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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分析引導 

 

本章分成「知性題」與「情意題」二個部分。每個部分包含「題本」、「解題

分析」、「評分標準」。讀完「題本」後，請先試著自己作答，再參考「解題分析」

與「評分標準」的說明，然後修正自己的答題內容。 

 

一、知性題 

⚫ 題本 

一般高中生都在校園內吃午餐，師大附中學生會近來提案，希望午餐

時間學生可以外出吃飯。日前校務會議，由學生代表 4 人、家長代表 6 人

及高中部教職員工 103 人，共 113 人投票，最後以同意 4 票、否決 90 票

的懸殊差距，提案遭否決。學生會擬透過試辦，逐步推動。 

事實上，北市高中生外出吃午餐早有先例，2009 年，建國中學就開放

午休時間，學生可以換外出證到校外用餐，12 時 5 分至 30 分外出，55 分

時返回。師大附中學生會這次提出「學生外出證使用管理要點草案」，希

望 12 時至 12 時 30 分出外用餐，50 分至 55 分返校。 

提案在校務會議遭否決，師大附中學生會會長簡同學表示，沒辦法一

步到位，想慢慢累積師生互信，先執行「試辦」，「試辦」不需校務會議

通過，只需要跟老師溝通就可辦理。初步規畫，試辦期間每日開放 100 位

同學外出，由老師推薦出缺勤紀錄良好的同學優先外出。 

簡同學說，外出吃飯是學生權益一部分，這不算是民主議題，不適合

採投票表決，應由教育部由上而下頒布範本。 

師大附中祕書柯冠銘表示，對於進出管理，學生提議成立糾察隊，但

有老師仍有疑問，例如高二同學如何登記高三同學，也可能有學生刻意報

假名等。 

柯冠銘表示，投票前老師與學生會有許多討論，雖然立場不同，最後

訴諸投票，但老師也很肯定學生會所準備的提案。 

北市副市長蔡炳坤曾為建中校長，也是 2009 年開放建中學生外出吃

飯的幕後推手，他說，高中生已能獨立自主，給學生自由才能建立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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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得知師大附中學生會爭取外出用餐權益，蔡說，學生進出管理要有

一定的運作，才可確保學生安全，「我的看法是就讓學生去吧。」(《好

讀周報》603 期)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依據上文，關於師大附中是否開放外出吃午餐議題：「老師與學生

會有許多討論，雖然立場不同」，請說明雙方立場有何不同？文長限 80 字以內

（至多 4 行）。（占 4 分） 

問題（二）：讀完以上材料，對於「高中禁止學生外出吃午餐」，你贊成或反對？

請撰寫一篇短文，提出你的看法與論述。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

（占 21 分） 

⚫ 解題分析 

問題(一)：關鍵點在於資訊擷取與整合，必須擇一立場，屬於「知性

寫作」，建議同學由以下幾點思考： 

先懂題目，確知方向：分解題目訊息，抓出主軸：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依據上文，關於師大附中是否開放外出吃午餐議題：「老師與學生會有許多討

論，雖然立場不同」，請說明雙方立場有何不同？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多 4 

行）。（占 4 分） 

1. 【題目訊息】基本能力不可少 

(1)作答方式：務必標示一、二題作答。 

(2)作答內容：師大附中是否開放外出午餐，師生雙方立場有何不同？ 

(3)作答重點：根據上文，說明師生雙方「不同立場」。 

(4)考核能力：檢索訊息，摘要統整的能力。 

(5)評分標準：是否能精確擷取出雙方不同立場的關鍵內容。 

(6)作答限制：文長限 80 字以內。 

2. 【解析作答】摘要統整要精確 

學生立場：「外出吃飯是學生權益一部份，不算是民主議題，不適合採投票

表決，應由教育部由上而下頒布範本。」老師立場：「學生進出校門管理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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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關鍵點在於觀點論述： 

問題（二）：讀完以上材料，對於「高中禁止學生外出吃午餐」，你贊成或反對？

請撰寫一篇短文，提出你的看法與論述。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

（占 21 分） 

1. 先懂題目，確知方向： 

(1)作答重點：考生可以站在贊成或反對的立場，建議破題先清楚表達立場。 

(2)考核能力：發展解釋、闡釋觀點。 

(3)作答限制：文長限 400 字以內。 

2. 讀會材料，摘要重點： 

(1)選擇立場：提出看法，不可僅抄錄現成的引導文字，而是能用自己的話，說出

看法或題目未曾明言的深層理由。 

(2)提出理由： 

＊贊成「禁止」的理由： ＊反對「禁止」理由： 

1.強化校園安全管理。 

2.強化家長對食安健康責任感。 

3.避免高油、高鹽、高糖的健康風險，

影響生長發育。 

4.避免學生校外發生危險或增加翹課

機會。 

 

