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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測試進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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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民基本
教育新課綱

111年起大學
多元入學方案

學科能力測驗
國文(含國寫)、英文、數學

A、數學B、社會、自然

分科測驗
數甲、歷史、地理、公民與
社會、物理、化學、生物

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

因應108新課綱與111新考招的調整

術科
測驗



3

國文科的核心素養：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是「核心素養中的核心能力」，也是國
文考科評量考生的重點項目。

107年起，配合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分節施測，
國文科（選擇題）增加長文閱讀題，提升試卷訊
息量與閱讀量，並納入跨領域、圖表等多元閱讀
素材，強化檢核考生擷取訊息、統整解釋、反思
評價等不同層次的能力。



混合題型：評量高強度閱讀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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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與非選擇題混合題型，為高強度閱讀理解
能力或表達能力的評量，更能評量學生統整、歸
納、說明、分析的重要核心能力。

發展混合題型，主要是為了深化閱讀理解能力的
測驗層次，所評量的能力仍是以閱讀理解能力為
主，相較於以寫作能力為核心的國寫，答案相對
較為明確、答題字數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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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混合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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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為題組

97學測國文第14-15題

閱讀下列南宋朱熹《朱子語類》兩則短文，回答14-15題。
甲、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

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
心」。

乙、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
是如何？」曰： 「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
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卻只將
那糖與人吃。人若肯吃，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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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列閱讀《論語》、《孟子》的方法，與上引朱熹言論最相符的
選項是：

(A)欲去好高之病，宜先求「一貫」，再求「盡心」
(B)無論讀《論語》或《孟子》，皆應循序漸進，踏實研讀
(C)《論語》說理平易，適合略讀；《孟子》說理詳盡，適合精讀
(D)《孟子》較《論語》義理分明，宜先讀《孟子》，再讀《論語》

15.上文朱熹以「吃糖」為喻，目的是希望讀書人明白：

(A)在教學方法上，孔子的身教優於孟子的言教

(B)孔子說理直截了當，語重心長；孟子辯才無礙，得理不饒人

(C)孔子雖少講理論，實教人透過生活實踐以體悟道理

(D)「仁」因孟子的解釋分曉，才得以確立為儒家學說的核心

原
題

97學測國文第14-15題（單選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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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測國文第14-15題（調整成混合題型）
第1題維持選擇題

1.下列閱讀《論語》、《孟子》的方法，與上引朱熹言論最相符的
選項是：

(A)欲去好高之病，宜先求「一貫」，再求「盡心」
(B)無論讀《論語》或《孟子》，皆應循序漸進，踏實研讀
(C)《論語》說理平易，適合略讀；《孟子》說理詳盡，適合精讀
(D)《孟子》較《論語》義理分明，宜先讀《孟子》，再讀《論語》

2.朱熹以「將糖與人吃」、「說糖味甜」為喻，區別孔子與孟子闡
說仁的方式，請根據朱熹的說法，說明二者的不同（建議作答字
數：合計20-30字）。

朱熹的譬喻 闡說仁的方式
孔子 將糖與人吃
孟子 說糖味甜

第2題改非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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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測國文第14-15題（調整成混合題型）

2.朱熹以「吃糖」為喻，區別孔子與孟子闡說仁的方式，請根據朱
熹的說法，完成下表（建議作答字數：合計10-20字）。

朱熹的譬喻 闡說仁的方式
孔子 將糖與人吃 少講理論，教人透過生活實踐體悟道理

孟子

第2題改非選擇題的另一種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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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題型「答案卷卡」設計

擬採行「卷卡合一」方式設計，選擇題與非選擇題混合作答。
非選擇題答題格式可依題目所需設計，方便考生作答。
舉例說明如下：

1-2為題組

1.  A 
 

B 
 

C 
 

D 
 

 2.

朱熹的譬喻 闡說仁的方式

孔子 將糖與人吃

孟子 說糖味甜

第1題為單選題，提供選項供考生畫記。

第2題表格可直接印製在答案卷卡上，

供考生填答。



混合題型
試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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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01

02

03

跨領域：《關於島嶼》

生活情境：醫療資源

國文本色：小說

注意：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用，後續仍會進行評估或調整修改，並非大考中心
未來正式考試的最終確定型式。關於適用於108課綱相關考試之組卷
與試題型式，請以本中心未來公告之考試說明與參考試卷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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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1-2題。
那隻鬼，跟真的沒有腳的鬼一樣，速度快得像平常就在練習半夜搶超商。男

