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國文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01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英文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21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數學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74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歷史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111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地理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124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公民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132
新北市自然領域核心小組素養試題設計原則與示例  ……150

目 次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國文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國文科精進素養命題檢視原則 

一、試題內容版面編排適宜且容易閱讀，圖表內容與標示皆清晰、正確及符合題

意。 

二、試題題意明確，語法和標點符號使用正確，且無錯別字。 

三、試題內涵能涵蓋學習內容的概念，包括記憶、了解、應用及高層次思考（分

析、評鑑、創造等閱讀理解）等層次。 

四、試題能善用多元文本，針對學科重要知識取材。 

五、試題內容符合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六、試題能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避免過於艱深或過於簡易。 

七、試題採用正面的敘述，較少出現反面或雙重否定的文句。若使用否定句，已

於否定字眼下加註雙底線或其他顯著提示符號。 

八、試題之難易度適中。 

九、正確答案明確且無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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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國文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編

號 
題 目 

1 

國文老師在課堂上進行了詩歌體裁的比較，講解時於黑板上使用圖示呈現三種詩(歌)體之

間的異同。圓圓同學因為上課打瞌睡，所以無法判斷出甲、乙、丙分別對應何者詩(歌)

體。聰明的你請協助解決圓圓的困惑。 

 

(A) 甲：樂府詩／乙：古體詩／丙：近體詩 

(B) 甲：古體詩／乙：近體詩／丙：樂府詩 

(C) 甲：樂府詩／乙：近體詩／丙：古體詩 

(D) 甲：古體詩／乙：樂府詩／丙：近體詩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中和高中 

答案 

(A) 

審題回饋 

1、以情境式命題結合文化知識，考量學生的前備知識，能達到記憶的再認效果。 

2、雖屬記憶性考題，但能運用多元文本，以圖表為材料，方便學生判讀重要訊

息，版面安排亦順當。 

3、建議調整題幹說明，加入「最適當的選項是：」等語。 

 

  

2



編號 題 目 

2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

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

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

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

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

徙。（沈括《夢溪筆談》） 

依據你對本文的理解，范仲淹施政精神與下列何者最不相同？ 

(A) 疫情衝擊觀光，交通部籌百億，紓困振興並行 

(B) 歐債危機爆發，希臘開啟八年財政撙節政策 

(C) 金門縣政府拚觀光，推振興券刺激消費 

(D) 1933年，羅斯福總統舉辦救濟和公共工程 

出題年級： 

學校名稱：板橋高中 

答案 

B 

審題回饋 

1、評量學生詮釋閱讀材料的能力，結合選項中的生活實例說明，兼顧文本摘要的

閱讀歷程考量。 

2、題幹敘述宜置於閱讀文本之前，並建議將題幹以「？」結束的句型改成以

「：」結束的句型，例如「最不相同的選項是：」 

3、建議調整選項字數長短，或趨於一致，或由短到長、由長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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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公司要能運作，有賴職場禮儀的建立。適當的職場禮儀能讓對方獲得尊重，也為自己省

去了不必要的麻煩。《紅樓夢》裡的賈府，家族龐大，上下人員繁多，不同輩分、身分、階級，

構成一套複雜的人際網絡系統，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也彷若一個賈氏企業公司。我們若將人

物身分對應現今企業職位，大致如下列： 

     董事長 —— 賈母 

     董事  —— 太太們（王夫人、邢夫人等） 

     經理  —— 孫媳婦（王熙鳳、李紈） 

     特助  —— 大丫環（鴛鴦） 

若由此觀點，下列〈劉姥姥進大觀園〉人物的行為，哪些符合職場禮儀？  

（A）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哪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

賈母聽說，便回頭道：「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

遇事宜先詢問直屬經理，不宜越級直接詢問董事長 

（B）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下來預備著。」

眾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了下來：經理依據對董事長的了解，可在不影響大局

的前提下超前部署，使事務進行更順利 

（C）鳳姐兒聽說賈母欲坐船至探春住所吃早飯，便同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

人等，超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聽到董事長的決策後，負責執

行的經理便應講求效率，及早開始行動 

（D）王熙鳳的婢女豐兒對李紈說：「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兒怕不夠使，不如開了樓，

把那收的搬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豐兒搬出太太（即

王夫人）這位更高階長官，炫耀自己與高階長官的友好，讓對方不敢抗命、歡喜接受 

（E）李紈笑著勸阻王熙鳳與鴛鴦拿劉姥姥取笑，「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

鴛鴦身為董事長特助，可視為董事長的分身，言談舉止自然對李紈有適當的尊重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新店高中 

答案 

(ABC) 

審題回饋 

1、以古典小說文本結合職場禮儀，考量學生對範文的熟悉度和解讀能力，兼顧記

憶和推論的認知歷程考量。 

2、取材以文句摘錄為主，學生必須具備文本相關的先備知識。 

3、建議將選項（A）的「遇事宜先詢問直屬經理」改成「遇事宜先詢問直屬長

官」，避免正答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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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下述圖文資料，下列推論錯誤的是： 

  心理學上有個叫「紅燈停綠燈行」的實驗，讓三個不同年齡層的人分別進行模擬駕

車，每人一輛車並行駛單一路線，以最快時間抵達終點者獲勝。若駕駛人貪快闖黃燈，

則車輛會被撞毀。實驗對象均需玩兩次遊戲，一次是自行獨駕；一次是和同齡好友一起

玩，好友可以在實驗對象試駕時大聲給予建議，但駕車者可不予理會。實驗結果如下： 

 

 

（A）在獨自一人駕車時，三個年齡層車禍率並未有顯著差異 

（B）在與同齡好友一起玩時，成年人較能不受同儕建議影響 

（C）青少年相較於其他人，較難分辨闖黃燈所帶來的危險性 

（D）同儕意見對於青少年的事故率影響是三個年齡層最大的。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聖心女中 

答案 

(C) 

審題回饋 

1、運用多元文本評量學生的推論能力，且文本所呈現的生活情境和觀點，有助於

學生思考人我互動的關係。 

2、題幹與選項的敘述簡潔明確，能考量學生統整歸納的能力，版面安排亦順當。 

3、建議題幹可將末句修改成：「下列推論錯誤的選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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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甲、乙二文，試推論下列最接近洞庭湖景色的是： 

甲、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范仲淹〈岳陽樓記〉） 

乙、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裡一青螺。（劉禹錫

〈望洞庭〉） 

(A)

 

(B)

 

 

(C)

 

(D)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聖心女中 

答案 

(A) 

審題回饋 

1、評量學生詮釋和推論閱讀材料的能力，結合選項中的圖表示意，兼顧摘要主旨

的閱讀歷程考量。 

2、運用多元文本，以圖表為選項，畫面清晰，方便學生判讀。 

3、建議題幹可將末句修改成「試推論下列最接近洞庭湖景色的選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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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

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遂亦用銀盂之類。其果子菜蔬，

無非精潔。若別要下酒，即使人外買軟羊、龜背、大小骨、諸色包子、玉板鮓、生削巴子、瓜薑之類。  

──趙元老：《東京夢華錄》「會仙酒樓」 

（乙） 

  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

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司馬光：〈訓儉示

康〉 

1.依據(甲)文，下列分析何者正確？ 

(A)為了安全，會仙酒樓禁止獨飲  

(B)會仙酒樓禁止攜帶外食  

(C)當時風氣奢靡，酒樓的器皿均為銀器  

(D)酒樓提供外賣服務，以軟羊、龜背等產品最受歡迎。 

 

2.有商業頭腦的元源想在宋代做生意，依據(甲)、(乙)兩文，何者是較好的策略？ 

(A)與會仙酒樓簽約，提供餐點外送到府服務  

(B)請魯公代言，推出士大夫宴客套餐  

(C)與會仙酒樓附近商家合作，提供外送餐點至會仙酒樓  

(D)出租精緻的器皿，供士大夫宴客擺闊。 

出題年級：高三 

學校名稱： 聖心女中簡均儒老師 

答案 

1.(C)  2.(C) 

審題回饋 

1、評量學生詮釋閱讀材料、比較文本的能力，並以解決問題為考點，考量學生區

辨文本細節的能力。 

2、題幹敘述簡潔，然建議將題幹以「？」結束的句型改成以「：」結束的句型，

例如「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下列最好的策略是：」 

3、建議調整選項字數長短，或趨於一致，或由短到長、由長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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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題為題組，請閱讀下列引文，回答第 1-2題。 

1、依據本文，以下何者不是 KKday和 KLOOK共同的經營特色？ 

(A) 幫助消費者直接對接當地供應商 

(B) 重視消費者使用介面時所生產的移動端數據 

(C) 產品理念都是「質勝於量」 

(D) 在主力市場設置當地辦公室，招聘當地人才 

2、依據你對袁宏道的理解，Kkday或 KLOOK推出何種行程，最能打動袁宏道的心？ 

(A) 熱門通包：雷峰塔、西湖遊船、環西湖包車一日遊 

(B) 古典最美：西湖古典園林之冠─郭庄一日遊 

(C) 超殺優惠：超山賞梅、靈峰探梅團低價出清 

(D) 珍藏絕景：晨曦、晚霞─朦朧中體會西湖最深刻的美 

出題年級： 

學校名稱： 板橋高中 

答案 

19.(B) 20.(D) 

「把全世界的行程服務，拿到平台上面，再賣給全世界的人。」KKday執行長

陳明明簡單帶出自家公司的服務宗旨。聽起來很容易理解，其實對傳統旅遊產業來

說，已經往前跨出一大步。陳明明表示：假設消費者想到首爾參加滑雪旅遊團，過

去的方式，得先跟中小旅行社、線上旅遊網（OTA）聯繫後，確認人數是否足夠「組

團」後，委由首爾當地旅行社執行，找上合作滑雪場和包車公司。當體驗行程平台

出現後，這件事開始改變了。「消費者透過平台能直接找到首爾當地的滑雪場跟租

車公司。」陳明明認為，「他們最大的價值在於成本變低，但反應速度卻變快。」無

論 KKday或 KLOOK兩個，雖然都有數以千計、上萬的行程可供挑選，但他們的共通

點都是「求精不求多」，並不在意行程數量是否快速增長。 

    林照圍也進一步透露 KLOOK營運關鍵：「我們是一家大數據旅遊公司。」他說，

比較直接的差別，是當繁體用戶和英語用戶登入平台時，即便是點選同一個國家內

容，產品排序卻是不同的。再者，他們很看重「移動端數據」。林照圍表示，當消費

者利用智慧型手機這些移動設備找旅遊資訊時，某種程度代表有急迫性和高度渴

望。因此，他們從網頁停留時間、網頁導入位置、到觀看流程等，一一分析消費者

對產品的重視程度，藉此更改排序或推出新行程。 

不只要找行程、還得快速反應消費者到了旅遊目的地的需求，體驗平台業者少

了在地旅行社幫忙發包，該怎麼做？KKday和 KLOOK不約而同地，都到主力戰場設

辦公室，找當地人才。陳明明說，KKday接下來的目標，是深耕東北亞，延長東南

亞戰線。因此，陳明明讓各地的辦公室，「都只有本地員工，沒有台幹。」KLOOK也

是相同道理。團隊員工不僅來自 15 個國家，並在台北、香港、新加坡、首爾、深

圳、曼谷、吉隆坡和馬尼拉等 8個城市設立辦公室。 

改寫〈雙強對決！台灣旅遊體驗行程預訂平台 KKday和香港 KLOOK這樣抓住市場脈動〉 

8

https://www.kkday.com/zh-tw/home/index2


審題回饋 

1、考量學生詮釋文句和區辨細節的閱讀能力，結合對範文學習的記憶，達到評量

推論能力的效果。 

2、能結合生活情境設計題幹。建議宜將題幹以「？」結束的句型改成以「：」結

束的句型，例如「最能讓袁宏道心動的選項是：」 

3、建議調整選項字數長短，或趨於一致，或由短到長、由長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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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1~2題 

  很多人以為全麥麵包裡頭 100％是全麥麵粉，其實大錯特錯。全穀的「全」有全部和完

整之意，根據行政院衛生署 99年公布的「全穀產品宣稱及標示原則」，定義「全穀」是指含

有「胚乳、胚芽和麩皮」的完整穀粒成分，其所含全穀成分須佔配方總重量 51％，才能稱

為全麥麵包。很多業者為了求麵包口感，麵包中只添加約 20％的全麥麵粉，卻宣稱賣得是

全麥麵包，所以下次看到標示「全麥」、「全穀」或「雜糧、多穀、十穀、五穀、有機、生

機、珍穀、穀珍、天然素材、健康養生」千萬別全部當真。 

    一般麵粉指的是小麥去除麩皮與胚芽後，以胚乳研磨而成，也被稱做小麥粉，並非真正

是全麥麵粉。全麥麵粉包含麩皮、胚芽及胚乳，營養價值比麵粉來的豐富及完整，整體營養

素高出白麵粉 3倍以上。可惜的是，全麥麵包大部份無法從外表直接辨別，通常我們以為全

麥麵包看起來就該是褐色，但「誘人」的褐色其實可能是白麵粉裡加入糖漿、焦糖，再利用

烘焙高溫的焦糖化作用製造出來，許多烘焙製品外觀雖然看得到一點一點麥麩，所使用的麵

粉可能是「麩皮麵粉」，也就是白麵粉＋麥麩製作而成。 

    麵包吃的就是麵糰的咬勁和麥香，軟麵包則根本就法真正吃出麵包的好。一般軟麵包壓

一下馬上凹陷，吃來軟趴趴，靠得是乳化劑和大量的油糖。做麵包無法用沙拉油，是因為液

態油不好塑型，但酥油就像是髮蠟一樣，怎麼塑型都可以，放在室溫下過久也不會融化，對

業者來說好處太多，才會被大量運用在軟麵包上。 

    酥油是什麼？就是反式脂肪的白油加入香料和色素做出來的產品，好聽點叫植物性奶

油，很類似大家平常常見的乳瑪琳。很多烘焙業者喜歡用它來取代天然的動物性奶油。且酥

油沒有季節產量的問題，要多少就可以合成多少，最棒的是室溫下不會融解，不用擔心儲存

配送的溫度。你對它一點都不陌生，早餐的三明治抹的奶油就是它，你吃的爆米花、平價鐵

板燒也有它，飛機上的餐包餡全都有它。吃多了反式脂肪，不僅身體會囤積，還會造成心血

管疾病。 

1.(   )麵包是很多人喜愛的食物，我們卻常常不清楚吃下肚的麵包成分內容是甚麼。 

下列對於麵包成分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全麥麵包的營養價值較高，必須 100％全穀成分 

（B）全麥麵粉因養價值高於白麵粉，因此全麥麵包價格是一般麵包的三倍 

（C）買全麥麵包要看外表是褐色的（D）植物性奶油是合

成產品，常被用來取代天然的動物性奶油 

2.(   ) 小丸子昨天在便利商店買了一個麵包， 

依據包裝說明，對這個可可夾心敘述正確的是 

（A）此麵包是生機食品 

（B）口感可能偏軟 

（C）使用酥油，沒有保存期限的問題 

（D）是全麥麵包，外觀為褐色 

  

出題年級：高一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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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永平高中 

 

審題回饋 

1、評量學生解讀文句和辨析文本細節的能力，又能配合生活情境，評量學生解決

問題所需的認知能力。 

2、能運用多元文本，以隨手可見的包裝說明為材料，充分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3、建議調整選項字數長短，或趨於一致，或由短到長、由長到短。另請注意照片

的解析度和字體大小，避免判讀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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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安康高中 

答案 

29.(C) 30.(D) 

審題回饋 

1、考量學生解讀說明文的能力，並運用多元文本，兼顧檢索訊息、互文解讀的閱

讀歷程評量。 

2、試題選材扣合命題焦點，並能考慮學生的閱讀量，選文長度恰當，題幹選項敘

述精簡。 

3、建議調整選項，分行敘述。另請調整圖片的清晰度與字體大小至最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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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文課上老師要求同學分析琵琶行的聲情表現，並且將其音調高低及音量大小畫為曲線圖。

小玉完成曲線圖之後，卻忘記標註句子，請問下列哪組詩句最符合圖片裡小玉對琵琶行的分

析? 

 

A.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B.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綠腰 

C.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D.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 

2. 小玉運用同樣的概念分析了白居易的五弦彈，請閱讀詩句並找出最符合詩句聲情分析的圖

片： 

五弦彈，五弦彈，聽者傾耳心寥寥。趙璧知君入骨愛，五弦一一為君調。第

一第二弦索索，秋風拂松疏韻落。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鶴憶子籠中鳴。第五

弦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五弦並奏君試聽，淒淒切切復錚錚。鐵擊珊

瑚一兩曲，冰瀉玉盤千萬聲。鐵聲殺，冰聲寒，殺聲入耳膚血憯，寒氣中人

肌骨酸。曲終聲盡欲半日，四坐相對愁無言。 

A.  B.  

C.  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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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琵琶行聲情分析

音量大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曲調高低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曲調高低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音量大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音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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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年級：高三 

學校名稱： 新北高中 

答案 

1.(C)  2.(A) 

審題回饋 

1、評量學生對閱讀材料的文句詮釋和推論能力，結合選項中的圖表示意，兼顧檢

索訊息和統整解釋的閱讀歷程考量。 

2、運用多元文本，分別以圖表為題幹和選項，設計用心。圖表清晰，便於判讀。 

3、建議根據大考中心的研究用試題參酌使用標點符號，例如試題中的人名或地名

無須加私名號，篇名號以〈〉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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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下文，回答(1)-(3)題： 

  張愛玲說：「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道出了生命的絢麗與煩惱。然

而，在社會上，有許多人活在苦多歡少的困境中。從下列圖文，可窺見這些人的生活面

貌。 

甲、打工評比圖 

 

乙、 

  舉牌或派報等非典型就業，是街頭上最常見的工作之一，卻只有週末假日才有職缺需

求，競爭相當激烈。勞動者必須盡可能提早一週前往公司面試，確定錄取後，要在工作日

當天清晨抵達集合地。舉牌工作時間為每工作一小時休息十分鐘，當天結束後會派車將廣

告牌與人一同接回派遣公司，發完日薪後解散。平均的行情價是七百五十到八百五十元，

若是透過其他人介紹，很有可能會再被抽走一兩百元的仲介費。加上通勤往返時間，估計

一天超過十一小時都在為工作奔波。 

  舉牌看似勞動成分不高，其實整天站在戶外，無論水分或體力皆耗損得相當快速，所

以上工時一定要記得攜帶水瓶和小板凳，生存老手則一定會自備彈力繩，將廣告牌綁在電

線桿或路燈上。 

  諷刺的是，舉牌工舉著房產廣告一整天，卻連一坪也買不起，上工即刻享有全世界最

遠距離的體驗。 

丙、小胖（街遊導覽員） 

  公園旁邊的這塊空地，每天會有不少人在等工作，工頭也知道要來這裡找人，舉牌是

由派報公司負責，我來臺北後，不到一週就找到工作了，是工頭自己來找人。通常是早上

五、六點到公園空地碰碰運氣看有沒有職缺，但我後來有和人力派遣公司簽約，雖然內容

不平等，但也因此工作機會變得較多，我一開始做舉牌的工作，後來也做陣頭，也是認識

的工頭找的。後來開始幫工頭處理一些事，像是收款啦，發薪水之類的。沒有被加薪，但

就當作是互相幫忙啦，工頭也很信任我。 

(1) 根據甲圖內容，下列關於打工的說明，正確的是： 

(A)休憩及飲食的提供，可以稍補薪資微薄的缺憾 

(B)付出去的勞力愈高，通常打工的待遇也就愈高 

(C)成就感的高低與人際互動、待遇、交通成正比 

(D)交通便利度依工作地附近大眾運輸狀況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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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甲圖的評比標準及乙、丙文所述內容判斷，「舉牌」這個工作的評比圖應

為： 

 

(3) 據調查，從事「舉牌」工作的多是中老年人，其中有許多是無家者。如果有一位

你認識的無家者想要從事這項工作，請參考乙、丙二文，提出 3項建議，提醒他保

護自己。（總字數 50字以內）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辭修高中 

答案 

(1)A (2)A  

(3)①工作時留意與馬路距離，避免被車輛撞擊 ②準備充足飲

水及遮陽物品，避免中暑 ③選擇有信用、公正的派遣公司，避

免被苛扣薪資 

審題回饋 

1、採混合題型命題，評量學生詮釋文本、推論看法和解決問題所需的認知能力。

運用多元文本，引導學生思考社會議題。 

2、考點明確，題幹選項的敘述簡潔明確，版面安排順當。 

3、建議調整三篇閱讀文本的格式，例如都加上標題，或用更清楚的段落、格線加

以區分，以便學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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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題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3)題： 

在閱讀〈再別康橋〉後，徽徽對康橋十分嚮往，打算親自走訪徐志摩筆下「性靈的故

鄉」，規劃一場「康橋文學之旅」。她蒐集了甲、乙二份資料，並根據資料規劃了一份旅

行筆記（丙）。 

甲、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

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

花在風中動盪，應和著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椈蔭護住，水是澈底

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著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

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著看天空的行

雲，有時反仆著摟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只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只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

船，有輕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

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著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

我手腳太蠢，始終不曾學會。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

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著，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

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裡一

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

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隻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著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

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群的唼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黃昏，近著新月的寒

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著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著雙雙的東洋綵

紙燈，帶著話匣子，船心裡用軟墊鋪著，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

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境與春光！（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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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1)徽徽若按照「甲文」各段敘述安排遊賞行程，其路線依序應為： 

(A)河中→河岸→橋上→橋邊 

(B)橋上→橋邊→河中→河岸 

(C)河岸→河中→橋上→橋邊 

(D)橋邊→河中→橋上→河岸 

(2)根據甲、乙文，此趟旅行徽徽最不可能實行的行程是： 

(A)行程一 (B)行程二 (C)行程三 (D)行程四 

(3)除了行程安排，徽徽筆記中還有其他錯誤，請根據乙、丙資料所述，參考示例，指

出錯誤並說明原因。（建議作答字數：①、②總字數不超過 40字） 

錯誤 原因 

地圖有誤 根據乙文，志摩詩文碑應在國王學院附近 

①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林口高中 

答案 

1.(C) 2.(D) 

3. ①費用有誤、②徽徽當日已滿 16歲，費用應為學生的 14英鎊 

審題回饋 

1、以混合題型、情境式命題結合圖表判讀，運用多元文本評量學生檢索文本訊

息、詮釋文句和區辨細節的能力。 

2、考點明確，題幹選項的敘述簡潔明確，版面安排順當。 

3、為求題幹說明清楚，建議調整試題(3)的標點符號，改「除了行程安排，徽徽筆

記中還有其他錯誤，」為「除了行程安排，徽徽筆記中還有其他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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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題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4)題： 

  假新聞目前是全球熱點議題。在媒體與社群時代，假新聞的散布極快，影響力也

超乎預期。有些假新聞第一時間網路聲量極大，連傳統媒體都跟著報導，而第一時間

的新聞效應，遠超過後續查證後的更正。 

  健康領域的假新聞中，存在許多偽科學，由於健康知識具有高度專業性，一般民

眾更是難辨真假，因而造成嚴重的影響。首先提出「酸鹼體質」說法的楊恩被判決詐

欺，賠償金額達一億美金。人的體質有酸鹼差異之說流傳甚廣，後續跟進推出許多保

健商品、養生或治療方案。楊恩完全沒有醫學背景，他天馬行空的個人創見居然得到

若干醫事人員支持，令人懷疑全球這些專業人員所受的科學訓練何在。多年來我們一

直告訴民眾，人類的血液酸鹼值是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範圍內，否則各種蛋白質與生理

作用都沒辦法運作，但民眾總是會笑笑解釋說，這種酸鹼值描述的是一種體質，不見

得是真正的酸與鹼。顯然這個「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還會自行演化出各種神奇的

應用。 

  有關養生保健的偽科學或過度詮釋的報導十分常見。曾有一份動物實驗結果發

表：以藍光照射小鼠，會促進小鼠交感神經興奮，也會活化毛囊的功能。以發表的內

容而言，是設計嚴謹的科學實驗，但所有的報導標題都變成了「睡前看手機八分鐘，

將造成一小時失眠」！這個實驗的對象是小鼠，如何可以延伸為人類的效應呢？或

許，媒體在發表會現場對研究成果在人體的意義提問，而若干超越研究發現的臆測便

由此而生，加上媒體下標的功力，最後大多數人只記得新聞標題，因為新聞標題呼應

了某些人心中對手機的疑慮。 

  在養生保健領域，這樣的故事層出不窮，更為誇張的說法也令人眼花撩亂，而且

各種奇怪的理論每隔幾年就換一輪，還來不及搞懂就已經更新。人們容易輕信所謂的

「研究證實」與「期刊報導」而疏於查證，最常犯的錯誤是把各種不見得相關的研究

發現混為一談。生物醫學研究上有三種研究方式，一種是「細胞試驗」，其次為「動物

試驗」，最後為「人體試驗」，一般來說，要將研究結論套用在人類身上，需要人體試

驗的結果來論述，而實驗的設計與結果的詮釋，還需要被科學界同儕所認同，所以需

要發表在醫學期刊上。 

  偽科學最常見的運作模式，是將「細胞試驗」或「動物試驗」的一部分成果，套

用在不是研究者所做的人體生理學現象來擴大解釋。把一堆不相干的資訊打包成一個

故事，故事中具有研究、期刊、專有名詞、保健養生等元素，一口氣成了行銷的絕佳

材料。 

  民眾或許因醫學知識的落差而難窺全貌，但醫事人員與生醫研究者有時卻一起加

入了偽科學的行銷。人工智慧可以在刊登前評估新聞的真假，谷歌大神對於新聞選擇

的權重也有所調整，但避免用新聞與研究說出自己私心願望才是關鍵吧！  

(1) 根據本文所述，當一則保健資訊出現在媒體時，閱聽大眾可依據什麼原則來判別它的

可信度？（字數 40字以內） 

(2) 根據本文敘述，下列健康資訊確實可信的是： 

(A)睡覺前看手機八分鐘，將會造成一小時的失眠 

(B)照藍光會使小鼠興奮，也會影響人的交感神經 

(C)人體血液酸鹼值，通常會維持在穩定的範圍內 

(D)酸性體質的人易生病，可用鹼性食物維持平衡 

(3)下列敘述，最適合用作本文標題的是： 

(A)自媒體與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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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假新聞與偽科學 

(C)社群時代的假新聞 

(D)健康議題的偽科學 

(4) 根據本文所述，健康領域偽科學之所以盛行的可能原因，不包括： 

(A)人工智慧與谷歌系統，目前尚無法對新聞真假進行有效甄別 

(B)有心者套用「醫學試驗」的部分成果結合保健知識行銷產品 

(C)若干醫事人員或為私利或一時不慎，以其專業背景出面背書 

(D)健康領域知識具有高度專業性，一般民眾不太容易辨別真假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辭修高中 

答案 

(1)〔參考範例〕訊息是否出自醫學期刊報導，而且是經過人體

實驗的研究實證結果  

(2)C (3)B (4)A  

審題回饋 

1、採混合題型命題，評量學生詮釋文本、歸納主旨、判讀文本細節和因果關係的

閱讀能力。 

2、能考量學生的閱讀負荷，選文長度適當，題幹選項的敘述簡潔，版面安排亦順

當。 

3、考點明確，逐題展現符合閱讀理解層次的評量，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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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英文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英文科精進素養命題檢視原則 

一、具備學科主體性，亦含跨領域能力，學生透過英文閱讀與時事、文化議題進

行知識整合。 

二、多元的文本，題材選擇重視不同文本類型的發展，以閱讀測驗題型發展出根

據圖片進行判讀之試題。 

三、在適當的情境中解決問題，題幹設計上提供完整答題訊息，測驗學生該階段

應具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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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英文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編號 題 目 

1 

(B) While the sisters, Melati and Isabel Wijsen, wer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of Bali, they found something that didn’t belong: 

floating plastic bags. And so in 2013, at ages 12 and 10, they from 

Indonesia launched Bye Bye Plastic Bags to make people know the 

serious ocean plastic problem. In 2018, they organized Bali’s 

Biggest Clean-up. In the clean-up, 20,000 people collected 65 tons 

of waste from local beaches and villages; they also helped ask 350 

local businesses not to use everyday plastic products like cups and 

straws within the next two years. The following picture pie chart 

showed the percentages of the waste items collected in the clean-

up. 

 
Source: https://indosole.com/blogs/indosole/balis-biggest-beach-

cleanup-2018 

Beyond their home island, Bye Bye Plastic Bags has also met with 

policy makers, like South Korea’s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and 

spoken at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s, like the UN-sponsored 

International Marine Debris Conference in San Diego. Although the 

sisters have attended some big events, what they really want to do 

most is give talks in classrooms to activate young people to join 

them to save the planet. 

Adapted from Time https://time.com/5463721/most-influential-

teen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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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ime.com/5463721/most-influential-teens-2018/


44.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article? 

(A) Young people are welcomed to join Bye Bye Plastic Bags. 

(B) The ocean plastic problem will get serious if people do not 

take action. 

(C) Two girls worked hard to help solve the plastic problem. 

(D) Bye Bye Plastic Bags wo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45. What is NOT true about Bali’s Biggest Clean-up? 

(A) Bye Bye Plastic Bags was organized after the clean-up. 

(B) More than 15,000 people joined the clean-up. 

(C) The clean-up was for people to clean the beaches and 

villages. 

(D) Many local businesses agreed not to use everyday plastic 

products. 

46. According to the pie chart above, which waste was collected the 

most in Bali’s Biggest Clean-up? 

(A) Plastic bottles (B) Food wrapping (C) Straws (D) 

Plastic bags 

47. Based on Paragraph 2, whom may Melati and Isabel want to talk 

to the most? 

(A) Law makers (B) UN officials (C) Teachers (D) 

Students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答案 

44.(C)  45.(A)  

46.(D)  47(D)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圖表，透過圓餅圖讓學生從數字當中得知訊息，

此乃為素養導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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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 

A few hours before Greta Thunberg's speech at the UN, I watched 

my daughters, ages twenty-two and sixteen, step over the newspaper 

which had been delivered to our doorstep that morning. Did they not 

see it? Were they waiting for someone else to pick it up for them?  

Malala Yousafzai twitted and expressed outrage publicly when 

women's right to education was in question. Greta Thunberg, on the 

other hand, successfully captured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footprint via the school strike for the worsening 

climate conditions. They care not about themselves but the whole 

world. Seeing their altruistic behaviors, instead of asking my kids 

to act like them, I started to reflect on my childhood and parenting 

style.  

I worry about my children's lack of empathy more than their 

safety. When I look back on my youth, I used to be a self-centered 

person who took everything for granted. Over time, I realized the 

necessity that I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my life.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 insignificance of my presence in the community upset me, 

I surely understood that only I could make my life worthwhile by 

doing something to make this world become a better one. It mattered 

to me what I did with my life, even if it made no difference to 

others.  

But now, looking at my two daughters sticking their eyeballs to 

smartphones and caring more about peers' attention rather than 

seeking ways to stand up in a society where women are hidden, I 

couldn't help but panic.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re rife with 

meaningless photos and videos that influence my children much more 

than the world in front of their eyes. There seems no so-called 

effective way I can guide them.  

