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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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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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素養導向評量命題 

編

號
題 目

1 

閱讀下列歷史人物遊戲說明書與五張牌卡，回答 19-20題。  

歷 史 人 物 遊 戲 說 明 書  

基本規則 1.每張牌積分各不相同，其中牌組中有兩張鬼牌，共 54張，牌號越大

者，積分越高。

2.每局各家分到 13張牌，依照順時針方向抽牌，最先將手中的牌出盡

者為冠軍，但鬼牌不能出，最後擁有兩張鬼牌者為輸家。

每輪可出牌

型 

手中有相同牌型才能出牌(意即牌中所所吟詠的人物，須是同一人，才能將

兩張牌同時出牌。) 

12 26 35 47 52 
《紅樓夢》中，

林黛玉曾詠一

詩：「長揖雄談態

自殊，美人巨眼

識窮途。 尸居餘

氣楊公幕，豈得

羈縻女丈夫。」 

年輕卻不畏強

權，以布衣獻奇

策。而後為隋末

唐初將領，是唐

朝文武兼備的著

名軍事家，後封

衛國公。 

豪氣干雲，嫉惡

如仇，紗帽裼

裘，有龍虎之

姿。 

本欲以龍戰三、

二十年，建少功

業，但真英主的

出現，三、五年

內天下即當太

平，故而勇於為

百姓退出戰局。 

不衫不履，裼裘

而來，神氣洋

洋，貌與常異。

長揖而坐，神清

氣朗，滿坐風

生，顧盼暐如

也。 

1.（ ）假設某局你的手中尚餘如上「12」、「26」、「35」、「47」、「52」五張牌卡，下列組合，

符合「可出牌型」的是： (A)12+26 (B)12+35 (C)35+47 (D)47+52 

2.（ ）〈虯髯客傳〉一文中：「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隅然

也」，請問其中所提及的「聖」「賢」兩個人物，可能為下列選項中的哪個組合？ 

(A)12+35 (B)26+35 (C)26+47 (D)26+52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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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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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分享運動源自於德國的垃圾桶挖寶（dumpster diving）。當地超市、有機商店等會將過
期品、包裝受損、或是賣相不好的食物，放在店面外頭的垃圾桶，「挖寶人」就去「淘寶」。
為了解決食物浪費現象，2012 年在柏林，一群挖寶人成立了食物分享網站，跟願意的店家簽
約，保障店家沒有責任，加入社群的成員也必須簽約承諾遵守規定，才能去店家拿食物，而
且責任自負，僅能自用，不能轉賣。食物分享的概念逐漸成形，並在德、奧、瑞與其他歐洲
國家逐漸擴展開來，目前已經有超過 20 萬人加入「惜食者」（foodsavers）行列。 

一位住在台灣的德國七年級生，目前在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的施特
凡（Stefan Simon），是「享食台灣」（Foodsharing Taiwan）這個運動的創辦人，希望
透過食物分享，減少無謂的食物浪費。施特凡 2013 年碩士論文研究首次來台，2015 年
在德國拿到環境科學碩士學位後，申請到獎學金到台大進修中文，之後又拿到中研院工作
留在台灣。因為關切環境永續問題，加上看到台灣食物浪費嚴重，在沒有任何奧援的狀況
下，靠著朋友的幫助，仿照德國做法，架設網站並主動去拜訪店家，開始推廣這個概念… 

施特凡推動的食物分享，不以慈善捐贈為主要目的，而是單純希望減少食物浪費，畢
竟未必所有店家都能跟食物銀行合作，例如街頭巷尾都看得到的早餐店，賣不完的食物當
天就得處理掉，但是量不大、又不耐久放，往往無法捐給食物銀行。 
「每天剩下的三明治、豆漿怎麼處理呢？丟掉不是很浪費嗎？」施特凡說，「這個運動的
是希望人人皆能成為惜食者，此外，惜食者大部分都住在店家附近，這也是一個讓在地社
區更加緊密的連結方式。」 

不過，台灣民情跟德國不同，食物分享的推動面臨不小挑戰。首先，要找到願意合作
的店就不容易。一方面他們難免擔心客人貪小便宜不再買只來拿免費的，一方面也怕若有
人因此生病，他們得負責，因此合作意願不高。 

他們目前長期固定的合作對象只有歐嬤德式烘焙坊，當然也仿照德國模式，簽約確保
責任歸屬等相關執行問題。歐嬤德式烘焙坊店員說一開始也曾擔心，但後來發現這種狀況
並未出現。曾有附近居民看到有人來拿，以為隨便誰都可以拿，但是享食台灣的志工幫忙
解釋，讓民眾更理解「免費的麵包」重點不在免費，而在減少浪費，要加入應該要遵守一
定的規則。 

合作店家不好找，但要讓大眾改變心態，卻是更為困難。一方面，台灣人將捐贈食物
跟慈善連結，店家比較願意捐給弱勢團體。另一方面，拿的人也會覺得自己好像是「乞丐」，
心裡反而有疙瘩，因此在台灣要找「惜食者」並不容易。跟德國人相比，他覺得台灣人比
較害羞，不太敢主動去跟店家談合作或拿東西。但是在施特凡眼中，食物浪費其實本質上
是個嚴重的環境議題，不需要跟慈善劃上等號，惜食者也並非跟弱勢團體搶資源。 

「食物分享跟慈善捐贈沒有競爭關係，而是延伸關係，」他解釋，「沒有很多人這樣
去想過，但是其實食物浪費跟氣候變遷有類似的面向，也相互關聯，為了提供更多食物，
人們砍伐森林來種穀物，造成溫室效應，但多餘食物被丟棄焚化，反而造成地球更大負擔。
所以重點是在如何減少浪費，不是要解決貧窮弱勢問 
題。」…… 
（文章節錄並改寫自 CSR@天下，原文標題：惜食不浪費德國八年級生在台灣推動「淘寶」分
享運動） 

1. 根據上文關於「享食臺灣」運動的敘述，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此運動是由旅居台灣的德國青年施特凡發起，目前已擁有二十萬名會員。
(B) 此運動的主要目的在協助弱勢團體，同時也減少食物浪費。
(C) 部分店家合作意願不高，是因為擔心客人「只取不買」，無益於提升店家業績。

有些志工覺得自己惜食的行為像「乞丐」，導致志工人數不足。 
2. 下列詩句所涉及的內容或主題，與本文所欲表達的思想，最有關聯性的是:

(A)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B)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C)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D)  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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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一文中列舉許多或奢或儉的人物，若他們生活在現今的台灣，請依
其行為判斷，哪一位最不可能參加施特凡的「享食台灣運動」？ 
(A) 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 
(B) 正考父饘粥以餬口 
(C) 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 
(D) 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C ) 2.( C ) 3.( C ) 

 

編

號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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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自 98 年起與非
營利組織及大專校院於全國各地合
作建置青年壯遊點，提供青年全年
度常態性且深度的在地服務，申請
資格如下所述， 符合下列資格之已
立案之民間團體或大專校院： (一)
曾主(協)辦青年壯遊點活動，且持
續深耕經營相同地點或主題。 
(二)由現行青年壯遊點或本署推薦
者。  (三)首次申請本項計畫為儲
備青年壯遊點，通過評核後次年正
式成為青年壯遊點。 
右圖為青年壯遊點功能說明。(改寫
自壯遊學習體驗網) 
 
問題一、請問須符合哪些條件才能建置青年壯遊點？（Ａ）曾經協辦過青年壯遊點活動的
未立案私人民宿（Ｂ）首次申請計畫並通過評核，申請當年度即可成為青年壯遊點（Ｃ）
具備明顯服務窗口，且提供專人、專線服務，並有青年活動點專屬網頁運作（Ｄ）能無償
提供青年休息空間、上網服務、單車租借、背包寄放、外語服務等各方資源。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跨生物科以及綜合領域） 

學校名稱：  

答案 
1.(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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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所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中，認為人須先滿足生理的基本需求，才能

進一步追求精神層次的滿足，下列與該理論相合的選項是：    

(A)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

(B)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

(C)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飢寒焉，不病於無雞乎

(D)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普通科 / 跨公民） 

學校名稱：

答案

16.( D )

編

號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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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

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

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豈近於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

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

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

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

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

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

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

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

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自歐陽脩〈縱囚論〉 

1. 有關〈縱囚論〉的旨趣、內容和章法，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為著名的貶謫文學

（Ｂ）以君子、小人對比，作為立論基礎

（Ｃ）主張執法之外，當有德治之心，才能情理法兼具

（Ｄ）強調治國必本於法治 （Ｅ）文章末尾方揭示主旨。

2. 根據上文所述，歐陽脩認為唐太宗縱囚之舉，實情為何？

（答案書寫於答案卡背面，直式橫書。建議作答字數：1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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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Ｂ）（Ｅ）

2. 「上賊下之情」、「立異以為高」、

「矯情以干譽」、「沽名釣譽」…皆可

編

號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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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如果古人跨越時空，來到現在的2019年，身為大學生(知識青

年)的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學養與思想傾向，選擇與自己志同道合的窈窕淑女為友伴，竹林大

學舉辦跨科系新生聯誼活動，請你幫他們配對出心中的理想型女友。請依據下圖所示的訊息，

選出志同道合的佳偶組合喔!(請以代號表示) 

(Ａ)儒家 崇尚禮樂仁義，提倡忠恕、中庸之道，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

主張德治與仁政。 

(Ｂ)道家 天地萬物皆生於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其哲學精神所在。一切事物皆生於「無」，「無」

就是「道」。主張「無為而治」。 

(Ｃ)墨家 兼愛、非攻。視人猶己，愛無等差，不兼愛是天下一切罪惡的根源。 

(Ｄ)法家 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嚴刑峻法，建立官僚制度。反德治，貴法治。韓非集大

成──法、勢、術。 

(Ｅ)名家 亦稱「辯者」，發展出專門討論語言概念的學問。正名定分，討論名(概念)實(內

涵)關係，即西洋邏輯學。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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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1.（A） 

2.（B） 

3.（C） 

4.（E）

編

號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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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題組 
看看鏡子中的你，有兩邊耳朵，可以分辨聲音的來源，有一雙眼睛，可以產生立體視覺，

那為什麼人有兩個鼻孔？科學家陸續發現，即使鼻孔相距不遠，兩邊看起來也沒有差異，但

對嗅覺卻非常重要。 

過去的研究指出，人類左右的鼻孔呼吸氣流速度並不一致，而且每隔幾小時就會交換一

次。史丹佛大學的神經生理學家 Noam Sobel和其他研究人員，想知道是否這樣的交換有助於

嗅覺的靈敏。化學分子被嗅神經感覺到之前，必須通過鼻腔的粘膜，而不同的化學分子，被

粘膜吸收的效率不同。研究團隊利用不同比例的香芹酮（carvone）和辛烷（octane）混合物，

讓不同氣流速度的鼻孔聞。 

結果發現，呼吸氣流較快的鼻孔，對於像香芹酮這類較快被粘膜吸收的化學物質，較為

靈敏，卻也較無法感覺到像辛烷這類較慢被粘膜吸收的化學物質。反之，鼻孔的呼吸氣流較

慢，則結果相反。也就是說，兩邊鼻孔能使我們同時聞到更多的嗅覺分子。這項結果於 1999

年發表於《Nature》。 

幾年之後，印度的研究團隊，藉由老鼠，發現兩邊鼻孔和兩邊耳朵、兩隻眼睛一樣，能

辨識訊號（味道）的來源。受過訓練後的老鼠，在叉道上能於 50毫秒就選擇出氣味來自左邊

或右邊，不管氣味是香蕉、桉樹或是玫瑰，都有 80%的正確率。不過研究人員塞住老鼠一邊

鼻孔後，牠們似乎就沒辦法辨識氣味的方向。顯然兩邊鼻孔傳送不同的嗅覺訊號到腦部，即

使兩邊鼻孔差距不到 3公釐遠！ 

主持這項研究的 Upinder Bhalla認為，兩邊鼻孔辨識氣味來源的重要性，應該普遍存在

於不同的動物身上，而他的推測後來也在鯊魚及信鴿被證實。不過和其他動物相比，人類對

嗅覺的依賴很小，所以很難證實是否人類也能依賴兩邊鼻孔來認出氣味的來源。

（陸子鈞 為什麼人有兩個鼻孔，PanSci泛科學網站）

1、依據文意，人類左右的鼻孔呼吸氣流速度並不一致，其目的是：(Ａ)有助於訓練左右鼻孔

嗅覺的靈敏度 (Ｂ)有助於尋找確認氣味的來源與方向 (Ｃ)有助於同時聞到更多樣的嗅覺

分子 (Ｄ)有助於加強嗅覺訊號到腦部的傳遞  

2、依據文意，香芹酮和辛烷氣味分子進入嗅覺感應的正確路徑是：(Ａ) 香芹酮→進入鼻腔

的粘膜→呼吸氣流慢→嗅神經感知緩慢  (Ｂ)香芹酮→進入鼻腔的粘膜→呼吸氣流快→嗅

神經感知靈敏 (Ｃ)辛烷→進入鼻腔的粘膜→呼吸氣流慢→嗅神經感知緩慢 (Ｄ)辛烷→進

入鼻腔的粘膜→呼吸氣流快→嗅神經感知靈敏 

3、依據文意「兩邊鼻孔辨識氣味來源的重要性，應該普遍存在於不同的動物身上」，下列動

物不適合印證此說的是：(Ａ) 鎚頭鯊 (Ｂ)長鼻猴 (Ｃ)信天翁 (Ｄ)眼鏡蛇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跨自然領域） 

學校名稱：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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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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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媒體去年秋天踢爆，遠東海域離中國邊境不遠的納霍德卡（Nakhodka）港附近，有一

座地下「鯨魚監獄」，裡面關了上百頭，疑似準備賣往中國海洋公園和水族館的殺人鯨（orcas）

和白鯨（beluga）。事件曝光後，面對國內外的強烈反彈，俄羅斯當局 8日請來國際科學和環

保人士探查同時，也終於宣布將於夏季釋放這批鯨魚。 

廖鴻基下筆有情，其作品也有如同上述新聞裡的情節。以下節錄自其《鯨生鯨世》中的短文：

「表演場裡，牠們是那樣溫馴、逗趣而且平易近人。但是，當我在海上與牠們幾番接觸後，

我深深覺得，牠們在水池子裡是戴著（1）□□表演、是被迫扮演著不是自己的另一種角色、

像（2）□□的笑靨往往只浮露在（3）□□的表皮上。短暫表演過後，牠們就得在有限的空

間裡徘徊躑躅。（4）□□似乎也懂得，那是不得不的生活。」按文意判斷，空格內的文字依

序宜填入： 

（A）面具╱濃妝豔抹╱歡場女子╱奶油鼻子

（B）面具╱歡場女子╱濃妝豔抹╱奶油鼻子

（C）奶油鼻子╱歡場女子╱濃妝豔抹╱面具

（D）面具╱濃妝豔抹╱奶油鼻子╱歡場女子。 （取材自 2019-4-9聯合報）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 D )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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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選出最符合文旨的選項： 

    芬蘭學校針對每個小朋友都有不同的學習計畫，因此每個人有不同的課表，學校也針對

不同的需求給予不同的協助。因為難民潮，這所只招收幼兒園及小一小二的學校近幾年來也

收了許多難民背景的小學生。針對這些新移民學生，學校設有一年的「準備班」課程，課程

採混齡教學、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同學。除了芬蘭語教學，課程中也特別強調手工藝及宗教

上的理解，一年後才回到一般班級。 

(A)每一朵盛開的花都有自己的姿態，一如每一所學校的教學風格不會一樣

(B)每一片掉落的葉子都不會一樣，一如每一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學習需求

(C)每一尊雕像都有自己的故事，一如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教育盲點

(D)每一座石碑都有它的紀念意義；一如每一個觀察家都有自己的觀點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 B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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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國文課玩密室逃脫，經歷重重考驗，終於來到最後一道關卡，首先桌上四封密函，信封
上面各有詩文提示，分別暗指春、夏、秋、冬，只有取得「秋」的密函，才能取得鑰匙，
和下一個暗示，如果是你，你會打開哪一個選項提示的密函呢：
(A)櫻桃桑椹與菖蒲，更買雄黃酒一壺 (B)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C)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已窮 (D)芳室芝蘭茂，和風桃李新

2. 接上題，「秋」的密函中鑰匙只能打開「謝道韞」的門，才能開啟密室逃脫成功，你會開啟
哪一扇門呢？

為了整理國文文法與修辭資料，玲玲和幾位同學在網路上查到下面幾筆資料，請協助他們檢閱
資料後，回答問題 
甲、三十年代的時候，魯迅曾與梁實秋展開多次筆戰。有一回，梁實秋說魯迅把一切主義都

褒貶得一文不值。魯迅則反駁：「你究竟在說『褒』還是在說『貶』？褒就是褒，貶就是
貶，什麼叫做褒貶得一文不值？」梁實秋無詞以對，只是解釋回應說，按北京人的用法，
褒貶就是指貶。當年這場筆戰似乎魯迅了占上風，然而陳之藩總無法信服魯迅之說，卻
也說不出具體的理由。後來在香港，一位四川籍教授給他看一幅鄧小平的題字：「歷盡劫
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落款有「錄魯迅詩」字樣，陳不禁為之大笑，原來他發現
魯迅自己也有與梁實秋類似的用法，陳之藩因而評論魯迅：泯恩仇指的當然是泯「仇」，
「恩」為什麼要泯它呢？（改寫自陳之藩〈一星如月褒貶與恩仇〉） 

乙、中國字詞，對外國朋友說來或許是繁瑣了些！老是愛將兩個相異的字疊在一塊，可是明
明有兩個字，卻只剩一個意思；於是甘苦只剩下苦，是非只看見非，生死之間只有死在
無限放大。 

丙、在詞語中，故意插入數目字、虛字、特定字、同義字或異義字，來拉長文句的修辭法，
是為「鑲嵌」。細分下列四種，其一用虛字或數目字，插在有實際意義的字詞之間，藉以
拉長詞語的修辭方法叫「鑲字」，其二故意使用特定的字來嵌入語句之中的修辭方法叫「嵌
字」，其三重複使用同義字叫「增字」，其四用一個平列而異義的字作陪襯，只取其聲以
緩和語氣，而不用其義叫「配字」。 

丁、複詞是複音詞的簡稱，由兩個以上的音節（兩個字以上）所構成的詞，其中將相同字義
的兩個字，組合成一個詞語是「同義複詞」，以意義相反的兩個單字相結合，並偏重其中
一個字義，另一字不具意義，稱作「偏義複詞」，兩個意義相反的字組合成的複詞，兩者
意義同時存在，稱作「反義複詞」，另有一種因聲音關係而結合不可分的「衍聲複詞」。 

3. 依據引文說明判斷，賴和〈一桿「稱仔」〉：「參休息過一天，看看沒有什麼動靜，況明天就
是除夕日，只剩得一天的生意，他就安坐不來，絕早挑上菜擔，到鎮上去。」句中「動靜」
用法。與下列文句哪一選項「」中的詞語相同
(Ａ) 魯迅把一切主義都褒貶得一文不值           (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Ｃ) 他一向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Ｄ)「諮諏」善道，察納雅
言

4. 依據甲文內容，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梁實秋心知魯迅的反駁是對的，所以無詞以對
(Ｂ)陳之藩評論魯迅，可謂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Ａ) (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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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米其林必比登 
推薦菜單 

MENU 

金銀冰飄台灣海三寶 
陵谷海鮮沙茶魷魚羹 
女巧藝精爐烤手扒雞 
中卷拌三杯醬左塔香 

(Ｃ)鄧小平題字，頗有希望魯、梁二人筆戰「一笑泯恩仇」
之意  
(Ｄ)事後魯迅自覺強詞奪理，對梁實秋過意不去，所以作詩
「兄弟在」、「泯恩仇」釋出誠意化解 

5. 乙文所談論，容易讓外國人疑惑的字詞結構，依據丁文說明
應該是「複詞」中的哪一種？
(Ａ) 反義複詞    (Ｂ) 同義複詞
(Ｃ) 偏義複詞     (Ｄ) 衍聲複詞

6. 左側「台灣米其林必比登推薦菜單」是為本校活動特別設計
的菜單的前四道菜，既是出菜內容又為本校專有，自有遊戲
的趣味，這是採用了丙文所述「鑲嵌」的哪一種？
(Ａ) 鑲字        (Ｂ) 嵌字            (Ｃ) 增字
(Ｄ) 配字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B )  2.( A )  3.( A )  4.( B )  5.( C )  6.(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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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1-3題。 

  「小滿」為二十四節氣之一，日期為國曆五月廿一日或廿二日。在「小滿」節氣前後的
氣象概況、各地盛產食材與南部盛大的文化祭典如下： 
甲氣象概況 
  「小滿」是指稻穗已經結實，漸見飽滿，但尚未成熟的階段。這個節氣承載著複雜情緒：
充滿歡愉卻又令人發悶，有時甚至讓人捏把冷汗。 
  歡愉的是農民，因為收割的時節在不久之後來到，不過住在都市裡的人卻因為小滿正好
是台灣的梅雨季節，鋒面一波接一波，令人悶到發慌。 
  由於梅雨季佔台灣全年總降雨量的三成以上，一旦發生不下雨的乾梅情況，大家就緊張
了，除了農田要休耕之外，可能也得面臨工業和民生限水的窘境。 
  進入五月中下旬之後，梅雨鋒面接連從中國南方移動到台灣上空，有時一停就是四、五
天。過了這波，陽光出現的時間還不到兩天，下一道鋒面早已蓄勢待發準備進擊了。而且梅
雨鋒面帶來的雨勢都不小，有時還會伴隨著強風和閃電，海上或空曠地區甚至有出現龍捲風
的機會。 
  進入梅雨季後，天氣也變得更加悶熱，初期暖濕西南季風只是有一陣沒一陣的，五月中
旬後則進入旺盛時期，慢慢可以感受到熱風和溼氣逼得悶在身體裡的熱氣出不來。 
  這時要特別留意的是室內的除濕，全台各地的平均濕度都可以到達八○％以上，稍不留
意，東西很容易就會發霉。 
乙食材表 
名稱 產區 
苦瓜 台中新社／彰化二林／屏東高樹、萬丹、里港 
絲瓜 南投埔里／台南東山／屏東高樹、萬丹、里港 
荔枝(玉荷包) 高雄大樹、旗山 
鳳梨 台南關廟／嘉義民雄／屏東高樹 
椰子 高雄旗山、美濃／屏東恆春、高樹、鹽埔、長治 
甜蜜桃 苗栗卓蘭、大湖／台中新社、石岡、東勢 
丙旅遊文化 
  俗話說：「三月瘋媽祖，四月迎王爺。」相對於中部沿海鄉鎮以媽祖為信仰核心，南部
沿海鄉鎮則以王爺祭為主要信仰特色，當農曆三月媽祖誕辰過後，南部信眾就開始準備王爺
誕辰。 
  各路王爺來自有功於地方鄉里，死後受鄉民膜拜的神祇，也有早年瘟疫盛行時，鄉民請
瘟神驅邪除害後，慢慢將瘟神演變為信仰的對象。 
  雖然全台王爺廟眾多，但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台南北門南鯤鯓代天府，則是全台王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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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每年農曆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是代天府李、范兩位王爺的誕辰，號稱南台灣最大祭
典。從清代以來，和北港朝天宮並列為台灣兩大繞境進香活動。 
  在清代，迎鯤鯓王是全民運動，連歌妓都盛裝打扮、捧著檳榔在道路兩旁款待各路迎王
爺的賓客，這個日子也成為路人一窺歌妓集體出動的盛況。道光年間的士人許廷崙描寫當時
的熱鬧場景：「士女雜沓舉國狂，年年迎送鯤鯓王。」迎鯤鯓王最精彩的是陣頭表演，因為
全台各地王爺廟都回祖廟進香祝壽，順便充電強化神力，成為各路乩童與各式文武陣頭相互
較勁的大會師，讓代天府從牌樓到正殿大約五百公尺長、全台最大的廟埕廣場，成為露天舞
台，也掀起「四月迎王爺」的宗教活動熱潮。 
  佔地六萬坪的南鯤鯓代天府，是閩南建築風格的藝術殿堂，其門戶是五門式木作牌
樓—擎天大山門，一進門就讓人感受到金碧輝煌的氣勢，廟宇內的石雕、彩繪更是精雕細
琢的作品。 
  參加南鯤鯓廟王爺祭，不論是進香膜拜，還是觀光看熱鬧，都讓五月小滿節氣盈滿活潑
熱鬧的歷史文化氣息。 

