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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立基於 108 課綱「核心素養」的精神，以「閱讀未來」為核心概念，旨在

引導學生思考「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在選文方面，本書基於上述理念規劃七大主題，白話文部分優先選錄該主題中

最熱門的書籍，並兼顧知識與趣味性；文言文部分配合白話文的篇章，挑選相應且

具代表性的作品，帶領學生觀看過去的人怎麼看待同樣的課題。讀完後可對「自我

成長」與「未來世界」有基本認識，不僅是一本「參考書」，也是「成長指南」、「閱

讀指南」。

在題型方面，本書除規劃有傳統型態的閱讀測驗題組，還含納新型態的「雙文

及三文比較題組」、「非連續性文本題組」以及「大型考試閱讀測驗仿題」，目的

在協助學生儘早適應資訊量龐大的考題形式。我們無法預測命題者會從何處選材，

但只要熟悉題型的變化邏輯，就能在分秒必爭的考場上爭取到更多的思考時間。

未來需要什麼，現在就要開始教；未來需要什麼，現在就要開始學！期盼這本書，

能幫助每位學子真正的「看見未來」。

編輯大意

《青春筆記：閱讀未來 2.0》建議使用方法

學生自學

主
書

【試題】
每天練習一篇或一組選文試題

【推薦書單】
運用推薦書單自行規劃課外閱讀

習
作

【歷屆試題】
參照「歷屆試題分析」單元，自行上

網瀏覽完整考題，並觀摩主辦單位公

告之「佳作範文」，亦可練習寫作。

【主書延伸寫作】
運用「找找素材」、「練習寫作」兩

單元的材料，鍛鍊作文能力。

輕閱讀˙大未來



全書分為七大主題，每一主題下分四單元，下以主題一內容介紹組成方式： 

每回含有 2∼４題試題，皆有題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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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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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熟大人的內在

1-1
情緒力

P.010 情緒是指引，告訴我們下一步要往哪裡走 留佩萱

P.012 受害者原型（Victim） 許皓宜

P.014
快樂 陳列

滄浪亭記 蘇舜欽

P.016 ▲

定風波 蘇軾

蘇軾詩中對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終極探索 蔡孟芳

從書寫治療淺談部落格之網路書寫 王薇棻

1-2
人際力

P.018 你的人生，總是在滿足別人嗎？ 周慕姿

P.020 認識阿德勒，獲得改變的勇氣 蘇絢慧

P.022 東邊日出西邊雨 張曼娟

P.024
戰國策‧鄒忌窺鏡

晏子春秋‧晏子諫齊景公

1-3
創思力

P.026
為什麼祖師爺的武功總是最高的？ 陳昭穎

題孔子像於芝佛院 李贄

P.028 留白 紀坪

P.030 別讓認知缺陷變成假訊息的溫床 胡元輝

P.032 遊江 鄭燮

1-4
表達力

P.034 寫作大補帖 王乾任

P.036
好故事，好人緣 劉中薇

容齋隨筆 洪邁

P.038 你被什麼說服？ 凌性傑

P.040 顏氏家訓‧文章第九 顏之推

1-5非連續文本 P.042 長條圖介紹以及常見的視覺誤導方式

2.預見未來世界

2-1
走向國際

P.046 一場脫歐公投，撕裂英國社會？ 楊永明

P.048 導讀《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 黃哲翰

P.050 訓練翻牆國際觀 艾兒莎

P.052
山海經‧東山經

鏡花緣 李汝珍

 雙文題組 ▲三文題組目次

下分四個相關
議題單元，以
及非連續文本
單元

每單元皆有四
回，選錄五篇
以上文本，內
含至少三篇白
話文與兩篇文
言文

含四回 雙文比較，以及一回▲三文本比較

非連續文本單
元為單回，閱
讀文本以圖表
為主

漂亮過生活　捨棄力 121

4-1
試 題

(  ) 1.  根據甲文，「消費主義」無法帶給人們更多快樂的原因，可用下列哪個成語來概括
解釋？

A一曝十寒

B應接不暇

C欲壑難填

D痌痌瘝瘝在抱

(  ) 2.  以下是四位同學在網路社群的狀態消息。請根據甲文所述，判斷哪位同學最可能是
支持「反消費主義」的理念？

 

搜尋

所有好友 線上好友

好友 27

小欣
 最新款 iPhone到手，呵呵呵，
換新機就是痛快

風兼
閱讀二手書，舊衣可新穿，一
起環保愛地球

霓霓
你可以購買我的時間，但無法
收買我的靈魂

政男

A

B

C

D
物價上漲更能激勵我們好好工
作，要認命啊

(  ) 3. 依據甲、乙二文，判斷乙文畫線處是否能呼應 The Compact的主張？

選項 (1)能呼應The Compact的主張嗎？ (2)能呼應The Compact的主張嗎？

A  

B  

C  

D  

統整與解釋

省思與評鑑

仿 108統測 |省思與評鑑

★

仿大考題 PISA閱讀策略

★活化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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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齋隨筆 洪邁

P.038 你被什麼說服？ 凌性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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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走向國際

P.046 一場脫歐公投，撕裂英國社會？ 楊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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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文題組 ▲三文題組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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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技時代

P.054 三個夢、兩趟旅途與一次奇遇 簡媜

P.056 社群網站滲透生活 顧淳雅

P.058 人臉辨識在臺灣的人權爭議 何明諠

P.060
辨言 魯迅

新石頭記 吳沃堯

2-3
高齡社會

P.062 準備好接受父母的老去 洪雪珍

P.064 老人長照的另一種想像 張凱評

P.066
週間旅行 吳妮民

敦煌曲子詞‧女人百歲篇

P.068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2-4
性別平等

P.070
性別角色的學習 張如慧、曾靜悅

離魂記 陳玄祐

P.072 性別空間 洪文龍

P.074 從「女權自助餐」看見男性對父權的控訴 莊泰富

P.076 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序 駱綺蘭

2-5非連續文本 P.078 ▲

一樣「單一」，卻很「性別」？ 賴佳琳、李淑菁

性別平等教育法

我國單一性別學校之演變概況 教育部統計處

3.這樣工作那樣賺錢

3-1
未來人才

P.082 為何愈來愈多人想當「斜槓青年」？ 孫大翔

P.084 上班族的風險遠比創業者高 于為暢

P.086
匠與藝的認知 江振誠

庖丁解牛 莊子

P.088 將苑‧將材 諸葛亮

3-2
社群經營

P.090 如何看待吃喝玩樂 南琦

P.092
你想要的真的是粉絲專頁嗎？ 編編編編

世說新語‧文學 劉義慶

P.094 浮塵 陳伯軒

P.096 文心雕龍‧時序 劉勰

3-3
聰明學習

P.098 靈感這樣鍛鍊出來 電腦玩物站長

P.100 閱讀理解與筆記摘要法 孫易新

P.102 全面分析 Podcast市場 翟晟

P.104
王詹事集‧自敘 王筠

明史‧張溥傳 張廷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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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穩健理財