贊成「學校禁止學生外出吃午餐」的

考生，可就上述理由加以發揮，舉相

關實例，加以印證說明校園禁止學生

外出吃午餐的必要。 

1.妨礙個人自由與飲食的選擇權。 

2.心態上愈禁止，反而愈想翻牆到校外

吃午餐。 

3.禁止難度偏高，學生也可以到圍牆偷

偷叫外食。 

4.應加強宣導健康飲食的概念，達成身

心健康目標。 

 

反對「學校禁止學生外出吃午餐」的考

生，可就上述理由加以發揮，舉相關實

例，例如「心態上愈禁止，愈會造成反

效果」，可以舉心理學上的「白熊實驗」

加以印證，說明你反對學校禁止學生外

出吃午餐。 

不論採取何種立場，立場不可搖擺。答題時寫作原則需思路清楚、文字流暢、

結構完整、論證嚴謹、內容豐富、符合字數，則可得高分。 

3. 善用資料，立論堅定： 

逐一細讀題目呈現資料，並在重點要求處與問題前，標注記號。行文回答時，

確實回應題目要求，力求言之有物、段段扣題，段落間應注意立論堅定，首尾一

貫，避免前後矛盾、空泛離題。本題命題設計與 107 年大考中心研究用試卷第一

題〈被遺忘權〉之問題(二)：「請以『被遺忘權』為題，明確表明你贊成或反對，

並提出此權利應否推行的理由。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題型設計與理

念相當接近，二擇一考法，多年常考，如果考生考前先練習寫作此題，應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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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方向，快速下筆。建議考生日後應多熟悉大考中心公布研究用試卷或參考試

題，以了解命題趨勢。 

 

4. 寫作建議： 

正確審題後，要在 400 字的限制中，呈現良好結構，充分展現論點。 

(1)開頭：建議首先明確表達自己主張，若要歸納兩種不同立場，務必控制篇幅。 

(2)中段：闡述所選擇立場的理由(考生根據自己的主張，選擇其一)。無論贊成或

反對，論點不宜過於單一，需舉出不同理由或例證，以支持或說明個人觀點，理

由如問題(二)觀點論述，再分點論述。本段為全文主軸，篇幅應最長。 

(3)結尾：闡述所選擇立場的結論，總結全文。 

 

⚫ 評分標準 

A+級(22~25 分) A 級(18~21 分) B+級(14~17 分) 

能依據題目正確說明理

由具體而清晰，且對「學

校禁止學生外出吃午

餐」言之有理，論述清

晰，文辭精練者 

條理分明，論述扼要，

文辭暢達者 

能依據題目說明理由，

惟敘述欠具體清晰，但

對「學校禁止學生外出

吃午餐」論述合理，文

辭得宜者 

B 級(10~13 分) C+級(9~6 分) C 級(1~5 分) 

論述普通，文辭平順者 略涉及宣導對象或理

由，惟未引用文本內容，

或說明紊亂，且對「學

校禁止學生外出吃午

餐」論述空泛，文辭欠

平順者 

論述雜亂，文句不通者 

視標點符號之使用與錯別字之多寡，斟酌扣分；未遵守作答區之規定，從

第一大題作答區開始寫作第二大題者，扣一分。 

臺北市中正高中／張青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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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意題 

