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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崇林國中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第二次國文科段考     年   班     號姓名          
共 50 題，每題 2.5% 

一、單題 

(     )1. 下列選項的用字，何者完全正確 ？ （A）俸腹大笑（B）高官厚棒（C）捧頭出孝子 （D）滅私奉公。 

(     )2. 下列選項的用字，何者完全正確 ？（A）敵我兩方，「壁儡分明」，不相混淆。（B）「《傀壘家庭》」是 

       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名劇。（C）這篇文章有「疊床架屋」的毛病，若能稍加刪節會更好。（D）商末周初， 

       民間已流傳用神荼、「鬱疊」和桃木驅邪、避災的風習。 

(     )3. 請由下列有「 」的字詞中，選出字形、字義全部正確的選項。  （A）行不由「徑」：直徑（B）不 

      「脛」而走：大腿。（C）高風「勁」節：猛烈、強烈。（D）另闢蹊「徑」：小路、方法、途徑。。 

(     )4. 「汗馬功勞」是比喻戰功或工作的辛勞與成績。下列成語，哪一個缺空處的字也是「馬」？  

      (Ａ)兵荒□亂 (Ｂ)龍騰□躍 (Ｃ)□鳴不已 (Ｄ)河東□吼。 
 
(     )5. 下列選項中的注音，何者正確 ？  （A）「撇」在一邊：ㄅㄧㄝ （B）八字沒一「撇」：ㄆ一ㄝ  

（C）匆匆一「瞥」：ㄆ一ㄝ（D）視如「敝」屣：ㄆ一ˋ 。 

(     )6. 下列選項，何者完全「正確」？（A）一語成「懺」：ㄔㄣˋ（B）「讖」悔：ㄔㄢˋ（C）穠「纖」 

      合度：ㄒㄧㄢ（D）處方「箋」：ㄑㄧㄢ。 
 
(     )7. 選項中有「 」的字，何者「字音」兩兩「不相同」？（A）我們「祖」先以仁為懷，所不希望的「詛」 

      咒別人（B）「狙」擊手心痕手辣，總認為自己不會淪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地 （C）對於古 

      典詩詞，我們要含英「咀」華，閱讀時，萬不可毫無耐性就心低意「沮」 （D）公務人員，各有所司； 

      越「俎」代庖，去「阻」止別人的業務，於法所不容。 
 
(     )8. 「無論多麼傷心，多麼艱難的事情，都會隨時間消失的。拘泥於過往的時光，將會遺失新的時光。」這 

      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逝者已逝矣，來者猶可追 （B）迷途而知反，得道其未遠   

      （C）事未到手且莫急，功已成就且莫驕 （D）昔日舊染能洗滌，不害今日為君子。 
 
(     )9. 「在通往夢想的路上，總有阻礙行進的石頭。這些石頭不是別人設下的路障，而是自我設置的難關。一 

      心要實現夢想的人，誰也擋不住他堅持的力量，除非他自己先放棄。」這段文字主要是在勸勉世人應以   

      下列哪一種態度為戒？（A）敝帚自珍 （B）怨天尤人 （C）心猿意馬 （D）畫地自限。 
 
(     )10. 下列何組皆為疊韻複詞？ (Ａ)伶仃／徘徊 (Ｂ)燦爛／磊落 (Ｃ)彷彿／繽紛 (Ｄ)追逐／逍遙。 
 
(     )11. 下列成語何者形容女性？（A）不櫛進士 （B）玉樹臨風 （C）風度翩翩 （D）乘龍快婿。 
 
(     )12. 「球不停的往東西南北飛」，句中「東西南北」是指實際的方向。下列「 」的字，何者也是指實際方 

       向？ (Ａ)「東」山再起 (Ｂ)「西」子捧心  (Ｃ)坐北朝「南」 (Ｄ)敗「北」而歸。 
 
(     )13. 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意思「不同」？ (Ａ)面對「現實」／做人「現實」 (Ｂ)「人次」創新高 