P.106 別把致富當成夢想，要為夢想而勇於致富 艾爾文

P.108 為什麼賺第一個 100萬很難，而賺第一個 1000
萬卻不是那麼難？

趙健勇

P.110 少年貧 徐國能

P.112 ▲

錢本草 張說

漢世老人 邯鄲淳

史記‧貨殖列傳 司馬遷

3-5非連續文本 P.114
四種人才類型

什麼是多元思維模型？ JACK

4.漂亮過生活

4-1
捨棄力

P.118 ▲

簡單就是豐富 李偉文

道德經 老子

鳥籠效應

P.120
失意人生的快樂指南 黃寶蓮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P.122 養神補氣斷捨離 李欣倫

P.124 杜子春 李復言

4-2
時尚力

P.126 我們的衣櫥更好了嗎？ 于曉丹

P.128 時髦與美感 漢寶德

P.130
紅顏悅色 鍾怡雯

女訓 蔡邕

P.132 閒情偶寄‧修容第二 李漁

4-3
自癒力

P.134 螢幕、燈光都有異常傷眼藍光 葉威毅

P.136 要如何分辨肌肉拉傷和椎間盤突出？ 羅文政

P.138
跑步的風景 游乾桂

浮生六記‧養生記道 沈復

P.140 瘟疫論‧序 吳有性

4-4
環保力

P.142 鱟 柯金源

P.144 以產業鏈觀點做環保 周添城

P.146
斯文豪氏蛙 凌拂

蚊對 方孝孺

P.148 王制 荀子

4-5非連續文本 P.150 運動時間與能量來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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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別叫它「鬼島」它是你故鄉

5-1
婆娑之洋

P.154 臺東成功鎮鏢旗魚技法 行人文化實驗室

P.156 兩面海洋 方秋停

P.158 月光港口 駱以軍

P.160 ▲

臺灣縣志 陳文達

臺灣雜記 季麟光

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 吳令丞

5-2
美麗之島

P.162 閱讀臺北城 林月先

P.164 老街與古城牆交織在靈魂裡 臺南一中 105級科學班

P.166
臺北夜市 陳春松

彼一暝，咱踅夜市 楊富閔

P.168 雅言 連橫

5-3
在地吃食

P.170 臺灣菜的競爭力 莊祖宜

P.172
基隆，小吃天堂 葉怡蘭

臺風雜記 佐倉孫三

P.174 臺灣在地滋味 韓良露

P.176 臺灣通史‧風俗志 連橫

5-4
手搖飲品

P.178 凍頂烏龍茶 焦桐

P.180
珍珠，半糖，去冰 廖之韻

茶經 陸羽

P.182
茶葉的心事

蕭蕭
風雲會

P.184 茶香室叢鈔 俞樾

5-5非連續文本 P.186 飲料店營業額連續 14年正成長 經濟部統計處

6.從在地特色看見臺灣

6-1
流行現象

P.190 日本輕小說的初步觀察 楊若慈

P.192 我們為什麼愛聽情歌？ 蔡振家、陳容姍

P.194 占星學的文藝復興 韓良露

P.196
湯問 列子

詞論 李清照

6-2
表演藝術

P.198 相聲的「數」 馮翊綱

P.200 林懷民的人生辭典 林懷民

P.202 為什麼電影需要研究？ 謝世宗

P.204
朱楚生 張岱

柳敬亭傳 黃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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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傳統工藝

P.206 每一筆，都是講究 行人文化實驗室

P.208 揮灑奇詩動江湖 吳明德

P.210
紙寮印象 賴鈺婷

天工開物‧造竹紙 宋應星

P.212 ▲

核舟記 魏學洢

六研齋筆記 李日華

核工記 宋起鳳

6-4
廟宇文化

P.214 三太子與神鼓童 覃冠豪

P.216
「魯班師傅誕」的慶典活動 楊偵琴

臺陽雜詠 何澂

P.218 路邊的陰德 林立青

P.220 續幽怪錄‧定婚店 李復言

6-5非連續文本 P.222 神明信仰與臉書

7.文學的變與不變

7-1
知識考古

P.226
柳宗元的檳榔 謝金魚

初食檳榔 劉基

P.228 春節很像西方萬聖節 李開周

P.230 從鬼 陳大為

P.232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

7-2
經典重讀

P.234 經典是如何煉成的 陳穎青

P.236 每天累到喝阿比，還能裝網充嗎？ 祁立峰

P.238 青春王國裡的賈寶玉 蔣勳

P.240
好書者三病 謝肇淛

捫虱新話 陳善

7-3
奇幻妖怪

P.242 ▲

妖怪學講義錄‧緒言 井上圓了

唯妖論‧序言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

都市傳說的妖氣 蘇碩斌

P.244
黑水洋的水妖們 何敬堯

太平廣記‧水族一 李昉

P.246 【序章】且放白鹿青崖間 馬伯庸

P.248 聊齋誌異‧聶小倩 蒲松齡

7-4
書店風景

P.250 想上架？沒那麼簡單！ 陳夏民

P.252 發現南京東路的新況味 李欣頻

P.254
從書店拼湊臺灣印象 郭怡青

雲自在龕隨筆 繆荃孫

P.256 黃生借書說 袁枚

7-5非連續文本 P.258 107年民眾閱讀及消費行為調查 文化部



成熟大人
的內在

情緒力／如何看待正能量及負能量

人際力／學習自在的和其他人相處

創思力／打破框架進行真正的思考

表達力／用故事包裝精準使用語言

青春時光，是成為「成熟大人」的練習

曲。掌握「情緒力」，讓你從容整合內在的

正、負能量，達成身心平衡；培養「人際力」，

助你自在的與別人相處，又能好好做自己；

鍛鍊「創思力」，使你看見局限自己的框架

並打破它，成為有創意的未來人才；擁有「表

達力」，才能用別人能接受的方式，精準傳

達想法。「年齡」從來就不是判斷一個人是

否為「成熟大人」的依據，「能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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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情 緒 力
∣留佩萱∣

