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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康嚇嚇叫！先來後到的三倍×五倍券
行政院拍板定案，暨三倍券後，於 110年 10月 8日正式推出「五倍券」振興經濟，改善本土新冠疫情對經濟

的影響。

臺灣的五倍券凡是在民國 111年 4月 30日前出生的中華民國國民，皆可領取總計 5000臺幣（約 642美元）

的消費券。提供民眾「領取紙本」或「數位綁定」兩種選擇，方便不同用途的消費者挑選最適合自己的付費方式，

全民免出錢就可以領取。行政院也比照去年，推出藝 FUN券、好食券、國旅券等八種加碼券抽籤。除了實體店家

消費外，也可以有條件的網路購物。銀行則是推出優渥的回饋金方案，吸引民眾將五倍券綁定於該家信用卡。

而事實上，這也並非臺灣第一次推出振興券，早在 2008年就有發放消費券的先例了。以下針對這三種振興券，

進行表格整理：

消費券 三倍券 五倍券

預算 856.53億 511億 1100億

領取方式 直接領 3600元 1000元換 3000元 直接領 5000元

面額張數
9張

(200*3、500*6)
9張

(200*5、500*4)
10張

(200*5、500*2、1000*3)

發行背景 金融海嘯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

領取形式 紙本 紙本或數位 紙本或數位

發行時間 2008年 2020年 2021年

註：金融海嘯：為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造成多國經濟衰退。

(　　)1關於上述三種振興券，下列內容何者有誤？

A五倍券可用於網路購物  B2020年與 2021年皆有加碼券的抽籤活動

C政府因應疫情共發放兩次振興券    D紙本數位化目前尚未達成。

(　　)2小明為了完成學校的作業，正在上網搜尋消費券的相關資料。根據上表，下列何者是消費券的資料？

A該券提供數位與紙本領取

B有民眾抱怨使用 1000元面額進行消費時，店家無法找零的情況

C當時不只是臺灣，全球經濟都受到影響而景氣低靡

D民眾無法理解為何需要先給付費用才能領取該券

(　　)3今年 35歲的大鈞，剛好三種振興券都有領取過，下列何者是他最有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A領取消費券時，正好臺灣經歷大海嘯，災情非常嚴重

B 受到疫情影響，政府先後發放了三倍券及五倍券

C無論是哪一種經濟政策，都只有 500元面額的券可以使用

D政府每年都會發放振興券，作為國家福利

參考資料

1臺灣推出振興五倍券：你可能想知道的四個問題 - BBC News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574591

2消費券、三倍券、五倍券有何不同？網友批共通缺點：浪費印製成本 | 網路人氣話題 | 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
https://dailyview.tw/Popular/Detail/1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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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覆蓋率大比拚：臺灣排行老幾？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表示，截至11月18日

止，我國疫苗第一劑接種覆蓋率為76.71%、

第二劑為44.60%；換言之，全國只打第一劑

疫苗的民眾占32.11%，完整接種二劑疫苗的

民眾則占44.60%。無論是選擇哪一種疫苗，

為了得到更好的保護效果，「接種新冠疫

苗」是世界各國大力推行的政策，甚至有部

分國家早已如火如荼展開第三劑的施打。而

臺灣目前剛進入第二劑的施打進程，這樣的

接種進度與各國相比又是如何呢？ 

雖然臺灣目前接種第一劑的佔比已突破七成，但從上圖可見，臺灣疫苗的完整接種進度仍有很長一段路需要

追上。世界各國中，又以新加坡的接種率大幅領先，而國人的旅遊勝地日、韓二國，則分別為76%與78%。

造成國內兩劑完整接種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首先考量到的便是「長者的施打意願」。因為臺灣疫苗接種進程

