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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共計 60回，文章選材依學習方向，歸納、分類為九大主題，前 50回精選三篇主題相互

呼應的古今文章，藉由短篇閱讀、並精心設計試題練習，拓展閱讀廣度、加強讀解能力、增添閱

讀樂趣，期能使「閱讀」成為充滿興味的「悅讀」。後 10回模擬最新大考跨領域長文閱讀混合題

組：一文一白跨領域、跨學科雙文本，讓同學加深加廣練習，奠定大考實力。

【本書架構】

文本主題 回次 說明

奇幻怪譚 1∼ 6

1篇現代文、1篇古文，

另依主題搭配 1則現代詩或古典韻文

科普醫療 7∼ 12

生活勵志 13∼ 18

社會評論 19∼ 24

美食饗宴 25∼ 30

旅遊生態 31∼ 36

藝術人文 37∼ 42

抒情詠懷 43∼ 50

跨  領  域 51∼ 60 1篇現代文、1篇古文

依九大主題整理本

書精心蒐羅集結之

選文，一目瞭然，

並可輔以主題式閱

讀學習，以收觸類

旁通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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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鍾怡雯／藥癮 葛洪／抱朴子・論仙 白靈／愛與死的間隙 4

3 瓦歷斯‧諾幹／夢臉 蒲松齡／聊齋誌異・夢別 紀弦／火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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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顏崑陽／窺夢人 白行簡／三夢記 杜甫／夢李白其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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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東坡志林‧石普見奴
為祟

李賀／神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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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曼娟／眼花撩亂心瞭然 應邵／風俗通義‧李君神 李魁賢／飛蚊症 16

8 吳晟／水的歸屬 宋應星／天工開物‧作鹹 魯蛟／水語之一 19

9 黃麗群／算命 王充／卜筮 曹開／命運的邏輯 21

10 李家同／ 
如何用數學找出彗星的祕密？

沈括／夢溪筆談‧神奇 鄭愁予／殞石 24

11 劉永連／古代的「醫生」是指
行醫的人嗎？

李東陽／醫戒 劉禹錫／贈眼醫婆羅門僧 26

12 張瑞棋／ 
從黑猩猩身上學到的事

洪邁／容齋隨筆‧蟲鳥之智
白居易／池鶴八絕句‧鵝贈鶴
白居易／池鶴八絕句‧鶴答鵝

28

生活
勵志

13 魅麗雜誌‧努力，不必拚命
但要不辜負自己

劉向／說苑‧建本 楊喚／我是忙碌的 30

14 傅佩榮／孟子是一位說話高手 世說新語・言語二則 胡適／老鴉 32

15 吳家德／職場上最重要的小事 漢書・武帝紀 沈花末／有人知道 34

16 李偉文／追尋那摘不到的星星 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 林婉瑜／夢想的體重 36

17 黃明堅／聽到另一種鼓聲 黃庭堅／寫真自贊 馬致遠／四塊玉‧恬退 38

18 蔡嘉佳／親愛的我 Oh！ Dear 
me 250天憂鬱症紀實 洪應明／菜根譚二則 陶淵明／讀山海經其十 40

社會
評論

19 楊照／古士徐行而安 歐陽脩／朋黨論
曾琮琇／
黑箱──為馬國人民而寫

42

20 徐國能／大人，冤枉啊！ 劉基／郁離子‧小人猶膏 向明／捉迷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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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邁可‧桑德爾／
兄弟情義一‧巴爾傑兄弟

論語‧子路
楊牧／
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48

23 張曉風／開卷和掩卷 戰國策‧魏策三 章碣／焚書坑 50

24 王浩威／無法遺忘的沉重 莊子‧山木 王維／西施詠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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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王浩一／愛玉冰 連橫／臺灣通史‧農業志 焦桐／洞天福地 54

26 李開周／歐陽脩逐蟹而居 張岱／蟹會 江文瑜／螃蟹 56

27 韓良露／魚之至味在鮮 李漁／閒情偶寄・飲饌部・魚 隱地／吃魚女子 58

28 蔡珠兒／米香裊裊
吳自牧／夢梁錄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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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梵／府城小吃 60

29 龔鵬程／南洋‧山東‧葡萄
酒

江盈科／造酒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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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林文月／紅燒蹄參 袁枚／隨園食單二則 蘇軾／浣溪紗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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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使用方法建議】

一、教師教學運用

1.	以分類主題來安排進度

(1)配合每次段考的課次範圍，挑選數回與該範圍相關之主題回次作為輔助學習，達到以經典
篇章為核心，進而能熟習不同文類，擴大閱讀視角，俾收類文延伸閱讀、意旨相互闡發之效。

(2)完成各主題學習後，可搭配測驗卷使用，驗收學習成果。若能將閱讀篇章列入該次期考範
圍，更可督促同學按部就班學習，增進閱讀實力。

2.	利用課堂時間與寒暑假

除了列入段考的作法外，亦可每週利用一堂課 10分鐘或課後時間，安排學生完成 1回，逢
寒暑假，可增至每週 2回。從高一開始到高三大考前，可循序漸進輕鬆完成 60回練習。

