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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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意「不在」酒／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B)「不足」為外人道也／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C)寄雁傳書謝「不能」／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D)師「不必」賢於弟子／吾按月給與祿糧，汝「不必」掛心 

2. 依據下文，關於歌曲的「情緒」、「歌詞」與「旋律節奏」的關係，相符的是： 

在欣賞悲傷歌曲時，歌詞的理解特別重要。近年的行為實驗及腦造影實驗都發現，歌詞有

助於提升旋律的負向情緒，但卻會減低旋律的正向情緒；人們在聆聽悲傷歌曲時較倚重歌詞，

而在聆聽快樂歌曲時較倚重旋律及節奏。（蔡振家、陳容姍《聽情歌，我們聽的其實是……》） 

悲傷歌曲 快樂歌曲 

(A) 

 

(B) 

 

(C) 

 

(D) 

 

3.  

4. 文章標題必須要概括全文主旨，最適合下文的標題是： 

當一個人發怒或感受到強大的壓力時，大腦會分泌一種「去甲腎上腺素」的物質，這是荷

爾蒙的一種，據說其毒性很強，僅次於蛇毒。腦內分泌這種物質，當然是微量的，不過若經常

生氣，或長期處於強大的壓力之下，就會因這種毒性而生病，或是加速老化甚至早死。 

另一方面，人類大腦也會分泌出一種類似嗎啡的物質——「β-內啡呔」，這種荷爾蒙是腦內

嗎啡中最有效力的，不僅有鎮痛的效果，還可以使人產生心情愉悅的感覺，進而提高身體自然

治癒力的功效。我們透過運動、學習、工作，以及助人濟世的行為，都能夠感受到精神上的喜

悅，進而分泌β-內啡呔。因此無論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要採取積極、寬容的態度向前看，

腦內就會分泌出對身體有益的腦內啡。 

以上兩種荷爾蒙之間有很奇妙的關係。當聽到別人說話，心裡覺得「真討厭」時，腦內就

會分泌出具有毒性的去甲腎上腺素；相反的，聽到別人說話，覺得「真好」時，腦內就會分泌

出β-內啡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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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健康，我就健康 