 情緒是指引， 
 告訴我們下一步要往哪裡走
出處：留佩萱《療癒，從感受情緒開始》。遠流，2019

情緒，就是情緒，沒有好或壞

我在美國念完碩士後，在當地社區一間機構做兒童諮商，我的個案年齡分布從

五歲到高中生都有。我觀察到，不管他們在哪個年紀，似乎都已經對於情緒有一套

既定看法，像是：「會生氣的孩子是壞孩子。」「哭很丟臉，不要哭！」「膽小的

人才會害怕。」我記得有一位八歲的小女孩在聽完我說「生氣是很正常的情緒啊，

每個人都會生氣，我也會生氣」後，瞪著大大的眼睛驚呼著問：「你也會生氣？」

這些孩子的反應讓我覺得有趣，但也不禁讓我思考：整個社會、家庭和學校，

我們到底傳遞了多少和情緒有關的錯誤資訊給孩子？這位小女孩才八歲，她的小小

腦袋瓜裡已經把情緒分成兩個資料夾，一個標記為「正向情緒」，像是開心與快樂，

這些情緒很安全，會讓爸爸媽媽或老師高興；而另一個資料夾則是標註著「負面情

緒」，所有讓人不快樂的情緒都被堆棄在這裡，這些都是壞情緒，很危險，不應該

存在！

等這位小女孩長到十八歲、二十八歲、三十八歲，她的腦中還是會依照這樣的

二分法來區分情緒。這也是很多人對於情緒的認知，然而事實上，情緒，就只是情

緒，沒有好壞。情緒是我們面對內在與外在世界發生事情所產生的反應。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會有哪些情緒，因為掌管情緒的是大腦中的邊緣系統，

包含杏仁核和海馬迴，這個部分的腦被稱為「情緒腦」；而負責思考做決策的，是

我們的大腦皮質區，又稱為「理性腦」。也就是說，你的理性腦無法控制會有哪些

情緒冒出來，但是你能夠掌控的，是在情緒來臨後，你要如何回應。

情緒需要被身體感受。如果你仔細去覺察情緒來臨時身體有哪些感覺，你可能

會發現：當你感到害怕恐懼時，心跳很快、肌肉很緊繃；而當你悲傷時，可能會覺

得胸口很沉重，眼睛周遭溫熱且很想哭；當你憤怒時，可能會覺得臉頰發燙，胸膛

中彷彿有一股能量要爆裂開來；而當你覺得愉快時，心中好像有一股暖流緩緩流過。

這就是情緒，它是能量，是身體感受。

而這位八歲的小女孩，如果她的人生繼續用「正面」和「負面」兩個資料夾來

區分情緒好壞，那麼，她可能就會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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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題

(  ) 1.  如右圖所示，1為三個關鍵詞的交集，2、3、4為兩
兩的交集。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A 1可填入「杏仁核和海馬迴」 

B 2可填入「理性思考」 

C 3可填入「大腦皮質區」

D 4可填入「決策中心」

(  ) 2. 下列甲、乙兩則資料，是否與本文的觀點相近？
甲、 位於腦子深處，發揮著全方位功能，左右腦各一的杏仁體（即杏仁核），他們
各有專司的職責：左腦裡的杏仁體，對聲音裡的情感反應較敏感，右腦裡的杏

仁體，則對人的臉部表情變化比較敏銳。

乙、 我們一直都認為情緒是一種「感覺」，但是這個字其實有所誤導，因為它只形容
了一半；的確有一半我們是在「感覺」。但是，情緒其實根本不是感覺，而是一

組來自身體的，能夠幫助生存的機制，演化出來讓我們遠離危險、趨吉避凶。

A甲、乙皆相近  

B甲、乙皆不相近　

C甲相近，乙不相近  

D甲不相近，乙相近

(  ) 3. 承上題，根據本文及資料甲、乙的內容，下列推論何者較合理？

A透過手術控制杏仁核，可完全消除人的負面情緒

B左、右杏仁核大小平均的人，情緒控管能力較佳

C杏仁核對外在環境刺激的反應，會展現在身體上

D人類壓抑負面情緒，是因為左邊杏仁核發生問題

(  ) 4. 以下哪句話最接近本文八歲小女孩對「情緒」的看法？

A我們應該為自己的情緒負責任 

B立場不同必然會導致敵對情緒

C有修養的人不會對別人發脾氣 

D觀點是由情緒而非理智來決定

大腦邊緣系統

情緒 不可控制

2
1

4

3
仿 110統測｜統整與解釋

仿 110學測｜省思與評鑑★

統整與解釋

省思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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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皓宜∣

 受害者原型（Victim）—
 別人都對我不好 !
出處：許皓宜《情緒陰影》。遠流，2018

從事實務工作多年，我發現人們的內心世界存在一種有趣的現象，若是用一句話

來形容，就是會不知不覺地落入「覺得別人對不起我」的感受中。所以我們遇到事情

時，常常傾向於先責怪他人，這便是一種「受害者」的心理原型。

不同於兒童時期實際經歷的創傷，「受害者」原型彷彿一種「往壞處解讀」的

本能：我們心頭時常上演各式各樣的小劇場，明明我不想對不起你，卻又承受不住你

來對我不起，心理上總是不自覺地浮現出被忽略、被犧牲、不被好好對待的感覺；但

在情感的顧忌下，似乎也無法把這些負面的感受說出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而糾

結，最後只得在生活中，一次次地驗證自己就是個不值得被愛的人。

關於「受害者」原型的文化根源，我們可以用殖民主義的歷史意象來理解這種心

理歷程的運作。

自古以來，當某個具有共同文化的種族想要擴張自己的版圖時，常常把腦筋動到

相異文化的族群上去。比方說，西元十五世紀時，歐洲人發現了美洲這個新大陸，就

迅速地入侵南、北美洲，奴役當地土著，導致成千上萬的美洲土著因為戰爭、饑荒和

疾病而死亡。

黑人學者弗朗兹‧法農（Frantz Fanon）是研究被殖民者心理狀態的佼佼者，他
出生於法屬西印度群島，中學時移居到法國，在醫學和心理治療領域都有相當傑出

的表現，但卻因為黑色皮膚受到法國同胞的歧視，於是他終其一生都在描寫被殖民者

遭受全盤否定的痛苦與壓抑。法農在他的經典著作《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裡頭是這麼說的：「這個世界透過白人的眼睛來觀看，唯有透過白
面具，黑人才能去除心底的焦慮。」所以，渴望「漂白」是黑人被殖民時最扭曲的悲

哀，然而這種膚色與種族的戰爭卻在每個時代、每個角落重複地發生。那種預期自己

會被壓迫的狀態在人們心裡落下了根，代代相傳後，我們的無意識深處便蒙上一層

「被害」的陰影，就如法農所形容的「大地上的受苦者」。

法農說，這樣的心態會讓我們困在一種受到捆綁的、負面的情緒狀態中。如同黑

人幻想著「漂白」這種永遠無法實現的願望，因而只能用無能為力的怨懟感來面對自

己的命運，但事實上，唯有「拒絕當『奴隸』，『主人』才會消失」。換句話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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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習慣以一種被害的、被犧牲的眼光去看待這個世界、看待自己，我們也勢必活在

被害、被犧牲的經驗當中。

這就是情緒陰影的第一種發展方式：重複無意識裡頭的負面情感，讓它重新活躍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試 題
(  ) 1.   根據本文，下列關於「受害者原型」的敘述，何者正確？