（改寫自彭啟明／洪震宇／李咸陽《樂活國民曆》） 

1. 閱讀甲文，關於「小滿」氣候型態所帶來的複雜情緒與說明，不包括：
(Ａ)歡愉：屬於農民的喜悅，因為收割的時節即將到來，辛勞的種作有了具體回報
(Ｂ)煩悶：尤其指住在都市中的人，因氣候和居住環境帶來的溼熱而感覺身心不適
(Ｃ)憂慮：因梅雨、熱風和溼氣等氣候問題，影響農作物生長速度，導致價格上漲
(Ｄ)緊張：梅雨季節如果發生雨量不足的乾梅情況，各地將面臨休耕與限水的窘境。

2. 閱讀丙文，判斷以下關於「台南南鯤鯓王爺祭」的敘述，符合文意的是：
(Ａ)中部沿海鄉鎮以媽祖為信仰核心，南部及東部沿海鄉鎮則是以王爺祭為重心
(Ｂ)王爺信仰來源眾多，其中包括掌管、驅除瘟疫的神明或生前於世有功的人物
(Ｃ)自清代便已盛行至今的迎鯤鯓王活動，其「鯤鯓王」為全台各地王爺的總稱
(Ｄ)「月色燈山滿帝都，香車寶蓋隘通衢。」詩句中所指的節日活動與本文相同

3. 依據上文，若南山旅行社將舉辦「南鯤鯓代天府古蹟文化之旅」，下列活動說明與提醒
事項，不恰當的是：
(Ａ)精彩絕倫的陣頭表演，各路乩童、文武陣頭將於全台最大的廟埕廣場上大會師，
掀起活動熱潮
(Ｂ)壯麗雄偉的閩式建築，除了精彩的石雕、彩繪裝飾外，尤以氣勢磅礡的五門式木作

牌樓最壯觀 
(Ｃ)品嘗當地特色小吃虱目魚粥與潟湖海鮮後，還可購買當地盛產的新鮮食材如苦瓜、

絲瓜、鳳梨及甜蜜可口的玉荷包 
(Ｄ)由於西南季風來臨，降雨機率偏高且氣候悶熱，請務必自備雨具，並且穿著寬鬆透

氣的服裝以避免旅途中的不便與不適。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C )  2.(B)  3.(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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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列甲、乙二文，回答 1~3題 
甲文 
    中藥方是由若干味中藥按照一定的理論有目的地組合而成的，這種組合叫做「配伍」。 
    由於中藥的性質功用各不相同，即使治療同一病證的中藥，其作用也各有所長，各有所短，
因而通過適當的配伍，可以發揮或增強其長處，彌補或抵消其不足，減輕或避免其毒副作用，
從而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有的中藥如單獨運用並不適用於治療某種病證，但通過配伍，也許
就可以在治療某種病證時發揮重要的作用。因而通過配伍組成的中藥方通常要比單味藥的效果
好得多。 
    中藥方的組合，主要是根據對病情本質的分析，確立治療大法，然後選擇藥物。在中醫學
裏對中藥方的配伍原則有「君臣佐使」之說。所謂君藥是針對病證的主要方面起治療作用的主
要藥物；臣藥是配合君藥治療，或針對病證的兼見症狀起治療作用的藥物；佐藥是用來增強君、
臣藥的治療效果，或消除君、臣藥毒副反應的藥物；使藥主要是調和全方諸藥作用的藥物。但
就每一個具體的中藥方來說，除必須有君藥外，其他的配伍不必齊備，而且也不必過份拘泥於
君臣佐使的程式，勉強去區分哪些藥是君臣佐使藥。(節選自楊進等編著《一百天學開中藥方·
中藥方的常識》)  
乙文 
    「四神湯」應作「四臣湯」，蓋閩南語「臣」和「神」同音，以訛傳訛，久而積非成是。這
是臺灣的傳統藥膳，以北部為盛。主要材料是中藥的四臣：淮山、芡實、蓮子、茯苓，這四種
藥材有健脾固胃的功效。…… 
    我喝四臣湯從未考慮它的療效，淮山、芡實、蓮子、茯苓等藥材殊乏美味，可它們結合在
一起，以小火燉豬肚、小腸、生腸、粉腸等藥引，竟激盪出美味。中藥最了不起之處在於它除
了療效，還可以變成美食。有人會拿西藥當食物？…… 
    這道小吃發源於二十世紀臺灣的貧困年代，猶原保留勤勞的精神，攤商販售四臣湯，常兼
賣肉粽、肉圓、肉包、大腸麵線、肉羹、碗粿、糯米腸、炒米粉等小吃。至今臺灣的夜市、廟
宇附近都不乏美味的四臣湯，如臺南市「鎮傳四神湯」就在武廟附近崛起，其腸、肚軟而彈牙，
腴且滑嫩，湯頭醇厚濃郁。…… 
    四臣湯是窮人的補品，湯裡的中藥材和那些豬內臟都很便宜。窮人需要滋補，窮人也往往
缺乏滋補；貧窮的時候用美味進補，感情特別深刻。很多臺灣人小時候都吃過媽媽煮的四臣湯，
每一追憶不免是盈眶的眼淚。 
    這碗湯，給黑白的記憶注入了色彩，給平淡的生活蓄滿感動；這碗湯，帶著健康和祝福，
盛入窮人的碗。 (節選自焦桐《味道福爾摩莎·四神湯》) 
1.依據甲文，關於中藥方的「配伍」，敘述正確的是： 
(A)配伍是治療疾病時，將具君臣佐使功能的四味中藥，依藥學理論組成藥方 
(B)適當配伍組成的中藥方，藥物間起相輔相成的作用，既能治病，更能強身 
(C)君藥、臣藥皆主用於治療上，君藥針對病症兼見症狀；臣藥針對主要病症 
(D)佐藥用以增強君、臣藥的療效或削減其副作用；使藥能用來調和全方諸藥。 
2. 依據乙文，關於「四神湯」之說明錯誤的是： 
(A)原稱「四臣湯」，因「臣」與「神」閩南語同音，訛傳後稱「四神湯」 
(B)此湯品符應「藥食同源」之理，其中主材料四臣，是中藥材亦是食材 
(C)取淮山、芡實、蓮子、茯苓，再添加豬內臟來烹製，健脾固胃更具功效 
(D)發源於二十世紀的台灣，價格平實且美味滋補，至今仍是常見的庶民小吃。 
3.依據甲、乙文，關於此二文作法及觀點的敘述，說明正確的是： 
(A)甲文採總分法，先總說介紹配伍，後分述說明君臣佐使用的利弊得失 
(B)乙文純以客觀理性筆法，介紹四神湯之名稱、發源、取用材料及效用 
(C)甲文「通過配伍組成的中藥方……效果好得多」指藥方中君臣佐使皆須全備 
(D)乙文「這碗湯，帶著健康和祝福」是因作者認為四神湯能療癒人們的身體和心靈。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D ) 2.( C )  3.(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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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 1~2題
    去聽音樂會，該坐哪裡 ﹖ 
    每個音樂廳都不一樣，聲響效果都不同。理論上愈好的音樂廳，不同座位上所聽到的差異
就愈小。 
    所謂「好的聲音」，在於殘響適中且聲音自然平衡。所謂殘響，是指聲音發出後，經過反射
到最後結束所需要的時間。殘響太短則聲音太乾，太長則聲音不清。影響聲音好壞的還包括音
質。不同建築材質所反射出的聲音效果自也不同。若特定頻率被吸收，只有部分頻率被反射，
就會導致聲響尖銳刺耳、低頻消失，或某些樂器始終難被聽見。面對音樂廳不同聲響，富經驗
且技巧高超的演奏者，通常都能調整奏法以求最佳效果。鋼琴大師齊瑪曼就強調，他的樂器是
「鋼琴加上音樂廳的音響」。此外，樂曲不同，最「適合」的音響效果也不同。既然影響樂音表
現的變因這麼多，何處是最佳座位，自然也没有唯一解。 
    話雖如此，若真要給選擇意見，那麼挑選座位最保險的選擇，在音樂廳廳內一樓距舞臺約
三分之二遠，或二、三樓的前排座位，且靠中為佳。如果演出編制較小，則不妨往前。除非想
要仔細觀察演出者，不然離舞臺太近的座位，一般而言聲音都難得平衡。基於聲音往上走的物
理性質，樓上座位通常也會得到較好的聲音。愈是大編制的曲目，只要頂上無座位遮蓋，就請
愈往後往上坐，聲音絕對比較好。 
    同樣基於聲響，即使是鋼琴演出，我希望大家也可多考慮音樂廳右手邊的座位。鋼琴最美
的聲音，其實是從尾端發出，加上琴蓋的打開方向，就會知道面對舞臺，音樂廳右邊的座位，
聲音其實多半比左邊要好，樓上右側又比樓下右側更好。  
    好的音響，是科學，是藝術，也帶一點魔術與運氣。有時即使某些座位理論上不算好，偏
偏那場演出的聲響與投射就是適合那些座位，堪稱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我自己就有很多這種經
驗。所以對座位還是量力而為，也别過份固執。畢竟，無論你是否買到了自己最想要的座位，
那其實只是參加音樂會的前置作業而已。(節選改寫自焦元溥《樂之本事·音樂會生存之道》)  

1. 根據上文，會呈現「殘響」表現不同或造成音質差異的因素，下列何者不包含於其中：
(A)樂器的製作品質
(B)演奏者經驗技巧
(C)曲目的編制大小
(D)音樂廳建築材質。

2. 世界傑出鋼琴演奏家：克里斯提安·齊瑪曼，將於臺北國家音樂廳舉行個人鋼琴獨奏會，帆
帆想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去現場聆聽，感受大師精湛琴藝與詮釋。臺北國家音樂廳本是為交響
樂所設，音樂廳廳內一樓的座位，共計有 32橫排(最近表演舞臺為第 1排)，每排約 40個座
位。若以最佳聽覺效果為考量，根據上文，較適當的座位區塊位於：
(A)第 7~15排，面舞臺偏右側
(B)第 7~15排，面舞臺中間區
(C)第 16~22排，面舞臺偏右側
(D)第 16~22排，面舞臺中間區。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A )  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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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解讀荷蘭，會有許多不可思議，例如荷蘭土地面積 4.15萬平方公里，只比台灣大上一些，
2016年的農業出口值卻高達 850億歐元（約 1,023億美元），僅次於美國，但美國的土地是荷蘭
的 270倍大。但荷蘭農業部官員艾爾特在回答「政府如何協助農民開發市場」時，只簡單的丟
出答案：政府的手，一不伸進工會；二不干涉市場，「補助」、「扶植」也是少之又少。那麼，政
府做什麼？ 
    荷蘭政府很清晰地把自己的角色定調在「協調者」。政府要做的，便是避免歐盟政策的「水
土不服」，與這片土地上的人一起討論出合宜、適地的執行方式，也平衡荷蘭農民與歐盟其他國
家生產者的需求。 
    此外，政府預算著重於教育、研發、與建設，負責把法令、建設規劃妥善，確切執行，「政
府不負責開發市場。」艾爾特一語做結，點出荷蘭農業裡，各角色的自我了解與分明權責。 
    而這個全國 1/4 土地在海平面下的小國，對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的感受再深刻不過，危機
意識已是全民共識，荷蘭必須不斷思考新的生產模式與獲利模式，從線性經濟轉變到循環經濟。
在荷蘭，同時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改變他們的消費順序與消費習慣，關注產品是否符合動物
福利，關注農產品在生產過程是否對土地環境與氣候變遷造成影響。 
   對荷蘭政府而言，若只有資本與技術，卻無創意與智慧，也不會有存活的餘地。創意，是不
停在現況，永遠想著如何應對下一步、下一步、再下一步；智慧，有別於純粹「利己」的聰明，
則是著重在利他、利牠、利它。市場開發在這樣的思考模式，織就出荷蘭農業影響力，也讓荷
蘭有更大彈性。 
  小國的大門敞開，以變動面對變動；小國被世界影響，小國的大力量，同樣影響著世界。 

──改寫自《遠見雜誌‧被世界影響的小國，影響世界的小國》 

1. 根據本文，在農業發展中荷蘭政府的主要作為不包含下列何者？
(A)政府重視農民津貼補助，使農村人口穩定不致外流
(B)政府掌握國際市場波動，平衡市場進、出口的需求
(C)政府輔助生產模式轉型，因應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
(D)政府具有遠見，不貪圖近利，須尋求最大利眾福祉

2. 荷蘭政府在農業市場所扮演的角色，其理念最接近下列何者？
(A)凡植木，順其性也。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

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B)重民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后妃率九嬪

蠶於郊，桑於公田。
(C)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
(D)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3. 根據文中所述，下列何者不屬於荷蘭政府主要執行工作？
(A)進行鹿特丹港數位轉型，以數位科技取代傳統港口人力
(B)舉辦地方農產品博覽會，以提高國內農產品的產業交流
(C)投資開發適合農民使用的 APP，以利掌握農業地理數據
(D)建立花卉產業專屬仲裁法庭，重視農業技術的法律保障

4.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最不適於荷蘭政府提出的「循環經濟」理論？
(A) 留有餘福，以貽子孫
(B) 焚林而田，竭澤而漁
(C) 細水長流，知止而作
(D) 斧斤入山，順應時序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A )  2.( A )  3.( B )  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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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許多人提倡環保喪葬，包含樹葬、花葬、海葬等，讓逝者對環境的耗能降到最低。現
在還出現一種最新的方式，叫做水葬。更精準地來說，水葬，就是採用「鹼液水解」（alkaline 
hyrolysis）的方式，將遺體放入金屬裝置後，灌入氫氧化鉀，加溫到攝氏 300度的高溫，溶解
蛋白質、脂肪與血液；接著，遺體就會化為一灘水排入污水系統。剩下無法溶解的部分，如骨
骼、牙齒等，就磨成細粉交還給家屬，有點像火葬。只是，水葬不像傳統火葬會產生二氧化碳，
且耗能僅火化的 14%，相當環保。目前在美國、加拿大都已合法，英國與紐西蘭也想要引進；但
「水解後的液體能不能排入下水道」一事，國內仍有爭議，有待釐清確認。 
電影《天外奇蹟》（Up）裡，老爺爺把房子綁滿了汽球起飛，想完成與亡妻生前的冒險約定。如
果沒機會在生前出走，也許死後還有最後一次可能。由美國 MESOLOFT公司推出的太空葬服務，
運用飛行裝置與環保紙汽球，載著骨灰飛到離地 30公里遠的高空，再利用自動控制打開汽球，
灑落骨灰。將最後一次見證地球的美麗，作為人生終點的冒險旅程。飛行的全程都有影像錄製，
家人還可以運用 App追蹤氣球的位置，知道它現在飛往哪裏。灑落的骨灰不會掉落地面，而是
在經過雲層時，凝結成雨水，回歸大地，就像生命的循環不息；而飛行裝置則會再回到原發射
地，整個過程相當環保節能。 
  2012年，英國男子霍伊（Ken Howe）曾設計將 iPod嵌入的墓碑，並運用太陽能裝置充電；只
要有親友前來憑弔，裝置就會自動感應並開始播放預錄影片，可能是死者的生平介紹，或是他
想對大家說的話。 
但有人擔心嵌入 iPod可能使墳墓遭竊，此想法後來未被普及。不過就在 2018年 9月，另一位
俄羅斯女孩的墓碑被設計成 iPhone的外型，遠遠看去，就有一支大大的手機矗立在墓園，相當
搶眼；墓碑上附了一個 QR Code，供親友掃描觀看關於她的資訊。 
  死亡，除了對死者影響重大，也將從此改變周遭親友的生活。由於生活就此改變，有些人會
陷在深深的悲傷或後悔中，久久無法釋懷。現在有科技的協助，如果人們想重溫與逝者生前的
互動，現在將有機會重現。幾年前，美國工程師 Eugenia Kuyda因車禍意外失去了摯友 Roman 
Mazurenko，她與親友都非常悲傷，渴望再和 Roman聊天。有一天她突發奇想：有沒有可能運用
公司正在研發的人工智慧，重現一個「Roman 機器人」？她搜集自己與 Roman 生前聊天的訊息，
將信息數據丟入神經網絡建構系統中，訓練出一個能複製 Roman口吻、思考邏輯的聊天機器人
「Roman Bot」。機器人的回應，就真的像 Roman會講出的話，連 Eugenia都覺得不可思議，彷
彿又再次與最好的朋友談心了。 
  然而，這種做法是否使讓親友更走不出對逝者的思念，沒有人確定；但 Eugenia知道，其他
同樣想念 Roman的朋友都透過這個機器人，將來不及說的話、心中的悔恨、未盡的思念，都靜
靜說了出來，得到了很大的抒發。也許，機器人永遠無法帶回親友的生命，但對於生者來說，
卻是重要的安慰，帶給他們繼續向前的勇氣。當科技打開死亡的黑暗盒子，無論逝者或生者，
都能在人生最後一哩路上，看到溫柔而永續的新風景。 

 <節選自天下雜誌 我們與死亡的距離> 

1.關於本文，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環保喪葬目前僅研發出水葬(鹼液水解)此方式 (B)太空葬
方式因為所費不貲，故目前尚未能通行 (C)科技型墓碑因為有個人資訊容易外洩的疑慮，目前
未有人使用 (D)以人工智慧重現已故之人的思考邏輯，對其親友帶來的影響可能有好有壞
2.阿董退休之後與太太移民到英國居住，但自覺年歲已高，開始想對自己身後之事做出預先規
劃，他提出的條件有：(１)環保愛地球(２)費用不能太高(３)盡可能不讓家人留下悲傷。(4)不
想透漏過多個人訊息。若你是阿董的規劃員，你會推薦他何種方式：
(A)火葬 (B)水葬 (C)太空葬 (D)科技墓碑
3.承上題，阿董無意間透漏自己一開始是比較傾向傳統的殯葬過程，尤其是________所提說法:
「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
所，則止矣。」對他影響最深，請問_________中應填入的選項是:
(A)法家 (B)儒家 (C)墨家 (D)道家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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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編

號
題目

16 

《典論‧論文》第一段運用完整的「論說結構」敘述，包括：論點（主要觀點）＋論述（具體事
例支持觀點）＋總結（歸納重申主要觀點）。請閱讀下列摘錄文段，判斷何者完全符合「論點」、
「論述」、「總結」的完整結構？ 
(Ａ)凡是人生來就有獨立人格，就應享有身為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為了保障人權，聯合國

創設了國際人權體系，使得人權成為國際議題；國際的非政府組織也積極倡議人權，推動
人權運動。 

(Ｂ)一分付出不一定有一分收穫，原因包括方向不對、策略有誤……等，但若能即時修正，
從付出到收穫的難度就可減少。就像林懷民經歷徬徨到舞出雲門舞集、愛迪生遭遇無數失
敗後發明燈泡，不僅證明「過程」比結果重要，努力過則人生的價值就已偉大，更可能因
修正問題、持續探索而創造出預期之外的收穫與啟發。 

(Ｃ)心理學大師榮格曾說，這個世界常忽略無法理解、缺乏理性的事物，但對於想打開自己
內在混沌的人而言，卻需要透過這些「非理性」來與自己的內在溝通。所以，人對自己無
法理解的事物應該抱持著一種尊重，等待那些無法理解的事物與理性同步後，就能嘗試去
思考它。 

(Ｄ)聰明有用嗎？聰明若不轉化成智慧，就沒有用。把聰明提煉成智慧，最好的方法，是接
近有智慧的人，但能不能遇見有智慧的人、他願不願意和你交友、能認識到多深，這都是
不能掌握的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讀有智慧的書，因為有智慧的書就在那裡，它不會跑。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 跨領域(公民、心理學、國文) 

學校名稱：

答案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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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戰略（Global Strategy ）又稱全球戰略，是指跨國公司從全球觀點出發，利用不

同國家和地區的區位比較優勢，把價值鏈上的各個環節和職能加以分散和配置，使它們有機地

結合起來，實行綜合一體化經營，努力降低生產經營成本，以期獲得長期、穩定的全球競爭優

勢，實現最大化的全球效率。 

  全球戰略是跨國公司從全球角度出發，合理安排有限資源，抓住全球性機遇，進行全球性

選擇和部署，確定全球性戰略目標。決策者不受民族、國家的限制，考慮在全球範圍內實行資

源的最優化配置，取得最佳的長期總體效益：換言之，它是跨國公司在變動的國際經營環境中，

為求得長期生存和發展而做出的總體的長遠的謀略。而不是孤立地考慮一個國家的市場和資

源。全球戰略要求在多國基礎上取得最大經濟收益，而不是斤斤計較於國際業務活動中一時一

地的損失。從歷史角度看，全球戰略是跨國公司大發展階段的產物。 

   本土化是相對全球化而來的另一趨勢和潮流。由於全球化強調在市場與科技力量支持下，

全球商品、消費乃至文化、價值觀和各地人們的行為模式都有趨同（convergence）的發展。樂

觀全球化者認為，這不僅不可避免，也是全球邁向市場自由主義的必經道路。 

  本土化應該理解成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目的。一個事物為了適應當前所處的環境而做的
變化，通俗的說就是要入鄉隨俗。本土化這一概念也廣泛的用於不同的行業。下面列出本土化
在現代營銷觀念的反映，其它的行業也大同小異。 
  本土化是現代營銷觀念的反映，它的核心是：企業一切經營活動以消費者為核心，而不是
以商家的喜好、習慣為準繩，企業規範必須隨地區性變化引起的顧客變化而改變。“本土化”
的實質是跨國公司將生產、營銷、管理、人事等全方位融入東道國經濟中的過程，它有利於跨
國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員和跨國經營的高昂費用、與當地社會文化融合、減少當地社會對外來
資本的危機情緒，有利於東道國經濟安全、增加就業機會、管理變革、加速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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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7%A8%E5%9B%BD%E5%85%AC%E5%8F%B8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AF%94%E8%BE%83%E4%BC%98%E5%8A%BF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B%B7%E5%80%BC%E9%93%BE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B%8F%E8%90%A5%E6%88%90%E6%9C%A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AB%9E%E4%BA%89%E4%BC%98%E5%8A%BF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AB%9E%E4%BA%89%E4%BC%98%E5%8A%BF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BA%90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88%98%E7%95%A5%E7%9B%AE%E6%A0%87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9B%BD%E9%99%85%E7%BB%8F%E8%90%A5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6%94%B6%E7%9B%8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5%A8%E7%90%83%E5%8C%9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B%B7%E5%80%BC%E8%A7%82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A1%8C%E4%B8%BA%E6%A8%A1%E5%BC%8F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6%8B%E5%90%8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8E%B0%E4%BB%A3%E8%90%A5%E9%94%80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A1%BE%E5%AE%A2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7%A8%E5%9B%BD%E5%85%AC%E5%8F%B8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94%9F%E4%BA%A7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90%A5%E9%94%80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AE%A1%E7%90%8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7%A8%E5%9B%BD%E5%85%AC%E5%8F%B8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7%A8%E5%9B%BD%E5%85%AC%E5%8F%B8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7%A8%E5%9B%BD%E7%BB%8F%E8%90%A5