(B)健康與情緒的關係 

(C)大腦毒素僅次於蛇毒 

(D)遠離病毒，健康一生 

5. 閱讀下文，作者在文中＿＿＿＿處所提出的觀點是： 

過去心理學關於認知型態有場域依賴／場域獨立（field dependence／field independence）

這二種不同的概念，來說明人的知覺如何依賴環境線索的程度；研究的結果男人是場域獨立的，

而女人是依賴的，然而我們又賦予獨立比依賴有更高的價值。有位女性主義者把場域獨立改為

脈絡盲目（context blindness），場域依賴改為脈絡察覺（context awareness），描述的概念是一樣

的，但這樣一來，男人是盲目而女人是有警覺的，我們心中的男女圖像就有很大的轉變。倒不

一定哪個名詞是最正確的，但這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看見＿＿＿＿。 

(A)女性較男性對場域的感覺更為敏銳 

(B)語言概念的使用受環境的影響甚巨 

(C)不同性別會有迥異的語言使用習慣 

(D)詞語的使用如何形塑了我們的認知 

6. 依據下文，數位遺產大量出現對現今社會的影響是： 

專家曾推估，2099年的臉書（如果還正常運作），將有50億個帳號擁有者已不在人世，成為

全世界最大的「墓園」。當臉友過世後，有些帳號被轉成紀念帳號，但沒轉的更多。這些帳號多

半漸漸冷清，但也有些不定期出現新留言，彷彿上香，虔誠地向亡者報告最近發生的變化。但

有極少數帳號被他人接管後繼續互動，老實說，若不是有網路小編的大人物，看了總忍不住忖

度，繼任者可能需要哀傷輔導吧？ 

不過，紀念帳號的設置，並未解決所有現實問題。2014年，有位叫荷莉的英國女孩和男友

約會時被殺死，成為重大社會新聞。網路開始出現酸言酸語，家人備受打擊，而荷莉父親並未

被擊倒，開始學習上網，成立紀念女兒的專頁，並找到她生前的個人社交軟體帳號。身為數位

原住民的荷莉，生活盡在網上留下痕跡，父親反覆品味女兒的每一則留言，獲得極大安慰，但

臉書上荷莉與男友的親密合照，老父始終無法直視。父親請求移去凶手影像，但一板一眼的臉

書回應是，你可以選擇關閉帳號，紀念帳號代理人無權移去特定資料。我想，不久的將來，所

有的生前契約，很快就會包括如何處理數位遺產。  （改寫自吳佳璇〈數位遺產超前部署〉） 

(A)社群媒體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墓園，面臨經營危機 

(B)紀念帳號日漸普遍，有效減緩親友們的哀慟悲傷 

(C)生前契約日趨周全，處理數位遺產已成必備項目 

(D)數位遺產所有權歸屬不明，媒體與親屬易有紛爭 

7. 依據下文，說明正確的是：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恆鳴。口乾舌擗，然而不聽。今觀

晨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墨子•墨子後語》） 

(A)子禽是多言的人，而墨子則沉默寡言 

(B)晨雞與蝦蟆蛙蠅的差異，在音量大小 

(C)墨子較肯定的是晨雞，而非蝦蟆蛙蠅 

(D)旨在提醒世人，說話要合乎自然規律 

8-9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8-9題。  

羅蘭・巴特很早之前就把食物視為一種語言系統。菜餚的烹調方式雖然可因人因事改變，

其中卻滲透某種民族性、地方性或是階級性的結構。露西・吉雅擴展巴特的概念，詳細闡釋食

物的呈現並非是自然的狀態。她指出，即使是生的或是從樹上摘下來的果實，都已經是一種文

化食材。原因無他，因為它必然是經過認可的「水果」。從一群人到另一群人，都有關於「可食

（改寫自畢恆達《空間就是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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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約定俗成的規範。吉雅認為，喜歡與不喜歡的選擇，存在著複雜的地理以及微妙的經濟

習慣上的因素。食物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和樂趣，支撐此口欲滿足的不是理性的系統。人類並

非由自然營養或食療來哺育自己，而是根據每一個文化區域裡獨特合宜的法則來選擇、烹調食

材，以致擺飾、進食次序和餐飲禮儀，盡是系統性的文化語言。人類學家從結構象徵論的觀察

裡也指出，食物在族群認同意識上同時具有昭示同質性的親近與凝聚功能，以及區分非我族類

的異質性功能。      （改寫自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 

8. 依據上文，說明最正確的是： 

(A)族群飲食習慣傳遞文化與族群意識 

(B)透過語言得以保留自然的烹調方式 

(C)飲食習慣受到個人好惡的影響最大 

(D)人藉由營造儀式感追求飲食的樂趣 

9. 依據上文，最能解釋下列飲食現象的是： 

(A)網路常有南北粽的爭論，人人都覺得家鄉粽子口味最好 

(B)糖尿病患者不吃含鹽量高的食物，如：醃漬食物、罐頭 

(C)臺南人早餐吃鹹粥，因營養成分高，且無傷身的反式脂肪 

(D)在多元飲食文化的時代，人們很習慣享受來自各國的料理 

10-11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0-11題。  

《拓漁臺灣》的作者胡興華先生認為，「討海」一詞使用的範圍是界定在海洋撈捕及沿岸漁

業謀生的行業及行為，排除其他諸如海事、航運等非漁業的海上工作。其實，「討海」一名在福

建或者閩南一帶早經使用，如十七世紀初，董應舉的〈中承黃功始末〉、朱國禎的《湧幢小品》

等都已提到該詞，意思也差不多。顯然隨著閩南人移民，「討海」生活很早就跟著移殖到臺灣。 

「討海」的漁業分成養殖與捕撈兩項。最初漢人來臺灣可能與捕撈烏魚有關，兼及其他魚

種，但是考慮的都是運回大陸消費，或者轉到別的地方，如賣到將烏魚子稱作「唐墨」的日本。

十七世紀以後，漢人逐漸在臺灣定居，漁獲便以在地消費為主要考量。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