A源自於兒童時期實際經歷的創傷

B是一種用來自我保護的心理機制

C此概念由弗朗兹‧法農最先提出

D作者認為人們無法脫離此種原型

(  ) 2.   作者在本文中提到「殖民主義的歷史」的主要目的為何？

A褒揚學者弗朗兹・法農的學術成就

B比較不同種族之間社會地位的高低

C說明「受害者原型」心理運作歷程

D論述「受害者原型」的研究發展史

(  ) 3.  下列文句「　」內哪一段話可看出說話者的「受害者原型」心理？

A  老爹嘆口氣說：「你回去告訴阿獨，這不叫懦弱，叫做善良。懦弱是因為沒有

能力去傷害，善良是有能力但選擇不傷害。」 

B  七巧道：「不承情也罷！我也慣了。我進了你們姜家的門，別的不說，單只守

著你二哥這些年，衣不解帶的服侍他，也就是個有功無過的人—誰見我的情

來？誰有半點好處到我頭上？」

C  而邱遲舉手發言，他撩一下垂落眼前的髮絲：「愛情沒得選擇的，快樂或者痛苦，

都要承受，因為愛人或者被人愛，都是上帝的祝福。」

D  當我見到郭軫時，他卻對我解說道：「師娘，不是我故意犯規，惹老師生氣，

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真的，師娘，我在天上飛，我的心都在地上跟著她呢。」

統整與解釋

省思與評鑑

省思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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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陳列∣

 快樂
出處：陳列《人間‧印象》。印刻，2013

入夜以後，煩鬱的情緒逐漸積聚。我一直想著快樂的問題，並參閱了好幾段談論

快樂的文字，那股悶情卻一直不曾消離。夜裡一點多，我終於放棄了。從躺椅上站起，

泡了一壺茶，坐在書桌前，聽巴哈的音樂。

燈光照耀下，黃褐清澄的茶水中，我仿佛看到旋律一波波濺碎水花而來，然後在

一個溫暖小水灣裡深沉湧洄。我走進兩歲小女兒的房間，看到她正好翻了一個身，抱

著枕頭繼續安睡。窗外有風吹樹葉的細微沙沙聲。水銀路燈和葉子形成的光影在玻璃

上晃動變化。我看著這些，逐漸感覺到滲進來的涼氣裡有著愈來愈濃的歡愉。

快樂原來就像那些搖曳的光影啊，難以捉摸和規範。如果我在家鄉的田裡工作一

整天，如果我對生命充滿了敬愛之意，我就不至於傻傻地要在抽象觀念中找尋某些行

為的依據了。

我回去關掉電燈和音樂，一片黑暗中，全面的溫柔。

∣蘇舜欽∣

 滄浪亭記乙

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1廣水，不類乎城中。并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

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2，三向皆水也。杠剛3之南，其地益闊，

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

坳凹4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其5，號「滄浪」焉。

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

予時榜蹦6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

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

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1 阜：土山。　　　　2尋：古代計算長度的單位，一尋等於八尺。　　3杠：小橋。
4 坳：低窪的地方。　5碕：曲折的堤岸。　　　　　　　　　　　　　6榜：使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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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題

(  ) 1.  若將甲文中的「情緒變化」轉化為圖表，最可能是下列哪一張圖？

A

22　23　24　01　02　03

高

情
緒

時間（24小時制）

低

B

22　23　24　01　02　03

高

情
緒

時間（24小時制）

低

C

22　23　24　01　02　03

高

情
緒

時間（24小時制）

低

D

22　23　24　01　02　03

高

情
緒

時間（24小時制）
低

(  ) 2.   在乙文中，作者用四萬錢購買了一片荒地，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是作者做出這個決定
的原因？

A修竹環繞景色宜人 

B該地具有歷史色彩

C有良善的鄰居互動

D三面臨水地勢開闊

(  ) 3.   下列關於甲、乙兩文共同點的敘述，何者正確？

A同樣先描述心情之鬱悶，再談及解脫的過程

B作者都曾在自然界的光影變化中，找到快樂

C皆以眾人汲汲營營的行為，反襯己身的豁達

D兩文都認為「勞動」是獲得快樂的具體方法

(  ) 4.   賴瑞・孫恩（Larry Senn）在《情緒升降梯》一書中，提出可以「模式中斷法」舒
緩負面情緒，也就是當感到不安時，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的人事物上，自己的思考

層次就會隨著「情緒升降梯」的躍進而提升，也就能夠感受到平靜的喜悅。若使用

上述觀點分析甲、乙兩文，其作者皆使用何種方式轉移注意力，重新找回內心的快

樂？

A強化人際互動  B奉獻自身能力

C靜心打坐冥想  D抽離不良環境

統整與解釋

擷取與檢索

省思與評鑑

省思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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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蘇軾∣

 定風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

無晴。

∣蔡孟芳∣

 蘇軾詩中對生命意義 
 與價值的終極探索

乙

出處：蔡孟芳《蘇軾詩中的生命觀照》。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

蘇軾與蘇詩的關係極為密切，一方面，敘述詳盡的詩序或詩題顯示了作者為方便

作品流傳和 讀者  閱讀的強烈自覺，另一方面，鑲嵌著特定年月的詩題（或序）具有
生命史的記事功能，反映出蘇軾對自己生命的看重，同時也一體兩面地說明了文學對

他產生的意義：除了有抒情祛懣懣1的情感功能和經由寫作過程所達到的「自我實現」

外，更有一種「我寫故我在」的深沉意涵。如此一來，書寫既滿足了個人追求自我精

神的需要，亦可視為儒家傳統「三不朽」2觀念的實踐。對一個擁有遠大抱負的傳統

士大夫來說，透過文字所折射出來的生命意識，或許正是蘇詩之於蘇軾，最重要的書

寫意義。

1 懣：煩悶、憤恨。　2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件可以永遠受人懷念和敬仰的事。

∣王薇棻∣

 從書寫治療淺談部落格之 
 網路書寫

丙

出處：王薇棻《全球心理衛生 E學刊‧試刊號第三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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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薦
書
單

