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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非選擇題評分說明

【第一處/潘莉瑩】

         101年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簡稱「101年學測國文」）非選擇題部分，延續100

年，同樣由「文章解讀」（9％）、「文章分析」（18％）、「引導寫作」（27％）三題

組成。為了讓高中師生充分了解非選擇題評分標準與未來準備方向，本文將簡要說明各

題評分標準與作答注意事項，並略述考生作答情況，提供各界參考。

一、文章解讀

（一）試題 

         閱讀框內文章之後，請解讀：為什麼作者認為「心教」才是劍橋教育真正的精

華？並加以評論。文長約150～200字（約7～9行）。

　劍橋的教育，最有作用的恐怕不在「言教」。其導修制，是在「言教」之外，還有

「身教」，這一向被視為劍橋的特色。這點是真，但也不可太過誇張，依我想，劍橋

的「心教」也許才是真正的精華。「心教」是每個人對景物的孤寂中的晤對，是每個

人對永恆的剎那間的捕捉。劍橋的偉大之子，不論是大詩人或大科學家，對宇宙人生

都有那種晤對與捕捉。劍橋的教育似乎特別重視一景一物的營造，在他們看來，教

室、實驗室固然是教育的場所，但一石之擺置、一花之鋪展，也都與「悟道」有關。

在根本上，劍橋人相信人的真正成長必須來自自我的心靈的躍越。劍橋的教育，不像

西洋油畫，畫得滿滿的；反倒像中國的文人畫：有有筆之筆，有無筆之筆。真正的趣

致，還在那片空白。空白可以詠詩，可以飛墨，可以任想像馳遊，當然也可以是一片

無意義的白。劍橋不把三年的課程填得滿滿的，一年三學期，每學期只有九個星期，

它是要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去想，去涵泳，去自我尋覓。（改寫自金耀基《劍橋語

絲》）

（二）評分說明 

        本題取材自金耀基《劍橋語絲》，要求考生解讀何以作者認為「心教」才是劍橋教

育真正的精華，並加以評論，且字數以150～200字為限。換言之，答題時必須兼及解

讀、評論兩方面。首先，考生可從劍橋教育場所重視景物營造、課程安排具有空白韻

致，以及劍橋的偉大之子都對宇宙人生有所體悟等部分切入，分析「心教」才是劍橋教

育真正精華的原因。其次，再針對劍橋的「心教」提出自己的見解，不論肯定或反對，

只要言之成理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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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科非選擇題評分方式沿用「三等九級制」之精神，再進一步依該題分區分各等

級分數。「三等」為A、B、C三等；「九級」為：A＋、A、A－；B＋、B、B－；C

＋、C、C－。就本題而言，若考生能解讀並評論作者的看法，內容充實，理路清晰，文

字流暢，可得A等（A＋、A、A－級；9～7分）；若大致能解讀並評論作者的看法，內

容平實，文字通順，可得B等（B＋、B、B－級；6～4分）；若內容貧乏，評論失當，文

字蕪雜，則降入C等（C＋、C、C－級；3～1分）。此外，若引述原文過多，幾乎沒有看

法，至多C級（2分）；字數不足6行或超過11行、錯別字過多，皆會酌扣1分。

（三）考生作答情形 

        從部分抽樣卷來看，多數考生都能從題幹引文中所謂「『心教』是每個人對景物的

孤寂中的晤對，是每個人對永恆的剎那間的捕捉」、「劍橋的教育似乎特別重視一景一

物的營造」、「劍橋人相信人的真正成長必須來自自我的心靈的躍越」、「劍橋不把三

年的課程填得滿滿的」等處，擷取一二，解讀出「心教」是劍橋教育精華的理由，並進

而提出自己的看法。

        幾乎所有考生都贊同劍橋的「心教」，認為走出課本的框架，留心生活周遭，擁有

豐富的閱歷，才有助於自我心靈的成長，才能自主學習，達成教育的真正目標。另也有

部分考生從課程的留白得到啟發，反思自己所受的填鴨式教育，並提出批判。 

然而，有部分考生未能兼顧解讀與評論兩部分，只就其中之一作答；少數考生未能明確

掌握問題核心，逕自抒發個人對教育的看法，或評價題幹引文的寫作風格，回答內容明

顯偏離題旨。因此，特別呼籲考生答題時應仔細閱讀題目，正確理解題意，才能掌握作

答關鍵。

二、文章分析

（一）試題 

        閱讀框內文章之後，請分析：（一）「漁人甚異之」的「異」和漁人發現桃花源有

何關聯？（二）陶潛從哪些方面來描寫桃花源？（三）從中可看出陶潛嚮往什麼樣的理

想世界？答案必須標明（一）（二）（三），分列書寫。（一）（二）（三）合計文長

約250～300字（約11～14行）。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

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

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

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

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陶潛〈桃花源記〉）

（二）評分說明 

        本題取材於各版本高中國文教材共同選文──陶潛〈桃花源記〉，並設計三個子題，

引導考生深入分析經典文章，玩味其中的主旨和寫作特色。各子題作答重點為：（一）

「異」是漁人對眼前所見美景的感受，這感受引發他的好奇心，於是決定「復前行」，



漁人才得以發現桃花源。（二）作者藉漁人眼中所看到的景象來描繪桃花源，這些景象

可分為兩大類：「土地平曠，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等自然環境，及「屋舍儼然、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等人們生活情狀。（三）作者所期望的理想世界，即如桃花源一般，人們自食其力、衣