在臺灣定居下來的漢人漁業，包括沿岸與近海的撈捕。本來，中國在明代中葉以後已經發展出

沿海的水產養殖，但在臺灣並不是一開始就很發達。虱目魚及牡蠣兩種養殖業在十八紀後期才

稍具規模；而近代捕撈與養殖則要等到日據時代才開始。 

10. 依據上文，說明正確的是： 

(A)最初漢人主要是為捕撈黑鮪魚來臺 

(B)菲律賓的漁民也把烏魚子稱為唐墨 

(C)明代中葉臺灣的水產養殖已很發達 

(D)水產養殖最初以虱目魚與牡蠣為主 

11. 依據上文，關於「討海」的說明，正確的是： 

(A)「討海」包括海洋撈捕及海事航運 

(B)「討海」是文人所使用的專有名詞 

(C)「討海」的漁獲，始終以臺灣本地需求為主 

(D)臺灣「討海」漁業中，捕撈的發展較為悠久 

12-14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2-14題。  

同是一棵樹，若它的正身本極平凡，看它的倒影卻帶有幾分另一世界的色彩。煙霧朦朧的

遠樹，大雪覆蓋的世界和更深夜靜的月景，樹本習見，讓霧、雪、月蓋上一層白紗，便很美。 

看倒影，看稀奇的景物，都不受實際的切身的利害牽絆，能安閑自在地玩味當前美妙的景

致。要見出事物本身的美，我們一定要跳開，以＿＿＿＿的精神欣賞它們本身的形象。 

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陪他當壚賣酒。現在這段情史傳為佳話，讀唐朝李長吉的「長卿懷

（改寫自陳國棟《記憶、海洋與尋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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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詩會覺得很美。但在當時的人看來，卓文君失

節是件穢行醜跡；時人受實際問題的牽絆，不能把人物的行為從極繁複的社會信仰和利害觀念

的圈套中劃出來。 

一般人迫於實際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認得太真，不能站在適當距離之外去看人生世相，

於是除了可效用於飲食男女的營求之外，便無其他意義。許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漢瓶是很值錢

的古董，他們寧願要一個不易打爛的鐵鍋，不要那些破銅破鐵。 

照片太逼肖，容易像實物一樣引起人的實用態度；雕刻和圖畫都帶有若干形式化和理想化，

都有幾分不自然，所以不易被人誤認為實際人生中的片段。古希臘和中國舊戲的角色往往帶面

具，表演時用歌唱的聲調。這些風格的創始者都未嘗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們的目的正在使

藝術和自然之中有一種距離。做詩要押韻，要論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藝術本就是彌補人生和

自然缺陷的。        （改寫自朱光潛〈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12. 上文＿＿＿＿內應填入的是： 

(A)習慣成自然 

(B)天涯若比鄰 

(C)無所為而為 

(D)山不轉路轉 

13. 依據上文，說明最適當的是： 

(A)樹倒影、大雪覆蓋之景所以美，乃因欣賞時深情專注 

(B)視卓文君私奔為穢行，乃因脫卸不了時代的社會觀感 

(C)一般人缺乏利害的認知，故不能欣賞周鼎漢瓶的價值 

(D)藝術表現上的不自然，為的是反映當下實際人生之美 

14. 依據上文，關於藝術與生活二者的關係，說明最適當的是： 

(A)抽離自然生活可以造就出藝術 

(B)藝術與生活要保持適當的距離 

(C)表達理想的人生世相即是藝術 

(D)理想化人生就能彌補藝術缺陷 

15-16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5-16題。  

王宇泰曰：「〈聖散子方〉因東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宋末辛未年，永嘉瘟疫，服此

方被害者不可勝紀。」余閲葉石林《避暑錄》云：「宣和間，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生信之尤篤，

殺人無數，醫頓廢之。」昔坡翁謫居黃州時，其地瀕江，多卑濕，而黃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

濕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所以服此藥而多效，是以通行於世，遺禍於無窮也。 

(改寫魏之琇《續名醫類案》) 

15. 依據上文，說明正確的是： 

(A)黃州疫病可能源於環境的溼氣，永嘉瘟疫則非濕氣所引發 

(B)永嘉、京師、黃州都發生疫病，後兩地用聖散子均有奇效 

(C)許多太學生相信聖散子的療效，醫生若廢棄不用就被殺害 

(D)本文記錄蘇軾創用聖散子藥方，及此藥方遺禍無窮的歷程 

16. 關於聖散子方遺禍無窮的原因，不包括： 

(A)蘇軾的名人效應 

(B)醫生未對症下藥 

(C)臨床上沒有實證 

(D)此藥方通行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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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7-18題。  

閱讀卡牌介紹與卡牌圖案，找出正確的組合。 

卡牌介紹 

○子、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 

○丑、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寅、（鸓）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卯、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 

○辰、（寓鳥）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卡牌  

甲    乙    丙 

 

 

 

 

 

丁       戊 

 