二、同學自學使用：以分類主題進行自學

1.高一、高二同學：配合每次段考的課次範圍，挑選同一類別的主題數回來練習。

2.高三同學：從高二升高三暑假起，從第一類主題「奇幻怪譚」開始，每週 3∼ 4回，兩週可完
成一個主題，透過持續且密集練習不斷加強語感，精進閱讀理解能力，並在大考前完成 60回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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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誌異‧夢別　蒲松齡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

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

石壁有裂罅①，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

敬一，且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

往。至門，則提旛②挂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注釋：①罅：音ㄒㄧㄚˋ，隙縫。

②旛：音ㄈㄢ，一種狹長、垂直懸掛的旗幟。

4. 本文中或有省略主語、賓語的句子，下列括號中所填入的主語或賓語，完全正確的是：
A一夜（李先生之祖）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

B（玉田公）問：「何來？」（李先生之祖）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

C（玉田公）送（李先生之祖）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

D（李先生之祖）逡巡倒行而入，（玉田公）呼之不應

5. 有關本文文意，敘述最適當的是：
A玉田公在離開人世前，曾託夢給李先生交代後事，並請他代為向其祖父告別

B「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可見太公對於玉田公是否亡故，尚存著懷疑

C李先生之祖父不聽勸，跑去玉田公家弔唁，結果玉田公尚健在，因而鬧笑話

D作者認為人死後便會忘卻前世情緣，故亡友於夢中前來告別之事乃無稽之談

火葬　紀弦

如一張寫滿了的信箋，／躺在一隻牛皮紙的信封裡，／人們把他釘入一具薄皮棺材；

復如一封信的投入郵筒，／人們把他塞進火葬場的爐門。

⋯⋯總之，像一封信，／貼了郵票，／蓋了郵戳，／寄到很遠很遠的國度去了。

 6. 有關本詩的詮釋，最適當的是：
A以「寫滿了的信箋」喻滿滿的思念

B以「牛皮紙的信封」喻棺材

C以「投入郵筒」喻焚燒紙錢

D以「貼了郵票，／蓋了郵戳」喻兩人的誓約

3 奇幻怪譚
夢臉／聊齋誌異‧夢別／火葬

回頭清楚標示每一主題的篇

名。

文言選文視難易狀況，

於文末加注生難字詞解釋。

選文後緊接試題，仿照大考閱

讀題組命題，設計用心，題型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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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實力養成最佳搭配：《古今悅讀一百》

1.《古今悅讀一百》共十大主題100回，每回精選主題相呼應的古今文章，從短篇閱讀、文白對讀、
混合題組到圖表判讀，大考題型完備，適合同學進階培養閱讀實力。

2.高一同學：以學期段考及寒暑假為單位，每階段安排讀寫《古今悅讀大熱門》一個主題，一學
年即可完成九大主題 60回練習。

3.高二、三同學：歷經《古今悅讀大熱門》一年的實力奠基，再續以《古今悅讀一百》加深加廣、
進階鍛鍊讀寫速度。以學期段考及寒暑假為單位，每階段安排讀寫《古今悅讀一百》一個主題，

在高三學測前能紮實完成十大主題 100回練習。

　　本書雖經嚴謹校正，但仍不免疏漏或錯誤，尚祈各位先進不吝賜教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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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回次 現代文 古文 現代詩／古典韻文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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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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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吳家德／職場上最重要的小事 漢書・武帝紀 沈花末／有人知道 34

16 李偉文／追尋那摘不到的星星 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 林婉瑜／夢想的體重 36

17 黃明堅／聽到另一種鼓聲 黃庭堅／寫真自贊 馬致遠／四塊玉‧恬退 38

18 蔡嘉佳／親愛的我 Oh！ Dear 
me 250天憂鬱症紀實 洪應明／菜根譚二則 陶淵明／讀山海經其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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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開周／歐陽脩逐蟹而居 張岱／蟹會 江文瑜／螃蟹 56

27 韓良露／魚之至味在鮮 李漁／閒情偶寄・飲饌部・魚 隱地／吃魚女子 58

28 蔡珠兒／米香裊裊
吳自牧／夢梁錄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臘
八粥

林梵／府城小吃 60

29 龔鵬程／南洋‧山東‧葡萄
酒

江盈科／造酒忘米
辛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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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林文月／紅燒蹄參 袁枚／隨園食單二則 蘇軾／浣溪紗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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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回次 現代文 古文 現代詩／古典韻文 頁碼