節錄自 MBA智庫百科 
1.請閱讀以上有關〈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引文，選出以下何者為真？

(Ａ) 全球戰略是跨國公司從本國觀點出發，合理安排有限資源，抓住全球性機遇，進行全球
性選擇和部署，確定全球性戰略目標。 

(Ｂ) 全球戰略是跨國公司在變動的國際經營環境中，為求得長期生存和發展而做出的總體的
長遠的謀略。 

(Ｃ) 本土化應該理解成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過程。一個事物為了適應當前所處的環境而做
的變化，通俗的說就是要入鄉隨俗。 

(Ｄ) 全球化是現代營銷觀念的反映，它的核心是：企業一切經營活動以消費者為核心，而不
是以商家的喜好、習慣為準繩，企業規範必須隨地區性變化引起的顧客變化而改變。 

2請判斷以下四種運動賽事的經營模式，何者不合乎引文中「全球化」的規準？ 
(Ａ)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BA)，採跨國經營模式，29

隊美國本土球隊加上一隊加拿大球隊(多倫多暴龍隊)，並定期舉辦海外熱身賽及海外開
幕戰，以爭取全球觀眾目光焦點。 

(Ｂ) 歐洲冠軍聯賽（英語：UEFA Champions League，縮寫：UCL；簡稱歐冠聯賽、歐冠盃、
冠軍盃），是歐洲足總主辦的年度足球比賽，代表歐洲俱樂部足球最高榮譽和水準，常
被譽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俱樂部級賽事，亦是世界上獎金最高的足球賽 

    事和體育賽事之一，估計每屆賽事約有超過十億電視觀眾觀看賽事。 
(Ｃ) 一級方程式賽車（英語：Formula One，也叫 Formula 1或者 F1）是由國際汽車聯盟舉

辦的最高等級的年度系列場地方程式賽 車比賽，正式名稱為「國際汽車聯合會世界一
級方程式錦標賽」。每年約有 10支車隊參賽，經過 16至 25 站的比賽，來競爭年度總冠
軍的寶座。歐洲是這項運動的傳統基地，並且每年舉辦半數左右的比賽，近年有越來越
多的大獎賽在其他大洲舉行。 

(Ｄ) 世界運動會（簡稱世運會或世運）是一個國際性的體育競賽盛會，1981年於美國加州
聖克拉拉市首次舉辦，之後每四年舉行一次，競賽項目以非奧運會項目為主，由國際世
界運動總會（IWGA）舉辦，於每屆奧運一年後舉行。與奧運會分夏季和冬季不同，世界
運動會沒有冬季項目。世運會的項目大概介於 25至 35種之間，數量由各主辦城市的場
地設施而定。2000年與國際奧委會簽訂備忘錄，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 IWGA受國際奧委
會 IOC所授權及資助，為共同推廣世界運動而努力，共享資源與宣傳。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11 年級) 

學校名稱：

答案

1.( B )  2.(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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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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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85%8B%E6%8B%89%E6%8B%89_(%E5%8A%A0%E5%88%A9%E7%A6%8F%E5%B0%BC%E4%BA%9A%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8%BF%90%E4%BC%9A%E9%A1%B9%E7%9B%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4%B8%96%E7%95%8C%E9%81%8B%E5%8B%95%E7%B8%BD%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4%B8%96%E7%95%8C%E9%81%8B%E5%8B%95%E7%B8%BD%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5%A5%A7%E5%A7%94%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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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新聞局於 2006 年年初舉辦「尋找臺灣意象」系列活動，係作為定位臺灣「國家品牌」
的一個起點，希望透過全民參與凝聚共識，發掘臺灣許多美好而獨特的風貌。交通部觀光局是
這麼介紹臺灣的：臺灣風光，多元細緻，不同角落的風情，都充滿了在地的故事和動人的情懷。
歡迎旅遊臺灣體驗生活，探訪這座美麗的島嶼，旅行者的秘境，細品臺灣人文風貌，跟臺灣的
滿滿人情味相遇！友善、智慧、體驗的臺灣，熱情歡迎您！ 

1.國哥一家想要造訪臺灣文學家紀念館、故居，藉以認識臺灣文學作家。他們由南到北會依序
參觀那些紀念館、故居？請選出排序正確的選項：
(甲)賴和紀念館 (乙)鍾理和紀念館 (丙)楊逵文學紀念館 (丁)吳濁流故居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丙丁甲乙 (D)丁甲丙乙

2.下列各詩皆歌詠臺灣名勝，請問國哥一家由南到北，依序會經過哪些名勝？
(甲)珠潭埔社稱奇特，一嶼孤浮四面空。但覺水環山以外，居然山在水之中。色分丹碧東西異，

象判陰陽日月同。試誦媚川靈運句，低迴合璧興無窮。
(乙)瞥見寒潭夜夜光，應疑寶劍此中藏。凌雲紫氣沖霄外，映日金精射岸傍。浩蕩煙波成錦繡，

晶瑩碧水煥文章。江頭若得春雷響，化作青龍入帝鄉。
(丙)麟山名勝勝崆峒，滴爍能容一穴同。噴出靈泉流滾滾，燃來烈焰勢熊熊。
爭看深熱忘仇敵，笑殺縱橫尚戰攻。難得共源思木本，樹燒依舊鬱蘢葱。

(丁)淨植亭亭蘸一池，文昌祠外日斜時。風搖翠葉香生沼，月照高花水滿陂。采藻采芹猶在念，
紉蘭紉蕙總相思。此間無限搴芳意，祇有凌波仙子知。
(A)丁丙甲乙 (B)乙甲丙丁 (C)丙甲丁乙 (D)丁甲丙乙

3.國哥一家來到充滿中國風的餐廳享用午膳，看到一份創意菜單。詳加研究後，發現是以經史
子集四庫書籍內容命名。請問，國哥想點一份屬於經部的菜單，下列哪個選項完全正確？

(甲)是謂大同……風味桶仔雞 (乙)兼愛交利……焦香煎肉排 (丙)舉一反三……三色蒟蒻麵 
(丁)人有四端……乾煸四季豆 (戊)逍遙無為……瑤柱煨冬瓜 (己)白露為霜……杏仁西米露 

(A)甲乙丁己 (B)甲丁戊己 (C)乙丙丁戊 (D)甲丙丁己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B )   解析：賴和：彰化  鍾理和：高雄美濃  楊逵：台南   吳
濁流：新竹 
2.( A )   解析：甲、南投日月潭  乙、台北劍潭  丙、台南關仔嶺  丁、
高雄蓮池潭 
3.( D )   解析：(甲)《禮記‧禮運》(乙)《墨子》(丙)《論語‧述而》
(丁)《孟子‧公孫丑》(戊)《莊子》 (己)《詩經‧秦風‧蒹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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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選出符合作者想法的選項： 

所謂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卽是利己，正是這個意思，所以我說的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
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穌說，「愛鄰如己」。如
不先知自愛，怎能「如己」的愛別人呢？至於無我的愛，純粹的利他，我以為是不可能的。
人為了所愛的人，或所信的主義，能夠有獻身的行為。若是割肉飼鷹，投身給餓虎喫，那
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                                        〈人
的文學〉周作人 

(A) 人類社會中，利己跟利他是無法同時存在。 
(B) 人道主義是由利己做起，先自愛才能愛人。 
(C) 純粹的利他，透過後天的努力，可以達成。 
(D) 超人間的道德是為了所愛的人能夠犧牲奉獻。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答案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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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列文章，並依據說明作答。 
    有八百五十六年歷史的法國重要地標巴黎聖母院，四月十五傍晚發生大火，數百名消防
員歷經十五小時的搶救才將火勢完全撲滅，但已造成尖塔、大部分屋頂付之一炬，所幸主體
建築和兩座鐘樓教堂內部，以及知名的「玫瑰花窗」逃過一劫。起火原因可能與正在進行的
教堂修復工程有關。 

聖母院見證法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包括羅馬教廷為聖女貞德在此舉行平反訴訟，法國
皇帝亨利六世和拿破崙在這裡舉行加冕典禮。另外，聖母院廣場有個原點紀念物，是法國丈
量全國各地里程時使用的起測點，象徵法國的文化中心點。 

法國大文豪雨果以聖母院作為背景，創作小說《鐘樓怪人》，後來改編成多部舞臺劇和電
影，使聖母院聲名大噪，每年吸引觀光客一千三百萬人次，一九九一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在聖母院發生大火後，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表示感同身受，期盼聖母院能重建復原，繼續
作為法國人信仰的象徵。美國總統川普則說，將與法國站在一起，提供援助，修復這個不可
替代的西方文明象徵。 

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希望聖母院在五年內完成重建，並向全球募款，目前已有不少企
業傾囊相助，累計捐款金額超過七億歐元(約新臺幣兩百五十億元)。總理菲力普也宣布，將
為重建巴黎聖母院尖塔舉辦國際建築競圖。 

(錄自 108.4.19蔡志浩〈國語日報 國際版〉) 
 
說明：請分項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 1.讀完以上文本，妳是否贊成巴黎聖母院重建修復？為什麼？文長限 100字以內。 
問題 2.法國已決定重建巴黎聖母院，而重建修復工程需要龐大資金，請以「巴黎聖母院重建
募款信」為題，幫法國總統馬克宏撰寫一篇募款信給世界各國領袖。信函內容請自由發揮，
可曉之以理、誘之以利、動之以情，使各國能感受重建修復巴黎聖母院之必要，且願意慷慨
捐款為目的。信函僅需呈現正文即可，首尾之應用文格式可省略。文長至少需 400字，文須
抄題、分段，並用黑色墨水筆書寫，違者不予計分。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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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圖說明了糖需要一點時間才會起反應，它在你口
中的感受比馬上起反應的阿斯巴甜慢很多。你也可看到
在糖、阿斯巴甜和 AceK的甜味已經達到高峰，並且開始
減退之際，蔗糖素的甜味依舊維持高濃度。而糖與「非
營養性甜味劑」 （nonnutritive sweeteners）在時間
和濃度上的差異，就是讓人覺得後者嘗起來味道不對勁
的原因。 
  如可口可樂等公司調整甜味感受濃度和時間曲線的
作法，就是混合數種甜味劑，讓一種的甜味曲線補足另
一種的高低起伏。用在零熱量可口可樂的 AceK和阿斯巴甜的甜味曲線更接近糖的曲線，它能
成為可口可樂新產品中最成功之一，或許這就是原因，它的甜味特性更接近「真貨」。 

1. 依據文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單就味覺而言，糖所引起的甜味最為持久 (B)單就
味覺而言，阿斯巴甜能最快速引起甜味的感受 (C)非營養性甜味劑令人嘗起來感到不對
勁的原因是因為它們無法像糖一樣長時間維持高濃度的甜味 (D)混合數種甜味劑能讓甜
味快速達到高峰，這是可口可樂新產品能夠成功的原因。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B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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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閱讀下列圖表，並回答 1-2題： 

1. 有關駢文之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先秦李斯所做文章，瑰麗排比，氣勢奔放，可視為
駢文之初祖 (B)南北朝期間，駢偶之文，普遍成熟，人人寫駢辭儷句，不僅抒情、言志、
酬贈之文用駢偶；即使說理、記事之作，亦用對仗 (C)至齊梁之間，聲律之說興起，駢文
不僅求字句對仗、辭藻華美，更求音韻之美 (D)真正嚴格的對偶駢文，是從唐代開始，晚
唐杜牧自訂其駢文集曰《樊南四六甲乙集》，於是「四六文」之名，乃告確立。 

2. 右圖是認真的樂樂繪製的「古文與駢文勢力消
長圖」，請問關於本圖的解讀，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第一階段是中唐時，因為陳子昂等人
的號召，用散文取代駢體之時文，改駢為散，
一時古文興起，駢文衰微 (B)第二階段是晚唐
時，因為李商隱以經、子、史為文學典範，一
以力求含蘊教化，一以力求質樸無華改革駢
文，因此駢文又重新興起 (C)第二至三階段，
晚唐駢文重新抬頭，至宋歐陽脩力尊韓文，三
蘇、曾鞏、王安石繼起，文章遂成古文正宗 (D)
第四階段是清代的姚鼐編《古文辭類纂》，集合
韓愈、柳宗元、歐陽脩、曾鞏、王安石、蘇洵、
蘇軾、蘇轍等八家文章，文學史上於是有八家之稱。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 D )  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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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 1-2題： 
1. 請閱讀「古代章回小說中各類角色比例分布

圖」，請猜猜看「小說二」與「小說四」各可
能是指哪一本小說？
(A)小說二可能是《三國演義》，小說四可能是

《水滸傳》
(B)小說二可能是《世說新語》，小說四可能《金

瓶梅》
(C)小說二可能是《紅樓夢》，小說四可能是《西

遊記》
(D)小說二可能是《西廂記》，小說四可能是《聊

齋誌異》。
2. 請閱讀「古代章回小說中各類角色比例分布圖」，請問哪一本小說最不可能出現在這份名

單中？ (A)《鏡花緣》 (B)《醒世恆言》 (C)《老殘遊記》 (D)《封神演義》。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 C )  2.( B )

編

號
題  目（佳作）

24 

   閱讀以下一則古代的方程式，推論文中「太半」的意思為： 

  今有甲乙二人持錢不知其數。甲得乙半而錢五十，乙得甲太半而亦錢五十。問甲、乙持

錢各幾何？答曰：甲持錢三十七錢半，乙持二十五錢。 

（出自《九章算數》） 

（A）二分之一  （B）三分之二  （C）四分之一  （D）五分之二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跨領域 (數學、國文) 

學校名稱：

答案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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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選出最正確的選項 

  父親在最後住院期間，一個夜晚突然血壓掉到五十、三十，經緊急輸血搶救了回來，隔

天早晨全家人都到齊了，父親看著我們簡單的交代了一些事，由坐在床邊的大姊一一如實的

記了下來。大家很有默契的不驚不動，好似在做一件極平常的事，包括躺在病床上的父親。 

  等該說的事都說妥了，大家開始聊一些別的事時，父親悠悠地轉過頭對著蹲在床頭邊的

我說：「家裡有一盆桂花，幫你養了很久了，你甚麼時候帶回去呢？」父親那灰藍色的眼眸柔

柔的，感覺很親，卻又窅窅（深邃的樣子）的，好似飄到另一個銀河去了。我輕聲的說：「好，

我會把它帶回去的。」那時我還沒有自己的家園，我要讓它在哪兒生根？ 

  中國人有個習慣，生養了女兒，便在地裡埋上一甕酒，待女兒出嫁時把酒甕挖出來，是

為「女兒紅」，若不幸女孩早夭，這出土的酒便為「花凋」；也有地方生養一個女兒便植一棵

桂花，父親沒幫我們存「女兒紅」，卻不知有意無意的在家門旁種了兩株碩彥的桂，我並不知

道他也一直為我留著一棵桂，為這已三十好幾還沒定性的小女兒留了一棵桂。 

  父親走了以後，時間突然緩了下來，我才知道過去的匆匆與碌碌，全是為了證明甚麼，

證明我也是這家庭的一員？證明我也值得被愛？大姊曾說過她與父親的感情像是男性之間的

情誼；二姊呢？該比較像似緣定三生的銘記；至於我，似乎單純的只想要他是個父親疼愛我。

我一直以為作家、老師的身分讓他無暇顧及其他。但一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父親的性

情。…… 

  而今，在我山居的園林中，前前後後已種了近百株的桂花，因為它們實在好養，野生野

長的全不需照顧。第一批種的已高過我許多，每當我穿梭其間，採擷那小得像米粒的桂花，

所有往事都回到眼前來。我們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懷念著父親，而我是在這終年飄香的四

季桂中，天天思念著他。（朱天衣〈四季桂〉） 

   上文對於父親形象的分析，最正確的選項是： 

(A) 父親極為養生，注重自己的健康情形，但垂老之際仍在生死邊緣徘徊

(B) 父親性格執著力求完善，即使在生死交關之際，也要交代細瑣的事務

(C) 父親要女兒帶回屬於自己的桂花，表達對女兒的冷漠之情與畫清界限

(D) 父親對於生活飽含款款的深情，卻也從容、淡定地去對待身邊的一切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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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玩遊戲的發展與健康老化具有密切關聯，由於遊戲種類的多樣化，各種品牌的體感電
玩成為居家生活用品之一，許多人持著電玩的手把流汗運動，這類運動電玩儼然已成健康促
進的工具之一。過去曾有研究探討運動電玩對於體能與認知的效果，雖然各個研究的設計不
太一致，整體而言，運動電玩對於體能，乃至於認知功能都有所助益。 
  而益智類型的電玩遊戲更讓人懷抱著預防失智的想像，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無法
證明電玩預防失智症的效果，主因是研究規模太小，且追蹤時間過短，故難以下此定論。不
過，最近的先驅研究發現，每天玩３Ｄ作業平台的遊戲（超級瑪利歐）半年，比起沒玩遊戲
的長者，腦部的部分區域體積有明顯增加，這個研究成果引起多方的關注。 
  科技創新對於改變超高齡社會的樣貌具有關鍵影響，視長輩為無法使用科技產品的假設
需要重新檢討，門檻可能出在設計者未能貼近長者生活。落實世界衛生組織的倡議，需要將
「健康老化」的成分不著痕跡的成為生活要素，傳統健康促進活動無論成效多好，永續推動
的可行性總令人懷疑。以電玩產業吸引玩家黏著於系統的技術為核心，面對步入中年的玩家，
乃至於高齡長者，將健康促進的各項體力、腦力的挑戰化為遊戲任務，透過遊戲社群開展新
的人際支持，並以人工智慧開展個人化遊戲內容，還可讓個人累積的健康行為，透過物聯網
轉換為外溢保單的回饋或是超市的折扣點數。以關鍵議題的核心知識進行跨域創新整合是新
世代成功的要素，以遊戲結合健康老化，開創超高齡社會新樣貌，具有全球市場的利基。（陳
亮恭〈電玩遊戲防老的產業契機〉） 
1.依據本文，下列關於電玩發展與健康老化關係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經研究證實，電玩對體能、認知功能等健康促進有助益 
（Ｂ）關於電玩與失智症預防是否具有正相關，現今無法定論 
（Ｃ）益智類型的遊戲有別於一般電玩，長者多玩，可以預防失智症 
（Ｄ）玩３Ｄ平台遊戲的長者，腦部產生變化，值得進一度關注研究 
2.電玩遊戲無法落實至長者生活的最主要原因為何？ 
（Ａ）業者預設長者沒有足夠消費力 
（Ｂ）長者本身不喜歡使用３Ｃ產品 
（Ｃ）設計者未依長者需求設計產品 
（Ｄ）政府沒有大力宣傳電玩的好處。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C )  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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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列甲、乙二文，回答 29-30 題。 
甲、    經過數次颱風的摧殘，老房子一修再修已不復昨日風景，唯獨這棵桂花樹依然屹立

等待著老主人與他們每年的約定。每次這對父女回到臺灣，總要親手摸摸這棵桂花樹。
二○○八年直到七月才出現一位年長的老婦人──池內奶奶。她輕撫著桂花樹流下眼淚，
告訴桂花樹：「老主人再也沒機會回來看它了。」……現任的詹先生告訴我……，其實這
棵桂花樹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被颱風損毀了。後來因為擔心他們回來看不著桂花樹，心中
會有遺憾，於是尋覓了許久，終於發現一棵極為相像的桂花樹移植在原地。不過當詹先
生準備將這封信拿出去寄時，桂花輕輕飄送出香氣，這陣清香提醒了他，於是詹先生走
到桂花樹下將這封信撕去，摸了摸桂花樹說：「桂花樹，我們就不說了，永遠保密，讓她
永遠擁有這一份與父親感動的回憶……。」……池內奶奶的兒子寫信來：「我的母親要我
代替她告訴你們：『我知道那已不是當年我與父親栽種的桂花樹，謝謝你們和我繼續把那
段美麗的回憶一起保留下來。不管那桂花樹是不是真的，我與父親、母親在臺灣的日子，
是我這輩子最珍貴的。謝謝，謝謝，無限的謝謝。』」（改寫自田中實加《灣生回家‧想念桂花

樹的老奶奶 池內珠惠》）

乙、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
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
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
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
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修
葺南閤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
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歸有光〈項脊軒志〉） 

1. 下列關於二文的解說，正確的選項是：
(Ａ)兩段文字都強調植物象徵作者性情與節操的意涵
(Ｂ)兩段文字中的桂花樹都象徵了親人植栽的情感意義
(Ｃ)甲文中以颱風毀樹作為情節轉折，隱喻桂花樹亦與人共存亡
(Ｄ)乙文庭院中的植栽顯示了作者的意趣，以及月夜的清朗幽靜

2. 下列關於二文睹物思人的比較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甲文的祕密以詹先生新植栽的桂花樹來取代原樹，意在延續池內奶奶的情感寄託
(Ｂ)乙文的祕密在於作者多年後終於知道枇杷樹為亡妻手植，回想之前學書共讀的場景而

感歎
(Ｃ)兩段文字都藉著建築物的修整，來傳達物與人的對比，二者房室毀壞不修，是因為感

慨人事已非
(Ｄ)兩位作者都藉著對院中植物寫出人情的連結，而祕密的揭穿背後的意義，傳達出的是

世間人情的溫暖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D )  2.(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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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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素養導向評量命題 

編號 題 目

1 

The nuclear disaster at Chernobyl in the former USSR happened. In 2011, there was another 
large-scale accident at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in Japan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Even though both accidents were alarming, there were some big differences. 

