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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素養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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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型閱讀-題型介紹

•評量考生能否將課本教材
與試題選文結合並加以應用

聯結型試題

•評量考生能否將多元文本
整合並加以應用

比較型試題



摘要核心概念

整理內容重點

梳理難句句意

分析句子意象內涵

素養型閱讀-答題技巧



聯結型試題-題型介紹

•提供短文或圖表，答題時根據短文或圖表提
供的資訊，與學習過的教材進行聯結。基本型試題

•提供一篇談論語法知識的短文，答題時根據
短文來判斷選項的詮釋何者正確。語法型試題

•提供一篇與教材相關的學者論文做為閱讀選
文，不論是選文或題目都與課本教材有關。論文型試題



【聯結型素養閱讀】基本型試題舉例
〔試題出處〕
100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核心概念〕
介紹中國坐姿的改變

〔重點細節〕
1.唐朝之前採跪坐，並演化出跪、拜、
跽等姿勢
2.《樂舞圖》、《韓熙載夜宴圖》說
明唐代中期改為垂足而坐的盛況

〔作者看法〕
垂足而坐後，傳統跪姿變成是國
君對臣下自尊心的摧殘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B 教材聯結—舉例概念
確認朝代→甲、乙、丁為
唐朝之前→故答案為B

【聯結型素養閱讀】基本型試題舉例



【聯結型素養閱讀】語法型試題舉例

〔試題出處〕106學年度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試題

〔核心概念〕古文中「其」字的用法

〔作者看法〕「其」：指稱詞 語氣詞(測度/勸勉)



【聯結型素養閱讀】語法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A 教材聯結—詮釋涵義

(B)測度語氣，有「殆」之意
(C)指稱用法，「他的」之意
(D)連接用法，表示假設，「如果」
之意。



【聯結型素養閱讀】論文型試題舉例
〔試題出處〕
107學年度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

〔核心概念〕
陶潛因逢亂世不得已而隱居，並非
只甘於隱士生活

〔人物看法〕
1.龔自珍看法：屈原、諸葛亮、陶潛均
有凌雲(濟世)之志
2.杜甫看法：陶潛常恨自己窮愁潦倒
3.浦起龍看法：杜甫嘲陶潛是自嘲
4.杜詩誤讀：將「枯槁」解作「風格上
的平淡」而非處境的「窮愁潦倒」，例
如：胡應麟、朱光潛



【聯結型素養閱讀】論文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B 教材相關—推論看法
根據龔自珍看法的說明，可判斷
(B)較正確



【聯結型素養閱讀】論文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B 教材相關—推論看法
根據杜詩誤讀的說明，可判斷(B)
較正確



【聯結型素養閱讀】論文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D 教材相關—推論看法
根據核心概念及人物看法的說明，
可判斷(D)較正確



【聯結型素養閱讀】論文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C 教材相關—比較異同

甲圖 乙圖

表現陶潛的閒適 顛覆陶潛清貧自守的形象

重精神面 重物質面



比較型試題-題型介紹

•試題提供的閱讀選文有一篇是教材，有
一篇是與該教材主題相關的短文。教材型試題

•試題提供的閱讀選文為兩篇主題相關的
短文，但此二文與教材無關。主題型試題

•試題提供的閱讀選文為兩、三篇主題相
關的圖、文、表資料，內容與教材無關。圖表文型試題



【比較型素養閱讀】教材型試題舉例



〔試題出處〕106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項目 甲文〈赤壁賦〉 乙文〈蘇東坡新傳〉

作者 蘇軾 李一冰

作者看法
萬物皆有變(短暫)與不變
(永恆)的特質
(具道家思想)

1.變與不變能並存是因消弭時間的限制
(作者對蘇子之言的詮釋)
2.藏與不藏能並存是因消弭空間的限制
(作者對莊子大宗師的詮釋)
3.藏天下於天下因消弭時空限制，所以不
會有失落

看法特質 蘇子曰＝蘇軾看法 對蘇軾的敘述＝李一冰對宋朝蘇軾的詮釋

【比較型素養閱讀】教材型試題舉例



【比較型素養閱讀】教材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B 綜合比較異同
根據看法特質的說明，可判斷(B)
較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教材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A 綜合解釋因果

乙文認為莊子「藏天下於天下」是「以不藏為
藏」，故可做為甲文以「不變為變」的註解。
因為「不變為變」著重弭平物我時間的差別，
與「不藏為藏」著重弭平萬物儲藏空間的差別，
想法相近。「用行舍藏」為孔子思想。
根據以上說明，可判斷(A)較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教材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A 解釋因果
根據乙文作者看法3的說明，可判
斷(A)較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主題型試題舉例

甲

利未亞州東北厄日多國産魚，名喇加多，約三丈餘。長尾，堅
鱗甲，刀箭不能入。足有利爪，鋸牙滿口，性甚獰惡。色黄，
口無舌，唯用上齶食物。入水食魚，登陸每吐涎于地，人畜踐
之即仆，因就食之。見人遠則哭，近則噬。冬月則不食物，睡
時嘗張口吐氣。（南懷仁《坤輿圖說》）