I try to keep every conversation open. We watch documentaries 

and TED talks, share relevant news clips together during daily chats. 

But on days like this, when I pick up the newspaper from the 

doorstep, I wonder if I am doing enough. Before going to bed, I sent 

them a video of Greta Thunberg's speech and restrained myself from 

writing the caption — look what your peers are doing and achieving! 

56. The "them" on which paragraph refers to different people? (1%) 

(A) first (B) second (C) fourth (D) fif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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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of this article? (2%) 

  (A) How I Successfully Helped My Daughters Get Rid of Social 

Media.  

(B) The Girls Who Stood Up for Education and Were Shot by the 

Taliban. 

(C) Greta, Malala, And My Two Daughters — A Reflection on My 

Parenting. 

(D) Making an Equal World — Parents of Greta and Malala Finally 

Met at the  

UN. 

5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author is not 

true? (2%) 

(A) She regarded social media as a negative impact on her 

daughters' youth. 

(B) She sent a video to her daughters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about global  

issues.  

(C) She pondered on the ways she raised her daughters after 

learning Greta and  

Malala's acts. 

(D) She found it reasonable to be less empathetic because of the 

glass ceiling  

effect at workplace.  

 

59. Find an antonym of “altruistic” from paragraph three and 

write it down (1%) _______________ 

※Note that depart is the antonym of arrive, while fundamental is 

the synonym of basic. 

60.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re a collection of 17 

global goals designed to be a "blueprint for achieving a better and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for all." Please read the title of the eight 

selected goal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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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on and Rebecca are two students of PCSH who used to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In the past, Brandon always turned on the 

air conditioner during winter and seldom turned off the light 

whenever he left the room. However, after watching Greta Thunberg's 

speech at UN from the YouTube, he managed to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one.  

Rebecca, on the other hand, constantly fell asleep and swiped 

smartphone during class. After listening to Malala's speech on the 

podcast, she realized how precious it is for a girl like her to sit 

in the classroom and learn. Inspired by Malala, Rebecca dedicated 

herself to making this society much fairer.  

Last week, the teacher of tenth grader's compulsory course asked 

the whole class to conduct a project about the SDGs.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s above, which one of the SDGs should Brandon study 

more about? As for Rebecca, which two of the SDGs might be the ones 

that she is interested in?  

※ Please write down the number and the full name of each SDG on 

the answer sheet.  

 

 

I. Brandon: __________________ (1%)  

II. Rebecca:___________________ and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板橋高中 

答案 

56. (B)  57. (C)  58. (D)   

59. self-centered 

60. I. Brandon: (13) Climate Action 

    II. Rebecca: (4) Quality 

Education   

             (5) Gender Equality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非選混合題以及圖片題，以確實評量其閱讀理解

能力。，此乃為素養導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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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3 

Punting and Afternoon Tea in Cambridge 

 

 

 

 

 

 

 

  There is little more traditionally English than punting on the 

River Cam followed by an exclusive afternoon tea. With this in mind, 

we have developed a perfect package with the Cambridge Hotel to 

allow you to enjoy both of these “must-do” English activities. 

  Punt up the river to appreciate the surrounding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ith a set of stylish afternoon tea to wrap up your 

visit! After your inspiring private punt tour of the beautiful 

College Backs, you will retire to the comfort of the Cambridge 

Hotel’s Twist Bar and Riverside Terrace. Here you will be treated 

to a mouth-watering selection of sandwiches, scones and sweet treats 

overlooking the River Cam.  

⚫ Please contact our Bookings Team to reserve: on 01223 359750 or 

enquiries@scudamores.com reserve. 

⚫ Punt & afternoon tea rates: £39.50 for an adult, £38.00 

concession (for students and elders), £23.50 for a child (under 

10). Minimum charge: £250 

 

56. Where are you most likely to find this text?  

(A) On a flyer promoting a punting tour.  

(B) On the menu of a tea shop nearby the River Cam. 

(C) In a newspaper advertisement for hotels in London 

(D) On the newsletter for freshmen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57.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text?  

(A) The trip is exclusively planned for people who retire from 

work. 

(B) Punting and taking tea in England are no more traditional 

activities. 

(C) There should be a least 7 people in a punt so as to me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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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charge. 

(D) One of the must-dos in Cambridge is to experience the famous 

Cambridge Hotel. 

 

 

58. Look at the two charts below. The “Afternoon Tea Punt Tour in 

Cambridge” promotion will end by this weekend. You’re going to 

take your grandma, who is a vegan and only drinks Chinese tea, to 

experience this traditional activity. According to the charts 

below, you must seize the last chance to get to the punting 

station at (1) ______________ on (2) April ______________, 2020 

the latest. Besides, when ordering at the hotel, you should warn 

your grandma to avoid (3) ______________ (Please write down the 

number: ① Sandwich 

② Savory ③ Sweet Treats ④ Beverage) . 

 

Punting Opening Times          Afternoon Tea @Cambridge Hotel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板橋高中 

答案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非選混合題及圖表，考察學生是否能夠整合運用

知識與技能以處理現實世界或學術探究的問題，此乃為素

養導向試題。 

 

Menu 

Freshly Made Sandwich 

 Classic Cucumber and Sweetcorn 

Savory 

 Coronation Chicken Salad 

Sweet Treats 

 Traditional Plain Scone 

 Classic Carrot and Walnut Cake 

 Rich Chocolate Brownie 

Beverage 

 English Breakfast Tea  

 Coffee 

 Oolong Tea (served only on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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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4 

 English is a language that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Many of 

the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derived from ancient Latin 

and Greek or from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However, since the 

20th century, lots of blended words have appeared to describe new 

technologies or cultural phenomena (現象). For example, as many 

restaurants started serving a new type of weekend meal which was 

too late for breakfast and too early for lunch, someone decided to 

make a new word that described a meal that was a little bit of 

both. Thus, “brunch” was born.  

 A word blend is formed by combining two separate word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to form a new one. These words are often 

created to describe a new invention or phenomenon that combines 

the features of two existing things.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creating word blends. One way is to combine portions of two other 

words to make a new one. The word “camcorder,” for instance, 

combines parts of “camera” and “recorder.” Another way to 

create a word blend is to join a full word with some part of 

another word. For example, the word “frenemy” combines “enemy” 

plus a piece of “friend.” 

 With new inventions that changed the way people lived and 

worked, the practice of combining parts of words to make new ones 

became popular. In the 1920s, as traveling by car became more 

common, a new kind of hotel that catered to drivers emerged. The 

number of these “motor hotels” quickly increased and became 

known as “motels.” In 1994, when a rail tunnel beneath the 

English Channel opened, connecting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it 

quickly became known as the “Chunnel,” blending “Channel” and 

“tunnel” together. In 2018, Merriam-Webster added the word 

“mansplaining” to their dictionary. This blended word, which 

combines “man” and “explaining,” was coined to describe the 

habit that some men have of explaining things in a manner 

suggesting others are stupid. The fact that word blends have made 

their way to the dictionary shows that they surely play a key role 

in English speaker’s daily life today. 

 

56. Please match each paragraph to its corresponding main idea. 

(1%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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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w word blends grew in importance. 

      (B) How blended words started to appear. 

      (C) How word blends can be formed. 

      (1) Paragraph 1: __ __ 

      (2) Paragraph 2: __ __ 

      (3) Paragraph 3: __ __ 

 

57. Two ways of creating word blends are mentioned in the passage. 

Group the word blends below based on the way they are coined. The 

word blends created using the same way should be in the same 

square. (1% each) 

• emoticon = emotion + icon 

• sitcom = situation + comedy 

• staycation = stay + vacation 

• globish = global + English 

camcorder, __  _   ___, ___ ___  

_ 

frenemy, ___   ___, ___   ___ 

 

58. Complete the sentence below using one of the word blends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I couldn’t help but respond to John’s questions impatiently 

since he kept ___ ___ my own job to me.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板橋高中 

答案 

56.-1.(B) -2.(C) -3.(A) 

57. sitcom, globish  emoticon, 

staycation 

58. mansplaining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非選混合題，考察學生是否能夠整合運用知識與

技能，以及此乃為素養導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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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5 

The pudd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omes in dozens of types. In the 

USA, a pudding is usually a soft and creamy dessert that is made 

with eggs or milk. Think of custards, crème brûlées, and chocolate 

mous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puddings aren’t necessarily creamy 

or milky. For example, toffee pudding and jam roly-poly, both common 

family desserts, are more similar to cake and can have a crumblier 

texture.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British pudding is Christmas 

pudding. This moist fruitcake contains candied orange peel, brown 

sugar, raisins, and spices. Traditionally, brandy is often poured 

over the top and set on fire. In Asia, rice pudding is a popular 

dessert. Known as kheer in India, it is made by boiling milk, sugar, 

and rice. Coconut milk and mango are also commonly added to give 

this dessert a tropical flavor. 

 Puddings today are usually found in the dessert section of a 

menu, but back in the Middle Ages, puddings were typically savory. 

They started out as something like a boiled sausage. The meat was 

mixed with blood, fat, and maybe rice or bread. Then it was stuffed 

into animal stomachs or intestines before it was cooked. One well-

known savory pudding is Scotland’s haggis, which is a mixture of 

sheep’s organs, onion, fat, and spices stuffed in a sheep’s stomach 

and boiled. Over time, people started using cloth instead of animal 

stomachs or intestines as a holder, and adding spices, ginger, and 

dried fruit to the meat mix. Gradually, sweet puddings were 

introduced, but these were still boiled, just like the savory types. 

With ovens becoming more common in 19th-century Britain, baked 

puddings began to appear. These puddings looked like the pies and 

tarts we eat today. That explains why “pudding” can also mean 

“dessert” in Britain. 

59. How is hagg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uddings? 

  (A) Haggis has a crumbly texture. 

  (B) Haggis has meat and is not sweet. 

  (C) Haggis has a tropical flavor. 

  (D) Haggis is extra creamy and milky. 

6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kheer? 

  (A) It contains meat, blood, fat and maybe bread. 

  (B) It has its roots in the USA and later spread to the UK. 

  (C) It is very common in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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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ddle Ages. 

61. Look at the comparison table. Which is NOT true? 

 US puddings UK puddings 

(A) 

Ingredients 

Eggs, milk and more Eggs, milk and more 

(B) Texture Soft and creamy Not always milky or creamy 

(C) Taste Sweet Sweet or savory 

(D) Examples Custards, toffee 

pudding 

Jam roly-poly, Christmas 

pudding 

62. The following is part of an easy recipe Amy found online. What 

is Amy  probably going to make? 

  (A) Chocolate mousse. 

  (B) Kheer. 

  (C) Traditional Christmas pudding. 

  (D) Haggis. 

What you need: 

450g/1lb dried mixed fruit (use a mixture of sultanas, raisins, 

and snipped apricots) 

1 orange, finely grated rind and juice 

3 tbsp brandy, sherry, or rum, plus extra for flaming 

75g/3oz butter 

100g/3½oz brown sugar 

2 free-range eggs 

100g/4oz self-raising flour 

1 tsp mixed spice 

63.  Fill in the blan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dding. (請將

答案填入答案卷) 

The Middle 

Ages 

  19th century 

Boiled sausage  Boiled sausage  Boiled pudding Baked pudding  

Using animal 

stomachs or 

intestines as 

a holder. 

Using __63-1__ 

as a holder. 

__63-2__ 

becoming more 

popular. 

Savory Savory Sweet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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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bc.co.uk/food/mixed_spice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新北高中 

答案 

59.(B)  60.(C)  61.(D)  62.(C)   

63-1. cloth   63-2. Ovens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非選混合題及圖表，試題素材引用食譜生活情

境，此乃為素養導向試題。 

 

 

編號 題 目 

6 

Eco-conscious hotels 

If you are an eco-conscious traveler, then you want to reduce 

your carbon footprint whenever you travel. You can do that by staying 

at hotels that try hard to reduce their carbon footprint as well. 

Hotels can do this in various ways. Many eco-conscious hotels use 

energy-efficient light bulbs and appliances that consume less 

electricity. When the weather is warm, such hotels can also cut 

their electricity use by allowing fresh breezes to cool the facility 

so that air-conditioning is needed less often. 

Some eco-conscious hotels also reduce their carbon footprint by 

producing their own electricity. A hotel can do this by placing 

solar panels on its roof. The panels capture energy from the sun’s 

rays and convert it into electricity for the hotel. 

Hotels cannot create their own water, but they can use less of 

this important resource. They can lower their water use by installing 

efficient toilets. Eco-conscious hotels can attain the same goal by 

encouraging their guests to use the towels in their rooms for more 

than one day. The longer guests use their towels, the less often the 

towels need to be washed by the hotel. 

In the kitchens of eco-conscious hotels, cooks lower the carbon 

footprint by using local ingredients in the food that they make. 

Since the ingredients are local, they don’t have to be brought to 

the hotels from distant locations by trucks that produce carbon 

emissions. 

When a hotel’s guests use their own cars to visit nearby sights, 

they produce carbon emissions. Eco-conscious hotels help to cut 

emissions by offering vehicles that guests can pedal everywhere they 

want to go during their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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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travel, look for hotels that take these important steps to 

reduce their carbon footprint. If you enjoy the outdoors, also search 

for hotels that organize outdoor activities such as mountain hikes 

or bird-watching walks for their guests. Hotels that do this are 

more likely to care about the earth and protect it. 

 

58.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at is true about the hotels 

mentioned? 

A. They attract customers by providing luxurious rooms. 

B. They demonstrate their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C. They’re known to make false claims about their services. 

D. They need to market themselves much more effectively. 

 

59. What does the article imply the restaurants use? 

A. Beef, pork and poultry that were imported from abroad. 

B. Dishes that were produced from recycled materials. 

C. Vegetables and fruit that have been grown on nearby 

farms. 

D. Cleaning products that don’t contain any dangerous 

chemicals. 

 

60. “Linda and Amy are going on a trip to Canada next summer. 

They enjoy nature there a lot, and they would like to enjoy 

the local food.”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below, which 

hotel may they choose to stay? 

 Royal 

Grand 

Hotel 

Valley 

View Hotel 

Pleasant 

Island 

Hotel 

Rocky 

Coast 

Hotel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 
No No No Yes 

Solar panels to 

produce power 
No Yes Yes Yes 

Open design to 

attract breezes 
Yes No No Yes 

Efficient toilets Yes Yes Yes No 

Local Ingredients Yes Yes No No 

Organizes hikes and 

walks 
No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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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bicycles No Yes No No 

 

A. Valley View Hotel. 

B. Royal Grand Hotel. 

C. Rocky Coast Hotel. 

D. Pleasant Island Hotel.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新北高中 

答案 

58.(B)  59.(C)  

60.(A)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表格入題，試題素材引用日常生活情境，此乃為

素養導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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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7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Wuhan pneumonia,) originated in 

Wuhan, China and it spreads quickly across the world. The brand-

new virus can be transmitted between humans through droplets and 

contact. 

  According to the WHO, signs of infection include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breathing difficulties. In more severe 

cases, it can lead to pneumonia, multiple organ failure and even 

death. The number of fatalities from this new coronavirus has 

surpassed the toll of SARS outbreak. The list below states how 

many people suffer from the disease and how many people die in 

these countries. 

(Statistics : countries concerning people suffering from COVID 

19)  

(By the date of 23rd, March, 2020) 

 

To protect ourselves, we should take steps to prevent infection. 

Regularly and thoroughly clean your hands with an alcohol-based 

hand rub or wash them with soap and water. Maintain at least 1 

meter (3 feet) distance between yourself and anyone who is 

coughing or sneezing. Avoid close contact with anyone showing 

symptoms of respiratory illness such as coughing and sneezing. 

Practice good respiratory hygiene, such as wearing masks or 

covering your mouth or nose when sneezing or coughing. If you have 

a fever, cough and difficulty breathing, seek doctors and call in 

advance. Follow the directions of your local health authority. 

Also, depending on your travel history, you will be asked to be 

Country/Place Confirmed Deaths 

China 81053 3261 

Italy 53578 1441 

Iran 21638 1685 

South Korea 8897 4825 

Spain 28603 1724 

United States 27021 344 

Egypt 294 10 

Australia 13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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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antined for at least 14 days from the time you left an area 

with widespread or ongoing community spread (Level 3 Travel Health 

Notice). 

 

6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Jason returned from Italy on 19th 

March, 2020 to Taiwan, what should he practice now? (Choose all 

that apply. -複選題。) 

(A) to be quarantined/isolated for at least 14 days (B) to avoid 

droplets spread 

(C) to dine out alone (D) to wear facemasks (E) to wash hands 

frequently 

Answer: _____________ 

6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country is with the highest 

fatality rate? 

Answer: _____________ 

63. For cases confirmed, which symptoms may they suffer from?  

  (Choose all that apply. -複選題。) 

(A) breathing difficulties (B) pneumonia (C) multiple organ 

failure (D) fever  

(E) coughing 

Answer: _____________ 

64. In the list above, which continents do the COVID 19 virus 

spread through?  

(Choose all that apply. -複選題。) 

(A) Asia (B) Africa (C) America (D) Europe (E) Oceania 

Answer: _____________ 

6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rite down one policy that you think 

should be applied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Please write 

down the complete sentence. If the sentence is not complete, you 

won’t get the points. 

Answer: _____________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三重高中 

答案 

61. A,B,D,E   62. South Korea 

63. A,B,C,D,E    64. A,B,C,D,E 

65. Regularly and thoroughly clean 

your hands with an alcohol-based hand 

rub or wash them with soap and water. 

<Rubrics> 只要是「完整句子」，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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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寬給分。原則：內容一分；結構一分。

內容只要涉及「洗手、醫生、隔離、保持

距離等等」都給對。但句子「不符合五大

基本句型結構」則扣一分。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非選混合題及數據，試題素材引用數據生活情

境，此乃為素養導向試題。 

 

 

編號 題 目 

8 

Ann and John are dining out. They look over the menu and discuss 

what to order. 

Ann: Wow.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choices . . . pesto, red sauce, and 

the chef’s favorites. 

John:Yeah. You can also choose a set meal. 

Ann: How about the double set meal? It only costs an extra NT$269. 

John:Sounds like a good deal. We can each pick a pasta and then 

share the side dishes. 

Ann: OK. Would you rather have the soup or the fried platter? 

John:Hmm . . . You’re vegetarian. Let’s get the soup, then. 

Ann: If you want fried food, you can order some for yourself. 

John:OK. I’ll have the lasagna and some chicken nuggets. 

Ann: I’ll get the vegetarian spaghetti. 

John:Do you want the regular or large size? 

Ann: I want the large. I’m super hungry! 

John:How about we try their high-mountain tea for our drinks? 

Ann: Sure. I saw on the Internet that their tea got great ratings. 

John:That should do it. I’ll order more if we need to. 

Ｂ  91. What kind of soup will they order? 

   (A) Chicken soup. 

   (B) Bean and pea soup. 

   (C) Italian fish soup. 

   (D) Bacon and potato soup. 

Ａ  92.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restaurant? 

   (A) People say good things about it online. 

   (B) People usually visit it for its fried food. 

   (C) It is located in a high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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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t is a vegetarian restaurant.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林口高中 

答案 

91.(B)  92.(A) 

試題分析 

說明 符合總綱列出核心素養之溝通互動面向-符號號運用與溝

通表達項目，具備基礎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在生活

情境中適切表達。 

 

編號 題 目 

9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a selection from Wikipedia.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article and the timeline. 

 

 Born in 1989, American singer-songwriter Taylor Swift is known 

for narrative songs about her personal life, which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media coverage. Born and raised in Pennsylvania, Swift 

moved to Nashville, Tennessee at the age of 14 to pursue a career 

in country music. She signed with the label Big Machine 

Records and became the youngest artist signed by the Sony/ATV 

Music publishing house. 

 Since 2006, Swift has sold more than 50 million albums—

including 32 million in the U.S.—and 150 million singles, making 

her one of the best-selling music artists of all time. As a 

songwriter, she has received awards from the Nashville Songwriters 

Association and the Songwriters Hall of Fame, and was included 

in Rolling Stone’s 100 Greatest Songwriters of All Time in 2015. 

Her other accolades include 10 Grammy Awards, one Emmy, 

23 Billboard Music Awards, six Guinness world records, and 

appearances in Time’s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2010, 2015, 2019). 

 

2006 

Her eponymous* debut album was the longest-charting album of the 

2000s in the U.S. The album’s third single, “Our Song”,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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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the youngest person to single-handedly write and perform a 

number-one song on the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2008 

Swift’s second album, Fearless, became the best-selling album 

of 2009 in the U.S. The album won four Grammy Awards, and Swift 

became the youngest Album of the Year winner. 

2010 

Swift was the sole writer of her album Speak Now. It debuted at 

number one in the U.S., and the single “Mean” won two Grammy 

Awards. 

2012 

Her fourth album, Red, yielded the successful singles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and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2014 

For her fifth album, the pop-focused 1989, she received three 

Grammys and became the first woman and fifth act overall to win 

Album of the Year twice. Its singles “Shake It Off”, “Blank 

Space”, and “Bad Blood” reached number one in the U.S., 

Australia, and Canada. 

2017 

Her sixth album, Reputation , and its lead single,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topped the UK and U.S. charts; with the 

release of Reputation, Swift became the first act to have four 

albums sell one million copies within one week in the U.S. 

2019 

Her seventh album, Lover, spawned two U.S. number-two singles, 

“Me!” and “You Need to Calm Down”. 

*eponymous adj. 同名的 

61. Based on the first paragraph,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aylor Swift? 

 (A) She spent her childhood in Nashville, Tennessee. 

 (B) Her first album was released when she was only 14. 

 (C) She won her first contract with a label in Pennsylvania. 

 (D) Her songs are largely about her personal experiences. 

62. What is the focus of the second paragraph? 

 (A) Swift’s goals in life. 

 (B) Swift’s achievements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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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wift’s large fortune. 

 (D) Swift’s many successful singles. 

63.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single-handedly mean? 

 (A) Swift is left-handed. 

 (B) Swift wrote the song all by herself. 

 (C) Swift wrote the song for another singer. 

 (D) Swift used only one instrument in the song. 

64. Based on the timeline, which album won Swift her first Grammy? 

 (A) Taylor Swift. 

 (B) Speak Now. 

 (C) Fearless. 

 (D) Reputation. 

65. The following are singles from Swift’s many albums. Please 

write down the songs in the order they were released (from the 

earliest one to the latest one). 

 a. Blank Space 

 b. Mean 

 c.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d. Our Song 

 e.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林口高中 

答案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考察學生是否能夠整合運用知識與技能，以 

處理現實世界或學術探究的問題檢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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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0 

Chi’s film, Beyond Beauty: Taiwan from Above, lists som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aiwan. Match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60-63) with the statements (A-D) below. 

(A)A factory was heavily fined for dumping toxic waste into a 

creek. 

(B)Widely planting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the mountains can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C)It is believed that mining is one of the biggest threats to 

natural environment.  

(D)It is claimed that the Taichung Power Plant accounts for nearly 

70 percent of the air pollution in central Taiwan. 

 

60.______ Mining operations in Taroko National Park. 

61.______ Power plants emitting harmful gases.  

62.______ Factories dumping waste water into rivers.  

63.______ The expansions of high-mountain farming.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金陵女中 

答案 

60.(C) 61.(D)   

62.(A)  63.(B)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配對題型，透過配對讓學生從文本當中擷取訊

息，檢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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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1 

     More and more plastic is floating in our oceans and seas. It 

comes from rubbish that we throw away on the street, fishnets that 

are discarded, and from washing synthetic clothing and brushing 

our teeth.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plastic together form the 

plastic soup in the seas and oceans. 

     Weathering, sunlight and wave action break down large pieces 

of plastic into small pieces. This causes serious pollution. In 

1997, Captain Charles Moore sailed from Hawaii to southern 

California, taking an unusual route that took him through the 

North Pacific Gyre.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Pacific Ocean, he 

saw pieces of plastic floating by every day. He later returned to 

the area to carry out research. There seemed to be a significantly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plastic there than elsewhere in the ocean. 

The plastic appeared not only to float, but also to be carried by 

the water column. Moore called this phenomenon the ‘plastic 

soup’, a term which is now used around the world. 

     When plastic degrades and fragments into small pieces, it can 

release toxic substances. All sorts of animals that live in or 

from the sea mistake plastic and microplastics for food. These 

toxic substances then enter our food chain.  

     The plastic pollution of the seawater can also seriously 

damage our health. Most of the pollution by far comes from land. 

At least 80% of the plastic rubbish in the oceans are dumped by 

industry and by people on land. It is carried to sea by rivers, 

canals, harbours and the wind. On top of this, shipping, fisheries 

and the off-shore industry are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pollution, though compared to the land sources, this is ‘only’ 

20%. 

     Part of the plastic that we use ends up in the oceans. What 

happens to it and where does it go? Plastic can be found on every 

beach in the world. Microplastics are found at 5,000 metres depth, 

and plastic bottles have been found at depths of 3,500 metres. 

It’s actually ‘raining’ plastic in the ocean. Scientists are 

still far from mapping all the 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oceans. It 

will take them quite a long time to find out the answer.        

(https://www.plasticsoupfoundation.org/en/files/what-is-plastic-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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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According to the first paragraph, which item is NOT mentioned 

as an element in the plastic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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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6題：資料尋找 每個空格中只能填入一個英文單字 (請在答案紙上作答) 

66. Plastic can send out toxic substances when it        and        

into small pieces.  

第 67題：資料尋找  請在答案紙上的四個空格中寫下答案 

Around 80% of the plastic rubbish dumped by industry and by people 

on land are washed into the sea in four ways. Write them ou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68題：解釋題     請在答案紙上用自己的一句話寫下完整答案 

“Scientists are still far from mapping all the 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oceans.” 

What does this above sentence mean? Please explain in one sentence.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金陵女中 

答案 

65.(C) 

66. degrades , fragments 

67. rivers , canals , harbours , the 

wind 

68.  

(參考) They still don’t know how 

serious the pollution is.They cannot 

decide how wide and how far the 

pollution spreads.It is hard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圖片，透過圖片讓學生從圖片當中擷取訊息，搭

配混合題組形式，檢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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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2 

 

“I am sad and I cannot sleep.  One of my classmates says bad 

things about me.  He says I'm very stupid because I don't get good 

grades.  He is taller and stronger than me.  Sometimes he pushes 

me when we play basketball during PE class.  Luckily, I have a 

good friend, Jerry.  He listens to me.  He says I should tell the 

teacher about it.  But I'm scared”, said Peter. 

61. What makes Peter sad?  

    (A) He wants to grow taller.  

    (B) He doesn't have any friends. 

    (C) He doesn't do well on tests.                             

    (D) Someone is mean to him.  

62. Which pie chart best shows teenage problems in America? 

(A) 

 

(B) 

 

Bullying
10%

Schoolwork
50%

Body 
image
20%

Peers
20%

Bullying
25%

School 
work
25%

Body 
image
25%

Peer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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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63. As a teenager in Taiwan, name one thing or incident to make you 

worried or upset.  Write down how you deal with it.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金陵女中 

答案 

61.(D)  62.(D)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圓餅圖，透過圓餅圖讓學生從中擷取訊息，搭配

混合題組形式，檢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Bullying
20%

Schoolwork
10%

Body image
30%

Peers
40%

Bullying
20%

School 
work
50%

Body image
10%

Peer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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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3 

 

Dear Editor, 

  Last week, in the Orange Daily, there was an article about 

Shakespeare University having problems with being disabled-

friendly. I’ve also got news for the Orange Daily.  

It’s not just Shakespeare University. Many of the problems listed 

in the article are also present in our own town and surrounding 

towns. 

  To begin with, there are not so many disabled-accessible 

apartments. Most of the buildings are said to be handicapped-

accessible, but one person arrived only to find that the apartments 

still have to be accessed via some stairs and are not equipped 

with elevators. Plus, many hallways are so narrow that 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get through. 

  Of course, parking spaces for cars with disabled plate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re are even 

fewer spaces for cars that need a huge area to accommodate a 

wheelchair loading and unloading. Crosswalks are also too distant 

and do not even provide sufficient time for one “able-bodied” 

person to cross without having to run, let alone a handicapped 

person. 

  Even worse, buses refuse wheelchair users if their only two 

handicapped seats are already occupied. But they can still be 

filled by people with strollers or “able-bodied” people who do 

not want to move an inch. 

  I could talk on and on about these awful situations, which 

have impacted my own life because I now have to use a wheelchair. 

People making policies about these issues, ranging from space to 

transportation, should spend some time in a wheelchair in order 

to know just what problem 15% of the locals have to experience 

while living here. The situation will only worsen as many of us 

age. Please do something. Don’t just talk the talk. Make sure to 

also walk the walk. 

 

Troubled Resident, 

Ja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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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editor of the Orange Daily has listed Jay Lee’s major 

problems from the letter in her post-it note, but one of the 

keywords is missing.  Please copy it down for her. 

The disabled’s problems were: 

   ․Apartments without     (1)       

   ․Narrow     (2)       

   ․Few      (3)        

   ․Distant crosswalks 

   ․Buses with only two handicapped seats 

 

    (2) Approximately, how many people in Jay Lee’ town is 

physically normal?    Around   (4)    %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南山高中 

答案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信件，透過信件讓學生從圖片當中擷取訊息，搭

配混合題組形式，檢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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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4 

Read the following article and decide which topic(主標題) and 

subtitle(副標題) best matches the content of each paragraph.  

Main topic and subtitles： 

(A)  Set up a command center 

(B) Take quick and decisive action 

(C) Educate the public 

(D)  Be alert and proactive  

(E) Use technology to detect and track cases 

(AB)  Learn from experience 

(AC)  What can Taiwan teach the world on fighting Wu-han Virus?  

(AD)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necessary supplies 

Main topic：  19.   

Of the countries affected by the Wu-han virus, Taiwan has the 

lowest confirmed cases in the world. For a country that is so 

close to China and with so much travel to and from, Taiwan has 

done incredible job on fighting the Virus and definitely has many 

to share with the world.  

Subtitle:  20.   

On Dec. 31, the same day China notifi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at it had several cases of an unknown pneumonia, 

Taiwan’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immediately ordered 

inspections of passengers arriving on flights from Wuhan. 

Besides, Taiwan asked to send a team of experts to the mainland 

on a fact-finding mission on Jan. 12.Shortly after the team 

returned, Taiwan began requiring hospitals to test for and report 

cases. That helped the government identify those infected, trace 

their contacts and isolate everyone involved, preventing the 

virus from spreading to the community.  

Subtitle:  21.   

Taiwan's CDC activated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relatively early on Jan. 20 and that allowed it to quickly roll 

out a series of epidemic control measures. Headed b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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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Chen Shih-chung, the command center not only investigates 

confirmed and suspected cases, it also works with ministr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coordinate the response across Taiwan.  

Subtitle:  22.  

Taiwan also took tough action early. On Jan. 26, five days after 

it confirmed its first case, Taiwan banned arrivals from Wuhan, 

earlie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Not long after, it did the same 

for flights from all but a handful of Chinese cities, and only 

Taiwanese people were allowed to fly in.  

