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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麻辣總複習系列

應‧有‧盡‧有

分秒分秒必爭必爭 明察明察秋毫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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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架構

進度式（康版） 主題式

產品特色

1.  根據學校模擬考進度編排架構，依冊

次循序漸進，複習有條理。

2.  獨家「會考這樣考」，精選會考文意

主題解析試題，強化文意理解力。

3.  獨家「達人解題策略」，根據題型提

供解題思路，有效建構答題技巧。

4.  獨家「以○○之名讀國文」閱讀素

養題組，文本取材多元，扣合8大領

域、19項議題，提升應試能力。

1.  國中必學20個主題單元，以表格統整

重點，圖表輔助理解，高效複習，稱

霸會考。

2.  獨家「素養閱讀區」，每單元2大

頁，涵蓋跨領域單題、跨領域題組，

新編多文對讀題組，掌握會考選文脈

動，有效提升閱讀實力。

3.  獨家「解題養成術」，分別針對白話

文、文言文提供漫畫情境式解讀策

略，招招征服會考文意理解試題。

隨書附贈

1.  「考前重點包」拉頁，嚴選語文常識

重點，考前衝刺必備。

2.  18回「課前預習單」，聚焦複習重

點，快速診斷、補強學習弱點。

3.  題題詳解，學用附分離式解答別冊。

1.  「考前重點包」拉頁，嚴選語文常識

重點，考前衝刺必備。

2.  18回「課前檢測單」，聚焦複習重

點，自學、教學彈性運用。

3.  題題詳解，學用附分離式解答別冊。

數位學習 歷屆考題免費真人影音解題 歷屆考題免費真人影音解析

搭
配
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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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

敬請支持優質正版 
0800-016-597檢舉 盜版專線盜版專線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

印製
發行

電話：(02)3234-6898
傳真：(02)3234-2808

編著
敬請支持優質正版 

0800-016-597檢舉 盜版專線盜版專線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

教
師
版

卷A
國文全

(8K雙面卷，中等程度適用)

一堂課專用
   試題剛剛好

精熟基礎 應有盡有

卷別 難度
難易度配置

回數 題數
基礎 精熟

國文麻辣甲卷 中上 70 % 30 % 16 34～37

國文麻辣A卷 中等 80 % 20 % 16 32

國文勝經卷 中等 75 % 25 % 22 32

適用

產品
麻辣複習講義

定價
145元

1～4冊 100元 5～6冊 50元

每回

總題數

進度回次 32 題

選擇題

基礎 80 %

主題回次 32 題

精熟 20 %複習回次 32 題

回次 範圍細目

１

第
一
冊

【1～5課】 

夏夜／吃冰的滋味／善用時間的方法／差不多先生傳／論語選(一)學而
時習之　(二)三人行，必有我師　(三)益者三友　(四)子游問孝　(五)譬
如為山　(六)吾日三省吾身／雅量／母親的教誨／瑞穗的靜夜

２

【6～10課．自學課】 
那默默的一群／下雨天，真好／紙船印象／兒時記趣／鬧元宵／心囚
／無心的錯誤／藍色串珠項鍊／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鮭魚產卵，力
爭上游／飛翔的舞者／生之歌選(一)一顆珍珠　(二)手的故事／拄枴杖
的小男孩／曹操掉下去了／走進歷史讀寓言―先秦寓言選

３
【第一冊主題專區】 
標點符號使用法／資料檢索與工具書／疊字詞／一詞多義／同音詞辨
析／年齡用語

４

第
二
冊

【1～5課】  
傘／近體詩選(一)登鸛雀樓　(二)早發白帝城　(三)山居秋暝　(四)聞官
軍收河南河北　(五)贈汪倫　(六)出獄歸家　(七)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
陵　(八)楓橋夜泊　(九)過故人莊　(十)客至／另一個春天／背影／聲
音鐘／小詩選：跳水／石虎是我們的龍貓／森林最優美的一天（油桐
花編織的祕徑）／負荷／落花生的性格

５

【6～10課．自學課】 
今夜看螢去／記承天夜遊／謝天／音樂家與職籃巨星／玉山―迎接
臺灣第一道曙光／孩子的鐘塔／貓的天堂／溪頭的竹子／視力與偏見
／劉墉寓言作品選(一)天堂與地獄　(二)隔山打牛／再見，西莎／東風
吹馬耳／龍眼成熟時／搜神抓鬼趣―六朝志怪小說選

６
【第二冊主題專區】 
文字構造介紹／字體演變與書法欣賞／近體詩介紹／量詞／狀聲詞／天
干地支／邏輯推理、語病與冗詞贅字

7 第一冊～第二冊　複習

8

第
三
冊

【1～5課】  
白靈新詩選(一)飛魚　(二)風箏／古體詩選(一)庭中有奇樹　(二)慈烏夜
啼　(三)迢迢牽牛星　(四)生年不滿百　(五)四月十五夜鐵窗下作／土
芭樂的生存之道／田園之秋選（西北雨）／五柳先生傳／故鄉的桂花
雨／山豬學校

9

【6～10課．自學課】  
我在圖書館的一天／愛蓮說／鳥／冬陽／拆牆／生命中的碎珠／畫的
哀傷／蜜蜂的讚美／棒球靈魂學／指尖上的故事：簡報／世說新語選
(一)華、王優劣　(二)王藍田忿食雞子　(三)坦腹東床／買春聯／天使
的海和魔鬼的海／王冕的少年時代

10
【第三冊主題專區】 
詞類介紹／句型介紹／聯綿詞（雙聲與疊韻）／偏義複詞與同義複詞
／倒裝句／季節判讀／借代詞

11 第一冊～第三冊　複習

回次 範圍細目

12

第
四
冊  

【1～5課】 
一棵開花的樹／樂府詩選―木蘭詩／漁鎮的孩子／我所知道的康橋
／張釋之執法／余光中詩選(一)讓春天從高雄出發　(二)控訴一枝煙囪
／歲月跟著

13

【6～10課．自學課】 
罐頭由來／陋室銘／先學著張開眼睛／看雲的日子／項鍊／虎克―
愛上跳蚤的男人／飛魚／管好舌頭／科幻極短篇選(一)深藍的憂鬱 

(二)替代死刑／談交友／為學一首示子姪／舌尖上的思路：演講／空城
計／運動家的風度／拍痰

14
【第四冊主題專區】 
書信、便條／題辭、柬帖／語氣／敬稱與謙詞／數字的實指虛指／古
典小說介紹

15 第三冊～第四冊　複習

16 第一冊～第四冊　複習

17

第
五
冊

【1～5課】 
戲李白／詞選(一)如夢令　(二)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三)虞美人　(四)武
陵春／人間好時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清心苦味／土／與921說再
見：20年的生命練習題／永不滿足，長保傻勁―賈伯斯的人生三堂
課／余光中詩選(一)苗栗明德水庫　(二)飛瀑／黑與白―虎鯨／雲和

18

【6～10課．自學課】 
獵人／與宋元思書／防風林／喂―出來！／蘇東坡突圍／我們的饕
餮時代／射鵰英雄傳―智鬥書生／山中書／在錯誤中學習／寄弟墨
書／知識與表達的盛宴：專題報告／大明湖／養成新聞判讀力，迎向
更美好的生活／無關歲月