利未亞州：非洲。
厄日多：埃及。

喇加多：鱷魚。



乙

莎士比亞的戲劇說：「那公爵如淌著眼淚的鱷魚，把善心的路人騙到嘴裡。」鱷魚眼睛所分泌
的液體，有科學家曾經認為應是用來排出身體多餘的鹽分。許多生活在海裡的爬行動物，因為腎功
能不如海生哺乳動物，故以鹽腺來恆定喝入海水後的體內離子。例如海龜的鹽腺位於淚腺中，海龜
看似流眼淚，其實是讓鹽分藉此排出。海鬣蜥的鹽腺位在鼻腺中，牠們會從鼻孔排出結晶狀的鹽分。
海蛇的鹽腺則在後舌下腺中。總之，鹽腺的位置是個別演化的，但功能相似。

目前已無生活於海中的鱷魚，但有些鱷魚仍棲息於河口或淺海。科學家後來發現，牠們的舌頭
表面會流出清澈的液體，進而懷疑這才是鹽腺的分泌物。經過蒐集分析，果然其含鹽量比眼睛分泌
物來得高。例如亞洲的鹹水鱷與美洲的美洲鱷，鹽腺都位在舌下腺中，牠們舌頭表面的孔洞會分泌
出高鹽分的液體。至於同一屬的淡水表親，如澳洲淡水鱷，也有結構相同的舌下鹽腺，但效能就略
遜一籌；同一科的西非狹吻鱷和西非矮鱷，情況也大致類似。但生活於淡水地區的短吻鱷科鱷魚，
例如美洲短吻鱷和眼鏡凱門鱷，舌頭的孔洞都極小，前者的排鹽效率奇差，後者則完全不會排出鹽
分。

鱷魚通常在陸地待了一段時間後，位於瞬膜的哈氏腺便會分泌鹹液潤滑眼睛。瞬膜是一層透明
的眼瞼，除了滋潤眼睛外，當鱷魚潛入水中，閉上瞬膜，既能保護眼睛，又能看清水下情況。另有
實驗發現，有些鱷魚會邊進食邊流淚，甚至眼睛冒出泡沫，推測可能是咬合時壓迫鼻竇的生理反應。
（改寫自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

【比較型素養閱讀】主題型試題舉例



【比較型素養閱讀】主題型試題舉例
〔試題出處〕107學年度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

項目 甲文《坤輿圖說》 乙文(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

核心概念 介紹喇加多 說明鱷魚流淚的原因

重點細節

1.敘述順序：
產地→外型→習性
2.外型：
(1)猙獰—足有利爪，鉅牙滿口
(2)堅硬—堅麟甲
3.習性：
(1)獵食技巧—吐涎于地，人畜
踐之即仆、見人遠則哭，近則
噬
(2)活動範圍—入水、登陸

1.假設一：鱷魚流淚是為了排出鹽分
2.理由：因為淚水不含鹽分，舌下腺分泌
的口水含鹽分，所以假設一不正確
3.例子：各類鱷魚唾液鹽分的含量情況
4.假設二：鱷魚流淚是為了滋潤眼睛
5.理由：因為鱷魚在陸地待了一段時間後，
位於瞬膜的哈氏腺會分泌鹹液潤滑眼睛，
所以假設二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主題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A 區辨內容
根據甲文重點細節的說明，可判
斷(A)不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主題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B 綜合推論看法
根據甲文重點細節3及乙文重點細
節2的說明，可判斷(B)較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主題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D 綜合解釋因果
根據甲文重點細節3及乙文重點細
節5的說明，可判斷(D)較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主題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A 歸因意涵
根據乙文重點細節3的說明，可判
斷(A)較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圖表文型試題舉例



【比較型素養閱讀】圖表文型試題舉例



【比較型素養閱讀】圖表文型試題舉例
〔試題出處〕107學年度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試題

項目 甲表(得獎名單) 乙圖(投稿件數) 丙文〈珠和龍舟〉

重點細節

1.提供得獎選文篇目與作
者國籍
2.根據篇目可知作者多採
藉物抒情的寫作方式。如
〈塞車〉、〈一碗紅彈
珠〉、〈郵差和信〉等
3.印尼移工的書寫水準較
好

1.投稿多來自印尼等
四國
2.印尼移工投稿件數
最多

1.「我」與珠皆準備離開
台灣回印尼發展
2.對於選擇回國，珠比
「我」樂觀
3.兩人皆願回國面對不可
知的未來



【比較型素養閱讀】圖表文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B 綜合推論看法
根據甲表及乙圖重點細節的說明，
可判斷(B)較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圖表文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A 綜合區辨內容
根據丙文重點細節1的說明，可判
斷(A)較正確



【比較型素養閱讀】圖表文型試題舉例

答案 試題重點 解題說明

D 推論看法—適切詞句
根據丙文重點細節3的說明，可判
斷兩人皆有故鄉比他鄉好的體會，
所以(D)較正確



素養型閱讀是未來閱讀題組的主流。

「比較型」試題將是題組試題最常出現的型式。

閱讀題組的文字與試題量雖多，但難度較單題
類試題低，善用閱讀理解步驟將可提高答題速
度與得分機率。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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