Subtitle:  23.   

After securing its borders, Taiwan used advanced tools to fight 

the virus. Temperature monitors were already set up at airports 

after the 2003 SARS outbreak to detect anyone with a fever. 

Passengers can also scan a QR code and report their travel history 

online. That data is then given directly to Taiwan’s CDC.Those 

coming from affected areas are put under mandatory 14-day home 

quarantine, even if they are not sick, and are tracked using 

location sharing on their mobile phone. Absconding can lead to 

heavy fines.  

Subtitle:  24.   

The government quickly banned mask manufacturers from exporting 

them, implemented a rationing system and set the price at just 16 

U.S cents each. Taiwan’s government also set up new production 

lines and dispatched soldiers to staff factor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production. 

Subtitle:  25.   

 The government also asked television and radio stations to 

broadcast hourly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 on how the virus is 

spread, the importance of washing hands properly, and when to wear 

a mask.Residents learned that most patients had mild or no 

symptoms, so the death rate could be lower than what was reported. 

They also understood that a person’s travel history or contact 

with infected individuals determined their risk level, not their 

nationality or race. That understanding helped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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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Subtitle:  26.   

Taiwan was able to put the lessons it learned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in 2003 to good use. That epidemic ended up killing 73 

people and hurting the economy. This time, Taiwan's government and 

people were prepared, and that readiness has helped push up 

Taiwan’s President’s approval rating.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南山高中 

答案 

19.(AC)  20.(D)  21.(A)  22.(B)  

23.(E) 

24.(AD)  25.(C)  26.(AB)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標題，透過標題讓學生從當中擷取訊息，搭配配

對形式，檢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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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Laugh at Me by Mark Wills 

I'm a little boy with glasses 

The one they call the geek 

A little girl who never smiles 

'Cause I've got braces on my teeth 

And I know how it feels 

To cry myself to sleep 

I'm that kid on every playground 

Who's always chosen last 

A single teenage mother 

Tryin' to overcome my past 

You don't have to be my friend 

But is it too much to ask 

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In God's eyes we're all the same 

Someday we'll all have perfect wings 

Don't laugh at me 

I'm the cripple on the corner 

You've passed me on the street 

And I wouldn't be out here beggin' 

If I had enough to eat 

And don't think I don't notice 

That our eyes never meet 

I lost my wife and little boy when 

Someone crossed that yellow line 

The day we laid them in the ground 

Is the day I lost my mind 

And right now I'm down to holdin' 

This little cardboard sign, so 

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In God's eyes we're all the same 

Someday we'll all have perfect wings 

Don't laugh a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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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fat, I'm thin, I'm short, I'm tall 

I'm deaf, I'm blind, hey, aren't we all 

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In God's eyes we're all the same 

Someday we'll all have perfect wings 

 

The above is the lyrics of a song “Don’t Laugh at Me” by Mark 

Wills.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ased on the lyrics. 

 

1. What does “don’t call me names” mean? 

(A) Don’t call me by my nickname. (B) Don’t verbally abuse me. (C) 

Don’t expect me to respond to your rudeness. (D) Don’t give me a 

call when I am upset. 

 

2. The song describes many kinds of disadvanged people. Which kind 

is not included? 

(A) People with colored skin. (B) Students who are physically weak. 

(C) People who can’t walk well. (D) People who are near-sighted. 

 

3. What of the following message is NOT what the author tries to 

convey? 

(A) People might look different but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should 

treat each other fairly and with respect 

(B) We should have pity for those who are weaker than we are because 

God loves us all. 

(C) Everyone has their weaknesses and should not think themselves 

superior to others. 

(D) It’s dangerous to have babies when you are only teenagers and 

it’s important to make us as perfect as possible.  

 

出題年級：高一 

學校名稱： 泰山高中 

答案 

1. B 2. A 3. D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英詩，透過英詩讓學生從當中擷取訊息，檢視學

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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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6 

LoveSeeker is an agency that finds partners for single people of any 

age. Read about Aphrodite. 

My name is Aphrodite. I’m 25 years old and I’m from Taipei. 

I’m single and I’m looking for love.  

I’m a journalist for a local newspaper, which means I write 

stories about local issues, and sometimes I interview 

politicians. I like my job, but I’d like to work for a national 

newspaper someday. That’s because I want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abroad.  

I have a small group of friends who I’ve known for years. I 

even went to elementary school with some of them. I’m not 

really outgoing, but I like going out with my friends and having 

fun. We usually go out to parties, clubs, and restaurants. I 

also like cooking, and I make great pasta! 

My ideal night at home is a good dinner and a DVD. I like 

thrillers more than I like romantic comedies.  

I’m not really interested in sports but I like to stay in 

shape. I quit smoking last year and I go running twice a week 

now. Sometimes I go to the gym on the weekends. I eat lot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and I try not to eat red meat or too much 

coffee. At work, I drink water or tea. 

I prefer men who are interested in serious issues because I like 

to talk about politics and what’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However, I also like men with a good sense of humor.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important to me than physical 

appearances. 

Please contact LoveSeeker if you think you are the kind of 

people I am looking for. 

51.What does Aphrodite NOT often do? 

A/smoke  B/drink water  C/write stories  D/go out 

with friends 

52.Who best suit Aphrodite? 

Name A B C D 

Occupation Journalist Athlete Accountant Lawyer 

Personality Love 

traveling 

An 

adventurous 

A serious 

animal 

A funny guy 

who 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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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rite 

stories 

about the 

world 

cuisine-

lover who 

like to 

dine out at 

different 

restaurants 

 

lover who 

is not 

interested 

in others’ 

business 

social 

issues  

Ideal mate 

description 

Outgoing, 

interested 

in sports 

and 

delicacies. 

Party girls 

who enjo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t 

leisure 

time and 

working out 

at the gym 

Quiet and 

good at 

cooking. 

Introverted 

girls who 

care family 

rather than 

others. 

Open-

minded, 

willing to 

know new 

things.  

 

 

出題年級：高二 

學校名稱：聖心女中黃郁芩老師 

答案 

54.(A)  55.(D)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透過經銷商敘述，讓學生從中擷取訊息，檢視學生對

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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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7 

In which place was the astronomical event in the photo below 

impossible to spot? 

(A) In Chiayi 

(B) In Taipei  

(C) In Kaohsiung  

   (D) In the outlying islands of Penghu and Kinmen 

 

 

 

 

出題年級：高二 

學校名稱： 時雨高中 

答案 

B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圖片，透過圖片讓學生從圖片當中擷取訊息，檢

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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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8 

The Cagnition Assessment 

The Cagnition Assessment is a series of interactive games that 

measure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of a cat’s cognition.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in the Cagnition Profile Report, which 

reveals one of the four categories the cat falls into. 

Category Dimension Description 

The Happy Prince 

 

empathy The Happy Princes adore the 

owner and can feel other’s 

feelings. Most of the time, they 

respond to the emotions of 

others, and rely on a very 

specific strategy - using the 

humans in their pack to get what 

they want. 

Edison 

 

reasoning Edisons are the rocket 

scientists of the cat world. 

They have an excellent 

comprehension of the physical 

world and the ability to make 

inferences. Yet, they struggle 

with social situations 

occasionally. 

Sherlock Holmes 

 

 

memory Like great detectives, Sherlock 

Holmes keep information in mind 

for a few minutes. They use their 

working memory and past 

experiences to make future 

choices and solve problems. 

Malala 

 

communication Malalas have extraordinary 

social skills, meaning they can 

read human body language like a 

book. Indeed, they tend to use 

the owner's social information 

to get their own way, so they 

can be quite mischievous!  

46.One of interactive games Cagnition designed is to hide a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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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a cup in front of the cat and see if the cat could find 

the toy. Which dimension of the cat’s cognition might the game 

aim to measure? 

(A) empathy (B) reasoning   (C) memory  (D) 

communication 

47. If Mei-mei is identified as an Edison, what would she most 

likely do? 

(A) Stay with people whenever possible. 

(B) Imitate how other cats solve problems. 

(C) Depend on its owner to point out where a treat is. 

(D) Follow its own senses to get what it wants. 

48. According to the Cagnition Profile Report, Bruno is classified 

as The Happy Princ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hart might be 

found in his report?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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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出題年級：高三 

學校名稱： 新北高中 

答案 

46.(C)  47.(D)  

48.(A)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圖片，透過圖片讓學生從圖片當中擷取訊息，檢

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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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9 

Have you noticed an odd trend that temperatures are often a few 

degrees higher in cities than they are in their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This temperature discrepancy is a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s the name implies, the effect makes 

cities into islands of heat.  

To figure out what causes such effect, we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at objects can absorb and reflect light. In fact, darker colored 

objects are excellent absorbers of light while lighter-colored 

surfaces reflect almost all light. When we build cities, we tend to 

erect buildings with dark surfaces and lay down asphalt pavement. 

They absorb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light and emit it as heat, 

warming the city. Since most structures in cities are man-made, 

cities heat up more than rural areas, where structures are less 

concentrated. This explains why the temperature in cities is still 

higher a few hours after sunset.  

But that is not the only thing that causes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vegetation plays a large part in 

keeping an area cool through a process called evaporative cooling. 

Because building a city means replacing vegetation with structures, 

the city loses the evaporative cooling advantages of vegetation. 

Other factors also contribute to this. For instance, cars and air 

conditioners, which are ubiquitous in urban areas, convert energy 

to heat and release the heat into the air. 

Fortunately, there are some solutions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in cities. Since the dark surfaces of urban structures heat the 

area, we can reverse the effect by painting structures white, or 

other light colors. However, some people dislike the idea of a 

glaring, all-white city. Low-reflectivity coating offers an 

alternative and comes in non-white colors as it reflects invisible 

radiation without reflecting all light. So, they still keep an object 

relatively cool without sacrificing its dark color. 

The installation of green roofs with plants and vegetation on 

the top of city buildings also helps. It not only prevents the 

building’s roof from absorbing heat but cools the air around it. 

Another evaporative cooling solution is roof sprinkling. Sprinklers 

on the roof wet the surface so that the air around it cools through 

evaporation. Urban planners also set up parking lots where tre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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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tion grow. Tall trees not only contribute to evaporative 

cooling but also provide much-needed shade. By following solutions 

above, we could diminish the impact of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51.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ssage? 

   (A) To show the benefits of living in rural areas.  

(B) To address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to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C) To highlight how global warming affects all parts of the 

world. 

(D) To explain how evaporative cooling works in the countryside. 

 

5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 Asphalt pavement reflects most of light and thus keeps cities 

cool. 

(B) After sunset, more heat is kept and absorbed in cities than 

in rural areas. 

(C) Planting trees along the parking lots in cities helps lower 

the temperature. 

(D) Low-reflective coating is equally effective as buildings 

painted light-colored. 

 

53. How is the passage org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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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Which of following word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ubiquitous” 

in the third paragraph? 

   (A) Significant. (B) Extraordinary.  (C) Ever-changing. (D) 

Ever-present. 

出題年級：高三 

學校名稱： 板橋高中 

答案 

51.(B)  52.(A)  53.(C)  54.(D)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讓學生從文本當中擷取訊息，檢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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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0 

  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mix a dear with a mouse? While usually 

this setup would have a punch line in this case, there’s actually 

an answer. It’s the silver-backed chevrotain. Haven’t heard of 

it? That’s because until recently it was lost. No, someone 

didn’t misplace it; the animal is just so shy that one hasn’t 

been spotted by scientists for three decades. Whether that is also 

because the species is at risk is unknown. There’s not enough 

data about these creatures to determine their conservation status.  

  So what is known about the animal? Well, as their name 

indicates, they are covered with silver fur on their back. Another 

name they go by offers even more clues about their appearance. 

Also referred to as Vietnamese mouse-dear, the little mammals are 

about the size of a rabbit, and have a body that resembles a mouse 

and the legs and the head of a deer. They are the world’s 

smallest ungulate, or hoofed animal. If you’re having a hard time 

picturing it, we should mention that it has fangs, too. We’re 

sure that helps.  

  The chevrotains that were recently found were photographed by 

biologist that traveled to southern Vietnam hoping for a sighting 

of the animal. Theorizing that the creature prefers dry forests to 

wet jungles, the research crew spoke with locals who had possibly 

sighted the chevrotain. Acting on recommendations, the team set up 

camera trap and successfully captured shots of the animal.  

  The images the researchers obtained provided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evrotain. Solitary creatures, they foraged 

on berries and plants and walk around on the tips of their hooves. 

In total, 280 animals were photographed, but it is uncertain how 

many of those were ones that were snapped multiple times. The crew 

now plans to head to another area of Vietnam, and it hopes more 

information will allow them to formulate a comprehensible survey 

of the peculiar-looking animal.  

1. From which websites can you most likely find the passage? 

  (A) https://www.lnkendin.com/company/vietnam-investiment-review 

  (B) https://www.nomadicmatt.com/travel-guides/thailand-travel-

tips 

  (C)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animals-were-feared-

ex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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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https://www.ancient-origins.net/news-history-

archaeology/deer-masks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is the LEAST appropriate 

for the chevrotain?  

  (A) A rarely seen species.         (B) High social animals. 

  (C) Extremely odd-looking.       (D) The world’s smallest 

ungulate.   

出題年級：高三 

學校名稱： 海山高中 

答案 

1.(C)  2.(B)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結合網站，透過網站讓學生從中擷取訊息，檢視學生

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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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1 

Tom is order his meal at a restaurant. 

Waiter: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today, sir? 

Tom:  Yes, I would like to have potato salad, a sandwich, please.  

Waiter: _______________? 

Tom: Yes, that’s all I need. Thank you. 

1.Waiter: Your order will be served soon. 

(A)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B)Enjoy your meal. 

(C)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D)Will that be all? 

 

2.There are many _____ hoped around in the zoo when I traveled to 

Austrain. 

(A) kangaroos  (Ｂ) bears  (Ｃ) pumpkins  (Ｄ) geese 

出題年級： 

學校名稱：醒吾高中黃印禪老師 

答案 

1.(D)  2.(A)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透過日常生活對話，讓學生從對話當中擷取訊息，檢

視學生對此文章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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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2 

 

Biodiversity means how various certain creatures or plants in 

an area. It’s of utmost importance for human beings and mother 

earth. Judging from past experience in Ireland, lack of diversity 

can lead to unbelievable disaster, death of one million people. It 

is called the Great Famine, which resulted from farmers’ desire 

for greater yields. As a result, they planted only one crop in one 

area. In Ireland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only one crop was potato. 

Therefore, one type of biodiversity, genetic diversity, was 

reduced. Unfortunately, a potato blight struck Ireland, and thus 

the harvest was extremely poor. The amount of potato harvested was 

far less than needed. Many locals either died of hunger or 

emigrated to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the above graph seems to demonstrate that we human 

beings don’t learn from past. Many food species are decreasing, 

especially those in Africa. There seems to be some reasons behind 

the phenomenon. According to UN, the causes include changes in 

land and water management, pollution, overharvesting,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growth. With so many causes influencing our 

food security, there are some people taking measures to tackle the 

issue. 

⚫ In Argentina, some 560,000 home gardens and 12,000 school 

and community gardens have been created and are prov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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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an estimated 2.8 million people 

⚫ In California, farmers are now allowing their rice fields 

to be flooded after harvest instead of burning them, 

opening 111,000 hectares of surrogate wetlands and open 

space for 230 bird species. 

The above approaches reduce our reliance o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for food. Thus, the ways do protect our  

food security. Perhaps, it is time to follow their suit. 

 

C 65. What would be the author’s intention to show the above 

graph? 

(A) to show how various food plants are around the world 

(B) to fight against a theory on biodiversity 

(C) to show whether food species around the world is more 

various or not 

(D) to see how few food species are. 

A 66. Why does the author supply some examples about the efforts 

done by various countries to deal with decreasing 

biodiversity? 

(A) to give us role models 

(B) to terrify us 

(C) to embarrass people who think biodiversity isn’t 

important 

(D) to point out how much those farmers love nature 

D 67.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hy should we put emphasis on 

biodiversity? 

(A) to have enough food 

(B)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mother nature 

(C) to do a research on plants 

(D) to make sure sufficient food sources 

A 68. Based on the graph, there’s trend that most parts listed in 

the graph show stable biodiversity is higher than decreasing 

and increasing biodiversity except Europ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eason could explain the phenomenon? 

(A) Excluding Europeans, people i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re not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low biodiversity  

(B) As Europeans deeply understand the terrible disaster 

resulting from low biodiversity, they do someth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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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 similar situation. 

(C) Europeans like plants a lot, so they grow a variety of 

them. 

(D) Europeans don’t want to change natural environment. 

B 69. What does the word “blight” in the first paragraph mean? 

 (A) seed (B) disease (C) plant (D) creature 

 

 

出題年級：高二 

學校名稱： 樹林高中 

答案 

65.(C)  66.(A)  

67.(D)  68.(A)  

69.(B)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為閱讀測驗題型結合圖表，考察學生是否能夠整合運

用知識與技能，以處理現實世界的問題，此乃為素養導向

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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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3 

A new credit card aims to cut carbon emissions. Doconomy, Swedish 

fintech company, in _46_ with the UN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and 

Mastercard, is _47_ a credit card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the card _48_ to be released later this year. One 

will allow consumers to track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their 

purchases, while the other, the Do Black, will _49_ you _49_ once you 

reach the yearly carbon limit set on the card. To offset their CO2 

emissions, cardholders can fund United Nations-certified green 

project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reduction of global emissions. _50_ 

Mathias Wikstrom, a cofounder of Doconomy, has stated, this card is 

not about stopping spending, but is aimed at getting people to start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their consumerism has on the climate.  

46. (A) circulation (B) cooperation    (C) collection    (D) 

condition 

47. (A) industrializing (B) prioritizing    (C) launching    (D) 

approaching 

48. (A) expect    (B) except   (C) expected    (D) expecting 

49. (A) speed… up   (B) show…up   (C) depend…on   (D) cut…off 

50. (A) As    (B) Since    (C) Which     (D) What 

 

出題年級：高二 

學校名稱： 海山高中 

答案 

46.(B)  47.(C)  48.(C)  49.(D)  

50.(A) 

試題分析 

說明 符合總綱列出 核心素養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具備系統

性思考能力，善用各種策略，提升英語文學習效率與品

質，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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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4 

 

Dear Straight Dope, 

Every so often somebody invites me to a potluck, especially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inking on it I decided that no one 

would call themselves lucky after tasting what I brought in my 

pot. Where does this term come from? Can you help me?  

Shane, 

Brooklyn, NY 

 

Dear Shane, 

The current usage would lead one to associate it with the 

potlatch of Native Americans of the northwest, but the true origin 

is in the Middle Ages, in Europe. The potlatch was a big 

celebration — often the host would give all his possessions away. 

The modern notion of bringing dishes to share (or giving away what 

you have) seems like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his idea. However, 

the term potluck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never throwing anything away. Meal leftovers would be put into a 

pot and kept warm and could be used to feed people on short notice. 

This practice was especially common in taverns and inns in medieval 

times, so that when you showed up for a meal, you took the “luck 

of the pot.”  

               SD Staff 

Ken  

5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A) The potluck parties in holiday season are less than usual. 

 (B) Shane’s cooking may be too terrible for his guests to eat 

up. 

 (C) The host can earn money by organizing a potluck in the 

Middle ages. 

 (D) People will become lucky after having the food in the pot. 

 

5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possession” in the passage? 

 (A) Something that people dislike. 

 (B) Something that people che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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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omething that people have. 

 (D) Something that people discard. 

出題年級：高二 

學校名稱： 新莊高中 

答案 

57.(B)  58.(C)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為閱讀測驗題型節和英文書信，解決日常生活當中的

問題，以確實評量其閱讀理解能力，此乃為素養導向試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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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5 

It is clear that technology has progressed so far with genetic 

engineering that it is now possible to re-engineer human beings. 

Rather than leaving everything up to chance, scientists can now 

change the genetic makeup of a child before the child is born. To 

some, this is a good thing, as certain congenital diseases can be 

avoidable. However, the practice leaves the door open for what some 

people call “designer babies.”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parents can 

choose traits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have before their children’s 

birth. Instead of letting nature take its course, scientists can 

work with DNA of the sperm and egg and “design” a child that either 

is devoid of certain disease-causing genes or purposely has certain 

genetic traits, such as blue eyes and blond hair. 

With the help of geneticists,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 in their children It would seem like a good thing to 

have intelligent children who won’t get diseases like muscular 

dystrophy. Parents can have healthy, smart children who live long 

lives and have a very good chance for success in life. As for 

disease-carrying genes, if the parents have them, their children 

will not. Therefore, their children will not pass these genes onto 

their grandchildren. 

As with any new technology, though, there is a serious downside 

to altering genes in human beings. To begin with, geneticists are 

not perfect. Any time genes are tampered with,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Additionally, while some genes are known to 

cause certain diseases, it is also known that many of people’s 

genes have more than one purpose. As a result, changing or 

eliminating genes can have consequences that scientists have yet to 

discover. 

Probably the greatest argument against designer babies i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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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f genetics itself is really still in its infancy. People 

may have the ability to change the way human beings naturally 

evolve by making changes to genetic codes. Nevertheless, it can be 

a dangerous thing to mess with Mother Nature. 

81. What does the word “this” in the first paragraph refer to? 

(請將答案寫在手寫卷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題年級： 

學校名稱：崇光女中楊善媛老師 

答案 

 

試題分析 

說明 本題為混合題型非選擇題，以確實評量其閱讀理解能力，

此乃為素養導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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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6 

 

(A) consecutive  (B) frowning on  (C) rations  (D) description   

(E) tedious 

(AB) quantity (AC) taking a toll on  (AD) distribute  (BC) 

inquiries  (BD) queue 

 

     Ahead of the start of spring semester, Taiwan has raised its 

face mask allowance for children from two to four pieces a week.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53    up for collecting their kids’    

54    at pharmacies. Pharmacy mask sales have been now for three    

55    weeks, and pharmacists start    56    the extra workload. 

According to pharmacy association spokesman, selling masks is    

57    and time-consuming. It is    58    their emotional health. 

Pharmacists are under a  

large    59    of stress, be it physically or mentally. Some 

complain that putting masks into bags is not in their job    

60   . Also, via government orders, pharmacies will start to    61    

ethyl alcohol in March, and already the phones are ringing with 

customer    62   . 

 

 

出題年級：高二 

學校名稱： 秀峰高中 

答案 

53. (BD) 54. (C) 55. (A)   56. (B)

 57. (E) 

58. (AC) 59.(AB)  60. (D)  61. 

(AD) 62. (BC) 

試題分析 

說明 符合總綱列出 核心素養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具備系統

性思考能力，善用各種 策略，提升英語文學習效率與品

質，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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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數學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數學科精進素養命題檢視原則 

一、符合測驗目標 

1.請先確定想要測驗的是新課綱中的哪一個條目，是否符合學習目標，否則

空有情境，卻失去試題的測驗目的。 

2.注意是否超綱，有許多舊題目雖然精彩，但已不符合 108新課綱條目精神。 

二、確定試題的用處 

1.上課使用的素養試題，可以有許多的實驗和推論，但此種試題因為需要

相對多的時間，就不適合放在段考或大考時。 

2.計算過於繁瑣，或是需要特殊解法的試題，適合放在課外補充或資優課

程欣賞。 

三、加入生活情境 

1.強化生活情境與學科知識的連結，生活情境是指學生能夠感知或能觸及

的生活經驗。 

2.情境不宜天馬行空，應符合科學事實，或是設計成貼近真實世界的「準

真實情境」或「設定情境」的問題。 

3.剔除太冗長的贅敘，降低閱讀負荷。經常看到講了一大篇故事卻可以省

略不讀的題目，或是將甲乙丙丁換成流行人名的題目，都不能算是素養題。 

4.情境不宜同時包含過多或過於複雜的科學概念，生活情景往往複雜，盡

量簡化入題，情境負荷不宜過重。 

四、跨領域或跨學科 

1.數學領域內縱向之連結的題目。 

2.跨領域跨學科橫向連結的題目。 

3.有趣、有意義的問題通常也是跨領域、跨學科的。 

五、多元方式呈現 

1.閱讀理解。 

2.邏輯、批判思考。 

3.圖表判讀。 

4.歷史解釋辨析。 

六、正確使用工具 

1.在適當的時機選擇合適的工具，例如計算器、圓規、直尺，但不宜在試

題中提醒此題需要計算器。 

2.注意誤差與有效數字問題 

七、數學學科知識也是數學素養的一部分 

1.紮實的數學知識也是素養。 

2.但不是所有數學知識評量都是素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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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數學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編碼：1 3 題 (建議使用計算器) 

題型 題組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一題：填充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計算題) 

選擇式題型(第三題：多選題)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時事、醫學 

學習內容 D-11A-3 貝氏定理：條件機率的乘法公式，貝氏定理及其應用。 

學習表現 d-V-3 

試題本文 學醫療檢測結果類型有四種：採檢為陽性可能為偽陽性(沒病)或

真陽性(有病)，採檢為陰性也可能為真陰性(沒病)或偽陰性(有

病)。台灣地區對新冠病毒使用快篩檢測法，每人需花費 200 元，

且已知快篩檢測的數據如下： 

敏感性 =
真陽性

真陽性+偽陰性
=

真陽性

所有生病者
=0.75 

特異度=
真陰性

真陰性+偽陽性
=

真陰性

所有健康者
=0.99 

 盛行率=
所有生病者

所有受檢者
=

所有生病者

所有健康者+所有生病者
=0.0018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中央疾管局 

取材說明(WHY) 略 

題組題 第 1 題 請依照已知數據完成下圖列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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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檢者  

採檢

結果 

偽陽性 

○2  

真陽性 

0.75×0.0018 

採檢陽性 

 

真陰性 

0.99×0.9982 

偽陰性 

○3  

採檢陰性 

 

 
所有健康者 

○1  

所有生病者 

0.0018 

所有受檢者 

1 

答案 

 

 受檢者  

採檢結果 

偽陽性 

0.01×0.9982 

=0.009981 

真陽性 

0.75×0.0018 

=0.00135 

採檢陽性 

0.009981 

+0.00135 

真陰性 

0.99×0.9982 

=0.988218 

偽陰性 

0.25×0.0018 

=0.00045 

採檢陰性 

0.988218 

+0.00045 

 
所有健康者 

0.9982 

所有生病者 

0.0018 

所有受檢者 

1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1 .所有健康者+所有生病者=所有受檢者 

       所有健康者+0.0018=1 

○2 .偽陽性+真陰性=所有健康者 

   偽陽性+0.99×0.9982=0.9982 

○3 .真陽性+偽陰性=所有生病者 

   0.75×0.0018+偽陰性=0.0018 

題組題 第 2 題 請問當一個國人受檢後呈現陽性反應時，他真的感染新冠肺炎的

機率是多少？(四捨五入至小數第四位) 

答案 0.1191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真陽性

採檢陽性
=

0.75 × 0.0018

0.01 × 0.9982 + 0.75 × 0.0018
= 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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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題 第 3 題 全台灣有 2300 萬人口，若想經由全民快篩將已染病的人找出

來，下列敘述哪些正確？請選出所有正確的選項。 

(1) 全民檢測成本需 46 億元。 

(2) 檢測陽性必定有感染。 

(3) 檢測陰性可放心自由出入公共場所，無須做防疫。 

(4) 偽陽性約有 23 萬人，可能造成社會恐慌。 

(5) 偽陰性約有 10350 人，這些人反而可能會疏於防範，昇高疫

情爆發的機率。 

答案 (1)(4)(5) 

問題 3 

評分標準 

多 1個或少 1個給一半題分，錯 2個以上 0分。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1)2300萬人 ×200元=46億元 

(2)檢測陽性有可能是偽陽性。 

(3)檢測陰性有可能是偽陰性。 

(4)2300萬人 × 0.9982 × 0.01 = 23 萬人 

(5)2300萬人 × 0.0018 × 0.25 = 103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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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2 2 題  (此題請允許學生使用計算器。) 

題型 題組題 
選擇式題型(第一題：單選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計算題)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數 S-U-A3 具備轉化現實問題為數學問題的能力，並探索、擬訂

與執行解決問題計畫，以及從多元、彈性與創新的角度解決數學

問題，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運用於現實生活。 

政府在規劃政策時，有一定的策略和理由，身為國民，學習 12

年基本課程，昰為了題生自身的素養，才能夠理解政府許多決策

的原因，甚至能提供更好的建議。 

學習內容 D-12 乙-1 離散型隨機變數：期望值、變異數與標準差，獨立

性，伯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F-11B-2 按比例成長模型：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及其生活上的應

用，例如地震規模，金融與理財，平均成長率，連續複利與𝑒的

認識，自然對數函數。 

學習表現 d-V-4 認識隨機變數，理解其分布概念，理解其參數的意義與算

法，並能用以推論和解決問題。 

n-V-2 能熟練操作計算機，能判斷使用計算機的時機，理解計算

機可能產生誤差，並能處理誤差。 

f-V-4 認識指數與對數函數的圖形特徵，理解其特徵的意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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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以指數函數為數學模型的成長或衰退現象，並能用以溝通和解

決問題。 

試題本文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於 2018 年 7 月 2 日起開放民眾租

用，各房型中的 30% 為優先戶，各房型租金表簡化如下： 
 

房型 出租戶數 
住宅每月租金(元) 選配家具 

每月租金(元) 優先戶 一般戶 

1 房 400 6000 7000 400 

2 房 800 8000 10000 700 

3 房 1000 13000 16000 1100 

4 房 300 14000 18000 1300 

合計 2500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服務平台

https://www1.hurc.org.tw/SmartCity/Info/Site/LKSJA/Faq 

取材說明(WHY) 政府花 171 億納稅人的錢蓋世大運宿舍，又花 26 億整理成社會

住宅，政府在做各項決策都該有合理考量，國民要有基本判斷思

考的能力。 

題組題 第 1 題 所有房型皆須經過公開抽籤，在下列五個敘述中，請選出所有正

確的選項。 

(1)若從所有房型中任抽一間，獲得房間數的期望值為 48.2
25

62


間。 

(2)某優先戶(無選配家具)從所有房型中任抽一間，每月應付租

金的期望值為 10400元。 

(3)某一般戶(無選配家具)從所有房型中任抽一間，每月應付租

金的期望值期望值為 12000元。 

(4)從所有房型中任抽一間出租，政府每月租金收入的期望值為

12136元(不計家具租用收入) 

(5)假設社會住宅每年都有八成三的比例能出租，則政府每年大

約可收到 3億元租金。 

答案 (1)(2)(4)(5)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1)1 ∙
400

2500
+ 2 ∙

800

2500
+ 3 ∙

1000

2500
+ 4 ∙

300

2500
=

62

25
= 2.48(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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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000 ∙
400

2500
+ 8000 ∙

800

2500
+ 13000 ∙

1000

2500
+ 14000 ∙

300

2500
=

10400(元) 

(3) 7000 ∙
400

2500
+ 10000 ∙

800

2500
+ 16000 ∙

1000

2500
+ 18000 ∙

300

2500
=

12880(元) 

(4)10400 ∙
3

10
+ 12880 ∙

7

10
= 12136(元) 