19 【第五冊主題專區】 
對聯／趣味用語／人、物判讀／句意關係／新聞用語

20

第
六
冊

【1～5課】 
臺灣竹枝詞選(一)沃土千里　(二)蔗田／曲選(一)天淨沙秋思　(二)沉醉東
風漁父詞／冰箱為何變成食物的墳場？／憶高畑勳：螢火蟲之墓／二十年
後／石滬／一家手語餐廳的誕生／鄒忌諷齊王納諫／人不可以無癖／
人間情分／湖心亭看雪

21

【6～8課．自學課】 
后羿射月／羅密歐與茱麗葉樓臺會／水神的指引／常保好奇心／買賣
人生／聊齋志異選―種梨／錢是省出來的／賀伯吹來的教導／來龍
去脈說掌故―歷代筆記小品選／勤訓

22 【第六冊主題專區】 

韻文常識／四書與四史／節慶判讀／通同字

23 第五冊～第六冊複習

24 第一冊～第六冊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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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 A卷

敬請支持優質正版 
0800-016-597檢舉 盜版專線盜版專線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

印製
發行

電話：(02)3234-6898
傳真：(02)3234-2808

編著

教
師
版

卷甲
國文全

(8K雙面卷，中上程度適用)

一堂課專用
   試題剛剛好

精熟基礎 應有盡有

卷別 難度
難易度配置

回數 題數
基礎 精熟

國文麻辣甲卷 中上 70 % 30 % 16 34～37

國文麻辣A卷 中等 80 % 20 % 16 32

國文勝經卷 中等 75 % 25 % 22 32

適用

產品
麻辣複習講義

定價
145元

1～4冊 100元 5～6冊 50元

每回

總題數

進度回次 34 題

選擇題

基礎 70 %

主題回次 37 題

精熟 30 %複習回次 34 題

回次 範圍細目

１

第
一
冊

【1～5課】 

夏夜／吃冰的滋味／善用時間的方法／差不多先生傳／論語選(一)學而
時習之　(二)三人行，必有我師　(三)益者三友　(四)子游問孝　(五)譬
如為山　(六)吾日三省吾身／雅量／母親的教誨／瑞穗的靜夜

２

【6～10課．自學課】 
那默默的一群／下雨天，真好／紙船印象／兒時記趣／鬧元宵／心囚
／無心的錯誤／藍色串珠項鍊／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鮭魚產卵，力
爭上游／飛翔的舞者／生之歌選(一)一顆珍珠　(二)手的故事／拄枴杖
的小男孩／曹操掉下去了／走進歷史讀寓言―先秦寓言選

３
【第一冊主題專區】 
標點符號使用法／資料檢索與工具書／疊字詞／一詞多義／同音詞辨
析／年齡用語

４

第
二
冊

【1～5課】  
傘／近體詩選(一)登鸛雀樓　(二)早發白帝城　(三)山居秋暝　(四)聞官
軍收河南河北　(五)贈汪倫　(六)出獄歸家　(七)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
陵　(八)楓橋夜泊　(九)過故人莊　(十)客至／另一個春天／背影／聲
音鐘／小詩選：跳水／石虎是我們的龍貓／森林最優美的一天（油桐
花編織的祕徑）／負荷／落花生的性格

５

【6～10課．自學課】 
今夜看螢去／記承天夜遊／謝天／音樂家與職籃巨星／玉山―迎接
臺灣第一道曙光／孩子的鐘塔／貓的天堂／溪頭的竹子／視力與偏見
／劉墉寓言作品選(一)天堂與地獄　(二)隔山打牛／再見，西莎／東風
吹馬耳／龍眼成熟時／搜神抓鬼趣―六朝志怪小說選

６
【第二冊主題專區】 
文字構造介紹／字體演變與書法欣賞／近體詩介紹／量詞／狀聲詞／天
干地支／邏輯推理、語病與冗詞贅字

7 第一冊～第二冊　複習

8

第
三
冊

【1～5課】  
白靈新詩選(一)飛魚　(二)風箏／古體詩選(一)庭中有奇樹　(二)慈烏夜
啼　(三)迢迢牽牛星　(四)生年不滿百　(五)四月十五夜鐵窗下作／土
芭樂的生存之道／田園之秋選（西北雨）／五柳先生傳／故鄉的桂花
雨／山豬學校

9

【6～10課．自學課】  
我在圖書館的一天／愛蓮說／鳥／冬陽／拆牆／生命中的碎珠／畫的
哀傷／蜜蜂的讚美／棒球靈魂學／指尖上的故事：簡報／世說新語選
(一)華、王優劣　(二)王藍田忿食雞子　(三)坦腹東床／買春聯／天使
的海和魔鬼的海／王冕的少年時代

10
【第三冊主題專區】 
詞類介紹／句型介紹／聯綿詞（雙聲與疊韻）／偏義複詞與同義複詞
／倒裝句／季節判讀／借代詞

11 第一冊～第三冊　複習

回次 範圍細目

12

第
四
冊  

【1～5課】 
一棵開花的樹／樂府詩選―木蘭詩／漁鎮的孩子／我所知道的康橋
／張釋之執法／余光中詩選(一)讓春天從高雄出發　(二)控訴一枝煙囪
／歲月跟著

13

【6～10課．自學課】 
罐頭由來／陋室銘／先學著張開眼睛／看雲的日子／項鍊／虎克―
愛上跳蚤的男人／飛魚／管好舌頭／科幻極短篇選(一)深藍的憂鬱 

(二)替代死刑／談交友／為學一首示子姪／舌尖上的思路：演講／空城
計／運動家的風度／拍痰

14
【第四冊主題專區】 
書信、便條／題辭、柬帖／語氣／敬稱與謙詞／數字的實指虛指／古
典小說介紹

15 第三冊～第四冊　複習

16 第一冊～第四冊　複習

17

第
五
冊

【1～5課】 
戲李白／詞選(一)如夢令　(二)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三)虞美人　(四)武
陵春／人間好時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清心苦味／土／與921說再
見：20年的生命練習題／永不滿足，長保傻勁―賈伯斯的人生三堂
課／余光中詩選(一)苗栗明德水庫　(二)飛瀑／黑與白―虎鯨／雲和

18

【6～10課．自學課】 
獵人／與宋元思書／防風林／喂―出來！／蘇東坡突圍／我們的饕
餮時代／射鵰英雄傳―智鬥書生／山中書／在錯誤中學習／寄弟墨
書／知識與表達的盛宴：專題報告／大明湖／養成新聞判讀力，迎向
更美好的生活／無關歲月

19 【第五冊主題專區】 
對聯／趣味用語／人、物判讀／句意關係／新聞用語

20

第
六
冊

【1～5課】 
臺灣竹枝詞選(一)沃土千里　(二)蔗田／曲選(一)天淨沙秋思　(二)沉醉東
風漁父詞／冰箱為何變成食物的墳場？／憶高畑勳：螢火蟲之墓／二十年
後／石滬／一家手語餐廳的誕生／鄒忌諷齊王納諫／人不可以無癖／
人間情分／湖心亭看雪

