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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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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社會，不論在政治、記憶、教育方面都經歷很劇烈的斷裂，野球

歷史好像被遺忘了，幸好庶民社會靠一個個小人物一點一滴的傳承，有時並不

是強大的政治力量所能完全壓制的。日本時代臺灣民眾最愛的野球運動，在戰

後初期，好像就要斷掉了，卻在熱愛野球的人士，如校長和老師們，不斷努力

之下，再度激起學童和民眾的熱情。當時社會普遍貧窮――人民繳的稅金一半

以上用到國防，民間如何不窮？野球不像籃球那樣受到官方重視，但一九六

○、七○年代，在每個鄉間國小操場，幾乎都看得到少年們用簡陋的球棒和手

套在投球、揮擊、跑壘、傳球……暢快的呼叫聲好像要穿破高遠的藍天。

一九七○年代是三級棒球的狂飆年代，但那是怎樣的時代呢？讓我們回顧

當時的外交處境。一九七一年臺灣「退出」聯合國，代表權被中國取代；第二

年日本和臺灣斷交；一九七六年在中國的干預下，臺灣無法參加蒙特羅奧運；

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第二年中美建交，導致臺美斷

交。臺灣一時間變成國際孤兒，人民情緒鬱卒。因此，學童能到美國奪取世界

冠軍，可以說替國人大大揚眉吐氣。反過來說，那麼小的年紀就要背負整個國

家的榮辱，又是國家造假的棋子，實在辛苦。

這個時候，島內又是怎樣一個情況呢？一九七○年發生泰源監獄事件；一

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一九七七年發生中壢事件；一九七八年蔣經國就任總

統；一九七九年發生高雄橋頭示威、美麗島事件。我們也別忘了，那是個嚴厲

壓迫在地語言和文化的年代。社會和文化的傳播管道被嚴密管控，媒體界不是

開放競爭的地方。當時不少棒球愛好者都曾有過這樣的疑問：轉播球賽的人，

不是應該比觀眾懂得更多？為什麼老是講錯，不如身邊的大小球迷？

三級棒球時代為我們留下很多珍貴的資產，也讓棒球成為臺灣的國球。揚

名日本職棒界的郭源治，就是第一屆金龍棒球隊的成員。他出身阿美族，而一

九三一年嘉農野球隊就有三位阿美族、一位卑南族。野球／棒球，從一開始就

是原漢一起打的運動！今天臺灣的職棒也是在這樣一個基礎和傳承上，一步一

步走出來的。

當年的三級棒球，如同現在的國家代表隊，背負了我們集體的挫敗、焦慮

和期盼。對球員來說，這往往是不可承受的重，也很殘忍。大家的事，大家要

一起來承擔、打拚才是。是的，我們多麼想打贏，多麼想被看見！百年來，臺

灣的野球／棒球，用汗和淚見證了我們的夢和堅持。

選自《少年臺灣史》，玉山社。

從野球到棒球：挫折年代的夢與堅持� 周婉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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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級棒球在一九七○年代狂飆的原因可能是：

A 政府大力推廣，使棒球成為一項全民運動

B 熱愛棒球的人士努力推展，激起民眾的熱情  
C 國際棒球賽事提供優渥獎金，吸引民眾踴躍參賽 
D 為了向喜愛棒球運動的日本表示友好，重建外交關係。

 2. 上網google「一九七○年代＋臺灣」，會出現的相關搜尋結果是：

A 多家媒體搶播中華健兒在棒球場上的英姿

B 政府為推廣在地語言，舉辦各項相關競賽

C 臺灣選手在蒙特羅奧運中屢創佳績，為國爭光

D 民眾列隊歡迎在美國贏得棒球世界冠軍的學童歸國。

 3. 金峰找了一篇與本文主旨相關的書籍，請問最有可能的選項是：

A 美麗島疑雲事件簿

B 旅外球員生涯甘苦談

C 那一年，我們的棒球時代

D 揭開政府不願告訴你的真相。

閱讀引導與思辨

全文前半部分（第一至三段）將棒球／野球歷史還原至一九七○年代的臺灣處境，點出棒球對

處於挫折年代的臺灣而言，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後半部分則藉由過去棒球年代帶來的影響與傳承，

提醒當今社會應重拾「堅持」精神，一起承擔「讓臺灣被看見」的責任。

二○一六年里約奧運前夕，臺灣體壇發生「網球選手拒絕披上國家戰袍」的事件，並在國內引

起一陣軒然大波，選手因自己的權益受損堅持不願參賽，網協、體育署奧運代表團則認為選手凡事

應先以國家大局為重，雙方僵持不下，最後仍是以選手棄賽收場。代表國家參賽的選手們，身上背

負著全國人民的期待，若遇到賽制或選拔制度等不公平的待遇，是否真的只能以棄賽解決問題？還

是真如國家代表隊所言，凡事先以大局為重，個人權益拋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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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世道的「中」，正是仲尼先生一輩子帶著弟子們追求的。他心目中

「德」的極致境界是「中庸」：「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雍也〉）只是，關於「中庸」，仲尼先生在《論語》裡，就只提這麼一

次，他沒有進一步闡釋，於是後學者各抒己見便有了極大的空間。

到底什麼是「中」？《中庸》有這麼一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篇章相傳是子思撰的，普遍被認為