旅遊
生態

31 黃光男／落葉巴黎 薛福成／觀巴黎油畫記 張默／中秋翌日登巴黎鐵塔 66

32 陳列／我的小葉欖仁 曹雪芹／紅樓夢第五十九回 非馬／秋葉 68

33 張秀亞／雪 高濂／山窗聽雪敲竹 向陽／小雪 70

34 余秋雨／西湖夢 張京元／湖上小記‧斷橋 劉大白／西湖秋泛 72

35 李欣倫／孩子‧脫去 陳第／東番記 韓愈／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 74

36 曾永義／春蘭秋菊 鄭燮／種蘭 張九齡／感遇其一 76

藝術
人文

37 阮慶岳／混建築 白居易／廬山草堂記 岩上／建築 78

38 謝海盟／刺客的成本 裴鉶／聶隱娘 鯨向海／我要到達的武俠境界 81

39 蔣勳／天涯何處──東坡詞的
生命意境

魏學洢／核舟記
宋起鳳／核工記

陳義芝／虛舟──蘇軾展演 84

40 侯吉諒／安靜寫字
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選‧
諭紀鴻正月十八日

文曉村／文房四寶 87

41 漢寶德／恬適生活之美 戴名世／乙亥北行日記 賈島／題李凝幽居 90

42 張繼高／憶琴臺 呂氏春秋‧本味 李白／聽蜀僧濬彈琴 92

抒情
詠懷

43 曹麗娟／童女之舞 韓非子‧說難 許悔之／白蛇說 94

44 張曉風／愛情篇──從俗 沈復／浮生六記‧閨房記樂 紀伯倫／論愛 96

45 劉梓潔／父後七日 歐陽脩／瀧岡阡表 黃春明／帶父親回家 98

46 姚謙／一位令人安心的朋友 劉向／列士傳 余光中／友情傘 100

47 王鼎鈞／失樓臺 歸有光／先妣事略 陳千武／雨中行 102

48 金庸／神鵰俠侶第十七回 蔣坦／秋燈瑣憶 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 104

49 林達陽／自己說再見 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韋應物／寄李儋元錫 106

50 梁實秋／同學 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 杜甫／秋興其三 108

混合題型
現代文 古文

扣合
科目

頁碼
主題 回次

跨領
域

51 許榮哲／性格決定命運 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五十回 英文 110

52 周治邦／ 7-Eleven與全家便利商店的咖啡訂價賽局 劉基／郁離子選‧蜀賈三人 數學 113

53 李開元／趙高不是宦官而是全才 蘇軾／東坡志林‧趙高李斯 歷史 116

54 黃慶雄／清領前期臺灣古典詩的文化考察 季麒光／臺灣雜記 地理 118

55 吳作樂、吳秉翰／M型社會與 GDP 宋會要輯稿‧食貨四
宋史‧司馬光傳

公民 120

56 張瑞棋／遠去的聲音，音調變低
簡麗賢／金庸的武俠物理學

劉餗／聞磬成疾 物理 123

57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製紙流程 徐珂／清稗類鈔‧製紙 化學 126

58 曾雄生／稻作 宋應星／天工開物‧稻 生物 129

59 戴吾三／海市蜃樓：古代對大氣現象的觀察和解釋 蒲松齡／聊齋誌異‧山市 地科 131

60 葉步榮、葉雲平／
還是鉛字印得漂亮—出版人談活字印刷

王禎／造活字印書法 資訊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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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M型社會與GDP　吳作樂、吳秉翰

M型社會是一個兩極化，貧富差距很大的社會，但對於部分民眾也就僅止於這樣的認識，對
真正M型社會的實際意義並不明白，甚至連哪邊跟M有關係，都不是很明白，M型社會為年所得與
人數的長條圖作成曲線，其曲線呈現M的形狀，因此得名。GDP則是國民年平均所得。（見圖一）

圖一

兩個尖端的地方代表，領該薪水人數特別多的區塊，以本圖為例就是，年收入30萬與80萬
最多。在M型社會，全體平均年所得的數字是沒有意義的，對於大多數人，該數並非貼近自己所
得，這邊可以舉一個極端的例子，班上50人，25人考0分、25人考90分，全班平均是45分，這平
均無法描述同學的大概成績。

相同的，在M型社會的平均所得也就失去意義，因為兩個人數多的部分彼此在拉平均，平均
反而落在兩高峰的低谷之中，而低谷代表的意義是人數少的部分，所以說如果是M型社會所報出
來的平均所得，大多數人都不會認同，因為跟自己的所得都差太遠，有錢人不會在意，而低於

平均以下的人就會想說，這數字跟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或是認為自己認真工作所得還是在平

均以下，由此認知數據作用不大。

　　避免數據無感，需要畫出圖表，圖表上用曲線就可以，因為可以把兩個年度的曲線拿來作

比較分析，就可看出曲線變化，並進而發現貧富差距的變化情形。且能觀察社會是哪一種M型曲
線。

　　假設：下列為兩個年度的曲線，見圖二。

圖二

55 跨領域閱讀：公民
M型社會與GDP／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宋史．司馬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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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左邊與中間的圖，知道人往兩個高峰靠過去，也代表M型化的加劇，並且經計算後得到
平均以下的人數百分比，得知貧富的分布，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部分，並且思考現在經濟有

多壞；再者我們可以知道失業的人收入很低，藉由圖表推算可以知道年收低於多少是屬於失業

族群，進而判斷兩年度失業率的變化。將兩年度合併起來看，見右邊的圖，可以更明確地看到

變化，雖然可以觀察到平均向右移，代表平均有所提升，但兩邊的高峰的部分更往兩邊，代表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很多，有社會動盪、產業外流、全球經濟的影響