書名／人類木馬程式

作者／李欣頻

出版社／平安文化

特色／一切遭遇都源於內心框
架、其實我們可以重新設定、
學習掃情緒的毒和解情緒的毒

書名／和自己，相愛不相礙 
作者／郭葉珍

出版社／三采

特色／「正念」其實就是學會
寬容、我們都要好好的、以生
活實例具體分析如何落實正念

書寫治療強調可以藉著創作來澄清人生處境和心境，比較多的方式是把個人的記

憶寫自傳，類似敘說生命史的方式來進行，而由參與者以筆觸來回顧當時之感受與想

法。此外，書寫者並非為純然的書寫者，因為書寫生命故事時，其同時也是一個被自

己所描述、觀看甚至觀察的對象，「書寫時的自己」與「書寫文本內容中的自己」之

間會發展出不同的客體化關係，書寫者可以採取一種「他者 」的角度或位置來認識、

理解自我，此也能促進個案變成自己問題的專家，形成更積極的自我幫助。

試 題
(  ) 1.  下列哪段話可與甲文的主旨相呼應？

A  我們都是來學習的。很多時候，那些讓我們感到難過、挫折的，正是我們那些

沒有學會怎麼面對的事

B 大家都渴望快樂，然而，快樂不會憑空而得。快樂，值得追尋，也值得爭取

C  失敗在我看來是一種忠告，告訴我們要成為一位靈巧的人之前，可能還要再加

一把勁

D  一般人見花開了就開心，見花謝了就皺眉，分成二景看。而曠達者是見到花開

就想到花謝，合在一起看，就不生悲喜之心了

(  ) 2.  關於乙文和丙文的比較，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乙文的「讀者」與丙文的「他者」功能相同

B 丙文的「書寫治療」可用來詮釋乙文畫線處

C 兩文中的「生命史」皆與「自傳」之意相近

D 兩文均認為文字書寫有助於讓個人貼近社會

(  ) 3.  若用乙、丙兩文的觀點詮釋甲文，下列推論何者最不恰當？

A  蘇軾刻意寫下甲文畫線處的文句，可能是為了幫助讀者更清楚掌握作品的寫作

背景

B  蘇軾能透過文字折射出自我的生命意識，甲文的「一蓑煙雨任平生」即為具體

例證

C  蘇軾透過甲文，澄清自己即使處於「穿林打葉聲」的處境，仍持有「吟嘯且徐行」

的心境

D  甲文「書寫時的自己」，與「書寫文本內容中的自己」，兩者在心境上具有極

大差異

省思與評鑑

省思與評鑑

省思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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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熟大人的內在

 情緒力  

[P.10]  情緒是指引，告訴我們下一步要往哪裡走

答 案 1.A 2.D 3.C 4.C
解 析

1.  A由「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會有哪些情緒，
因為掌管情緒的是大腦中的邊緣系統，包含杏

仁核和海馬迴，這個部分的腦被稱為『情緒

腦』」可知，「杏仁核和海馬迴」與三個關鍵

詞均有關，故可以填入1的位置　BCD由

「負責思考做決策的，是我們的大腦皮質區」

可知，「理性思考」和「決策中心」屬於「大

腦皮質區」，是我們可以控制的部分，不屬於

「大腦邊緣系統」的範疇，也不是產生情緒的

地方，所以不能填入234的位置。

2.  題幹：甲：王秀園〈熱血沸騰的腦子〉／乙：
Rita Carter〈可以變化的陰晴圓缺〉　D由本文

小標題「情緒，就是情緒，沒有好或壞」、「情

緒是我們面對內在與外在世界發生事情所產生

的反應⋯⋯你能夠掌控的，是在情緒來臨後，

你要如何回應」，以及描述不同情緒會產生不

同的生理反應可知，本文認為情緒是面對刺激

時自然產生的機制，且會透過身體反應表現出

來，讓我們可以感受環境並思考如何應對。本

文雖提及杏仁核，但沒有深入介紹其構造與功

能，而甲文介紹左、右杏仁核的不同職責，未

針對「情緒」多加著墨，由此可判斷甲文與本

文觀點較無關。乙文主要說明情緒是身體幫助

生存的機制，與本文觀點較為接近，且文末提

及若小女孩繼續用不恰當的方式面對情緒，可

能會「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指引」，也可印證

本文與乙文的觀點相近。

3.  A文中沒有具體提到手術與控制情緒的關連，
因此無法推論　B本文僅提及杏仁核是管理情

緒的邊緣系統，而資料甲僅提及左、右杏仁核

各自的專司職責，並未提及與大小相關的論點　

C由本文「掌管情緒的是大腦中的邊緣系統，

包含杏仁核和海馬迴」可知，杏仁核是影響情

緒的關鍵，再由本文「情緒是我們面對內在與

外在世界發生事情所產生的反應」可知，情緒

會對環境刺激產生反應，並由本文倒數第二段

舉例以及資料乙「（情緒）是一組來自身體的，

能夠幫助生存的機制」，可知情緒會影響身體

狀態。綜合上述，推知此敘述合理　D未提及，

資料乙僅提及「左腦裡的杏仁體，對聲音裡的

情感反應較敏感」。

4.  題幹：小女孩認為心理健康的成人不應該有生
氣之類的情緒，作者推論她是用「正向」、「負

面」兩種標籤來評價、分類情緒　A認為情緒

可以由自己控制，沒有對情緒做出評價　B指

出對立的觀點會引發對立的情緒，沒有對情緒

做出評價　C從反面可理解為「沒有修養的人

會對別人發脾氣」，可看出此句將「發脾氣」

貼上「負面情緒」的標籤，與小女孩的看法較

接近　D說明人們的觀點通常不是出自理性客

觀的評估，而是依附著情緒產生，沒有對情緒

做出評價。

[P.12] 受害者原型（Victim）

答 案 1.B 2.C 3.B
解 析

1.  A由「不同於兒童時期實際經歷的創傷，『受
害者』原型彷彿一種『往壞處解讀』的本能」

可知，「受害者原型」是一種從負面思考事情

的方式，但不一定與兒時創傷有關　B由「我

們遇到事情時，常常傾向於先責怪他人，這便

是一種『受害者的心理原型』」可知，這是一

種自我保護的心理機制　C文中沒有提到誰是

首位提出「受害者原型」的人，弗朗茲‧法農

只是研究被殖民者心理狀態的黑人學者　D由

「但事實上，唯有『拒絕當「奴隸」，「主人」

才會消失』」可知，作者認為只要不用「被害」

的眼光看事情，我們就可以擺脫「受害者原型」

的控制。

2.  由「關於『受害者』原型的文化根源，我們可
以用殖民主義的歷史意象來理解這種心理歷程

的運作」可判斷。

3.  文中定義的「受害者原型」是一種「『覺得別人
對不起我』的感受」　A老爹的話旨在比較「懦

弱」和「善良」的差異。張嘉佳〈一個汪星人的

朋友圈〉　B曹七巧認為自己嫁進姜家，有許

多功勞，卻沒有人肯定她，這是一種「覺得別人

對不起我」的心理。張愛玲《金鎖記》　C邱

遲認為愛情是苦樂交織的。張曼娟〈喜歡〉　D

郭軫表白自己愛朱青的心意。白先勇〈一把青〉。

[P.14] 三文本題組

答 案 1.C 2.C 3.B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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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