孩畏怯發抖的彈開收銀匣取出全部的錢，七張有孫中山頭像的紅紙鈔，（好佳
哉！）男孩該說是心有靈犀的趕在鬼來之前，就把收銀匣的藍色大鈔全收到櫃
子底下的小錢箱裡。男孩看得出那隻鬼沒拿到很多錢很不開心，很沒道義的還
拿藍波刀，向男孩才遞過紅紙鈔的手猛然一揮，男孩矮瘦的身體怕得貼在牆上，
跟超商外廣告代言明星的人形看板一樣的薄。藍波刀乾淨剔透得有股寒氣和邪
氣，天花板的日光燈影流竄在如鏡子的刀面，不知刀子是不是才初初開鋒，銳
利得好比夜市叫賣削鐵條都可以的神之剁刀，而這麼悲慘的，頭一個作獻祭的，
就挑上這間蠻荒野外的超商倒楣男孩。鬼一手使藍波刀像耍流星錘，一副倚天
劍屠龍刀一出鞘不見血不行的樣子，男孩反覆的、猛跳針的嚇死自己，（砍到
會見血！砍到會見血！）連跌倒的小傷口都得先拿碘液仔細消毒，再拿棉花棒
沾小護士曼秀雷敦軟膏塗藥，再外貼3M的藥用膠帶一層層木乃伊一樣的包紮
起來，只差沒用福馬林泡著的神經質男孩，在藍波刀每次揮向男孩無處可逃的
懸崖收銀檯邊，心臟都像綜藝節目單手擠柳丁那樣的被狠狠掐一下，不斷出現
手臂裂開一個大大破口的幻覺，但男孩低頭偷瞄，手臂還在，上面汗毛根根清
楚且顫抖的搖呀搖的。一分神，藍波刀又來這麼一下，跟著刀身吹來的風，快
和幽冥地府吹上人間的一樣可怕。（阿娘喂！）男孩再低頭偷偷瞄一下自己的
手臂，大大的破口還是沒有，總算放心，鬼不砍人。（改寫自陳金聖〈18補
注〉，《聽說台灣—台灣小說2015》）

107年國文科研究用試題-小說01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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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用「鬼」借指超商搶匪，是想藉鬼的某些特性來形容搶匪。請參考示例，

摘引文中關於搶匪的描述（任兩處A1、B1），並指出這兩處描述各自呼應鬼

的什麼特性（A2、B2）？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第2題設計成多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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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本文後半段的敘寫手法，解說適當的是：（多選題）
(A)以「先拿碘液……再拿……再外貼……只差沒用……」層層遞

進的形容，凸顯男孩一向對皮肉傷極為畏懼
(B)以「無處可逃的懸崖」為喻，暗指窮兇極惡的搶匪已瀕臨窮途

末路
(C)以「大大的破口」和「小傷口」的對比，凸顯男孩因小失大的

不當反應
(D)「汗毛根根清楚且顫抖的搖呀搖的」特意聚焦於皮膚的局部描

寫，凸顯男孩雖毫髮無傷，但內心極度悚慄
(E)「刀身吹來的風，快和幽冥地府吹上人間的一樣可怕」，句中

的「快」除了是「幾近」之意，也讓人產生刀速迅疾的聯想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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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依據下表的提示，先指出文句，摘引出文句 ，再寫出文
句透過什麼手法來營造「強調」的效果？（文句說明建議
作答字數：約20字）

文句：
「 」

文句說明：
透過「先……再……」一層遞進一
層的手法，描寫男孩會如何處理傷
口，凸顯他一向對皮肉傷極為畏懼

文句：
「手臂還在，上面汗毛根根清楚且
顫抖的搖呀搖的」

文句說明：
文句透過什麼手法來營造「強調」
的效果？

【對照組】第2題設計成非選擇題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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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6-9題。

02

隨著蔣勳低沉的嗓音，楊牧、黃春明、陳育虹等詩人一行行描繪島嶼的文
字，緩緩地在空白的投影背幕中浮現，如長軸畫般悠悠捲動。影像中因排版
所產生的字句間距，時而停頓，時而流暢，宛若詩人的呼吸與語氣，也如劇
場中被舞者的移動所拉開又聚合的空間。