等等，而M型曲線的結果帶來的是什麼？高學歷的人因經濟狀況不好，為了給小孩更好的生活，
選擇晚婚、晚生、不婚、不生，低生育率帶來更多問題，不斷惡性循環，貧富差距就更大。

所以看圖表有助於人民反過來督促政府，政府解決社會M型化的方法是否奏效，貧富差距有
沒有因此縮短、不變，還是更加惡化，以及每年所公布的平均所得，到底對大多數人有沒有意

義，是一個努力卻達不到的數字，還是一個描述在自己可接受範圍的數字，如果公布的數字大

多數人都不認可，那這個數字就沒有意義。然而目前僅有一個沒感覺經濟有變好的國民平均年

所得GDP，這是比較可惜的，因為需要更多的數據或是看圖表，才能知道現在的情形。

（乙）宋會要輯稿‧食貨四

（關於青苗法，王安石的主張：）人之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①乘其急以邀倍

息，而貸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歉物貴，然後出糶②，而所及者大

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今通一路③之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

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注釋：①兼并之家：指侵奪他人土地或產業的大戶人家。

②糶：音ㄊㄧㄠˋ，出售穀物。

③路：宋朝設置的一級行政區，其下設置了提舉常平司（簡稱倉司），掌管一路常平新法（青苗法）。

（丙）宋史‧司馬光傳

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

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

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①。恐其逋負②，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

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

百姓無復存者矣。

注釋：①抑配：意即強制百姓向官府借貸。

②逋負：指拖欠或無法償還債款。

1. 依據甲文，關於「M型社會」，敘述最適當的是：
A是依家庭年所得與人數的長條圖製作曲線，其曲線呈現出M型
B是貧富不均的社會，富者與貧者的人數雖少，卻能影響整體經濟狀況

C在M型社會中，全體人民的平均所得可以反映出大多數人的收入狀況
D若將新舊年度的曲線圖拿來比較，可以分析出社會失業率的變化情形



122

2. 依據甲文圖二，下列關於新年度的分析，最適當的是：
A人民的平均所得高於舊年度

B貧富差距的狀況得到改善

C產業外流的情況更加嚴重

D政府有效解決了社會M型化的問題

3. 若依據甲、乙文內容，下列解說最適當的是：
A乙文提出青苗法，是想解決社會M型化加劇的問題
B乙文認為，有效控制物價，才能提升國民GDP
C乙文中的兼并之家，是造成社會失業率增加的禍首

D乙文認為想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須要由人民反過來督促政府

4. 依據丙文內容，下列最適合用來評論丙文作者的是：
A危言聳聽，生事擾民

B悖理違情，剛愎自用

C針砭時政，深謀遠慮

D仁心仁術，視民如傷

5.乙、丙二文皆對青苗法提出了評論，請參考表格中乙文欄項的填空方式，填寫丙文欄項的缺空
處。

文章
對實行青苗法的態度

（請勾選）

實行青苗法的影響

（作答字數：各40字以內）

乙文
□贊成

□反對

以貴發賤斂的方式平抑物價並提供農民應急的資金，使

農民不受年歉物貴的影響

丙文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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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遠去的聲音，音調變低　張瑞棋

「喔∼咿∼喔∼咿∼」當救護車迎面而來時，它所發出的警笛聲變得又尖又高；當它呼嘯

而過、離我們遠去時，音調又變得比平常還低沉。不管你還記不記得課堂上學過的「都卜勒效

應」，應該都不會對這個現象感到陌生。不過，當初都卜勒（Christian A. Doppler）可不是因為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才這麼靈光一閃的，畢竟一百多年前的世界裡，還沒有像汽車這樣速度快

到可察覺到都卜勒效應的東西。

1803年11月29日出生於奧地利的都卜勒自小體弱多病，也因此不必承襲家族多年來的石匠
工作，可以繼續念書，並往教學研究發展。1842年，他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雙星的星光顏色，
主張當波源移動時，靜止的觀測者所接收到波的頻率，會隨波源的運動方向而改變：朝觀測者

來時，頻率會變高；遠離觀測者去時，頻率會變低。因此雙星各自在朝向或遠離地球的方向運

行時，所發出的星光顏色會不一樣。

　　都卜勒的理論雖然是對的，但他卻犯了一個根本的錯誤：他把光波當成和聲波一樣的縱波

來計算。另外，遠離地球的恆星所發出的光譜波長的確會改變，但雙星的顏色不同卻與此無

關，因為都卜勒效應在此處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但畢竟他是科學史上第一位提出這項理論的

人，因此人們還是稱它為「都卜勒效應」。

　　不過，這篇論文並未引起多少注意，或許是因為當時實在看不出這個理論有什麼作用，既

然如此，又何必費心討論驗證？直到1845年，一位荷蘭氣象學家讓一隊喇叭手在行駛的火車上
吹奏固定的音調，然後讓具有絕對音感的人分別在月臺上與火車上聆聽比較，才正式證實了都