The Chernobyl disaster resulted in an unknown amount of loss of life. Fifty workers died 
from radiation poisoning. Following that, the radiation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higher rates of 
cancer in the area around the plant. About 350,000 people were moved away from the affected 
areas, which are still too radioactive to be lived in. In Fukushima, only about 160,000 were 
moved, and many have been allow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There were no known deaths due to 
radiation. 

Another difference is that the Chernobyl plant exploded while it was still operating. This 
created a huge radioactive cloud that floated dangerously over Europe. At Fukushima, workers 
were able to shut down parts of the plant to reduce the danger. There were some small explosions 
in the plant, but nothing as terrible as what happened at Chernobyl. 

Although the Fukushima disaster was not as harmful as Chernobyl, it still caused panic and 
fear throughout Japan. Radiation found its way into schoolyards and farms several hundreds of 
miles away. The abandoned Fukushima plant itself is still radioactive, and it could explode or 
leak more radiation in the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nuclear energy, no accident can be considered 
small. 

Which graphic can best describe the structure of the passage?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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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2 

Creator, a new hamburger store in San Francisco, claims to deliver a burger worth $18 for 
$6—in other words, to provide the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fancy restaurants at a fast-food price. 
The truth behind this claim is that its chef is actually a robot. 

Until recently, catering robots have been gimmicks. “Flippy”, a robotic arm that flipped 
burgers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customers at CaliBurger in Pasadena, near Los Angeles, earlier 
this year is a key example of gimmicks because Flippy could perform only one task. By contrast, 
Creator’s bot makes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a burger automatic. And it is not alone. Other robot 
chefs that can prepare entire meals are working, or soon will be, in kitchens in other parts of 
America, and in China and Britain. 

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are
Creator and CaliBurger?

(A) They are both restaurants.
(B) They are both hamburgers.
(C) They are both machines.
(D) The former is a store, and the latter

is a type of burger.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to the
word gimmick?

(A) useful invention
(B) marketing technique
(C) well-loved cuisine
(D) lifelong guarantee

3. In which continent will we NOT find restaurants where chefs are robots?
(A) Europe  (B) Asia  (C) North America  (D) Oceania

4-8 Please compare Flippy and Creator’s bot. Fill in the correct answer.
(請比較 Flippy 和 Creator’s bot，在欄位裡填入正確的答案代號。)

Location Function Price of its burger 

Flippy 4.____ 6._____ 
8._____ Creator’s bot 5._____ 7._____ 

以下是答案選項代號
(A) automate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paring a burger
(B) less than $18
(C) in San Francisco
(D) make customers happy by throwing burgers
(E) in Pasadena
(AB) $18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A)  2.( B)  3.( D)  4.( E)
5.( C)  6. (D)  7.( A)  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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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3 

Chart 1: 
This is the extended weather forecast for Taipei, Taiwan,.or today and the coming four days  

 
Cha
rt 2: 
This 
is 
the 
exte
nde

d weather forecastcast for New York, USA,. for today and the coming 3 days  
 
 
 
 
 
 
 
1. 
Jerr
y is 

going to take a flight from Taipei to New York. Based on the two charts,what kind of  
clothing is the LAST thing he would bring? 

(A) wool sweaters    (B) water-proof boots   (C) long sleeve T-shirts  (D) boxing gloves 
2. According to the two charts, what is the best word to descri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ipei  

and New York in temperature? 
(A) subtle           (B) minor              (C) vast             (D) ideal 

3-5  
Mr. Kuo is a weatherman. He would give some reminders to the residents in Taipei.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based on the given charts. 
 “Good morning. Here are some reminders for you. First, be sure to ___(3)___ in case of 

dehydration, especially on Feb 27th and Mar 3rd. Second, please dress yourself in layers because 
of the huge ____(4)___ in temperature between day and night. Lastly, due to the high___(5)____, 
the air would be wet and hot. Wear something that can absorb your sweat quickl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Have a nice week! ” 
A. gap B. experiment C. wear sunglasses 
D. humidity E. drink water AB.  balance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Ｄ)  2.(C)  3.( E)  4.( A)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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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4 

Dear Sir or Madam, 
I stayed at your Prince Hotel in Chiayi from 6th to 8th May 2019 in Room 1314. I am writing 

for your assistance in finding my elephant Dumbo T-shirt that I have carelessly left in the room 
during my stay at your hotel. 

First of all, I am grateful to have outstanding service at your hotel. My family and I really 
enjoyed it and we would definitely like to come again. Now, I would like you to help me locate 
my T-shirt. It is a white tee and has an outline of the elephant Dumbo, above which is my name 
“Yolanda.” I accidentally stained the shirt with blueberry jam while having breakfast at your 
hotel. After going back to my room, I quickly washed it to remove the stain and hung it on the 
arm of the balcony chair. The last day during our stay in your hotel, to catch the train back to 
Taipei, we hurried to check out and forgetfully left my T-shirt on the balcony. 

As you can see, the T-shirt I left at your hotel is a customized one. My family of four had the 
T-shirts tailored during our trip to Tokyo Disneyland last summer, and I have learned that they do
not offer this kind of service any longer—that is, the tee I left behind is one-of-a-kind. We have
made a plan that every time we go traveling, we will wear them together since it is a symbol of
our family connection. Hence, I am very depressed that I should forget my favorite T-shirt! Please
check with your lost and found department about this item of clothing. I would highly appreciate
it if you can find it, inform me at your earliest, and deliver it to my address on the attached
envelope. Of course, I will pay the postal charges.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and expect another vacation in your hotel again. 
Yours faithfully, 

Yolanda 
1. If the T-shirt is found, how will the writer get it back?
A. She would like to have it sent by post.
B. She will have a friend collect it for her.
C. She will go to the lost-and-found to pick it.
D. She asks a hotel employee to bring it to her.

2. Where did the writer leave her T-shirt when he left the hotel?
A. In the bathroom of her room.
B. In the restaurant for breakfast.
C. On the balcony of her room.
D. On a chair at the hotel lobby.

6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ictures best describes the lost T-shirt?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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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5 

請閱讀以下選文，並根據選文內容回答問題，第 1~2 題為選擇題，第 3~4 題為簡答題。 
When it comes to yoga, most people think of it as a form of exercise which makes 

people twist their bodies into strange positions. In fact, yoga is more than that. Doing yoga 
can facilitate your overall well-being by engaging your body, mind, and spirit 
simultaneously. According to studies, yoga benefits people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or heart 
disease. Doing yoga also protects people from diseases caused by chronic inflammation. 
Furthermore, for those who are under great pressure, practicing yoga helps them relieve 
stress and promote relaxation. In addtion to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oing 
yoga enables experienced practitioners to discover the sense of oneness,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key to ultimate happiness.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yoga. If you practice Hatha Yoga, you hold each position in 
a slow-paced and steady way to calm your body and mind. In Vinyasa Yoga, you have to 
change position much more quickly, and you may need a break to catch your breath. It’s 
quite challenging if you haven’t done much yoga before. Bikram Yoga is sometimes called 
‘hot yoga.’ A series of vigorous Bikram Yoga poses in a room heated to around 40 degrees 
loosen your muscles, and it helps you sweat out toxins in your body. There are also some 
unusual modern forms of yoga. For example, practitioners of Aeroyoga do yoga while they 
are 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It is quite popular because some poses in Aeroyoga work 
wonder for chronic back pain. 

The following are steps for a yoga pose for beginners. Try doing it and see how you 
feel about yoga. 

① Start with your palms and knees on the floor. Put your palms under your shoulder 
and your knees under your hips. 

② Spread your fingers wide apart with the middle finger facing forward. 
③ Tuck the toes and lift your sitting bones toward the ceiling. Let the head and neck 

hang freely from the shoulders. Keep your legs hip-width apart.  
④ Hold this pose for three full breaths and then come back to the starting position. 

1. Wendy, an elderly lady in her sixties, is planning to sign up for a traditional yoga class for 
beginners. Which class is her best choice? 

 (A) Hatha Yoga     (B) Vinyasa Yoga  (C) Bikram Yoga    (D) Aeroyoga 
2.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in the passage, what does “this pose” look like? 
 
 
 
 
 
 
 
 
 
 
 
3. How does practicing yoga affect one’s physical health? Please copy one sentence  from the 

passag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yoga? Explain your answer with reas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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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6 

You a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7th Annual 

European Household Appliance Exhibition 
Luclen Pernet Hall, Geneva, Switzerland 

October 19~23 
“New Solution in Home Equipment”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from kitchen appliances to air conditioning 
equipment, will be displayed throughout the five days of the exhibition. 
This year’s focus will be on cleaning systems, with laundry appliances 
representing over half of the exhibits. 

1. When does the event start?
(A) On October 5
(B) On October 7
(C) On October 19
(D) On October 23

2. What type of products will be emphasized?
(A) Refrigerators
(B) Cooking ranges
(C) Air Conditioning
(D) Washing machines

3. Which one of the four pictures is most likely to be arranged in the exhibition?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 跨領域：語文、商業、社會、英文 

學校名稱：

答案

1.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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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7 

Hedgehogs are small, spiny and lovely animals, but they are not sociable, which means they 
prefer to be housed alone and may fight if kept with other hedgehogs. Active hedgehogs need 
room to explore, so a bare minimum of 2- to 3-square-feet of space is sufficient (though bigger is 
always better). Any type of cage will work, but avoid those with wire floors and be cautious that 
the spacing of wire-sided cages is small enough so your pet can’t squeeze through it. A soft 
bedding such as a recycled paper material or towels that are changed out regularly are best for the 
sensitive feet of a hedgehog. 
     Since hedgehogs like to exercise, a large running wheel should be kept in the cage along 
with a cardboard box as a hiding and sleeping place, food bowl and water bottle. Unlike most 
other pocket pets, hedgehogs are considered insectivores; they mainly hunt insects but will eat 
slugs, fruit, mushrooms, bird eggs, and small dead animals. Shockingly, they can eat at least one 
third of their body weight in a single night! 
     Although hedgehogs are really cute, many breeds don’t make great pets because they don’t 
do well in captivity. As wild animals, they often roam two to three kilometers every night, 
making it cruel to keep them in cages. Since they are solitary by nature, they also don’t need 
human company. If you love hedgehogs, make sure you do your research and buy only 
domesticated breeds. Better yet, help a charity that protect them in the wild rather than getting 
one of your own． 

1. Jill wants to pet a hedgehog,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cage of her
pet?

(A) (B) (C)    (D) 
2. Based on the previous question, why is the chosen option NOT advised to be placed in the

cage of a hedgehog?
3. If a hedgehog weighs 450 grams, how much food can it eat in a single night?

(A) 50 grams (B) 150 grams (C) 450 grams (D) 900 grams
4. Which realm does the article belong to?

(A) Economics (B) Astronomy (C) Psychology (D) Biology
5. According to the last paragraph, the author obviously holds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keeping a

hedgehog as a pet. Please copy one sentence down from the paragraph to justify the author’s
opinion.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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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8 

 African swine fever (ASF) is a devastating hemorrhagic fever of pigs with mortality rates 
approaching 100 percent. It causes major economic losses, threatens food security and limits pig 
production in affected countries. ASF is caused by a large DNA virus,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SFV).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of the virus in its acute form are a high temperature and 
loss of appetite; other symptoms include vomiting, diarrhea, and difficulty with breathing and 
standing. There is no vaccine against ASFV and this limits the options for disease control.  
     The virus can survive several months in processed meat, and several years in frozen 
carcasses, so meat products are a particular concern for cross-border transmiss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sease was initially brought from east Africa to Georgia by contaminated pig products. 
Given the continued occurrence of ASF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increasing global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product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further transcontinental transmission has occurred.  
    We then consider the risks for global spread of ASFV and discuss possibilities of how disease 
can be prevented. The following shows possible pathways for the entry of diseases into Finland, 
which allows us to adopt and augment its defenses against ASF.  

 
1. What is this article mainly about?  
    (A) The evolu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B) To find the treatment to ease the symptoms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C) Introduc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nd suggestions of defenses against ASF. 

  (D) To blame Africa for its carelessness on disease control.  
2. According to the first paragraph, what are the infection results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 ASF will lead to humans’ extinction.  
(B) Both infected pigs and humans would have the symptoms of vomiting, diarrhea, and 
    difficulty with breathing and standing 

    (C) Infected pigs will survive if they are vaccinated against the virus.  
    (D) Pigs which are infected by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lmost have no chance to survive.  
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second paragraph?  

  (A) The body of a dead animal from an ASF diseased area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spreading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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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virus. 
(B) Smuggling banned pork products will be fined by Africa.
(C)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is confined in Africa and nearby countries.
(D)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only exists in live pigs’ body.

4. The author’s tone in this article can best be described as
(A) angry (B) comical   (C) formal   (D) sarcastic

5. Based on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has no ris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
(A)The frozen canning soup with infected pork.
(B) Contaminated vehicles imported from west Africa
(C) A person with a high temperature and loss of appetite in Taiwan
(D) The feed or bedding material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susceptible animals in Finland

while infectious.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2.(D)  3.(A)  4.(C)  5.(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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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9 

Look at the five advertisements, A-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5 below. 

1. 2. . Which TWO advertisements mention entry requirements? 
3. 4. Which TWO advertisements mention being run by professionally trained 
teachers? 
5. Which advertisement indicates that it doesn't matter how old you are?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A)  2.(E)  3.(B)  4.(C)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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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Acc
ordi
ng 
to 
the 
pict
ure 
abo
ve, 
whi
ch 
stat

ement is correct? 
(A) This coupon can be used with Meal Deal. 
(B) You can use more than one coupons for one order. 
(C) You can use this coupon when the order over $70.  
(D) This coupon cannot be used online order. 

 
2.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store having this discount? 

(A) Take Out & Delivery 
(B) Promocode: GBGB99 
(C) Ginger Beef 
(D) 99 ¢ 

 
3. What does “REUSABLE” mean? 

(A) It can be used at Cranston location only.  
(B) It can be used many times. 
(C) It can be used before April 30, 2019. 
(D) It can be used when customers mention this coupon.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  2.(C)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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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e nuclear disaster at Chernobyl in the former USSR happened. In 2011, 
there was another large-scale accident at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in Japan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Even though both accidents were alarming, 
there were some big differences. 

The Chernobyl disaster resulted in an unknown amount of loss of life. Fifty 
workers died from radiation poisoning. Following that, the radiation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higher rates of cancer in the area around the plant. About 350,000 
people were moved away from the affected areas, which are still too radioactive to 
be lived in. In Fukushima, only about 160,000 were moved, and many have been 
allow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There were no known deaths due to radiation. 

Another difference is that the Chernobyl plant exploded while it was still 
operating. This created a huge radioactive cloud that floated dangerously over 
Europe. At Fukushima, workers were able to shut down parts of the plant to reduce 
the danger. There were some small explosions in the plant, but nothing as terrible as 
what happened at Chernobyl. 

Although the Fukushima disaster was not as harmful as Chernobyl, it still 
caused panic and fear throughout Japan. Radiation found its way into schoolyards 
and farms several hundreds of miles away. The abandoned Fukushima plant itself is 
still radioactive, and it could explode or leak more radiation in the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nuclear energy, no accident can be considered small. 

Which graphic can best describe the structure of the passage?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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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ake Chad 

Figure 1 shows changing levels of Lake Chad, in 
Saharan North Africa. Lake Chad disappeared 
completely in about 20,000 BC,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In about 11,000 BC it reappeared. Today, its 
level is about the same as it was in AD 1000.  
Figure 2 shows Saharan rock art (ancient drawings 
or paintings found on the walls of caves)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wildlife. 
1. What is the depth of Lake Chad today? 

(A) About two metres.         
(B) About fifteen metres.     

(C) It has disappeared completely.    
(D) The information is not provided. 
2. Figure 2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 there was no attempt to domesticate the 
animals which were depicted in the rock art. 

(B) the artists who drew the animals were highly skilled. 
(C) the artists who drew the animals were able to travel widely. 
(D) the animals in the rock art were present in the area at the time they were drawn. 

C. For this question you need to draw together information from Figure 1 and Figure 2.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hinoceros, hippopotamus and aurochs from Saharan rock art 

happened 
(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st recent Ice Age. 
(B) in the middle of the period when Lake Chad was at its highest level. 
(C) after the level of Lake Chad had been falling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D) at the beginning of an uninterrupted dry period.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 C )  2.(B )  3.(D )  4.( C )  5.(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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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ABC 雜誌試題 
1. What is the picture about?

(A) A research on different kinds of clouds.  (B) Artificial rainfall.
(C) Weather report. (D) A research on airplanes.

2. Besides being dropped from the sky, how many other ways can sliver iodide be
released?        (A) 1     (B) 2     (C) 3      (D) No information.

3. What will happen right after silver iodide comes into the cloud?
(A) It will rain immediately. (B) It will evaporate and disappear.
(C) It will first form ice crystals. (D) It will bring about lightening and thunders.

4. What happens before rainwater comes down?
(A) The airplane lands. (B) The ice melts.
(C) The silver iodide burns. (D) The wind blows.

5.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itcture?
(A) How cloud seeding works. (B) How planes help with rainfall.
(C) How silver iodide work with other chemicals. (D) The process of natural rainfall.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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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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素養導向評量命題 編號:____1_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G-12 甲-1 
二次曲線：拋物線、橢圓、雙曲線標準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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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能結合真實情境運用適當的公式與步驟解題。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以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一般民航客機為了適度分攤機艙壓力，窗戶大都近似呈現橢圓形狀。原理是飛機在飛行時機艙內必須加

壓，讓乘客在稀薄大氣層中依然舒適。尤其客機圓柱型機身加壓後會稍微擴張，而各部位材質都會承受一

定壓力，橢圓形狀的窗戶便可扮演關鍵的平衡角色，大大避免長方形窗戶，在壓力流的干擾下，會集中在

方形窗戶的四個拐角，使窗戶碎裂。此外在每面窗戶三層玻璃中，最內層則有一個通氣孔(Vent Hole)的

巧妙設計，除了能平衡氣壓外；同時也能防止玻璃霧化。已知某新型客機窗戶恰為橢圓且長軸長為 50公

分，短軸長為 30公分。若通氣孔位在其中一個焦點上，試求通氣孔到橢圓邊上最短距離為_______公分。

答案 5 公分 

參考解答 橢圓長軸長 2a 為 50公分 25a⇒ =  
橢圓短軸長 2b 為 50公分 15b⇒ =  

由橢圓定義
2 2 2 2 2 625 225 400 20a b c c a b= + ⇒ = − = − = =

通氣孔位在一個焦點上，且此通氣孔到橢圓邊上的最短距離為 25 20 5a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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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2_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G-12 甲-1 
二次曲線：拋物線、橢圓、雙曲線標準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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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能準確評量學生能否正確理解及運用拋物線光學性質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已知某廠牌探照燈為一拋物面鏡，其設計圖縱切面恰好位在頂點 (0,0)且對稱軸為 x 軸的拋物線上，如下圖

所示。若探照燈橫截面縱深 8 公分，橫長 16 公分，則工程師依據拋物線光學性質通常會將燈泡放在下列哪

一個位置，可將光線投射得最遠﹖

(1)(0,0) (2)(2,0)   (3)(4,0)   (4)(6,0)   (5)(8,0)﹒

y 

16公分 x

  8公分 

答案 (2) 

參考解答 由題意可知探照燈為一拋物面鏡，其縱切面位在頂點 (0,0) 且對稱軸為 x 軸的拋物線上。

因此可假設拋物線方程式為 2 4y cx=  

再將拋物線上一點(8,8)代入可得64 4 8c= × ，解出 2c = 。 
依據拋物線光學性質光源放在拋物線焦點處會反射出平行光，因此可放在焦點位置為(2,0)。 

編號:_____3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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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2 
數據分析：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準差。二維數據的散布

圖，最適直線與相關係數，數據的標準化。

學習表現:d-V-2 
能判斷分析數據的時機，能選用適當的統計量作為描述數據

的參數，理解數據分析可能產生的例外，並能處理例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能準確評量學生能否正確理解與應用統計一維數據分析相關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以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某班級舉辦小考，但因題目偏難，全班 36 位同學成績普遍不理想，最高分竟然只有 40 分 且沒有

同分者。聰明的曾老師想出一種調整成績的方式，可依下列四步驟讓全班同學均及格。 

步驟一:先將全班同學成績 ( 1, 2, , 35,36)ix i =  由大到小分別排序得到每個同學原始成績全班名次。 
步驟二:其次用 100 分來分別減去 36 位同學成績，得到一組(36 個)新成績 ( 1, 2, , 35,36)iy i =  。     

100 ( 1,2, , 35,36)i iy x i= − =   

步驟三:再將新的 36 個成績由大到小分別排序，得到一組(36 個)數列 ( 1, 2, , 35,36)iz i =  。 

步驟四: 最後全班同學依原始成績名次 i，依序取得相對應項數的 iz  (由大到小數列)的新成績。 

例如:原先原始最高得分的同學原先排序第一， 因此可取得新分數 ( 1, 2, , 35,36)iz i =  排序第一高

分的新成績。 

試問全班成績調整分數後，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1) 全班小考成績全距不變。 
(2) 全班小考成績中位數不變。

(3) 全班小考成績平均數不變。

(4) 全班小考成績標準差不變。

答案 (1)(4) 

參考解答 分數經過調整後，全班成績的中位數與平均數會改變，但是全班小考成績全距以及標

準差不變。 

編號:___4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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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D-10-3 
有系統的計數：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加法原理，乘法原

理，取捨原理。直線排列與組合

學習表現:d-V-7 
認識排列與組合的計數模型，理解其運算原理，並能用於溝

通和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結合歷史發展的準真實情境與配合新型學測設計混合式題型評量學生解題能力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以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德軍的通訊裝置:「奇謎機(Enigma)」用來保護重要的通訊內容，防止訊息被敵對的同

盟國知悉。該機器是由旋轉盤及接線板兩部分(如下圖所示)來調整設定，其方法如下:

旋轉盤：共有 3片圓型轉盤, 在不考慮缺口連動因素下，每片均有 26個字母供選擇, 且字母可以重複使用

並旋轉調整設定。(類似腳踏車的密碼鎖)

接線板：板上有 26個字母, 每個字母恰有一組雙孔插座.設定方法是以一條電線連接任意 2個不同字母的

插座, 最多可用到 13條電線。

1. 試問 3個旋轉盤共可調整出幾不同種的設定。
(1)78 (2)2600 (3)15600 (4)17576 (3)61136

2.由於科技進步, 奇謎機(Enigma)已有手機版本.(app畫面如右圖)畫面中

的接線板目前有 3對字母被 3條電線連接起來, 分別是{EH, GX, AO},我們

稱{EH, GX, AO}為接線板的一種設定(注意: {AO, XG, HE}和上述設定方式

相同,但{HX, GO, AE} 是不同的設定方式)試問奇謎機(Enigma)中如果連同

旋轉盤與 3條線連接起來的接線盤，一共可以有多少種不同的設定?