傳述他祖父仲尼先生的真意；到宋朝，程頤大大凸顯《中庸》的價值，認為這

是「孔門傳授心法」，於是朱熹在注解「中庸」時便引了程頤的說法：「不偏

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只是，這說

法對仗工整，氣勢雄渾，卻天馬行空，感覺不到與地上走動的庶民有何關係。

倒是錢穆先生說的淺易明白：「中庸之人，平人常人也。中庸之道，為中

庸之人所易行。中庸之德，為中庸之人所易具。故中庸之德，乃民德。其所以

為至者，言其至廣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寶貴，而非至高難能。……」又說：

「《論語》言中庸，乃百姓日用之德，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

琢磨錢先生這兩段說法，會讓人驚覺，原來「中庸」如此貼近我們，簡直

與大家習以為常的陽光、空氣和水一樣自然而平常。但，也因為「平常」，絕

大多數的人對賴以維生最重要的陽光、空氣和水，不僅習焉不察，更無感於它

們的珍貴與存在；對屬於我們發乎常心、平易而自然的行為，也一樣「無

感」，以致於非得有極端之言、極端之行，人們才「聽」得到、「看」得見。

就像時下很多人酷嗜麻辣，食物麻辣才夠味，言語夠嗆才過癮，尤其後者在媒

體推波助瀾下，幾乎成了一種通則與時尚，中規中矩說的中肯話反而容易被認

為平淡無趣，甚至嗤之以鼻。也就是說，我們已經在不覺中受外在牽引向極端

傾斜。

選自《論語雙拼》，野鵝出版社。

最難在中　嚴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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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關於孔子心目中「中庸」的說法，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A 中庸之道，為中庸之人所易行

B 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C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D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2. 文中引用幾位前人之言來說明「中庸」的含意。請問，作者引用錢穆先生說法的

原因是：

A 錢穆先生的說法最接近孔子對中庸的看法

B 錢穆先生的說法乃集眾大家說法之大成者

C 錢穆先生的說法最淺易明白

D 錢穆先生的說法最多人採用。

 3. 作者透過本文想表達的是：

A 檢討孔子的中庸之德，並依錢穆的說法予以調整

B 中庸之德其實自然平常，卻是現代人難實踐之因

C 中庸之德為孔子心中「德」的極致境界，難以達成

D 美德唯有透過極端的言行才能使人察覺，進而遵行。

閱讀引導與思辨

本文旨在說明孔子心目中「德」的極致境界「中庸」。從引用《中庸》對「中」的一段說法，

並以程頤、朱熹、錢穆的解釋，揭示「中庸」貼近生活，為一般人容易具備並實踐的特質。文末提

到時下社會受到外在牽引逐漸向極端嗆辣的言行傾斜，點出現代人對「中庸」之德無感的原因所

在，藉此呼應題目「最難在中」「難」的意旨。

在價值觀紛亂且多元的現代社會中，到底什麼是我們應該追尋的準則？面對新聞媒體以嗆辣、

極端的標題報導吸引閱聽者目光，美德的宣揚被腥羶色的訊息掩蓋，人們漸漸習慣這樣的模式，基

本的道德價值該如何受到重視？除了針對新聞媒體進行價值觀的重新塑造以外，無論是家庭教育或

是學校教育，都應該堅持一個信念――小德即是美德。當所有人都能夠秉持美好信念，即使微小，

只要願意付諸行動，就能夠有所影響，雖然緩慢，卻是能夠改變這個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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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歷史的記載，殷商的甲骨文能夠重見天日，應該歸功於清朝末年的官

員，也是金石學家王懿榮，其發現過程雖然眾說紛紜，但有一個說法卻十分有

趣，而且和中藥有關。 

原來中藥本有一劑「龍骨」的處方，可以治療咳逆、瀉痢和便血。而這種

「龍骨」，其實是指遠古動物的骨骸，而後來因為「龍骨」取得不易，因此用

新發現的「甲骨」取代――河南的安陽還有人甚至世代以此為業。

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王懿榮染疾服藥，偶然在中藥裡的「龍

骨」上發現古文字，最後他認定上面的文字，比俗稱「籀文」的「大篆」更久

遠，所以才開始重金收買。 

讀到這段歷史，大家對文化的傳承可能比較有感，可是身為醫師的我，卻

對「龍骨入藥」比較有興趣。這種可以稱得上「化石」的物件，竟能變身為治

病的良方，讓人不禁讚嘆先民之膽量，證明了古代效法神農氏的醫師與病人應

該不在少數。 

你可能會因此覺得中醫博大精深，也可能會認為中醫的處方過於野蠻，但

我認為「龍骨」只是小事一樁，如果和西方在中古世紀以來，一直流行到十八

世紀的一帖治百病處方――「木乃伊」――相比，相信你會不由自主從頭皮發

麻，瞬間傳到腳底。 

先讓我們來看看十一世紀阿拉伯世界的名醫阿維森納的處方。他認為木乃

伊是治療膿瘍、骨折、癱瘓和心肺病，還有毒藥的解毒劑中不可或缺的「一

味」――通常木乃伊不會單獨使用，而是被磨成粉之後，混在藥草、酒、牛奶

或油裡面使用。 

阿維森納用「mumia」這個字，來代替「藥用」的木乃伊，而這個字最後

轉變成英文字裡的「mummy」，成為今日大家耳熟能詳的「木乃伊」的字

源。但其實這個字起源於波斯，原本指的是單純的蠟，後來改成代表來自

「Mummy山」的瀝青，因而此字才傳到阿拉伯世界。 

為什麼木乃伊會成為阿拉伯世界入藥的處方？根據歷史學者道森所整理的

資料顯示，這事大抵從古希臘羅馬時代就有跡象了。原來，當時人們看到埃及

人長期以瀝青作為木乃伊防腐的重要成分，許多人便開始研究起它的效用，並

且試著將它作為治療疾病的藥方。

選自《暗黑醫療史》，方寸文創。

拿木乃伊來吃　蘇上豪

文
史
哲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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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者從金石學家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歷史說法中，得到的心得是：