⚫ 題本 

資料甲 

「真正的不幸，不是絕望本身，而是習慣於絕望。」─卡繆《鼠疫》 

前幾天和法國的合作夥伴通電話，我們也聊一些時事家常，他告訴我

法國政府已準備開放國界，讓疫情趨緩國家施打過國際認證疫苗旅客可自

行往來；因台灣近期情況讓我憂心，於是推薦我回頭讀卡繆《鼠疫》，據

說去年疫情期間，這本書在歐洲銷量漲了好幾倍，不少人在書裡發現共情

之處。 

果不其然，學生時代讀《鼠疫》時，並沒有什麼感同身受，而現在重

新翻開這本 70 年前的小說，看到封城、防疫線、血清等名詞，不由地感

嘆偉大文學的真知灼見，再看到那段關於絕望的對話，更是直觸我的內心。 

過去一個月，疫情高度節節攀升，在我看來，迅速破萬確診和數以百

計死亡，不只是每天下午兩點的冰冷數字，而是某人父母子女、親朋摯友，

各自都有著牽掛所愛的家人、工作與生活，卻在疫情下人事全非，所以當

每天下午聽到更新數字，我無法不感到一種絕望，然而讓我更絕望的是，

有些人似乎已習慣這種絕望，好像流逝的生命就是數字，報完今天的數字，

等待明天的數字，到處充滿一種無動於衷、坐以待斃的絕望，正是不幸之

中的大不幸。 

在這本與瘟疫對抗的名著裡，作者讚揚的不是科學勝利，而是人性中

光明無畏的一面，在絕望中展現出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堅韌、勇敢與

承擔。 

資料乙 

英國 14 歲青少女麥肯錫‧比爾德（Makenzy·Beard）在新冠肺炎避疫

期間拾起畫筆，描繪鄰居與祖父等人物肖像，傳神筆觸吸引藝文人士注意。

她將畫作上傳社群媒體後引發更廣泛的關注，還有畫作賣出 1 萬英鎊（約

台幣 38 萬元）的好價格。比爾德表示，目前畫畫仍屬課餘興趣，她還沒

打算把藝術當成志業，希望能多旅遊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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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德現居英國威爾斯的斯旺西市，她在避疫期間畫下農夫鄰居塔克

的肖像，上傳社群媒體後引起熱烈討論。來自中東、美國和英國等地的藝

文人士紛紛讚嘆小小年紀的比爾德天賦異稟，並出價希望向她買畫。 

比爾德最近的肖像模特兒是她的祖父戴維斯，藝廊裡至少有六幅以戴

維斯為主角的畫作展出，之後還會有更多幅作品加入。不過，戴維斯的畫

作為非賣品，比爾德表示，情感價值無法衡量。面對專業人士的期望，比

爾德表示感謝。對於未來，比爾德表示，繪畫的經驗讓她更加確信自己能

夠做到她想做的任何事。她說：「我還沒決定把事藝術當成工作，目前只

想把繪畫當作課餘興趣，可以平衡藝術與學業很棒，我也想要旅遊和運

動。」（《好讀周報》640 期）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試以資料乙為例，闡釋卡繆所說：「不是絕望本身，而是習慣於絕

望。」的內涵。文長限 120 字以內（至多 6 行）。（占 7 分） 

問題（二）：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你有沒有發現自己的身心狀態有所改變？你

是否曾感到絕望？在這些避疫日子裡，除了上線上課程，你又用哪些方法來度過

這段漫長的時日及安頓自己的身心？請以「避疫的那段日子」為題，描寫面對疫

情過程的身心變化，並以個人經驗說明你的感受、省思。文長不限。（占 18 分） 

⚫ 解題分析 

關於國寫情意題的答題，下筆前，需先經過仔細的閱讀及題目分析，

才能使文章的撰寫更扣合題意的要求。以下分別說明。 

1. 閱讀：分析材料 

此題為由資料甲、乙兩段組成的雙文對讀，因此，確切掌握兩篇文章的內

容要旨及共同主題為首要任務。 

資料甲中，作者由卡繆的《鼠疫》一書引發對於現今台灣社會面對新冠疫

情的觀察及討論，他對於大家每天看著因疫情攀升，而大量產生的確診及死亡

數據竟逐漸無感的情況有所反思，並認為我們應該如《鼠疫》一書中所呈現的

精神一般，在絕望中抱有勇敢、堅韌的精神。 

資料乙則呈現一位十四歲的少女麥肯錫‧比爾德，透過畫鄰居及家人的人

物肖像來度過避疫的日子，並進而能安頓自己內心的故事，這也讓更多人看見

她的繪畫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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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資料相互對讀，資料甲提醒大家應在疫情中，保有積極面對生命的動