21

【6～8課．自學課】 
后羿射月／羅密歐與茱麗葉樓臺會／水神的指引／常保好奇心／買賣
人生／聊齋志異選―種梨／錢是省出來的／賀伯吹來的教導／來龍
去脈說掌故―歷代筆記小品選／勤訓

22 【第六冊主題專區】 

韻文常識／四書與四史／節慶判讀／通同字

23 第五冊～第六冊複習

24 第一冊～第六冊複習

進度式＋主題式系列 112升高中綜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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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卷

國文國文
系列 112升高中綜合版｜主題式

全

一堂課專用
   試題剛剛好

適用

產品
勝經複習講義

回次 內    容 範　圍　細　目

１ 字音、字形、字義(1) 形似字字音、易誤讀字音、一字多音、易錯字、形似字、一字多義、通同字、數目字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2、3２ 字音、字形、字義(2)

３ 詞語應用(1)

常用詞語、一詞多義、量詞、疊字詞、狀聲詞、慣用語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4

４ 詞語應用(2)

５ 成語總匯(1)

易混淆成語辨析、重要主題成語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5

６ 成語總匯(2)

7 標點符號與工具書檢索 標點符號、工具書檢索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6

８ 漢字構造與字體演變 漢字構造、字體演變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7

９ 詞類與句型 詞性、構詞法（聯綿詞、同義複詞、偏義複詞）、句型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8

10 應用文（一） 書信、便條、啟事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9

11 應用文（二） 柬帖、題辭、對聯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0

12 文化常識 年齡用語、典故判讀、天干地支、俗諺語、歇後語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1

13 國學常識 韻文常識、散文常識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2

14 語法辨析 連詞、冗詞贅字、邏輯推論及語病、語氣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3

15 修辭技巧
轉化、譬喻、映襯、倒反、摹寫、雙關、設問、誇飾、引用、借代、排比、類疊、層遞、對偶、頂

真、回文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4

16 文章體裁與寫作手法 文章體裁分類、寫作手法分析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5

17 閱讀單題(1) 文意填空與重組、白話段落單題、白話短句單題、文言段落單題、文言短句單題、新詩單題、韻文單

題、圖文單題、並列文本單題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6、17、1818 閱讀單題(2)

19 閱讀題組(1) 文意填空與重組、現代散文題組、新詩題組、生活情境題組、古典散文題組、韻文題組、並列文本題

組 ．對應勝經複習講義單元16、19、2020 閱讀題組(2)

21 會考模擬試題(1)

22 會考模擬試題(2)

定價 全冊 135元

(８Ｋ雙面卷、中等程度適用)

每回

總題數

主題回次 32 題

選擇題

基礎 75 %

題組回次 20 題 精熟 25 %

精熟基礎 應有盡有
卷別 難度

難易度配置
回數 題數

基礎 精熟

國文麻辣甲卷 中上 70 % 30 % 16 34～37

國文麻辣A卷 中等 80 % 20 % 16 32

國文勝經卷 中等 75 % 25 % 2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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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經總複習卷

回次 全 24 回 全 24 回 全 22 回

難
易
度

基礎 80% 70% 75%

精熟 20% 30% 25%

獨

獨

獨

獨

獨

單挑單挑總複習總複習

       一張表搞
定！一張表搞定！

單挑總複習

    一張表搞
定！



最有素養的主題式複習好夥伴複習講義複習講義 進度與主題雙軌並行，複習便利

獨家設計跨領域單題、跨領域題組、多文對讀題組，融入新課綱素養精神，採多元文本取材、多元形
式命題，領先趨勢，強攻會考。

跨領域跨領域跨領域跨領域題組題組素養閱讀區

（ ）1   根據本文，米其林餐盤、米其林星級、必比登推介三者的評鑑等級，由低至高依序應
為下列何者？

  (A)米其林餐盤→必比登推介→米其林星級　(B)米其林餐盤→米其林星級→

必比登推介　(C)必比登推介→米其林餐盤→米其林星級　(D)必比登推介→米

其林星級→米其林餐盤。

（ ）2   根據本文，下列臺北店家何者最可能入選「必比登推介」名單？
  (A)  (B)

