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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題本：非選擇題（共二大題，占 50 分） 

一、  

珍珠奶茶等手搖飲盛行全臺，便利商店又發展咖啡等現沖泡飲品，因多為喝完就丟的一次

性材質，造成垃圾爆量。環保署 2010年曾調查，全臺 1年約用 15億個飲料杯，已讓人驚嚇，

未料今年出爐、相隔 10 年的再調查，發現 2020 年耗近 40 億個一次性飲料杯，重達 4.7 萬公

噸，10年來用量翻倍暴增。 

市售一次性飲料杯分中杯、大杯，高度多在 12 至 18 公分之間，若以平均高度 15 公分計

算，全臺 2020年使用近 40億個飲料杯，形同可堆疊出逾 118萬座一○一大樓，對環境造成重

大負荷。 

根據環保署最新調查 2020 年全國一次性飲料杯使用狀況，約有 5 成 7 使用塑膠材質，其

次淋膜紙占 4成，剩餘少數才是相對友善的生物可分解材質，但若沒妥善分類，一樣會被丟進

焚化爐。 

以各行各業用量進一步分析，飲料店 1 年使用逾 17 億個飲料杯，占全體約 4 成 3，用量

最大；其次為一般攤販占 1成 9，此外超商、有店面的餐飲業、早餐店用量也不少，各占全體

1成至 1成 2左右。 

 

 

 

 

 

 

 

 

 

 

 

 (節錄自〈1年 40 億個飲料杯 10 年來用量翻倍 環署盼「以大帶小」推動減量〉，《好讀周報》681期，2022/8/15)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環保署若欲針對上表中各行各業，進行減少使用一次性飲料杯宣導，請依據上表

說明哪一場所將會是最難宣導，然而效果會頗為顯著的類別？理由為何？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

多 4 行）。（占 4 分） 

問題（二）：讀完以上材料，如果環保署提出「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杯」的政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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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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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詩是一種理想中的狀態，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而遠方是現實中的遠

方。圖書館有書，你精神上無法超越的，可以通過書，看看人家是怎麼超

越的；你空間上到不了的地方，你也可以找本書看看，從書中有所獲得；

詩和遠方，在圖書館都可以找到，只要你想找。」 

以上這段採訪內容，是任職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顧曉軍，談到他每天進入圖書館的心情。

他引用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的名言：「這個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茍且，還有詩與遠方。」在顧

曉軍眼中，每天上班的這座圖書館就是他的詩和遠方。他深深覺得文字有一種美，對他來說，

能學多種語言、閱讀原典真的很開心。對於有人稱他是圖書館裡的「苦行僧」，顧曉軍說，「我

真的不是，你看我哪兒苦了？沒有苦，我也沒為了喜歡的事情不吃不喝，一切都很自然。其實

我覺得這樣很酷，能得到很大的滿足。」 

(改寫自〈野生語言學家 認為文字有一種美 閱讀原典「很酷、得到很大滿足」〉、〈圖書館的掃地僧 自學通曉 10
多種語言 身懷絕技卻毫不起眼〉，《好讀周報》682期，2022/8/22) 

請回答下列問題： 

如上文所述，對我們而言，從小到大，一定有進入圖書館的經驗，當我們進入任何一座圖

書館，只要隨意翻開一本書，可能就可以讓我們學到萬物運行的迷人規律，帶領我們進入 DNA

內探索遊歷，領略世界不同的瑰麗文化，神遊各國文學的祕密花園後，得到曲徑通幽的美好體

會。從小到大，相信圖書館曾經點燃你探索宇宙的欲望，並且對你理解萬事萬物的熱情，持續

加溫。請以「當我進入圖書館」為題，寫一篇文章，說明圖書館對你來說，代表了什麼意義？

並敘述任何你曾進入圖書館的經驗與體會，文長不限（占 25 分）。 

出題者：臺北市中正高中國文科教師／張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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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解題分析 

一、  

問題(一)：關鍵點在於資訊擷取與整合，必須擇一立場，根據資料提出自己看法，屬於「知性

寫作」，建議同學由以下幾點思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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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一）：環保署若欲針對上表中各行各業，進行減少使用一次性飲料杯宣導，請依據上

表說明哪一場所將會是最難宣導，然而效果會頗為顯著的類別？理由為何？文長限 80 字以

內（至多 4 行）。（占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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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若欲針對上表中各行各業，進行減少使用一次性飲料杯宣導，請依據上

表說明哪一場所將會是最難宣導，然而效果會頗為顯著的類別？理由為何？ 

(3) 作答重點：根據上文，說明「攤販」將會是最難宣導，然而效果會頗為顯著的類別。因為

它們的流動性，導致難以稽查、開罰。其次，它們 2020 年使用 7 億多個一次性飲料杯，

為第二大來源，宣導成效顯著。 

(4) 考核能力：檢索訊息，摘要統整的能力。 

(5) 評分標準：是否能精確擷取出攤販類別，並以數據說明理由。 

(6) 作答限制：文長限 80 字以內。 

【解析作答】摘要統整要精確 

「攤販」將會是最難宣導，然而效果會頗為顯著的類別。因為它們的流動性，導致難以稽

查、開罰。其次，它們 2020 年使用 7 億多個一次性飲料杯，為第二大來源，宣導成效顯著。 

問題(二)：關鍵點在於觀點論述 

問題（二）：讀完以上材料，如果環保署提出「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杯」的

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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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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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禁止」的理由 ＊反對「禁止」理由 