是由高齡者往下開放施打，故照理來說，長者應是最先完成二劑接種的族群，然而根據10月中的統計資料，發現
仍有21萬名長者，與第一劑相隔超過16週，仍沒有接種第二劑疫苗。其次，則是民眾期待「開放混打」，而遲遲
不願施打第二劑，而指揮中心於第十三輪釋出的混打消息，在當時也確實造成接種AZ第二劑者的棄打潮。至於家
長對於「青少年接種」的擔憂，也是影響疫苗施打進程的可能原因之一。

兩劑接種率偏低的現況，對於即將到來的春節返鄉人潮，將是國內疫情傳染的一大憂患，因此避免疫情再度

失控，指揮中心根據旅客及同住家人的疫苗接種程度提供「14天、10+4天、7+7天」三種隔離檢疫方案。而對於其
他疫情嚴峻的歐洲國家，甚至以封城策略來抑制佳節時人口流動所帶來的感染風險。

(　　)1根據本文所述，下列哪一個選項是「各國疫苗覆蓋率」的比較目的？

A為了和世界強權一較高下   B由此判斷前往哪個國家最安全

C推測疫情何時得以結束   D呼籲疫苗接種進度的隱憂

(　　)2針對疫苗覆蓋率的統計表，下列何者判讀錯誤？ 

A大部分國家已有 50%的第一劑覆蓋率  B有九個國家的第二劑疫苗覆蓋率高於 70%

C新加坡的第一、二劑覆蓋率落差最小  D 臺灣與法國的第一劑接種率於伯仲之間

(　　)3政府為了提高疫苗覆蓋率，而進行宣導與推廣。下列說詞何者對於疫苗覆蓋率的提升最無用？

A與社區合作張貼「老人接種第二劑免驚」的宣導海報

B學校舉辦新冠肺炎相關的家長衛教座談

C公告混打效果極佳的研究報告

D各縣市政府衛生局主動派人關心未施打的高齡者

參考資料

1趕快來打第二劑！一表看臺灣與各國疫苗覆蓋率比較 | 疫苗出現緩打潮 | 要聞 | 聯合新聞網 (udn.com)
 https://udn.com/news/story/122190/5900913

易難易度疫情健康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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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病毒變變變
自從 2019年 12月，新冠肺炎爆發以來，最原始的病毒株已消失，而在 RNA複製的過程中發生錯誤，每個錯

誤都會讓核苷酸位點發生突變。不同地方的突變，就會導致傳染力及症狀有所差異，變種的病毒株也開始相互競

爭。下表為五大變種病毒的比較表：

Omicron變異株 Delta變異株 Alpha變異株 Beta變異株 Gamma變異株

發現地點 南非 印度 英國肯特郡 南非納爾遜曼德拉灣 巴西亞馬遜州瑪瑙斯

發現時間 2021年 11月偵測 2020年 10月偵測 2020年 9月偵測 2020年 10月偵測 2021年 1月起

主要流行

國家數
51個 184個 180個 117個 91個

傳播性與

致死率

．傳播高

．致死率未定

． 傳播率增加
100%∼ 220%
．致死率未有定論

． 傳播率增加約
60%
．致死率上升

． 傳播率增加約
60%
．致死率上升

． 傳播率增加
40%∼ 120%
．致死率未有定論

臨床症狀
發燒、咳嗽、呼吸

急促、症狀輕

發燒、咳嗽、喉嚨

痛、流鼻水、呼吸

困難、極少數嗅味

覺喪失

發燒、咳嗽、喉嚨

痛、呼吸困難

發燒、咳嗽、嗅味

覺喪失

發燒、咳嗽、

嗅味覺喪失

特色 突變最多 傳播力最高 傳散最廣 疫苗保護力下降 二次感染風險高

(　　)1根據本文，下列關於新冠肺炎變異株的突變，何者有誤？

ARNA複製的過程中發生錯誤  B 核苷酸位點發生突變

C突變導致症狀有所不同  D 同種病毒株會相互競爭
(　　)2根據上表變種病毒的介紹，下列各個比較項目與變種病毒株種類的配對，何者正確？

 比較項目 病毒株種類

(A)流行國家最多 Alpha變異株
(B)傳播力最高 Omicron變異株
(C)最早被發現 Delta變異株
(D) 二次感染風險高 Gamma變異株

(　　)3小明近日覺得身體不是很舒服，除了有感冒的症狀外，他的嗅覺也開始出了問題，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是他