答案 1.(4)   2. 6069783720

旋轉盤 

接線板 

奇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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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解答 1 依據乘法原理 3片圓型轉盤, 每片均有 26個字母供選擇, 且字母可以重複並旋轉調整設

定完成 一共有 26 26 26 17576× × = 幾不同種的設定方式。 
2. 而奇謎機(Enigma)連同旋轉盤與 3條線連接的接線盤一共有

26 24 22
2 2 215576 3!C C C× × × ÷ = 6069783720 種不同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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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5__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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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有限項遞迴數列，有限項等

比級數，常用的求和公式，數學歸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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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結合生活情境評量學生運用計算機協作的問題解決能力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政府為鼓勵青年創業，擬提出「創業 10年借百萬，每年只要還 10萬，不夠部分怎麼辦，政府出面幫你

還」的優惠方案。此優惠方案內容如下： 

「創業申請人年初向銀行借款 100萬元，只要在每年年底皆還款 10 萬元，10 年期滿後由政府出面補助利

息差額即算還清。」 
若以年利率 2%，採複利計算，試問每一個申請方案 10年期滿後，政府須給銀行_____元才能補足利息差

額。(請計算至整數位)

答案 123972 元 

參考解答 ( . ) ( ( . ) ( . ) ( . ) ( . ) )10 9 8 21000000 1 02 100000 1 02 100000 1 02 100000 1 02 100000 1 02 100000× − × + × + + × + × +

(( . ) ).
.

10100000 1 02 11218994 42
1 02 1

−
= −

−
1218994 1094972 123972= −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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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6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N-10-6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有限項遞迴數列，有限項等比級

數，常用的求和公式，數學歸納法。。

學習表現

n-V-5  
能察覺規律並以一般項或遞迴方式表現，進而熟悉級數的操

作。理解數學歸納法的意義，並能用於數學論證。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具備描述狀態、關係、運算掌握規律執行操作程序，用以陳述情境中的問題，並能用以

呈現數學操作或推論的過程。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市面上一款數學幾何教具，是利用「磁珠」和「磁棒」磁性相吸原理建構出平面或立體幾何模型。此款教

具建構出一系列的四面體鋼架模型，如下圖所示: 

圖中「˙」表示磁珠；即圖 1有 4個磁珠、圖 2有 10個磁珠、圖 3有 20個磁珠。若依此規律，廠商希望

此款教具能建構出最下層邊長為 8根磁棒的四面體鋼架模型，試求此款教具一共需要多少個磁珠？  

答案 166 

參考解答   圖一(邊長為 1) 圖二(邊長為 2) 圖三(邊長為 3) 
「˙」表示磁珠數量

1a = 4 2a = 10 3a = 20 
磁珠數量規律尋求 

2 1 6 1 2 3a a− = = + +  

3 2 10 1 2 3 4a a− = = + + +  

4 3 15 1 2 3 4 5a a− = = + + + +


8 1 45 1 2 3 4 5 9a a+ − = = + + + + + +

      8 1 1 7 2 7 3 7 4 6 5 5 6 4 7 3 8 2 9 1 161a a−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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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61 6 166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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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7_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G-11A-5 
三角的和差角公式：正弦與餘弦的和差角、倍角與半角公

式。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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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可以藉由三角函數的概念而做運算，理解並熟練其操作，並能用於溝通。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櫻木花道和赤木晴子兩人相約到神奈川遊樂園，樂園中有一個海賊王主題區，

其中一座魯夫海盜船，如右圖所示，以O為旋轉中心，已知M 是 AB 的中點，

OM 垂直 AB ， 5MA MB= = 公尺， 12OM = 公尺，它向左右最大擺動角度為

45°，兩人一起坐在 A點處，當它向左擺動至最高點C 時，C 比原來A點位置

大約提高         公尺。(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位， 2 1.414≈  )

答案 7 

參

考解答

如右圖所示 AOM θ∠ =  

且 2 212 5 13OC OA= = + =  
cos( )

(cos cos sin sin )

0

0 0

45
13 45 45

OR OC θ

θ θ

= +

= −

( )12 2 5 2 7 213
13 2 13 2 2

= × − × = ≈ 4.95 

C 比原來 A點位置提高

= RM OM OR= −
= . .12 4 95 7 05 7−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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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8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2 數據分析：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準差。二維數據

的散布圖，最適直線與相關係數，數據的標準化。

學習表現: 
d-V-2 能判斷分析數據的時機，能選用適當的統計量作為

描述數據的參數，理解數據分析可能產生的例外，並能處理

例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與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如表為 2009年至 2016年，國人每月薪資所得相關數據： 

長條圖對照左側縱軸，為每月薪資所得中位數；折線圖對照

右側縱軸，為每月薪資中位數比上平均總薪資的百分比值。 

請參考此資料回答下題： 

若下列六個選項中敘述為 2017年年初不同媒體的新聞內容，

則依上表數據判斷，試問下列哪幾個選項的內容是正確的? 

(1)自 2009年以來，國人薪資所得中位數年年成長。

(2)2016年國人每月薪資所得中位數，比起 2009年增加了約

2000 多元。

(3)近 2年有 5 成以上的國人每月薪資所得超過 3萬 3千元。

(4)近 5年來，國人平均月薪的最大值出現在 2010年。

(5)近 8年來，國人月薪中位數與月薪平均數差距最小是出現

在 2012 年。

答案 (2)(3) 

參考解答 (1)自 2009年以來，國人薪資所得中位數年年成長是不正確的。

(4)近 5年來，國人平均月薪的最大值出現在 2016年。

(5)近 8年來，國人月薪中位數與月薪平均數差距最小是出現在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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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9__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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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1B-2 不確定性：條件機率、貝氏定理、獨立事件及其基

本應用，列聯表與文氏圖的關聯。

學習表現: 
d-V-3 理解事件的不確定性，並能以機率將之量化。

理解機率的性質並能操作其運算，能用以溝通和推

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強化數學學科基本知識素養的培育重在實用跨領域的統整應用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高一班級打算買飲料辦理慶生活動，分別向「辛八客」，「60 藍」，「香蕉工坊」三家商店下訂單，由於

其市占率分別占總銷售量的
3
2
，

4
1
，

12
1
。依過去經驗得知，因為生意忙碌或店員工作疏忽，將訂單與飲

料店弄錯的機率如下:「辛八客」為 2%，「60藍」為 3%，「香蕉工坊」為 1% 。請問高一班級吳同學原本

訂珍奶，但是卻喝到拿鐵(即飲料店弄錯)的情形下，是「辛八客」商店弄錯的機率是______________。 

答案 8
13

參考解答 2 2
16 16 83 100

2 2 1 3 1 1 16 9 1 26 13
3 100 4 100 12 100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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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10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樣本空間與事件，複合事件 
的古典機率性質，期望值。

學習表現: 
d-V-3 理解事件的不確定性，並能以機率將之量化。理解

機率的性質並能操作其運算，能用以溝通和推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與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近幾年高中各校推動適性入學力行常態編班，同一個班級內的學生數學能力差距有時很大，經常使教學現

場無法兼顧每位學生的適性學習。對此，數學老師王大帥擬針對甲班全體45位學生，挑選某個單元做一週

的實驗性教學，並將這45位學生根據數學能力分成九組在不同的時間進行差異化教學。第一組為程度最差

的1個人一組，第二組為程度次差的2個人一組，…，依此類推，而第九組為程度最好的9個人一組。在教

學實驗結束後，老師想從這 45人中隨機挑選2人進行意見調查，試問此2人不在同一組的機率為______。 

答案 29
33

參考解答 2 3 4 5 6 7 8 9
2 2 2 2 2 2 2 2

45
2

1 3 6 10 15 21 28 36 870 291 1
990 990 33

C C C C C C C C
C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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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11___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樣本空間與事件，複合事件 
的古典機率性質，期望值。

學習表現: 
d-V-3 理解事件的不確定性，並能以機率將之量化。理解

機率的性質並能操作其運算，能用以溝通和推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與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王大帥與另外 9位朋友到籃球場打球，欲分為 5對 5分庭抗禮。王大帥提出下列兩種分組方式： 

方法(一)10 人同時出黑白拳(P.S.只有黑與白兩種出法)，若剛好 5黑 5白則完成分組，否則就重新出拳。 

方法(二)王大帥之外的9人同時出黑白拳，若剛好4黑5白或4白5黑則完成分組，然後王大帥加入4人的那 

一 組，否則就重新出拳。 

若使用方法(一)在第一次出拳就完成分組的機率為 1p ，而使用方法(二)在第一次出拳就完成分組的機率為

2p ，試求數對 ( )1 2 ,  p p =  ______________。

答案   63    63    ,    
  256    128  

 
 
 

參考解答 ( ) ( ) ( )10 5 5
5

1 1 252 631
2 2 1024 256

C = =

  ( ) ( ) ( ) ( ) ( )9 5 4 9 4 5
4 5

1 1 1 1 252 632
2 2 2 2 512 128

C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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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12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樣本空間與事件，複合事件 
的古典機率性質，期望值。

D-11A-2 條件機率：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應用，事件的獨立

性及其應用。

D-11B-2 不確定性：條件機率、貝氏定理、獨立事件及其基

本應用，列聯表與文氏圖的關聯。

學習表現: 
d-V-3 理解事件的不確定性，並能以機率將之量化。理解

機率的性質並能操作其運算，能用以溝通和推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與建立數感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某百貨公司周年慶舉辦滿額摸彩大方送，若有一專櫃當天消費滿 1萬元的前 10位顧客可依序參加該專櫃的

福袋抽獎（一共 10個福袋，而其中價值超過 5000元的福幸運袋只有 3個），試問消費滿 1萬元且排在第

9位的專櫃顧客，他（她）抽中幸運福袋的機率為        。 

答案 3
10

參考解答
10位顧客抽中幸運福袋的機率皆為

3
10。 

(全部情形可將 10位顧客抽獎過程視為將 3個幸運福袋與另 7個福袋做成一個不盡相

異物的直線排列，若排在第 9位的專櫃顧客要抽中幸運福袋，因此第 9個需排幸運福

袋 所以其他 2個幸運福袋與另 7個福袋則可做成另一種不盡相異物的直線排列。) 

所以排在第 9位的專櫃顧客，他（她）抽中幸運福袋的機率=

!
! !

!
! !

9
37 2

10 10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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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13__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樣本空間與事件，複合事件 
的古典機率性質，期望值。

D-11A-2 條件機率：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應用，事件的獨立

性及其應用。

D-11B-2 不確定性：條件機率、貝氏定理、獨立事件及其基

本應用，列聯表與文氏圖的關聯。

學習表現: 
d-V-3 理解事件的不確定性，並能以機率將之量化。理解

機率的性質並能操作其運算，能用以溝通和推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與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1.一個箱子中有 12顆大小相同的球，其中有 4顆是白球、5顆是紅球、3顆是黃球。假設每顆球被取中的

機率均等，現在從箱子中取球，每次取一顆，取後不放回，試求抽出最後一顆是黃球的機率？ 

(1) 
1
3
 (2)

 

1
4
  (3)

1
5
  (4) 

1
10

  (5)
1

12
2. 一個箱子中有 12顆大小相同的球，其中有 4顆是白球、5顆是紅球、3顆是黃球。假設每顆球被取中的

機率均等，現在從箱子中取球，每次取一顆，取後不放回，試求三種色球取完依次是白球、紅球、黃球的

機率?

答案 1 (2)。  2 5
36
。

參考解答 1.最後一顆是黃球的機率為
3 1

12 4
=

全部情形可將 12顆大小相同的球，其中有 4顆是白球、5顆是紅球、3顆是黃球，抽球過

程可視為將此 12顆球排列呈現不盡相異物的直線排列，若排在最後一顆球是黃球，
所以其他 4顆是白球、5顆是紅球、2顆是黃球排列出前 11個位置呈現不盡相異物的直

線排列。 

所以抽出最後一顆是黃球的機率=

!
! ! !

!
! ! !

11
3 14 5 2

12 12 4
4 5 3

= = ，故選(2)。

2 .黃球是最後一顆求取出的機率為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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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時白球較紅球先取完的機率為(此時黃球不計算只計算 4顆是白球、5顆是紅球)

  9 顆球排列最後一顆是紅球的機率為

!
! !
!

! !

8
54 4

9 9
4 5

=

  由條件機率計算可得
5 1 5
9 4 3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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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14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3 有系統的計數：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加法原

理，乘法原理，取捨原理。直線排列與組合。

學習表現: 
d-V-6 理解基本計數原理，能運用策略與原理，窮舉

所有狀況。

d-V-7 認識排列與組合的計數模型，理解其運算原

理，並能用於溝通和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與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好萊塢鉅片「復仇者聯盟」上演了，A、B、C、D、E、F、G、H、I 九位好朋友下課後一同相約

進行電影欣賞。由於電影上映時刻接近，他們決定一起搭計程車前往泰厲害電影院。而此時來了

三輛計程車(此三台計程車的車型最多可載乘客 4 人)，若僅考慮同乘同一台計程車人數而共同分擔

車資並不考慮坐位，且最後此三台計程的車資均相同，試問九人車資一共可能有幾種分擔情形。

答案 1270 

參考解答 (3,3,3) 1 種 (9 個人車資全相同) 
(1,4,4) 9

1 9C⇒ =  (只有一個人的車資與另 8 人不同) 
(2,3,4) 9 7

2 3 36 35 1260C C⇒ × = × =

因此九人車資一共有 1+9+1260=127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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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15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1A-2 條件機率：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應用，事件的獨立

性及其應用。

D-11B-2 不確定性：條件機率、貝氏定理、獨立事件及其基

本應用，列聯表與文氏圖的關聯。

學習表現: 
d-V-3 理解事件的不確定性，並能以機率將之量化。理解

機率的性質並能操作其運算，能用以溝通和推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與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是精神疾病的一種，舊稱為精神分裂症，常見症狀包括妄想、幻覺、幻聽以

及情感冷漠。思覺失調症患者約占全球 1%。根據國外學者 Swanson(1990)的專業研究，一般人暴力發生率

約為 3.7%，而思覺失調症患者暴力發生率為一般人(非思覺失調症患)的 3倍。若發生一起暴力事件，則該

事件是由思覺失調症患者引起的機率約為多少?(1) 1%     (2) 2%    (3) 3%    (4) 4%    (5) 25% 

答案 (3) 

參考解答 %
.

% %

371 3 31000 0 0337 37 10299 1 3
1000 1000

× ×
= ≈

× + × ×

編號:___16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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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3 有系統的計數：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加法原

理，乘法原理，取捨原理。直線排列與組合。

學習表現: 
d-V-6 理解基本計數原理，能運用策略與原理，窮舉

所有狀況。

d-V-7 認識排列與組合的計數模型，理解其運算原

理，並能用於溝通和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阿智規劃到全班同學到臺南市旅遊，網路上推薦幾個的景點分布如下： 

北門區(位於臺南的北端)：井仔腳瓦盤鹽田、北門水晶教堂、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 

安平區(位於臺南的中端)：安平古堡、億載金城 

仁德區(位於臺南的南端)：奇美博物館、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如果阿智想在這 3個行政區各挑 1個景點，並希望這次的班級旅遊行程能夠參觀安平古堡或奇美博物館其

中之一且不要繞路(即旅遊順序由北門區->安平區->仁德區或由仁德區->安平區->北門區) 。試問他規劃出

來的行程版本一共可能有    種。

答案 18 

參考解答 ( )3 2 2
1 1 12 1 18C C C× × × − =

60



編號:____17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N-10-3 指數：非負實數之小數或分數次方的意義，幾

何平均數與算幾不等式，複習指數律，實數指數的意

義，使用計算機的 𝑥𝑥𝑦鍵。

S-11B-2 圓錐曲線：由平面與圓錐截痕，視覺性地認識

圓錐曲線，及其在自然中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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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應用到學術學習、生活與職業生涯的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依據維基百科上的資料顯示:在 1867年所發現的坦普爾 1 號彗星行蹤不定，1960美國天文學家精

算出其橢圓形軌道的近日點與遠日點和太陽的距離比約為 1:3，且此彗星軌道橢圓的半短軸長 a
約為 3.122 光年，而此彗星的週期(彗星繞行一圈所經過的時間) T 與半長軸 a 的關係恰為

2 3T a= 。已知 2016 年 8月觀測到該彗星在近日點位置，依照題目給定的數據，請問最快在哪一

年可以再次觀察到此彗星出現在近日點？

答案 2022 

參考解答
( . ) .

3 3
2 3 2 23 122 5 516T a T a= ⇒ = = ≈

2016 年 8 月再經過 5.5 年約為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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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18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G-11A-9 平面方程式：平面的法向量與標準式、兩平面

的夾角、點到平面的距離。

G-11A-10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空間中直線的參

數式與比例式，直線與平面的關係，點到直線距離，

兩平行或歪斜線的距離。

學習表現:  
s-V-2 察覺並理解空間的基本特質，以及空間中的

點、直線與平面的關係。能在空間中認識特殊曲線，

並能察覺與欣賞生活中的範例。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小默和小西參加空間虛擬 VR鐳射槍射擊比賽且鐳射光為等速率直線前進。
已知小默從 (0,13, 11)− 射擊，第 t 秒時，鐳射光抵達的坐標為 (0 ,13 2 , 11 2 )t t t− + − + 。
而小西從 (5,3, )a 射擊，第 s 秒時，鐳射光抵達的坐標為 (5 3 ,3 2 , )s s a s− + + 。
射擊開始後，小默和小西皆射中指定物(視作空間同一點坐標)，則 a 之值為何?

答案 4 

參考解答 (0 ,13 2 , 11 2 )t t t− + − + = (5 3 ,3 2 , )s s a s− + +
,5 10s t= = ⇒ 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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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19_____ 

命題學校/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F-12 甲-6 積分：多項式函數的反導函數與不定積分。

定積分在面積、位移、總變化量的意涵，微積分基本

定理。

學習表現:
f-V-2 認識多項式函數的圖形特徵，理解其特徵的意

義，認識以多項式函數為數學模型的關係或現象，並

能用以溝通和解決問題。

f-V-8 認識微分與積分互為逆運算，理解微積分基本

定理的意義，並能用以推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應用到學術學習、生活與職業生涯的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下圖是以樹葉為主題的瓷磚設計圖，已知圖中葉子 B 圖形邊緣是用函數 y = x3與 y = 3x3 − 6x2 + 4x 在區間

[0,1]的圖形所描繪而成的，並將邊長為 1 正方形磁磚分割為 A、B、C 三個區域，試計算出此三個區域的面

積值? 

答案
A、C 兩個區域面積為

4
1
，

B 區域面積為
1
2

參考解答
A 的面積為

141 3

0
0

1
4 4
xx dx


= =


∫

B 的面積為 ( )
0

3 21 33 6 4x x x x dx− + −∫ ( ) ( )
141 3 2 3 2

0
0

2 12 6 4 2 2
4 2
xx x x dx x x


= − + = − + =


∫

C 的面積為
1 1 11
4 2 4

= − − = 。

編號:__20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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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2 數據分析：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準差。二維

數據的散布圖，最適直線與相關係數，數據的標準

化。

學習表現:
d-V-2 能判斷分析數據的時機，能選用適當的統計量

作為描述數據的參數，理解數據分析可能產生的例

外，並能處理例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應用到學術學習、生活與職業生涯的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我們常在新聞中聽見，預估下週汽柴油價格會調升（降），從中油網站上得知其價格調整的調價幅度公式

如下（節自中油網站）： 

「每週（週一至週五）調價幅度取「調價指標當週均價乘以當週匯率均價與調價指標前週均價乘以前

週匯率均價比較」之 80%變動幅度計算，取小數二位，採四捨五入。」 

其中調價指標係指： 

「Platts 報導之 Dubai（杜拜）及 Brent（布倫特）均價，分別以 70 % 及 30%權重計算（70 % Dubai 

+30% Brent），取小數二位，採四捨五入。」

最後調價金額：

（一）依「92 無鉛汽油及超級柴油還原依機制計算應調整價格之稅前批售價格」乘以「調價幅度」，

分別計算 92 無鉛汽油及超級柴油稅前批售價格（取小數二位，採四捨五入），再加上稅費換算零售

價（取小數一位，採四捨五入），據以計算調價金額。

（二）95及 98無鉛汽油比照 92 無鉛汽油調價金額、海運重柴油及甲種漁船油比照超級柴油調價金

額同步調整。

下表為中油公司網站公告之汽柴油價格調幅比較表

前週 本週 

指標油價日期 
2019/04/09~ 

2019/05/03 

2019/05/06~ 

2019/05/10 

考量匯率後指標油 80

％變動幅度 

70％Dubai＋ 30％Brent 

（美元∕桶） 
71.21 70.02 

匯率 30.904 30.934 *Q（1）

92 無鉛汽油（元∕公升） 

稅前批售價 
17.96 

依變動幅度計算

之稅前批售價 

*Q（2）

超柴（元∕公升） 

稅前批售價 
19.47 

資料來源：中油網站 

已知前週及本週之調整指標價與匯率如上表，根據上述浮動油價變動機制，試問： 

（1）本週價格應調整的調價幅度為多少%
（2）承上，已知前週之 92無鉛汽油稅前批售價為 17.96，試推測本週應公告的 92無鉛汽油稅前批售價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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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多少？

答案 1.(–1.26℅)  2.(17.73) 

參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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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21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3 有系統的計數：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加法原

理，乘法原理，取捨原理。直線排列與組合。

學習表現: 
d-V-6 理解基本計數原理，能運用策略與原理，窮舉

所有狀況。

d-V-7 認識排列與組合的計數模型，理解其運算原

理，並能用於溝通和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某校舉辦班級廚藝大賽，主辦單位購置豬肉片、雞肉片及羊肉片三種肉片以及小白菜、高麗菜、香

菇、豆腐共四種素類食材。比賽規定需將這七種食材全部用到來完成三道主菜，而且每道主菜可以只

使用其中一種食材或同時使用多種食材，但每種食材只能使用一次，且每道主菜一定要有肉片，請問

食材的分配方式一共有幾種方法？

答案 180 

參考解答 !!
!