晚間套餐3950∼8300元

午間套餐3350∼7100元

聽主廚用好手藝說故事

品嘗獨家引進紅寶石老牛

松柏園土雞城
8大必點排行榜

No.1 白斬古早雞 450元

No.2 招牌鹹豬肉 320元

No.3 客家封肉　 460元

No.4 古早味滷肉 450元

No.5 香滷桂竹筍　 280元

No.6 大蒜茄腸煲　 300元

No.7 香酥芋頭卷　 200元

No.8 找不到臭豆腐 280元

有家茶坊

冰萃檸檬  55元

翡翠香橙  75元

鮮果茶飲系列

阿華田拿鐵  70元

搖滾波波紅茶拿鐵  70元

百香雙Q果  60元

葡萄柚果粒多多  75元

玫瑰紅茶拿鐵  70元

珍芋紅茶拿鐵  75元

香醇系列

晚餐1500元起／人

午餐1200元起／人

好食在飲茶
嚴選當令食材，供應中華各菜系料理

精巧飲茶、點心、筵席名菜

晚間套餐3950∼8300元

午間套餐3350∼7100元

聽主廚用好手藝說故事

品嘗獨家引進紅寶石老牛

松柏園土雞城
8大必點排行榜

No.1 白斬古早雞 450元

No.2 招牌鹹豬肉 320元

No.3 客家封肉　 460元

No.4 古早味滷肉 450元

No.5 香滷桂竹筍　 280元

No.6 大蒜茄腸煲　 300元

No.7 香酥芋頭卷　 200元

No.8 找不到臭豆腐 280元

有家茶坊

冰萃檸檬  55元

翡翠香橙  75元

鮮果茶飲系列

阿華田拿鐵  70元

搖滾波波紅茶拿鐵  70元

百香雙Q果  60元

葡萄柚果粒多多  75元

玫瑰紅茶拿鐵  70元

珍芋紅茶拿鐵  75元

香醇系列

晚餐1500元起／人

午餐1200元起／人

好食在飲茶
嚴選當令食材，供應中華各菜系料理

精巧飲茶、點心、筵席名菜

晚間套餐3950∼8300元

午間套餐3350∼7100元

聽主廚用好手藝說故事

品嘗獨家引進紅寶石老牛

松柏園土雞城
8大必點排行榜

No.1 白斬古早雞 450元

No.2 招牌鹹豬肉 320元

No.3 客家封肉　 460元

No.4 古早味滷肉 450元

No.5 香滷桂竹筍　 280元

No.6 大蒜茄腸煲　 300元

No.7 香酥芋頭卷　 200元

No.8 找不到臭豆腐 280元

有家茶坊

冰萃檸檬  55元

翡翠香橙  75元

鮮果茶飲系列

阿華田拿鐵  70元

搖滾波波紅茶拿鐵  70元

百香雙Q果  60元

葡萄柚果粒多多  75元

玫瑰紅茶拿鐵  70元

珍芋紅茶拿鐵  75元

香醇系列

晚餐1500元起／人

午餐1200元起／人

好食在飲茶
嚴選當令食材，供應中華各菜系料理

精巧飲茶、點心、筵席名菜

晚間套餐3950∼8300元

午間套餐3350∼7100元

聽主廚用好手藝說故事

品嘗獨家引進紅寶石老牛

松柏園土雞城
8大必點排行榜

No.1 白斬古早雞 450元

No.2 招牌鹹豬肉 320元

No.3 客家封肉　 460元

No.4 古早味滷肉 450元

No.5 香滷桂竹筍　 280元

No.6 大蒜茄腸煲　 300元

No.7 香酥芋頭卷　 200元

No.8 找不到臭豆腐 280元

有家茶坊

冰萃檸檬  55元

翡翠香橙  75元

鮮果茶飲系列

阿華田拿鐵  70元

搖滾波波紅茶拿鐵  70元

百香雙Q果  60元

葡萄柚果粒多多  75元

玫瑰紅茶拿鐵  70元

珍芋紅茶拿鐵  75元

香醇系列

晚餐1500元起／人

午餐1200元起／人

好食在飲茶
嚴選當令食材，供應中華各菜系料理

精巧飲茶、點心、筵席名菜

 (C)  (D)

認識美食界中的摘星指標
　　「米其林餐盤」首見於 2016年的法國米其林指南，它代表食材新鮮且細心準備的優質餐廳，值
得推荐，只不過還不是星級餐廳，如果把米其林指南想成軍隊，「米其林餐盤」就是還沒升上將軍

的校官！值得一提的是，「米其林餐盤」是在宣布「米其林星級」的典禮當天，收錄於評鑑餐廳的

紅色本米其林指南當中。

　　一般大家口中說的：「這間是米其林餐廳喔！」「這間有得米其林！」都是指得到「米其林星級」

殊榮的餐廳，從一顆星星到三顆星星的等級，也可以被解釋成越多星星越被米其林評委推荐，大概

就是上將、中將、少將的概念，是米其林指南中的最高榮耀！

　　最受大家喜愛的「必比登推介」，是以米其林寶寶為標誌，以推荐高性價比的餐廳為主，臺北

版的標準是新臺幣一千元以下能夠吃到不含飲料三種料理的餐廳，這個範圍就很廣了，像是前兩屆

的必比登有餐廳也有夜市小吃，就像是被賦予軍階的士官們，無論是怎麼樣的背景，只要美味，受

到評委的肯定都能夠加入這個名單內！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

81單元 4ū詞語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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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跨領域跨領域跨領域單題單題素養閱讀區

（ ）1   
　　直到被證明有罪之前，我們都是清白的。除非有證明，否則任何人不應該被指責，

要為某件事負責。當有人說我們做了壞事時，我們有權利去表明那不是真實的。

（世界人權宣言）   人權教育議題

 關於這段文字的詮釋，下列何者最恰當？

  (A)只要我認為自己沒有犯罪，我就是清白的　(B)若要指責我的不對，一定要有相關
的證據　(C)被證明有罪之人，沒有資格享受任何權利　(D)不論我是否有罪，都不應
受到他人的指責。

（ ）2  

 根據文宣內容，下列推論何者最恰當？

  (A)枯寂的秋天比悶熱的夏天更容易讓人憂鬱　(B)「吉鴻」是負責安排旅遊行程的服
務人員　(C)小芳想要參加吉鴻假期，只能從三個行程挑選　(D)報名套裝行程者，出
發前都要先自行前往臺東。

（ ）3   
  閩人所飲之酒曰參老，曰淡老。其烹飪時所加之調料，少醬油而多蝦油，蓋以微
腥為美也。紅糟亦常用之。至於雞，他處率謂雌雞益人，而雄者易發宿疾，價亦雌貴於

雄。閩則異是，謂雌雞於人無甚滋養，而雄雞則大補益，故雄雞之價，每高過於雌者三

之一。 （徐珂 清稗類鈔）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    

 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閩人善用紅糟製作料理，其中以雞肉料理最常使用　(B)對閩人而言，醬油是比蝦
油更帶有腥味的調味料　(C)閩人認為雄雞體型大於雌雞，所以補身功效更佳　(D)一
地的飲食習慣會造成雌、雄雞隻有價格上的差異。

綜合活動領域

套裝行程

蘭嶼自在采風二日

蘭嶼綠島雙島遊三日

浪漫綠島采風二日

更多資訊請見公司網站或電洽服務人員

皆從臺東登船，兩人成行，天天出發

亦針對消費者不同需求推出方案，要搶要快！

吉鴻官網：https://ji.com.tw　　　諮詢電話：(02)50050000　　　LINE：@besttral

氣溫每上升1度，人的憂鬱指數就提高7%

55單元 3ū字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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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對讀多文對讀素養閱讀區 多文對讀多文對讀題組題組

【甲】何故 打邊爐

　　香港的打邊爐文化，可以嘗試用簡單的九個字歸納，分別是三句廣東話：「慢慢嘆」、「食住

等」和「趙完鬆」。

　　打邊爐在香港人眼中是一種家族或友好的聚餐，故此，現時仍有不少香港人未能接受午餐打邊

爐，也不能接受一人打邊爐，更不能接受限時打邊爐。大部分香港人都習慣在晚上才打邊爐，而且

是一班人打邊爐，某些火鍋店更是不設午市，從傍晚開始營業。「慢慢嘆」的「嘆」不是「嘆息」，

反而是「嘆世界」，代表「享受」的意思。香港人一頓打邊爐可以最少三、四小時，隨時由晚餐食到

消夜，因為香港的交通便利，即使在夜半三更也有方法平安回家，故此，香港人喜歡在打邊爐時一

邊吃，一邊聊，一邊飲，甚至一邊猜拳。香港很多火鍋店都有「啤酒妹」推銷啤酒，她們往往充當

火鍋店的暫時店員，因為香港人在火鍋店所消費的啤酒，隨時比在酒吧更多。

　　臺灣流行的一人一鍋，客人點選的肉類和菜盤一起奉上，或是將已經煮好的一鍋送到客人面

前，也有別於香港人對於打邊爐的傳統概念。很多香港人會問：「這麼匆忙且單調的打邊爐，跟我

們去茶餐廳有何分別？」香港人打邊爐不是吃快餐，反而是一種慢活享受。即使不少連鎖快餐店都

有供應一人火鍋，卻只會在晚市販售；而且，客人只當是吃煲仔菜套餐，或是在快餐店內獨自煮一

鍋雜錦泡麵。香港人打邊爐的重點，是可以隨心所欲選擇不同的湯底和食物，每次打邊爐都可以有

不同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打邊爐，不用齊人也可以開餐，因為很多香港人都需要加班，或是在放工

時間遇上塞車，即使約了家人或友好晚飯，未必可以準時出席。如果是吃粵菜或其他菜式，遲到會

非常尷尬，但打邊爐可以隨時加入，「食住等」的意思，是一邊吃，一邊等遲到的人，如果巧妙的

點選食物，可以為一次簡單的飯聚帶來不同的可能性。「趙完鬆」的正寫是「嚼完鬆」，意思是吃

完就離開。據說臺灣人吃完火鍋會連湯底也打包帶走，這樣在香港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即使點