A 若想名留千史，就得願意花重金收集古文物

B 「久病成良醫」的說法千真萬確，值得採信

C 對古代先民大膽嘗試的精神感到佩服與驚嘆

D 每一段歷史的文化傳承比找出真相來的重要。

 2. 文中針對「mumia」這個字的來源進行說明的意義是：

A 以追溯字源增加文章說服力

B 呼應末段木乃伊入藥的說法

C 顯示作者對考證講究不馬虎

D 增加文章在內容上的趣味性。

 3. 本文以發現甲骨文的說法作為文章開頭，這樣的安排用意是：

A 強調中醫比起西醫來得博大精深，且經得起考驗

B 依照歷史先後順序而寫，使文章脈絡清楚，條理分明

C 向讀者宣達「先認識自家歷史，其次他國歷史」的創作理念

D 以東方甲骨入藥的說法作鋪墊，引出西方木乃伊入藥的主題。

閱讀引導與思辨

全文分為兩部分：首先，在甲骨文被發現的眾多說法中選取中醫「龍骨入藥」之說，並以身為

醫師的角度對於先民如此大膽嘗試的精神感到讚嘆，再以此為鋪墊，接續第二部分西方醫學歷史中

的「木乃伊入藥」，並透過解釋字源的方法，說明木乃伊入藥的原因，也解釋了題目「拿木乃伊來

吃」的意涵。

無論是東方的「龍骨入藥」或西方的「拿木乃伊來吃」，古代醫學的這段歷史看似不可思議且

毫無醫學根據，卻是先民大膽嘗試的體現。從醫學發展進步的現代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學到什

麼？對任何醫療方法除了得具備嘗試的膽量之外，還得有所依據才行。例如古代阿拉伯世界會以

「木乃伊入藥」為處方，是依據埃及人使用瀝青防腐的原理進行研究而得，所以，當我們開啟嘗試

的步驟之前，必須有一定的基礎依據，才不會胡亂嘗試最後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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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一生有許多著作傳世，大多是一篇一篇的對話紀錄，其中多數的對

話紀錄，被收錄在描述其老師蘇格拉底於雅典市集與時人進行辯論的《對話

錄》中。此外，他還著有《理想國》一書，描述其政治哲學思想。柏拉圖的著

作不但多，而且議題十分廣泛，幾乎遍及了所有哲學主題，包括知識、政治、

倫理、法律、美學、語言等。我們可以說，現今所談論的哲學議題都是從柏拉

圖開始，也因為這樣，才會讓懷德海說出：「現在的哲學不過都是柏拉圖哲學

的註腳罷了。」

柏拉圖在其師蘇格拉底身故之後，曾經在外流浪了一段時間。回到雅典

後，他創立了「學院」，傳承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同時發展自己的哲學體

系。柏拉圖的哲學深受蘇格拉底影響，同樣也認為存在有絕對的真理，但是不

同於蘇格拉底，柏拉圖認為真理不存在於現實世界，而存在於一個抽象世界：

理型世界。

柏拉圖認為只有永恆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實的，因此真實不會存在於現實世

界中，真實存在於理型世界中。理型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原型，現實世界的所有

事物都是模仿自理型世界的事物。舉例來說，我們常在現實世界中看到三角形

的石頭、圓形的石頭等，但嚴格來說，我們看到的三角形與圓形都不是完美的

三角形與圓形，只是看起來像而已。柏拉圖認為真正完美的三角形與圓形只存

在於理型世界，現實世界只能模仿，是次等品，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完美。

同樣地，現實世界中的生物如「貓」、「狗」、「豬」等，都是仿照理型

世界中這些生物的形貌所創造出來的個體。「人」也是依理型世界中「人」的

形貌所創造出來的。可以想見，基督教裡有些人士認為上帝依照自己的外型創

造人，此想法很大程度是受到柏拉圖的哲學所影響。

選自《今天學哲學了沒》，商周出版。

 1. 懷德海：「現在的哲學不過都是柏拉圖哲學的註腳罷了。」有關此句的詮釋，正

確的選項是：

A 柏拉圖為哲學領域的權威，後世哲學家無法與之匹敵

B 柏拉圖開啟眾多廣泛議題，後代哲學議題多以此為開端

C 懷德海藉此批評現代哲學固守前人智慧，不思進步的弊病

D 柏拉圖哲學提供所有議題的基本概念，為所有現代哲學的基礎。

哲學家皇帝：柏拉圖　張智皓

文
史
哲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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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屬於柏拉圖哲學思想的是：