力，而資料乙則為實例，讓大家看見避疫生活的更多可能。 

2. 審題：確認考點 

本大題中兩小題的測驗目標有所不同，問題(一)為測驗學生「情意文章的分

析能力」，主要希望大家能以邏輯客觀的文字，依據題目的要求直接回答問題。

問題(二)則為測驗「情意文章書寫能力」，而情意文章書寫能力又包含事件敘寫、

空間景物描繪、情感轉折刻畫、及經驗過後的深度省思等部分。 

3. 寫作：指引方向 

問題(一)，在書寫時應以邏輯客觀的用字回答問題，且答題篇幅有限，因此

直接說明重點即可。資料乙中的女孩麥肯錫‧比爾德，透過畫人物肖像，與親人

鄰居有所聯繫，她並沒有因為避疫未出門而感到絕望，反而藉此安頓及療癒自己，

更無心插柳得到了藝文界人士的關注，此與資料甲中卡繆所言：「真正的不幸，

不是絕望本身，而是習慣於絕望。」相應，面對困境，應勇於改變，找尋新的可

能，而非陷入絕望甚至是無感的狀態。 

問題(二)中，題目引導學生省思在避疫期間的「身心狀態」，也期待看到學生

在這段期間又是如何度過，因此，書寫的重點除了分享經驗，更需要有層次的從

個人經驗去體察自己的身心狀態及情緒感受變化的過程，例如這段時間經常下廚

做飯，藉由食物的療癒，似乎會使恐懼的心逐漸安頓，又或是如這段日子，有更

多時間跟家人一同聊天，家人關係因而更緊密，才發現雖然疫情打亂原本規畫帶

來遺憾，但只要家人都健在，這股相互陪伴的力量似乎就可以一起走過困境等。 

最後，若能再提及這段日子帶給自己的反省，會使文章更加深刻，例如這段

日子過後，因為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所以更能及時把握與家人、好友相處的時光，

或是體會到人生的無常沒法預料，更需練習調適自己內心，讓自己更勇敢一點。 

因此，該題在寫作時，須展現出情意文章的經驗敘寫、情感描繪及深度省思

的能力。 

⚫ 評分標準 

A 級(18~25 分) B 級(10~17 分) C 級(1~9 分) 

若能對於事件、情感有

更深刻的刻畫及細節描

寫，並能帶出個人反省 

本題若能針對在疫情

中，自己用以消遣的事

物加以敘寫，並簡要說

明自己過程中的感受變

化及省思 

若僅能簡要敘寫事件，

未有太多情緒感受的

描寫，且事件發展不

足、或篇幅過短、文不

成篇等 

視標點符號之使用與錯別字之多寡，斟酌扣分；未遵守作答區之規定，從

第一大題作答區開始寫作第二大題者，扣一分。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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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仿真練習 

 

 

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模考測驗試題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90 分鐘。請妥善分配作答時間。 
題型題數： 

˙非選擇題共 二 大題 

作答方式： 

˙限用中文書寫，違者該作答部分不予評閱計分，

惟專有名詞或試題有特殊要求者不在此限。 

˙限在作答區範圍內作答，第一題須作答於答案卷

「正面」，第二題須作答於答案卷「背面」。違

者將酌予扣分。 

˙使用黑色墨水的筆（建議使用筆尖較粗約 0.5mm

〜0.7mm之原子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並力求

字跡清晰及字體大小適中，否則致評閱人員無法

辨認機器掃描後之答案者，該部分不予計分。更

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 

˙答案卷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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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選 擇 題 （ 共 二 大 題 ， 占 50 分 ）  