食不虞，社會安定、和樂恬靜無爭，與老子所謂的「安其居、樂其業」的小國寡民相

近。

        本題基本評分原則如下：若三小題皆分析正確而深入，文字流暢，敘述清楚，可得A

等（A＋、A、A－級；18～13分）；若三小題分析欠深入，文字大體平順，或三小題中

二小題分析正確，文字敘述清楚，給B等（B＋、B、B－級；12～7分）；若三小題中，

其分析僅一題部分正確者，降為C等（C＋、C、C－級；6～1分）。

        其次，依照題幹要求，各子題若有以下之情形將斟酌扣分：第（一）小題，未針對

「異」字加以發揮，且未討論與發現桃花源的關係者；第（二）小題，對自然景物與人

們生活情狀兩個面向，缺其一者；第（三）小題，對陶潛期望的理想世界著墨不深者。

        此外，由於本題要求「分列書寫」，若不分項或不標（一）、（二）、（三）卻仍

層次清楚者，酌扣1分。另因本題設有字數限制，若字數不足9行或超過16行者，酌扣1

分，而錯別字過多者，也會酌扣1分。其他像是引述原文過多，幾乎沒有看法，至多評給

C級（3～4分）；完全照抄原文，則評給零分。

（三）考生作答情形 

        檢視考生作答情形，由於陶潛〈桃花源記〉屬於高一或高二的教材選文，為考生熟

稔的篇章，因此多能針對三個子題的問題核心，分列作答。三子題中，考生最能掌握第

（三）子題，都能描摹出陶潛嚮往的是衣食無虞、自在自得如同桃花源一般的理想世

界。對於第（二）子題，雖多數考生能提出陶潛從自然、人文兩方面描寫桃花源，但也

有部分考生未正確理解題意，直接將有關桃花源景象的文字翻譯成白話文，或直接敘述

桃花源的景象，而未能分析陶潛是從哪些方面來加以描寫。至於第（一）子題，則有較

多考生忽略了「異」字的解讀，或者忽略「異」和漁人發現桃花源的關聯，而逕自描繪

桃花林的景象，或只寫漁人驚訝眼前所見的景色，而未提及與發現桃花源之間的關聯。 

為了避免上述缺失，考生宜仔細閱讀題目內容，並於平時養成確切掌握問題核心的能

力，以便能正確理解題意，把握答題重點。 

三、引導寫作

（一）試題 

        老子說：「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所謂「自勝者強」，是指真正的強者，不在

於贏過別人；而在於戰勝自己。現代社會中，許多人喜歡跟別人競爭，卻不願好好面對

自己，克服自己的弱點。其實，只有改進自我，才能強化自我、成就自我。請根據親身

感受或所見所聞，以「自勝者強」為題，寫一篇文章。論說、記敘、抒情皆可，文長不

限。



（二）評分說明 

        本題有感於現代社會常過度重視與他人競爭，而少思考戰勝自己之重要，特別引用

老子：「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一語，以「自勝者強」為題，要求考生根據親身感受

或所見所聞，作文一篇，以具體思考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中，如何面對自己、克服自

己的弱點，進而成就自我、戰勝自我？只要言之成理，脈絡清晰，記敘、抒情、議論皆

可。 

        本題依據「國文作文分項式評分指標」（參見表1），從「題旨發揮」、「資料掌

握」、「結構安排」、「字句運用」四項指標，加以評分。凡能掌握題幹要求，緊扣題

旨發揮，論述周延，富有創意，能深刻回應引導內容，舉證詳實貼切，結構嚴謹，脈絡

清楚，字句妥切，邏輯清晰，文筆流暢，修辭優美者，得A等（19～27分）；尚能掌握題

幹要求，依照題旨發揮，內容平實，思路尚稱清晰，且尚能回應引導內容，舉證平淡疏

略，結構大致完整，脈絡大致清楚，用詞通順，造句平淡，文筆平順，修辭尚可者，得B

等（10～18分）；未能掌握題幹要求，題旨不明或偏離題旨，內容浮泛，思路不清，大

部分抄襲引導內容，舉證鬆散模糊，結構鬆散，條理紛雜，字句欠當，邏輯不通，文筆

蕪蔓，修辭粗俗者，得C等（1～9分）。 

        此外，依據題幹要求，考生須舉出親身感受或所見所聞，否則至多給A－級（19～21

分）；若文未終篇，至多評給18分。另也會視標點符號之使用與錯別字多寡，斟酌扣

分。

表1  國文作文分項式評分指標

等級 

項目

A等 

（A＋.A.A－）

B等 

（B＋.B.B－）

C等 

（C＋.C.C－）

題 

旨 

發 

揮 

（40％）

1. 能掌握題幹要求，

緊扣題旨發揮

2. 內容充實，思路清

晰

3. 感發得宜，想像豐

富

4. 情感真摯，表達適

當，體悟深刻

5. 論述周延，富有創

意

 