了太多食物或飲料，也不會帶回家，亦不會寄存在店內。

【乙】袁枚 隨園食單

　　冬日宴客，慣用火鍋，對客喧騰，已屬可厭；且各菜之味，有一定火候，宜文宜武，宜撤宜添，

瞬息難差。今一例以火逼之，其味尚可問哉？近人用燒酒代炭，以為得計，而不知物經多滾，總能

變味。或問：「菜冷奈何？」曰：「以起鍋滾熱之菜，不使客登時食盡，而尚能留之以至於冷，則其

味之惡劣可知矣。」

（ ）1   根據甲、乙兩文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文肯定吃火鍋是一種節儉的表現　(B)乙文認為食材久煮會影響食物的滋味　(C)兩 

文都認同共食火鍋的優點多於缺點　(D)兩文都提及適合吃火鍋的場合與煮食禁忌。

（ ）2   根據甲、乙兩文，關於下列人物所持的觀點，何者推論正確？
  (A)何故：打邊爐是享受生活、隨時加入、吃不完就打包的文化　(B)袁枚：好吃的料

理通常一上桌就被吃完，怎麼可能放到變冷　(C)香港人：不管春夏秋冬、早上到夜
晚，都是打邊爐的好時候　(D)臺灣人：一人份小火鍋已經式微，眾人共食大火鍋才
是潮流。

國中國文3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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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閱讀區改版進化素養閱讀區改版進化

試題編寫導入生活化情境，強化學科基本知識複
習，建立正確的主題觀念與文本理解、分析、應
用能力，從容迎戰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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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文句所描述的文學體裁，何者對應正確？

 (A)匹夫庶婦歌世情，署官採言譜管弦—駢文

 (B)字分正襯融一體，律有板眼引吭歌—散曲

 (C)長篇章回詳終始，滿紙未必盡荒唐—寓言

 (D)頸頷雙聯必為對，格律嚴謹情韻長—絕句 109 會考補考

  解題幫手  從各選項中尋找關鍵字，判斷是否為對應的文學體裁。同學複習國學常識時，應要能對各
文學體裁的由來、特色稍有認識，面對此類型試題就不必太擔心。

	 	 破解答案  (A)樂府詩。由「匹夫庶婦」、「署官」、「譜管弦」可知　(B)由「字分正襯」、「引吭
歌」可知　(C)章回小說。由「長篇章回」可知　(D)律詩。由「頸頷雙聯必為對」可知

	 		【語譯】(A)平民百姓謳歌世間種種情態，樂府官署蒐集後為它譜上樂曲。(B)正字與襯字融合為一體，曲

牌有固定的節拍可放開喉嚨歌唱。(C)分章分回的長篇小說，開頭到結局結構完整，整篇文章寫的未必都

是荒誕不經的故事。(D)頷聯與頸聯必須為對仗的句子，格律規範嚴格，情調韻味悠長。

2    右圖是小臻在國文課所做的筆記，一時大意寫

錯一處。筆記中的錯處應是下列何者？

 (A) ❶　　　(B) ❷
 (C) ❸　　　(D) ❹ 

  解題幫手  本題所評量的是古詩與近體詩格律的比較辨別。韻文由古詩演變至近體詩，格律愈趨於嚴
格，限制也愈多，因此近體詩有格律詩之稱。而絕句與律詩同屬於近體詩，除了句數不同外，最大差

異乃在於律詩有對仗要求，同學們一定要掌握好。

	 	 破解答案  	(D)絕句不要求對仗，意即絕句可以對仗，也可以不對仗	 1.B　2.D答

類題上線

（ ） 1.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
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

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康霸子根據本詩的結

構判斷它屬於五言古詩，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是他判斷的標準？

 (A)不講究平仄與對仗 (B)句數不限四句或八句
 (C)四句為一聯，共有四聯 (D)用韻自由，可以換韻
（ ） 2.  何寄澎 總是玉關情：「唐人的性格宜於寫詩；而在各種題材中，尤以邊塞詩最適

合唐人的性格。唐人為南、北民族融合的新民族，所以性格恢宏、向上、豪放。加

上唐自開國以後，蒸蒸日上的國勢，促使與外族接觸頻繁，也使原來的性格更為發

揚。壯烈的戰爭、雄偉的景色，又處處與他們的本性起深深的共鳴。他們寫下所有

心靈的激盪，就產生了邊塞詩。爾後，邊塞的題材也就成為他們抒發本性最佳的工

具。詩是適合唐人的，邊塞詩尤其適合唐人。」根據這段文字判斷，下列詩句何者

最不可能是邊塞詩？

 (A)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B)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C)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
 (D)邊風飄飄哪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日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

古詩

2

1

3

多五、七言 五、七言
八句
一定要對仗
一韻到底

句數不固定
不一定對仗
可以換韻

律詩 絕句

4

五、七言
四句
一定要對仗
一韻到底

近體詩

104 會考

通過率 4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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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遊園驚夢　白先勇

　　一條寬敞的石級引上了樓前一個弧形的大露臺，露臺

的石欄邊沿上卻整整齊齊的置了十來盆一排齊胸的桂花，錢

夫人一踏上露臺，一陣桂花的濃香便侵襲過來了。 

 這段文句方框中的字，何者不是量詞？　(A)條　(B)個　(C)踏　(D)陣。

（ ）17. 「掌管姻緣的月老留著一□白鬍，臉上泛著紅光，右手執一□拐杖，左手持一冊姻緣
簿，替人在足上繫著一□紅線來牽成一□佳偶。」根據這段文字，句中缺空處填入下
列何組量詞最恰當？　(A)束／捆／條／對　(B)束／捆／縷／組　(C)綹／枝／縷／對 
(D)綹／枝／疋／組。

（ ）18. 下列文句中的量詞，何者使用錯誤？　(A)這一副耳環是媽媽精心挑選的，我非常珍惜 
(B)我活了這麼大歲數，還是頭一遭聽到如此離奇的事　(C)高速公路連續發生兩則重大
車禍，造成嚴重堵塞　(D)晚會現場傳來巨星蒞臨的消息，立刻引發賓客一陣騷動。

（ ）19.