63 6 30 180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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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22_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樣本空間與事件，複合事件 
的古典機率性質，期望值。

N-10-3 指數：非負實數之小數或分數次方的意義，幾

何平均數與算幾不等式，複習指數律，實數指數的意

義，使用計算機的 𝑥𝑥𝑦鍵。

學習表現:
d-V-3 理解事件的不確定性，並能以機率將之量化。

理解機率的性質並能操作其運算，能用以溝通和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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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使用工具的素養與建立數感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擲筊時一正面一反面稱為聖筊，假設每只筊杯出現正面或反面的機率相同，根據某年農曆新年的

報導： 金門某幸運兒連續擲得 20 次聖筊，獲得當年度最大獎汽車一臺；請問連續擲得 20 次聖筊的機

率最接近下列哪一個選項(1)0.0001   (2)0.0002   (3)0.0003   (4)0.0004   (5)0.0005

答案 (3) 

參考解答 ( ) .202 0 000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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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23_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A-11B-1 矩陣與資料表格：矩陣乘向量的線性組合意涵，二

元一次方程組的意涵，矩陣之加、減、乘及二階反方陣。將

矩陣視為資料表，用電腦做矩陣運算的觀念與示範。

學習表現: 
a-V-3 認識矩陣，理解線性組合與矩陣運算的意涵，

並能用以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小智跟小霞經常交換訊息分享彼此生活習慣，為了確保傳遞過程保密性，因此兩人相約嘗試在訊

息中先加入一道四位數字密碼鎖。兩人約定用一個二階方陣的各元作為訊息密碼。例如：矩陣

5 4
7 6

X  
=  
 

表示四位密碼為5476，但為了怕破解，於是兩人以矩陣
1 3
2 7

A
− 

=  − 
作為加密矩陣，

先將原先矩陣X左乘加密二階方陣A得到訊息矩陣B，即AX=B，再將訊息矩陣B傳給對方，當對方收

到後再還原得到原先訊息X，便可知密碼。若傳來矩陣
1 27

3 63
B

− − 
=  
 

，則原先四位密碼為_____。

答案 2019 

參考解答

11 3
2 7

A A−− 
= ⇒ = − 

7 3
2 1
 
 
 

而 AX=B 1 1 1A AX A B X A B− − −⇒ = ⇒ = =
7 3
2 1
 
 
 

1 27
3 63
− − 

= 
 

2 0
1 9
 
 
 

故原先四位密碼為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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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24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F-12 甲-4 導函數：微分乘法律，除法律，連鎖律，高

階導數，萊布尼茲符號。函數的單調性與凹凸性判

定，一次估計，基本的最佳化問題。

學習表現:
F-12 甲-4 導函數：微分乘法律，除法律，連鎖律，高

階導數，萊布尼茲符號。函數的單調性與凹凸性判

定，一次估計，基本的最佳化問題。

f-V-7 理解導函數的意義，熟練其操作，並能用以解

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中秋節烤肉時，小芬想使用一邊長為 20 公分的正方形錫箔紙，以如下方法摺成烤蛤仔的容
器。自其四角截去四個小正方形，然後沿虛線向上摺成一個沒有蓋的盒子。試求當截去的正方
形邊長為多少時，可使盒子裝最多蛤仔（容積最大）？ 

答案

3
10

參考解答 設截去的正方形邊長為 x時，可使盒子裝最多蛤仔（容積最大）
沒有蓋的盒子容積

'( ) ( ) ( ) ( ) ( )( ) ( )( )2 220 2 20 2 2 20 2 2 20 2 20 2 4 0V x x x V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10 )x = 不合
10
3

x = 可使盒子裝最多蛤仔（容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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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25_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 
N-10-3 指數：非負實數之小數或分數次方的意義，幾

何平均數與算幾不等式，複習指數律，實數指數的意

義，使用計算機的 𝑥𝑥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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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小潘最近想要買一台轎車，於是到車行展場看車，服務員跟小潘介紹了一台新車，並說：「現在 60期零利

率，所以只要繳頭期款 20萬的部分就好，剩下的 180 萬分 60期還清即可。」此時小潘想到前兩天銀行有

打電話跟他說，現在小額汽車貸款，年利率 2.8%，於是小潘問車廠服務員說，如果付現的話，是否有折

扣？服務員說如果付現的話，可以再便宜 20萬，請問如果你是小潘的好友，請建議小潘要跟銀行小額貸款

付現買車；還是直接跟車行買車再分 60期還清即可？請說明理由！ 

答案 建議直接跟車廠購買再分 60期還清即可。

參考解答 因為如果跟銀行貸款的話，要貸款 160萬五年的本利和為 ( . )5160 1 028 1836900× = 元。

而直接跟車行買車再分 60期還清即可只要再付 1800000元就好了。因此建議直接跟車廠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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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26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2 數據分析：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準差。二維數據

的散布圖，最適直線與相關係數，數據的標準化。

學習表現: 
d-V-2 能判斷分析數據的時機，能選用適當的統計量

作為描述數據的參數，理解數據分析可能產生的例

外，並能處理例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使用工具的素養與建立數感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選訓中心為保持運動員最佳的體能狀態，教練要求在每天熱身運動做完之後，要求量測體重。
  下表為40位運動員體重與人數統計資料： 

體重(公斤) 60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人數 1 3 5 7 8 7 5 3 1 

 試求此40位運動員的平均體重及體重的標準差?(計算至十分位) 

答案 此 40位運動員的平均體重為 76公斤及體重的標準差 7.5公斤。

參考解答
體重(公斤) 60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體重平移至

76公斤 

-16 -12 -8 -4 0 +4 +8 +12 +16

人數 1 3 5 7 8 7 5 3 1 

40位運動員的平均體重

( ) ( ) ( ) (16 1 12 3 8 5 4) 7 0 8 4 7 8 5 12 3 16 176 76
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體重的標準差

( ) ( ) ( ) ( ) .
2 2 2 216 2 12 6 8 10 4 14 512 864 640 224 56 7 5

40 40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___27____ 

71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3 有系統的計數：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加法

原理，乘法原理，取捨原理。直線排列與組合。

學習表現: 
d-V-6 理解基本計數原理，能運用策略與原理，窮舉

所有狀況。

d-V-7 認識排列與組合的計數模型，理解其運算原

理，並能用於溝通和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某班級 8 位同學想訂購飲料，但考量統計的便利性，因此只提供紅茶、綠茶、奶茶及蜂蜜檸檬茶 

4 種飲料供選擇，請問最後訂購的 8 杯飲料一共有幾種組合？ 

答案 165 

參考解答 !
! !

11 11 10 9 165
8 3 1 2 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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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28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F-10-1 一次與二次函數：從方程式到 f(x)  的
形式轉換，一次函數圖形與 y=mx 圖形的關係，數線上的分

點公式與一次函數求值。用配方將二次函數化為標準式，二

次函數圖形與 y= y = ax2 圖形的關係，情境中的應用問

題。

學習表現:  
g-V-5 理解並欣賞坐標系統可為幾何問題提供簡潔的算

法，而坐標的平移與伸縮可以簡化代數問題，能熟練前述操

作，並用以推論及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如下圖所示，有一拱門其邊界線恰好呈現二次函數圖形，若從地面到拱門最高點之距離為 6 公尺，拱門地

面 AB 的寬為 24 公尺，則離地面 2 公尺高的拱門寬度為___________公尺。 

答案 12 6

參考解答 如圖所示可設拱門其邊界線二次函數為 2y ax=  

原題意可知 O 為原點，A( , )12 6− − ，B( , )12 6−  

可得 ( )2 6 16 12
144 24

a a− = − ⇒ = − = −

故可得二次函數為 21
24

y x= −

又離地面 2公尺高可設方程式為 4y = −  將其 

代入二次函數為 21
24

y x= − 中，故 2 214 96 6 6
24

x x x− = − ⇒ = ⇒ = ±

因此可得拱門寬度為12 6 公尺 

編號:___29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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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A-11B-1 矩陣與資料表格：矩陣乘向量的線性組合意涵，二

元一次方程組的意涵，矩陣之加、減、乘及二階反方陣。將

矩陣視為資料表，用電腦做矩陣運算的觀念與示範。

N-10-7 邏輯：認識命題及其否定，兩命題的或、且、推論

關係，充分、必要、充要條件。

學習表現: 
a-V-3 認識矩陣，理解線性組合與矩陣運算的意涵，並能

用以解決問題。

n-V-6 認識命題，理解並欣賞邏輯相對於自然語言的一致

性與精確性，並能用於溝通與推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未來學習或生涯發展的學術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設 A為 3 × 3矩陣﹐且對任意實數 a﹐b﹐c﹐
a b

A b c
c a

   
   =   
      

均成立﹒試問矩陣 2

1
0
1

A
 
 
 
 − 

為下列哪一個選項﹖ 

(1)

0
1
1

 
 
 
  

  (2)

1
1
0

− 
 
 
  

   (3)

1
0
1

 
 
 
  

(4)

0
1
1

 
 
 
 − 

  (5)

1
0
1

− 
 
 
  

﹒ 

答案 (2) 

參考解答
2

1
0
1

A
 
 
 
 − 

1
( 0 )

1
A A

 
 = = 
 − 

0
1

1
A
 
 − = 
  

1
1
0

− 
 
 
  

 

74



編號:__30_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A-11A-3 矩陣的運算：矩陣的定義，矩陣的係數積與加減運

算，矩陣相乘，反方陣。將矩陣視為資料表，用電腦做矩陣

運算的觀念與示範。學習表現: 
a-V-3 認識矩陣，理解線性組合與矩陣運算的意涵，

並能用以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未來學習或生涯發展的學術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如下圖所示， , ,A B C 為某運輸路網中的三個站點。站與站之間的連線數目表示其間可互通的路線

數。我們可以用個簡單的表格來呈現站與站之間的路線數目，並據以引進相連(鄰)矩陣

(adjacency matrix) 3T 來呈現站與之間的數線數目。例如：站 A到站 B 有 1條相異路線可到達，

因此在矩陣 3T 的第 1列第 2行標記數字 1，而站 A到站C 有 3條相異路線可到達，因此在矩陣 3T
的第 1列第 3行標記數字 3。 

(1)請依據上圖與表的訊息完成相連矩陣 3T ，並寫出數對 ( , , , )a b c d 。

(2)

矩陣

11 12 13
2

3 3 3 21 22 23

31 32 33

0 1 3 0 1 3
0 0

0 0

t t t
T T T a b a b t t t

c d c d t t t

     
     = ⋅ = ⋅ =     
          

 恰好表示此三站點間在 2次點和點間移動

的總路線數(同一條路線可去可回，沒有方向性。例如， 11t 即表示自站 A出發移動兩次再回到站 A
的總路線數，當然，你也可以用暴力法數出來。)請問，矩陣 2

3T 中的

( )11 22 33, ,t t t = 。 

(3) 觀察矩陣 3T 和 2
3T ，你發現了什麼特殊的規律或是有趣的現象？請詳細說明其理由? 

答案 (1) (1,2,3,2) (2) (10,5,13)

(3) 兩個矩陣都具對稱性且 2
3T 的對角線元素恰為其到其他端點數的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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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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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31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N-10-6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有限項遞迴數列，有

限項等比級數，常用的求和公式，數學歸納法。

學習表現: 
n-V-5 能察覺規律並以一般項或遞迴方式表現，進而

熟悉級數的操作。理解數學歸納法的意義，並能用於

數學論證。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未來學習或生涯發展的學術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螽斯會依照特定的繁殖方式繁衍子代，上一代的𝑥𝑥隻螽斯會繁

衍出左、右分支的下一代螽斯2𝑥𝑥 + 2、4𝑥𝑥 + 4。如下圖，依此

規則，假設第一代有 1隻螽斯，第二代會繁衍出由左至右的分

支數字 4、8；再由第二代可繁衍出由左至右的分支數字 10、

20、18、36，依此類推。若以𝑎𝑎𝑛𝑛表示第𝑛𝑛代最左邊的分支數字

（如𝑎𝑎2 = 4、𝑎𝑎3 = 10），且𝑛𝑛 ≥ 2，請回答下列問題：

1. 若𝑎𝑎𝑛𝑛 = 𝐴𝐴𝑎𝑎𝑛𝑛−1 + 𝐵𝐵，則𝐴𝐴 + 𝐵𝐵 =?.
2. 求𝑎𝑎10 =?
3. 若以𝑏𝑏𝑛𝑛表示第 n代由左至右第 3個分支數字

（如𝑏𝑏3 = 18），求𝑏𝑏10 =?

答案 1.(4)   2.(1534)  3.(3066) 

參考解答

4 8 

10 20 18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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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32_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N-10-7 邏輯：認識命題及其否定，兩命題的或、且、

推論關係，充分、必要、充要條件。

學習表現: 

n-V-6 認識命題，理解並欣賞邏輯相對於自然語言的一

致性與精確性，並能用於溝通與推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未來學習或生涯發展的學術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學校規定學生若要獲得數學獎學金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兩個要求：

一、國文成績不低於 80 分或英文成績不低於 80 分； 
二、數學成績 85 分（含）以上且物理成績及格。 
已知某學生的數學 90 分，試選出正確的選項？ 
(1)若該生的物理不及格，則無法獲得獎學金。

(2)若該生的國文 83 分且物理及格，則可以獲得獎學金。

(3)若該生的物理及格，但是英文不及格，則無法獲得獎學金。

(4)若該生的國文、英文皆 85 分，則可以獲得獎學金。

(5)若該生的國文、物理皆 80 分，則可以獲得獎學金。

答案 (1) (2)  (5)

參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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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34_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D-10-3 有系統的計數：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加法原

理，乘法原理，取捨原理。直線排列與組合。

學習表現: 
d-V-6 理解基本計數原理，能運用策略與原理，窮舉所有

狀況。

d-V-7 認識排列與組合的計數模型，理解其運算原理，並

能用於溝通和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籃球八強賽以循環制（即每隊與所有對手打過一場），共 7天賽事結束後戰績取前 4名進入四強

賽。倘若回到八強賽最後的第 7天，八隊前 6天的戰績與第 7天對戰組合如下表，請回答下列問

題。 

排名 學校 戰績 
H  vs  D 

1 A 6勝 0敗 

2 B 4勝 2敗 
F  vs  G 

2 C 4勝 2敗 

4 D 3勝 3敗 
C  vs  A 

4 E 3勝 3敗 

6 F 2勝 4敗 

7 G 1勝 5敗 

7 H 1勝 5敗 

前 6天各隊戰績 E  vs  B 

第 7天對戰組合 

1. 第 7天全部賽完的對戰結果可能有幾種情形？

2. 若僅以此戰績來評估，則在第 7天有幾種對戰結果能保證 B校進入四強？

答案 1.(16種)   2.(12種) 

參考解答

編號:__35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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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F-10-1 一次與二次函數：從方程式到 f(x)  的形式轉換，一

次函數圖形與 y=mx 圖形的關係，數線上的分點公式與一次

函數求值。用配方將二次函數化為標準式，二次函數圖形與
2y ax= 圖形的關係，情境中的應用問題。 

學習表現: 
f-V-1 認識函數，理解式與函數的關連並能靈活轉

換，理解函數圖形的意義，並能用以溝通。

a-V-1 理解多項式、分式與根式對應實數之運算規

則，理解指數、對數的運算規則，並能用於數學推

論。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知能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某一早餐店專售健康三明治，已知每個健康三明治的成本為 8 元，當每個健康三明治售價訂為 20
元實，每天可售出 100 個三明治，若每個三明治的售價每降 1 元時，每天可多買出 25 個三明治，

試問老闆應將健康三明治售價訂為多少其利潤最大？ 並求其利潤 ? 

答案 老闆應將三明治售價訂為 16元時其利潤最大為 1600 元 

參考解答 假設老闆將三明治的售價降 x元﹐即每個三明治的售價為 20－ x元﹒每天可賣出

100+25 x個三明治﹐且每賣出一個三明治可賺 xx −=−− 128)20( 元，故其利潤為

( 1600)4(25120020025)12)(25100 22 +−−=++−=−+ xxxxx ﹐

因此，當 4=x 時，有最大利潤值 1600元。即每個三明治的售價為 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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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36__ 

命學校題/老師 出處：

自創

改編自

學習內容與表現

(108 高中數學 
課綱條目)： 

學習內容: 
N-10-6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有限項遞迴數列，有限項

等比級數，常用的求和公式，數學歸納法。

A-11A-3 矩陣的運算：矩陣的定義，矩陣的係數積與加減運

算，矩陣相乘，反方陣。將矩陣視為資料表，用電腦做矩陣

運算的觀念與示範。

學習表現:
n-V-5 能察覺規律並以一般項或遞迴方式表現，進而熟悉

級數的操作。理解數學歸納法的意義，並能用於數學論證。

a-V-3 認識矩陣，理解線性組合與矩陣運算的意涵，

並能用以解決問題。

預估難易度：

易 (55% - 75%)
中偏易(40% - 55%)
中偏難(25% - 40%)
難(15% - 25%)

測驗目標

(設計理念) 
未來學習或生涯發展的學術素養

1. 概念性知識 2. 程序性知識 3. 閱讀與表達能力    4. 連結能力

5. 推理論證的能力6. 解決問題的能力7. 其他

必須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不可使用計算機當作評量工具

題目內容：

實驗室培養兩種益生菌，令 na 和 nb 分別代表兩種培養益生菌在時間點n的數量，彼此有如下的關

係： 

1

1

2n n n

n n n

a a b
b a b

+

+

= +
 = +

， 0,1,2,...n =

若二階方陣 A滿足
1

1

n n

n n

a a
A

b b
+

+

   
=   

   
且 2I 為二階單位矩陣，選出正確的選項。

(1) 若
2

2

17
12

a
b
   

=   
  

，則
0

0

3
2

a
b
   

=   
  

(2) 若 2 +JA I= ，則
0 2
1 0

J  
=  
 

(3) 若 2 +JA I= ，則
5

24J I=

(4) 若 2 +JA I= ，且
5A aI bJ= + ，則 ( , ) (40,29)a b =

(5) 若二階方陣
a b

B
c d
 

=  
 

，滿足
5

5

n n

n n

a a
B

b b
+

+

   
=   

   
，則 169a b c d+ + + =

答案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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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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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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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化學科素養導向評量（擇題示例） 

原始版

    一項發表於 Mayo Clinic Proceedings 的全面整合分析(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 CMA)
顯示，ω-3 不飽和脂肪酸 EPA 及 DHA 可能可降低罹患心臟冠狀動脈疾病(CHD)之風險。 研
究人員從 1947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 日針對 Ovid / Medline、PubMed、Embase 及參考
考科藍圖書館….等資料庫，進行系統性的文獻檢索。研究員鎖定 18 項隨機分派臨床試驗
(RCTs)和 16 項前瞻性世代研究，以了解來自食物或膳食補充品中的 EPA+DHA 對於 CHD 之
影響，其中 CHD 又包含了肌梗塞，心因性猝死，
冠心病猝死和心絞痛等病癥。 依據隨機分派臨
床試驗(RCTs)之統計結果，EPA 及 DHA 可顯著
降低高風險族群罹患 CHD 的風險，以高三酸甘
油脂及低密度脂蛋白過高之患者為例，可分別降
低其 16%及 14%之患病風險。此外，研究員也
發現依據多項前瞻性世代研究之研究結果，EPA、
DHA 可降低 18% CHD 的患病風險，而此結果
也可作為隨機分派臨床試驗(RCTs)中，EPA、
DHA 可顯著降低所有人口 6%(不具統計上之意
義)的患病風險之利基。 EpidStat 的主要作者及
流行病學家 Dominik Alexander 表示：「此項研
究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著眼於 EPA 和 DHA 對心臟冠狀動脈疾病之具體影響，其中又特別考
慮到心臟冠狀動脈疾病占美國心血管死亡人數的一半。依據目前之分析結果可發現，在隨機
分派臨床試驗中，EPA 及 DHA 可降低 6％CHD 之患病風險;在前瞻性世代研究中，則可降低
18％之患病風險。未來這些研究將傾向於長時間的飲食監控，以作為 ω-3 不飽和脂肪酸 EPA
及 DHA 對於心血管健康重要性之重要佐證。」 研究人員指出，未來針對 CHD 所進行之臨
床試驗結果，將可使 EPA/DHA 對於 CHD 罹病風險所帶來之益處更加明朗。目前的隨機分派
臨床試驗(RCTs)會依據受試時間、受試者 CHD 狀態，以及受試者的隨機篩選方法而有所不
同。

1. 由圖中可知 EPA 為哪一種有機化合物(A)酸類 (B)酯類 (C)烯類 (D)炔類

2. 由圖中可知 DHA 有幾個不飽和鍵 (A) 4 (B) 5 (C) 6 (D) 7

(https://www.functionalfood.org.tw/rd_inf/rd_viewtopic.asp?id=421 保健食品產業服務網) 
圖片來源 http://science-sauce.blogspot.com/2013/12/4.html(科學，就是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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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版

    目前一項科學研究指出 ω-3 不飽和脂肪酸可能具有降低罹患心臟冠狀動脈疾病之風險。然

而什麼是 ω-3 脂肪酸？ω-3 脂肪酸包括 EPA、DHA 及 ALA(化學結構如圖所示)；其中 EPA 及

DHA 在人體健康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雖然體內可把攝取的 ALA 轉化成 EPA 及 DHA，但只能小

量製造，而且效率緩慢，對身體的重要程度遠不及 EPA 與 DHA 兩種 ω-3。ω-3 脂肪酸 DHA、

EPA 主要含在深海魚類中，因此人體必須進食含高 ω-3 的魚類，或含有這些魚油的食品，以攝

取足夠的 EPA 與 DHA 份量來維持身體健康。 
為了確認這些物質對健康的效益，科學上會使用隨機試驗的方式，也就是將研究對象隨機

分組，對不同組實施不同的測試，在這種嚴格的條件下對照效果的不同。例如：研究某藥物對

心臟病患的療效時，將診斷、嚴重程度相近的一群心臟病患樣本經隨機抽樣方式分成實驗組與

對照組以進行不同測試，以確認試驗結果的差異。

1. 關於 ω-3 不飽和脂肪酸的描述，何者錯誤?
(A) 可能具有降低罹患心臟冠狀動脈疾病之風險

(B) 從化學式中可知 DHA 有 7 個不飽和鍵

(C) EPA 與 DHA 對身體的重要性較 ALA 重要

(D) 多吃深海魚類可以補充 ω-3 不飽和脂肪酸

(E) ω-3 脂肪酸包括 EPA、DHA 及 ALA

2. 甲、乙同學閱讀完成之後，重新寫下對隨機試驗方法，如下所示：

甲：實驗時，研究者認為某一群受試者有機會獲得改善，將其指派為實驗組

而另一組指派為對照組。實驗組會獲得較好的成效。

乙：雖然是隨機指派實驗組與對照組，但仍可能因為受試者的身心狀態，而

有些誤差存在。

   請問哪位同學的說明不合理，並修改其錯誤之處(3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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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 目 

25 

避震器除了有「抗震」的作用外，最大的功能其實是使車輛在行駛中可以保持穩

定，並且讓輪胎隨時保持服貼路面以產生最大的抓地力，因此應將該裝置稱為懸吊裝

置中的減震系統，圖(一)為一種市售機車可調式氮氣避震器的外觀，圖(二)為該避震器

中活塞部分的簡略構造圖，且此款活塞的設計為油氣分離，其中活塞內填充避震器油

與高壓的氮氣，其中氮氣壓力為 60 psi，油室與氮氣室之間有油封蓋將其隔離，而此油

封蓋與油道活塞皆可在活塞內滑動。（1 atm＝15 psi，1 psi 為一平方英寸面積承受 1 磅

重） 

         
圖(一)          圖(二) 