1.  全文情緒變化為：「入夜以後，煩鬱的情緒逐
漸積聚」→「夜裡一點多⋯⋯逐漸感覺到滲進

來的涼氣裡有著愈來愈濃的歡愉」→「我回去

關掉電燈和音樂，一片黑暗中，全面的溫柔」，

可得知作者原本的情緒愈漸低落，一點後則轉

為歡愉，可判斷答案為C。

2.  A文中提到，作者在荒地上建了一座「滄浪
亭」，「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

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

宜」，由此可知，作者很喜歡該地修竹環繞的

景色　B由「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

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可判斷，該地具有歷

史色彩　C由「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

蔽」可知，荒地附近無人居住　D由「縱廣合

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

可知，荒地三面臨水地勢開闊，作者又在後文

提到，他很享受當地「澄川翠幹」的景色，由

此可知，這可能也是他決定購地的原因之一。

3.  A甲文開頭提及心情之鬱悶，乙文則無　B由

甲文的「水銀路燈和葉子形成的光影在玻璃上

晃動變化。我看著這些，逐漸感覺到滲進來的

涼氣裡有著愈來愈濃的歡愉」和乙文的「澄川

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

可判斷　C甲文未提及，乙文則是以「自己過

去汲汲營營的行為」，和現在的豁達對比　D

由甲文「如果我在家鄉的田裡工作一整天，如

果我對生命充滿了敬愛之意，我就不至於傻傻

地要在抽象觀念中找尋某些行為的依據了」，

可判斷作者認為「勞動」是獲得快樂的具體方

法之一，乙文則未提及這一點。

4.  由甲文「從躺椅上站起，泡了一壺茶，坐在書
桌前，聽巴哈的音樂。⋯⋯走進兩歲小女兒的

房間，⋯⋯我回去關掉電燈和音樂，一片黑暗

中，全面的溫柔」，和乙文「予時榜小舟，幅

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返思向之汩汩

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

不亦鄙哉！」可知，兩文作者均藉由抽離不良

環境的方式，暫時中斷負面思考，從而找回內

心的快樂。

語 譯

乙／滄浪亭記

　　有一天我拜訪當地的學校，向東看到綠草樹木十

分茂盛，高高的土山、寬闊的水面，景色和城裡大不

相同。循著水邊，我找到一條隱藏在花叢、竹林間的

小徑。向東走數百步，有一塊荒地，面積大約五、

六十尋，三面臨水。小橋的南面，地勢更加開闊，旁

邊沒有民房，四周都有林木環繞遮蔽。詢問當地熟悉

往事的老人，他說：「這是過去錢氏（吳越王錢鏐）

的貴戚—孫承祐的庭園別館。」從高高低低的地勢

上，還約略可以看出當年的遺蹟。我喜愛這地方，來

回走動，最後用四萬錢購得，在北面曲折的堤岸建築

亭子，命名為「滄浪」。亭子的前方有竹，後面有水，

水的北面又有竹林，沒有窮盡。澄澈的小河、翠綠的

竹子，陽光、陰影在門窗之間交錯相合，尤其在有風

有月的時候，更宜人美麗。

　　我常常乘著小船，戴著頭巾到亭上遊玩，到了亭

上就率性玩樂忘記要回去。把酒賦詩，伸開腿坐而仰

天長嘯，即使是隱士也不來這裡，只和魚、鳥同享

樂。形體已然安適，神思中就沒有了煩惱，所聽所聞

都是純然無邪，人生的道理也就明瞭了。回過頭來反

思過去人生中的汲汲營營，每天在微小的利害得失間

計較，與這樣的情趣相比，不是太庸俗了嗎！

[P.16] 三文本題組

答 案 1.D 2.C 3.D
解 析

1.  在本文中，蘇軾從宏觀的角度看待人生挫折，
因而得出「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

也無晴」的結論，不再因逆境（風雨）而悲，

或因順境（晴）而喜　A說明人應該從挫折中

學習。侯文詠《請問侯文詠》　B強調人應該

主動追求快樂。琹涵〈一口快樂井‧序〉　C

說明失敗是自己還不夠努力的證明。游乾桂

〈第八封信：失敗—蹲下來跳得更高的真理〉　

D強調能從宏觀的角度看待人事物，才是真正

的曠達。黃永武〈曠達者〉。

2.  A乙文中「讀者」的功能為「閱讀作者的作
品」，丙文中「他者」的功能為「幫助作者以

客觀角度審視自己」　B丙文的「書寫治療」

目的在幫助作者看清問題並自我幫助，乙文畫

線處強調創作可以幫助達到自我實現　C由乙

文「鑲嵌著特定年月的詩題（或序）具有生命

史的記事功能」和丙文「比較多的方式是把個

人的記憶寫自傳，類似敘說生命史的方式來進

行」可判斷　D兩文均未提及。

3.  A由乙文「敘述詳盡的詩序或詩題顯示了作者
為方便作品流傳和讀者閱讀的強烈自覺」可判

斷　B「一蓑煙雨任平生」展現出蘇軾曠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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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觀，符合乙文提到的「透過文字所折射出