親愛的阿貴：

媽媽今天很忙，需要請你幫忙到家樂

佛買回以下這些東西：香蕉、韭菜、

高麗菜、方糖、洗衣粉，謝謝你。

       媽媽留早上8點

阿貴到了家樂佛，他想要詢問關於這些物品的

擺放位置，他應該依序為這些物品加上什麼

量詞，才能順利得到賣場服務人員的協助？ 
(A)手／朵／株／瓶／盤　(B)串／把／顆／盒
／包　(C)手／把／株／瓶／包　(D)串／朵／
顆／盒／盤。

 疊字詞四

（ ）20. 下列「　」中的詞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改變？　(A)我「隱約」聽見有人下樓的聲音
→隱隱約約　(B)經商失敗後，他過著「渾噩」的生活→渾渾噩噩　(C)這件外套的
「大小」很適合我→大大小小　(D)教堂修復工程「斷續」進行著→斷斷續續。

（ ）21. 下列文句「　」中的疊字詞，何者使用正確？　(A)夕陽西下，遠處炊煙「鬱鬱」，真
是絕景啊　(B)桂花香氣隨著清風，「徐徐」的飄進家裡　(C)小孩病「戚戚」的模樣，
令人十分不捨　(D)春雨「翩翩」，將盛開的山櫻花裹在煙雨中。

（ ）22. 下列文句「　」中的疊字詞，何者運用最恰當？　(A)儘管大汗「潸潸」，農人們仍繼
續辛勤工作 (B)這張卡片傳遞了朋友的「纖纖」祝福　(C)寒流報到，山頂覆蓋了一層
「粼粼」白雪 (D)這裡沒有光害，每到夜晚便可見繁星「熠熠」。

 狀聲詞五

（ ）23.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屬於狀聲詞？　(A)為尋找神廚，廚俠暫睡在空「蕩
蕩」的柴房裡　(B)柴房簡陋，外頭寒風颯颯，令他直打「哆嗦」　(C)稻草都溼「漉
漉」的，難以讓他保持溫暖　(D)雨仍「淅淅」下著，廚俠決定天亮後再行動。

（ ）24. 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不是狀聲詞？　(A)諸臣條奏，多言之「鑿鑿」 (B)寒
堂耿不寐，「轆轆」聞車聲　(C)寒食窮愁嘆陋邦，可憐終日雨「淙淙」　(D)老蛩不知
秋已去，白晝「嘖嘖」空啼牆。

易錯

易錯

新新趨勢趨勢題題

易錯

單元 4ū詞語應用 77

057-081-單元4.indd   77057-081-單元4.indd   77 2022/4/10   下午 12:02:002022/4/10   下午 12:02:00

（ ）20. 小夫即將去日本遊學，他想向日本朋友介紹孟子這本書，於是先準備好資料並請老師指
點。老師看完之後說：「這個地方寫得不對喔！」下列小夫所準備的資料中，何者敘述

錯誤？　(A)是研究亞聖思想的重要著作　(B)傳達孟子相信人性本惡的看法　(C)與論
語、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　(D)善於運用譬喻與說故事的手法來闡述道理。

（ ）21. 「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盪。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
上。」關於這首曲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句句押韻，韻腳為「葉、蒼、盪、
香、黃、霜、上」　(B)呈現秋天蕭條、冷清的景象　(C)「減了清香，越添黃」運用人
性化手法，凸顯秋荷的特色　(D)「了」與「在」是襯字，主要作用是為了配合押韻。

（ ）22.
甲： 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得秦氏等人不
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她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

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妥，寧可繞遠路罷了。

乙： 正飲間，見一大漢，推著一輛車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
斟酒來吃，我待趕入城去投軍。」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

棗，脣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

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長生，後改雲長，河東 解良人也。因本處
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

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

丙： 大眾道：「不敢瞞師父，適才孫悟空演變化耍子。教他變棵松樹，果然是棵
松樹，弟子們俱稱揚喝采，故高聲驚冒尊師，望乞恕罪。」祖師道：「你等起

去。」叫：「悟空，過來！我問你弄什麼精神，變什麼松樹？這個功夫，可好在

人前賣弄？」

  根據王老師所提供的這三段小說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書是曹雪芹作品，在
學術研究中形成「紅學」　(B)乙書取材真實歷史人物，加入渲染與虛構的情節，隱含褒
揚忠義的內涵　(C)丙書描繪敢於反抗的英雄形象，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俠義章回小說 
(D)這三部小說的成書先後依序為：乙、丙、甲。

（ ）23.
(甲）　　　     旅夜書懷� 杜　甫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乙）　　　　   贈從弟� 劉　楨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

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喬安來自美國，對中國文學非常有興趣，尤其著迷於古典詩歌。中文系的室友介紹她閱
讀這兩首詩，並告訴她：甲是律詩，乙是古詩。喬安一看這兩首詩，都是每句五字，每

首八句，便覺得疑惑。如果喬安請教你辨別兩詩的方式，如何回答才正確？　(A)甲詩
為仄起式，乙詩為平起式　(B)甲詩避用重複的文字，乙詩則常用重複的文字　(C)甲詩
的第一句與偶數句都押韻，乙詩的用韻自由　(D)甲詩的中間兩聯對仗整齊，乙詩的中
間兩聯沒有對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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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境式命題，加強統整、分析訓練生活情境式命題，加強統整、分析訓練

獨家解題養成術，重點透視白話
文、文言文解題策略；獨家題組
解題 3步驟，適用各類型題組，
加強解題思路與信心。

新文意解題策略與步驟，通通教給你新文意解題策略與步驟，通通教給你

p.55 p.81 p.312

1  關於甲、乙兩文的內容，下列說明何者最不恰當？
 (A)甲文比較柳開、張景才華的高下 (B)乙文敘述張景投靠柳開後的際遇
 (C)兩文皆凸顯柳開自大的形象 (D)兩文皆肯定張景不凡的文才 

110 會考

通過率 4949 %

2  根據丙表所列舉的年分，對照甲、乙兩文內容，下列推論何者最合理？
 (A)柳開中舉前已受張景愛戴 (B)宋祁跟柳開兩人頗有交情
 (C)甲文的寫作時間早於乙文 (D)乙文所述內容較甲文可信 

110 會考

通過率 4343 %

解題 33 步驟

步驟1步驟1　找標題與概覽全文，摘要關鍵句  關鍵句經常出現在文章最後面，或是一個段落的最前面與最後面

標題 夢溪筆談、故大理評事張公墓誌銘、相關人物簡表

概覽全文  【甲】藉柳開、張景參加科舉考試的態度差異，比較兩人的才華高下。 

【乙】墓誌銘性質，內容為張景投靠柳開，受柳開賞識而得功名的生平紀錄。

摘要關鍵句  【甲】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乙】開每曰：「今朝中之士，誰踰晦之者！」即厚饋，使如京師。後中進士。

步驟2步驟2　確定題目問什麼

第1題 題目重點為「找出最不恰當的敘述」。

第2題 題目重點為「推論內容的合理性」。

步驟3步驟3　檢視選項，回到文章找答案

第1題 本題為反向題，應選錯誤的敘述

選項 摘要證據 答案判斷

(A) 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

(B) 貧不治產，往從柳開。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後中進士。 ○

(C)
甲文：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 描述柳開自大的形象

×
乙文：開每曰：「今朝中之士，誰踰晦之者！」即厚饋。 凸顯柳開對後輩的提攜

(D)
甲文：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
乙文：「幼能長言，嗜學尤力」、「開每曰：『今朝中之士，誰踰晦之者！』」

第2題

選項 摘要證據 答案判斷

(A) 丙表：柳開於973年中舉，張景於970年出生 無法合理推論選項敘述 ×

(B) 丙表：宋祁出生於998年，柳開卒於1001年 無法合理推論選項敘述 ×

(C)
甲文為沈括作品，由丙表可知「沈括出生於1031年」。乙文是張景的墓誌銘，

應寫於張景死後，由丙表可知「張景卒於1018年」 無法合理推論選項敘述
×

(D)