 

 

 

17. 依據卡牌介紹，說明正確的是： 

(A)「何羅魚」為群體生活，十條並游，叫聲有如狗吠 

(B)有一支角的「駮」能吃虎、豹等猛獸，且抵禦兵禍 

(C)「鸓」具防火功能，毛色雪白如霜，兩對翅膀四個頭 

(D)「肥遺」外型像有翅膀的老鼠，出現時國家會有旱災 

18. 依據遊戲規則「一祥獸得一分、一凶獸扣一分」，分數最高的玩家是：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丁 (D)丙丁戊 

19-20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9-20題。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

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

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

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孔子家語》）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

「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

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

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呂氏春秋》）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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磑：ㄨㄟˋ，磨碎。 

19. 依據甲文，以下二人說明最適當的是： 

小明：子貢主張，齊若無管仲、鄭若無子產，則這兩國就沒有其他賢人了。 

小瑛：孔子認為，所謂的賢人應是能發掘有才能的人，並為國家薦舉人才。 

(A)小明正確，小瑛正確 

(B)小明錯誤，小瑛正確 

(C)小明錯誤，小瑛無法判斷 

(D)小明正確，小瑛無法判斷 

20. 依據甲、乙二文，說明最正確的是： 

(A)鮑叔、子皮舉薦人才，可說是不避親仇而等同視之 

(B)子貢對於薦用賢人的看法，是站在任人唯賢的立場 

(C)祁黃羊不考慮自己與解狐、祁午的關係，只舉賢薦能 

(D)晉平公起初質疑祁黃羊任人採不同標準，但最終妥協 

21-22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21-22題。  

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與言笑。至二更許，

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輾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

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廂中，取一副耒耜，

並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

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廂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

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廂中，即取麵作燒餅

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

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

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太平廣記》） 

21. 依據上文，關於季和的說明，正確的是： 

(A)不確定三娘子行動目的，但心懷戒備 

(B)曾為三娘子同夥，後良心不安而退出 

(C)刻意不飲酒，保持清醒以窺探三娘子 

(D)提醒眾人未果，無法阻止眾人變驢子 

22. 依據上文，說明正確的是： 

(A)三娘子在深夜請出有法術的人和牛，為她犁田播種 

(B)小人偶與小牛為活物，平時就被豢養在三娘子房中 

(C)幾個時辰麥子就能發芽開花收成，可見此事非凡神秘 

(D)小人偶收成麥子，接著磨成麥粉製成燒餅，非常能幹 

23-25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23-25題。  

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

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遊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

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眾多，所取

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煙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近者

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於峰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於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

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

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郭熙《林泉高致》） 

  

飫：飽足。 

甲 



2022第三屆臺灣中小學中文能力檢定考試．TCT10 

第- 7 -頁，共 11頁 

余曩臥病汝南，友人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過直中相示，言能愈疾。遂命童持於枕旁閱

之。恍入華子岡，泊文杏竹里館，與裴迪諸人相酬唱，忘此身之匏繫也。因念摩詰畫意在塵外，

景在筆端，足以娛性情而悅耳目，前身畫師之語非謬已。今何幸復睹是圖：彷彿西域雪山移置

眼界，當此盛夏，對之凜凜如立風雪中。覺惠連所賦，猶未盡山林景耳。吁！一筆墨間，向得

之而愈病，今得之而清暑。善觀者宜以神遇而不徒目視也。  （秦觀〈書輞川圖後跋〉） 

23. 依據甲文，畫家要畫出巧奪天工的山水畫，並非必要的條件是： 

(A)擴充學養體會 

(B)豐富遊歷經驗 

(C)精選畫作臨摹 

(D)大量觀察記錄 

24. 依據乙文，關於作者二次觀圖經驗的比較，分析正確的是： 

選項 比較項目 第一次 第二次 

(A) 作者狀態 賦閒在家 出遊 

(B) 觀賞地點 汝南 竹館 

(C) 觀賞同伴 裴迪諸人 惠連 

(D) 觀賞效果 治癒疾病 消除暑氣 

25. 依據二文，關於王摩詰〈輞川圖〉的評價，說明正確的是： 

(A)甲文認為優點在刻畫「智者樂水」的人物形象 

(B)乙文讚美描繪西域雪山冷冽的功力遠勝過惠連 

(C)二文均強調需觀者發自內心去感知其動人力量 

(D)二文均認同畫作具有使觀賞者欣喜愉悅的功能 

 