來的生命意識」　C丙文提到「書寫治療強調

可以藉著創作來澄清人生處境和心境」，甲文

的「穿林打葉聲」象徵人生的挫折，「吟嘯且

徐行」象徵人生態度，蘇軾正是透過對當時處

境的描述來澄清心境　D由甲文「同行皆狼狽，

余獨不覺」和整闋詞呈現曠達的人生觀可知，

作者在事情發生當下的心境，與事後書寫時的

心境差異不大。

語 譯

甲／定風波

三月七日，在沙湖道上遇到了下雨，拿著雨具的僕人

先行離開了，同行的人都覺得很狼狽，只有我不這麼

覺得。過了一會兒天就放晴了，因此做了這闕詞。

　　不要聽那穿過樹林間拍打樹葉的雨聲，不妨一

邊吟詠長嘯，一邊悠然行走。雖然手持竹杖、身穿

草鞋，但這輕便勝過騎馬，有什麼可怕的？一身蓑

衣任憑風吹雨打，照樣度過一生。

　　微涼的春風將我的酒意吹醒，寒意初上，山頭

初晴的斜陽卻迎接著我。回望一路走來遇到風雨的

地方，歸去的路程，既無所謂風雨，也無所謂天晴。

 人際力  

[P.18] 你的人生，總是在滿足別人嗎？

答 案 1.C 2.D 3.C
解 析

1.  A由「情緒勒索者可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
使用要求、威脅、施壓、沉默等直接或間接的

『勒索』手段，讓被勒索者產生各種負面情緒」

可知，「情緒勒索者」不一定只採「示弱」方

式表達情緒　B由「有時身為一個情緒勒索者，

他並非有意識地進行『情緒勒索』的行為」可

判斷　C由「他在面對『需求沒辦法被滿足』

的恐懼中，可能就會張牙舞爪，想要捍衛自己

的權益，而無任何餘裕去注意到你的感受與需

求」可判斷　D由「他或許沒有發現，這對你

而言是不舒服的」可知，行為者本身不一定意

識到自己的問題，故也不一定會對自己的行為

感到愧疚。

2.  由「被勒索者讓勒索者以此手段控制、左右了
自己的所有決定與行為，失去了『為自己做主』

的自由與能力；最終，被勒索者的『自我』就

在這過程中消耗殆盡，直到其心力一滴不剩為

止」可判斷。

3.  A小吳從客觀角度陳述發表會的失敗，並提議
開檢討會　B小張自我檢討，認為自己當初做

出錯誤的建議　C小陳企圖以「枉費我一直把

你當成組內的意見領袖」這個點，讓小張產生

挫敗、愧疚的負面情緒，進而讓他「扛下所有

責任」　D小李表達自己的看法，認為小陳不

應該把責任推到小張一個人身上。

[P.20] 認識阿德勒，獲得改變的勇氣

答 案 1.A 2.C 3.B 4.C
解 析

1.  A由「愛炫耀的人的原因，正是覺得自卑」可
判斷　B由末段可知阿德勒認為「童年的生活

經驗」對自卑情結的形成有巨大影響，但沒有

提到基因是否產生影響　C由「生命的問題之

所以無法順利解決，在阿德勒看來，是由於社

會興趣不足，也就是關懷社會的情懷過少，停

留在自己的注意力過多」可知，「過度在乎自

己，忽視社會」才是產生自卑的原因　D由「他

們發難及訴苦的目的並非真實克服問題，而是

要別人拉他們一把好生存下去」可知，訴苦無

助於克服自卑。

2.  本文核心在闡釋阿德勒「對『超越自卑』的論
述」，並提及：「自卑情結或優越情結，都必

須從一個人的人格原型及人生風格探究⋯⋯阿

德勒學說對於了解家庭的問題、家庭動力、家

庭排行，對孩子的影響等方面的理論，也十分

扎實、豐厚」，由此可判斷答案為C。

3.  A由「超越自卑並非是過度誇張追求優越感，
這樣的追求，易演變為愛炫耀」可知，過度追

求優越感無法助人克服自卑　B由「阿德勒認

為人在克服自卑過程中，在乎自己之餘如果也

能關心他人，終能圓滿解決生命中的問題」可

知，實際關懷社會，擺脫過度關注自己，就能

找到自信　C「朋友鼓勵」較偏向「關注自己」　

D「記錄心事」較偏向「關注自己」。

4.  題幹：甲：崔仁哲〈損失的框架與獲利的框架〉／ 
乙：Vanessa〈從臺灣的誠品看「風格社會」與
「消費文化」〉　C由「早期記憶（特別是四、

五歲之時）是個體形成人格的原型，也形成了

人生風格。人生風格會形成了一個人認識世界、

知覺他人，及知覺自己的視框，然後個體會活

出符合『人生風格』的生命版本」可知，人生

風格是一個人看待自己與他人的獨特視角。甲





 
 

一、編寫依據：係搭配主書《青春筆記─閱讀未來 2.0》編寫而成。 

二、編寫目標：配合主書七大主題，帶領同學自我反思，並精進鑑賞與寫作的能力。 

三、本書架構： 

歷屆試題分析 
羅列與該主題、單元相關的歷屆大考作文試題，並分析面對此類

題型的具體準備方向。 

找找素材 讓同學分享主書中各單元認同、喜歡的佳句，統整單元核心概念。 

練習寫作 設計相關作文題，並提供寫作指引、參考範文。 

四、本書特色： 

  1.羅列相關的歷屆作文試題，確實掌握大考趨勢。 

 

  2.「聚焦觀點」引導同學自主思考，「寫作提示」提供具體寫作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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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１    成熟大人的內在 

壹、歷屆試題分析 

「內在能力」是歷屆寫作測驗試題的熱門題材，有些是要思考「如何面對挫折」，有些

是要分享人際互動經驗，有些是需陳述自己如何思考一件事，有些是要說明自己如何與他人

溝通。同學針對上述四種方向，準備幾個自身例證或名人事例，寫作時即可遊刃有餘。 

單元 歷屆作文題目 題目類別 

1-1 

情緒力 

怎麼會是我（105 統測） 命題作文 

舉重若輕（105 指考） 命題作文 

1-2 

人際力 

「展現真實的一面」與「展現完美的一面」（109 統測） 命題作文 

溫暖的心（108 學測） 資訊整合 

在人際互動中找到自己（106 指考） 命題作文 

從陌生到熟悉（105 會考） 命題作文 

問心無愧（101 統測） 命題作文 

善意，在手中（100 統測） 命題作文 

1-3 

創思力 

通關密語（103 學測） 命題作文 

應變（99 指考） 命題作文 

1-4 

表達力 

「不好意思」的運用與影響（110 統測） 資訊整合 

當我和別人意見不同的時候（100 基測） 命題作文 

 

貳、找找素材 

以下是與主題一「成熟大人的內在」有關的佳句，請在四個單元中各勾選一個你最認同

的佳句，並另外抄錄主題一中你最喜歡的一段文句。 

一、勾選佳句 

單元 選文佳句 

1-1 

情緒力 

 

等這位小女孩長到十八歲、二十八歲、三十八歲，她的腦中還是會依照這

樣的二分法來區分情緒。這也是很多人對於情緒的認知，然而事實上，情

緒，就只是情緒，沒有好壞。情緒是我們面對內在與外在世界發生事情所

產生的反應。（留佩萱〈情緒是指引，告訴我們下一步要往哪裡走〉） 

 

唯有「拒絕當『奴隸』，『主人』才會消失」。換句話說，當我們習慣以一

種被害的、被犧牲的眼光去看待這個世界、看待自己，我們也勢必活在被

害、被犧牲的經驗當中。（許皓宜〈受害者原型（Vic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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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情緒力 

 

快樂原來就像那些搖曳的光影啊，難以捉摸和規範。如果我在家鄉的田裡

工作一整天，如果我對生命充滿了敬愛之意，我就不至於傻傻地要在抽象

觀念中找尋某些行為的依據了。（陳列〈快樂〉） 

 

書寫既滿足了個人追求自我精神的需要，亦可視為儒家傳統「三不朽」觀

念的實踐。對一個擁有遠大抱負的傳統士大夫來說，透過文字所折射出來

的生命意識，或許正是蘇詩之於蘇軾，最重要的書寫意義。（蔡孟芳〈蘇

軾詩中對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終極探索〉） 

 

「書寫時的自己」與「書寫文本內容中的自己」之間會發展出不同的客體

化關係，書寫者可以採取一種「他者」的角度或位置來認識、理解自我，

此也能促進個案變成自己問題的專家，形成更積極的自我幫助。（王薇棻

〈從書寫治療淺談部落格之網路書寫〉） 

1-2 

人際力 

 

之所以能夠開始「情緒勒索循環」，也代表你願意接受情緒勒索者的勒索

手段；你願意提供你的資源，以滿足他的需求，藉此安撫你心中的不安、

換取内心暫時的平靜。（周慕姿〈你的人生，總在滿足別人嗎？〉） 

 