A 基督教的上帝為理型世界的創造者，代表永恆不變的絕對真理

B 理型世界與現實世界為兩個並存的時空，但人只能看見現實世界的一切

C 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只是看似完美，理型世界的一切事物則是絕對完美

D 永恆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實的，因此只要現實世界的事物永恆不變，便是真實不

假的。

3. 根據引文，柏拉圖在其哲學思想中提出現實世界及理型世界的差別，請依據引文，回答

下列表格。（建議作答字數：各10字以內）

　1　存在與否 眼睛所見之物

現實世界 不存在 次等品，　2　。

理型世界 存在 　3　，現實世界的原型。

 1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每行15個字）

閱讀引導與思辨

本文首先介紹柏拉圖的哲學著作及其在哲學領域的貢獻，接著介紹柏拉圖哲學思想中有關「真

理何以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以及「現實世界與理型世界的差異」兩大主題，並舉例說明，使理型

世界的意涵更加清楚明瞭。

若以柏拉圖構築的理型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論點來思考，存在於現實世界的人類與萬物，既然都

是不完美且只是理型世界的模仿品，那麼還有追求完美的必要性嗎？如果以這樣的想法過生活，人

類還有辦法突破自我，追求更高層次的成就嗎？但事實上，人類不斷挑戰自我，追求極限，在時間

的推演下不斷進步，朝向美好的目標邁進，如此看來，理型世界不僅是現實世界的原型，而且是現

實世界的目標終點。雖然現實世界並不完美，卻因理型世界標舉出了完美的一面，而促使現實世界

中的一切能朝著此方向前行，漸趨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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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鍾理和咯血去世，時間在一九六○年八月四日。由於他在一九五九、

一九六○這兩年，已在聯合副刊上刊登不少精彩小說，他那文字洗練，情感真

摯的寫實筆法，很得到五○年代末也爬格子的小說同行讚賞。報紙上剛刊出他

貧病交迫猝然去世的消息，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副上，八月裡即出現了馬各、文

心、林海音等一系列扼腕慨嘆的感性悼念文章。

但也就是這一些了。我們回顧副刊上的這幾篇短文，作家的驟逝，也許曾

在範圍不大的文藝圈中，引起小小的波紋。況且，還不能叫「文藝圈」，或許

把範圍縮小在當時的「寫小說圈子」較符合實情。簡單地說，就是同在一副刊

上寫小說的作者們，痛失一位優秀同行。當然，還要包括一群喜愛小說的該刊

讀者群。他們同情這位同行的貧病寂寞：鍾至死都不能眼見自己寫的作品得以

在臺灣成書出版，死而有憾。林海音在臺北文化圈登高一呼，幾個人成立了

「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其實是她「五十、一百的捐來了幾千元款子。預

約的情形很好，書一出版欠款就還清了」。

鍾理和在臺灣的第一本書《雨》就是這樣出版的，趕在他「去世百日祭」

當天，放在他的供桌上祭弔，以慰亡靈。五○年代末的臺灣，雖然沒有七○年

代、八○年代那麼蓬勃的文學出版市場，但出版一本書何至於這麼困難，竟到

了要在遺囑上交託未曾謀面的文友，向人捐款印刷的程度？不說「反共文學作

品」早已生產了數千萬字，文藝小說更是滿坑滿谷，當時的「大業書店」、

「光啟出版社」、「文壇社」等，這些專出文藝作品的，生產圖書都在百種以

上。顯現小說家鍾理和在當時文壇，真正是處在相當邊緣的位置，他的寂寞艱

困，不難想像。

如果臺灣文學歷史，在一九六○年底就全部靜止，時間停頓，再沒有以後

的七○年代到九○年代，則這位在戰後才從北平回到臺灣，且五○年代的十年

之間，寫作力最旺盛，因而產品也豐厚的小說家鍾理和，很可能給默默掩埋在

大批反共小說或懷鄉散文裡，悄悄消失於五○年代臺灣文學史，而不會有今天

這樣響亮的名字。然而，「歷史」當然不可能在六○年代門口就停頓。就像時

間不可能停頓一樣，它一步一步往前進，並不止息。歷史翻到七○年代的鄉土

文學運動，八○年代的臺灣意識論戰，甚至九○年代的「後殖民論述」――臺

灣幾次較大的文化論述，都把鍾理和作品，圈到他們的討論範圍加以檢視。鍾

理和的人與作品也就在歷次論戰之後，一步步走過經典化的旅程。

選自《文學史敘事與文學生態》，前衛出版社。

鍾理和接受史與臺灣戰後文學思潮　應鳳凰

文
史
哲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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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據本文所述，鍾理和處於文壇邊緣位置的可能原因是：