在舞者身後流動蔓延的漢字，特別選用印刷體，而不再是「行草三部曲」
中的書法。改用印刷體，林懷民所在意的，已不是《行草》中永字八法的氣
韻、《狂草》那不拘於形的酣暢淋漓，而是空間—那在每一筆每一劃之間，
直的、橫的、尖的、各式線條所構成的空間。影像設計周東彥將筆劃之間的
空間，變化、拆解，逐漸讓可辨的文字成為非文字的抽象圖像，讓每個筆劃
彷彿都有著獨立的意志。

字可以小如星辰，也會被放大到失真，好比那偌大的「麗」字吧，就如同
一個巨人倚坐在地板，從地面爬到背幕，當舞者昂揚地站在最上方「一」的
末端，彷彿就站在凸起的小丘陵瞭望遠方，那一刻，機械印刷的字體竟滲出
山水文人畫的味道。在機械裡產生「人」的有機，是林懷民的堅持。於是人
景之間，總在《關於島嶼》裡相互映襯，有著寧靜山水的悠遠，也存在山崩
地裂的震懾：一個個文字落石從空中轟然墜落，舞者在地面被擊沉、滾落與
翻騰，文字與身體，成了被肢解的山林與肉塊，在山崩中一同碎解成骸。

107年國文科研究用試題-跨領域（表演藝術）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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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懷民曾說：「正如文字不能取代舞蹈，舞蹈也不該受到文字意義的牽
制。」然而文字的魔障並不易走出。《白蛇傳》、《薪傳》之後，林懷民用
了廿年，洗去文字所承載的敘事性，讓身體從文句意義和角色故事的轉譯，
轉變成墨色的濃淡、行筆的走勢與氣韻的流轉。從字義到字意，林懷民開展
了文字與身體之間多重層次的映照關係，卻也始終將身體圍繞著「字」。身
體在「行草三部曲」中無疑是物質性的，臺上的雲門舞者，總是如雲如風如
水如墨，而不見其七情六慾與生命故事，他們總是向內觀照，也鮮少對望。

爾後，雲門又過了一輪歲月，經歷《花語》、《稻禾》、《微塵》數個舞
作，而在《關於島嶼》裡，出現了雲門少見的動作：舞者們將手牽起，一同
踏著類似原住民舞蹈的舞步；舞者們圍坐成半圈，圈內的兩人互視，其中一
人衝向前去，兩人僅僅藉由軀幹的互相抵禦，給予彼此重心移動；舞者們如
獸般扭打；舞者們如常地行走。在這些動作裡，舞者已不再是「行草三部曲」
中的書法墨跡與行筆留痕，而滲出了「人」味，更準確地說，是集體的「人」
所構成的島民群像。

事實上，從林懷民對《微塵》的描述，便可窺見他對待身體的轉變：「你
會發現這裡頭沒有程式化的動作，我們不需要做雲手或馬步，因為整個傳統
肢體的訓練已經變成舞者身體裡的自然。」動作的解放讓舞者不再是字的化
身，在《關於島嶼》裡，人與字，已是兩個獨立的主體。（改寫自吳孟軒
〈在文字山河間 舞動島民群像—林懷民與《關於島嶼》〉，《PAR 表演藝術
雜誌》2017.11）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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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中提及林懷民對於「布景文字」，不再重視字的氣韻與走勢，轉而
看重空間的展演。請寫出《關於島嶼》在影像設計上，呈現此看法的
二項具體作法，並分項書寫（建議作答字數：合計30-40字）。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7.依據上文，符合《關於島嶼》這部舞作呈現形式的敘述
是：
(A)楊牧、黃春明、陳育虹等人均以聲音參與演出
(B)書寫島嶼的文學作品，漸次投影在背景布幕上
(C)舞者藉畫軸的拉開與聚合，創造出空間的移動
(D)舞者的情慾歛藏不外顯，彼此之間亦極少互動

8.依據上文，不符合林懷民《關於島嶼》創作理念的敘述是：
(A)機械之中蘊藏人文，二者相容不互斥
(B)舞蹈藉文字豐富意蘊，但不受其牽制
(C)舞者轉譯布景文句意義，述說島嶼故事，具現島民群像
(D)去除程式化動作，讓傳統肢體訓練，自然透過身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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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文認為在林懷民舞作中，舞者身體與布景文字間的映照關係，
呈現三階段的轉變。請據本文所述，依序填寫A、B、C的答案，
完成下列圖表（建議作答字數：A、C各約20字）。