感染到的病毒株？

AOmicron變異株  BDelta變異株  CBeta變異株  D Gamma變異株

參考資料

1 COVID-19病毒變身全解析：從 Alpha、Delta到 Omicron，重要變異怎麼發生？疫苗保護力追得上嗎？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twreporter.org)
https://www.twreporter.org/a/sars-cov-2-variants

易難易度生物科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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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包大歷史
無論是國際議題或是社會時事，當話題熱絡到一定程度後，人們就開始在搜尋引擎打上家喻戶曉的關鍵字，

接著又把目光集中在「懶人包」三個大字。各家媒體也多半會在報導中插入一張名為懶人包的說明圖，臉書、

Instagram更是常見類似的貼文，甚至如今疾病管制署所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資訊，有些民眾每日苦等的並非是冗

長的說明會，而是發布於社群媒體上的疫情懶人包。

究竟這所謂的「懶人包」是怎麼發展的呢？早在 10幾年前，一個名為批踢踢的社群平台上，就開始有了最初

始的懶人包。起初是因為有些熱門話題底下，激發許多討論與關注，導致留言量過多，讓人一時之間無法了解網

友們在爭吵什麼，這時就會有好心人將這些討論串的重要資訊精簡成一篇文章，讓其他想加入這場筆戰的網友們

可以迅速了解事情的發展，這也就是我們如今說的「懶人包」。在此之後，臉書與 Instagram的盛行，讓圖文搭配

的訊息傳播形式更受到推崇，原先只是文字敘述的懶人包，就開始搭配上表格、列點與圖示，成為了低頭族們在

快速刷新資訊時，可以藉此迅速由圖文形式的懶人包抓取重要資訊，而非張大眼睛看著一篇又一篇密密麻麻的長

文。

「讓讀者可以迅速、簡單了解資訊的一種呈現方式」就是懶人包的定義與目的，無論是以單純的文字敘述、

圖文、影片形式說明，只要所涉及的內容為一個議題或事件的相關知識，都可以說是該議題的懶人包。很適合用

於推廣難度較高的議題給初學者，或是為了讓那些不想看完文章、最近才關注這個議題的讀者，可以快速加入討

論。然而，這種便於讀者理解的資訊呈現方式，卻被冠上了「懶」這個負面標籤，有部分人認為，這是在助長閱

聽人「懶成習慣」，失去了自己爬文分析資料的能力，直接吸收刪減後不完整的資訊，甚至是閱讀到不中立的內容，

而受到誤導。

懶人包的出發點是好的，卻備受爭議。無論如何，懶人包也只是一種工具，如何發揮其對於資訊傳遞有著好

或壞的影響，除了仰賴懶人包的作者外，更憑藉著閱聽人的媒體素養。畢竟真正的懶人，恐怕連懶人包也不願意

點擊；漏洞百出的懶人包，也會被讀者默默按下右上角的「×」選項離去。

(　　)1下列成語何者不適合用來形容懶人包的設計目的？

A老嫗能解  B博大精深  C辭簡理博  D言簡意賅

(　　)2「有部分人認為，這是在助長閱聽人「懶成習慣」，失去了自己爬文分析資料的能力，直接吸收刪減後不

完整的資訊，甚至是閱讀到不中立的內容，而受到誤導。」下列選項何者是閱聽人在使用懶人包時，為避

免這種狀況，而需要的媒體素養呢？

A閱讀懶人包後接著恣意想像  B相信作者想傳達資訊的意圖

C搜尋更多資料進行多方比較  D傳遞懶人包連結給親朋好友

(　　)2下列何者最適合使用懶人包來了解資訊？

A想進行專題研究的博士生  B不願意接收相關訊息的民眾

C無法辨析內容正確性的小朋友 D 利用通勤時間關注資訊的上班族

參考資料

1懶人包歷史大解密：原來懶人包也有這麼多學問！懶人包真的很懶嗎？聊聊懶人包的歷史由來，替閱聽人帶來

的好處及爭議。 | by 張志祺 | 志祺七七 | Medium
https://medium.com/shasha77/easy-to-know-69e9b8cfdba