A 其作品多為懷鄉散文，與當時流行的文藝小說風潮不符

B 英年早逝，作品數量不足，導致少有出版社認識這位作家

C 小說作品內容不以文壇流行的「反共」、「懷鄉」為題材所致

D 作品多刊登於聯合副刊，屬於小眾作家，文壇位置易被邊緣化。

 2. 鍾理和在臺灣的第一本書《雨》出版時，有關當時的文壇狀況，下列敘述正確的

是：

A 文學出版市場蕭條冷清，出版品寥寥無幾

B 有眾多支持鍾理和的讀者群為其籌款，出版作品

C 反共文學屬於激進思想作品，少有出版社願意出版

D 懷鄉作家與文藝小說家為文壇焦點，出版作品數量可觀。

3. 根據引文，鍾理和在五○年代末的臺灣文壇處於邊緣位置，請從文中找出可支持此論點

的證據。（建議作答字數：40字以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行15個字）

閱讀引導與思辨

本文首先描寫鍾理和過世之後，僅引起「寫小說圈子」的波紋，以及林海音為鍾理和募得捐款

出版作品一事，探討鍾理和作品的出版如此困難的原因。接著，描述五、六○年代文壇流行風潮，

藉此說明鍾理和的作品何以在當時處於邊緣位置。最後，以時間不斷前進，歷史論述不斷更動，使

得鍾理和的文學地位逐步經典化做結尾。

鍾理和寫作不輟，作品數量不少，但其情感真摯、文字洗練的寫作手法卻不被當時文壇所接

受。身為一位創作者，若眼見自己的作品無法受到大眾甚至出版界的青睞，能否如鍾理和這般屹立

不搖，持續創作？鍾理和能持續不斷地寫作，也許來自同行或主編的支持肯定，又或許是對自身作

品的自信。無論如何，從鍾理和身上，我們學到的除了那股不輟的毅力，也還要有對自身的信心，

才能持續向前，不輕易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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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作家的神隱與神祕　果子離
年少輕狂，以寫作為一生志業，無法理解，怎麼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自

殺？又怎麼有作家的配偶或情人要求離異？我傻不隆咚地想，得了獎，成了

名，作品無退稿之虞，人生至此，夫復何求？而能和偉大的靈魂相依相伴又怎

忍仳離？直到二十多歲，我還是這麼幼稚地想。

更難理解，有的作家，寫作有成，說不寫就不寫了。

問起作家寫作的理由，大都冠冕堂皇抒發一堆；當棄寫時，則多沉默以

對，沮喪、陰鬱，好像有什麼重大不可解的祕密。但也可能靈魂去到了作家認

為更美好的地方，便不再留戀文化圈子。怎麼回事，外人不得而知，作家若願

意傾訴，就不致封筆了。往往待作家復出，接受訪談，才道出退隱江湖的來龍

去脈。

很多很多年前，《聯合副刊》以作家為對象，做過問卷調查，問最期盼讀

到哪位作家的作品？停筆很久的作家被優先考慮，記得陳映真、黃凡、 弦等

人都上榜。似乎這麼多年來再也沒看到過類似的問卷：你最期盼哪位停筆很久

的作家復出創作？

《巴托比症候群》（遠流出版）這本怪書，講作家向寫作說「不」的現

象。封面文案很嚇人：「巴托比是一群人，也是一種病毒，它瀰漫在文學世界

裡，讓作家無法再下筆。」

博學的小說家安立奎‧維拉馬塔斯在書裡列舉好多個案，可見書寫虛無症

不是少數作家的症頭。書裡所探討的，不只是向寫作說不，從文壇消失的作家

而已，還有一種，即使著作等身，也不涉足文壇，他們身分成謎，根本就不想

成名。這些神祕作家，有的成名後身分被破解，有的自始至終神祕兮兮。前者

如美國推理小說大師范達因，後者如比‧特拉文。

一九二○年代，范達因推出《班森命案》、《金絲雀命案》、《格林家命

案》等作品，轟動文壇，驚動出版界，但筆名范達因的本尊是誰？外界不得而

知，出版社編輯也幫作者保密。

出版社想出促銷方案，請大家猜猜范達因的真實身分。紐約的文學編輯明

查暗訪，宣布答案，可惜猜錯了。後來有人懷疑是他的舊同事維勒‧亨廷頓‧

萊特。他請出版社轉信給范達因，然後寫信給他這位舊同事，比對兩人回信的

信紙和打字機痕跡後，賓果！就是藝術評論家維勒‧亨廷頓‧萊特。你猜我

猜，范達因的身分，從猜錯到猜對，過程本身就像推理小說。

選自《散步在傳奇裡》，群星文化。

雙文本題組

文
史
哲

06 作家的神隱與神祕 果子離
方山子傳 蘇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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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

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1於光、黃間，曰岐

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

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2也，何

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

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

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

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

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

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

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

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1 遯：音ㄉㄨㄣˋ，逃。 
2 陳慥季常：陳慥，字季常，北宋眉州（今四川青神）人。慥，音ㄗㄠˋ。

 1. 根據甲文，《聯合副刊》曾做過一份問卷調查，詢問讀者最期盼讀到哪位作家的

作品，其問卷調查結果若彙整成圖表，最有可能是：

讀者期盼度

0 20 40 5010 30

久未發表作品的作家

行蹤成謎的神秘作家

聯合副刊的專欄作家

初出茅廬的新銳作家

 A 讀者期盼度

0 20 40 5010 30

久未發表作品的作家

行蹤成謎的神秘作家

聯合副刊的專欄作家

初出茅廬的新銳作家

 B

0 20 40 50 6010 30

讀者期盼度

  C

0 20 40 5010 30

讀者期盼度  D

0 20 40 50 6010 30

讀者期盼度

 2. 根據乙文，有關方山子的生平，敘述正確的是：

A為貴族子弟，承襲家族富麗園宅及田產，不愁吃穿

B受到朱家、郭解等豪俠的仰慕，聲名因此傳遍岐亭

C官場失意之後，選擇帶妻小到黃州、光州一帶隱居

D為蘇軾友人陳季常，兩人曾互相討論切磋用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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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關甲、乙兩文的說明，正確的是：