卜勒的理論。至於當初他本人誤會一場的光學都卜勒效應，也在1848年由法國物理學家斐索
（Armand Fizeau）證實：遠離我們而去的恆星，其光譜的譜線會移向波長較長的紅光方向，這
種現象就稱為「紅移」。

　　紅移讓天文學家得以計算星球的移動速度與距離，對天體有更深的了解（注：不過哈伯發

現宇宙膨脹的證據─越遠的星系有越大的紅移，並不是星系本身的移動速度造成的，而是空

間擴張的結果）。除了天文學，隨著科技的進展，都卜勒效應也有廣泛的應用，例如都卜勒雷

達、氣象雷達，以及測量各種流體的速度，因此醫學上可以測量血液的流動以了解健康狀況，

還可應用在軍事、地質學、海洋學等等。

　　都卜勒雖然不到五十歲就因病辭世，生前也再無其他重要研究成果，但這篇瑕不掩瑜的論

文影響深遠，也讓他的名字流芳百世。

（乙）金庸的武俠物理學  簡麗賢

金庸大師雖辭世，然作品長留人間，讓我們得以一讀再讀，感懷他的豐沛創作力和跨域想

像力；同時也讓讀者從閱讀武俠作品中閒談物理學，聊聊武俠主角的功夫究竟可不可能，符合

物理概念呢？

56 跨領域閱讀：物理
遠去的聲音，音調變低／金庸的武俠物理學／聞磬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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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小說情節的「聞其聲不見其人」，這是聲波的繞射，與「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的概念相同。《笑傲江湖》的令狐沖、《神鵰俠侶》的李莫愁善於「聽風辨器」，判斷突如其

來的暗器或刀劍，這種特異能力與蝙蝠相似，運用的原理是物理學的「　①　」，透過令狐沖

等主角與武器聲源的相對運動，造成空氣中的聲波發生波長和頻率變化，使令狐沖察覺接收的

頻率有異而迅速行動。交通警察測速用的雷達測速儀器也是運用此物理原理。

　　又如《天龍八部》段譽的奇門武功「凌波微步」，可以想像成氣體分子漫無規則的運動，

也能聯想曹植〈洛神賦〉提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

若還。」這「凌波微步」和「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和物理的分子「　②　」

很接近。或者說「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可以拿來描述「　②　」。此

外，物理人可能將「凌波微步」想成知名物理學家海森堡的「　③　」，無法同時測出段譽

「凌波微步」時的速度和位置。

　　身為物理人，讀金庸大師的武俠小說，很自然想像情節與功夫的可能性，或為金庸大師的

情節賦予物理原理或定律，這樣讀武俠小說自然饒富趣味。

（丙）聞磬成疾　劉餗

洛陽有僧，房中磬①子夜輒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

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具以告。俄頃，輕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

余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②，鑢③磬數處

而去，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④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

愈。

注釋：①磬：同「罄」。中空銅製，形狀像缽。寺觀禮佛時所敲奏的樂器。僧人於誦經、法會等活動時敲擊。

②錯：此指銼刀。

③鑢：音ㄌㄩˋ，磨治。

④律：音律，此指固有頻率。

1. 下列是某生閱讀甲文後，所整理的「都卜勒效應」發展梗概，敘述正確的是：

年代（西元） 「都卜勒效應」理論之發展歷程

A 1803
都卜勒發現救護車警笛從臨近到遠去時，聲音會從「尖高」變「低

沉」，進而發展出「都卜勒效應」之理論

B 1842
「都卜勒效應」原與探討雙星的星光顏色有關。波源移動會使靜止

的觀測者收到不同的波的頻率，雙星在朝向或遠離地球的方向運行

時，會發出不同顏色的星光

C 1845
荷蘭氣象學家以火車鳴笛的實驗證實「都卜勒效應」，認同聲音朝

觀測者來時，頻率會變高；遠離觀測者時，頻率會變低

D 1848
法國物理學家斐索認為「都卜勒效應」可解釋光學中的「紅移」現

象，指出越遠的星系有越大的紅移，肇因於星系本身的移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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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丙文，洛陽僧人房中之磬在半夜會自動發出聲響的原因，最適當的是：
A妖孽作怪 B共振現象

C僧人幻聽 D管樂特性

3. 依據丙文，曹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為除之。」可知曹紹夔的態度或想法最可能
是：

A打算設壇作法，為友除害

B已知事發原因，胸有成竹

C誇口能通鬼神，藉機乞食

D打算借住幾天，思考對策

4. 閱讀甲、乙、丙三文後，試判斷下列敘述最適當的是：
A乙文交通警察的雷達測速器及丙文「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均與都卜勒效應有關