甲文記錄柳開、張景同時參加科舉，由丙表可知「柳開973年中舉時，張景僅3
歲」 內容可信度不高

○
乙文記錄柳開提拔張景的經過，由丙表可知「柳開中舉年分比張景中舉年分早

27年」，且乙文是記錄死者生平事蹟的墓誌銘 內容可信度較高

 【文章語譯】【甲】柳開年少時好意氣用事，說話狂妄、傲視他人。參加科舉時，把文章投到主考官門簾

前，共有上千軸，用獨輪車載著。面試當天，親自推車進考場，想用這方法驚動眾人以博得功名。當時張

景很會寫文章且有名氣，只在衣袖放一篇文章就到主考官門簾前進獻。主考官很讚賞，拔擢張景為優等。

當時的人評論說：「柳開上千軸書卷，比不上張景一篇文章。」　【乙】張景，字晦之，江陵 公安人。小

時候就擅長言談，喜愛學習也格外努力。家裡貧窮無法營治家產，前往跟隨柳開。柳開以文章享聲名，且

推荐愛護讀書人，一見到張景非常歡喜，將家中書籍都給他，此後張景寫文章更有章法。柳開常說：「現

今朝中讀書人，有誰能超越張景！」於是大力資助他，讓他前往京師。之後張景高中進士。 1.C　2.D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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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文閱讀單題17單元

重要性重要性

主題標籤
＃段落單題（p.264）　＃短句單題（p.265）　＃新詩單題（p.265）　＃圖文單題（p.266）

＃並列文本單題（p.267）

解題養成術 白話文解讀策略

一 將段落拆分為短句

　　依標點符號將一整段引文先拆分成數句，再依次檢視各句文意，找出關鍵字句，判斷核心主

旨。適用於各類題型。

看準標點符號

以 110 年教育會考第 26 題為例

　　彭玉麟任江南巡按時，有人告訴他武昌知府靠逢迎拍馬才能升官。彭公聽了大怒，召知府

來斥責，武昌知府恭謹的說：「卑職奉承的對象，都是喜歡被奉承的人，像大人您這樣公正嚴明，

卑職再會奉承也沒有用啊！」彭公聽了得意的笑說：「我就知道你拍不了我的馬屁。」

根據這則故事，關於彭公和武昌知府的敘述何者最不恰當？

(A)彭公自認不喜歡被人奉承 (B)彭公被拍了馬屁還不自知
(C)武昌知府不會對公正之人逢迎 (D)武昌知府逢迎拍馬的能力極佳 

影
音
解
題

一
掃
即
學

通過率 5959 %

C答

說明 	

1. 拆分引文 2. 檢視文意 3. 分析人物

(1)		彭玉麟任江南巡按時，有人告訴他

武昌知府靠逢迎拍馬才能升官。

彭玉麟得知武昌知府靠逢迎拍馬升官

一事。

(2)		彭公聽了大怒，召知府來斥責。 彭玉麟感到憤怒。
彭玉麟：表現出公正的一

面。

(3)		武昌知府恭謹的說：「卑職奉承的

對象，都是喜歡被奉承的人，像大

人您這樣公正嚴明，卑職再會奉承

也沒有用啊！」

武昌知府態度恭謹，言語看似為自己

辯解，但實際已在暗地逢迎彭玉麟。

武昌知府：逢迎拍馬能力

極佳。

(4)		彭公聽了得意的笑說：「我就知道

你拍不了我的馬屁。」

武昌知府的逢迎言語已起作用，但彭

公本人卻不自知。

彭玉麟：自認不會被拍馬

屁，實際卻樂在其中。

二 利用連詞判斷文意 概念連線 第211頁「主題1 連詞」

　　閱讀引文後，先找出其中的連詞，重新梳理前後文意脈絡，判斷出作者真正的想法。適用於

各類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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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1 p.317

p.77

p.198p.207

獨家會考這樣考，羅列會考常見主題，解析試
題與主題佳句，充分理解文意試題選材方向。

會考這樣考網羅會考主題會考這樣考網羅會考主題

獨家以○○之名讀國文，文本取材扣合 8大領
域、19 項議題，打造多元文本閱讀能力。

跨領域閱讀素養題組跨領域閱讀素養題組

獨家達人解題策略，分析會考各類題型，引導
學生探索解題脈絡，掌握解題訣竅。

達人解題策略建構答題技巧達人解題策略建構答題技巧

獨家麻辣寫作錦囊，選取常用寫作技巧，輔以
心智圖解構文章脈絡，有效提升寫作實力。

麻辣寫作錦囊提升寫作實力麻辣寫作錦囊提升寫作實力

會考 這樣考 影音解題

一掃即學言語言語
「胡旦晚年病目，閉門閒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豬。史官以為諱

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為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

志。』莫不嘆服。」根據這則故事，下列關於胡旦的敘述何者最恰當？ 會考 110
通過率 48%(A)年少時曾操刀殺豬  (B)史官共議為其立傳

(C)史官因不知如何記實而登門求教 (D)眾人因其有宰割天下之志而嘆服
課程連結 射鵰英雄傳—智鬥書生	 答案 (C)

詳解 	(A)「其人少賤，嘗屠豕豬」的是某貴侯　(B)由「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可知，史官共議欲為一貴侯立傳	

(C)由「史官以為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為辭。相與見旦」可知　(D)由「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

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嘆服」可知，史官對胡旦的建議嘆服

語譯 	胡旦晚年患眼疾，閉門閒居。有一天，負責編修史書的官吏共同商議為某貴侯立傳，那人少時出身貧賤，曾

當過屠夫，以殺豬謀生。史官認為隱瞞其經歷就不是照實記錄，實寫其經歷卻難以下筆。一起去拜見胡旦，

胡旦說：「何不寫『某公少時曾經執刀割殺』，揭示他具有宰制天下的志向。」沒有人不為此讚嘆佩服。

 延伸佳句延伸佳句

1.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
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會考 107

	 	分析 	為中期解危者以機智的言語勸說秦王，化解秦王的怒氣。

	 語譯 	秦王與中期爭論，爭論不贏中期。秦王大為惱怒，中期緩步離去。有人替中期勸秦王說：「真是強悍的

人啊，中期！剛好因為他遇上了英明的君主。如果是在從前碰上桀、紂這樣的殘暴之君，一定會殺掉

他。」秦王因此未怪罪中期。

2.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會考 104

	 	分析 	啟示人應該在正確的時機說話，所說的話才容易被人接受。

	 語譯 	在應該說話的時候才說話，別人就不會厭惡他所說的話。

	 文意模擬考文意模擬考

（ ）1.  「狄更斯在河邊釣魚，有個人問他是否釣到魚了。狄更斯：『今天沒半條上鉤，但
昨天我卻釣到十五條。』那人：『你知道我是誰嗎？我的職業是檢察官。這河段禁

止釣魚，違者罰錢。』狄更斯：『那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狄更斯，我的職業是虛

構故事。』」由這段文字推論，狄更斯的言下之意為何？　(A)我說昨天釣到十五條
魚是虛構的　(B)我會把你寫進我的虛構故事裡　(C)我正在虛構一則關於你釣魚的故
事　(D)禁止釣魚的規定是你虛構的。