(5)12136 ∙ 2500 ∙ 12 ∙ 0.83 ≈ 30218.6 萬 ≈ 3 億(元) 

題組題 第 2 題 新北市政府對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有兩種處理方式： 

●方式一：將選手村以平均每戶 800 萬一次賣掉，並將這筆錢能以年

利率 1% 的複利方式放入銀行定存，每年計息一次。 

●方式二：將選手村出租，每年收到的租金，都以年利率 1%的複利方

式放入銀行定存，每年計息一次。 

(1)請問方式二要多少年後獲得的收益才能超過方式一？ 

(2)你認為哪一種方式比較好？為什麼？ 

答案 111年，略 

問題 2 

評分標準 

問題 1： 

800 ∗ 2500 = 200 億元 (1分) 

200(1 + 0.01)𝑛 

< 3 + 3(1 + 0.01) + 3(1 + 0.01)2 + ⋯ + 3(1 + 0.01)𝑛−1 (3分) 

200 ∙ 1.01𝑛 <
3∙(1−1.01𝑛)

1−1.01
   (6分) 

200 ∙ 1.01𝑛 ∙ 0.01 < 3(1.01𝑛 − 1) 

200 ∙ 0.01 ∙
1

3
<

1.01𝑛 − 1

1.01𝑛
 

2

3
< 1 −

1

1.01𝑛
 

1

1.01𝑛
<

1

3
 

3 < 1.01𝑛    (7分) 

log 3 < 𝑛 ∙ log 1.01 

log 3

log 1.01
< 𝑛 

110.4096<n     (9分) 

所以在 111年後。  (10分) 

問題 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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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好，因為出租屋管理麻煩，百年才能回本太久，且低社

經地位過度聚集易成為社會死角。 

方式二好，因為解決大台北地區居住大不易，以及青年無殼蝸

牛的問題。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問題 1：見評分標準。 

問題 2：回答哪種方式好皆可，只要原因合情合理皆可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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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3 2 題  

題型 題組題 
選擇式題型(第一題：單選題、第二題：多選題) 

□構答反應題型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環 U9 分析實際監測數據，探究天然災害頻率的趨勢與預估。 

風險評估，了解生活種「賠率」、「概率」等術語，能把期望值
觀念應用於生活中。 

學習內容 D-12 乙-1 離散型隨機變數：期望值、變異數與標準差，獨立
性，伯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學習表現 d-V-4 認識隨機變數，理解其分布概念，理解其參數的意義與
算法，並能用以推論和解決問題。 

試題本文 在澳門賭場輪盤遊戲中，術語〝一賠一〞是指：押 1 元，贏的

話就賠 1 元，且原本投注的 1 元仍為自己的，但輸的話原本投

注的 1 元就歸賭場。依此類推，一賠二是指：押 1 元，贏的話

就賠 2 元……。輪盤中有 0、1、2、……、36 共 37 個號碼，

每次遊戲下注最少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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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https://kknews.cc/zh-tw/news/oy6y326.html 

取材說明(WHY) 1.不管哪種遊戲、如何計算，賭場遊戲的期望值都是負的。 

2.機率和期望值這兩個不同的概念的釐清。 

題組題 第 1 題 投注單或雙，賠率皆為一賠一，(注意：1、3、…、35 為單，

2、4、…、36 為雙，0 則都不是)，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1) 單號出線的機率是 1/2。 

(2) 若賭徒押 50 元單號，其獲利的期望值為 0 元。 

(3) 若賭徒押 50 元雙號，其獲利的期望值為 100/36 元。 

(4) 單雙任選，每花 50 元玩一次遊戲，其獲利的期望值是

37

50
− 元。 

(5) 就單一場單雙注遊戲來說，對賭徒與賭場來說都是一個

公平的遊戲。 

答案 (4)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選項(1)單號出線的機率是 18/37，雙號出線的機率也是

18/37，兩種機率都不超過 1/2。 

(2)(3)(4)不管押單號還是雙號，其獲利的期望值皆為：

19

37
(−50) +

18

37
(50) = −

50

37
(元) 

(5)期望值為負，所以這是一個對賭場有利的遊戲。 

題組題 第 2 題 另外一種投注法叫列注，有三列可選擇(例如：1、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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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一列)，買注的一列的 12 個數字中，任何一個數字中獎時，

即可贏得 1 賠 2 的彩金。但如果波珠停在 0 上則為通殺，不管投

注哪一列都為輸。在下列敘述中，請選出所有正確的選項？ 

 

 

 

 

 

 

 

 

 

(1) 第一列的中獎機率為 12/37。 

(2) 若賭徒押 50 元第一列，其獲利的期望值為
12

37
× 100元。 

(3) 賭徒每花 50 元玩「列注」一次，其獲利的期望值是賠 50/37

元。 

(4) 玩單雙遊戲比玩列注遊戲容易中獎。 

(5) 玩單雙遊戲比列注遊戲獲得的獎金期望值更高。 

答案 (1)(3)(4) 

問題 2 

評分標準 

多一個或少一個一個答案得半題分數，錯兩個以上此題 0 分。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1) 第一列的號碼有 12 個，中獎機率為 12/37。 

(2)(3)不管押哪一列，押 50 元一次的期望值為皆為
25

37
(−50) +

12

37
(100) = −

50

37
(元) 

(4)單雙中獎的機率為 18/37，列注中獎的機率為 12/37，單雙遊

戲中獎機率較大。 

(5)單雙獲利的期望值和列注獲利的期望值都是−
50

37
(元)。 

 

  

列注 

84



編碼：4  1 題  

題型 題組題 
選擇式題型(第 1.2 題：多重選擇題) 

□構答反應題型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數 S-U-C1 具備立基於證據的態度，建構可行的論述，發展和他

人理性溝通的素養，成為理性反思與道德實踐的公民。 

人口圖表與數學各類函數圖形的試題結合。 

學習內容 F-11A-4 指數與對數函數：指數函數及其圖形，按比例成長或 

衰退的數學模型，常用對數函數的圖形，在科學和金融上的應

用。 

學習表現 f-V-4 認識指數與對數函數的圖形特徵，理解其特徵的意義，認

識以指數函數為數 學模型的成長或衰退現象，並能用以溝通和

解決問題。 g-V-2 理解並欣賞坐標平面上的圖形對稱性，並能

用以溝通及推論。 

試題本文 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108 年中華民國新生兒人數跌破 18 萬，剩下

17.77 萬，創歷年第 2 低紀錄；台灣這條「少子化之路」已經走超過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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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取材說明(WHY) 公民科人口教材僅計算已知數據，在數學科可利用函數圖形模

擬圖表數據，來預測未來人口數趨勢。 

題組題 第 1 題 依據圖一及圖二判斷，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1) 自民國 65 年至 108 年，中華民國總人口數逐年遞增。 

(2) 自民國 65 年至 108 年，中華民國總人口數逐年遞減。 

(3) 自民國 65 年至 108 年，中華民國嬰兒出生數逐年遞增。 

(4) 自民國 65 年至 108 年，中華民國嬰兒出生數逐年遞減。 

(5) 若中華民國實轄領土面積為 36,000 平方公里，則民國 108 年人口

密度大約為 650/km²。 

答案 (1)(5)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測驗學生圖表解讀的能力，以及對於對數函數及直線圖形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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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題 第 2 題 假設某人力資源公司使用指數函數y = a + c ∙ log𝑏(𝑥)來描述中華民國

的時間與總人口數之間的關係，如圖三，其中 y 代表民國 x 年時中華

民國總人口數，a、b、c 為實數，則下列哪些正確？ 

(1) 0<b<1 

(2) 1<b 

(3) a>0 

(4) 若使 c 之值增加，則整個圖形會向右移動。 

(5) 若用此指數函數預估，民國 109 年總人口數會突破 2500 萬人。 

 
圖三 

答案 (2)(3)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1)(2)對數函數圖形遞增，故 b>1， 

(3)圖形遠高於 x=y直線，故 a>0, 

(4) c 之值增加，則整個圖形會向上拉長。 

(5)對數函數圖形 y值的〝增加量〞會隨著 x值增加而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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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題 第 3 題 

 

圖四 

 

圖五 

國發會於民國 108 年推估，若中華民國出生率若持續低迷，將會成為

嚴重國安問題。圖四為民國 65~108 年中華民國嬰兒出生數(單位萬

人)，圖五為中華民國死亡人數，我門都用直線方程式來表現兩者趨

勢，若不考慮境外移入移出的人口，請問你預估將來中華民國未來幾

年的人口總數圖為下圖六中，甲乙丙丁哪條線？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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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答案 丙，略。 

問題 3 

評分標準 

回答丙(2分)，回答乙或丙(2分) 

設出生函數為y = ax + b、死亡函數為y = cx + d，不考慮境外移

入移出的人口的情況下，人口總數=出生數-死亡數= ax + b −

(cx + d) = (a − c)x + (b − d)，為直線方程式。(4分) 

因為a < 0, c > 0，所以a − c < 0，斜率為負，故選丙。(4分)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用手中現有的資訊去預估未來可能，結合公民科人口成長單元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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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5 3 題  

題型 題組題 

選擇式題型(第一題：單選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計算題) 

選擇式題型(第三題：單選題)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二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數學生活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建築、美感與數學結合題組 

學習內容 F-11B-1 週期性數學模型：sin 函數的圖形、週期性，其振

幅、週期與頻率，週期性現象的範例。 

學習表現 f-V-3 認識三角函數的圖形特徵，理解其特徵的意義，認識以

正弦函數為數學模型的週期性現象，並能用以溝通和解決問

題。 

試題本文 圖片(1~4)為黑川紀章設計的日本國立新美術館(東京.六本

目)，外觀全部使用玻璃的建築，是一所發揮著藝術中心作用

的新型美術館。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自己到日本拍的照片。 

取材說明(WHY) 三角函數圖形用在主建築結構中的例子不容易見到，這也是

日本國立新美術館有名的主因呢！ 

題組題 第 1 題 請問在這間美術館的建築物內外照片中用“各種角度”觀

察，你可以看到最不可能出現的數學圖形為何？ 

(1)圓形 (2)三角函數圖形 (3)正五邊形 (4)三角形 (5)橢圓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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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 2 

答案 (3)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俯瞰：(1)圓形 (2)三角函數圖形 

側看：(4)三角形 

斜看：(5)橢圓形 

題組題 第 2 題 美術館入口處有一遠看近似為三角錐的玻璃建築，高度約有 16

公尺，地面圓形直徑約有 6公尺。在此三角錐高 10公尺處，想

要設置紅色造形環，如圖 3，請問此環的圓周有多少公分？(四

捨五入至小數點下第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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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答案 706.9公分 

試題概念與分析 6:x=16:3 

16x=18 

x =
18

16
 

圓周長= 2 ∙
18

16
∙ 𝜋 ≈ 7.068583471(公尺) 

≈ 706.858(公分) ≈ 706.9(公分) 

問題 3 

評分標準 

小何同學想要模仿美術館主建築畫出建築設計圖(如圖 5)，他將

屋頂鳥瞰圖中各層玻璃外牆的圖形使用 xy sin= +k的函數來代

表，粉紅色線為建築底部，藍色虛線部分為最突出的中間部分、

綠線部分為屋頂(如圖 4)，若由底部至中間至屋頂的外牆，由下

而上，則 xy sin= +k 函數中的常數 k該如何變化？ 

(1)由小至大。 

(2)由大至小。 

(3)先由小至大,再由大至小。 

(4)先由大至小,再由小至大。 

(5)圖形變化和 k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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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圖 5 

答案 (3)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y=asin(bx+c)+k的圖形中，k影響圖形的上下移，k增加圖形

向上移(粉紅色至藍色線)，k減少圖形則向下移(藍色至綠色圖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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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6 2 題  

題型 題組題 
選擇式題型(第一題：單選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計算題)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建築、體育與數學的結合。 

環 U1：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受

損，理解補償正義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G-10-6 三角比：定義銳角的正弦、餘弦、正切，推廣至廣義

角的正弦、餘弦、正切，特殊角的值，使用計算機的 sin, cos, 

tan 鍵。 

學習表現 n-V-2：能熟練操作計算機，能判斷使用計算機的時機，理解

計算機可能產生誤差，並能處理誤差。 

s-V-1：理解三角比的意義，熟練其彼此關係與運算操作，能

靈活應用於等式或函數，並能用以推論及解決問題。 

試題本文 獲得國際自由車總會(UCI)認證的世錦賽及奧運會自由車比賽

場地，規定賽道寬度不得小於 7 公尺(場地長寬應在跑道內

沿向上 0.2公尺處進行測量)，且為提供足夠的向心力，在

『直坡道』與『彎道』兩處應有不同的剖面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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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彎道與直坡道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https://www.sa.gov.tw/Resource/Attachment/f1525316990906.pdf 

取材說明(WHY) 賽車道路面坡度最大，直道及彎道處的傾斜度，取決於各單

項比賽中的最大速度和彎道半徑。 

題組題 第 1 題 假設建造『直坡道』需要的寬度為 x公尺，建造『彎道』需要的

寬度為 y公尺，如下圖二所示，則 x、y與賽道寬度的大小關

係，下列何者正確？ 

 

圖二：彎道與直坡道縱向剖面圖 

(1) x = y = 7.2。 

(2) x = y < 7.2。 

(3) x < y < 7.2。 

(4) y < x < 7.2。 

(5) x < 7.2 且y < 7.2，但 x、y無法比較大小。 

 

答案 選項 4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簡單的三角形邊角關係，直角三角形中斜邊最大；若斜邊長不

變，角度越大鄰邊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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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題 第 2 題 若將賽道的剖面坡度由120提升到380，賽道邊緣的高度必會提

高，觀眾看台高度也需同時提高(如圖三)。假設一般座位席每個

座位的寬度為 50公分，椅背高度為 80公分，則此自由車場地的

觀眾席，在彎道區相較於直坡道區，至少需減少幾排座位，觀眾

的視線才不會被賽道高度擋住？(如圖四) 

 

 

 

 

 

 

 

 

圖三：過彎處觀眾看台 

 

 

圖四：賽道與觀眾席位置關係圖 

 

 

答案 需減少四排座位。 

問題 2 

評分標準 
sin380 =

𝑎

7.2
      部分給分：2分 

a = 7.2 × sin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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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2 m 

  = 443 cm       部分給分：2分 

sin120 =
𝑏

7.2
       部分給分：2分 

b = 7.2 × sin120    

  =1.496 m 

  = 150 cm       部分給分：2分 

a−b

80
≈3.6  需減少四排座位。   滿分：10分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利用正弦邊角關係，使用計算器估計彎道區觀眾看台需提升的

高度，再除以每個座位需要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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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7 3 題 (建議使用計算器) 

題型 題組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一題：填充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計算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三題：簡答題)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建築與數學 

學習內容 G-10-7 三角比的性質：正弦定理，餘弦定理，正射影。連結斜率

與直線斜角的正切，用計算機的反正弦、反餘弦、反正切鍵計算

協角或兩相交直線的夾角。 

學習表現 n-V2 

s-V-1 

g-V-3 

試題本文 建設高架橋穿過高低不平的山

區，每一個橋墩的位置並不似平

面架設時那麼容易。假設今天要

朝向正東方建造一座的高架橋，

每隔 50 公尺做一個橋墩，目前

已經做到 A 橋敦，卻尚未確定 B

橋墩位置，因為 A 與 B 中間隔

了一座小山丘，施工人員在現場

無法從 A 點看到 B 點。(如圖 2) 

98



 

 

 

 

 

             圖 2(立體示意圖)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https://www.strongpilab.com/trigonometric-why-to-learn/ 

取材說明(WHY) 略 

題組題 第 1 題 因此，工程師需從 A 點朝東

偏南600前進60 公尺，到達平

面上另一個點 C，再經由 C 點

找到 B 點的正確位置(如圖

3)，請幫忙求出𝐵𝐶̅̅ ̅̅ 距離應該

為多少公尺？(四捨五入到小

數點第一位)  

圖 3(俯瞰圖) 

答案 55.7 公尺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cos600 =
502 + 602 − 𝐿

2

2 × 50 × 60
 

𝐿
2

= 3100 

𝐿 = √3100 ≈ 55.677 ≈ 55.7 公尺 

 

題組題 第 2 題 如圖 3，請求𝜃2的角度。(無條件捨去至整數位) 

答案  51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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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cos𝜃2 =
602 + 55.72 − 50

2

2 × 60 × 55.7
= 0.6287 

𝜃2 = 51 度 

題組題 第 3 題 請說明工程師找到 B 橋墩位置的具體方法。(例如：先從 A 位置

朝南走 1 公尺到 C 點，再朝東走 1 公尺即可找到 B 點) 

答案 從 A點出發，朝東偏南600前進60公尺到達 C點，再從 C點朝北

偏東210走 55.7公尺，即可獲得 B點的確定位置。 

問題 3 

評分標準 

略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α = 900 − 600 = 300 

β = 510 − 300 = 210 

從 A點出發，朝東偏南600前進60公

尺到達 C點，再朝北偏東210走 55.7

公尺，即可獲得 B點的確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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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8 3 題  

題型 題組題 

選擇式題型(第一題：單選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計算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問答題)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生活與數學 

學習內容 G-12 甲-1 二次曲線：拋物線、橢圓、雙曲線的標準式，橢圓的

參數式。 

學習表現 g-V-4 理解並欣賞幾何的性質可以透過坐標而轉化成數與式的關

係，而數與式的代數操作也可以透過坐標產生對應的幾何意

義，能熟練地轉換幾何與代數的表徵，並能用於推論及解決問

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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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本文 馬鞍型(例如右圖一)為一雙曲

拋物面的圖形，因橫切面為雙

曲線，縱切面為拋物線而聞

名，生活中常用於座椅或背包

的設計(如圖二)：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取材說明(WHY) 網路圖片、GGB 圖片製作 

題組題 第 1 題 
雙曲拋物面

169

22 yx
z −= 與平面 z=0 相交的圖形為下列何者? 

(1)橢圓 

(2)雙曲線 

(3)拋物線 

(4)兩相交直線 

(5)兩射線 

答案 (4)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169
0

22 yx
−=  

0
4343

=







−








+

yxyx
 

為相交兩直線： 0
43
=+

yx
 或 0

43
=−

yx
 

題組題 第 2 題 
雙曲拋物面

169

22 yx
z −= 與平面 z = 1 相交的圖形 (如下圖三)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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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請求上頂點 A 與 B 的坐標與 A、B 間的距離。(圖四) 

 

 

 

 

 

 

 

 

圖三 

 

 

 

 

 

 

 

 

 

 

 

 

 

 

圖四 

答案 A(3，0)、B(-3，0)，6 

問題 2 

評分標準 
將 z = 1 代入 

169

22 yx
z −=  

1
169

22

=−
yx

 (2 分) 

中心點(0，0) 

為左右型雙曲線 

頂點 A(3，0)、B(-3，0) (各 2 分) 

A 與 B 的距離為 6  (1 分)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103



試題概念與分析 如評分標準 

題組題 第 3 題 如果我希望調整此馬鞍型的 U 型座位大小，讓臀圍更大的大人

也能坐，我應該先調整 a、b 哪一個數字？調大還是調小？ 

 

答案 調整 a，使 a變大。 

問題 2 

評分標準 

調整 a(2分) 

使 a變大(3分)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法一：a變大使每一層雙曲線頂點距離變大。 

法二：令 y=0 

2

2

a

x
z =  

2

2

1
x

a
z = ，

2

1

a
越小開口越大 

需變大

需變大

a

a



 2

 

透過坐標而轉化成數與式的關係，而數與式的代數操作也可以

透過坐標產生對應的幾何意義，轉換幾何與代數的表徵，並能

用於推論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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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9 2 題  (建議使用計算器) 

題型 題組題 
選擇式題型(第一題：單選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計算題)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數 S-U-A3 具備轉化現實問題為數學問題的能力，並探索、擬 

訂與執行解決問題計畫，以及從多元、彈性與創新的角度解

決數學問題，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運用於現實生活。 

學習內容 N-10-1 實數：數線，十進制小數的意義，三一律，有理數的

十進制小數特徵，無理數之十進制小數的估算（√2 為無理數

的證明★），科學記號數字的運算。 

學習表現 n-V-1 理解實數與數線的關係，理解其十進位表示法的意義，

理解整數、有理數、無理數的特質，並熟練其四則與次方運

算，具備指數與對數的數感，能用區間描述數線上的範圍，

能用實數描述現象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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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本文 法國田園畫大師米勒

（1814 ~ 1875）的作品

「拾穗」畫幅尺寸為 44 吋

33 吋，如右圖。製作其

縮放圖時，都要注意維持

比例，才能相似於原作。

（註：1 吋=2.54 公分）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BE%E7%A9%97 

取材說明(WHY) 1.評量放大縮小圖的概念。 

2.評量面積 10倍邊長√10倍概念。 

3.計算器的使用。 

題組題 第 1 題 因為畫展的安排，希望製作等比例的放大海報，貼在入口寬度為

3 公尺，高度為 4.5 公尺的牆面，請問原畫最多可以放大的幾

倍？ 

(1)1.02 倍。 

(2)2.68 倍。 

(3)3.58 倍。 

(4)4.02 倍。 

(5)10 倍。 

答案 (2)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原圖 44 吋33 吋，寬>長 

牆壁寬度為 3 公尺，高度為 4.5 公尺，寬<長 

橫圖不可直放，以圖為主，故放大之圖形寬度最大為 3 公尺。 

44 吋=44*2.54 公分=111.76 公分 

3 公尺=300 公分 

300/111.76=2.68 倍 

國小已經學過，圖片放大倍數即為邊長的放大倍率。 

題組題 第 2 題 若想要將圖畫縮小印製在畫冊裡，使縮小圖的面積為原來圖畫

的 1/10，請問：(1)縮小圖的寬與長變成多少公分？(約至小數點

下第一位) 

「拾穗」繪於 1857 年，現

藏於奧塞美術館。畫作反映

貧苦人撿拾收割後遺留穗粒

以求溫飽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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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會使用哪種大小的紙張來印製畫冊？(可考慮跨頁。) 

 

常用紙張尺寸大小 

A3 29.7 公分42.0 公分 

A4 21.0 公分29.7 公分 

B3 35.3 公分×50.0 公分 

B4 25.7 公分×36.4 公分 
 

答案 (1)寬35.34 公分、長26.51 公分。(2)略 

問題 2 

評分標準 
縮小圖寬度：44 × 2.54 ×

1

√10

= 35.34 公分(3分) 

縮小圖長度：33 × 2.54 ×
1

√10

= 26.51 公分(3分) 

若圖片不跨頁，則使用 A3大小的紙；我選擇 A3大小，因為圖片

若跨頁，壓線處會看不清圖形。 

若讓圖片跨頁，則使用 A4大小的紙；我選 A4大小，因為方便攜

帶。(4分)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見評分標準。 

評量面積 10倍邊長√10倍概念，及計算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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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10 2 題  (建議使用計算器) 

題型 題組題 
選擇式題型(第一題：單選題) 

構答反應題型(第二題：計算題) 

適合學生年級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學習領域（可複選）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 

數學 

 科技 

 綜合活動 

 藝術 

 社會 

 自然科學 

 生活 

 其他   

核心素養（可複選）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情境範疇 數 S-U-A3 具備轉化現實問題為數學問題的能力，並探索、擬 

訂與執行解決問題計畫，以及從多元、彈性與創新的角度解

決數學問題，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運用於現實生活。 

學習內容 N-10-2 絕對值：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式。 

N-10-4 常用對數：log 的意義，常用對數與科學記號連結，使

用計算機的 10x鍵和 log 鍵。 

N-10-5 數值計算的誤差：認識計算機的有限性，可察覺誤差

的發生並做適當有效位數的取捨。★＃ 

學習表現 n-V-4 理解絕對值應用在各種數與量之上的意義，能操作其運

算，欣賞其一致性，並能用以描述現象及溝通。 

n-V-1 理解實數與數線的關係，理解其十進位表示法的意義，

理解整數、有理數、無理數的特質，並熟練其四則與次方運

算，具備指數與對數的數感，能用區間描述數線上的範圍，

能用實數描述現象並解決問題。 

試題本文 XX 洋芋片的成分標示與營養標示如以下兩圖所示。試回答以

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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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標示 

每 100 公克 

熱量          564 大卡 

蛋白質         7.2 公克 

脂肪          35.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55.0 公克 

鈉            585 毫克 

成分標示 

品名：XX 洋芋片 

原料：馬鈴薯、棕櫚油等 

淨重：43 公克±9% 

有效日期：標示於包裝上 

保存期限：八個月 

原產地：台灣 

資料來源(引用出處)  

取材說明(WHY) 問題一測驗將誤差範圍轉為絕對值不等式的能力。 

問題二判斷極大值與生活應用。 

題組題 第 1 題 若這包洋芋片的重量真實淨重為 W 公克，請問 W 可以如何表

示？請選出所有正確的選項。 

(1) %943 =−W 。 

(2) %94343 −W 。 

(3) 43%943 −W 。 

(4) %943%943 +− W 。 

(5) %)91(43%)91(43 +− W 。 

答案 (2)(5)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依據已知條件可得 %94343 −W ，這等同於

%94343 −W ，或者也可以展開為

%94343%94343 +− W 。因此選項(2)(5) 正確。 

題組題 第 2 題 問題二： 

假設基礎代謝率 H 的單位為大卡/平方公尺/小時，即每小時、每

平方公尺體表面積，能消耗 H 大卡的熱量，其中男性基礎代謝率

H 與年齡 t 的關係如下： 

H = [−10 ∙
𝑙𝑜𝑔(𝑡 + 1)

𝑙𝑜𝑔2
+ 220] /4.186 

有一名 20 歲身高 160 公分體重 50 公斤的男生，其體表面積約為

1.49 平方公尺，請問他至少需幾小時才能確保完全消耗這包洋芋

片的熱量？(請無條件進位至小數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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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4.3 小時 

問題 2 

評分標準 

一包洋芋片最多可能是43 × 1.09公克  (1 分) 

而每 100 公克營養的熱量為 564 大卡 

一包洋芋片最多可能是： 

43 × 1.09 ÷ 100 × 564 =264.3468(大卡)  (2 分) 

一個 20歲男性每小時每平方公尺表面積可消耗熱量： 

 [−10 ∙
𝑙𝑜𝑔(20+1)

𝑙𝑜𝑔2
+ 220] /4.186=42.0633(大卡)     (7分) 

身高 160 公分體重 50 公斤男生，其體表面積約為 1.49 平方公尺 

故此包洋芋片需 264.3468÷ 42.0633 ÷ 1.49 = 4.2178 ≈ 4.3小時

能消耗所有熱量。(10 分) 

難度預估  易(75%以上會答對)  

中(50~75%會答對)   

難(50%以下會答對) 

試題概念與分析 見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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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歷史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歷史科精進素養命題檢視原則 

一、請盡量能對應大考中心業已公布 108新課綱單元條目、111年學測測驗目標

與分科測驗測驗目標等，進行命題設計。在此提供中心種子教師試題研習所

用整理表(如附件)，請各校夥伴們參考。 

二、命題的題旨、題文、問項與選項，儘量都能相呼應。避免讓學生只看問項，

不用閱讀題旨與題文材料，即可回答。 

三、各選項的文句字數建議宜齊整，避免字數不一所導致的誘答。 

四、混合題題組的命題十分辛苦與不易，建議構思混合題時，能參照大考中心公

布的混合題例題，能以單選、多選與非選並陳的樣態呈現與施測，且非選題

的配分，能略高於單選題與多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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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 目 

1 

以下三則為國共內戰的資料： 

資料一：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唯一失敗之關鍵。當時已推進之追擊

部隊，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

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

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 

資料二：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

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

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 

資料三：據由長春逃往瀋陽者談：「長春正如浪花衝擊之孤島，堅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

殘共與蒙古，朝鮮，聯合武力在長春周圍加強圍攻，機場失守，飛機不能降落，市內米價遂

告上升。民眾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樹皮來充飢，……糟糠豆粕，樹皮之類，原非人

食，……身體日漸瘦弱，蓬髮污面，終至相繼倒斃僻巷頹垣，陋室溝壑之間。長春人正在如

此扮演著空前未有的慘劇中的主角。」 

關於上述三則資料的解讀，哪些正確？  

(A)資料一出自國民黨  

(B)三者皆支持爭奪中國東北  

(C)三者皆為官方說法  

(D)蘇聯在中國東北支援中共  

(E)長春正受國民黨軍隊圍攻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AD)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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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題 目 

2 

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教授詹姆斯·麥克萊(James L. McClain)在其《日本史》一書中提到：

「福澤諭吉提倡日本對朝鮮要『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再加上日益增長的

出口貿易，這些揉合在一起使日本對朝鮮半島的局勢保持著敏感。在這些事情中，日本的戰

略利益仍然佔據了特殊的顯要位置。一八八五年，德國陸軍少校雅各布·梅克爾(Klemens 

Meckel)到日本的陸軍大學執教，並成為總參謀部顧問。他創造的一個比喻，在日本軍民腦中

留下根深蒂固且難以磨滅的印象。他演講說道，朝鮮「是指向日本心臟的匕首」，因此必須保

持在第三國尤其是俄國的控制之外。……(一八九四年)朝鮮南部各道極為流行的新宗教『東

學黨』的領導人，正集結農民向漢城進軍，威脅要推翻政權，除非它實行改革，改善朝鮮窮

苦人民的命運。高宗請求中國出兵援助，鎮壓國內暴動，日本政府的憂慮進一步深化了。」

請問： 

1.文中福澤諭吉主張日本對朝鮮應抱持的態度，被稱為何種論點？       

2.文中提及「日本政府的憂慮進一步深化」的原因為何？          

3.文中哪段話預示了日俄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脫亞論 (脫亞入歐)  

2.日本欲控制朝鮮，但朝鮮當時仍屬中國藩屬 
3.「朝鮮是指向日本心臟的匕首，因此必須保持在

第三國尤其是俄國的控制之外」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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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與理解台西荷關係並回答問題 

    目前熱騰騰的中美貿易戰現在雙方陷入似乎陷入壕溝戰，摩根大通甚至預測，「全面貿易

戰是 2019年的基本情況，短期內沒有明顯跡象表明中美之間的對抗有所緩解。」二個大國誰

會贏，我們都無法握未來經濟大國之位鹿死誰手，事實上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十七世紀大航

海時代西班牙與荷蘭的關係。請分下列三則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荷蘭人知不知道他們在福爾摩沙的那段歷史？他們知道台荷西三國間的歷史關聯

嗎？又或者知不知道荷蘭曾經經濟殖民過台灣呢？」 

資料二：西荷二國關係還真是理不斷剪還亂，早期尼德蘭意為「低地」，指中世紀歐洲西北部

地區，包括今天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和法國北部一小部分。在 14世紀至 16

世紀中期，尼德蘭被西班牙統治，荷蘭當時對東亞商品就必須依賴西班牙，因此荷蘭

欲脫離西班牙的控制。 

資料三：尼德蘭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是西班牙封建專制制度的壓迫和束縛。西班牙查理