B「都卜勒效應」可應用在氣象、醫學、軍事、地質學及海洋學等領域

C甲文都卜勒與丙文曹紹夔均具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驗精神

D甲文都卜勒與丙文洛陽僧人均曾受噪音之擾而生病

5.試依據甲文及下列資訊，判斷乙文空格處較適宜對應填入的物理學原理名稱。（作答字數：各6
字以內。）

資料一： 在量子力學裡，「不確定性原理」表明粒子的位置與動量不可同時被確定，位置的不確
定性越小，則動量的不確定性越大，反之亦然。

資料二： 「布朗運動」意謂液體中的懸浮粒子，受到液體分子的不斷碰撞，以致產生不規則的折
線運動現象，為英國植物學家布朗在西元一八二七年所發現。

武俠小說人物與功夫 物理學原理名稱

《笑傲江湖》令狐沖、《神鵰俠侶》李莫愁的「聽風辨器」 ①

《天龍八部》段譽的「凌波微步」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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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乙文內容寫內山的蛇巨大且會與人相鬥、暗洋有著怪異天象與鬼

怪、黑水溝中有讓人一觸斃命的怪蛇，諸如此類怪誕的傳說，皆表

現出作者面對此異域時驚慌又恐懼的心理。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參考答案大意，且敘述完整 全對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不完整，或字數不符合規定 半對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不給分 

1-5 題語譯 

季麒光《臺灣雜記》：臺灣蛇類眾多，而內山中的蛇體型特別大，傳說

曾經有一條蛇盤踞在草坡上，番人用鎗射牠，射中了牠身上的兩層皮，

蛇因受傷疼痛而轉動捲曲，半里內的草地都因此成為平地，而蛇最後

也死了。番人取下牠身上的皮，寬有五、六尺，長達三丈。又有一條

蛇能像人一樣從地面站起，等到人看到牠，就拿土塊丟擲站起身大叫：

「我高」，蛇就會翻身仰躺在地，舒展牠上千條腳，人一定要在牠面前

披散頭髮，叫說：「我多」，蛇於是會收起腳趴在地上。人立刻取下身

上的衣帶全部弄斷，叫說：「我走了」，於是蛇便會死去。 

暗洋在臺灣的東北方，有荷蘭人的船停泊在那裡，當地沒有白天

晚上的分別，山水秀麗風景優美，開滿了花，而其上並沒有人居住。

荷蘭人認為當地可以住人，於是留了兩百人，並給予一年份的糧食讓

他們在那裡居住。第二年再到那裡時，山中就像長夜般，當初留在那

裡的人沒有一個活下來。於是取來火把尋找他們，看到石頭上有留字，

說一到秋天就變得天昏地黑，到春天才重現光亮。黑暗時這裡都成了

鬼怪出沒之地，那些人於是一個一個死去，這裡是一年只有一次白天

和黑夜的變化吧。 

黑水溝在澎湖的東北方，是海水漫漲的地方，海水深不見底，水

呈現出紅、黃、青、綠等色彩，重疊在一起且相互連接，而以黑色的

海溝最為險惡，船隻經過時一定要憑藉著風勢通過，水中有蛇，都長

達數丈，全身都是圖紋花色。尾巴的部分朝上，像是有六七瓣花瓣，

色紅且尖，一碰觸到牠就會死亡。船隻經過黑水溝時腥臭味很濃，大

概是毒氣蒸騰所導致的。 

 

第 55 回 跨領域閱讀：公民 

答案 1.(D) 2.(A) 3.(A) 4.(C)  

5.［參考答案］反對／富者為了要替貧者還款而變窮，貧者因

還不出錢而逃亡，百姓最後無人可倖存 

解析 

1. (A)是以國民所得與人數的長條圖製成曲線，並非以家庭為單位 

(B)富者與貧者位於兩高峰，是人數較多的部分 (C)M 型社會因

收入高與收入低這兩個人數多的部分彼此在拉平均，因此平均會

落在兩高峰的低谷之中，故人民的平均年所得反而是少數人的收

入狀況，而非大多數人的收入狀況 (D)因失業的人收入較低，可

藉由圖表推算得知年收低於多少是屬於失業族群，進而據此判斷

兩年度失業率的變化。 

 

 

2. (A)新年度圖表平均向右移，代表平均年所得有所提升 (B)新年度

M 型的兩峰較舊年度高，表示貧富差距擴大 (C)無法由此圖表判

斷 (D)新年度依舊呈現 M 型曲線，可看出政府未能有效解決問

題。 

3. (A)乙文中提及當人民處於困乏之時，兼併之家趁機借錢給貧困的

人民再向他們收取加倍的利息，如此，將使社會中的貧者愈貧、富

者愈富，加劇 M 型化的狀況，故王安石提出青苗法解決此問題 (B)