       高／參加的「人次」 (Ｃ)「冷血」無情／手段「冷血」 (Ｄ)第一「印象」／「印象」深刻。 
 
(     )14. 從詩中可看出季節，下列詩作： 

          甲：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宋 蘇軾） 

           乙：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南北朝  謝朓） 

           丙：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唐 杜牧）  

           丁：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 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唐  王維） 

      請找出哪一首詩所描述的季節與其他三者不同？（A）甲 （B）乙（C）丙（D）丁 
 

(     )15. 下列「 」的疊字，何者使用「正確」？（A）孔流先生「笑盈盈」跌坐塵土，朋友的安慰卻句句割裂 

      他的心。 （B）餐廳的服務生們，總是「孤零零」地，歡迎每一位來賓。 （C）她從冷凍庫拿出「硬 

      繃繃」 的、尚未完全退冰的魚。 （D）雨天的地面「熱呼呼」的，請小心行走。 
 

(     )16. 世大運舉辦期間各國選手齊聚台北，許多人用自己擅長的方式來進行「國民外交」。正妹魔術師謝雪兒 

       則是挑戰最臉紅心跳的「接吻魔術」，她的魔術技巧，可用何者來形容 ﹖（A）神魔之吻 （B）神鬼奇 

       航（C）神采奕奕（D）神乎其技。 
 

(     )17. 下列詞語，何者最適合用來形容「棒球」比賽時的景況？ (Ａ)單打獨鬥 (Ｂ)孤軍奮戰 (Ｃ)一觸

即發 (Ｄ)分秒必爭。 
 
(     )18. 「天才是不足恃的，聰明是不可靠的，順手揀來的偉大科學發明是不可想像的。」這段文字最可能是

在傳達下列何者的重要性 ？ (A)務實  (B)機會  (C)想像力 (D)創造力。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U8IyY&o=e0&sec=sec1&op=sti=%22%E5%84%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U8IyY&o=e0&sec=sec1&op=sti=%22%E5%82%80%22.&
http://ft.shicimingju.com/category/nanbeichaoshiren
http://ft.shicimingju.com/chaxun/zuozhe/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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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下列【歇後語】何者使用「不正確」？ 

      （A）元·李壽卿《伍員吹簫》：「老兒放心，憑著我【三寸不爛之舌】的鼓吹，不怕他不來。」    

      （B）逃犯自投羅網，對警察而言猶如【甕中捉鱉】，不費吹噓之力。 

      （C）犯下大錯的小明，那副耀武揚威的模樣，真是【老虎頭上找虱子】，不知死活。 

        （D）他為人大方，愛護動物，人人都誇他【肉包子打狗】，是好人好事的代表。 
 

(     )20. 「山林中，風□□吹來，蘆葦□□地響著，鳥兒□□地叫著，水澤中青蛙也□□地唱和，形成   

       一幅和諧的圖畫」，以上缺空處填入哪組狀聲詞較恰當？（A）呼呼、蕭蕭、喃喃、啞啞 （B） 

       濺濺、嘶嘶、呢喃、呱呱 （C）蕭蕭、淙淙、唧唧、哇哇 （D）蕭蕭、窸窣、啾啾、嘓嘓。 
 
(     )21. 唐代六祖慧能大師在《六祖壇經‧定慧品第四》中提到：「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佛門制

定禮儀，在行立坐臥中，必須隨時要求身除習氣、心有依處，做到身不踰矩、心不放逸。 以下選項，

何者可為其註解 ？（A）「行行出狀元，處處有能人」  （B）「站如松、坐如鐘、 行如風、臥如弓」 

（C）「雲從龍，風從虎」，龍起生雲，虎嘯生風。 （D）「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 
 
(     )22. 下列各史書的敘述，何者「不正確」？（A）《春秋》：微言大義，一字寓褒貶 （B）《史記》：正史之

祖、紀傳體之祖、四史之首 （C）《左傳》：以《春秋》為事綱，是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之一  （D）《戰國策》：中國三部說話寶典之一。巧於比喻、善用寓言，長於議論，富有啟發性，三