A甲文作者透過文章，反對文化圈以「作家神隱」製造噱頭的宣傳亂象

B乙文作者為方山子未能見用於世，歸隱山林而惋惜，但方山子卻不然

C甲文的「巴托比症候群」為創作現象；乙文的「方山子」則象徵隱士

D甲、乙兩文皆透過隱姓埋名的方式替主角製造神祕感，勾起讀者好奇。

4. 請說明甲文的「巴托比症候群」所指為何？是否為真實存在的疾病？（建議作答字數：

合計30－40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行15個字）

5. 乙文從不同面向介紹方山子，為其立傳。請根據引文，完成下列表格：（1、2、4須

以原文回答）

面向 引文句子

名號由來

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

少時所好
1

2

3
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

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

志向選擇與結果 4

 1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每行15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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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引導與思辨

甲文前半部分（一～四段）以作家棄寫時，似乎有什麼不可解的祕密，道出作家的神隱與神

祕。後半部分（五～八段）以《巴托比症候群》這本書展開有關作家的討論。

乙文前半部分介紹方山子其名由來以及性格，接著以作者及方山子的相遇為轉折，將方山子年

輕時的豪邁爽朗和如今的淡泊名利加以比較，並以黃州多奇人異事，方山子應得以遇見，說明方山

子在蘇軾心中的評價。

作家的神隱與神祕，依甲文中《聯合副刊》所做的問卷調查來看，一位曾廣受讀者喜愛且久未

出現在文壇中的作家，若提筆重返文壇，的確令人引頸期盼，並有可能增加作品的銷售量。

至於乙文，蘇軾透過「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

歟！」的方式，不僅道出黃州、光州奇人異事的存在，也暗示著方山子的特立獨行，可說是拐個彎

製造方山子的神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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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
哲

年少輕狂，以寫作為一生志業，無法理解，怎麼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自殺？又

怎麼有作家的配偶或情人要求離異？我傻不隆咚地想，得了獎，成了名，作品無退

稿之虞，人生至此，夫復何求？而能和偉大的靈魂相依相伴又怎忍仳離？直到二十

多歲，我還是這麼幼稚地想。

更難理解，有的作家，寫作有成，說不寫就不寫了。

問起作家寫作的理由，大家都冠冕堂皇抒發一堆；當棄寫時，則多沉默以對，

沮喪、陰鬱，好像有什麼重大不可解的祕密。但也可能靈魂去到了作家認為更美好

的地方，便不再留戀文化圈子。怎麼回事，外人不得而知，作家若願意傾訴，就不

致封筆了。往往待作家復出，接受訪談，才道出退隱江湖的來龍去脈。

很多很多年前，《聯合副刊》以作家為對象，做過問卷調查，問最期盼讀到哪

位作家的作品？停筆很久的作家被優先考慮，記得陳映真、黃凡、 弦等人都上榜。

似乎這麼多年來再也沒看到過類似的問卷：你最期盼哪位停筆很久的作家復出創作？

《巴托比症候群》（遠流出版）這本怪書，講作家向寫作說「不」的現象。封

面文案很嚇人：「巴托比是一群人，也是一種病毒，它瀰漫在文學世界裡，讓作家

無法再下筆。」

博學的小說家安立奎‧維拉馬塔斯在書裡列舉好多個案，可見書寫虛無症不是

少數作家的症頭。書裡所探討的，不只是向寫作說不，從文壇消失的作家而已，還

有一種，即使著作等身，也不涉足文壇，他們身分成謎，根本就不想成名。這些神

祕作家，有的成名後身分被破解，有的自始至終神祕兮兮。前者如美國推理小說大

師范達因，後者如比‧特拉文。

一九二○年代，范達因推出《班森命案》、《金絲雀命案》、《格林家命案》

等作品，轟動文壇，驚動出版界，但筆名范達因的本尊是誰？外界不得而知，出版

社編輯也幫作者保密。

出版社想出促銷方案，請大家猜猜范達因的真實身分。紐約的文學編輯明查暗

訪，宣布答案，可惜猜錯了。後來有人懷疑是他的舊同事維勒‧亨廷頓‧萊特。他

請出版社轉信給范達因，然後寫信給他這位舊同事，比對兩人回信的信紙和打字機

痕跡後，賓果！就是藝術評論家維勒‧亨廷頓‧萊特。你猜我猜，范達因的身分，

從猜錯到猜對，過程本身就像推理小說。

請針對「作家棄寫時，多沉默以對，沮喪、陰鬱，好像有什麼重大不解的祕

密。……怎麼回事，外人不得而知，作家若願意傾訴，就不致封筆了。」思考琢

磨，並發揮想像，以「作家神隱背後的祕密」為題，寫一篇文章，書寫你對此的感

受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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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史哲