一世曾在尼德蘭設立宗教裁判所，頒布「血腥詔令」，殘酷迫害新教徒，信奉新教的尼

德蘭為了脫離殘暴的舊教西班牙帝國而反抗，雙方打了一場八十年獨立戰爭，這場戰

爭的戰場不只在陸地進行，包括海上與殖民地都是戰場範圍。 

1. 根據資料一「荷蘭經濟殖民台灣」這一句，請問當時台灣對荷蘭「商貿」的重要性或角色

為何？ 

2. 資料二提及荷蘭被西班牙統治，荷蘭最後也決定要脫離西班牙並自己到東亞，請問當時

荷蘭到東亞的「經濟推力」為何(即為何要到東亞之意)？ 

3. 荷蘭的獨立並不是單一問題，從資料一到資料三中，請同學分析與判斷荷蘭獨立可能的

因素為何？(至少寫出二項因素)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 轉口貿易)    

2.(尋求香料、絲綢、瓷器…等)    

3.(商貿需求(經濟亦可)、宗教迫害)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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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題為題組題 

1960年代，學者巴格內(D. J. Bagne)提出「推拉理論」來解釋人口的移動，並認為
「移出地」的不利條件就成為「推力」，「移入地」的有利條件就成為「拉力」。人口的
移動就是由於兩股力量的拉扯所決定。之後，學者李(E. S. Lee)更在巴格內的理論基
礎之上，提出「移出地」和「移入地」實際上都既有拉力也有推力；同時又補充「中間
障礙」的因素。居民究竟是否會移動實際上是對於三者的價值判斷；換言之，移動是否
成行，就是三者綜合作用的產物。 

1.請問，兩宋之際，下列何者屬於北方居民的「推力」？                                 
(A) 北方農業技術進步，糧食產量增加       (B) 北方外族侵擾，陷入長期動亂          
(C) 南方海外貿易發達，經濟生活改善       (D) 南方與水爭地，大大增加開墾面
積。 

2.請問，關於明清漢人口的移動，下列敘述何者最為適切？                               
(A) 「湖廣地區」因與湖爭地而產生『拉力』                                         
(B) 「蘇常地區」因手工業發達產生『推力』                                         
(C) 「江浙地區」因倭寇的侵擾而產生『拉力』                                           
(D) 「閩粵地區」因行改土歸流而產生『推力』。 

3.請問： 19世紀末，對華人移民「美國」形成「中間障礙」的最主要因素為何？                   
(A) 華工的衛生習慣相當糟糕，弄髒美國的生活環境                                                 
(B) 華工極度的功利自私，使美國人覺得華人是勢利民族                                          
(C) 華工人數日增，但是美國工人的工作機會卻日漸減少                                    
(D) 華工把傳染疾病帶入美國，引起美國人的極度不快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A)   3.(C)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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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國小說家大仲馬曾說向美國南方民主黨議員表示：「我媽媽是一位黑人，但我不會羞於

表白自己的黑人血統……有一件事阻擋我，我被告知我的非洲血緣在你的國家會造成不

便，而根據現有的法令，我可能會遭到逮捕，甚至被賣掉。」請問：在美國或歐洲，何

時開始以法律的形式來制裁奴隸的買賣？ (A) 17 世紀  (B) 18 世紀  (C)19 世紀  (D) 

20 世紀。 

2. 課堂上，老師向學生介紹一本西方小說，內容寫道：主角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處在陌生

的環境中，資本家、企業家全部消失，土地、工廠、工具全屬公有；每個人可依照自己

的興趣來工作，工時不長，工作愉快，社會上每一項商品生產的數量恰能滿足所有人所

需。請問：這本小說描述的是下列何者？ 

(A)18世紀自由主義者的理念  (B)19世紀浪漫主義者的理想 

(C)19世紀社會主義者的目標  (D)20世紀帝國主義者的藍圖。 

3. 19世紀中期一位英國記者報導：「每一個曼徹斯特工人都有自己的鐘錶，這是他們片刻

不可離開的東西，這是他們最尋常的物品。」請問：上述報導顯示當時曼徹斯特何種現

象？  (A)傳統手工業發達  (B)工人消費水準高  (C)貧富差距縮小  (D)重視工廠管

理。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C)   2.(C)  3.(D)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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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題為題組 

十六世紀後半期，加勒比海地區生產蔗糖，需要大量人力從事收割、榨汁。在加工成濃縮糖

蜜之後，運至歐洲販賣。 

 

1.請問：當時加勒比海地區勞動力不足，來自歐洲的業主採取什麼措施補充勞動力？ 

(A)自中國招募大批華工 (B)從非洲引進黑人奴隸 

(C)自北美聘僱印地安人 (D)自中東招募無業遊民 

 

2.受到歐洲長期殖民的中南美洲，對他們的經濟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甲、出口農礦產品為主的依賴式經濟 

乙、佃農壟斷國內大部分的土地資源  

丙、糧食生產量不足，人民普遍窮困 

丁、經濟結構偏重資本密集型的類型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3.近年來，許多公司與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農民合作，推廣「公平貿易」的商品，逐漸

受到社會的重視。請問：「公平貿易」的概念與下列何者相符？ 

(A)鼓吹各國降低關稅壁壘，推動自由貿易 

(B)支持社會公益和減低部分地區貧窮情況  

(C)國家統一收購與分配產品，強調公平性 

(D)各國應自給自足避免被特定的國家剝削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 跨地理科、公民科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A)    3.(B)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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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素養題 

資料一：一部小說中有以下一段情節：「太明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至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

懷疑。想起來有很多不能了解的，比如小學校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

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小學校按照學則辦理，為什麼公學校把重點放在農業教

育？」 

資料二：1895年，日本初領臺灣，對於此一新領土，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訓練一批能輔佐行

政業務的通譯人員；也為了長久統治斯土的考量下，思考對新附民的教育、教化問

題。因應如此課題，設計出「國語傳習所」的教育機關。1898年﹝明治 31年﹞10

月，總督府公布《公學校令》，將各地的國語傳習所與分教場，改為公學校。此時

的公學校分布在臺灣西部的主要街庄。其大多採急就章方式，沿襲舊時書房的傳

統，使用廟宇為校舍。並在附近先行成立分校，待日後獨立為公學校。 

1.請問資料一的小說所反映的是什麼時代、什麼地方的事？  

(A)1945年以後，臺灣   (B)1930年代，東北 

(C)日治時期，臺灣     (D)二十世紀初，香港 

2.在小學校與公學校接受教育的各是何人？  

(A)小學校是滿人；公學校是漢人  

(B)小學校是外省人；公學校是本省人  

(C)小學校是英國人；公學校是香港人  

(D)小學校是日本人；公學校是臺灣人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C)   2.(D)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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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議會批准下，荷蘭駐臺灣長官宋克開始致力於大員西岸建立城堡……。然而觀察這座

堡壘，可發現它防禦或攻擊的效果不好，大砲位置過高，無法打到人。而且堡壘也沒有護城

河或外壘的保護，所以人們可以輕易進城。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個城不是設計來抵抗強敵

的。」請問： 

1. 宋克建立的這座城堡應是下列何者？ 

(A)普羅民遮城    (B)熱蘭遮城 (C)聖

薩爾瓦多城  (D)聖多明哥城 

2. 承上題，觀察右側地圖，這座城堡蓋在哪

一種地形上因此無法發揮禦敵功能？ 

(A)平原 (B)沙洲 (C)河港 (D)丘陵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B)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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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讀下列資料後，並回答 1-2問題： 

資料一：中共異議分子魏京生提到在文革後下放到農村的所見所聞：「我經常聽農民談到□□，

他們把那一時期當作『世界末日』一樣提到，流露出劫後餘生的榮幸之感。……例

如農民談到 1959-1960 年代的共產風使得豐收的稻子沒有人收割，因為農民們都餓

得動不了，眼看稻子被風吹落到田裡而餓死的就有不少人。……有一次，我和一位

親戚到幾里外一個村莊去作客，走過一個沒有人的村子，村裡的房子都沒有屋頂，

只剩了土牆。親戚說：『……共產風時，這村的人都餓得死光了。』……這時我在人

家酒席上聽到的交換吃小孩的情景，好像從土牆中的野草裡浮現出來。……是誰讓

他們把無論如何也救不活的孩子們送給別人吃掉呢？是誰讓他們伴著其他父母的眼

淚與辛酸咽下從來也不敢夢想去嚐一嚐的人肉呢？……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用他們

的罪惡制度和罪惡政策，逼使這些餓得失去理智的父母把自己的骨肉送去給別人吃，

以便自己可以拿別人的親骨肉來充饑。」 

資料二：當時幹部寧可讓你餓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車站、火車站都要公社證

明，才能買到票。有個村子有戶三兄弟，其中一個拿著白紙在公社辦公室外面轉，

等著章子的人出去時，溜進去在紙上蓋個印就跑。然後寫上幾個字，算是搞到了證

明。他流浪到江西一處山溝裡，給人打短工謀生。幾年後帶著老婆孩子回來，發現

兩個兄弟早已餓死了。 

1.請問這兩則資料共同在探討哪一個主題？ 

（A）三面紅旗政策    （B）新民主主義    
（C）土地改革         （D）第一個五年計畫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A)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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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的授權下，紡織工人有權破壞以不實手法生產的紡織機具。……我們

在此宣布，我們將破壞所有製作這些假紡織品的紡織機……。」根據以上資料描述的時

代，下列那一種經濟思想已經「不符合」當代潮流？ 

(A)工資的多寡應由市場的自由競爭機制來決定 
(B)統治者若在經濟問題上企圖引導人民，…將造成政府權力的不當擴充，其害難以估計 
(C)以高關稅保護本國商品，這實在有害於民生，終究只讓工商業者得利 
(D)要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只有通過出超，因此應該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跨領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D)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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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14世紀末，黃河頻繁氾濫，「河決原武黑洋山，漫入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
淤，久不治」，漕運危矣。明朝某皇帝採用工部的治水方略，派數萬民伕在各地衙門督導
下，築壩設閘，進行南水北調，此後運河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南北漕運暢通無
阻。 
資料二：中國大陸水資源總量居世界第六，但分佈不均衡。1952年，毛澤東提出「南方水
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多年研議後，為了解決近年來氣候變
遷，中國常見的南澇北旱，特別是黃淮流域的水資源短缺問題。2002年起開啟「南水北調」
工程。工程共分東線、中線和西線三條調水線路，建立與長江、黃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
間的聯繫。東線工程從長江下游揚州抽引長江水，利用京杭大運河及與其平行的河道逐級提
水北送。沿線各省，都新設南水北調工程建設管理局為統籌機關。但是，各方專家們對此工
程的效益與影響仍無定論，有待進一步蒐集資料與分析。 

請問： 

1.資料一與資料二的執政者，雖隔數百年，都提出南水北調計畫，其構思的主要考量為何？   

(A)解決北重南輕的資源不均 (B)解決首都周遭的民生問題 

(C)解決南澇北旱的農業危機 (D)解決氣候劇變的溫室效應 

2.從文章資料中判斷京杭大運河(東線工程)的剖面圖較接近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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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文獻中所提供之線索，反映出那些當代政府治理與社會運作之特性？ 

  (甲)當時政府所發揮之功能，較偏向「大政府」之概念   

  (乙)南水北調之執行過程，屬於一種自發性的社會運動  

  (丙)資料一中畫底線處，呈現出「傳統型權威」的特性 

  (丁)文獻中已可反映出「第二部門」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戊)資料二畫底線處，屬於決策歷程中政策評估之階段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 跨領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社會科 

答案 

1.(B)  2.(B)  3.(B) 

推薦觀摩項目 ■符合大考中心測驗目標 

■題文資料字數編排洽當 

■問題設計作答具思考性 

■題幹設計與題文能結合 

■選項有層次且文句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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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地理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地理科精進素養命題檢視原則 

一、素養導向試題目的 

   1.素養導向試題的目的是為了引導素養導向的教學。 

2.素養導向教學的目的是培養核心素養。 

3.在實踐素養導向教學過程中，教師該問學生或學生該問自己的問題，就是

好的素養導向試題。 

二、素養導向評量設計之要素 

1.佈題強調真實的情境與問題：強調應用知識與技能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

問題，並應盡可能接近真實世界中會問的問題。 

2.評量強調總綱核心素養或領域／科目、學本質及習重點。 

三、社會素養題特性 

1.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 

      (1)和自己的經驗或別人的經驗有關。 

(2)有趣的，能引發學習興趣。 

2.讓學生會覺得學習是有用的，進而提昇學習與興趣。 

3.跨科／領域整合。 

4.呼應社會領域內涵。 

5.強調探究的精神。 

6.可以單題命題，未必要以題組的型態來進行，題幹也不見得要很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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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 地理學科 精進素養命題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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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狀病毒空間分布及其死亡率之關係 
自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狀病毒，已在全球各地造成嚴重的衝擊，請根據下列資料回答問

題： 
資料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是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SARS-

CoV- 2）所引發的全球大流行疫情。疫情在2019年底首次爆發於武漢市，隨後在
2020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瘟疫及嚴重公共衛生危機。截
至3月30日，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報告超過72萬名確診病例，導致超過3萬
名患者死亡。 

資料二：全球主要國家/地區確診及死亡病例： 
（資料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7%97%85%E7%96%AB%E6%83%85）  

資料三：義大利全國總人口數為六千萬，但義大利卻成了除中國外因冠狀病毒感染導致死
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且死亡率高達5%，遠遠高於冠狀病毒感染者的全球平均死亡率
3.4%。 

與其他國家相比，為什麽義大利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比例最高？  
原因之一：義大利是歐洲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約有23％的義大利人年齡在65歲或65歲

以上。美國人口的中位數38.3歲，而意大利人口中位數為47.3歲。意大利那些因
冠狀病毒感染死亡的病例中，多數是80歲和90歲以上的有某些基礎病的老人。在
其它條件都差不多的前提下，老人的平均死亡率比其它年輕患者更高，因為老人
更容易患對免疫系統功能產生極大損傷的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為此，老人因為
免疫功能低下更易感染冠狀病毒，而且得病後症狀也相對較重。 

原因之二：目前義大利用於檢測冠狀病毒的手段沒有能夠檢測到許多輕症感染者。症狀較輕
的人也可能不去醫院檢查。如果擴大檢測範圍，更多的輕症病例得以檢出，總死亡
率將隨之下降。鑒於上述兩大原因，美國天普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流行病學家 
Krys Jonson 認為，義大利新冠肺炎患者的實際死亡率接近全球的3.4%的平均水
準。  

1.由資料一顯示爆發地在中國武漢，卻在全球各地快速蔓延，其主要原因為何？ 
2.在資料二中顯示，目前死亡人數最高為義大利，請問該國目前屬於下圖中哪一階段的人口

轉型模式？請寫出代號及名稱 
3.由資料三顯示，義大利老年人口比例甚高，請問應屬於人口老化的那一階段？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 (運輸革新) 

2.(義大利老年人口占全國 1/5，是超高齡社會，

屬於低出生低於死亡率的人口負成長階段) 

3.(23％的義大利人年齡在 65歲或 65歲以上，故

為超高齡社會) 

1． 此題 ok 
2． 第 2小題圖不見了。 
3． 能分析生活中各種現象的關連性。 
4． 地 2a-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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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島民族文化與大航海時代的國際分工 

考以下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 2016 年中研院考古團隊在基隆和平島發掘出 3 具歐洲成年人遺骸，根據文獻記載，

1626年【甲】人佔領北台灣雞籠後，開始在社寮(即和平島)興建聖薩爾瓦多城和修道院，

距離 1624 年【乙】人在台南「鯤鯓」建立的熱蘭遮城，只晚了 2 年，證明基隆與和平

島在大航海時代中的重要地位。 

資料二:2019年基隆市政府再邀請考古團隊展開更深入的考古挖掘工作，發掘到繩紋陶、玉器、

貝塚、獸骨磨尖器等，估計在 3000年前即有先民居住於此。 

1. 資料一的甲是哪一國人?  
(A)西班牙 (B)荷蘭 (C)英國  (D)葡萄牙 

2. 和平島成為大航海時代歐洲人的重要據點之一，相較於台南「鯤鯓」，此處擁有何種優越
的港灣條件?  
(A)沙洲 (B)潟湖 (C)谷灣  (D)峽灣 

3. 甲國人在和平島設立據點的原因之一是此地區便於取得何種資源?  
(A)蔗糖、鹿皮 (B)稻米、茶葉 (C)白銀、漁產  (D)黃金、硫磺 

4. 下列哪一個地名為甲國人所命名？ 
(A)淡水 (B)三貂 (C)基隆 (D)卯澳 

5. 關於甲、乙兩國分別在臺灣建立據點，下列哪些說法正確?  
甲乙兩國在臺爭設據點，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進行傳教。 
甲乙兩國在臺設立據點，使臺灣晉升為世界分工體系中的核心角色。 
臺灣在歐洲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下，屬於被剝削的資源供應者。 
甲國以和平島作為對中日貿易的中繼站，但最終仍為乙國所奪。 
正確的是: (A) (B) (C) (D) 

6. 繩紋陶、鐵器等文物的出土，有助於了解早期居住於和平島的族群。留下這些文物的先住
民最可能是?   
(A)西拉雅族 (B)撒奇萊雅族 (C)道卡斯族 (D)凱達格蘭巴賽族 

7.(接上題)下列那一組地名的命名由來與此族群最為相關?  

(A)淡水、松山 (B)艋舺、北投 (C)新莊、三重 (D)五股、九份 

聖薩爾瓦多城示意圖 1626年基隆與和平島地

圖 

2016年考古出土歐洲人遺骸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A)   2.(C)   3.(D)   4.(B) 

5.(D)   6.(D)   7.(B)    

和平島 

 

1．此題 ok。 

2．能分析不同歷史脈絡下自然環境對生活的影響，並理解相關歷史事件性。 

3．歷 1a-V-2，地 1b-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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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理論及交通運輸革新整合題 
2019年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持續影響全世界各國，至今已造成 50萬人以上感染，2萬多人死
亡，對於各種產業與活動也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影響。 
1. 肺炎病毒短短數月迅速擴散傳播，無分各洲全球淪陷，這種病毒快速全球化的原因，可用

下列何種概念加以解釋?  
(A)人口轉型 (B)人口替代 (C)都市擴張 (D)時空收斂 

2. 由於新冠肺炎的關係，許多店面面臨客源減少而裁員或結束營業，這是因為其商品圈與商
閾存在著何種關係？  
(A)商品圈比商閾小 (B)商閾與商品圈相近 (C)商閾比商品圈小 (D)兩者之間無關聯性 

3. 消費者在疫期減少出門，造成網路購物平台銷售量大增，可謂此波疫情的受益者。網路購
物平台的獲利成長主要來自於疫情造成何種經營要素的變化?  
(A)商閾擴大 (B)商閾縮小 (C)商品圈擴大 (D)商品圈縮小 

4. 由於擔心疫情大爆發時會有居家隔離政策而無法外出購物，大家紛紛搶購生活物資，造成
家樂福、COSTCO等各大
賣場衛生紙、白米、泡
麵、罐頭等商品被搶購一
空，按中地理論來看這些
商品具有那些特色?選出
右表正確的一組： 

5.家樂福之類的量販店，賣場大、商品多，提供消費者一次購買多樣產品的需求;此外，還附有
停車場方便顧客停車，但它們常規定購買一定的金額才能抵扣停車費(如消費滿 500元抵 1
小時停車費)，用中地理論來看，此規定是為了保障何種經營要素?  
(A)商閾 (B)商品圈 (C)商品等級 (D)商品價格 

商品特色 (A) (B) (C) (D) 
商品等級 高 低 高 低 
商品價格 低 高 低 低 
購買頻率 低 低 高 高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D)   2.(A)   3.(C)  4.(D)   5.(A) 

 

編

號 
題 目 

4 

現今臺灣地名有出現「廍」字的地方，說明該地在十九世紀曾有傳統的製糖活動。而某人欲以
臺灣各地形區的面資料圖層與地名的點資料圖層，統計每個地形區中含有「廍」的地名數量。
下列哪個地點所在的地形區，出現「廍」的地名數量可能最多？ 

（A）22°03'N、121°32'E 
（B）22°30'N、120°29'E 
（C）24°43'N、121°45'E 
（D）25°03'N、121°20'E。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 B ) 

 

1.此題 ok， 但建議第 1小題建議改為：這是因為此時高品圈與……。  

2.地 1a-Ⅴ-3 

1. 此題 ok 
2. 能理解 TM2度分帶的意涵並分析地表現與判斷該現象的地理位置 
3. 地 3b-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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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上下游連日降雨，導致多數省份傳出災
情，連三峽大壩是否堅固都備受質疑。今(7
月 2 日)長江水利委員會宣布「長江 2020 年第
一號洪水」近期形成，4 日至 6 日，中國西南
地區至長江中下游等地將迎新一輪暴雨。 
<資料來源：新華社> 
1.從雨區分布的範圍和降雨的季節判斷，本次

降雨的類型為何種類型？ 
(A)地形雨 (B)對流雨 (C)鋒面雨 

2.有大陸專家學者將三峽大壩剛完工時的衛星
影像和現在對比，發現大壩有位移和變形的
狀況，因此呼籲大壩下游居民要特別留意長
江大壩潰堤引發的洪患危機，請問下列哪一
省居民不會受此洪患直接影響？ 
(A)江蘇  (B)湖北  (C)安徽  (D)福建 

3.「將三峽大壩剛完工時的衛星影像和現在對比」是使用了 GIS 空間分析中的哪一中分
析？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C 2.D 3.疊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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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寬鬆（英語： 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
QE）是一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其操作由一國的貨幣
管理機構（通常是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
提高實體經濟環境中的貨幣供應量。中央銀行的操
作，相當於間接增印鈔票。因為疫情的關係，美日等
國為了挽救經濟頹勢而再度 QE，因此造成境外資金
大舉匯入台灣，投入股市並炒匯，請問： 
1.從右圖可知從今年 4 月以來，台幣相對於美元

是升值還是貶值？ 
2.從上文中找出此階段台幣升值的主因。 
3.若短時間升值幅度過大會對台灣的出口產業有何影響？(20 字內)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3.( ? ) 

  

1.缺答案，已補上 

2.此題 OK，題意清楚明暸 

3.題目整合了氣候、區域、地理資訊系統 

4.地1b-Ⅴ-1 

 

1.此題 OK 
2.跨公民領域 
3.但建議第 2小題建議放在高三 
2.地 1c-V-3公 2a-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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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一段珍貴僅有的最大泥質潮間灘地，即將被填海造陸破壞。泥質潮間灘地是保護
陸地最好的消波塊，因為海嘯大浪的力量經過六公里寬的潮間泥質灘地後，浪的力量都已經
被吸收，所以_甲_沿海陸地不容易受到海嘯的侵襲。這裡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態系統，孕育淺
海牡蠣養殖和捕撈漁業的基礎，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後來_乙_的填海造陸計畫(如附圖六中
乙的位置)雖然因抗爭與行政院政策大轉彎，在已通過環評但並未付諸實行，卻在臺灣環保史
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頁。請回答第1-4題： 
1.甲(行政區)為下列何者？  

(A)台中 (B)彰化 (C)雲林 (D)嘉義。 
2.乙(工業區名)較可能為下列何者？  

(A)彰濱工業區 (B)雲林麥寮(六輕) (C)七股工業區(七輕) (D)國光石化(八輕)。 
3.若根據題幹與附圖(六)所提供的資訊推斷，北方可能較接近圖中哪個方位？  

(A)X (B)Y (C)Z (D)W。 
4.圖上箭頭所指的丙地形其特徵主要是「長條狀-平行海岸線」，較有可能是什麼地形名稱？ 

(A)崙 (B)坪 (C)汕 (D)壢(坑)。 
5.此工業區若真的如期施工，所造成的正負面影響不僅是生態與產業，還可能造成什麼衝

擊？  
(A)圖中丙地形的面積可能會擴大  
(B)白海豚與綠蠵龜的洄游路線受到干擾影響繁殖  
(C)中、下游地區在暴雨後發生洪患造成淹水的區域範圍會擴大  
(D)此區沿海一系列的人造海埔新生地，一起造成南邊沿海的的外傘頂洲面積逐漸減少甚

至消失。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D)    3.(D)  4.(A)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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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來自中國的 HKND集團與尼加拉瓜簽訂「尼加拉瓜運河」興建合約，該計畫的宣
傳如下：「建成後，4萬噸的大船，從委內瑞拉開往中國，將節省 2個月的航行時間；而從上
海到美國東海岸的巴爾的摩，走尼加拉瓜運河航線要比蘇伊士運河短 4,000 公里，比繞過好
望角短 7,500公里。」眼見尼加拉瓜企盼已久的夢想終將實現。請問： 
1.尼加拉瓜運河的構想早在十六世紀起就陸續被西班牙、法國與美國提出，但直到現在才由
中資企業跨出實現的第一步，是因中方主張尼加拉瓜運河的興建，尼國零出資，只需處理土
地取得的相關問題。上文顯示中南美洲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必須仰賴外國提供哪兩項資
源？ 
2.開鑿尼加拉瓜運河一直被該國認為是與巴拿馬競爭的重要建設，但其建設過程上充滿挑

戰，請考量中美地峽區的自然環境，列舉出在氣候上和地質條件上，可能威脅該建設的最
主要自然災害各 1項。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依賴外國資金、技術) 

2.(颶風、地震、火山) 

1.此題ok，能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 
2.可惜圖不見了。 
3.地1c-Ⅴ-2 
 

 

 

1.  

1.此題 ok。 
2.建議附上中美洲地形圖會更好。 
3.地 1c-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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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cama地區位於玻利維亞、智利和秘魯的交界處， 
 (如右圖中右下角小圖所示)在殖民統治時期從未明確劃定歸屬。
三國獨立後，均認為擁有該地區主權。1866年，玻、智兩國協
定在該地區以 24緯線為兩國邊界，23至 25緯線間一切礦產品
和輸出產品的關稅，由兩國平分。 

1874年，玻、智兩國簽訂新約，規定智利政府放棄 24緯線
以北地區的全部權利，玻國同意 25年內對智利公司不提高稅
率；但 1878年，玻國決定對智利公司增加稅額，智利公司不
從，遭到玻國沒收資產。1879年 2月，智利遂在英國資本家支
持下，出兵攻打玻國，秘魯則因屬玻國的同盟國家，不久也捲入
衝突。由於智利擁有一支兩倍於秘玻聯合艦隊的海軍，因而取得
海上控制權；陸戰部分也打敗秘玻聯軍。最終，秘魯、玻國分別
與智利簽訂割讓領土條約，其中玻國喪失了安地斯山脈至太平洋
沿岸間的全部領土(玻利維亞的領土範圍為註記+號者)，從此變
成內陸國。請問：  
1.在殖民統治時期，Atacama 地區屬於哪個國家的殖民地？  
2.戰爭結束後的條約簽訂，對玻利維亞的國際貿易路線帶來怎樣

的負面影響？  
3.今日的 Atacama地區若要發展替代能源，較適合開發哪種能源？並說明理由為何？  
   【需說明能源及理由，兩個答案皆對才給分】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西班牙)     
2.(失去出海口，無法以海運進出口商品) 
3.(太陽能；氣候乾燥、日照時數長) 

 

  

1.此題 ok。 
2.跨領域/科目整合相關知能 
3.地 1c-Ⅴ-1 

130



編

號 
題 目 

10 

明天啟三年，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翻譯歐洲地理學代表作《職方外記》，內容提到地球共有五
大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及墨瓦蠟尼加。」，其中關於「墨瓦蠟尼加」一
洲的敘述提到，「有一種異羊可當騾馬，性甚倔強，有時倒臥，雖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
之，即起而走。」，此外馴養此異羊的民族多以金銀為裝飾品，建造「便驛使傳命」的道路系
統。人民個性良善，治安良好，根本「頗似淳古之風」。 
1.下列哪一個國家可能位於上述所記的「墨瓦蠟尼亞」一洲境內？ 

(A) 利比亞 (B)西班牙 (C)秘魯 (D)剛果 
2.題目中所述可當騾馬的「異羊」的動物最可能是： 

(A) 羊駝 (B)斑馬 (C)長頸鹿 (D)犛牛 
3.關於題目中所述的民族特色，正確應為： 

(A)有搭建金字塔的技術，社會有階級之分  
(B)自認為太陽的子民，擅長巨石建築  
(C)以游耕生活為主，主食為樹薯  
(D)生活在高原的湖泊上，後被西班牙人征服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C 2.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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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一則新聞 並回答下列 3題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鏈顯得脆弱不堪。但這場疫情對於全球產業鏈布

局的實際影響目前尚無定論。一方面，以全球汽車產業為例，武漢「封城」兩周後，現代
汽車在韓國的工廠停工。原因主要是青島一家零部件供應商由於春節後復工人數不到
15%，隔海相望的韓國車廠無奈停產。有專家據此向 BBC中文表示，疫情帶來的痛感，會使
企業未來把部分產能遷出中國，分散風險。也有專家稱，圍繞中國的產業鏈是幾十年來有
機生長的結果，想要調整「既痛苦又耗時」，非幾年內能辦到。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後，產
業鏈風險罕見地出現「無法分散」的困境，這是全球化過程中尚未遇到過的。後疫情時
代，企業家們將不得不思考，全球產業鏈將如何變化，而自己如何在這種變化中生存？ 

1.工業產品在成熟階段後，韓國汽車生產區位會往中國移動，其主要目的是： 
(甲)尋求廉價勞力；(乙)降低關稅障礙；(丙)建立海外市場；(丁)尋求最低運費。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2.一些已開發國家將部分家電生產遷往中國，最主要的原因是下列哪一項？  
(A)利用開發中國家的原料     (B)拓展開發中國家的市場  
(C)為汙染嚴重產業，轉嫁汙染 (D)降低生產成本，獲取最大利潤。  

3.因為武漢封城導致韓國汽車廠的停工是說明工業的哪一項特徵？ <非選> 

 審
題
回
饋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A)    2.(D)    3.(工業連鎖) 

 

1.此題 ok。 
2.題意清楚，答案明確 
3.地 1a-Ⅴ-3 

1.此題 OK。缺解答，已補上答案 
2.題幹敘述結合史地、且符合閱讀素養的養成。 
3.第二題的選項可以搭配照片，較能與自然景觀帶結合，而非僅測驗是否知道該動物的名

稱。 
4.選項的排序，儘量由字數少的排到多的，會較方便閱讀。 
5.歷 1b-Ⅴ-2、地 1b-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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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日本經濟成長率變遷。請問 1~3題： 

1.甲事件對日本造成何種影響？

(A)日本汽車的海外銷售量下滑 (B)政府大力推廣文化觀光產業

(C)發展低耗能、高附加價值產品 (D)股市房市崩跌，至今未完全恢復。

2.哪一個事件為泡沫經濟破滅造成的經濟下滑？

(A)甲 (B)乙 (C)丙 (D)丁。

3..觀察圖中 1980~1990 年與 2012 年至

今的經濟成長率變化，兩個時代的背

景有何相似性？ 

(A)日圓升值 (B)日圓貶值 (C)

利率提高 (D)利率降低。

審
題
回
饋 

1. 判斷圖表

2. 生活情境應用

3. 但是是題庫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C)    2.(B)   3.(D)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公民科精進素養命題檢視原則 