曹（曹操、曹丕、曹植）之文，皆出於此。 
 
(     )23. 關於說話的藝術，哪些用語最「不委婉」？（A）年紀大：糟老頭 （B）工人：藍領 （C）身高矮小：

小巧玲瓏 （D）上廁所：如廁。 
 
(     )24. 下咧選項中所歌頌的人物何者正確 ？  （A）壯士奮揮拳，報韓已落秦皇膽；大王煩借箸，榮漢終函

項羽頭。---諸葛亮 （B）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白居易 （C）燈

影幢幢，淒絕暗風吹雨夜；荻花瑟瑟，魂消明月繞船時---張良 （D）精忠報國，三字冤獄千古白；狀

懷激烈，一篇詞著滿江紅。---岳飛。 
 
(     )25. 「漢賦、唐詩、宋詞、元曲」。被稱為中國（A）四書 （B）四史 （C）四大奇書 （D）四大韻文。 
 
(     )26. 下列何者年歲最高？ （A）二八年華 （B）而立之年（C）花信之年 （D）古稀之年。 
 
(     )27. 「？ 」是一種文學形式，又稱腳本，是戲劇表演時的文本基礎，通常由臺詞和舞臺提示所構成。 

       臺詞包括對話、獨白、旁白或唱詞，主要是凸顯角色的性格特質。舞臺提示則標明劇情的時間、地點， 

       以及人物說話的表情、語氣、動作、上下場等，說明應簡明扼要。最重要的是能被搬上舞臺演出，但 

       具有文學性的，更可當作文學作品來欣賞而流傳久遠。請選出「？ 」的正確答案？（A）書本 （B） 

       劇本 （C）小說 （D）歌曲 。 
 
(     )28. 以下何者「非」莎士比亞的戲劇創作 ？（A）羅密歐與茱麗葉 （B）梁山伯與祝英台（C）威尼斯商

人（D）仲夏夜之夢 。 
 
(     )29. 「轉化修辭法」是描述一件事物時，轉變它原來的性質，化成另一種與本質截然不同的事物，而加以

形容敘述的修辭法，例如：「石頭圍成的高牆怎能阻隔愛情？是愛情輕盈的翅膀讓我飛了過來。」 

       下列何者也是「轉化修辭」相同？ 

      （A）只有你的姓氏才是我的仇敵，但姓氏又有何意義呢？ 

      （B）妳的眼睛比他們二十把劍還要厲害，只要妳溫柔甜蜜地望著我，我對他們的敵意便無所畏懼。  

      （C）赴情人約會，就像學童拋開書本一樣開心；和情人離別，就像學童去上學般心情沉重。  

      （D）等我們下次見面時，愛情的蓓蕾會在夏日和風的吹拂下，開出美麗的花朵。 
 

     ※以下 1.2.3 點是長青春痘症狀：  

1.脾胃蘊熱：顏面皮膚油膩，面孔赤，痤瘡紅腫化膿，可能還有大便不爽、舌苔厚膩的情形。 

   2.血虛風燥：頭皮屑多，面赤潮熱，臉頰容易泛紅，口渴喜冰飲，或口渴不喜歡喝水現象。  

  3.脾肺氣虛：面色白、皮膚乾燥、粉刺深陷難出者。  

     ※中藥療效  

黃連：清熱燥濕，瀉火解毒。高熱神昏，心火亢盛，消渴，癰腫療瘡。 

甘草：治熱毒瘡瘍、清熱解毒 。 

人參：大補元氣，生津，安神，過度使用仍然會助火，造成上火。 

枸杞：滋補肝腎，明目，潤肺。 

(     )30. 某款中藥藥方，具有治療青春痘的療效，請問它可能會有哪些成份？（A）黃連 甘草（B）黃連 枸杞   

      （C）甘草 人參 （D）甘草 枸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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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關於〈棒球靈魂學〉一文，作者認為棒球比賽是「靜」的，下列何者可印證這觀點？ （A）場邊沒有喧