說明：本部分共有二題，請依各題指示作答，答案必須寫在「答案卷」上。第一

題限作答於答案卷「正面」，第二題限作答於答案卷「背面」。作答使用

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書寫，且不得使用鉛筆。若因字跡潦草、未標示

題號、標錯題號等原因，致評閱人員無法清楚辨識者，該部分不予計分。 

一、 

今年東京奧運強調「性別平等」、「多元和諧」主題，使得跨性別選手的參賽

也獲各界關注，其中最受關注的是紐西蘭籍女子 87公斤級舉重選手哈伯德(Laurel 

Hubbard)，她在八年前變性，雖然這次的比賽中三次抓舉均告失敗而無緣獎牌，

但作為奧運場上最年長的運動員及第一位公開的跨性別選手，哈伯德的參賽仍有

重要意義。 

43 歲的哈伯德因曾在 2017 年的世界舉重錦標賽拿到銀牌，並在 2019 年於

太平洋運動會摘金，原被視為紐西蘭奪牌的潛力選手之一。不過，哈伯德的比賽

在開始 10 分鐘內宣告落幕。她三次試舉都失敗，第二舉雖然有把槓鈴舉過頭頂，

她在歡呼聲中，對空揮拳慶祝，但這一舉之後被判定失敗。 

哈伯德的參賽符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對於跨性別選手參加「變性手術

後的性別」分組的相關規定，只要能提出比賽前 12 個月期間，血清中的睪固酮

濃度低於每公升 10 奈米莫耳(nm)的證明即得參賽。但有人批評，哈伯德本為男

兒身，生理上肌肉量的先天優勢使其他選手面臨不公。更何況，在哈伯德變性以

前，就已開始接觸舉重這個運動項目。 

此外，就連 IOC 內部也承認現行對於跨性別參賽選手的睪固酮規定太鬆。IOC

一名不具名的官員表示，每公升 10nm 的濃度是早期的數據，現在很多最新研究

都表明這個濃度還是太高，因此今年賽事結束後，會針對這個議題近一步檢討。 

接受 IOC 諮詢長達 20 年的耶魯大學內分泌學家詹納(Myron Genel)表示：「睪

固酮濃度標準太舊，不是最尖端的測量技術。」他和另一名專家都認為，標準應

該降低至每公升 5 奈米莫耳。 

哈伯德出局後沒有接受記者提問，但發表簡短聲明。她說：「對於我參賽引發

的爭議，我並非全然不知。因此，我要特別感謝 IOC，感謝他們真正堅守奧運的

原則，讓人人都能參與運動，運動是具包容力，且沒有障礙的。」 

節錄自〈奧運舉重首見跨性別紐西蘭選手〉／世界日報柯立偉編譯╱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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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依據上文，請說明 IOC訂定「跨性別參賽選手只要能夠提出比

賽前 12個月期間，血清中的睪固酮濃度低於每公升 10奈米莫耳(nm)的證明即得

參賽」的標準，存在哪些爭議？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多 4行）。（占 4分） 

問題（二）：對於 IOC開放符合規定的跨性別選手參加奧運比賽，你抱持贊

同或是反對的態度？請闡明自己的意見。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

（占 21 分） 

出題者：臺北市中正高中／張青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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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9 歲的伊馮娜．瓦萊克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綠堤鎮經營一間禮品店。她喜

歡這裡收不到手機訊號的生活方式，外來訪客也慕名而來，尋找安靜的「數位桃

花源」。雖然瓦萊克家中還是有網際網路服務，但她只要一走出家門，且沒有連

結別人的網際網路，就接不到任何訊息通知。她告訴法新社：「如果你願意，來

這裡可以遠離網路，得到某種淨化。讓你有時間清理你的思緒。」 

法新社報導，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綠堤鎮人口不到 200 人，地處綿延起伏的丘

陵、茂密的森林和農場間，距離美國華府車程 4 小時。當地設立超過 60 年的「綠

堤天文台」（GreenBank Observatory），需要在沒有無線電波干擾的狀況下，才能

觀測太空恆星和黑洞。因此，美國政府 1958 年在綠堤鎮設立「國家無線電寂靜

區」（National Radio Quiet Zone），禁止周圍近 3 萬 4000 平方公里手機訊號、Wi-

Fi 和藍芽等無線電波發射。但民眾仍可以使用有線網路。 

這項規定讓綠堤鎮成為「世外桃源」，還被當作觀光賣點，也有人為了找到

寧靜搬來居住。不過，綠堤鎮正在改變：當地法規規定使用 Wi-Fi 會開罰 50 美

元，但有些居民在自家使用也沒有真的被罰款，Wi-Fi 也愈來愈普遍。附近的雪

鞋山滑雪度假村日益發展，開放手機服務使用，且並非所有居民都認同連手機都

收不到訊號的生活。 

西維吉尼亞州觀光官員將綠堤鎮的怪異之處宣揚成「終極數位戒除區」

（ultimate digitaldetox）。西維吉尼亞州觀光部長崔爾西．盧比表示：「在現今的

世界，我們永遠無法在沒有聽見手機鈴聲的狀況下，好好步行一兩分鐘。這是你

可以遠離這一切的地方。」這引起全美國人的共鳴。華府智庫皮尤研究中心數據

顯示，85%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智慧型手機，而近三分之一的民眾說他們「幾

乎時時在線」。來自印第安納州的 78 歲遊客南西．修瓦特參觀綠堤天文台時，得

知自己手機收不到訊號的原因後感到驚訝，但她很快喜歡上這種沉默。她說：「遊

客來到這個小鎮，真正聆聽別人說話。我覺得這太美妙了，應該有更多人這麼做。」 

節錄自好讀周報 643 期〈數位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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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根據上文，在「數位桃花源」中，人與人的關係有何特點？文長

限 80字以內（至多 4 行）。（占 4 分） 

問題(二)：假如你要遠離 3C，走進數位桃花源，你會期待那是一個什麼樣的

世界？又會希望自己進入這裡之後有什麼樣的身心變化？請以「追尋我的數位桃

花源」為題，描寫你對此桃花源的情景及生活想像，並說明感受及省思。（占 21 

分） 

出題者：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