1. 強化減塑的來源。 

2. 強化人民對減塑的責任感。 

3. 減少高糖危害健康，浪費健保資源。 

4. 減少石化工業造成地球暖化。 

5. 減少塑膠微粒污染海洋，強化永續發展。 

    贊成「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用一次性

塑膠杯」的考生，可就上述理由加以發揮，

舉相關實例，加以論述「2022 全臺飲料店禁

止使用一次性塑膠杯」的必要性。 

 

1. 增加人民購買飲料的成本與難度。 

2. 緩衝時間太短，增加實施的難度。 

3. 心態上愈禁止，反而愈想偷用一次性塑膠

杯。 

4. 禁止難度偏高，並將會增加環保稽查人員

的業務量。 

5. 應加強減塑的概念，達成保育海洋與陸域

生態的 SDGs 目標。 

    反對「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用一次性塑

膠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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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用一

次性塑膠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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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若要歸納兩種不同立場，請務必控制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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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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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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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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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圖示正確說明宣導對象，理

由具體而清晰，且對贊成或反對

「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用一次

性塑膠杯」言之有理，論述清晰，

文辭精練者 

能依據圖示正確說明宣導

對象，理由具體而清晰，且

對贊成或反對「2022 全臺飲

料店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

杯」，條理分明，論述扼要，

文辭暢達者 

能依據圖示說明宣導對象

與理由，惟敘述欠具體清

晰，但對贊成或反對「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用一次

性塑膠杯」論述合理，文辭

得宜者 

B 級(10~13 分) C+級(9~6 分) C 級(1~5 分) 

能依據圖示說明宣導對象，且對贊

成或反對「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

用一次性塑膠杯」理由論述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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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贊成或反對「2022

全臺飲料店禁止使用一次

性塑膠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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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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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從大考國寫規準思考 

情意題〈當我進入圖書館〉，若就大考中心所公布的情意題規準，建議可由下列幾個方向

應答： 

(1) 具體寫出個人的生活經驗，從中感知聯想、創造抒發 

圖書館是學生必定進入過的空間，考生必須就曾進入過的圖書館進行觀察與思考，並加以

聯想，同時在前述的基礎上抒情。 

(2) 針對題目的情境，真誠抒發個人的情感與體會 

題目中提到「只要隨意翻開一本書，帶領我們進入 DNA 內探索遊歷」、「圖書館曾經點燃

你探索宇宙的欲望」，因此在書寫內容時，可針對曾進入圖書館的經驗與體會來取材。 

(3) 文辭組織與表達能力 

考生在鋪寫文章時，建議敘事結合抒情、情思並舉、句型多元、詳加描繪，形容細節，較

易出彩。 

(4) 參考歷屆試題 

今年的情意題並非傳統的詩文詮釋。107 學測〈季節的感思〉屬於詩意本身的詮釋及感悟；

109 年學測〈靜夜情懷〉則是從知名作家的作品出發，回歸自身體悟；111 年學測〈打開我們的

課本〉，陳述對單科或跨域科別的學習感受，皆可參考。  

2. 作答內容及重點 

(1) 依配分寫作：題目雖規定文長不限，不分子題，但總分 25 分建議篇幅能到 550 字以上。 

(2) 切記不可單純寫成對顧曉軍採訪的詮釋，導致所寫的內容與題目要求無關。 

(3) 發揮想像，優化書寫文字：如採訪稿中對顧曉軍而言，圖書館的意義是「每天上班的這座

圖書館就是他的詩和遠方。」，即是文學性的語言，考生在書寫圖書館對你代表的意義時，

也可使用文學性的語言，較易得高分。 

3. 內容取材 

(1) 雖然題目是「當我進入圖書館」，但是進入圖書館的閱讀體驗，亦是重要的主體，課內取

材如龍應臺的〈在迷宮中仰望星斗〉討論了人文知識與人文素養之差別，學生可以藉此發

揮從閱讀對發展人文素養的重要，或是朱熹〈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

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圖書館正是終身學習的源頭活水。 

(2) 至於如何寫得精采獲得 A 級，就需要提升內容深度，除發揮想像外，需要注意閱讀材料、

鎔鑄材料、抽繹情思，善加發揮體悟的層次及面向。例如：書寫「曾進入圖書館的經驗與

體會」，即可大量使用各種感官的摹寫，帶領讀者如臨現場，感受更加真實且深刻。 

(3) 寫作的深刻內涵在昭示了終身學習與時俱進的素養時代關鍵。書寫另一關鍵，在寫出圖書

館閱讀經驗的遷移性，可以著墨在以閱讀出發，用心生活，培養帶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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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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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同時說明圖書館的意義，與

進入圖書館的經驗與體會，文

辭優美，且文章能深刻描述經

驗，及從經驗中所獲得的體

會，敘寫生動，結構謹嚴，文

辭優美者 

能同時說明圖書館的意義，與

進入圖書館的經驗與體會，文

辭順暢，且文章能適切描述 

經驗，及從經驗中所獲得的體

會，敘寫細膩，結構穩妥，文

辭順暢者 

能同時說明圖書館的意義，與

進入圖書館的經驗與體會文

辭平順，且文章能充分描述經

驗，及從經驗中所獲得的體

會，敘寫具體，結構適當，文

辭平順者 

B 級(10~13 分) C+級(9~6 分) C 級(1~5 分) 

能說明圖書館的意義，與進入

圖書館的經驗與體會，文辭尚

可，且文章能描述經驗，及從

經驗中所獲得的體會，敘寫平

實，文辭大致通順者 

說明圖書館的意義，與進入圖

書館的經驗與體會，文辭不

佳，且文章經驗及體會敘寫浮

泛，或偏離焦點，文辭欠通順

者 

無法掌握題旨，解讀不當，文

辭拙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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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