅勾選而未說明理由，或說明錯誤者不給分） 

項目 
符合／不符合 

（勾選） 
理由說明 

南海之外有「鮫人」（人魚），水居，

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符合 

□不符合 
 

 

本試卷部分題目僅被授權作為當天試題之用，後續印刷

刊物的授權尚在洽談中，故有幾處缺題，特此說明。 



 

2022 TCT11 參考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B 11 A 24 B 

3 A 12 C 25 C 

4 D 15 D 多選 

5 D 16 D 1 AD 

6 C 19 B 2 ACD 

7 A 20 A 3 BE 

8 B 21 B 4 ACDE 

9 C 22 B 5 AE 

10 B 23 A 6 BCD 

混合題 1-3題 

1 B 

2 

 參考答案 

 傳統打工換宿 作者設計的在地旅行方案 

付出 勞動 三千元食宿費及勞動 

交易內容 免費住宿 一週的鄉村生活體驗 

 評分原則 

三千元食宿費及勞動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食宿費、關鍵○2 勞動或工作） 2分 

作答不完整或部分錯誤（只寫出其中一個關鍵） 1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一週的鄉村生活體驗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一週、關鍵○2 生活體驗） 2分 

作答不完整或部分錯誤（只寫出其中一個關鍵） 1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3 

 參考答案 

迷思 產生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法 

免費最有吸引力 
可能會吸引不對的人， 

反而浪費資源 

(1) 了解旅客真實的需求 

(2) 詳細說明勞動內容及環境條件，避免旅客

產生浪漫的期待 

家鄉（農村） 

沒有吸引力 

政府資源就得不斷投入， 

產生負向循環 

(1) 發現家鄉產業及生活的特殊之處，並以此

作為宣傳 

(2) 向旅客收取合宜的費用 

 評分原則 

可能會吸引不對的人，反而浪費資源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關鍵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吸引不對的人、關鍵○2 浪費資源） 2分 

作答不完整或部分錯誤（只寫出其中一個關鍵） 1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政府資源就得不斷投入，產生負向循環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政府資源不斷投入、關鍵○2 負向循環） 2分 

作答不完整或部分錯誤（只寫出其中一個關鍵） 1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1) 了解旅客真實的需求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關鍵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了解需求或找到市場需求） 2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2) 向旅客收取合宜的費用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收取費用或推出平價版在地旅行） 2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混合題 4-7題 

4 B 5 C 

6 

 參考答案 

運用的科學領域或技術 寶可夢遊戲的意義 

生物學、博物學 (1) 延續人類探索及蒐集的欲望 

地圖學 把早期的科學探險和測繪技術轉化成老少皆宜的日常遊戲 

實境擴增技術 (2) 改變使用者觀察世界的方式 

 評分原則 

(1) 延續人類探索及蒐集的欲望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關鍵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蒐集捕獲進而建立圖鑑、關鍵○2 延續欲望） 2分 

作答不完整或部分錯誤（只寫出其中一個關鍵） 1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2) 改變使用者觀察世界的方式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改變、關鍵○2 觀察世界的方式） 2分 

作答不完整或部分錯誤（只寫出其中一個關鍵） 1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7 

 參考答案 

項目 
符合／不符合 

（請勾選） 
理由說明 

南海之外有「鮫人」(人魚)，水

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

則能出珠。（干寶《搜神記》） 

符合 

□不符合 

依據某種真實的海洋生物，想像鮫人眼淚

如珍珠又勤於紡織，像魚一樣生活在水中 

□符合 

不符合 

古人結合勤於紡織的女子、海中生物魚及

珍珠，合為想像的鮫人形象 

 評分原則 

符合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是真實生物演繹而來的想像生物、關鍵○2 想

像之處[淚如珍珠、勤於紡織]） 
4分 

作答不完整或部分錯誤（只寫出其中一個關鍵） 2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不符合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本身就是想像生物，不是真實生物演繹而

來、關鍵○2 不可能淚如珍珠與勤於紡織） 
4分 

作答不完整或部分錯誤（只寫出其中一個關鍵） 2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