二、多選題（占 24 分）  

說明：第1題至第6題，每題4分。 

1.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他會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也只能說是究由自取 

(B)今晚臺上壓軸演出的樂團，幾年前都還沒沒無聞 

(C)凡事不思反省創新，一味因尋苟且很快會被淘汰 

(D)騷首弄姿不但不能展現美感，可能還會遭到訕笑 

(E)找到值得全力以赴的事，人生的風景也會更清晰 

2.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適當的是： 

(A)若你有任何感想或心得，希望能耳提面命的討論 

(B)一場變故讓我耗去所有家產，如今已是身無長物 

(C)多虧他走馬看花，找出好多我原本沒看到的問題 

(D)若身負重任卻尸位素餐，招來怨恨也是自然的事 

(E)我們一起抱薪救火，再難的境況也一定會有轉機 

  

匏繫：賦閒無用。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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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漢語句法中，主謂短語由兩個部分組成。前一個部分提出主題，稱為主語；後一個部分則對

主題加以陳述，稱為謂語。例如：「客人來了」，主語是「客人」，「來了」就是對這個主題加以

陳述的謂語。下列屬於主謂短語的是： 

(A)      (B)      (C)      (D)     (E)   

   

 

   

 

4.  

5. 關於甲、乙二文，說明正確的是： 

甲、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 

得之淺深耳。            （張潮〈幽夢影〉） 

乙、吾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 

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掐字，掐得一個，只是一個，掐得不著時，只是白地。 

（張岱〈噱社〉） 

(A)甲文認為閱歷隨年紀增長後，可助讀者拉近與作品的距離 

(B)乙文以快刀切物與指頭掐字對比，形容讀書速度上的差異 

(C)二文皆以同一行為的變化為喻，呈現不同年紀的讀書體驗 

(D)二文皆認為若相較於老年，少年讀書學到的知識更為豐富 

(E)二文皆同意若相較於少年，老年讀書的態度更為草率隨便 

6. 依據下文，關於高老先生的說明，正確的是： 

高老先生道：「諸位才說的，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遲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相與？」

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麼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

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裡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

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卻不會尋一個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

——已經是個獃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又逐日講

那些『敦孝悌，勸農桑』的獃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著當了真，惹的

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

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

南京城裡，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裡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

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

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遲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都不就。」高

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裡通，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

得正途出身麼？」           (吳敬梓《儒林外史》) 

(A)杜少卿的父親知贛州時，兩人便是舊識 

(B)認為官員只重孝悌農桑，就是不敬上司 

(C)痛揭杜少卿的過往，對他的評價非常低 

(D)認為朝廷徵辟不是正途，不如廣積陰德 

(E)臧否人物有自己的標準，重在功名富貴 

  

當心兒童 行人專用 禁止停車 男賓止步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3A%2F%2Fwww.wang5218.com%2FLL01%2F00077.htm&psig=AOvVaw04pczpWl2icDIWcpJCtCwy&ust=161148803953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OCG7p_7se4CFQAAAAAdAAAAABAE
http://4.bp.blogspot.com/_nHJowceKK_o/RmecHarZPSI/AAAAAAAACCo/DqprA4_t4W8/s1600-h/ç¦�æ¢å�œè»Š.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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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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分）  

1-3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3題。  

過去要舉行Kisaiz並不容易，因為每舉辦一次Kisaiz就要耗費相當多的米食，還要摘野菜、

打獵，是一件很盛大、很花錢且要捲入眾多人力的事。日本殖民時期要控制物資與人力來作戰，

所以被嚴厲禁止，噶瑪蘭女巫都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怕因聚眾與聚餐而被警察懲罰。 

接著，對於1950年代戰後時期的族人而言，要辦Kisaiz在經濟上也相當吃緊。加上花蓮新社

部落中的天主教會認為其為「泛靈信仰」，和基督一神信仰彼此衝突，族人不再讓家中的女孩舉

行Kisaiz成巫，也不再公開參加每年女巫集體進行的治病儀式，甚至儀式所需的蘆竹葉也被教

友故意拔除，讓女巫無法順利舉行儀式。 

直到1987年臺灣解嚴，政治氣氛轉變，加上資訊網路發達、偏遠地方公路開通等影響，噶

瑪蘭族人認知到自己在大社會場域中，必須要有發聲的位置，不能夾雜於阿美族或漢人之間的

認同。 

若要爭取噶瑪蘭族成為政府認定的一個族，就要有證據證明有不一樣的語言、文化和儀式。

這使得噶瑪蘭族人開始思考，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族有什麼不一樣。其中，Kisaiz就是最獨特的代