一、出題時盡量對應新課綱之學習內容條目、大考中心公告之 111年學測測驗目

標與分科測驗測驗目標（如參考附件）等進行命題設計。 

二、命題選文與題目、選項盡量相呼應，避免讓學生只需看最後的題目和選項即

可答題。閱讀題組題亦然，盡量讓學生須閱讀選文方可答題，避免只是放一

篇長文，卻跟題目無相呼應。 

三、選擇題目素材時，宜注意題目敘述是否有明顯特定立場之置入。 

四、設計選項時，宜避免字數不一所導致的誘答，然也要注意避免為了字數統一

而導致選項敘述不清的情況。 

五、非選命題不易，建議構思非選擇題時，能參照大考中心公告的例題模式，並

能設計出具體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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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陞科技公司是我國罕見專門投入太空產業的企業，該企業的第一枚商用火箭「飛鼠一

號」的試射，也是我國在本土境內最大的火箭發射計畫。然而，該企業設置於台東縣達仁鄉

南田部落的火箭發射台的用地取得有爭議，使得發射計畫一延再延。其中，爭議內容包括土

地取得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等範疇。 

其一，該公司取得的土地為被登記為魚塭用地，屬於農用，並未合法變更土地的用途，遭台

東縣政府裁罰 40萬元。其二，該土地可能屬於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且未經南田部落的同

意而逕自開發。對此，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在解釋火箭基地的設置是否需經該部落同意

時，宣稱該土地為私人所有，因此無需經部落諮商同意。 

1.請問以上文章，可以用哪個標題較能概括說明其重點？ 

(A)飛鼠一號的發射，帶領台灣進入太空新紀元 

(B)科技進步與程序正義的維護，孰輕？孰重？ 

(C)台東縣府表示，傳統領域僅能用於農地魚塭 

(D)火箭發射台的設置，可望帶動周邊經濟繁榮 

2.由於該公司的土地用途有爭議而遭縣府開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若該公司不滿罰鍰，可行使的救濟權屬於馬歇爾所分類的民權 

(B)由於縣長是由民選產生，因此縣政府的作為皆屬於民主的治理 

(C)民主國家著重人民的參與，政府的任何行政處分皆需人民同意 

(D)違規用地何其多，縣府若只開罰該公司，恐不符積極性之平權 

3.上述關於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自治與諮商同意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A)其相關法源皆為《憲法增修條文》與《原住民基本法》 

(B)任何在傳統領域的大型開發，須讓部落了解並取得同意 

(C)這些權利是保障弱勢原住民的生活，屬於社會權的一種 

(D)原住民的諮商同意權亦屬於住民自治與民主參與的展現 

審
題
回
饋 

1. 跨國文閱讀素養 

2. 時事入題 

3. 第二題的正解建議改為我國憲法之受益權即可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 跨國文科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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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答以下第 1~2題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立法院三讀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賦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諸多權力。其中包括指揮官為控制疫情需要，有權實施

「必要之應變處置及措施」。同時也要求各家媒體為配合防疫需要，須播放防疫相關資訊、

節目，不受《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所限制。因此在節目廣告期間，天天都能

看到「防疫大作戰」相關資訊。 

隨著疫情趨緩，行政院陸續推出紓困方案與振興方案。其中，紓困方案針對受疫情影響

而工作、生計受到影響者，將補貼一至三萬不等的紓困金，也受理 50 萬元以內之貸款。其

次，振興方案目的則是活絡冷卻已久的國內景氣，透過振興券的發放，以促進民間消費來刺

激景氣，進而提升就業率。 

1.關於第一段所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要求各家媒體播放相關資訊，乃政府政策的置入性行銷 

(B)立法院立該法干涉媒體的新聞自由，但不得提出司法救濟 

(C)此為政府善用媒體近用權中的使用權，為數位落差的補強 

(D)由於涉及公共利益與緊急避難，個人自由權能酌予退讓 

2.關於第二段所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紓困方案及振興方案都是社會安全制度的一環 

(B)紓困方案的性質與同急難救助，皆為救急救窮 

(C)紓困與振興方案財源主要來自政府的預算支出 

(D)透過振興券的發放來刺激景氣，符合分配正義 

 
審
題
回
饋 

1. 時事入題 

2. 第一題由我國體制應用 

3. 選文與題目沒有太大關係不太需要看選文就可以直接看題幹做答 

4. 第三題不需要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D)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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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答以下第 1~2題 

語言學家用「腔調」來指涉同屬特定地理區域或社會階級的發音，腔調也可能反映出發

言者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而「公認發音」可說是最接近標準英國腔的發音。 

語言學家懷恩萊奇（Max Weinreich）曾開玩笑地說：「語言，不過是擁有陸海軍的方

言。」暗示語言及方言之間的區別，存在著武斷的權力關係──誰掌兵符，誰就有話語權，

讓方言成為語言。英國在 18世紀，仕紳階級與王宮貴族都仍保有各自的地方腔調，有時甚

至連拼法都略有差異。到了工業革命，寄宿公學興起改變了英國紳士的養成方式，操著近似

口音的畢業校友們，在大英帝國各處占居高位，漸漸改變了社會精英說話的方式。這種

「『沒有腔調』的腔調」，在被標準化後，從此成為階級與權勢的標記。 

到了 1960年代，英國的教育和媒體越來越能接受區域性腔調，所謂的 BBC腔也隨著時

間逐漸改變，近年甚至鼓勵播報員在不影響理解的情況下，保有自己的腔調。甚至有觀眾投

書表示，時代劇不宜使用過於「標準」的英文，太過字正腔圓容易導致出戲。 

權威學術期刊《自然》（Nature）曾有一篇有趣的研究短文，名為〈女王會說女王英文

嗎？〉（Does the Queen speak the Queen’s English？）。研究比對女王 50年代到 80年

代的談話，發現許多所謂「上流階級版」的公認發音特徵都逐漸消失或是淡化。比方原本

「女王英文」會將字尾的 y發成 eh的音（如 family），但到 80年代後卻不再總是如此。更

有意思的是，也有學者對照 2011年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的共同訪談，發現凱特王妃講的英

文其實比威廉王子更為「高貴」，原因可能是下意識為了強化階級地位的努力。 

1.請問上文作者對於腔調抱持的立場與下列何者狀況最相同？   

(A)現今的影視作品、演說比賽逐漸不強調北京腔般的字正腔圓 

(B)臺灣國語逐漸式微，代表其背後的生活文化也隨之消失殆盡   

(C)教育與媒體持續推廣標準化的國語發音有助於消弭文化歧視   

(D)北京腔、臺灣國語等腔調僅反映生活習慣，無關乎文化位階 

2.根據上文，有關各地不同腔調的方言與文化的敘述，何者應最正確？   

(A)上流階級是不可能使用方言來溝通的  (B)各地方言通常被歸類於較低文化位階   

(C)多元的方言腔調形成混亂的區域衝突  (D)官方語言的存在反映文化的權力分配 

 

 

1.關於第一段所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要求各家媒體播放相關資訊，乃政府政策的置入性行銷 

(B)立法院立該法干涉媒體的新聞自由，但不得提出司法救濟 

(C)此為政府善用媒體近用權中的使用權，為數位落差的補強 

(D)由於涉及公共利益與緊急避難，個人自由權能酌予退讓 

2.關於第二段所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紓困方案及振興方案都是社會安全制度的一環 

(B)紓困方案的性質與同急難救助，皆為救急救窮 

(C)紓困與振興方案財源主要來自政府的預算支出 

(D)透過振興券的發放來刺激景氣，符合分配正義 

 

審
題
回
饋 

1. 學生生活情境應用 

2. 閱讀理解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A)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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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

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

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

內甲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乙及丙。 

資料二：聲請人小君原為某國中生，於期末考時，請病假而未參加其中一日之評量，後參加

補考。依該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第 15條第 2款規定：｢因事、因病假缺考者，其成

績……超過 60分者，其超過部分 7折計算」，小君不服，認成績折算部分無明確

法律授權，應屬無效，循序提起救濟，均遭駁回。因認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系爭

解釋及成績評量辦法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侵害其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等基本權利，

遂聲請解釋。本院認為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

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

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因此釋字第 382號解釋應予變更。 

資料三：小傑就讀某高中時，因為朝會未到，被學校以重大集會未到為由，記以警告處分。

當時他曾向教育部提起乙，卻被以警告非行政處分為由不受理，因此提起訴訟。法

官審理後認為，過去司法實務及學理上曾認為學生與學校間係屬「特殊權力」關

係，學生對於學校內的處分不服，僅能依照內部程序申訴救濟，不得提起行政爭

訟。但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當學生認為其權利受害應可提行政訴訟救濟。法院宣

判學生勝訴，教育部不受理乙決定應予撤銷，也明確認定學校所記之警告、小過、

大過屬「行政處分」，可能侵害學生之人格權、名譽權，因此教育部以非行政處分

為由，不受理陳同學的乙是違法的。 

1.請從資料二釋字第 784號內容判斷，下列何者｢並非」該釋字的觀點？ 

(A) 大法官推翻釋字第 382號解釋文的部分主張      

(B) 目前行政訴訟的審級制度應予以增加 

(C) 行政救濟之權益不會因學生身分而予以限縮   

(D) 高中生若遭到記過亦可提出行政訴訟。 

2.關於乙制度的功能與討論，何者敘述正確？  

(A) 訴願不用裁判費且較訴訟迅速，因此無須有訴訟制度  

(B) 訴願是審查原處分的合法性，行政訴訟只審查原處分的妥當性  

(C) 訴願可讓行政機關自行糾正錯誤，撤銷或變更原處分  
(D) 教育部本於職權絕定，行政法院無權干涉教育部的行政裁量權 

3.若新北市板橋高中某高一學生遭受退學處分，救濟方式依序是甲、乙、丙。 

  請問甲、乙分別是什麼？乙、丙分別向哪個單位/機關提出呢？ 

4. 請綜合上述資料判斷，資料三法院判決教育部敗訴的原因是什麼 

審

題

回

饋 

1. 時事入題 

2. 屬學生的生活情境應用題 

3. 第一小題可以單獨出題 ，不需題組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C)    

3.甲申訴     乙訴願  

  乙新北市教育局/板橋高中 丙高等行政法院 

4.(未受理學生提出的訴願 / 駁回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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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題 (請用藍筆或黑筆「依序」書寫於答案卷上) 
請閱讀以下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為遏止延燒四個月的「反送中」民主示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10/4 宣布，正式引用《緊急
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繞過立法會審議程序，直接頒布《禁止蒙面規例》（簡稱禁
蒙面法），為五十二年來首次援引該法，10/5零時起生效，惟警察不受此限。此舉立刻點燃
港人怒火，被斥為「準戒嚴」狀態，10/4晚上有大批民眾聚集街頭抗議，致港鐵宣布全線
暫停營運；民眾更醞釀 10/5發起「全民蒙面」遊行，誓言抗爭到底。 
根據「禁蒙面法」規定，禁止人民在遊行集會場合蒙面，違者可處監禁一年或罰款二．五萬
港幣（約十萬台幣）；此外，若人民在其他公共場所蒙面，並拒絕警察查核身分，亦可處監
禁六個月或罰款一萬港幣（約四萬台幣）。以任何種類物品遮掩全部或部分臉部，如面罩和

顏料，即構成蒙面定義。攸關工作上安全，以及宗教、醫學和健康理由等蒙面者，則可進行
「合理辯解」。(資料來源：孫宇青。「準戒嚴」 香港禁蒙面法生效。自由時報。) 
資料二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是在 1922年所制訂，一旦特首及行政會議認定情況緊急、公共安全
受到危害，可繞過立法會，自行訂立「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資料三 
《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規定（節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
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實施。」表示如果有危急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時，才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況。 
資料四 

《香港基本法》第 8 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
法，除同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資料五 
我國《集會遊行法》第十四條：「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得就左列事項為必要之
限制：一、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之事項。二、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
之事項。三、關於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四、關於維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所安
寧之事項。五、關於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處所、路線事項。六、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
化裝事項。」 
 
1. 你認為《禁止蒙面規例》是否為惡法？並簡述你認為「是」或「否」之原因？（10分） 
2. 有學者認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所引用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 1997年《香港基本

法》實施以後就已經失效，請根據資料解釋該學者認為失效之原因。（10分） 

3. 若我國某「立委」認為我國《集會遊行法》第十四條第六項之規定與香港《禁止蒙面規
例》無異，若該名立委欲刪除該條文，請簡述從提案到施行之流程與規定。（10分） 

 
審

題

回

饋 

1. 答題須由選文中分析資料方可作答 

2. 時事入題 

 

出題年級：高 ? 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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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題幹敘述回答第 1到 4題 
在這波冠狀病毒大流行當中，口罩是維護病患和醫院工作者安全必備品，成為最被需要的一
項商品。在東亞，四個不同的政治體，各自防堵疫情的策略都備受注意，但他們為了能將口
罩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並且緩解社會恐慌，各自採取不同的方式管制口罩配銷，正可以互
相比較、一併討論。 
首先，香港政府認為任何市場控制都「可能帶來反效果」，因此，市場機制如常運作，口罩
價格隨之水漲船高。而新加坡的政策，則是以一個既存的管制框架為本：從上個世紀以來，
依照《價格管制法》的規定，如果有任何漲價情事，零售商都必須向政府提出報告、解釋何
以調高價格； 
相較於新加坡政府管制價格上限，韓國政府最初的策略則是從控制口罩總量下手。一直到 3
月初為止，韓國政府的做法，是要求口罩供應商必須將供貨量的一定比率上繳政府，並且逐
步調升應提交的比率，使市場口罩交易量減少；此外，政府後來也禁止了口罩出口。 
台灣政府的做法，是直接將口罩移出既有的市場體系，自口罩生產到銷售、從價到量都一併
管制。台灣政府將所有供應鏈都納入控制範圍，禁止一切出口，並開發口罩國家隊，並且要
求商家不但不可以偏離政府的公定價格販賣，也不可以在政府特約的藥局外銷售，否則都將
處以罰鍰。 
除了我國政府推出口罩國家隊外，美國政府也積極洽談時裝企業生產口罩，但醫用口罩是由
特種紡織品製成，所以一些時裝公司並沒有能力生產口罩，而是直接從中國購買成品或是只
能生產防護力較不好的布口罩。 
修改自 盧宛孜／港、星、韓、台的口罩措施：醫療中的市場與社會權力 
 
1. 隨著肺炎疫情不斷的擴大，民眾大量搶購口罩及相關防疫用品，口罩廠商雖然擴大生產

但產能有限，如果政府不進行管制，下列關於市場上口罩價格及數量的變化，何者為可
能出現的情形？  
(A)價格上升，數量增加 (B)價格下降，數量不變  
(C)價格不變，數量下降 (D)價格上升，數量下降 

2. 在公民課上，同學們討論香港政府的說法「認為任何市場控制都可能帶來反效果」，下
面哪一個同學的說法最為正確？  
(A)阿穎：反效果是指市場控制一定會為消費者帶來不利  
(B)佳佳：阿穎說的不對，是指一定會傷害生產者的利益  
(C)青椒：我認為反效果應該是指會對社會福利造成影響  
(D)菜頭：根據香港政府的言論，應該比較偏向混合經濟 

3. 同學們接著討論韓國與新加坡的政策，根據本文判斷，下列何者的說法最為正確？ 
(A)阿穎：兩國政策都會使消費者剩餘減少  
(B)佳佳：兩國政策都會使生產者剩餘減少  
(C)青椒：韓國政策會使生產者剩餘減少，新加坡政策會使消費者剩餘減少 
(D)菜頭：韓國政策會使消費者剩餘減少，新加坡政策會使生產者剩餘減少  

4. 相較於醫療級口罩，布口罩防護力較為不足，所以所得如果增加，民眾反而會減少布口
罩的需求，而選擇購買防護力較好的醫療口罩，根據「布口罩」的商品特性，下列同學
進行的討論，何者正確？  
(A)阿穎：布口罩的商品特性與炫耀財一致的地方在於二者都違反需求法則  
(B)佳佳：布口罩因為有需求與收入成反關係的特性，所以被稱為劣等財 
(C)青椒：對消費者來說，布口罩和醫療口罩應該是互補品  
(D)菜頭：布口罩因為沒有違反需求法則，又被稱為正常財  

審

題

回

饋 

1. 答題須由選文中擷取與分析資料方可作答 

2. 時事入題 

3. 生活情境應用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A)    2.(C)    3.(D)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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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題幹敘述回答第 1到 4題 

受疫情蔓延及沙烏地阿拉伯與俄羅斯削價增產立場未鬆動等影響，國際油價持續走跌。台灣

中油連續第五週調降油價，自今日(2020-03-30)凌晨零時起，汽、柴油每公升各調降 8角

(0.8元)，九五無鉛汽油繼二○一六年一月後，再見「一字頭」，且創十七年新低價；台塑

石化也自今日凌晨一時起，調降汽、柴油批售價格，調幅與中油相同。 

調整後中油各式油品參考零售價格分別為九二無鉛汽油每公升 18.2 元、九五無鉛汽油 19.7

元、九八無鉛汽油 21.7 元、超級柴油 15.4元。 

此波油價下降最大原因在於產油國的「油價戰爭」，石油產量位居全前三，長期與美國、沙

烏地並列為「三巨頭」的俄羅斯，雖然不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的正式成員國；

但其產能方針長年與 OPEC的政策連動，雙方自 2016開始的同步合作，也因此被稱為

「OPEC+」聯盟。 

然而在過去幾個月的產能談判中，莫斯科方面卻不再支持 OPEC協商減產的「供同穩價」策

略，雙方談判最終在上個周末破局收場，俄國方面也逕自決定：自今年 4月 1日起，俄國將

自由增產，不再與 OPEC 連動穩價。而早在 3月 9日全球最大的石油蘊藏國——沙烏地阿拉

伯也宣布將擴大增產，發起「油價戰爭」 

除了產油國的狀況外，國際能源機構(IEA) 署長比羅爾(Fatih Birol) 也表示，由於武漢肺

炎疫情的爆發，全球有 30 億人處於被封鎖狀態之中，全球石油需求可能會因此下跌 20%，

每天大約減少 2000 萬桶。而在 2019 年，全球石油需求為每日 1 億桶。 

在美國石油市場的一個較少人關注的角落，油價已出現負數。這是一種產自懷俄明州，主要

用於鋪馬路的瀝青酸，在 3 月中，有一家瑞士大宗商品交易商 Mercuria Energy Group 將

其叫價降到每桶負 19 美分，意即生產商貼錢讓買家把貨拉走。 

 

1. 關於目前國際石油市場，下面哪一位同學的分析最為正確？ 

(A)阿穎：相較石油戰爭前，目前石油市場需求線左移，供給線右移  

(B)佳佳：相較石油戰爭前，目前石油市場需求線左移，供給線左移  

(C)青椒：相較石油戰爭前，目前石油市場需求線右移，供給線左移  

(D)菜頭：相較石油戰爭前，目前石油市場需求線右移，供給線右移 

 

2. 同學們查資料發現石油與瀝青酸產量有正相關，石油產

量多，瀝青產量也會變多，針對目前瀝青酸的負價格，

下面哪個同學分析最為正確？ 

(A)阿穎：石油與瀝青酸是生產上的替代品，石油增產

造成瀝青供過於求  

(B)佳佳：石油與瀝青酸是生產上的互補品，石油增產

造成瀝青供過於求  

(C)青椒：相較於石油，瀝青酸是劣等財，各個國家收

入提高，不願購買  

(D)菜頭：瀝青負價格，是因為儲存瀝青的機會成本已經低於用貼錢販賣  

 

3. 台灣中油宣布，調降各式汽油價格每公升 0.8元，這是國內油價連續第五週調降。中油

並無停止或減少供油的機制，此時的汽柴油零售市場的需求量將出現何種變化？（註：

S、D為未調降前的供需線）  

(A)e點→a點 (B)e點→b點 (C)e點→c點 (D)e點→d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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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到美國經濟波動的影響，國際油價持續走跌，中油公司依浮動油價機制計算，宣布調

降各式汽、柴油價格，這是我國油價連續 5周調降，面對清明連假，國外旅遊又充滿肺

炎危機，民眾表示會選擇國內旅遊，並且選擇會開車出遊，也可以不用熬夜搶購高鐵、

台鐵車票。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高鐵、台鐵，與開車是需求上互補品關係 

(B)國內旅遊與國外旅遊是需求上互補品關係 

(C)石油價格下降可能會造成汽車市場需求線左移  

(D)石油價格下降可能會造成汽車市場需求線右移 

 

5. 假如一年後，石油戰爭平息，肺炎也消失了。新聞突然報導臺灣中油預計後天凌晨零點

起調漲汽柴油價每公升 2元。中油主管表示：「這是因美國原油庫存增加與美元走貶因

素，所以下週要漲價！」此消息一出，加油站大排長龍，加油站排滿加油人潮，此現象

可能是下列何種因素所導致的？  

(A)消費者對未來的預期 (B)消費人數 (C)消費者的所得 (D)消費者偏好  

審

題

回

饋 

1. 第一題 答題須由選文中擷取與分析資料方可作答 

2. 時事入題 

3. 其餘三題跟選文沒太大關係，可以另成單一素養題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A)    2.(B)    3.(B)  

4.(D)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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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針對 2019年的進出口統計，依題目敘述回答第 13、14題。 

 

 

 

 

 

 

 

 

 

1.根據你對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了解，配合上表數據，下列哪一選項敘述無誤？ 

(A) 2019年有些月份的貿易總值呈現負成長，表示該月為入超 

(B)從出(入)超成長率可知，2019年有半年以上的時間呈現入超 

(C)2019下半年的出(入)超狀況比上半年更能有效帶動 GDP成長 

(D)2019年的進口總值比前年略有成長，是 GDP下滑的關鍵因素 

2.我國政府若想在 2020 年調降進口總值的成長率，哪一方法最可行？ 

(A)徵詢聯合國同意後施行反傾銷政策   

(B)設立專法保障外國商品享有特殊待遇 

(C)同時設定關稅以及貿易額度的上限      

(D)透過振興方案來補貼我國的夕陽產業 

審

題

回

饋 

1. 第一題 圖表判讀題 

2. 第二題答案有瑕疵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C)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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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圖回答問題：(新聞引自：https://udn.com/news/story/120852/4663194) 

1. 請問此案例爭議點主要為何？ 

(A)資訊不對稱 (B)外部性 (C)交易成本過高 (D)產品為公共財 

2. 請問台中市府採取的措施為下列哪一種？ 

(A)直接管制 (B)課稅 (C)使用者付費 (D)補貼 

審

題

回

饋 

1. 第一題 圖文判讀題 

2. 其實算基本題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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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在考慮兩個公共方案，成本效益分析資料如下表（單位：百萬元）。請判斷何者正確？ 

(A)甲的益本比是 1.25，因此值得興建  

(B)甲的淨預期效益高於乙，更值得投資 

(C)乙的益本比高於甲，更值得投資  

(D)若門票收入低於邀展及宣傳的費用，則乙不值得舉辦 

審

題

回

饋 

1. 圖表判讀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 跨地理、歷史科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C)  

  

 甲：興建立體停車場 乙：舉辦機器人博覽會 

直接成本 工程費用：30 邀展費用、宣傳費：15 

間接成本 附近交通壅塞、空氣汙染：24 噪音汙染：5 

直接效益 停車費收入：40 門票收入： 

間接效益 帶動周邊商圈發展：20 周邊商品銷售、民眾附近消費：15 

益本比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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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武漢肺炎在韓國大流行，截至目前造成 100多

人死亡，9000多人被感染，韓國央行行長表示該國經濟

向下調整的風險正在進一步擴大。：請回答下列問題： 

 

1.若上圖為韓國的「生產可能曲線」，在武漢疫情爆發

後，該曲線將如何變動？  

(A)生產可能曲線向 C點整條移動  

(B)生產可能曲線向 D點整條移動  

(C)生產組合點 B點向 A點移動  

(D)生產組合點 A點向 B點移動 

2.隨著疫情不斷的擴大，民眾紛紛搶購口罩及相關防疫用品，口罩生產廠商也大量的增加生

產，下列關於市場上口罩價格及數量的變化，何者為可能出現的情形？  

(A)價格上升，數量增加  

(B)價格下降，數量不變  

(C)價格不變，數量下降  

(D)價格上升，數量下降 

審

題

回

饋 

1. 圖文判讀 

2. 需要有基礎知識 

3. 也算生活情境應用 

4. 基本題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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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生 William在書中看到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度以及唐代的科舉制度比較表如下後，

歸納出一些心得和結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九品中正制度屬於開放系統的社會階層化現象  

(B)九品中正制度選拔官吏的過程較為中立客觀  

(C)唐代的科舉度較為重視先賦地位  

(D)唐代的科舉制度較屬於較為開放系統的社會階層化。 

 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度 唐代的科舉制度 

挑
選
人
才
的
方
式 

 

 

社
會
現
象 

因為中正官大多出身於世族，故品評人

物時多只問其出身，而不問賢能與否，

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

象。 

以科舉考試選擇人才，開放仕途，並經吏部以身

言書判做為甄選標準，用人只問賢愚，不計出

身，打破社會中門第觀念。 

 

審

題

回

饋 

1. 圖表判讀 

2. 跨歷史情境 

3. 但是是題庫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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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自天下雜誌財經專欄 破天荒負油價，意味什麼?文/陳竫詒(0421) 

自由財經新聞 油價變負下週加油免付錢？文/黃佩君(0421) 

  史無前例原油價格跌到 0以下，5月西德州中級原油（WTI）期貨出現負值，這到底代表

什麼？去加油站加油，會有錢可以拿嗎？石油市場面臨前所未有的大波動，新冠疫情，飛機

不飛、移動停止、製造業生產萎縮造成的需求下滑，再加上產油國殺紅眼價格戰，油持續生

產，但儲油設備已經爆倉，種種瘋狂元素，醞釀了史無前例的負油價。 

  為什麼不停止生產算了？長遠來看，持續生產貼錢給買家，對某些原油供應商來說，比停

產或者再找地方儲油來得划算，有許多人擔心直接關閉油井，會造成永久的損失。對原油期

貨交易來說，更重要的是合約的價格變動，他們可能因為油價崩跌陷入困境，但對實際每桶

油怎麼運送，實在也不關他們的事。 

  為什麼產油會過剩？疫情和價格戰，只要有一項就夠讓市場頭痛了，但油市卻兩個一起

來。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減產喬好久，沙烏地阿拉伯更逆向增產，就像隨便打開水龍頭。

OPEC、俄羅斯、美國以及 G20都談好了，但是減產 10%的實在是太少了，5月才開始也太晚

了。 

  期貨跟這一切有什麼關係？目前價格最低的是期貨交易，也就是買方在未來規定的時間，

以約定的價格購買。5月交貨的合約將在 4月 21日到期，這給了交易員極大的壓力，寧可

貼錢拋售，都比買來一堆油放在家裡好。到底儲油發生了什麼事？供過於求，不只代表油價

會狂跌，供給過剩的油也要有空間擺才行，大家一直在想辦法，陸地擺不夠，擺到海上油輪

去，就是想辦法找出空間放這些瘋狂湧出的石油。 

  這代表去加油站加油可以拿到錢嗎？中油今天表示，這種現象「不太可能發生」，因為油

價公式之指標油價組成為 7D3B，其中布蘭特（B）及杜拜（D）原油到 20日都還有每桶

18.15及 25.22美元，價格雖然低，「但現貨市場不會有負油價」，負油價為短期並非正常現

象。而西德州原油目前現貨價格也已經回到正常，甚至跳升回每桶 30 美元，「負油價」是市

場交易行為，基本上恐為曇花一現。另一方面，中油也表示銷售油價是以現貨買賣，有包括

稅費、人事費用、設備折舊等，這些都必須計入成本，因此不會「零油價」。經濟部也表示

負油價主因儲油過度，平倉日市場必須拋售以減少壓力，但並非正常現象，應為短期情況。 

1. 根據上述油價變動的情形，若單從原油市場的供需情形來看，下列哪個圖形最符合?

(A)                            (B)

(C) (D)

2.考量上述油價變動的情形，以及其發生的原因，可能會導致台灣市場產生哪些變化?

(A)物價水準持續上漲，菜單成本增加

(B)通貨緊縮造成痛苦指數節節上升

146



(C)購買力增加造成民間消費性支出增加

(D)消費者延遲消費、企業存貨增加而獲利衰退

3. 畫底線部分的組織，曾在 1973年主導石油禁運，暫停出口至美國、荷蘭、英國、法

國……等國家，造成油價上漲，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衝擊，請問以上事件的起因為何? 