嘩的加油聲，球迷大多安靜看球 （B）棒球裁判多用手勢判決，不用哨子聲響 （C）棒球看的是時刻而

不是時段，是中斷而不是連續 （D）球場上只有投手與捕手的互動，其餘球員都靜止不動。 
 
(     )32. 「倘若你沒有誠意，那麼我懇求你，停止追求，讓我獨自傷心吧。」有關此句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茱麗葉因為失去真愛，而獨自傷心哀怨 （B）茱麗葉認為愛情首要條件是誠意，非誠勿擾 （C） 

 茱麗葉因為失戀的打擊，難以接受另一段感情 （D）因為世仇因素，茱麗葉斷然拒絕羅密歐的追求。 
 

(     )33. 下列「 」內的詞語，何者是對【 】中的主語，做進一步的描述？ 

      （A）【皎潔的月光】透過樹木繁茂的枝葉，在「地面上撒下稀梳的斑點」。 

      （B）【他】送我一本書，「書中滿是詼諧趣味的故事」。 

      （C）【我】為了品嘗天下美食而走遍世界各地，「是人生之樂也」。 

      （D）【大自然】哀號著，「但人類破壞生態的態度是不會醒覺的」。 
 
(     )34. 下列選項，何者較無冗文贅字？ 

       （A）習武功練功夫的人皆都知道，任何門派的功夫，最基本的架勢都是「紥馬」。 

       （B）一個練家子應該具備雄赳赳、氣昂昂的派頭氣派才對 。 

       （C）這是最穩、最具衝力，甚至最美的姿態模樣 。 

       （D）她的下盤永遠是穩若泰山，而且每一秒挪出去都力道十足 。 
 

(     )35. 下列哪一副對聯「不適用」輓男喪？ (Ａ)情深風木終天慟，淚點寒梅觸景思 (Ｂ)魂歸九天悲夜月，芳 

        流百代憶春風 (Ｃ)良操美德千秋在，亮節高風萬古存 (Ｄ)彤管芬揚，久欽懿德；繡緯香冷，空仰徽音。 
 
(     )36. 崇林國中校慶了，送何題辭最為適當？（A）功同良相（B）絃歌不輟（C）望子成龍（D）開物成務。 
 
※下列選項的詩詞、對聯，皆與「節日有關」： 

甲：三五良宵節，上元春色和。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門燈火夜似晝。 

乙：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丙：爆竹二三聲，人間是歲；梅花四五點，天下皆春。 

丁：艾草飛香午門納福，龍舟競渡萬水歡歌。 

戊：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逄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己：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參考以上，回答下題：   

(     )37. 請由年頭起，依序排出節日？（A）丙乙丁戊甲己 （B）丙丁己戊乙甲（C）丙甲乙丁己戊（D） 

       丙丁甲乙戊己。 
 
(     )38. 下列信封的用語，何者完全正確？  

(Ａ)  (Ｂ)  (Ｃ)  (Ｄ)  
 
二、題組 

 

【題組 1】請由下圖判別：古體詩、近體詩、宋詞、元曲、新體詩？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風乍起，  

吹縐一池春水。 

閒引鴛鴦香徑裡，  

手捋紅杏蕊。 

鬥鴨闌干獨倚，   

碧玉搔頭斜墜。 

終日望君君不至，  

舉頭聞鵲喜。 

南畝耕 東山臥 

世態人情經歷多 

閒將往事思量過 

賢的是他  

愚的是我 

爭什麼 

吾愛孟夫子， 

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 

白首臥鬆雲。 

醉月頻中聖， 

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 

醉過才知酒濃，  

愛過方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甲 乙 丙 丁 戊 

依上文，請回答 39-4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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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請依序排出：古體詩、近體詩、宋詞、元曲、新體詩？（A）甲乙丙丁戊 （B）甲丁乙丙戊（C）甲乙 

      丁丙戊 （D）甲丙乙丁戊 。 

(     )40. 依上圖，何者必定要在「偶數句押韻」，且韻母必須「同平仄」？（A）甲乙 （B）乙丁（C）甲丁  

      （D）丙戊 。 

 