（ ）2.  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
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

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❶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

大於宮刑❷。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根據本文，下列

說明何者正確？【注釋】❶憯：音ㄘㄢˇ，憂傷、慘痛。❷宮刑：古代割去男性罪犯生殖器官的刑罰。 
(A)具備智仁義勇行者，才是能託付終身的人　(B)因貪求利益而招來的禍患，往往最
為淒慘　(C)只要行為不侮辱祖先，受到宮刑也不必覺得羞恥　(D)作者感嘆從古至今
無人與他承受過相同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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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國文以地理地理之名

    佳里，是臺灣最早的西拉雅文化發源地之一，舊稱「蕭 」，是西拉雅社名的音譯，意為

「契約之地」，為平埔族四大社之一。「蕭 」也有「河川曲流處」的意思，說明這個區域位

於曾文溪下游，瀕臨河岸亦靠近海口。

　　曾文溪，大臺南最重要的溪流，臺灣第四長的河流，歷史上曾文溪頻頻改道，被居民戲稱

是「青瞑蛇」（瞎蛇，到處亂竄）。地理上，曾文溪把臺南地區畫分成溪南、溪北兩地，佳里

則屬溪北。而佳里米苔目小攤則在佳里區 中山市場裡。
　　「佳里米苔目」小攤的「米苔目」，以傳統樸拙古法製成，帶有簡陋感的工具，用手掌把

米漿往下擠入篩子，因為手工，米漿比較乾硬（口感更佳），使得米條很短，與一般半機械的

相異其趣。

　　有人稱「米苔目」，我喜歡稱「米『篩』目」，因為手工製程中，「篩」是名詞也是動

詞，童年時看過老家的大廚房，媽媽與嬸嬸們是這麼做的：用手掌推著米粹在勺篩上，軟軟米

粹受到壓力穿過圓形小洞的篩目，白白長長的米條就墜溜下來，進了正水沸的熱氣騰騰大水

鍋，米條立刻熟成滑溜的米篩目。佳里的這一攤，正是如此老派做法。

　　這一攤米篩目湯老店，攤面上亮相著有已經燙熟的肥蚵仔，也有滷得香氣四溢的虱目魚肚

塊。如果你點食，老闆就把「矮肥短」手工米篩目入鍋回溫，再舀起，然後滿滿的一碗滋味豐

富的古早味上桌，湯面的油花漂亮，湯汁中綠色韭菜段與白白米篩目也好看，這時滿懷興奮舉

箸，所有味蕾全部感激這個味道，太美好了。

 （改寫自王浩一 旅食小鎮：帶雙筷子，在臺灣漫行慢食）

（ ）1   根據本文敘述，文中提及的「佳里米苔目」小攤
最可能位於右圖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2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蕭 」一詞屬於平埔族社名的音譯用字，本身並無含義

  (B)有用機械製作的米苔目口感較手工擠壓的軟，米條也較短
  (C)「米篩目」的「篩」字不僅代表製作工具，也與做法相關
  (D)「佳里米苔目」令作者著墨的佳肴，是具古早味的冰甜品

臺南�佳里的古早好滋味

八掌溪

曾文溪

急水溪

鹽水溪

甲甲

丙丙
乙乙
丁丁

二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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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論述與表達

 麻辣寫作錦囊　　麻辣寫作錦囊　　44

錦囊妙計

　　觀點的論述與表達是「論說文」的重要要素，除了精要的陳述事件，有條理的進行分析

外，個人的觀點與評論更是文章的核心。如果沒有明確的觀點，即使有再多的事例敘述，讀

者還是無法掌握文章所要表達的主旨為何。因此，在以論說為主的題型之中，應適時點明自

己對於討論主題的立場與想法。寫作時可以先確立觀點，再以舉證、分析與評論的方式延伸

主題。但正反觀點切勿搖擺不定，否則易使文章紊亂。

　　表達觀點時，正反論述與舉例說明是常見的手法。針對主題進行正反兩面的分析與論

述，可以讓文章討論的主題更有立體感；透過舉例的方式，則可以強化自己的觀點，使文章

更具說服力。

題目問什麼

題目：我對插隊的看法

說明： 生活中有許多需要排隊的機會，排隊所代表的不僅是遵守秩序，同時也代表了先來後
到的公平。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貫徹「不插隊」的規矩，可能有人有緊急的需求，

而不得不請大家通融；可能因為排隊的動線標示不清，而發生許多插隊的狀況⋯⋯。

發生插隊的原因有很多，但插隊的行為確實會對他人造成影響。請以「我對插隊的看

法」為題，寫下生活中與插隊有關的經驗，並說明你對插隊的想法。

內容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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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解題策略達人解題策略 雙文比較分析

解題策略

解題直播

【甲】觀其交遊，則其賢、不肖可察也。

【乙】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

這兩句話主要是在說明下列何者？ 會考補考 110

(A)修身的原則 (B)做事的態度 (C)識人的方法 (D)擇友的要件 答案 (C)

分析

❶ ❶ 梳理文句脈絡 辨別段落文句的關係，推斷主旨

【甲】 觀其交遊 
察其賢
察其不肖

 觀察人的交友狀況，可了解他的才能、德行

【乙】

貴  視所舉
富  視所與 

想了解不同身分、處境的人，可觀察不同的細節
貧  視所不取
窮  視所不為

❷ ❷ 找出共同元素 找出兩段引文共同的元素，例如：選材、關鍵字、主旨、寫作手法等

【甲】觀、察 
皆說明透過觀察可了解一個人

【乙】視

❸ ❸ 對應選項敘述 配合選項敘述，一一對應引文脈絡，判斷正誤

選　　項 (A)修身的原則 (B)做事的態度 (C)識人的方法 (D)擇友的要件

判斷正誤  引文未提及  引文未提及  透過觀察可了解一個人  引文未提及

歸納各文句主旨，辨析作者觀點掌握段落要旨

甲說明要了解一個人可以觀察其交友。乙說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察細節。兩者皆說明識人的方法。

語譯 ��【甲】觀察他所往來的朋友，那麼他是否具備才能、德行便能了解。

� 【乙】�地位崇高者觀察他所推荐的人，有錢財者觀察他所耗費錢財的地方，生活窮困者觀察他所不拿的東西，

處境艱難者觀察他所不做的事。

達人挑戰

（ ）1.  【甲】 願你明天還是自己所愛的模樣：愛著自己的天真，愛著自己的堅持，愛著自己的
勇敢—面對人生的風浪，你依舊能笑得像個孩子。

 【乙】漫漫人生，以我之名，為自己做決定，承擔責任，享受生而為人的快樂。

   這兩句話主要是在說明下列何者？　(A)成人須盡力維護孩子歡笑的權利　(B)勇於以真
我面對人生苦樂　(C)無法背負責任的人給不了快樂　(D)勇於改變的人不因失敗而羞恥。

理解

不理解
理解

掌握段落要旨

探究文句含義 完成閱讀理解

❸ ❸ 對應選項敘述❷ ❷ 找出共同元素❶ ❶ 梳理文句脈絡

影音解題

一掃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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