從野球到棒球：挫折年代的夢與堅持01

答案

1.B 2.D 3.C

解析

1. B從文章第一段「野球並未受到官方重視，然而

因為熱愛野球的人士，如校長和老師們不斷努力

推廣，再度激起民眾的熱情」可知。

2. A一九七○年代是文化傳播管道被嚴密管控的年

代，媒體界並未開放競爭，故不可能有多家媒體

搶播比賽的情況發生　B一九七○年代嚴厲壓迫

在地語言，因此政府不可能舉辦在地語言的相關

比賽　C一九七六年臺灣無法參加蒙特羅奧運　

D臺灣學童到美國參加棒球比賽並贏得世界冠

軍，當時成為國際孤兒的臺灣人因此揚眉吐氣，

故有可能列隊歡迎這一群小小學童光榮歸國。

3. C全文透過呈現棒球狂飆年代（一九七○年代）

的歷史背景，講述臺灣棒球在當時所扮演的角色

與承擔的責任，所以最適切的答案為C。

最難在中02

答案

1.D 2.C 3.B

解析

1. A為錢穆先生的說法　B引用自《中庸》　C

為程頤的說法　D從文中引用《論語‧雍也》

的敘述可知。

2. C從文中「倒是錢穆先生說的淺易明白」可知。

3. A因孔子對心目中的中庸之德並未多加說明，所

以各家有詮釋的空間，錢穆的說法只是其中的一

種，並非用來檢討孔子的中庸之德　C文中並無

這樣的推論　D文中提到平易的美德容易在極端

的言行之下被認為平淡無趣甚至嗤之以鼻，並非

以極端的言行包裝美德。從文中最後一段看出，

作者說明中庸雖平常自然，然現代人因為受極端

之言行影響，導致中庸之德難以實踐。

拿木乃伊來吃03

答案

1.C 2.B 3.D

解析

1. C從第四段「這種可以稱得上『化石』的物件，

竟能變身為治病的良方，讓人不禁讚嘆先民之膽

量，證明了古代效法神農氏的醫師與病人應該不

在少數」可知。

2. B倒數第二段以「mumia」來自「Mummy山」

的瀝青，才傳到阿拉伯世界的說明收尾，並在文

章末段進一步說明木乃伊因瀝青成分而入藥，兩

段前後呼應，相互補充，使木乃伊入藥的說法與

起源更為完整。

3. D從第五段「我認為『龍骨』只是小事一樁， 如

果和西方在中古世紀以來，一直流行到十八世紀

的一帖治百病處方――『木乃伊』――相比，相

信你會不由自主從頭皮發麻」可知，作者安排「龍

骨」這段歷史的用意在於能夠順勢引出同樣以「骨

頭入藥」的吃木乃伊主題。

哲學家皇帝：柏拉圖04

答案

1.B 2.C
3. 1真理。

 2仿照理型世界而成。

 3完美的個體。

解析

1. B從文中「柏拉圖著作不但多，而且議題十分廣

泛」、「我們可以說，現今所談論的哲學議題都

是從柏拉圖開始」可知。

2. A基督教裡有些人認為上帝依照自己的外型創造

人的想法是受柏拉圖哲學思想的影響，而非柏拉

圖的哲學思想　B文中並未有此說法　C文中提

及現實世界所看到的三角形與圓形都不是完美

的，只有在理型世界才存在真正完美的三角形與

圓形　D從「真實不會存在於現實世界中」可知，

現實世界不存在真實的事物。



2

3. 評分原則：能寫出參考答案之大意，且敘述完整，

得滿分。回答粗略模糊，或部分理解錯誤，得一

半題分。未作答或完全錯誤，不給分。

鍾理和接受史與臺灣戰後文學思潮05

答案

1.C 2.D
3. 當時每年有百種以上文藝小說出版，但鍾理和第

一本書卻是過世後靠朋友募款才得以出版。

解析

1. C從文中第四段可以得知，鍾理和所創作的小說

與當時文壇流行的主題不符，所以其出書過程曲

折，且處於文壇位置邊緣。

2. D鍾理和《雨》出版時，文學出版市場多出版反

共文學作品、文藝小說或懷鄉系列散文，並且數

量在百種以上。

3. 評分原則：能寫出參考答案之大意，且敘述完整，

得滿分。回答粗略模糊，或部分理解錯誤，得一

半題分。未作答或完全錯誤，不給分。

雙文本題組
作家的神隱與神祕

方山子傳06

答案

1.B 2.D 3.B
4. 巴托比症候群是一本講述「寫作者向寫作說『不』

現象」的書，並非真實存在的疾病。

5. 1慕朱家、郭解為人。

 2使酒好劍。

 3家世背景。

 4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

解析

1. B從文中「停筆很久的作家被優先考慮，記得陳

映真、黃凡、瘂弦等人都上榜」可知。

2. A雖為貴族子弟，但家族園宅及田產「皆棄不取」　

B方山子少時仰慕朱家、郭解等豪俠　C並未任

官　D由「此吾故人陳慥季常」、「與余馬上論

用兵，及古今成敗」可知。

3. A甲文作者並未透過此文批評或反對作家神隱的

現象，而是藉由此文整理出作家神隱與神祕的現

象及例子　B由「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

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

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可

知　C方山子並非隱士的象徵　D並未有此作法。

4. 評分原則：能同時指出巴托比症候群存在與否並

說明意涵可得滿分，只指出其中之一得一半題分，

未作答或完全錯誤不給分。

5. 評分原則：能正確且完整寫出答案可得滿分，只

有寫出部分答案得一半題分，未作答或完全錯誤

不給分。

語譯

方山子傳

方山子，是光州、黃州一帶的隱士。年輕時，仰