第9題設計成非選擇題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21

9.依據上文，關於林懷民舞作中舞者身體與布景文字間映照關係，敘
述正確的是：
(A)呈現三階段的轉變，代表作依序為《行草》、《微塵》、《關

於島嶼》
(B)第一階段重字意，身體呈現墨色的濃淡、行筆的走勢與氣韻的流

轉
(C)第二階段重字義，身體表現文字所承載的敘事性，轉譯文句的意

義
(D)第三階段身體不再是文字的化身，兩個各自獨立的主體，相互

映襯

【對照組】第9題設計成單選題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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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張可以用「人口數／醫師數」以及「人口數／病床數」來代表醫療資源豐富
與否，而這兩個指標的數值越低，代表醫療資源越多，例如臺北市277.36表示每位
醫生平均服務277.36人，資源較新北市772.51為佳，而「人口數／病床數」數值判
讀方式亦同。請閱讀下列圖表與文字後回答問題。

107年國文科研究用試題-生活情境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數 醫師數
人口數／
醫師數

病床數
人口數／
病床數

縣市醫療資源排名

人口數／
醫師數

人口數／
病床數

臺北市 271.80 2695704 9719 277.36 19951 135.12 1 4
新北市 2,052.57 3979208 5151 772.51 12837 309.98 16 20
新竹縣 1,427.54 547481 484 1131.16 2167 252.64 21 18
苗栗縣 1,820.31 559189 556 1005.74 2926 191.11 20 14
嘉義市 60.03 269874 871 309.84 3466 77.86 2 1
屏東縣 2,775.60 835792 1137 735.09 2645 315.99 14 21
宜蘭縣 2,143.63 457538 663 690.10 3452 132.54 12 3
花蓮縣 4,628.57 330911 820 403.55 4073 81.25 3 2
金門縣 151.66 135114 85 1589.58 348 388.26 22 22

註一：表格根據衛福部統計處、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2016年度的資料編製。

03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http://www.tma.tw/
https://data.gov.tw/


23

大型醫院位置標示圖

註二：醫療院所的層級分為四
級：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基層診所，地
圖標示前兩類大型醫院，
每一點代表一間大型醫院。

1.根據以上資料，推論最適當的是：
(A)人口數較多的縣市，醫師數也較多
(B)醫師數較少的縣市，病床數也較少
(C)宜蘭縣的病床資源排名優於臺北市
(D)離島及東部縣市醫療資源排名不佳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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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下是五名高中生依據前列圖表所進行的討論：
Ａ同學：花蓮縣醫療資源名列前茅的主因之一是人口較少，所以平均下來每人分配到的醫

療資源較多。但透過地圖就能看到表格數據的陷阱，花蓮縣幅員廣闊、醫院數少，且
三家大型醫院都集中於花蓮市，縣內中南區偏鄉民眾就醫應相當不便。如遇須送至大
型醫院的重大傷病、急症，或是只能到大醫院看的慢性病，就醫之途更是漫漫長路。

B同學：Ａ同學講得很好，縣市面積也該納入考慮。像嘉義市的人口數、醫師數和病床數都
與花蓮縣相去不遠，但因嘉義市 甲 ，所以應沒有花蓮縣偏遠鄉鎮就醫不
便的問題。

C同學：不僅如此，還有其他方面可注意。在臺灣22個縣市中，金門縣在醫療資源排名的兩
個項目：人口數／醫師數、人口數／病床數，也就是平均每位醫生服務的人數及

乙 都敬陪末座，且沒有大型醫院。因此，雖然其面積遠小於許多縣，就醫
所花交通時間未必較本島偏鄉更久，但醫療資源應仍待提升改善。

D同學：新北市醫療資源排名不佳，但大型醫院不少，且市民也可就近跨區至基隆、臺北或
桃園就醫，應仍比離島或後山偏鄉居民方便。

E同學：根據同學們的討論，可知醫療資源的問題，不能單從平均每人能分配到的醫師數、
病床數判定，還應考慮 丙 、 丁 等因素，才能作出較全面的
分析。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請依字數限制在空格處填入適當的內容。
甲（10字以內）：
乙（15字以內）：
丙（10字以內）：
丁（1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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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測試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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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邀集學者專家研發混合題型，並經由試題研發、研
究測試、閱卷模擬、專家諮詢等程序，預定提出「試題範
例」。

 108年公布「考試說明」：測驗目標、測驗內容、試題舉
例。

 108下半年至109上半年公布「參考試卷」，111年起正式
施測。

※大考中心正積極進行素養試題研發，不過這期間的研究試
卷並不一定是未來試題最終樣貌。

※混合題型所占比例，將視研究測試組卷時考生表現結果研
擬。

107-109年研究測試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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