(A)第四次以阿戰爭

(B)兩伊戰爭

(C)波斯灣戰爭

(D)伊拉克戰爭

審

題

回

饋 

1. 須由選文中擷取資訊作答

2. 跨歷史

3. 選文太長

4. 但是是題庫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 跨歷史科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D)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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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 目 

15 

殺死那個石家莊人  樂團：萬能青年旅店  作詞：姬賡  作曲：董亞千 

1、傍晚六點下班 2、在八角櫃檯     3、河北師大附中 

   換掉藥廠的衣裳 瘋狂的人民商場    乒乓少年背向我 

   妻子在熬粥 用一張假鈔    沉默地注視 

   我去喝幾瓶啤酒 買一把假槍    無法離開的教室 

   如此生活三十年 保衛她的生活    生活在經驗裏 

   直到大廈崩塌 直到大廈崩塌    直到大廈崩塌 

   雲層深處的黑暗啊 夜幕覆蓋華北平原       一萬匹脫韁的馬 

   淹沒心底的景觀 憂傷浸透她的臉    在他腦海中奔跑 

    2010年萬能青年旅店同名專輯的壓軸曲〈殺死那個石家莊人〉，描繪一個中年男子一家在

突遭變故時所承受的衝擊，影射中國近年來的社會矛盾，以及「80後」世代對於前途的迷惘。

作詞者姬賡在訪談中提到「大樓崩塌是一個隱喻」，他說：「大廈是什麼，每個人想法都不一

樣，不是具體的哪個樓；這大廈是個人的，或者是更大的，信念的，信仰的，或者是希望。」 

1.下列哪一個現象可能是歌詞中提到的社會變故衝擊？

(A)農村改革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B)國有企業的「抓大放小」導致企業員工生計困難

(C)國有財產的制度變革將全國土地改為集體財產制

(D)經濟改革導致物價飆漲讓生活無以為繼。

2.文中作詞人姬賡在訪問中提到「大樓崩塌是一個隱喻」，一般猜測也可以指當時經濟的改革

開放讓人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崩塌，會造成這種信念崩塌的原因有哪些？(甲)政府官員貪

汙腐敗 (乙)環境汙染更加惡化 (丙)勞動力人口日益減少(丁)自然與人造資本短缺 (戊)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A)甲乙丙丁戊 (B)甲丙丁戊 (C)甲乙戊 (D)乙丙丁。

審

題

回

饋 

1.須由選文中分析情境作答

2.跨國文閱讀素養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B)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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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 目 

16 

請閱讀以下兩則新聞： 

（一）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紓困，澎湖縣長賴峰偉今天指派縣府台北辦公室主任

陳其育至立法院與中央部會召開紓困協調會。主任表示，澎湖觀光從業人口佔總人口

約 5成，受疫情影響，澎湖今年 1至 4月較去年同期旅客減少 16萬人次，降幅近 60%，

且澎湖觀光淡旺季明顯，產業狀況與台灣本島有很大差異，建議中央不應以全國一致

的補助標準套用澎湖。另外，澎湖從事導遊、領隊及國民旅遊隨團服務人員有 300 百

多人，但離島限制較台灣本島多，希望交通部放寬補助標準。（節錄自 20200418 中央

社新聞） 

（二）老字號海景度假飯店翡翠灣福華，自肺炎疫情爆發以來，240 間海景客房，每天住房不

到一成，捱不過疫情狂襲，也確定營運至 4月底，5月 31日關門歇業。原名桃園大飯

店、開業長達 39年的晶悅國際飯店，有近四百間客房，也不堪疫情衝擊，住房大減，

客房已於 4 月 1 日停止營運，所有飯店業務於 6 月 30 日結束。（節錄自 20200501 自

由時報楊雅民報導 

1.依據政府施政和資源分配的「公平與效率原則」，請問你會如何分析解釋第一則新聞？ 

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住宿旅客也銳減，根據第二則新聞，請以國內旅館住宿價格為縱軸，

旅客住宿需求數量為橫軸，圖解分析國內旅館市場均衡價格，與住宿旅客均衡數量所有可

能的變化 

審

題

回

饋 

1. 需分析資料方能作答 

2. 需要有基礎知識 

3. 有點難 

4. 評分標準難以設定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高中 

答案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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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自然領域核心小組
素養試題設計原則與示例



新北市普通型高中自然領域學科精進素養命題檢視原則 

一、除了知識的記憶與理解之外，更強調評量學生觀察、分析、推論以及應用的

能力，例如： 

1. 選項事實性知識，增加迷思概念的原因解釋。 

2. 不僅計算的選項，亦強化比較、分析與推論。 

二、題幹提供生活或學術情境，可以強化生活情境與學科知識的連結，例如： 

1. 生活情境是指學生能夠盡量感知或觸及的生活經驗。 

2. 學術情境宜與高中學習內容相關或其衍伸，學生可以其先備知識與題幹

能夠歸納與推論。 

3. 情境的呈現宜以多元方式呈現(圖表、操作、裝置等)。 

4. 情境不宜天馬行空，應符合科學事實。 

三、選項： 

1. 選項的判斷可由題幹閱讀推論合理性。 

2. 以題幹出發，選項與題幹相連接。 

3. 選項宜與課文知識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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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學期 新北市自然領域課發中心素養試題示例 

                       物理科       新北市物理課發中心核心種子教師修改 

題號 物理 1 

原 

試 

題 

鋼琴音域寬廣，音 色

宏亮、清脆，富於變

化，表現力很強。獨奏

時，可演奏各種氣勢磅

礡、寬廣、抒情的音

樂，亦可演奏歡快、靈巧、技巧性很高的華彩樂段，在樂隊中則可發揮巨大的作

用，還經常作為伴奏樂器使用。鋼琴因其豐富的樂理表達能力，被稱作「樂器之

王」。 

彈奏者通過按下鍵盤上的琴鍵，牽動鋼琴裏面包著絨氈的小木槌，繼而敲擊兩

端固定之鋼絲弦發出聲音，右圖為鋼琴鍵盤的一部分，第四個 C音稱為中央 C，記

為 C4，其基音頻率為 262赫茲，圖中 A音的基音頻率為 440赫茲。A音和 C4音使

用的弦線密度相同，但是 A音弦長為 C4音弦長的 64%，則 A、C4兩弦的張力比值

約為多少？ 

(A)0.16   (B)1.16   (C)2.16   (D)3.16   (E)4.16 

 

修 

改 

後 

試 

題 

鋼琴透過按下鍵盤 上的

琴鍵，牽動鋼琴裏面包 著絨

氈的小木槌，繼而敲擊 兩端

固定之鋼絲弦發出聲 音，

右圖為鋼琴鍵盤的一部 分，

第四個 C音稱為中央 C，記為 C4，其基音頻率為 262赫茲，圖中 A音的基音頻率

為 440赫茲。A音和 C4音使用的弦線密度相同，但是 A音弦長為 C4音弦長的

64%，則 A、C4兩弦的張力比值約為多少？ 

(A)0.16   (B)1.16   (C)2.16   (D)3.16   (E)4.16 
 

參考答案：(B)。 

修改

說明 

與考題內容無關的訊息不要列出，避免過多形容詞或非科學性語言的形容。 

 

  

131Hz 262Hz 440Hz 524Hz

C
4

AC
2

C
5

131Hz 262Hz 440Hz 524Hz

C
4

AC
2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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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物理 2 

原 

試 

題 

阿呆買了一臺新電腦，包裝上寫著「30 奈米製程」。試問 30 奈米相當於多少公

分？   (A) 3×10
－6   (B) 3×10

－7   (C) 3×10
－8   (D) 3×10

－9。 

修 

改 

後 

試 

題 

 

一臺新電腦的說明書上的處理器(CPU)規 格

表部分資料如圖所示，其中光刻是指用於製造 積

體電路的半導體製程技術，單位為奈米(nm)。 處

理器基頻是指處理器電晶體開關的頻率，其單 位

是十億赫茲(GHz)，也就是每秒十億個週期， 而

這款處理器每週期可以運算 8位元組(byte)的 資

料。依以上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1.光刻「10奈米」是指製造此處理器積體電路 的

半導體製程技術相當於多少公尺？ (A) 

10
－6   (B) 10

－7   (C) 10
－8   (D) 10

－9 (E) 

10
－10。 

2.處理器基頻 1.10 GHz 是指這款處理器每秒約 可

以運算多少個位元組(byte)的資料？ (A) 

1.10×108   (B) 1.38×108   (C)1.10×109 (D) 

8.80×108   (E)8.80×109。 

3.一張高解析度的照片檔案大小約 40M 位元組

(byte)，若在此處理器只運算這張照片的情形下，處理器至少要耗幾秒才能運算

完？ 

修改

說明 

本題主要考前綴詞的大小及換算，應避免刻意讓情境入題，使情境流於表面化，並

未確實與生活情境有所關聯或正試題無關。(如「阿呆買了一臺新電腦…」) 

以原題意方向改為呈現實際規格附表，並擴充題目，由簡單而難排序，使之更加結

合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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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物理 3 

原 

試 

題 

 

原本世界各國用來定義一公斤的方式，是利用有 139年歷史的鉑銥合金圓柱原

器，它被放在法國巴黎附近一個有三道鎖的保險庫中。因為他的獨一無二的特性，

科學家幾乎不曾拿出來，而是以「工作標準」（working standard）的複製品替代。

但缺點之一是工作標準它的值可能隨時間發生改變，你不可能在每次需要校準時，

都把每個工作標準帶到法國去校準。 

要照顧國際公斤原器不是件容易的事，清理時必須使用沾有乙醇和乙醚的麂皮

擦拭，再使用經過 2次蒸餾的水用蒸氣清洗。但最近一次他們檢查公斤原器發現，

它比所有的工作標準大約重了 50微克，這是缺點之二。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公

斤的標準，依據的不再是實際物體，而是經由物理學的基本常數計算而得。第 26

屆國際度量衡大會通過了公斤的新定義，並將於 2019年 5月 20日開始採用。 

重新定義公斤，是為了要使國際單位制完全依據基本常數。與公斤一同重新定

義的是安培、克耳文、以及莫耳。這四者分別依據普朗克常數、基本電荷、波茲曼

常數以及亞佛加厥常數，這些常數都由實驗室量得，有已知的不準度。 

 

1.下面物理量的單位不是國際單位系統（SI）的基本單位？ 

(A)時間（秒）   (B)長度（公尺）   (C)電流（安培） 

(D)溫度（C）   (E)物質數量（莫耳） 

2.根據公斤的新定義，是利用普朗克常數 h、銫 133原子的基態頻率 f 與光速 c，

三者來定義公斤。若已知普朗克常數單為 kg ×
𝑚2

𝑠
，若就「單位」關係來看，如

何利用三者間的關係來定義公斤呢？ 

(A)

 

h × f ×
1

 𝑐2 
   (B)h × f × 𝑐2   (C)h ×

 1 

𝑓
×

1

 𝑐2 
    (D)h × f ×

1

 𝑐 
 

(E)h2 × f ×
1

 𝑐2 
 

修 

改 

後 

試 

題 

第 26屆國際度量衡大會通過了重新定義「公斤」、「安培」、「克耳文」、

以及「莫耳」等四個單位，並於 2019年 5月 20日開始採用。現在這四個單位分別

依據「普朗克常數」、「基本電荷」、「波茲曼常數」以及「亞佛加厥常數」等由

實驗室量得、有已知不準度的常數來定義。其中「公斤」的新定義，就是利用普朗

克常數 h、銫 133原子的基態頻率 f與光速 c 三者來定義的。 

 

1.下面物理量的單位不是國際單位系統（SI）的基本單位？ 

(A)時間（秒）   (B)長度（公尺）   (C)電流（安培） 

(D)溫度（C）   (E)物質數量（莫耳） 

2.已知普朗克常數的單位為 kg 
s

m2

，則根據公斤的新定義，普朗克常數 h、銫 133

原子的基態頻率 f及光速 c三者間最可能用來定義「公斤」的關係式為下列何

者？ 

(A)
2c

hf
   (B) hfc2   (C)

2fc

h
   (D)

c

hf
   (E)

2

2

c

fh
 

修改

說明 

刪去與考題無關的訊息內容，修改試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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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物理 4 

原 

試 

題 

請閱讀下列短文後，回答 1、2、3題 

 

人們對宇宙的探索，主要是靠觀察星光。

因為真空中的光速是每秒三十萬公里，我們所

觀察到的其實都是在稍早時間的天體的形象。

除了光波外，來自外太空的輻射線還包括紫外

線，以及由高速的帶電粒子所組成的宇宙射線

等。對於較接近我們的太陽系中的星體，科學

家們也曾發射一些偵測器，以作更近距離的觀

察。 

例如，美國航太總署發射的精神號探測車，在 2004年初降落於火星的古稀伯

（Gusev）隕石坑。火星是太陽系中的行星，其表面的大氣壓力及重力加速度大約

分別是地球對應值的 0.006和 0.4倍。精神號的裝備類似於地質探勘機器人，主要

是利用立體攝影機和紅外線攝影機拍攝火星的地形影像，再以無線電波傳回地

球。 

自 1960年代以來，美國航太總就發射了一系列火星探測器，採集了火星數據

和標本，還拍攝了大量火星照片，但迄今為止並未從火星帶回岩石樣本。根據

《科學美國人》雜誌消息，美國「火星 2020 探測車」任務計劃從火星採集岩石樣

本並密封在管狀容器內送回地球。 

 

1.下圖為電磁波波譜，上文提及的輻射線與光波中，哪一項不會出現在下圖中？ 

(A)光波   (B)紫外線   (C)宇宙射線   (D)無線電波   (E)紅外線。 

 

 

2. 當地球距離火星約為 6×107公里時，精神號探測車將火星表面影像利用無線電

傳播回地球，則地球上的科學家在訊號發出後多久才能收到訊號？ 

(A)2分鐘   (B)20分鐘   (C)2秒   (D)20秒   (E)200秒。 

 

3. 若將火星岩石樣本密封好送回地球，針對同一塊岩石樣本，下列哪一個資訊最

為合理？ 

(A)此岩石樣本在火星上質量較大   (B)此岩石樣本在地球上質量較大 

(C)此岩石樣本在火星上重量較重   (D)此岩石樣本在地球上重量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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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改 

後 

試 

題 

美國航太總署發射的精神號探測車，在 2004年初降落於火星的古稀伯

（Gusev）隕石坑。火星是太陽系中的行星，其表面的大氣壓力及重力加速度大約

分別是地球對應值的 0.006和 0.4倍。精神號的裝備類似於地質探勘機器人，主要

是利用立體攝影機和紅外線攝影機拍攝火星的地形影像，再以無線電波傳回地

球。根據《科學美國人》雜誌消息，美國「火星 2020探測車」任務計劃從火星採

集岩石樣本並密封在管狀容器內送回地球。 

 

1. 當地球距離火星約為 6×107公里時，精神號探測車將火星表面影像利用無線電

傳播回地球，則地球上的科學家在訊號發出後多久才能收到訊號？ 

(A)2分鐘   (B)20分鐘   (C)2秒   (D)20秒   (E)200秒。 

 

2. 若將火星岩石樣本密封好送回地球，針對同一塊岩石樣本，下列哪一個資訊最

為合理？ 

(A)此岩石樣本在火星上質量較大   (B)此岩石樣本在地球上質量較大 

(C)此岩石樣本在火星上重量較重   (D)此岩石樣本在地球上重量較重 

 

修 改

說 明 

1.情境過長，過多與試題無關的敘述 

2.情境與試題內容相關性較低 

3.不需閱讀情境，即可從記憶直接回答(例如第 1、2題)，或將第 2題目裡精神號

探測車將火星表面影像利用無線電傳播回地球刪除才可以避免直接做答。 

4.此題為 100年學測考古題改寫，部分資料或許需再求證(如：美國「火星 2020探

測車」任務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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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物理 5 

原 

試 

題 

根據下述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英法百年戰爭，發生於 1337年～1453年之間。它是世界最長的戰爭之一。交

戰雙方是英格蘭王國和法蘭西王國。戰爭過程中，雙方的武器裝備、戰爭體制、戰

術思想都有緩慢而深刻的改變。而戰爭對跨海遠征的英格蘭很不利。因此英格蘭在

戰爭的過程中發展出長弓兵戰術。長弓手是使用長弓的射手，當中以中世紀的英格

蘭長弓手最為人熟知。長弓與弩弓的不同點在於長弓射程較遠、準度較高，但是訓

練困難，弩弓則是射程較短、準度較差，不過訓練容易、威力強大，且不需要做特

訓就可以直接上陣。 

1.英格蘭長弓兵，在不考慮空氣阻力的情況下，在平坦的地面以仰角幾度射出，可

以射的最遠？ 

(A) 15°   (B) 30°   (C) 45°   (D) 60°   (E) 90° 

2.假定戰爭兩軍對峙，英格蘭長弓兵站在高 25 公尺的山丘上，法蘭西王國的騎士

以速度 54 km／h朝著長弓兵前進。若英格蘭長弓兵以仰角 53°，初速度 25 m／s 射

出箭，恰能擊中騎士。試問當長弓兵正要射出弓箭之時，騎士距離長弓兵的水平

距離為何？（g＝10 m／s2） 

(A) 150 m   (B) 200 m   (C) 250 m   (D) 300 m   (E) 540 m 

修 

改 

後 

試 

題 

英法百年戰爭中對跨海遠征的英格蘭很不利。因此英格蘭發展出射程較遠的長

弓兵戰術。 

1.英格蘭長弓兵，在不考慮空氣阻力的情況下，在平坦的地面以仰角幾度射出，可

以射的最遠？ 

(A) 15°   (B) 30°   (C) 45°  (D) 60°   (E) 90° 

2.假定戰爭兩軍對峙，英格蘭長弓兵站在高 25 公尺的山丘上，法蘭西王國的騎士

以速度 54 km／h朝著長弓兵前進。若英格蘭長弓兵以仰角 53°，初速度 25 m／s 射

出箭，恰能擊中騎士。試問當長弓兵正要射出弓箭之時，騎士距離長弓兵的水平

距離為何？（g＝10 m／s2） 

(A) 150 m   (B) 200 m   (C) 250 m   (D) 300 m   (E) 540 m 

修改

說明 

1.情境過長，過多與試題無關的敘述 

2.情境與試題內容相關性較低 

3.不需閱讀情境，即可從記憶直接回答 

4.此題為題庫考古題，雖看似與歷史結合，但實際情境與問題之相關性較低，改寫

後只借用此歷史事件為題，但刪去與試題無關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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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學期 新北市自然領域課發中心素養試題示例 

化學科       新北市化學課發中心核心種子教師修改 

題號 化學 1 

原 

試 

題 

請依據下列表格回答下列問題： 

1.何者是離子化合物？ 

 

2.何者是由簡單分子所形成的物質？ 

3.金屬元素為何？ 

4.何者是具有共價網狀結構？ 

 

修 

改 

後 

試 

題 

下表為甲、乙、丙、丁四種物質的熔點、沸點、在水中溶解度與導電度， 

請根據表格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物質 熔點(°C) 沸點(°C) 
在水中 

溶解度 

不同狀態下的導電度 

固體 液體 水溶液 

甲 1710 2510 不溶 否 否 — 

乙 800 1475 易溶 否 可 可 

丙 101 890 
易溶， 

且放出 H2 
可 可 可 

丁 -23 78 易溶 否 否 否 

 

1.請推測表中何種物質應屬於共價網狀結構，其原因為何? 

(A)甲，因為網狀鍵結，斷鍵時需要較高能量，且固體時不導電 

(B)乙，因為乙的熔、沸點適中，易溶於水，且水溶液可導電 

(C)丙，因為丙在固體、液體與水溶液皆可導電 

(D)丁，因為網狀結構會降低物質熔、沸點。 

2.從表格資料中，請推測下列原子結構可能為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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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

說明 

原題幹提供表格資料讓學生判斷何種物質為金屬、離子化合物、簡單分子化與網狀

共價鍵的四個簡答題。目前修改為閱讀表格的性質資料，判斷何種物質具有網狀共

價鍵。另外，再依據表格與原子結構，推測對應的可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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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化學 2 

原 

試 

題 

附圖為某生由濃硫酸配製成稀硫酸的過程： 

 

步驟(1)：將『儀器甲』裝上『安全吸球』，吸取 90%、比重 1.6的濃硫酸 V 毫升。 

步驟(2)：取一個 1升『儀器乙』，先裝入適量的蒸餾水。 

步驟(3)：再將步驟(1)的濃硫酸 V 毫升加入，並充分溶解。 

步驟(4)：再加入蒸餾水至 1升刻度，變成 30%、比重 1.2的稀硫酸。 

根據上述步驟，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儀器甲為分度吸量管     (B)儀器乙為錐形瓶     (C)濃硫酸 V＝250 mL 

(D)須加蒸餾水 750 mL       (E)步驟 2適量蒸餾水可以不需要先裝入  

 

修 

改 

後 

試 

題 

下圖步驟(1)至(4)為某生由濃鹽酸配製成稀鹽酸的流程： 

 

步驟(1)：將『儀器甲』裝上『安全吸球』，吸取 36.5%、比重 1.2的濃鹽酸 V 毫

升。 

步驟(2)：取一個 1升『儀器乙』，先裝入適量的蒸餾水。 

步驟(3)：再將步驟(1)的濃鹽酸 V 毫升加入，並充分溶解。 

步驟(4)：再加入蒸餾水至 1升刻度，變成體積莫耳濃度為 0.05M 的稀鹽酸。 

 

1.根據上述操作步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儀器甲為分度吸量管  

(B)儀器乙為錐形瓶  

(C)步驟 2適量蒸餾水可以不需要先裝入 

(D)過程為吸熱反應，需要搖晃作為提供混合的能量來源 

2.請問某生配置此濃度的鹽酸溶液，需要濃鹽酸 V為多少 mL? 

 

修改

說明 

原試題以稀釋濃硫酸的器材與實驗操作，但計算與器材操作屬於一個選項，修改試

題將其分開，並與配置莫耳濃度搭配，因此將濃硫酸修改為濃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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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化學 3 

原 

試 

題 

臺灣時間民國 106年 8月 25日凌晨 2時 51分，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由發射台點

火升空。第一節火箭在發射後 150秒與火箭本體脫離，此時高度約 88 公里；第二

節火箭在發射後 158 秒點火，此時高度約 100 公里；保護衛星的整流罩在火箭發射

後 166秒脫離，此時高度約 114公里；第二節火箭在發射後 560秒熄火，此時高度

約 725公里；福衛五號在火箭發射後 676秒與第二節火箭脫離，此時高度約 723公

里，進入預定軌道運轉，運轉軌道的近地點為 720.762公里，遠地點為 730.745公

里，傾角為 98.284 度。衛五號同時搭載了由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團隊所研發

的先進電離層探測儀科學酬載，先進電離層探測儀也在 9月 7日的第 198 軌道成功

開啟，並由中央大學研發團隊展開健康狀態確認與功能檢測。目前每天均可穩定蒐

集超過 100 MB 之高品質電離層參數，提供中央大學科學資料處理中心使用。 鋁

粉與過氯酸銨的混合物可用為太空梭火箭推進器的燃料，其反應式如下： 

3Al(s)＋3NH4ClO4(s)→Al2O3(s)＋AlCl3(s)＋3NO(g)＋6H2O(g)＋2677 kJ 

將鋁粉與過氯酸銨各 1.0莫耳，放入一個體積為 1.0 L、溫度為 400 K的定體積恆溫

反應槽內反應，並測量槽內氣體總壓力隨時間 的變

化，得二者的關係如附圖。（假設其氣體為理 想氣

體） 試根

據附圖，回答下列問題： 計算

鋁粉在 5分鐘內的消耗量(mol)。 

 

修 

改 

後 

試 

題 

航太科技在軍事與商業的運用廣泛，許多國家已投入相當資源進行研發。目前

臺灣已有投入火箭等飛行載具的開發。科學家發現鋁粉與過氯酸銨的混合物可用為

太空梭火箭推進器的燃料，其反應式如下： 

3Al(s)＋3NH4ClO4(s)→Al2O3(s)＋AlCl3(s)＋3NO(g)＋6H2O(g)＋2677 kJ 

將鋁粉與過氯酸銨各 1.0莫耳，放入一個 體

積為 1.0 L、溫度為 400 K的定體積恆溫反應槽 內

反應，並測量槽內氣體總壓力隨時間的變化， 得

二者的關係如附圖。（假設其氣體為理想氣體） 試

根據附圖，回答下列問題： 

1.關於產生的 NO與 H2O的混合氣體，其分布 下

列何者正確？ 表

示為 NO； 表示為 H2O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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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應 8分鐘時，NO 與 H2O的混合氣體的莫耳數為多少？ 

 

3.計算鋁粉在每分鐘內的消耗量(mol)。 

 

修改

說明 

原題幹前方的火箭描述內容過長且與其後計算內容較為無關。而此題需要多個步驟

才能順利解題。修正後說明火箭載具的開發，而提供化學反應可作為推進器的燃

料。因為理想氣體，因此讓學生思索密閉空間中，不同分子量的氣體分布情形。再

來依序解題步驟設置題目協助學生完成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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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化學 4 

原 

試 

題 

下圖為甲乙兩種不同型式的清潔劑分子，下列有關此兩種清潔劑的比較，何者正

確？ 

(A)甲清潔劑為一弱酸，乙清潔劑為一弱鹼 

(B)兩種清潔劑的左端均為親油端，右端均為親水端 

(C)甲清潔劑可由油脂與氫氧化鈉水溶液加熱皂化生成，乙則為天然海鹽萃取製得 

(D)乙清潔劑易被細菌分解，不易造成泡沫汙染 

(E)乙清潔劑易與硬水形成沉澱。 

 
 

修 

改 

後 

試 

題 

下圖為甲乙兩種不同型式的清潔劑分子，結構如下： 

 

下列有關此兩種清潔劑的比較，何者正確？ 

(A)甲清潔劑為一弱鹼，乙清潔劑為一弱酸 

(B)兩種清潔劑皆可在硬水中使用，且清潔效果相同 

(C)乙清潔劑被細菌分解後會產生 CO2與 H2O，對環境的影響較小 

(D)兩種清潔劑的相同點是有一端是長碳鏈的親油端，另一端則為帶電性的親水端 

(E)兩種清潔劑的主要相異點是甲清潔劑的長碳鏈的具有支鏈，較乙更易被細菌分

解。 

 

修改

說明 

原試題之題幹已提供生活或學術情境，選項亦與課文知識連結，但較以記憶為主。

修改後的選項，較著重於兩者結構之間的比較，強化評量學生觀察、比較及分析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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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化學 5 

原 

試 

題 

將濾紙裁切為圖一所示形狀，在距離底部尖端 1 公分

處點上菠菜葉汁，待風乾後再點，重複數次。另 取一

量筒，倒入少量丙酮與石油醚的混合溶液為展開 液，

再蓋上鋁箔紙靜置一段時間，而後將濾紙置入量 筒

中，再蓋上鋁箔紙，進行層析實驗，所得結果如 圖

二。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濾紙對各色素的吸附力：D＞C＞B＞A  

(B)展開液僅能使用有機溶劑  

(C)若以塗布矽膠的 TLC 片取代濾紙，所得結果必與圖二相同 

(D)丙酮倒入量筒中的高度,需高於點上菠菜葉汁處的高度。 

 

修 

改 

後 

試 

題 

濾紙色層分析之步驟如下：先將濾紙裁切為圖一 所示

形狀，在距離底部尖端 1公分處點上菠菜葉汁， 待風

乾後再點，重複數次。另取一量筒，倒入少量丙 酮與

石油醚的混合溶液為展開液，再蓋上鋁箔紙靜置 一段

時間，而後將濾紙置入量筒中，再蓋上鋁箔紙， 進行

層析實驗，所得結果如圖二。(提示：石油醚對親 油性

的物質吸引力較大) 

 

1.有關濾紙色層分析的實驗操作的敘述何者正 確？ 

(A)展開液僅能使用丙酮與石油醚的混合溶液 

(B)蓋上鋁箔紙的主要功用是避免灰塵掉入量筒中 

(C)量筒上的膠帶可移除，不會影響實驗的進行 

(D)一開始可以用鋼筆標示葉汁的起始位置，可以更清楚觀察到葉汁的起始點 

(E)丙酮倒入量筒中的高度,需低於點上葉汁處的高度，避免葉汁溶於展開液 

2.有關濾紙色層分析的實驗結果與推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A)濾紙色層分析的原理是利用葉汁中的不同色素對展開液溶解度不同而分離 

(B)濾紙對各色素的吸附力：D＞C＞B＞A 

(C)展開液對各色素的吸引力：D＞C＞B＞A 

(D)若以塗布矽膠的 TLC 片取代濾紙，所得結果必與圖二相同 

(E)若展開液改變丙酮與石油醚的比例，所得結果必與圖二相同 

 

修改

說明 

原試題之題幹已提供學術情境，選項亦與課文知識連結。修改後變成題組，題組一

著重於實驗操作，強化評量學生操作的技能；題組二著重於實驗結果與推論，強化

評量學生觀察、分析及推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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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學期 新北市自然領域課發中心素養試題示例 

生物科       新北市生物課發中心核心種子教師修改 

題號 生物 1 

原 

試 

題 

瓶頸效應 (bottleneck effect) 說明原本數量很多的族群因各種因素（天災、出

生率下降、棲地破碎化、過度開發…等）造成族群數量銳減的現象。族群數量銳

減，種內世代間的雜交降低不同基因傳遞至下一世代的數量，使得族群內有效族群

的遺傳歧異度大幅降低，最終將使族群面臨滅亡危機；瓶頸效應的影響在小族群內

尤其明顯。瓶頸效應與基因選汰的差別在於基因選汰將不利生存的片段被淘汰，是

針對特定有利於適應環境的基因片段保留或大量複製。瓶頸效應則針對整個族群的

基因作淘汰，無挑選特定片段。 

北美的海象族群是瓶頸效應的典型例子，因為人類的頻繁活動以及打獵影響，

19世紀末，北美海象族群的個體數已銳減至 20隻左右。儘管後來施予保育措施使

族群數回復到 3000 隻左右，但此時海象族群內的基因歧異度已不如大量被獵捕前

豐富，證實了瓶頸效應（獵捕）造成此一族群基因歧異度下降且無法回復。 

1.下列事件何者較符合瓶頸效應？  (A)家鴿育種  (B)基因突變  (C)森林大火  

(D)用進廢退 

 

參考答案：1.(C)。 

修 

改 

後 

試 

題 

瓶頸效應 (bottleneck effect) 是造成遺傳多樣性降低的其中一種原因，原本數

量很多的族群因各種因素（天災、出生率下降、棲地破碎化、過度開發…等）造成

族群數量銳減的現象。當族群數量銳減，不同基因傳遞至下一世代的數量或比例也

造成改變，使得族群內有效族群的遺傳歧異度大幅降低，最終將使族群面臨滅亡危

機。瓶頸效應的影響在小族群內尤其明顯。瓶頸效應與基因選汰的差別在於基因選

汰將不利生存的片段被淘汰，是針對特定有利於適應環境的基因片段保留或大量複

製。瓶頸效應則針對整個族群的基因作淘汰，無挑選特定片段。 

1.下列事件何者較符合瓶頸效應？ 

(A)家鴿育種  (B)基因突變  (C)森林大火  (D)用進廢退 

 

參考答案：1.(C)。 

修改

說明 

修正第一段文字描述 

刪除第二段文字敘述，與考題內容無關的訊息不要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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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生物 2 

原 

試 

題 

生物老師上課時怒氣沖沖的走了進來，這時他滿臉通紅並覺得頭暈。原來他是

被導師班的某學生惹怒而氣得半死。李同學好心的拿了班上血壓計，請老師坐下來

量血壓，請問： 

1.你覺得以下何者會是可能測到的血壓值？ 

(A) 90/40mmHg  (B) 160/110mmHg  (C) 120/90mmHg  (D) 80/120mmHg 

2.請問上題所寫的前後數字應分別是那種壓力？（前： 後： ） 

3.這時你覺得應該如何幫助老師回復到平常的血壓值？ 

你建議的作法背後的原理是？2％ 

 

修 

改 

後 

試 

題 

某人在生氣的狀態下滿臉通紅並覺得頭暈，經測量其當下血壓後，請回答以下

相關問題： 

1.下列何者可能是測到的血壓值？ 

(A) 90/40mmHg  (B) 160/110mmHg  (C) 120/90mmHg  (D) 80/120mmHg 

2.請問上題所寫的前後數字應分別是那種壓力？（前： 後： ） 

3.若要使血壓恢復為正常狀態，應刺激何種自律神經，目的為何？  

 

參考答案 1.(B)、2.收縮壓/舒張壓、3.刺激副交感神經興奮，促使血壓降低。 

修改

說明 

1.避免刻意讓情境入題，使情境流於表面化。(如生物老師….。李同學好心…) 

2.刪除與考題內容無關的訊息，避免過多形容詞或非科學性語言的形容，科學性的

試題，應用科學用詞描述。(如應避免使用「氣得半死」、作法「背後」的原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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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生物 3 