【題組 2】 

﹡有關於書法： 

     ㄅ.【王羲之】：東晉書法家：有「書聖」之稱。以行書見長，「蘭亭序」是最著名的代表作。 

     ㄆ.【顏真卿】：一反初唐書風，化瘦硬為豐腴雄渾，結體寬博而氣勢恢宏，骨力遒勁而氣概凜然， 

                    端莊雄偉。他的書體被稱為「顏體」。與柳公權的「柳體」書法並列，並取名「顏筋   

                    柳骨」。 

     ㄇ.【張  旭】：性喜豪飲，在書法中呈現奔放自由的特色，據《新唐書》記載，張旭喜歡在酒醉之後     

                    書寫作品。 

     ㄈ.【曹全碑】：是中國東漢時期重要的碑刻，立於東漢中平二年。碑高約 1.7米，寬約 0.86米， 

                    長方形，石質堅細。碑身兩面均刻有銘文。 
    

 

甲 乙 丙 丁       戊 

 
(     )41. 依圖表，何者為最早的文字？（A）戊 （B）丁 （C）丙 （D）甲 。 

 

(     )42. 根據圖示，依序由 ㄅㄆㄇㄈ 與 甲乙丙丁 配對出作者或作品名稱？ 

      （A）ㄅ／甲  ； ㄆ／乙  ； ㄇ／丙  ； ㄈ／丁   。 

      （B）ㄅ／乙  ； ㄆ／甲  ； ㄇ／丙  ； ㄈ／丁   。 

      （C）ㄅ／丙  ； ㄆ／丁  ； ㄇ／甲  ； ㄈ／乙  。 

      （D）ㄅ／丁  ； ㄆ／丙  ； ㄇ／甲  ； ㄈ／乙  。 
 
 
【閱測 1】 

     

    日本流行的手機遊戲「旅行青蛙」（旅かえる）已成為 Apple Store 下載次數最多的免費應用程式，

廣受年輕人歡迎。原因可能是操作簡單易上手，輕鬆「養蛙」沒負擔，以及最重要的「療癒」。 

   這款遊戲的主軸為：一隻偶爾會出去旅行的青蛙。相較於其他須要高注意力的線上遊戲，或如 Pokemon 

GO要到處去抓虛擬寶物而言，遊戲非常簡單的，沒有競爭排名，也不需要登入連線。 

「旅行青蛙」的玩家只須要在虛擬花園中種植和收集幸運草，用幸運草購買青蛙旅途中所須的物品，

以及幫青蛙為下一趟旅行打包。 

牠會隨機出門，偶爾寄張明信片，偶爾有個蝸牛來拜訪，短則一天，長則好幾天，就會帶著伴各地

的手禮回家，僅此而已。 

   所以，有人認為：「養青蛙」的過程是種「父母體驗」的過程，牠出遊或宅在家的時間是我們不能控

制的：出去了不會通知你，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你也不知道他何時回家？ 

    雖然蛙蹤難尋，但只要打開手機，會出現牠的消息，不管是張風景照片或待在家裡吃你準備的東西，

身為主人都會覺得可愛和欣慰。是不是也跟大人們等待孩子回家的心情一樣呢？ 

    養蛙熱潮延燒，就連台灣許多藝人均無法抵擋這股「養蛙兒子」的魅力，紛紛在臉書感嘆究竟自己

家的蛙兒子什麼時候才願意回家，而有的網友則表示，自己家的蛙兒子超級宅，怎麼樣也趕不出去！ 

    呂秋遠律師在臉書表示：不要把這款遊戲當作養寵物的把戲，這隻青蛙教會呂秋遠律師的事：不要

擔心宅在家裡的孩子，哪天他想通了，就會出去；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付出多少就能回收多少。

付出如果有回報，都要當作是意外的驚喜；而真正親子的信賴關係，不是建立在佔有。旅行，是療癒自

己與別人的一種方式，要告訴家人，不論他遇到什麼困境，隨時歡迎他回來。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7%9A%E4%B8%8A%E9%81%8A%E6%88%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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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文，請回答 43-45 題： 