一個穩健的人，他不需要追求優越，也不需要優越感，不需透過這些追求，

彌補自己內心的自慚形穢。他仍能夠好好穩穩的成為自己，這才是健康的

生命。（蘇絢慧〈認識阿德勒，獲得改變的勇氣〉） 

 

難以揣測的天氣變化，如同難以捉摸的情人心意，說是無情卻還有意，不

免使人又憂又喜。然而，懂得情感的人，總是可以從霎時出現的晴光中，

獲得激勵與鼓舞。（張曼娟〈東邊日出西邊雨〉） 

1-3 

創思力 

 

任何一門科學、技術、技藝、文化都應該如此。若只是寄望在上位者是萬

能的，有這樣的瘋狂限制存在時，這個文化就無法成長，只會萎縮。（陳

昭穎〈為什麼祖師爺的武功總是最高的？〉） 

 

人才的特質，就是需要一些留白的時間與空間，用來做獨立思考，然而，

如果一個人壓根兒不是人才，壓根兒不珍惜留白的時間，那對這個人而

言，留白就不一定能產生價值了。（紀坪〈留白〉） 

 

人其實很封閉，我們的心不怎麼開放，我們的耳朵有些軟弱，比較願意接

收符合既定想法的訊息，對於不符既有立場的訊息則會拒於門外。所謂「先

入為主」、「忠言逆耳」，説的就是這樣的認知缺陷。（胡元輝〈別讓認知缺

陷變成假訊息的溫床〉） 

 

1-4 

表達力 

 

 
每個懂得使用網路的人都同時是讀者也是作者，每個人都應該學習書寫技

藝，如此方能透過網路與人互動、傳播自己的想法。（王乾任〈寫作大補帖〉） 

 

故事超越事實，直接用冷冰冰的事實去溝通，直來直往的效益往往不大。

因為「事實」大家已經都知道了，我們要的是「故事」，一個幫忙詮釋事

實的故事。如果我們企圖影響別人，給一個冷冰冰的事實，不如給一個有

血有肉有情感的故事。（劉中薇〈好故事，好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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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表達力 
 

無論是哪一個謀士，要想成功的說服國君採納己見，都要先設身處地營造

「為你好」的論述。（凌性傑〈你被什麼說服？〉） 

二、抄錄文句 

．作者／篇名： 

．文句： 

 

 

 

 

 

 

 

 

參、練習寫作 

一、寫作題目 命題作文 

  臺灣知名樂團「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在接受雜誌專訪時曾說：「學校最應該教的是如何跟

失敗相處。」現代社會瞬息萬變、型態日趨多元，單純學習「知識」，已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

面對未來，我們還需要更多「能力」。對你而言，作為一個「成熟的大人」，面對未來最應具

備的能力是什麼呢？是情緒力、人際力、創思力、表達力，還是自學力、反省力……？請以

「學校最該教的是○○」為題，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文長 500 字以上。 

二、寫作指引 

◎聚焦觀點 

 1. 你覺得未來社會的最大特色是什麼？ 

 需要包裝自我、行銷自我。 

 

 2. 承上題，因應這樣的社會趨勢，你認為最應儲備的能力是什麼？ 

 表達力。 

 

 3. 承上題，有哪些人因這樣的能力而成功？請舉出兩個以上的例子。 

 燭之武憑藉三寸不爛之舌勸退秦國大軍、李斯靠〈諫逐客書〉讓君王收回成命、魏徵以 

其滔滔雄辯的〈諫太宗十思疏〉令唐太宗也敬畏有加。 

 4. 承上題，目前你可以用什麼方式培養上述能力？ 

 閱讀、寫作、參加課外活動、報名坊間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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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提示 

 1. 全文至少分成四段。 

 2. 首段先聚焦討論「未來社會的特色」，並點明「應具備何種能力」。 

 3. 次段接續說明「上述能力」的具體定義，可援引「貳、找找素材」中的句子或生活中的 

例證論述。 

 4. 第三段聚焦說明自己在現階段可以用哪些方式自我增進「上述能力」。 

 5. 末段作結，總括全文內容，再次闡述「上述能力」的重要性。 

◎參考範文 

學校最該教的是表達力  

  每日盯著黑板按表操課，手中的筆片刻不得停歇，似乎只要放個空、喘口氣，就跟不上

老師的教學進度。學校像個工廠，將濃縮過的知識灌注到我們的腦中，然而，這種教育方式

已經不足以因應瞬息萬變，需要包裝與行銷自我的現代社會。 

  當說出的每句話，都跟想像中有落差時，這種辭不達意，是一種痛苦。在學校，對班級

事務有不同的看法，興沖沖的想高談闊論一番，想法卻像魚刺般卡在喉嚨，想吐吐不出、想

嚥嚥不下，這種難受，我們都曾遇過；職場上，嘗試把自己獨樹一格的想法推銷出去，卻發

現再怎麼拼湊文字也無法完整傳達，客戶狐疑的神情，勢必讓人備感挫敗。張開口，一般人

都能天馬行空的「聊天」，但想要「表達」，卻需要精準的語彙運用和縝密的邏輯組織能力。

有人講話支支吾吾、毫無重點；有人卻能談吐清新脫俗、明瞭清晰，其中的差別，就在於是

否經過系統性的學習與長久的練習。 

  燭之武憑藉三寸不爛之舌勸退秦國大軍；李斯靠〈諫逐客書〉讓君王收回成命；魏徵以

其滔滔雄辯的〈諫太宗十思疏〉令唐太宗也敬畏有加，「表達力」不僅能成就自己，還可以影

響他人、改變社會，甚至拯救國家。德國文學家席勒曾說：「思考是我無限的國度，言語是我

有翅的道具。」人類是社交型的動物，我們依賴「溝通」來互信互助。語言，是乘載腦中想

法的容器，無法掌握語言，就像把水倒入破損的容器，失去完整表達想法的機會。「表達力」

其實是一種可經訓練的能力，我非常期待學校能開設專門的課程，教我們如何「表達」。在這

個願望還沒實現的現在，我們除了積極把握課堂中每次的機會，以實際的演練學習表達，還

可以靠閱讀開拓思考的深度和廣度；用寫作鍛鍊邏輯的嚴謹度；多參加課外活動，踏出同溫

層和更多族群溝通，精進口語靈活度；或者報名坊間專業課程，由專業人士打通任督二脈。

如果現在我們比別人多想一點，多學一些，未來我們就會比他人擁有更多展現自己、實踐夢

想的可能。 

  如果我們在學校只會「乖乖聽話」；畢業後就只能扼腕不懂如何「好好說話」。思考固然

偉大，但要藉由言語的包裝才能有效傳達，同時，在這過程中得到的自信也是無與倫比的。

我認為「表達力」就是學校最該教給我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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