乙文中的青苗法是透過平抑物價的政策，使農民不受年歉物貴的影

響，與提升國民年平均所得無直接關聯 (C)兼并之家會造成社會

貧富不均的問題 (D)乙文認為要由政府提供貸款給人民。 

4. (A)「危言聳聽」：故意說些誇大、嚇人的話，使聽的人驚駭／「生

事擾民」：製造事端，騷擾人民 (B)「悖理違情」：違背理法，不

合常情／「剛愎自用」：性情倔強，固執己見 (C)一般人反對青苗

法，主要是著眼於此法會擾亂州縣的安定，但丙文作者更進一步設

想到青苗法若推行超過十年，必然會形成嚴重的弊病與問題，由此

可看出作者勇於規諫時政缺失，且思慮十分深遠 (D)「仁心仁術」：

稱揚醫生心地善良、醫術高明／「視民如傷」：看待人民如同對傷

患，唯恐有所驚擾，形容在上位者對人民愛護之深。 

5. 丙文「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認為貧者最後會因還不出錢

而逃亡。而「富者不能去，必責使代償數家之負」，使富者也變貧，

最終「百姓無復存者矣」。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參考答案大意，且敘述完整 全對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不完整，或字數不符合規定 半對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不給分 

1-5 題語譯 

《宋會要輯稿•食貨四》：農民最感貧困窘迫的時期，經常是在舊的存

糧已經用盡，而新糧尚未成熟的時候，那些侵奪他人產業或土地的豪

強之家乘著人民亟需財物時來求取倍於本金的利息，而借貸的農民常

苦於得不到周轉的資金。常平倉、廣惠倉的糧食，收集儲藏之後，必

定等到歉收之年物價昂貴時，然後再出售穀物，然而這種方式大抵是

救濟了那些在城市之中遊惰而不從事生產勞動的人民而已。今後聯合

官方倉司掌管糧倉的業務，物價高的時候釋出糧食，低賤時就聚集物

資，用以廣增積蓄，平抑物價，使農民能夠有所憑藉以趕上農時，而

豪強們也無法趁著農民亟需財物之時來乘機侵奪兼併他們。 

《宋史•司馬光傳》：現在談論青苗法弊病的人，不過是說那些地方官

員會騷擾州縣人民，成為了現在的禍患。而臣下我所憂心的，是在長

久之後，並非現在而已。人民的貧窮或富有，是由於勤奮或懶散的分

別，懶惰的人常處於匱乏的狀況，因此一定會向他人借貸。現在國家

出錢貸款給農民而向他們收取利息，富有的人不願意借款，而官員是

以借出的錢較多來評定成效，一切都納入控制分配而強迫百姓向官府

借貸。恐怕借錢的人還不出債款，必定要求富者為貧者擔保，貧者還

不出借款時，便逃亡至四處各地；富有的人固守家業無法離開，官員

必然會要求他們替貧者償還他們的債務。每年春秋兩季時繳交稅款與

利息，稅款與利息不斷孳生增加的情況下，貧窮的人既已還不出錢，

富有的人也因此變得貧窮。長久之後，百姓也就沒有可以存活下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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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回 跨領域閱讀：物理 

答案 1.(B) 2.(B) 3.(B) 4.(B)  

5.［參考答案］都卜勒效應；布朗運動；不確定性原理 

解析 

1. (A)由「一百多年前的世界裡，還沒有像汽車這樣速度快到可察覺

到都卜勒效應的東西」等可知，都卜勒並非從救護車警笛發展出「都

卜勒效應」理論 (C)荷蘭氣象學家並非以「火車鳴笛」作實驗，

而是「讓一隊喇叭手在行駛的火車上吹奏固定的音調，然後讓具有

絕對音感的人分別在月臺上與火車上聆聽比較」來證實都卜勒效應 

(D)法國物理學家證實當初的光學都卜勒效應，應是「紅移」現象，

光波和聲波並不一樣；後來哈伯發現越遠的星系有越大的紅移，並

不是星系本身的移動速度造成的，而是空間擴張的結果。 

2. (B)文末「此磬與鐘律合，故擊彼應此」之「律合」意謂音律相合、

共鳴，此乃物理上所謂振動頻率相同的兩系統，彼此間的振動，可

產生交互感應作用的現象。 

3. 由「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數處而去，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

以，紹夔曰：『此磬與鐘律合，故擊彼應此。』」的動作及回應可判

知。 

4. (A)甲文指出「都卜勒效應」乃聲波與觀測者有相對運動時，其所

接收到的波的頻率與波源發出的頻率並不相同；由乙文第二段可知

交通警察測速用的雷達測速儀器運用都卜勒效應，但丙文「此磬與

鐘律合，故擊彼應此」則屬聲音的共振現象，並非都卜勒效應 (B)