（ ）1.此構造中填充的高壓氮氣，可用以緩和避震器壓縮時的衝擊力量，試問此設

計是利用氣體的哪一項特性？ (Ａ)氣體可熱脹冷縮 (Ｂ)氣體的可流動

性 (Ｃ)氣體的可壓縮性 (Ｄ)氣體的擴散性 (Ｅ)氣體的逸散性。 
（ ）2..若圖(二)中氮氣室原有的體積為 45 mL，當車輛行經一坑洞時，氮氣室被壓

縮至 15 mL，此時氣體壓力為多少 atm？（假設溫度不變）  
          (Ａ) 10 (Ｂ) 12 (Ｃ) 120 (Ｄ) 160 (Ｅ) 180。 

（ ）3.若車輛行駛一段時間後，活塞溫度由 27 ℃ 升高至 127 ℃，則車輛不動的情

況下，假設氮氣室原有的體積為 45 mL，活塞內截面積為 7.5 cm2，則此

避震器的長度將會增長多少 cm？ (Ａ) 2 (Ｂ) 7.5 (Ｃ) 15 (Ｄ) 45 (
Ｅ) 60。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2.(B)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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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版：

避震器除了有「抗震」的作用外，最大的功能其實是使車輛在行駛中可以保持穩定，車

輛在行經不平路面之震動所產生的能量主要是由彈簧來吸收，彈簧在吸收震動後還會產生反

彈的震盪，這時候就利用避震器來減緩彈簧引起的震盪。

    圖(一)為一種市售機車可調式氮氣避震器的外觀，圖(二)為該避震器中活塞部分的簡略構

造圖，且此款活塞的設計為油氣分離，其中活塞內填充避震器油與高壓的氮氣，其中氮氣壓

力為60psi，油室與氮氣室之間有油封蓋將其隔離，而此油封蓋與油道活塞皆可在活塞內滑動，

在車輛行經凹凸不平的道路產生震動時，當避震筒下壓時，油液壓縮氣體實現下壓，反之則

是回彈，實際原理就是用油來壓縮氣體，實現避震的基本功能。(1atm=15psi)

圖(一) 圖(二)

(    )1.此構造中填充高壓的氮氣，可以藉由油封蓋與油道活塞滑動而調整，試問下列描述避

震器內部情形何者正確？

(A) 因溫度改變時，氣體粒子動能改變，導致運動速度改變，而使氣體體積改變。

(B) 因溫度改變時，氣體粒子本身大小會改變，所以氣體體積隨之改變。

(C) 當壓力改變時，內部氣體粒子的間距改變，因而體積隨之改變。

(D) 因氣體分子在高、低濃度之間存在擴散性，所以氣體體積隨之改變。

(E) 當壓力改變時，氣體分子數目會隨之改變，而使氣體體積改變。

2. 下表呈現圖(二)避震器內壓力與體積的測試結果。當車經過一個坑洞時，氮氣室被壓縮到

15 mL 時，此時的壓力為多少 atm? (假設溫度不變)

(A) 10.0
(B) 12.0  (C)

120.0  (D) 160.0  (E) 180.0 

3.根據上題，有關氮氣溫度(T), 體積(V), 與壓力(P) 的數學關係式，哪一項最能表達出上題的

關係式?
(A) (B) (C) (D) (E)   

壓力(psi) 30.0 60.0 90.0 120.0 
體積(mL) 90.0 45.0 30.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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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 3，請簡要說明為何你選擇的關係圖，能夠說明第 2 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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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10 

熔點是固體物質熔化成液體時的溫度，純物質在定壓時有固定的熔點，測量有機物

的熔點， 是判定其純度的方法。此實驗中，可將樣品置於毛細管中，將毛細管與溫

度計一起浸入油中 加熱，如附圖所示。從溫度計可以 讀出樣品熔化時的溫度。每

一種樣品的實驗可以做數次的測量，測量的平均值與標準值的差距愈小，表示實驗

的準確度愈高。同一種樣品的實驗，個別測量值間的平均差距愈小，表示實驗的精

密度愈高。四種有機物質及一種混合物之熔點測定的數據列在下表，回答下列

(1)~(4)問題： 

      

 
(    )1.測量的準確度與精密度可以用槍靶來示意，假設下列各圖中最中心的圓圈

代表 

       標準值，愈外圈的數值與 標準值相差愈大，每個黑點代表一次的測量值，

下列 

       關於準確度與精密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實驗的精密度比乙的高     (B)乙實驗的精密度比丙的高  

(C)丙實驗的精密度比甲的高     (D)丙實驗的準確度比乙的高 

                   
(    )2.根據上頁表的數據，下列關於測量值精密度的推論，何者合理？ 

       (A)測量熔點愈高的物質時，精密度愈差  

(B)測量不同物質的熔點時，精密度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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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測量混合物熔點總是較測量純物質的精密度高

(D)本實驗所用的溫度計，能測到最好的精密度是 1 ℃

(    )3.下列各種實驗操作，何者不會影響測量的準確度？ 

(A)毛細管中的樣品低於溫度計汞珠的底部

(B)毛細管裝有樣品的底端偏離了溫度計

(C)毛細管的上端管口高過溫度計刻度的最低位置

(D)樣品填裝在毛細管中的高度超過溫度計汞珠的上端

(    )4.極性是指物質的分子，其正電荷分布與負電荷分布的中心，並不一致。物

質 

的熔點與物質的分子量及極性有關，苯與環己烷屬於非極性物質，異丁醇

與苯 

甲酸屬於極性物質，根據上頁表的數據，下列的推論，何者最合理？

(A)分子量大的物質熔點總是較高

(B)混合物的熔點是成分物質熔點的平均值

(C)分子量的差異不是造成異丁醇的熔點比環己烷高的原因

(D)苯甲酸的熔點比其他三種有機物高，主要是因其含有苯環的結構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跨領域/ 物理、化學) 

學校名稱：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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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修改版: 

編號 題 目

10 

實驗室中有四種有機物質其熔點測定的數據如下表所示，回答下列 1～3 問題：        

（表格中第三項樣品刪去）

1·每個樣品的實驗為何要操作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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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下列哪一個敍述較合理？ 

(A)異丁醇平均值與標準值差距最大，是因為溫度計不準。 

（B)苯的實驗結果平均值與標準值相同，是因為其熔點最低。 

(C)苯甲酸的 2 次實驗結果標準值在誤差 5%內，可以不用做第 3 次實驗 

 

  

 

3·甲乙丙三位學生根據上表的數據作了說明，請問哪一位學生的說明最不合理，

並寫出原因。（30 字內） 

   甲生：環己烷的熔點比苯高，因為環己烷的分子量較大。 
   乙生：分子量的差異不是造成異丁醇的熔點比環己烷高的原因。 
   丙生：苯甲酸的熔點比其他三種有機物高，主要是因其含有苯環的結構。 

 

  

 

 

 

 

 
出題年

級：高三

學生 
(跨領域/ 

答案 

1·答：減少誤差、再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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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

學) 
學校名

稱：

2·答：C 

3·答：丙生，因為最主要是苯甲酸具有氫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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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 目

15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20.(?) 

修改版: 

彩粉常常使用在路跑與派對活動中，一直沒有發生重大災害。然而在 2015 年臺灣新北市八里區

八仙樂園的游泳池內，舉行的一個派對中，疑似因以玉米澱粉及食用色素所製作之色粉引發粉塵

燃燒且導致火災事故造成死傷。派對中，工作人員以高壓二氧化碳噴出彩色玉米粉，製造五彩繽

紛的特效，不料卻突然發生塵爆，於現場發現菸蒂與高溫燈具。

根據實驗粉塵爆炸的要件，包括「可燃性粉塵表面的爆炸性混合物」、「充足空氣和氧化劑」、

「火源及靜電」等觸發因子。

八仙塵爆發生的原因，與那些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有關? 

A.反應物本質 B.高溫 C.反應表面積 D.高壓 E.催化劑

想要避免這場悲劇發生，可以做哪一些改變? 
1.使用不可燃的滑石粉 2.避免抽菸、明火與靜電 3.在開闊空氣流通處進行活動 4.以彩帶代替彩粉

5.不在乾燥的季節舉辦活動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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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 目

5 

請以文章內容回答 6個題目 
為了歡慶母親節，全家趁假日去賣場採購用品。在食品區，爸爸準備大顯身手親自
包餃子。於是買了搭配水餃的食用醋（標示濃度在 3%~5%）姐姐為了美白補充維他
命，指定要喝鮮榨奇異果果汁（標示濃度 30%）以及哥哥剛滿 18歲喜歡喝啤酒嘗鮮
選了芒果口味台灣啤酒酒精濃度 2.8%。再來又去保養品專區為媽媽買母親節禮物夜
用保濕乳霜(12M)。然後全家去游泳消耗熱量，準備晚上大飽口福，在門口看到標示
泳池水中氯含量為 1ppm，屬於安全等級。放心運動後便開心回家。 

1.文章中出現幾種不一樣的濃度表示法(A)1 (B)2 (C)3 (D)4
2.生活中物質標示濃淡程度選用不同表示法的原因是

(A) 法律規定 (B) 不同廠牌各自訂標準 (C) 生活中多點變化才有樂趣 (D) 使
用時機不同選擇適合的 
3.文章中的奇異果果汁一瓶 600 克，請問原汁佔了多少公克 (A)30 (B)120 (C)180
(D)300
4.請問游泳池中加氯的目的是(A)消毒 (B)空氣清新 (C)保持水的清澈 (D)噱頭
5.如果泳池中氯含量 10ppm 會怎樣 (A) 水質更乾淨減少打掃時間 (B) 成本增加門

票會變貴 (C) 水會呈現漂亮的藍綠色成為熱門景點(D) 引起皮膚過敏甚至中毒
6.如果泳池水有 2公噸，請問氯氣含有多少克(A)2 (B)20 (C)200 (D)2000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2.(?)  3.(?)  4.(?)  5.(?)  
6.(?) 

修改版: 

題組：

小山到賣場採購生活用品如下：食用醋(標示濃 5%)、蘋果奶茶(果汁濃度未達 10%)、水果風味

啤酒(酒精濃度 2.8% v/v)、鹽酸(1M)及礦泉水中(鈉離子含量為 5ppm)。試回答試題 1～3 題。 

1.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食用醋、蘋果奶茶中蘋果汁濃度及水果風味啤酒的濃度表示法相同

(B) 每 100g 蘋果奶茶中，蘋果原汁未達 10g
(C) 每 100g 水果風味啤酒中含酒精 2.8g
(D) 每 100 毫升鹽酸中含氯化氫 1 莫耳

(E) 每 100g 礦泉水中含鈉離子 5 毫克。

參考答案：B 
(A)食用醋與蘋果奶茶中蘋果汁濃度表示法為重量百分濃度，水果風味啤酒濃度表示法為體積

百分率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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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每 100 毫升水果風味啤酒中含酒精 2.8 毫升 
(D)每 100 毫升鹽酸中含氯化氫 0.1 莫耳 
(E)每 100g 礦泉水中含鈉離子 0.5 毫克 
 

2.小山購買的蘋果奶茶之營養標示如

右，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此飲品每份熱量為 80.3 大卡 
(B) 此瓶含糖量等同 1.6 顆方糖 
(C) 此飲品 1 日不可喝超過 2 瓶，否則

會超過每日糖攝取量 

(D) 此飲品 1 日不可喝超過 8 瓶，否則

會超過每日熱量上限 
(E) 此飲品 1 日不可喝超過 30 瓶，否

則會超過每日熱量上限 
 

營養標示 
每 1 份量 100 毫升，本包裝含 3 份 
             每份   每 100 毫升 
熱量           大卡       大卡 
蛋白質      0.1 公克    0.1 公克 
脂肪        0.8 公克    0.8 公克 
  飽和脂肪  0.3 公克    0.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9.5 公克    9.5 公克 
  糖          8 公克     8 公克 
鈉           26 毫克    26 毫克 
每日營養素攝取量參考值： 
熱量 2000 大卡 
糖攝取應低於 200 大卡 
鈉攝取量低於 2400 毫克 
每顆方糖 5 公克 

 
參考答案：C、E 
(A)每份熱量為 0.1X4+0.8X9+9.5X4=35.6(大卡) 

(B)此瓶飲料中含 3 份，因此含糖量約為
3×8
5

= 4.8(顆)方糖 

(D)此瓶飲料中含 3 份，因此每日最多可喝
2000
3×35.6

= 18.7(瓶)飲品，才會超過熱量建議值 2000

大卡 
 
 
3.承 2.，礦泉水中的鈉離子濃度為 5ppm，請依上列營養標示，推導每 100 毫升礦泉水中，鈉

離子含量為多少毫克。(礦泉水的比重為 1) 
 
參考答案： 

5ppm =
5𝑔𝑔溶質

1000000𝑔𝑔溶液
=

5𝑚𝑚𝑔𝑔溶質

1𝐾𝐾𝑔𝑔溶液
≅

5𝑚𝑚𝑔𝑔溶質

1𝐿𝐿溶液
=

0.5𝑚𝑚𝑔𝑔溶質

100𝑚𝑚𝐿𝐿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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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物理科素養導向評量（擇題示例） 

一、

新北市萬里隧道全長約 1.1 公里，因兩端均為彎道，故設計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現行雖已於隧道

兩端的隧道口外設置固定式測速照相，但車輛在隧道內仍常有超速行為，過去每月平均發生約 5 起交

通事故，每年更有 2 至 3 起重大死亡事故，屬高肇事路段，常讓 90%的守法道路使用者，無辜受到少

數不守法駕駛的牽連。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萬里隧道首創實施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於 107 年 5、
6 月全面宣導，自 7 月 1 日起開始執法，規定行駛時間低於 57.3 秒的車輛是為優先取締的違規車輛，

結果成效良好，違規車輛佔通過車輛的百分比自 4 月的 10.56%，逐月大降至 7 月的 1.10%，且 5 月至

7 月間僅發生 1 件交通事故。請問萬里隧道實施區間平均速率執法優先取締的違規車輛，其平均時速

約為多少公里／小時？  (A)70  (B)65  (C)60  (D)55  (E)50。   (A) 

(2)如下圖所示，請判斷此人是否違規？並說明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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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編號 題 目

附表為小明家中電器及其電功率的資料，已知所有電器皆接於 110 V的電源上使用，依據

此資料回答下列各題： 

電 器 桌燈 電視機 錄放影機 冷氣機 電冰箱 

電功率（W） 100 160 35 1200 300 

電 器 電鍋 開飲機 微波爐 電腦 吹風機 

電功率（W） 1000 600 1000 250 500 

1.若小明某星期天使用桌燈看書 3小時，看電視 2小時，電腦玩線上遊戲 4小時，請問小

明當天用電度數為何？

2.某天小明使用電器不當發生了電線走火而發生火災，於火災現場發現多處使用標示為

（125 V，7 A）的三孔延長線，同時連接三種電器，試問下列何者最不可能為起火點？

(A)錄放影機，開飲機，電冰箱 (B)電視機，開飲機，桌燈

(C)電鍋，電冰箱，微波爐 (D)電視機，碟影機，電腦

(E)吹風機，電腦，桌燈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 )   2.(D) 

1. 小明在九月收到破萬的電費單，依上述的表格，最可能造成電費高昴的電器元兇的組合？

(A) 桌燈、電腦、電視機

(B) 錄放影機、開飲機、吹風機

(C) 開飲機、冷氣機、電冰箱

(D) 開飲機、電腦、微波爐

(E) 桌燈、電腦、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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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編號 題 目

在購車的時候，常常會聽到業代說我這台車的扭力有多少或者是我這台車的馬力有多少。
那什麼是扭力？什麼是馬力？扭力，跟引擎的出力有關，扭力越大，車子的加速感越足夠；
馬力，跟引擎的極速有關，馬力越大，車子的極速越高。 
  那扭力和馬力的關係是什麼呢？在引擎測試時，所能測到的是扭力值，馬力是由扭力
與引擎轉速算出來的，所以扭力與馬力是在同一個測試中得到的。馬力其實是功率的單
位，而不是力；並且「功率=力量*速度」，馬力是功率，在旋轉運動中，扭力是力量力矩，
而轉速是速度，所以馬力是扭力與引擎轉速的乘積。而英制的馬力為 1HP=746W。則試回答
下列 1-2題： 

(    )1.現在有一台車的扭力為 20kgw-m 在轉速為 3600r.p.m.會產生，試問轉成公制單位的

話，扭力為多少 N-m 以及轉速為多少 rad/s？(設g = 10𝑚𝑚 𝑠𝑠2⁄ ) 
(A)(200N-m , 60rad/s)  (B) (20N-m , 60rad/s) (C) (200N-m , 120πrad/s)
(D) (20N-m , 60πrad/s)  (E) (20N-m , 120πrad/s)。

(    )2.呈上題，試問該台車的馬力大約為多少 HP？ 
 (Ａ)50 (Ｂ)101 (Ｃ)150 (Ｄ)250 (Ｅ)300。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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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編號 題 目 

  

光學滑鼠的工作原理是:在光學滑鼠內部有一個發光二極體，通過該發光二極體發出的光

線，照亮光電滑鼠底部的接觸表面(這就是為什麽滑鼠底部總會發光的原因)。 然後將光電

滑鼠底部的接觸表面反射回的一部分光線，經過一組光學透鏡，傳輸到一個光感應器元件

(微成像器)內成像。因接觸面粗糙，陰影成像產生不同，這樣，當光學滑鼠移動時，比較

圖像就可以知道軌跡其移動軌跡便會被記錄為一組高速拍攝的連貫圖像。右圖是光學滑鼠

內部裝置圖，箭頭代表光線的行進路徑， 

   A.B.C.D四個位置放了光學儀器，試回答下列問題 

1.由光線的行進路徑判斷 B位置應該放置哪一種光學儀器 

(A)凸透鏡 (B)凹透鏡 (C)平面鏡 (D)凹面鏡 (E)凸面鏡 

2.由光線的行進路徑判斷 D位置應該放置哪一種光學儀器 

(A)凸透鏡 (B)凹透鏡 (C)平面鏡 (D)凹面鏡 (E)凸面鏡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   2.(A)   

 

 

3.請問為何太光滑平整之表面不易使用光學滑鼠？ 

 

4.感應接收器所應用的原理？生活中有那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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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編號 題 目

【太空垃圾知多少】修改取自『科學人』雜誌
太空垃圾當然不是普通的生活垃圾，它們都是曾經風
光一時的太空高科技遺留下來的拋棄物。它們也不是
漫天亂飛，而是「乖乖」地沿各自的軌道在天上運行，
如同衛星一般。麻煩的是：它們數量千千萬萬，並且
越來越多；它們飛速極快，碰著就遭殃；它們不聽使
喚，你拿它們沒轍。
既然是垃圾，一概是人為造成的。來源林林總總，有
壽終的人造衛星、有把衛星送入軌道時剩下的末節火
箭，後者還往往自行爆裂成碎塊，還有太空軍事試驗
產生的爆裂物、各種包裝或屏罩材料，甚至還有太空
人執行任務時不慎掉了的工具。其中壽終的人造衛星
內部的電池、陀螺儀等零件，在太空那嚴酷的環境裡壞掉、失靈只是遲早的問題，遲則
十年、八年，早則三年、五年。而這些人造衛星死後哪裡去了？它大多仍在原來的軌道
上繼續繞地球飛行，可是已列名為垃圾了。
多年來美國空軍的北美空防司令部用光學或雷達方法偵測並追蹤這些遨遊太空的物體被
他們收錄進黑名單的大塊頭（超過 10 公分的垃圾），目前據說多達兩萬個。小於 1 公分
的則屬小塊，碎屑、殘漆片等，多不勝數又無從確知，不大不小的也應有幾百萬件。太
空垃圾的總重量倒是不難由記錄來估計：所有壽終的人造衛星及末節火箭等進入軌道的
物件重量加總，扣除已掉回地球的總量，估計目前有 5000 多公噸，約相當於台北市民
三天的垃圾量。
至於太空垃圾的分布也遵循著人造衛星軌道按照離地面的高度近至遠可大至分為三群，
分別為低軌道（LEO）衛星，中軌道（MEO）衛星及地球同步軌道（GEO）衛星。 
處理太空垃圾的方式，科學家建議了不少處理太空殘骸的方法，包括利用雷射將太空垃
圾推回大氣層焚毀。但瑞士太空系統公司想到了一個創新且實惠的方法，來處理較大型
的太空垃圾。他們計畫在 2018 年的演示任務中，利用 S3 公司設計的小型太空飛機，將
30 公斤的人造衛星「清空一號」（CleanSpace One）送上軌道。進入軌道後，人造衛星
將伸出四叉機械手臂抓住太空殘骸，接著利用人造衛星上的推進器，將垃圾帶到較低軌
道，釋放到大氣層中燒毀。第一次任務將花費 1600 萬美元，若任務成功，全球的人造
衛星業者將能利用相同的技術清掃地球軌道。

1. 下列對於太空垃圾的描述何者推論為正確? (A)
在相同軌道之垃圾，大塊頭相較碎屑的速度較慢

(B)根據右圖，低軌道垃圾應該屬於類型 C (C)同軌

道之垃圾，無論大塊頭或碎屑之加速度量值相同

(D)位於地球低軌道之垃圾，軌道面與赤道面同 (E)
太空垃圾最終會自己會落入大氣層銷毀毋須處理。

2. 假設清空一號原位於低軌道上繞行，週期約為 3
小時，總能量為 - E。而清空一號要更改至同步
軌道繞行進行清理。令軌道皆為等速圓周運動，則需再提供清空一號多少能量？
(A) E (B) 3E (C) E/4 (D) 3E/4 (E) E/2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   2.(D)  

1. 請問台灣福衛衛星，成為太空垃圾會為何種軌道的太空垃圾？

2. 根據文章所知，藉由光學或雷達方法偵測並追蹤這些太空垃圾是應用何種物理原理

(a)都卜勒定律 (b)克卜勒定律 (c)牛頓運動定律 (d)司乃耳定律 (e)反射定律

0

50

類別 A 類別 B 類別 C 

軌道週期分類

100



六、 

編號 題 目

2018年冬季奧運訂於 2018 年二月在韓國的平昌市舉行。跳台滑雪是冬季奧運競賽項目之

一，其中選手先從特殊建造的助滑坡的起點向下沿斜面滑行起跑，抵達水平的跳台後，以

所獲的最大水平速度飛出，降落在陡峭的斜坡山丘上，以達到最大的跳躍距離。如圖，給

出了跳台滑雪賽道的輪廓，大致分為四部

分：助滑坡、跳台、飛行段、及著陸坡。 

在起滑階段，選手要把摩擦減到最小以獲得

最大的加速度，讓起跑速度達到最大值，這

個速度量值明顯會影響跳躍的距離。θ、s

和 h分別代表助滑坡的傾斜角度、斜面長度

和高度；H和 N分別代表從跳台到著陸山丘斜

坡底端的垂直高度和水平距離。因而著陸坡

的梯度(ｋ)，ｋ=H/N。我們以 g表示重力加

速度，並假設從跳台躍出的速度（v0）是水平

的。 

選手在助滑坡上加速運動期間，以下的選項中，哪個分別代表

重力、正向力以及空氣阻力的方向？(每一小格 2分) 

1.(     )重力

2.(     )正向力     

3.(     )空氣阻力 

4.(     )假設選手在助滑坡底端的速度為 v，試求雪橇與雪坡間的動摩擦係數μ。請以 h、

g、s、v以及θ表示答案μ。(忽略空氣的阻力和上升力。) 

5.(     )假設選手的起跳水平速率為 v0，試問從水平跳台的起跳點到著陸處之間的飛行時

間 t是多少？請以ｋ、g、和 v0表示答案 t。(忽略空氣的阻力和上升力。) 

6.(     )試問跳台到著陸點的距離 D是多少？請以 k、g和 v0表示答案 D。(忽略空氣的阻

力和上升力。)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 )  2.(?)   3.(?)  4.(?)  5.(?) 