(     )43. 在「旅行青蛙」中所需要的代幣是？（A）幸運草  （B）伴手禮  （C）Line 的點數  （D）  

      以物易物。  

 

(     )44. 有人認為：「『養青蛙』」的過程是種『父母體驗』的過程，牠出遊或宅在家的時間是我們不能控制的」， 

       是在說明：   

      （A）「養青蛙」就像奉養失智的父母一樣，失智父母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走失。  

      （B）青蛙動不動就不告而別，乾脆不要生小孩 。 

      （C）許多大人看到「旅行青蛙」的遊戲，可能會覺得跟家裡的子女很像，出去音訊全無，回來像失而復   

           得 。 

      （D）「養青蛙」還是比養小孩好，養青蛙負擔小，當父母負擔大。 
 

(     )45. 呂秋遠律師：「不要擔心『宅』在家裡的孩子，他哪天想通了，就會走出去。」意味著：（A）  

      青蛙我行我素，不會對家人付出關懷  （B）生命自己會找到出路  （C）青蛙就是「宅蛙」，   

      從沒有想到要離開溫暖的家  （D）青蛙看到父母孜孜矻矻的採收幸運草，準備在家的食物、 

      行李，良心發現，只好出去走走。   

 

【閱測 2】 

 

   

    咖啡烘焙過程會產出致癌物「丙烯醯

胺」，美國加州洛杉磯法院日前判決星巴克

等咖啡業者須加註標示警語。對此，醫師表

示，丙烯醯胺非食品添加物，凡經高溫烹調

的食物都可能產生，動物實驗會增加癌症風

險，但人體尚無致癌證據。 

   「丙烯醯胺」是什麼？林口長庚醫院

臨床毒物中心主任顏宗海說，食物超過 120

度高溫烹調，就會發生梅納反應，進而產生

丙烯醯胺；不只是咖啡，還包含黑糖、麵包、

薯條、洋芋片，甚至吸菸或二手菸，都可能

接觸到丙烯醯胺。 

    顏宗海說，丙烯醯胺被世界衛生組織列

為 2A級致癌物，動物實驗會增加癌症風險，

如肺癌、睪丸癌、腎上腺癌、甲狀腺癌等，

但人類尚無證據顯示致癌。而致癌性的每日

最大安全容許量，為每天每公斤體重 2.6 微

克，以 60公斤成人為例，每天最高可攝取

156微克。 

    本身也愛喝咖啡的顏宗海認為，美國加

州的法院判決，不代表咖啡不能喝，很多醫

學研究也證實咖啡有防癌、降低心血管疾病

風險的功效，建議 1 天不超過 2杯、不過量

即可；生活中也要注意烹調食物避免太高

溫，不要吃過焦的食物。  

 

（改自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2018/03/31） 

  

 

管制項目                      

                   食品類別 

丙 烯 醯 胺 

ppb 

薯條(即食) 600 

洋芋片   1000 

馬鈴薯製餅乾 1000 

麵包類 

  小麥製麵包 80 

  其他非小麥製麵包 

80 

50 

餅乾、威化餅乾、非馬鈴薯製餅乾 500 

薑餅  1000 

烘焙咖啡 450 

即溶咖啡 900 

非穀類之嬰兒食品 50-80 

嬰、幼兒餅乾及麵包乾 200 

穀類之嬰、幼兒食品 

(不包括：餅乾及麵包乾) 

50 

黑糖 1000 

油條 1000 

備註 

*參照歐盟（European Union）2013/647/EU 之食品中

丙烯醯胺指標值與我國歷年監測資料訂定訂定。 

*單位：微克/公斤，ppb 

*表源：衛福部食藥署資料【食品中丙烯醯胺指標值】 

依上文，請回答： 

 