1. 尚能掌握題幹要求，依

照題旨發揮

2. 內容平實，思路尚稱清

晰

3. 感發尚稱得宜，想像平

淡

4. 情感表達尚稱適當，體

悟稍欠深刻

5. 論述尚稱周延，略有創

意

1. 未能掌握題幹要求，題

旨不明或偏離題旨

2. 內容浮泛，思路不清

3. 感發未能得宜，想像不

足

4. 情感表達不當，體悟膚

淺或全無體悟

5. 論述不周延，缺乏創意

資 

料 

掌 

1. 能融會貫通題幹資

料

1. 僅側重部分題幹資料

2. 僅大致回應引導內容

3. 尚能運用成語及典故

1. 誤解題幹資料

2. 大部分抄襲引導內容

3. 錯誤運用成語及典故



握 

（20％）

2. 能深刻回應引導內

容

3. 能善用成語及典故

4. 舉證詳實貼切

5. 材料運用恰當

4. 舉證平淡疏略

5. 材料運用尚稱恰當

4. 舉證鬆散模糊

5. 材料運用不當

結 

構 

安 

排 

（20％）

1. 結構嚴謹

2. 前後通貫

3. 脈絡清楚

4. 條理分明

5. 照應緊密

1. 結構大致完整

2. 前後尚能通貫

3. 脈絡大致清楚

4. 條理尚稱分明

5. 略有照應

1. 結構鬆散

2. 前後矛盾

3. 脈絡不清

4. 條理紛雜

5. 全無照應

字 

句 

運 

用 

（20％）

1. 字句妥切，邏輯清

晰

2. 用詞精確，造句工

穩

3. 描寫細膩，論述精

彩

4. 文筆流暢，修辭優

美

5. 標點符號使用正確

 

1. 字句尚稱適當，邏輯尚

稱清晰

2. 用詞通順，造句平淡

3. 描寫平淡，論述平實

4. 文筆平順，修辭尚可

5. 標點符號使用大致正確

1. 字句欠當，邏輯不通

2. 用詞粗率，造句冗贅

3. 描寫粗陋，論述空洞

4. 文筆蕪蔓，修辭粗俗

5. 標點符號使用多有錯誤

 

  備註：缺考、未作答、完全文不對題或作答內容完全照抄試題者，評給零分。

（三）考生作答情形 

        由於本題題幹對「自勝者強」定義清晰，並且明確指出只有改進自我，才能強化自

我、成就自我的寫作方向，因此大部分考生都能緊扣題旨發揮，不致離題。唯寫作素材

或取諸個人考試、寫作、繪畫、演講、跳舞等體驗，或引用古今名人事例，各有所好；

寫作筆法則視個人構句謀篇能力，各有所長。可喜的是，寫作文體不論論說、記敘、抒

情，皆有可觀之處，並非以理性論述見長者，才能將「自勝者強」一題精彩發揮。 

就寫作素材來看，考試、排名是學生階段最切身的競爭項目。不少考生寫出為了得高分

或搶占最佳名次，與同學之間爾虞我詐、迷失在數字叢林的茫然與壓力，於是如何擺脫

斤斤計較的心態，戰勝自己的心魔便成為首要課題—「學習放手」、「與自己比」是多

數考生對「自勝者強」所下的註腳。 

        其次，有些考生誠實面對自己，娓娓道出克服憂鬱症、暴怒情緒、怯懦性格以及身

體孱弱等問題的心路歷程，並且點出要戰勝自己還需要父母、師長、朋友、醫護人員等

周遭親友的溫暖撫慰，終在轉念之後，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擁抱樂觀、正向的人生。 

再者，舉凡下棋、舞蹈、繪畫、演講、舞台劇、彈琴、田徑等藝能活動，也是常見的書

寫題材。考生多半會寫出學習某種才藝後遭遇瓶頸時的頹喪、逃避，以及受到偶像啟發



或老師教誨，轉而潛心苦練，終獲突破、精進技藝等改進自我、強化自我的歷程。 

至於引用古今名人事例，像是蘇軾、柳宗元、歐陽脩等高中國文教材選文作者，王建

民、曾雅妮、郭泓志、林義傑等運動明星，以及海倫‧凱勒、貝多芬、乙武洋匡、凱文‧柯
恩等克服身體殘疾、獲致非凡成就等名人，其事蹟則常被作為戰勝自己的最佳典範。 

        不過，構思取材僅是作文的其中一環，用字遣詞、謀段布局才是考驗寫作功力的關

鍵。若考生能對親身經驗、所見所聞有深刻的感受，進而掌握題旨，運用適切的字句，

通暢表達所思所想，並善用平時閱讀各類篇章作品時所習得的布局技巧，相信就能寫出

好文章。本年度學測國文作文佳作將於101年3月16日刊登於本中心網站，屆時歡迎各界

共賞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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