4.選手可以如何減少滑行期間的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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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編號 題 目 

  

目前的汽車大多都是以汽油為燃料來驅動。若是能夠以太陽板將太陽能轉換成電能，再透
過電力來驅動汽車，則可以大大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1. 一般轎車的引擎輸出功率為102ℎ𝑝𝑝(馬力)。(1 hp ≈ 7.5 × 102 𝑊𝑊) 
2. 太陽光線照射到地表的光強度約為8.5 × 102 𝑊𝑊 𝑚𝑚2� 。 
3. 目前商業化的太陽能板的能量轉換效率約為25%。 
利用上面的數據，請嘗試推論若單純以太陽能為能量來源，是否有可能製造一台具有實用
性價值的汽車。(需有必要之計算，只回答「是」或「否」者不予計分)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延伸 
1.裝設效率 100%的電池，若要讓該車行駛 1 小時，則要充電多久？ 
 
2.若行駛速率 72km/hr，則空氣阻力為多少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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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編號 題 目
    在小說「哈利波特」中出現一種魔法道具「隱形斗篷」，在現實生活中似乎可以實現
了。現在科學家設計出一種「超穎材料」，是一種自然界不存在的、人造具有奈米結構的
特殊複合材料。不同於自然界材料都固有一種結構的特點，而可以由科學家隨意改變組成
這種材料最小單位的內在結構、外在形狀等因素，以及這些最小單位的排序，從而賦予這
種材料各式各樣神奇的特質。通過一定的「人工」安排，可以引導光波繞過物體，只讓它
們在物體的另一側出現，就好像穿過一個空無的空間，達到讓物體隱形的效果，如圖(一)
所示。 

一般材料的折射率大於 1，由折射定律從真空（或空氣）中入射進這種材料的光
線被偏折，入射線和折射線位於法線的兩側，且入射角大於折射角。不同於一般自然界中
存在材料的折射現象，「超穎材料」可以實現負折射率的材料，即入射光線和折射光線分
布在法線的同側，如圖(二)所示。 
    電漿子技術是近年來相當熱門與新穎的技術與研究，主要是因為金屬材料結構尺寸
縮小至比可見光波波長小時，會造成自由電子與外加電磁場間交互作用，使金屬材料物
理特性改變，進而使得物質具有新穎的光學特性「負折射率」。 
  光可繞過介電常數（ε）及導磁係數（μ）為零之球殼狀物質而使得其內物質不與
光波作用，如此便如同隱形一般。超穎物質使用的是具有負折射係數之電漿子物質及正
折射係數的介電質材料，兩者若設計得當，可使等效介電常數趨近於零，為目前最有可
能實現隱形斗篷方法之一。然而目前大部分研究尚只能在單頻光下實現，與人眼可偵測
到之可見光頻段（約 400 ～ 700 nm）仍有段距離。當然，以目前超穎材料的發展程度，
我們離製造出實用的隱身衣還很遠。而以這個領域的發展速度，我們可以想像不遠的未
來能夠做出有實用價值的隱身材料。 

圖(一) 淺色部分代表要隱形的物體，深色部分表示「隱形斗篷」。從圖可看出光波被斗
篷扭曲，從物體旁邊繞過去。 

圖(二) (ａ)為光由空氣射入一般材料的折射現象，(ｂ)則為光由空氣射入超穎材料的折
射現象。  閱讀上列短文，回答下列問題： 

1.(   )當某特定頻率光線以相同入射角從空氣分別射入甲、乙及丙三種不同天然材料的介
質，其折射角的大小關係為甲＞乙＞丙，則下列的敘述中，哪些正確？（應選兩項）  
(Ａ)光在甲介質的傳播速率最大 (Ｂ)光在丙介質的傳播速率最大 (Ｃ)光在甲介質的頻
率最大 (Ｄ)光在丙介質的頻率最大 (Ｅ)光在三種介質中的頻率相同。 
 2.(   )「隱形斗篷」是如何使物體達到「隱形」的結果？ 
(Ａ)物體蓋此隱形斗篷，物體真的消失不見了 (Ｂ)物體蓋上隱形斗篷，物體發出的光線
完全被遮住 (Ｃ)物體蓋上隱形斗篷，光線會被斗篷彎曲，繞過物體，所以我們看不見物
體 (Ｄ)物體蓋上隱形斗篷，物體會變成透明，讓光線穿透，所以我們看不見它。 
3.超穎材料具有新穎的光學特性「負折射率」，主要與一般材料不同的地方為何？
(Ａ)結構尺寸縮小至奈米(Ｂ)由金屬與塑膠混合製成 (Ｃ)自由電子濃度大 (Ｄ)為一種
金屬材料。
4.超穎材料是屬於現代科技中的哪方面的研究？
(Ａ)半導體 (Ｂ)光電 (Ｃ)奈米 (Ｄ)超導。

(ａ) (ｂ)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答案

1.(E )  2.(C)   3.(A)  4.(C) 

5如何用現有的科技、技術，設計一個隱形斗篷？ 

參考答案:軟性 OLED螢幕、迷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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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從 108 年 09 月 01 日起，位於台北市

的自強隧道開始實施「區間測速」。台

北市警局表示「區間測速」係以行駛

全路段之車速平均值作為認定標準，

故於監測路段間偶然不慎超速不至於

立刻構成違規，惟後續應再注意控制

車速即可，因自強隧道速限規定為 40

公里，將針對超逾 20 公里以上之違規，

實施取締。右圖為自強隧道附近的地

形圖，請由上段資訊判斷，通過自強

隧道監測路段時間，最少需要多少秒，

才不會被取締？

(A) 15 秒   (B) 20 秒   (C) 54 秒

(D) 72 秒   (E) 80 秒
整體答對率 56.04% 
高分組答對率 71% 低分組答對率 42%  鑑別度 0.305 中 

測速終點

測速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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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育仁老師示例 

科目 物理(加深加廣) 命題者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陳育仁

學習內容 PEb-Ⅴa-3 二質點在同一直線上運動，其相對速度 為二質點速度之差。 

學習表現

pa-Ⅴa-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統計等方法，從所得的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理解科學問題、解決問題或是發現

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較對照，相互

檢核，確認結果； 如果結果不同，能進一步探究原因。

評量重點

一、測驗考生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與概念

二、測驗考生科學資料和圖表的理解能力

三、測驗考生自然科學知識的應用能力

四、測驗考生歸納事物因果的分析能力

五、測驗考生運用科學素養的綜合與表達能力

情境設定

題組1~3題： 
在道路上行車時與前

車保持好安全車距是

最重要的安全守則之

一，今年2月12日交通

部高速公路局公布最

新國道事故檢討分析

顯示，106年國道(高速

公路)A1類事故(當場

或24小時內死亡)中，

最大肇事原因是未保

持行車安全車距，占比

高達43.33%，比第二名

的肇事原因所占比率

12.18%，高出31.15%。

安全車距是指後方車

輛為了避免與前方車輛發生意外碰撞，而在行駛中與前車所保持的必要間隔

距離，。保持安全車距是防止追撞事故最直接有效，且最根本的方法。安全

車距是當前方車輛停止在原地時，足夠讓後方車輛剎車至停止的距離，右圖

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所公告的國道上行車時，前後車應保持的安全距離之算

法，請依據右側圖表所給資料回答第1.至3.題： 

題目類型 ■單一選擇題  ■ 多選題  ■ 非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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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說明

1. 一部以速率 v 公里/小時行駛的小型車，若在安全車距內恰好可以剎車至停

止，假設在剎車過程中車子作等加速度運動，則此車的加速度量值約為多少

公尺/秒2？(單選、5分) (A)0.077v (B)0.5v (C)v (D)4.9v (E)9.8v 。
指標三

2. 根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所公告的國道行車時，前後車應保持的安全距離之算

法資料可知，以下敘述何者正確？(多選、6分)  (A)同樣速率的大型車及小

型車剎車時，大型車所獲得的加速度大小 < 小型車所獲得的加速度大小

(B)同樣速率的大型車及小型車剎車時，大型車所獲得的加速度大小 > 小型

車所獲得的加速度大小  (C)同一車子在國道上以任何車速行駛，剎車時所獲

得的加速度量值皆相等  (D)同一車子在國道上行駛，剎車時所獲得的加速度

量值隨行車速率的增加而變大  (E)同一車子在國道上行駛，剎車時所獲得的

加速度量值隨行車速率的增加而變小。    指標四

3. 根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所公告的國道行車時，前後車應保持的安全距離之算

法資料可知，一部行駛中的小型車，若在安全車距內保持等速度運動，則：

(1)此車以等速度走完安全車距需時幾秒？(5分) 指標三

(2)你認為後車可以如何運用上題所求得的時間，粗估是否與前車保持好安全

距離？(5分) 指標五

參考答案

1. A

2. AD

3. 解答 (1)1.8秒   (2)如解析

解析  (1)初速=5v/18、位移=v/2 (每個給1分)
因為 t = v/2 ÷ 5v/18  ⇒  t = 18/10 = 1.8秒  (給3分)

(2)當後車見前車過路邊某一定點時開始計時，若後車經同一定點時

歷時超過1.8秒則代表其與前車的距離符合安全距離。  (不論前

一題的秒數是否算錯，只要有提出說法且合理即給5分) 

難度

主觀判定
中

預計

答題時間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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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生物科素養導向評量（擇題示例） 

一、

綠色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過程常被區分為「光反應」和「固碳反應」二個階
段。固碳反應中固定二氧化碳的步驟是由簡稱為 Rubisco 的酵素負責催化進行，
該酵素的活性會受到多重因子的調控。有研究結果顯示，葉綠體基質內氫離子濃
度降低與鎂離子濃度提升，有利於該酵素活性的表現；再者，光照可增進「Rubisco
活化酵素」（Rubisco activase）的活性，以提升 Rubisco酵素的活性。此外，
也有報導指出，在黑暗中，葉肉細胞會持續生成 Rubisco 的抑制分子，但在光照
條件下，該抑制分子會分解而失去作用。除了 Rubisco之外，目前已知至少還有
其他 4種參與碳反應的酵素也需要照光才能被活化。因此，光合作用的固碳反應
不僅需要利用光反應的產物，同時也需要光照以活化多種參與其反應的酵素，所
以，光合作用「固碳反應」的進行並不是完全與光照無關。根據上文，回答下列
各題： 

1. 本文最主要在強調下列何種概念？ C
(A)光合作用酵素的調控機制 (B)光合作用產生 ATP 的過程

(C)光照對於「固碳反應」的重要性 (D)「光反應」與「固碳反應」之關係。

2. 下列哪些調控因素可提高 Rubisco 酵素之活性？（多選） BD

(A) pH 值上升 (B)鎂離子濃度提升

(C)光反應酵素活性提高 (D) Rubisco活化酵素照光 (E) Rubisco 抑制

分子不照光。

二、

鳥類由於下蛋地點的不同，為了確保下一代能安全的孵化成長，紛紛發展出不同

的蛋形。一般的蛋都呈橢圓形，適合下在碗形巢中，易於讓蛋充分滾動而受熱均

勻。崖海鴨(Uria aalge )是一種棲息於北極海域和北溫帶海域附近的鳥類，大部分

時間生活在海上，僅在繁殖期產卵於懸崖上，因此演化出三角錐形的蛋形外觀，

使蛋不容易因滾動而掉到海中。

1. 從達爾文的演化觀點來看鳥蛋的形狀，下列何者正確？ (A)鳥蛋的形狀因

鼠的掠食而變化 (B)古代同種鳥所生鳥蛋之形狀有球形、橢圓不一的性狀

(C)不論環境如何變化，鳥蛋的形狀永遠不變 (D)鳥蛋的形狀並非是延續生

命的必備之條件。  B
2. 有關鳥類蛋外形演化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崖海鴨有可能產

下非三角錐形的蛋，若形狀不是三角錐形，可能就滾到海中而無法孵化 (B)
蛋形可藉由遺傳將性狀傳遞給後代 (C)若鳥類的生活環境改變，因基因遺

傳已固定，其蛋形並不會改變 (D)崖海鴨的蛋形演化屬於天擇的結果。

C

三、

2012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由日本的山中伸彌(1962~ )與英國的古爾登

(1933~)兩位科學家共同獲殊榮，以表彰其在幹細胞研究領域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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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爾登教授在 1962 年的研究中，將從已分化完成的蝌蚪腸道上皮細胞取出

細胞核置入無核的卵細胞中，這一個青蛙卵最後竟然可以發育出一隻蝌蚪。古爾

登教授認為，已分化細胞的細胞核可以返回幹細胞階層並重新下達分化的命令，

繼續分化發育成個體。此後科學家在 1997 年也以此種方法成功培育出第一隻脊

椎動物複製羊—桃莉。這個成果再次驗證古爾登教授的發現是正確的，他打破了

細胞分化不可逆的學說。

山中伸彌教授認為細胞核中有掌控幹細胞分化的基因，如果開啟這些基因，

就能重新啟動細胞分化。在 2006 年發現，只將 c-Myc、Oct4、Sox2 和 Klf4 四個

轉錄因子基因轉殖入纖維母細胞後，就能重新編成出誘導型多功能幹細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 細胞)。這個研究成果不但發現掌控細胞分化

的關鍵就在這四個轉錄因子基因，更可把已分化細胞轉變回多功能幹細胞，也打

破了細胞分化不可逆的學說。

    根據 2016 年的一項研究，日本的研究團隊從老鼠牙齦提取細胞，並將這些

細胞轉化成 iPS 細胞，再用這些 iPS 細胞分化出完整的皮膚。之後將這個具有毛

囊、汗腺和可分泌皮脂的皮膚移植到老鼠身上，發現移植體與神經和肌肉纖維皆

可成功產生連結。這個發現可望用來治療先天性疾病或外傷導致長不出毛髮的皮

膚，為有嚴重燒燙傷或皮膚疾病的患者移植皮膚，還可應用在取代動物試驗進行

新藥和化粧品的皮膚測試。

1.(   )根據文章內容與所學知識判斷，下列選項中那些是與基因轉殖技術有

關?(應選 3 項) 
(A)複製羊桃莉  (B)可製造人類凝血因子的羊 (C)可製造胰島素的大腸桿菌

(D)植入蝌蚪腸道上皮細胞核的青蛙卵 (E)iPS 細胞。

2.(    )山中伸彌教授的研究中，轉殖入纖維母細胞的 Myc、Oct4、Sox2 和 Klf
基因，其功能與下列哪一座用最為相關? 
(A)複製 (B)轉錄 (C)轉譯 (D)老化。

3.(    )2016 年日本研究團隊的研究，是提取下列何者而轉製出 iPS 細胞? 
(A)纖維母細胞 (B)生殖母細胞 (C)老鼠牙齦細胞 (D)青蛙卵。

4.(    )未來人類可以直接利用 iPS 細胞解決或改善下列的困擾(應選 3 項) 
(A)因不當擠青春痘在臉上留下疤痕 (B)因生長激素分泌不足的「垂體性侏儒症」

(C)因噪音引起聽覺受器受損的重聽患者 (D)因紅綠色盲而無法區別紅色和綠色

(E)因胰島素細胞受損所引發的糖尿病

5.為什麼複製羊的技術已經廣泛運用在動物複製上，甚至有些也有商業用途(複
製寵物)，而這些科學家無法同時獲得 2012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6.由 iPS 細胞分化出完整的皮膚，可以應用在新藥和化粧品的皮膚測試上，減少

動物試驗進行。據估計，每年有約 1 億隻脊椎動物在世界各地進行實驗。為了減

少實驗動物的使用，你會以何種科學的理由來說服相關單位，使用人類的 iPS 細

胞分化出的皮膚或其他構造來取代實驗動物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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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1.( BCE)   2.(B) 3.(C)  4.(ACE) 
5.因為只是驗證古爾登教授的發現，不是新發現或打破舊有學說。

6.人類的 iPS細胞所分化出的皮膚或其他構造皆為人類細胞，實驗結果可以直接

適用於人體。而實驗動物畢竟和人類不同，其實驗結果未必可以直接用於人體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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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普通型高中地球科學科素養導向評量（修題示例） 

編號 9 題組 10/29 修題 
 閱讀以下文章，根據文章回答問題

福衛七號是 6 枚任務衛星構成的系統，為福衛三號的後續計畫。在 6 枚衛星完成佈

署後，將以週期 97 分鐘/圈 繞行地球，提供南北緯 50 度間每日約 4000 筆資料，大幅

增加包含臺灣在內的低緯度地區氣象資料。觀測資料將提供中央氣象局納入數值預報系

統，提升國內氣象預報準確度及颱風路徑、強降雨等劇烈天氣預測的準確度。

國家太空中心指出，由福衛七號取代福衛三號，是因人造衛星都有壽命，而電子元

件本身就有使用期限，且衛星推進器的燃料有限，加上太陽能板上的電池也有壽命。

福衛二號、五號是光學遙測衛星，可對地表進行取像，福衛三號、七號則可得到大

氣資料，提供氣象預報。過去高性能遙測衛星價格昂貴，且除了部分國防或是災害對影

像資料有即時性需求外，許多取像對時間的要求並不急迫，故一顆衛星足以滿足任務需

要。然而隨著科技進步，遙測衛星的價格逐漸下降，所以有許多商業衛星遙測公司提出

大規模衛星系統部署的計畫，未來遙測衛星可對同地區每日多次再訪，也開啟了新型態

的衛星影像應用。

至於氣象衛星，顆數越多，所獲取的全球大氣資料就越多、越均勻，有助於提升氣

象預報的準確性；然而衛星計畫需考量預算、研製時程、資料數、資料均勻度以及衛星

系統部署時程等，經擇優分析，最後選擇 6 顆作為福衛七號星系的衛星數。 
修改自 PanSci《2019/04/15 福衛七號出發啦！太空中最精準的溫度計即將於六月發射》與聯合報

《2019/04/14 福衛三號多撐了 11 年，福衛七號功能更強》 

問答題：

1. 福衛七號是同步衛星還是繞極衛星？你如何判斷？

2. 福衛七號的主要任務為何？

3. 福衛五號和福衛七號的主要差別有哪些？

4. 為何需要不定期汰換衛星？

5. 閱讀完文章後，你認為「我國自主研發太空衛星上太空，繼續支持太空計畫」有其

必要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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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 題組 10/29 修題 
 請閱讀以下的短文，然後回答下列相關問題（1-2）：

日照量會影響地表的氣溫，主要受兩個因素控制：太陽光入射角和日地距離。其中

夏季日照變化對冰川體積的影響較明顯，依地球現在的情況而論，在南半球這兩項因素

互相加強。當地球 1 月過近日點時，南半球傾向太陽；7 月過遠日點時，南半球則遠離太

陽，造成南半球季節差異性較北半球大。季節差異較大時，夏天較熱會融掉較多的冰，

冰雪不易累積；而冬天雖較寒冷，但水氣量沒有增加，所以降雪並未增多，無法得到補

償，因此季節差異大時，冰川較不發達，冰期較不易出現。

1. 右側的甲、乙兩圖是因為地球自

轉軸指向改變，在不同時期的示

意圖。由短文判斷，依地球現在

的情況而論，「當地球 1 月過近

日點時，南半球傾向太陽」，可

配合右圖中哪一個位置的狀況？

（A）ㄅ處

（B）ㄆ處

（C）ㄇ處

（D）ㄈ處

2. 請問要使「冰期」順利發展的關鍵為何？

（A）夏天要熱  （B）夏天不要太熱 （C）冬天要冷 （D）冬天不要太冷

答案：1.(D)。  2.(B)。 

地球

ㄅ
ㄆ

ㄇ
ㄈ

太陽

乙圖

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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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題組 11/12 修題及重新命題 

 2018 年最大滿月在 1 月 2 日出現，由於天氣穩定，全台各地民眾都可以觀賞。網路

上不少天文愛好者分享拍攝到的照片與影片，如圖一。

圖一 圖二

1. 2018 年 1 月一共有兩次滿月，小明知道這個消息後決定要在 1 月底再度滿月的時候

自己拍攝一張滿月與野柳女王頭的合影，就像報紙上刊登的照片一樣，請問他應該

在什麼時間、地點拍攝才能得到理想的照片？

(A)17:00 在甲處 (B)05:00 在乙處 (C)24:00 在丙處 (D)24:00 在丁處

(E)17:00 在戊處。

2. 小明聽說野柳園區內怪石嶙峋，有一個態似「金錢豹」的岩石必須要在「大潮日的

乾潮時段」才有機會目睹，請問他到此處拍攝滿月的當天是否可以看見此奇景？

(A)不可以，因為當天是小潮 (B)不可以，因為不確定當天是大潮還是小潮

(C)可以，大約在 03:00 左右 (D)可以，大約在 06:00 左右 (E)可以，大約在 10:00
左右。

答案：1.(B)。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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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題組 11/12 修題及重新命題 

 隨著四季更迭可發現日月星辰的觀測也會有不同的變化，右下圖為十月初於台北地

區所拍攝太陽日落圖，圖中可見隨著太陽落下(圖 1→圖 2)，從拍攝者的視野觀察太

陽會剛好通過 101 的頂端，形成如同〝串丸子〞的特殊美景，已知當年秋分為 9/23
日、冬至為 12/22 日，請依序回答 1~３題。

1. 請問拍攝者拍攝這兩張照片時面向哪個方位？而拍攝者又位於101大樓的哪個方位？

(A)西南，西南  (B)西北，東北  (C)正西，正東  (D)西北，東南  (E)西南，東北

2. 兩個月之後拍攝者於同一地點，是否可拍攝到右圖相同的兩張照片？原因為何？

(A)不行，兩個月之後圖 2 太陽會從 101 頂端上空通過無法形成串丸子

(B)不行，兩個月之後圖 2 太陽會從 101 頂端下方通過，此時的丸子(太陽)會在 101
的中段

(C)可以，不論甚麼季節太陽落下的軌跡與方位不會變化

(D)不可以，兩個月之後圖 1 會在 101 的右上方而圖 2 不變

(E)不可以，兩個月之後圖 1 會在 101 的正上方而圖 2 不變

3. 若小明於 12 月上旬看到圖二也想拍到相似的景象，小明拍攝地點及時間與原拍攝

者相比有何不同？

(A)往東移，晚  (B)往西移，早  (C)往南移，晚  (D)往北移，早 。

答案：1.(E)。  2.(B)。  3.(D)。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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