(     )46. 以「一杯 200ml 咖啡約需 20 克咖啡豆磨粉沖泡」為例，一杯咖啡的丙烯醯氨含量約含 9 微克；以 

        60 公斤成人為例，每天最多可喝幾杯咖啡 ？（A）17 杯 （B）7 杯 （C）5 杯 （D）2 杯   咖啡。 

 

(     )47. 根據衛福部食藥署的資料，哪一類的食品中的丙烯醯胺指標值，最不會危害人體健康康？ 

（A）烘焙飲料（B）油炸食品 （C）嬰幼兒食品 （D）聖誕節薑餅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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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測 3】 

「一聾子、一瞎子、一矮子、一駝子，喝酒爭坐。 

聾子說：『我龍居王位，該我坐。』 

瞎子說：『我目中無人，該我坐。』 

矮子說：『我不比常人，該我坐。』 

駝子說：『你們都是侄輩， 自然該我坐。』」 

(     )48.  在這則古代笑話中，何人「沒有」使用「諧音雙關」的技巧？（A）聾子 （B）矮子 （C）瞎子 （D）    

(D) 駝子。 

 

【閱測 4】 

    有屠牛者，過宰豬者之家，其子欲諱「宰豬」二字，回云：「家尊出亥去了。」屠牛者歸，對子述之，

稱讚不已。子亦領悟，次日屠豬至，其子亦回云：「家父往外出丑去了。」問：「幾時歸？」答曰：「出盡丑

自然回來了。」 

                                                                                 《笑林廣記》 

(     )49.  對於屠牛者之子的回應，可用哪一句話來形容？ 

       （A）畫虎不成反類犬。 

       （B）煩惱皆因強出頭。 

       （C）虎父無犬子 

       （D）長江後浪推前浪。 

 

【閱測 5】 

人腦機制上傳電腦！ 未來機器人恐能「自行思考」 

    科學家已經開始研究，機器人有辦法像人類一樣自行思考嗎？人類大腦透過神經元傳遞行為和感情資

訊的方式，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把類似的機制上傳給機器人，讓機器人也能擁有自己的個性。 

    大阪大學教授石黑浩堪稱是全球人型機器人研發的權威。他研發出的機器人有著人的外表，也能用表

情做出反應，只是這一切還是得事先輸入程式到機器人。機器人和人類的差別，就在大腦。 

    麻州神經工程公司專家柯恩：「人腦就像是機器，可以分析、了解，以數學公式呈現並重建，也可以打

造出不同的版本。如果說大腦是一部機器，那麼人的思維就像軟體程式，靠腦神經元傳遞資訊。 

    哈佛大學教授利曼：「一定有某種演算法，或是某種機制，把外界資訊轉為實體，存在腦中。每個人的

大腦裡，都有這樣的機制」驅動這個機制的，恐怕就是分佈在我們體內超過百億個神經元。 

     科學家發現大腦裡的神經網路宛如無數蠟筆畫出來的曲線，錯綜複雜。但科學家還是抽絲剝繭，破解

大腦傳導訊息的秘密，原來大腦把資訊存在神經元裡。這樣的機制並不會因人而異。卡內基美侖大學教授

賈斯特：「人們的大腦模式是相近，不是隨機的，而是一種系統。就像是腿或膝蓋的構造一樣，每個人都以

同樣的方式走路，也以類似的方式思考。換句話說，首先要破解大腦如何透過神經元封存和運算人體的各

種反應。再過個 5 到 10年，也許我們能夠上傳人的個性至機器人。只是得耐心的找出解碼方法，以及它如

何運作等等。」 

總有一天，機器人也能像人類一樣擁有獨一無二的個性。   （2018/04/12 TVBS NEWS） 

 

(     )50. 關於上文的敘述，何者最恰當？  

     （A）日本大阪大學石黑浩教授，所研發的機器人已經能自行思考。 

    （B）人腦的思維就像軟體程式，靠血管傳遞資訊。  

     （C）若能破解大腦如何透過神經元封存和運算人體的各種反應。再過個五到十年，也許我們能夠上   

          傳人的個性至機器人。 

     （D）人類大腦的神經元系統因人而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