原 

試 

題 

細胞類型與功能 

樂咖為了寫腳本而進行細胞觀察實驗，他從同一種生物 X體內取四種不同的

細胞樣本，做出以下紀錄： 

 葉綠體 粒線體 核糖體 大型液泡 過氧化體 細胞核 

甲細胞 0 0 1000 0 0 0 

乙細胞 0 30 2000～3000 0 0 1 

丙細胞 0 60 1500～2000 0 0 12 

丁細胞 0 35 2000 0 15 1 

1.根據甲～丁細胞所提供的資料，下列關於此生物 X的推測，何者最合理？ 

(A)X為動物  (B)X 為草履蟲  (C)X為酵母菌  (D)X為地衣。 

2.下列關於此生物的敘述何者最不合理？ 

(A)為恆溫生物  (B)可行發酵作用  (C)為單細胞生物  (D)體內受精。 

3.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肝細胞？ 

(A)甲細胞  (B)乙細胞  (C)丙細胞  (D)丁細胞。 

修 

改 

後 

試 

題 

某生自生物 X 體內取四種不同的細胞樣本(甲~丁)，進行細胞觀察實驗並做出

以下紀錄： 

 葉綠體 粒線體 核糖體 大型液泡 過氧化體 細胞核 

甲細胞 0 0 1000 0 0 0 

乙細胞 0 30 2000～3000 0 0 1 

丙細胞 0 60 1500～2000 0 0 12 

丁細胞 0 35 2000 0 15 1 

1.根據觀察結果提供的資料，下列關於此生物的推測，何者最何理？ 

(A)X為動物  (B)X 為草履蟲  (C)X為酵母菌  (D)X為地衣。 

2.下列關於此生物的敘述何者最不合理？ 

(A)為恆溫生物  (B)可行發酵作用  (C)為單細胞生物  (D)體內受精。 

3.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肝細胞？ 

(A)甲細胞  (B)乙細胞  (C)丙細胞  (D)丁細胞。 

 

參考答案：1.(A)、2.(C)、3.(D)。 

修改

說明 

避免刻意讓情境入題，使情境流於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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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生物 4 

原 

試 

題 

 

古菌（拉丁語：Archaea，字意為「古代的東西」）又稱古細菌，是單細胞微

生物，家族的成員組成古菌域，與我們一般熟知的原核生物大大不同。1970年以

前，古菌與細菌一起歸類為原核生物界，在外觀與細胞內的組成上，它們與多數細

菌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例如缺乏細胞核或膜質胞器，但又有許多特徵與真核生物

相似，例如 DNA中存在著重複序列，染色體中可見 DNA纏繞蛋白質所組成的核

小體。 

古菌有其獨特的演化歷史，並與其它生命形式有著明顯的生化特性差異，為現

今三域說分類群的一個獨立的”域”。在這個分類系統中，古菌、細菌與真核生物

為三個獨立的”域”，並進一步細分有許多不同的界與門等分類單元。但古菌的分

類工作是極困難的，因為多數的古菌，沒辦法在實驗室中純化、培養。 

古菌與細菌的大小和外觀非常相似，但儘管看起來與細菌相似，實際上古菌與

真核生物的親緣關係反而更為密切，特別是在某些代謝路徑的表現上。古菌可透過

分裂生殖、出芽生質或斷裂等方式來進行無性生殖，但無法透過孢子繁殖。一開

始，古菌被認為只分布在某些類型的極端環境，如溫泉、鹽湖等，但近年來發現，

它們可以廣泛的分布在土壤、海洋到河流濕地中。此外，部分種類也在人類皮膚、

口腔與大腸中被發現，尤其在海洋中的古菌種類特別的多。現在，古菌被認為是地

球中重要的組成，在碳循環和氮循環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目前沒有發現寄生型的

古菌，它們往往和其他生物建立片利共生或互利共生的共生方式。例如：產甲烷

菌，生活在人和反芻動物的腸道中協助消化作用，產甲烷菌還可被用來生產沼氣和

處理污水。 

1.以下哪些生物的染色體可見核小體存在？(應選 3項) 

(A)大腸桿菌 (B)產甲烷菌 (C)酵母菌 (D)藍綠菌 (E)人類 

2.甲烷菌的細胞之中，具有以下何種基本組成結構？ 

(A)粒線體 (B)葉綠體 (C)內質網 (D)核糖體 (E)液泡 

修 

改 

後 

試 

題 

古菌(又稱古細菌)為單細胞生物。1970年以前，古菌與細菌一起歸類為原核生

物界，在外觀與細胞內的組成上，二者有許多的相似之處，例如大小、外觀、缺乏

細胞核或膜質胞器。儘管看起來與細菌相似，實際上古菌與真核生物的親緣關係反

而更為密切，有許多特徵與真核生物相似，例如 DNA中存在著重複序列，染色體

中可見 DNA纏繞蛋白質所組成的核小體。 

古菌有其獨特的演化歷史，多數的古菌，沒辦法在實驗室中純化、培養。一開

始，古菌被認為只分布在某些類型的極端環境，如溫泉、鹽湖等，但近年來發現，

它們可以廣泛的分布在土壤、海洋到河流濕地中。此外，部分種類也在人類皮膚、

口腔與大腸中被發現，例如：產甲烷菌，生活在人和反芻動物的腸道中協助消化作

用，產甲烷菌還可被用來生產沼氣和處理污水。 

1.以下哪些生物的染色體可見核小體存在？(應選 3項) 

(A)大腸桿菌 (B)產甲烷菌 (C)酵母菌 (D)藍綠菌 (E)人類 

2.產甲烷菌的細胞之中，應具有以下何種基本組成結構？ 

(A)粒線體 (B)葉綠體 (C)內質網 (D)核糖體 (E)液泡 

3.文章提及古菌、細菌與原核生物在分類上的異同，依以下 A、B 各表的要求填入

相關訊息 

A表. 文章內提及的古菌與細菌的異同，整理如下表 

 古菌 細菌 

相同處   

相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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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 文章中提及的古菌與真核生物的異同，整理如下表 

 古菌 真核生物 

相同處   

相異處   

 

參考答案：1.(BCE)   2.(D)  3.略 

修改

說明 

1.文章重新改寫，與解題無關文字敘述刪除 

2.題幹修改 

文章中提及的「產甲烷菌」非「甲烷菌」，問題 2究竟是要考哪一種，時需精準

確認 

3.依據文章提供之科學論證，加入非選擇題，提升評量層次 

 

  

168



題號 生物 5 

原 

試 

題 

全面接種新流感疫苗不符合成本效益，且沒有足量的疫苗可供施打，所以衛生

署規劃接種疫苗的優先對象為以下所列的(1)～(7)，其接種的優先理由則有甲～丁

四種。試問接種理由與優先對象之配對何者正確？ 

優先接種疫苗的理由 接種疫苗優先對象 

甲：免疫力比一般人弱 (1)收容所及組合屋災民 

乙：接觸病原體的機會比一般人高 (2)醫療及防疫相關人員 

丙：團體生活易傳播病原體 (3)孕婦 

丁：生活環境的衛生較差 (4)一到六歲學齡前兒童 

 (5)七歲以上重大傷病患者 

 (6)小學生 

 (7)中學生 

 

(A)甲：2﹐5 (B)乙：3﹐4 (C)丙：1﹐6﹐7 (D)丁：1﹐3﹐4  

 

修 

改 

後 

試 

題 

全面接種新型流感疫苗不符合成本效益，且沒有足量的疫苗可供施打，所以衛

生署規劃接種疫苗的優先對象為以下所列的(1)～(7)，其接種的優先理由則有甲～

丁四種。 

優先接種疫苗的理由 接種疫苗優先對象 

甲：免疫力比一般人弱 (1)收容所及組合屋災民 

乙：接觸病原體的機會比一般人高 (2)醫療及防疫相關人員 

丙：團體生活易傳播病原體 (3)孕婦 

丁：生活環境的衛生較差 (4)一到六歲學齡前兒童 

 (5)七歲以上重大傷病患者 

 (6)小學生 

 (7)中學生 

 

1.假設某一地區屬於偏鄉資源匱乏，家庭結構屬於隔代教養，多以務農為主，衛生

所先針對生活環境的衛生較差的 65歲以上老人進行接種，接種理由與優先對象

之配對何者正確？ 

(A)甲：2﹐5 (B)乙：3﹐4 (C)丙：1﹐6﹐7 (D)丁：1﹐3﹐4 

 

參考答案：1.C 

修改

說明 

為考古題，題幹條件不夠明確: 

將題目重新拆解組合，較清楚陳述環境條件，以期更符合真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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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學期 新北市自然領域課發中心素養試題示例 

地球科學科 新北市地球科學課發中心核心種子教師修改 

題號 地科 1 

原 

試 

題 

瘋狗浪襲岸 颱風多在千里外  04:11  2018/09/05 中國時報 曹婷婷、台南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905000593-260114?chdtv) 

宜蘭近日發生長浪捲走 7人事件， 研

究瘋狗浪 10多年的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 工

程系董東璟副教授表示，近年台灣周遭 海

岸已發生 335件瘋狗浪事件，其中僅 7 件

是發生在颱風期間，民眾習慣根據颱風 警

報判斷海岸活動安全，防災認知不足， 海

洋教育有待加強。 

董東璟分析位於宜蘭外海的海洋浮 標

資料，顯示 2日中午前後，燕子颱風長浪就已傳到台灣附近海域，約下午 3時傳到

宜蘭海岸，長浪浪高達 1.4米，週期超過 14秒，等同時速 80公里的浪衝向岸邊，

他透過歐盟公式分析，長浪抵岸邊後破碎，隨後衝上海灘至少 30米，民眾和車輛

都很難抵抗突如其來的浪襲。 

他強調，類似未發布颱風警報期間出現的長浪引起瘋狗浪，近年頻發生，已造

成很大傷亡，氣象局根據觀測結果雖有發布長浪即時訊息，但民眾從事海濱活動不

會留意。 

類似事件年年上演，董東璟呼籲，台灣周遭海岸近年已發生 335件瘋狗浪事

件，沒有紀錄的恐怕更多，其中 58件因颱風長浪引起，僅 7件發生在颱風期間，

高達 88％發生在海面有颱風，但距台灣仍遠或未向台灣移動，顯示中央氣象局未

發布颱風警報期間，民眾根據颱風警報判斷海岸活動安全性，有所不足。 

他強調，不是要鼓吹遠離海邊，但民眾需具備海洋意識，對潛在風險不可不

慎。台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瘋狗浪事件，是 2013 年海燕颱風進入菲律賓前，距台灣

約 1600公里處時，巨大長浪將當時正在東北角龍洞鼻頭步道從事戶外教學的社區

大學師生 16人沖入海，造成 8死 8傷慘劇。 

這些瘋狗浪總是發生在台灣外海 1000至 1500公里附近有颱風，但台灣未發布

颱風警報，宜蘭即屬此類。去年泰利海上颱風接近台灣並無重大災害，當颱風轉向

日本距台約 1500公里處，基隆港防波堤釣魚比賽如期舉行，颱風回傳長浪，造成

104位釣客受困陷入險境，所幸最後未有傷亡。 

1.已知波浪的波速＝波長／週期，請根據報導中提供的數據推算，海面上的長浪波

長至少約有多少公尺？ 

(A)30公尺   (B)311公尺   (C)1120公尺   (D)1600公尺 

2.近年來台灣周遭海岸發生的瘋狗浪事件，容易發生在下列哪一個時間？ 

(A)台灣地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時   (B)台灣地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時 

(C)颱風登陸台灣本島時        (D)颱風在外海，台灣地區未發布颱風警報 

3.當長浪傳播靠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和波長會發生什麼變化，而產生突如其來的

大浪？ 

(A)波速變快，波長變短              (B)波速變快，波長變長 

(C)波速變慢，波長變短              (D)波速變慢，波長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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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引發瘋狗浪的主要原因為何？ 

(A)強風   (B)驟雨   (C)海底地震   (D)海底火山噴發 

5.請問引起瘋狗浪的長浪(湧浪)在大洋上傳播時具有下列什麼特徵？ 

(A)波長長，可傳播得很遠       (B)波長長，但是可傳播的距離短 

(C)波長短，可傳播的距離短     (D)波長短，但是可傳播得很遠 

 

修 

改 

後 

試 

題 

瘋狗浪襲岸 颱風多在千里外(改寫自 2018/09/05 中國時報網路報導) 

宜蘭近日發生長浪捲走 7人事件，根據董東璟教授分析宜蘭外海的海洋浮標資

料，顯示 2日下午 3時左右，燕子颱風所形成的長浪就已傳到宜蘭海岸，長浪浪高

達 1.4公尺，週期超過 14秒，等同時速 80公里的浪衝向岸邊，他透過公式分析，

長浪抵岸邊後破碎，隨後衝上海灘至少 30公尺，民眾和車輛都很難抵抗突如其來

的浪襲。 

董教授呼籲，台灣周遭海岸近年來已發生至少 335件瘋狗浪事件，其中 58件

因颱風長浪引起，但僅 7件發生在颱風侵台期間，其餘則發生在颱風位於外海

1000至 1600公里處，因未發布颱風警報，容易輕忽。 

台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瘋狗浪事件，是 2013 年海燕颱風進入菲律賓前，距台灣

約 1600公里處時，巨大長浪將當時正在東北角龍洞鼻頭步道從事戶外教學的社區

大學師生沖入海中，造成 8死 8傷慘劇。另一例，2017年泰利颱風轉向日本，距

台 1500公里，基隆港防波堤釣魚比賽如期舉行，但傳來長浪造成 104 位釣客受困

陷入險境，所幸最後未有傷亡。 

1.已知波浪的波速＝波長／週期，請根據報導中提供的數據推算，海面上的長浪波

長至少約有多少公尺？ 

(A) 10  (B) 30  (C) 311  (D) 1120  (E)1600。 

2.下列關於台灣近年來發生的瘋狗浪事件，何者正確？  

(A)大部分的瘋狗浪是颱風引起的    (B)大部分的瘋狗浪與長浪有關 

(C)平均每天會發生一次瘋狗浪      (D)瘋狗浪造成死傷的主因是衝擊距離超過

30公尺 

(E)瘋狗浪目前無法預測，僅能在抵岸前數小時發出預警 

3.由文章可知，台灣近年來發生與颱風相關的瘋狗浪事件，大部分發生在下列哪一

期間？ 

(A)台灣地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時      (B)台灣地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時 

(C)颱風登陸台灣本島時              (D)颱風登陸菲律賓或日本時 

(E)颱風在外海，台灣地區未發布颱風警報時 

4.當長浪傳播靠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和波長會發生什麼變化，而產生突如其來的

大浪？ 

(A)波速變快，波長變短              (B)波速變快，波長變長 

(C)波速變慢，波長變短              (D)波速變慢，波長變長    

5.由文章可知，引發瘋狗浪的主要原因為何？ 

(A)強風  (B)驟雨  (C)海底地震  (D)海底火山噴發  

 

參考答案： 1.(C)、2.(B)、3.(E)、4.(C)、5.(A)。 

修改

說明 

原題已結合新聞報導，符合生活情境。且海浪為跨科主題，結合地球科學與物理是

為優點。唯原題幹文字或文句過多過長(近 700 字)，建議刪減或改寫，以減輕閱讀

負擔。題幹字數上限約 300~400字為佳。原第 3~5題為學科知識題，與題幹較無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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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地科 2 

原 

試 

題 

康熙台北湖：懸而未決的歷史謎團   2014/08/30|地球脈動專欄    

（摘錄自 https://pansci.asia/archives/68496） 

2014年高中特招的社會科試題中，出現清領初期來台的郁永河在台北的所見

所聞。當年這位文人雅士信筆寫下的《裨海記遊》，竟在三百年後掀起一場台北湖

成因的爭議，這場懸而未決的歷史地震謎團，仍待更多證據加以證實。 

繪於 1723～1734 年間的雍正台灣輿圖，可以看見台北盆地是一片汪洋，被認

為是台北湖存在過的證據。（圖片來源：WeThinker） 

郁永河採磺日記，掀起三百年後湖泊爭議 

清康熙 35年（1696年），中國福建福州火藥庫失火，焚毀火藥 50 餘萬斤，

依規定福州府知府需要補足 損

失，於是當時作為知府幕僚 的

郁永河主動請纓前往北台灣 採

硫，把採硫的旅途過程寫下 成

為《裨海記遊》，為台灣開 發

早期相當難得的珍貴史料。 

1697年，郁永河在經歷 過

台灣海峽的驚濤駭浪、從台 南

一路「乘笨車」顛簸北上

後，5月終於抵達淡水，並與一名通事張大乘船進入台北盆地。他寫到「余與顧君

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

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甘答門即為今日關渡，一過狹窄的關渡，一

個碧波萬頃的廣闊湖面出現在郁永河眼前，看不到邊際。 

這座湖，至少淹沒今日的北投、蘆洲、五股、社子島、關渡平原等台北盆地西

北部，大小約莫數十平方公里，過去多年來許多學者認為這座「康熙台北湖」是山

腳斷層陷落所造成，並指證歷歷。證據包含郁永河同行的通事告訴他：「甲戊

（1694年）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

耳。」顯示三年前發生一場巨震，地表下陷形成湖泊，原本居住在台北盆地的原住

民也相繼搬離。 

此外，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諸羅縣誌山川總圖》裡，可見台北盆地有

個與海相連的湖泊；雍正年間（1723～1734年）繪製的《雍正台灣輿圖》，台北

盆地更完全浸在水中，這些古地圖都被認為是康熙台北湖存在過的確切證據。 

那麼，能導致數十平方公里陷落成湖的地震有多大呢？郁永河寫到「淺處猶有

竹樹梢出水面」，表示湖面還可看見竹子露出的樹梢，顯示湖泊深約五公尺。地震

學家一聽，要能造成地表錯動五公尺，那這地震可能有芮氏規模七，附近只有山腳

斷層有能力產生這種規模的地震，因此，山腳斷層很有可能就是形成台北湖的罪魁

禍首。 

1.右圖是北部山腳斷層的示意圖，請問台北盆地位於圖中的哪一個地塊？而該地塊

屬於上磐或下磐？ (A)

甲地塊，它屬於上磐  (B)甲地塊，它屬於 下磐 

(C)乙地塊，它屬於上磐  (D)乙地塊，它 屬於

下磐 

2.當斷層錯動引發地震時，震央會位於山腳 斷層

的哪一側？ (A)

東北側  (B)東南側  (C)西北側  (D)西南 側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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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熙台北湖的形成應該是哪一個地塊陷落所造成的？由此判斷山腳斷層屬於何種

類型的斷層？ 

(A)甲地塊陷落，形成正斷層  (B)甲地塊陷落，形成逆斷層  (C)乙地塊陷落，形

成正斷層  (D)乙地塊陷落，形成逆斷層 

4.郁永河前往北台灣採硫，並且把採硫的旅途過程寫下成為《裨海記遊》。請問北

台灣產硫磺主要和什麼地質作用有關？ 

(A)火成作用  (B)變質作用  (C)沉積作用  (D)搬運作用  

5.康熙台北湖目前卻已不復存在，請問造成它消失的可能原因，下列哪一個選項的

推論最為合理？ 

(A)斷層再次錯動使地塊抬升  (B)因為板塊運動使陸地迅速抬升  (C)全球暖化使

海平面上升  (D)河流攜帶大量沉積物在下游及古湖泊底部淤積  

 

修 

改 

後 

試 

題 

康熙台北湖：懸而未決的歷史謎團(摘錄改寫自 https://pansci.asia/archives/68496) 

清康熙 36年（1697年），郁永河到北台灣採硫，把採硫旅途見聞寫成《裨海

記遊》，為台灣開發早期的珍貴史料。郁永河寫到「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

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註:今日稱關渡)，水道甚隘，入門，

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意思是，一過狹窄的關渡，廣闊湖面出現眼前，

看不到邊際。 

這座湖淹沒今日的北投、蘆洲等台北盆地西北部，大小約莫數十平方公里，郁

永河聽通事說到：「甲戊（1694年）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

顯示三年前發生一場巨震，地表下陷形成湖泊，原本住在台北盆地的原住民也相繼

搬離。 

此外，康熙 56 年（1717年） 《諸

羅縣誌山川總圖》裡，可見台北盆 地有

個與海相連的湖泊；雍正年間

（1723～1734年）繪製的《雍正 台灣

輿圖》，台北盆地更完全浸在水 中，

這些古地圖都被認為是康熙台北湖 存在

的證據。 

能導致數十平方公里陷落成湖的地震有多大呢？郁永河寫到「淺處猶有竹樹梢

出水面」，表示湖面還可看見竹子露出的樹 梢，

顯示湖泊深約 5公尺。地震學家研判，規模 達芮

氏規模 7.0的地震才足以造成這樣的地表變 動，

而附近只有山腳斷層有能力產生此等規模的 地

震，因此，山腳斷層很可能與台北湖的形成 有

關。 

1.右圖是北部山腳斷層的示意圖，請問台北 盆地

位於圖中的哪一個地塊？而該地塊屬於上 磐或

下磐？ (A)

甲地塊，它屬於上磐 

(B)甲地塊，它屬於下磐 

(C)乙地塊，它屬於上磐  (D)乙地塊，它屬於下磐 

2.當斷層錯動引發地震時，震央會位於山腳斷層的哪一側？ 

(A)東北側  (B)東南側  (C)西北側  (D)西南側  

3.康熙台北湖的形成應該是哪一個地塊陷落所造成的？由此判斷山腳斷層屬於何種

類型的斷層？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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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地塊陷落，形成正斷層  (B)甲地塊陷落，形成逆斷層 

(C)乙地塊陷落，形成正斷層  (D)乙地塊陷落，形成逆斷層 

4.學者認為康熙台北湖的形成與山腳斷層有關，主要的證據為下列何者？ 

(A)地震當時有居民目擊山腳斷層在錯動 

(B)山腳斷層所在地出產硫礦 

(C)山腳斷層活動被評估可使數十平方公里的地表陷落約 5公尺 

(D)山腳斷層是北台灣唯一的活動斷層 

(E)山腳斷層的位置恰巧與康熙台北湖的位置吻合。 

5.康熙台北湖目前卻已不復存在，請問造成它消失的可能原因，下列哪一個選項的

推論最為合理？ 

(A)斷層再次錯動使地塊抬升 

(B)因為板塊運動使陸地迅速抬升 

(C)全球暖化使海平面上升 

(D)河流攜帶大量沉積物在下游及古湖泊底部淤積 

 

參考答案：1.(C)、2.(B)、3.(C)、4.(C)、5.(D)。 

修改

說明 

原題與大台北地區相關且為跨科題材(結合文、史)是為優點。唯原題幹文字或文句

過多過長(近 900字)，建議刪減或改寫，以減輕閱讀負擔。題幹字數上限約

300~400字為佳，第 4題轉問硫礦的成因，與本題組內容較無相關，可改為地震相

關主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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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地科 3 

原 

試 

題 

直布羅陀海峽的海水在

上、下層的流向不同，上層海 水

由大西洋流向地中海，下層海 水

由地中海流向大西洋。在茫茫 大

海中搜尋潛艇，主要靠瞭望和 聲

吶。海底背景噪音在 94—— 96

分貝之間，而發動機噪音普遍 在

100分貝以上，只要潛艇發動 機

一響，就很有可能被發現。於

是，德國的潛水艇在潛出地中 海

時，關閉發動機，降至海面以 下

比較深的地區，順著海水的流 動

流出地中海到大西洋，而在回來的時候，又將潛水艇升到海水上層，關閉發動機，

順著表層海水流動再流回到地中海。這樣就躲避了盟軍的監測，這也就是盟軍長時

間找不到敵方潛艇的原因。地中海區域年均溫較高，夏秋兩季處於副熱帶高壓控制

之下，因此日照強烈，乾熱少雨；而在冬季、春季，海面上刮的是來自大西洋溫暖

的西風，氣溫也較高，導致地中海區域終年蒸發量大。另外地中海四周，除了埃及

的尼羅河以外，沒有較多的淡水注入。因此地中海的含鹽量穩定偏高，它的表層海

水年平均鹽度為 38‰。大西洋年平均氣溫較地中海的年平均氣溫要低，海水的蒸

發量小，因此大西洋的年平均鹽度也比地中海的年平均鹽度低，只有 35‰。即使

是和地中海相同緯度的鄰近的大西洋海區鹽度稍高一些，也只有 36‰。海水密度

的大小取決於海水的溫度和鹽度，而更主要取決於鹽度。鹽度越大，密度越高。所

以直布羅陀海峽一端的大西洋區域海水密度小，海面略高，表層海水流向地中海。

直布羅陀海峽另一端的地中海區域海水密度大，表層海水下沉，底層海水經直布羅

陀海峽流入大西洋。直布羅陀海峽因兩側海水密度差異形成的海水常年定向的流

動，屬於洋流中的密度流類型。由以上所述，可得知德軍潛艇作戰是藉由 

(A)吹送流：受盛行風向的吹動影響   

(B)密度流：因密度差異產生流動   

(C)湧升流：受地形影響或風場作用。 

 

參考答案：(B)。 

修 

改 

後 

試 

題 

二次大戰期間，即使盟軍 運

用瞭望、聲納探測，仍無法找 到

德國潛艇，德國潛艇是如何成 功

躲避監測，成功進出地中海

呢？ 

海底背景噪音在 94至 96 分

貝之間，而發動機噪音普遍在 100

分貝以上，只要潛艇發動機一

響，就很有可能被發現。於是 德

國潛艇在潛出地中海時，關閉 發

動機，降至海面以下比較深的 地

區，順著海水的流動流出地中海到大西洋，而在回來的時候，又將潛水艇升到海水

上層，關閉發動機，順著表層海水流動再流回到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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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關鍵是巧妙運用海流。直布羅陀海峽的海水在上、下層的流向不同，上層

海水由大西洋流向地中海，下層海水由地中海流向大西洋。如附圖所示，箭頭方向

代表海水的流動主要方向，以顏色深淺表示鹽度大小，顏色較深者鹽度較大。 

試回答下列問題： 

1.由以上所述，可得知德軍潛艇作戰主要是成功運用了哪一種海流？ 

(A)受盛行風向的吹動影響的「吹送流」 

(B)因密度差異產生流動的「密度流」 

(C)受地形影響或風場作用的「湧升流」 

(D)因潮汐現象造成的「潮流」 

(E)受盛行風作用於海陸交界形成的「沿岸流」。 

2.直布羅陀海峽下層是由地中海流向大西洋，若潛艇順著此下層海流從地中海移進

大西洋後，會如何移動？ 

(A)保持水平持續向西移動，因此處會受到西風的影響 

(B)保持水平持續向西移動，以達到與上層向東水量相互平衡 

(C)向西並向上移動，潛艇在較高鹽度海水時，浮力較大 

(D)向西並向上移動，潛艇在較低鹽度海水時，浮力較大 

(E)向西並向下移動，因地中海水的密度略大於大西洋。 

3.地中海區域夏秋兩季處於副熱帶高壓控制之下，四周除了埃及的尼羅河以外，缺

乏河水注入。已知大西洋表層海水年平均鹽度約為 35‰，關於地中海表層海水年

平均鹽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地中海區域終年蒸發量大，表層海水年平均鹽度大於 35‰ 

(B)地中海區域受高壓籠罩抑制海水蒸發，表層海水年平均鹽度小於 35‰ 

(C)尼羅河沖刷河岸砂石，流量極大，將大量鹽分帶入海中，故地中海表層海水

年平均鹽度大於 35‰ 

(D)地中海海面盛行西風，會將大西洋表層鹽度較小的海水吹入地中海中，故地

中海表層海水年平均鹽度小於 35‰ 

(E)地中海氣候是夏乾冬雨，所以地中海表層海水的年平均鹽度夏季大於 35‰，

冬季小於 35‰，年平均則等於 35‰。 

 

參考答案：1.(C)、2.(E)、3.(A)。 

修改

說明 

原題結合真實情境(二次世界大戰)，考查學生閱讀文章及圖表，找到關鍵資訊的能

力是為優點。唯原題幹文字或文句過多過長(近 660字)，建議刪減或改寫，以減輕

閱讀負擔。題幹字數上限約 300~400字為佳，而且若題幹較長，可以擴增為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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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地科 4 

原 

試 

題 

小蔡在 2020年 1月 1日將一封裝在 玻

璃瓶子裡的信丟到太平洋裡，假設 這

瓶子會隨著臺灣東邊的黑潮，經北 太

平洋洋流與加利福尼亞洋流（見附

圖），漂送到美國 加州海岸給一位 美

國的朋友 DAVID 假設整個旅程要 經

過 15,000公里的距離，而且瓶子內 有

神奇的全球衛星定位儀（GPS）已確 定

可以回收。試問根據平均洋流流速約每秒 1公尺，DAVID將在下列什麼時候開始

在岸邊等待較適合？ 

(A)春分   (B)夏至   (C)秋分   (D)冬至   (E)隔年新年 

 

參考答案：(B) 

修 

改 

後 

試 

題 

小蔡參加了國際研究小船計畫，在 6 月 1

日宜蘭外海(圖中●處)施放研究用的無 動

力小船，假設這艘小船隨著黑潮漂流 到

日本的離島(圖中★處)，小船漂流過 程

僅受洋流影響，不需考慮風力、地形 因

素等影響，若洋流流速以每秒 1 公尺 估

算，則大約可在何時抵達到圖中所示 的

離島？ (A) 

6月中旬   (B) 8月上旬 (C) 

9月下旬   (D) 12月上旬 (E)

隔年 1月上旬。 

 

參考答案：(A)。 

修改

說明 

原題考查學生閱讀文章的能力，最後自行判斷解題僅需計算洋流流動 15,000 公里

的時間，並換算為日期是為優點。 

雖然以情境包裝，但此情境似乎有點脫離現實，題中主角運用洋流寄送瓶中信，瓶

子含有神奇的全球衛星定位儀且可回收，對方在岸邊等待瓶中信…但洋流並不是沿

著海岸流動，有許多因素影響著瓶中信的漂流軌跡，瓶中信也不一定會在加州某海

岸靠岸。建議可以改為較為合乎現實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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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地科 5 

原 

試 

題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 過
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詩名《約客》）。這 首
詩描述了梅雨時節的情景，而梅雨的名稱是源起 於
中國大陸華中地區，這個季節江南的梅子正在成
熟，所以這時候下的雨，叫做「梅雨」。台灣的 梅
雨季大概在每年的五、六月，請問梅雨和下列哪 種
鋒面系統有關？ (A)

甲   (B)乙   (C)丙   (D)丁。 
 

參考答案：(C)。 

修 

改 

後 

試 

題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詩

名《約客》）。這首詩描述了梅雨時節的情景，梅雨的名稱源起於中國大陸華中地

區，這個季節江南的梅子正在成熟，此時的雨稱為梅雨。但各地區梅雨季的月份略

有不同長江流域的梅雨季約在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台灣約在五、六月，韓國則約

七月才開始。下列關於各地梅雨季月份不同成因的說明，何者正確？ 

(A)各地方梅子成熟的時間不同，緯度越低的地區，梅子成熟越早 

(B)此與西南季風有關，空氣約花一個多月才能從台灣吹到長江流域 

(C)此與颱風的發展有關，颱風越來越強將梅雨從低緯區到高緯區 

(D)此與滯留鋒的移動有關，滯留鋒是由暖鋒推向冷鋒形成的 

(E)此與氣團勢力消長有關，冷氣團漸弱，暖氣團漸強，形成滯留鋒區域逐漸北

退。 
 

參考答案：(E)。 

修改

說明 

原題與歷史典故結合是為優點。唯此題所加的詩詞與答題無關，即使刪去前段 100

個字，只留下最後一句問句，也能答題，且設問偏向國中程度的基本知識題，此題

的答對率可能極高而沒有鑑別度。若要增加詩詞，應與答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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