表文化。尤其是新巫必須到屋頂上跳舞、呼喊創始女神，象徵連接天、家與部落母系傳承的概

念，是其他臺灣原住民所沒有的。        （改寫自《研之有物》） 

1. 依據上文，說明正確的是：（單選題，2分） 

(A)Kisaiz是噶瑪蘭傳統的成巫儀式，屬一神信仰 

(B)日本政權為攏絡民心，曾介入接手執行Kisaiz 

(C)Kisaiz需要蘆竹葉，且耗費大量的米食與人力 

(D)Kisaiz中的巫師多為男性，反映部落父系傳統 

2 依據上文，下列圖片為Kisaiz儀式的是：（單選題，2分）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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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整理影響Kisaiz儀式舉行的因素、時空背景、原因與影響，完成表格內容。（每格2分，共4分） 

因素種類 時空背景（作答字數：20 字以內） 原因與影響（作答字數：30 字以內） 

經濟因素 1950 年代戰後社會環境 
戰後經濟不寬裕、資源不足， 

因此不易辦理此儀式 

宗教因素 （1） 
其代表的泛靈信仰和基督一神信仰衝突，

所以族人不再支持此儀式 

文化因素 1987 年臺灣解嚴後社會變動 （2） 

 

第二題（占 18 分）  

4-7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4-7題。  

隨著都市化、現代化步伐的臨近，日治時期臺灣日益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接軌。而原本在