由甲文「除了天文學，隨著科技的進展，都卜勒效應也有廣泛的應

用，例如都卜勒雷達、氣象雷達，以及測量各種流體的速度，因此

醫學上可以測量血液的流動以了解健康狀況，還可應用在軍事、地

質學、海洋學等等」可判知 (C)甲、丙文中未描述都卜勒與曹紹

夔兩人具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實驗精神 (D)甲文只提及

都卜勒自小體弱多病，未指出其受噪音之擾而生病。 

5. 由甲文「當波源移動時，靜止的觀測者所接收到波的頻率，會隨

波源的運動方向而改變：朝觀測者時，頻率會變高；遠離觀測者去

時，頻率會變低」等敘述，及乙文「透過令狐沖等主角與武器聲源

的相對運動，造成空氣中的聲波發生波長和頻率變化，使令狐沖察

覺接收的頻率有異而迅速行動」可判知，《笑傲江湖》令狐沖、《神

鵰俠侶》李莫愁的「聽風辨器」所運用的物理學原理為「都卜勒效應」。 

 由題目引文資料二「液體中的懸浮粒子，受到液體分子的不斷碰

撞，以致產生不規則的折線運動現象」，及乙文「動無常則，若危

若安。進止難期，若往若還」的聯想可判知，《天龍八部》段譽的

「凌波微步」所運用的物理學原理為「布朗運動」。 

 由題目引文資料一及乙文「無法同時測出段譽『凌波微步』時的

速度和位置」的敘述可判知，《天龍八部》段譽的「凌波微步」所

運用的物理學原理為「不確定性原理」。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正確答案，且字數符合規定 全對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不完整，如只寫該物理學原理的

內容，未寫出其名稱，或寫兩項以上的物理學原理（其

中一項為正確答案），或字數不符合規定 
半對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不給分 

1-5 題語譯 

曹植〈洛神賦〉：她在水波上細步行走，腳下如揚起塵土。她的行動沒

有固定規則，像是危殆的又像安穩的。她的進退難以預知，像要離開

又像回返。 

劉餗〈聞磬成疾〉：洛陽有位僧人，他房中的磬在半夜都會自動發出聲

響。僧人感到怪異，因此嚇出病來。他請了許多術士用盡各種辦法想

制止磬鳴，始終未能達成目的。曹紹夔向來與這位僧人友好，剛好來

探望病情，僧人把原委都告訴他。一會兒，寺裡輕敲起齋室的鐘，磬

又再度發出聲響。曹紹夔笑著說：「明天你擺一桌盛宴，我一定為你除

去聲音。」僧人雖不相信他的話，但還是希望他的方法或許有效，於

是（隔日）就用心準備宴席招待他。曹紹夔吃完飯後，從懷裡取出一

把銼刀，將磬磨治幾處去除，磬的自鳴聲就杜絕了。僧人極力詢問原

因，曹紹夔說：「這只磬和齋室的鐘頻率相同，因此敲鐘就會引發磬的

應和。」僧人聽了十分高興，病也痊癒了。 

 

第 57 回 跨領域閱讀：化學 

答案 1.(B) 2.(D) 3.(D) 4.(D)  

5.［參考答案］丁；8；明清時代已能利用人工技術將紙

放在熱的磚面上烘乾；仍以自然日光來晒乾紙張，一次可

晒很多紙 

解析 

1. 由「5.蒸煮：去除原料中的果膠、色素、油脂等雜物，加熱過程中

要不斷添加柴火，以保持水的溫度」、「6.……物料經過舂搗和洗滌

之後就可以放進一個大長方型的紙槽裡進行製漿。其方式為利用打

漿棒不斷在槽裡攪動，直至纖維分布均勻，就可以進行抄紙」、「7.

晒紙：以竹子做成的紙模撈起紙漿後，大部分的水會濾出，剩下的

纖維便會留在紙模上，經晒乾脫水……」等步驟可知。 

2. (A)由「紙為人工所製造……相傳為後漢蔡倫所創」可判知 (B)由

「相傳為後漢蔡倫所創，以破布魚網等廢物為之」、「其後乃用楮、

松、杉、桑、梧桐等樹皮及稻藁與竹」可判知 (C)由「吾國之紙，

大抵缺乏堅軔及光澤，製造純用舊法，不求改良」可判知 (D)由

「新法製紙，均以機器造之，尤注重於化學藥品」可知化學藥品乃

為新法所重視，但未提及蔡倫使用化學藥品製紙。 

3. (A)由「相傳為後漢蔡倫所創，以破布漁網等廢物為之」、「其後乃

用楮、松、杉、桑、梧桐等樹皮及稻藁與竹」可知，舊法在蔡倫時

代以降乃用破布、漁網、特定樹種之樹皮、稻草及竹子等製紙；由

「凡植物類纖維質之柔軔者，悉可取為原料，不僅向時所用之數種

植物而已」可知，只要是纖維質地柔軟堅韌之植物，都可作為新法

製紙之原料 (B)由「新法製紙，均以機器造之」可知，選項中「人

工與機器兼而有之」敘述有誤 (C)由「吾國之紙，大抵缺乏堅軔

及光澤，製造純用舊法，不求改良」、「新法製紙……使堅軔有光澤

者，靛牛膠松香之力也」可知，舊法製紙之堅韌度及光澤度均較新

法為差。 

4. (A)由甲文「5.蒸煮」／乙文「製時先煮沸」可得知 (B)由甲文「4.

舂搗」／乙文「搗爛和成粘汁」可得知 (C)由甲文「以竹子做成

的紙模撈起紙漿後，大部分的水會濾出，剩下的纖維便會留在紙模

上……」／乙文「勻置漉於筐中，使結薄膜」可得知 (D)只有乙

文「（新法製紙）使潔白者，氯化鈣、硫酸之力也」有此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