慕漢代遊俠朱家、郭解的品行，鄉里的遊俠之士都推

崇他。等他年歲稍長，改變志向，發奮讀書，想以此

馳名當代，但卻一直沒有受到重用。到了晚年便隱居

在光州、黃州一帶，一處名叫岐亭的地方。住茅草屋，

吃素食，不與世俗來往。放棄坐車騎馬，毀壞書生衣

帽，徒步來往於山林間，沒有人認識他。人們見他戴

的帽子，外觀方正又高，就說：「這難道是古代樂師

戴的方山冠遺留下來的樣子嗎？」因此就稱他為「方

山子」。

我因貶官居住黃州，經過岐亭時，正巧碰見了他，

我說：「這是我的老朋友陳慥季常呀，怎麼會在這裡

呢？」方山子也很驚訝，問我到這裡來的原因。我把

原因告訴他。他低頭不回答，繼而仰天大笑，請我到

他家住。他的家四壁蕭條，然而他的妻子、兒女、奴

僕，都顯出怡然自得的樣子。我對此感到十分驚異。

回想起方山子年輕時，是好酒任性、喜歡使劍，

揮金如土的遊俠之士。十九年前，我在岐山，見到方

山子帶著兩名騎馬的隨從，拿兩支箭，遊獵西山。一

隻鵲在前方飛起，他叫隨從追趕射鵲，未能射中。方

山子拉緊韁繩，獨自躍馬向前，一箭射中飛鵲。接著，

他在馬上與我談論用兵之道及古今成敗之事，自認為

是一代豪傑。至今已經過了多少日子，但英氣勃勃的

神色，依然在他的眉宇間顯現，這怎麼會是一位隱居

山中的人呢？

方山子出身於世代功勛之家，應能得到官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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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能置身官場，如今已是聲名顯赫。他原本家在洛

陽，園林宅舍雄偉富麗，可與公侯之家相比。在河北

還有田地，每年可得上千匹的絲帛收入，也足以使生

活富裕安樂。然而他都拋棄不享用，偏偏來到窮僻的

山裡，這難道不是因為他獨有會心之處才會如此嗎？

我聽說光州、黃州一帶有很多奇人異士，常常假裝瘋

顛、衣衫破舊，但是無法見到他們，方山子或許能遇

見他們吧！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寫作指引

1. 題幹節錄文章句子，並要求以此為基礎思考琢磨，

發揮想像，故在構思文章之前，可以自行想像自

己是一位決定棄寫的作家，並先行列出棄寫的可

能原因。

2. 接著，轉換為讀者身分，試想前一步驟自己所列的

棄寫原因，有哪些可能是作家不願意傾訴的祕密。

3. 既然是以「神隱背後的祕密」為題，並表達自己

對此的感受與看法，別忘了題目「作家神隱」四

個字提供的線索：代表作家毫無預警地棄寫，可

以此為方向，進行書寫。

範文

　　當一位作家成了名，作品無退稿之憂，又達創作

巔峰之時，不安之感是否將同時漸漸湧上心頭⋯⋯？

寫作需要靈感，但靈感豈有呼之即來那麼容易，當靈

感不再時，對一位作家而言，無疑走到了創作路上的

死巷，眼前只是一堵牆，看不見任何光景。於是，作

家選擇沉默地封筆，畢竟「沒有靈感」豈是那麼容易

對外說出口的四個字。

　　作家投入大量的心力與時間，才能將一部作品從

無到有，呈現在讀者眼前，因此，作家神隱背後的祕

密，雖然可能不只一個，但無論如何，導致作家毫無

預警地棄寫的背後原因，一定是作家幾經掙扎之後所

下的決定，並且是個萬般不捨的決定。

　　當一個人遇到瓶頸時，適當地喘口氣，稍作休

息，反而能柳暗花明。因此，我認為作家的神隱並非

棄寫作於不顧，而是他們藉由短暫的停歇，等待創作

熱情重啟的那一刻。

教育、社會與心理

每一次的嘗試都要更突破自己一點07

答案

1.C 2.B 3.D

解析

1. C從「張良伊覺得現在的年輕人要做事容易多

了，他稱之為『夢想氾濫的時代』，想做什麼就

開個 Facebook粉絲頁，但大多都是雷聲大雨點

小。」當中的「雷聲大雨點小」可以得知，夢想

氾濫是因為年輕人往往立下夢想，卻未能努力實

現或讓夢想稍縱即逝。

2. B從文中「每件事情站在不同的層次，會有不同

的解決方案」可知。

3. D本文標題為「每一次的嘗試都要更突破自己一

點」，並在文中提到現今臺灣社會缺乏獨立思考

的能力，鼓勵能以不同層次看待問題並多方嘗試，

藉以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孩子想去的地方，就是第一志願08

答案

1.D 2.C 3.D

解析

1. D本文第三段以學生考上自己選填的第一志願說

明「我們的榜單非常亮眼」。

2. 從文中「讓孩子摸索並且知道自己想要去的，叫

做適性；讓孩子有能力去到他想去的，叫做揚才」

可知，「適性揚才」乃以孩子心中想要的為中心

的教育方式，所以最能呼應的答案應為C。

3. C全文強調「適性揚才」的教育理念，但並未指

出「適性揚才」為十二年國教的教育理念　D榜

單上的訊息告訴我們學生考上的是自己心中想要

的學校，而非所謂的明星學校，文中也不斷以「讓

孩子摸索」、「讓孩子有能力」提醒家長及老師

應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觀念，強調針對學生「適

性揚才」的理念。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