宴席中陪伴文人吟詩唱曲的「藝旦」，則成為這股浪潮下無法忽視的存在。 

在當時的報刊雜誌時常能看到關於藝旦的描述，像《三六九小報》：「醉仙閣麗珠，妓飾洋

裝，短袖斷髮。」她們無所不用其極，希望在競爭激烈的花叢裡攻占屬於她們的一席之地。 

除了報刊外，當時亦有許多描寫藝旦的文學作品，如張文環〈藝旦之家〉描寫女主角彩雲

自幼被賣給人當養女，而養母由於利慾薰心，將其出賣給茶行老闆，爾後無奈踏上了藝旦之路。

小說最後，彩雲面對戀人對自己職業的遲疑以及養母的無盡榨取，興起投河了結生命的念頭。 

探究藝旦的出身不難發現大多家境貧困，或是受到傳統重男輕女觀念影響而被賣作童養媳

或養女。對於處在社會邊緣的藝旦而言，在濃妝豔抹與流行衣裝之下，時尚與格調的重視則成

為個人自我實現的方法。 

〈藝旦之家〉中指出，一流的藝旦「藝當然重要，人格文雅更重要」。除了時尚的外貌，藝

旦在文學上的造詣亦不容忽視。許多藝旦不僅在報刊上發表詩文，甚至拜有名望之學儒習詩，

如王香禪曾至大稻埕的劍樓書塾學詩，詩作至今留存。更由於大眾傳媒開始興盛，藝旦不再被

局限陪酒吟詩或隨侍在旁。如藝旦連雲仙擔任電影《誰之過》的女主角，以藝旦為題材的電影

《望春風》請當時以戲曲聞名的藝旦幼良擔任主角。此外，也有藝旦參與唱片錄製，演唱〈烏

貓進行曲〉、〈五更思君〉等臺語流行歌。這時藝旦走向更為廣泛的公眾舞臺，而與傳統的形象

大相逕庭。他們擔任起最具時髦意義的「公關」角色，呈顯出極度矛盾而又衝突的社會身分：

一面是臺灣社會階級地位中最邊緣的群體，另一面卻是社會時尚的先鋒。 

透過追尋她們嘗試探頭的身影，可以發現藝旦是既美麗又哀愁的存在。她們留下的文化軌

跡是一道可見的累積與紀錄，刻畫出在那掙扎與壓抑的年代裡，這群女性在隙縫中曾經奮力一

搏所發散出的綺麗光芒。（改寫自張志樺〈時尚的祕密：日治時期臺灣藝旦與女給的情慾消費〉） 

4. 依據上文，說明正確的是：（單選題，2分） 

(A)藝旦來自於西方，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 

(B)為強化競爭力，藝旦極力打造吸睛外貌 

(C)展現了時尚與格調，藝旦就能獨立自主 

(D)藝旦的風采，表露在對事物細節的專注 

5. 關於上文的作法，說明正確的是：（單選題，2分） 

(A)娓娓道來藝旦的前世今生，利用倒敘手法鋪陳她們的開創與貢獻 

(B)透過藝旦的生命故事，讓讀者感受其心境，最後帶出省思與批判 

(C)在時代背景的考察中，呈現藝旦的多元面向，以及其地位與影響 

(D)對藝旦的得失反覆辯證，並一一舉例分析，破除大眾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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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藝旦而言，自我實現的路並不容易，但也有許多藝旦突破傳統的束縛與限制，展現了獨特

的人生風采。請依據提示，完成表格內容。（共6分） 

藝旦 
自我實現的具體作為 

（占 2 分，作答字數：20 字以內） 

展現的能力或對傳統形象的突破 

（占 4 分，作答字數：30 字以內） 

王香禪 曾至書塾學詩，詩作至今留存 除了出色外貌，更有不容忽視的文學造詣 

連雲仙、幼良 （1） （2） 

7. 作者述及「藝旦是既美麗卻又哀愁的存在」，請說明其中「美麗」與「哀愁」可能的詮釋。（每

格4分，共8分。作答字數：各30字以內。） 

美麗   

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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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T10 參考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A 12 C 22 C 

2 A 13 B 23 C 

4 B 14 B 24 D 

5 D 15 A 25 D 

6 D 16 C 多選 

7 C 17 B 1 BE 

8 A 18 B 2 BD 

9 A 19 B 3 BC 

10 D 20 C 5 AB 

11 D 21 A 6 CE 

混合題 1-3 題 

1 C 

2 A 

3 

 參考答案 

因素種類 時空背景 (2 分) 原因與影響 (2 分，作答字數：30 字以內) 

經濟因素 1950 年代戰後社會環境 戰後經濟不寬裕，資源不足，因此不易辦理此儀式 

宗教因素 
(1) 1950年代（戰後）部落受

天主教會影響 

其代表的泛靈信仰和基督一神信仰衝突，所以族人

不再支持此儀式 

文化因素 1987 年臺灣解嚴後社會變動 
(2) 為了爭取成為被政府認定的一個族群，所以藉由

舉辦此儀式與其他族群作區隔 

 評分原則 

(1) 1950年代（戰後）部落受天主教會影響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關鍵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時間[1950年代或戰後]、關鍵○2 天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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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爭取成為被政府認定的一個族群，所以藉由舉辦此儀式與其他族群作區隔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關鍵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認知到必須要有發聲的位置與他族作區隔以

爭取政府認定、關鍵○2 舉辦此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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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題 4-7 題 

4 B 

5 C 

6 

 參考答案 

藝旦 
自我實現的具體作為 

(2 分，作答字數：20 字以內) 

展現的能力或對傳統形象的突破 

(4 分，作答字數：30 字以內) 

王香禪 曾至書塾學詩，詩作至今留存 除了出色外貌，更有不容忽視的文學造詣 

連雲仙、幼良 (1) 擔任電影的（女）主角 
(2) 不再被侷限在私人領域，走入公眾成為

時尚先鋒（或擔任時髦的公關角色） 

 評分原則 

(1) 擔任電影的（女）主角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關鍵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電影、關鍵○2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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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被侷限在私人領域，走入公眾成為時尚先鋒（或擔任時髦的公關角色）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走向公眾舞臺或不再被侷限在私人領

域、關鍵○2 時尚先鋒或時髦的公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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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參考答案 

美麗 展現美麗時尚的外貌，且呈現出燦爛多樣的生命軌跡與文化活動 

哀愁 受到傳統觀念（或性別不平等）的壓迫，處在社會的邊緣，人生悲苦 

 評分原則 

展現美麗時尚的外貌，且呈現出燦爛多樣的生命軌跡與文化活動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外在美[時尚外貌、美麗外表……]；

關鍵○2 內在美[人格文雅、文學造詣佳、奮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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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傳統觀念（或性別不平等）的壓迫，處在社會的邊緣，人生悲苦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案或近似概念（關鍵○1 處境[社會邊緣、家境貧困、刻板印

象……]；關鍵○2 感受[不能自主、悲苦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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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