中難易度媒體識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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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況嚇嚇叫！婦女受暴議題暴漲
近日臺灣政壇掀起了一股話題熱潮，眾人們七嘴八舌的討論一番，卻是件與政治色彩不怎麼相關的議題—

一位女性立委在親密關係中被暴力對待。雖然這次因為主角是著名政治人物，讓「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議

題登上新聞版面，但事實上無論是在親密關係或是家庭關係中，婦女受到暴力對待的社會案件可說是層出不窮，

每一天都有受害者正躲在角落顫抖著。

2021年 11月 30日衛福部發布了歷年來第二次的《臺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調查報告》，其中根據統計資

料顯示，一年之內曾遭另一半暴力相向的比率為 8.99％，而其終生盛行率（註一）則高達 19.62％。也就是說，臺

灣婦女平均每 5人中就有 1人在一生中曾遭受親密伴侶暴力。而每一年統計出來的家暴案件數，更是一年比一年

還多，女性受害人從 2016年的 96萬人，增加到 2020年的 119萬人次。

而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追根究柢要從華人傳統文化開始說起。父權文化長年來影響著我

們的社會價值觀、性別角色與家庭地位，而在親密關係中，女性時常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產生許多施暴的

藉口，而天生生理上的弱勢，更是讓女性在這樣的暴力環境下手無縛雞之力。如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家庭壓

力的發洩對象也多半指向婦女，助長了家庭暴力案件量。

為了鼓勵社會大眾更重視這個議題，11月 25日，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每年從 11月 25
日到 12月 10日期間，國外有許多城市地標會亮起橘光響應；國內新北市的社區就曾戴上橘色口罩與服裝進行宣導。
全球各地展開不同的行動來支持終止婦女受暴，期望讓女性可以有個真正安全的避風港。

※終生盛行率（註一）：即在一生中至少遭受過一次親密關係暴力的人數比率。

(　　)1下列何者最接近本文的主旨？

A 說明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的弱勢地位  B討論政治人物受暴事件的內幕

C 介紹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   D 敘述女性於親密關係的受暴細節
(　　)2根據上文所述，下列選項敘述何者正確？

A因女立委受暴事件，臺灣加入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的響應

B國內女性一生中，有 19.62％的歲月都籠罩在暴力之下

C男性天生就有高攻擊性，才導致家庭生活的悲劇發生

D橘色可能是響應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中重要的顏色

(　　)3某國為了響應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想請代言人進行一系列的宣導活動，根據上文婦女受暴的原因敘述，

下列人選何者最不適合擔任該議題的代言人？

A提倡女性體態不應凌駕於專業之上的女主播

B為女性受教育權奮戰的馬拉拉

C宣導女性於親密關係中自主權的學者

D支持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學家

參考資料

1不只高嘉瑜！疫情下案件爆量，每天有 4500人在家暴陰影下—新新聞 (storm.mg)
https://new7.storm.mg/article/4083755

易難易度性別教育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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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內容

第 17案「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
同意→ 啟用核四

不同意→ 核四繼續封存

第 18案「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含有萊克多巴胺之
乙型受體素豬隻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製品？」

同意→ 含萊劑豬肉不得進口

不同意→ 維持現狀，仍進口含萊劑豬肉

第 19案「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半年內，若
該期間內遇有全國性選舉時，在符合公民投票法規定之情

形下，公民投票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

同意→ 公投綁大選，公投成案半年內遇大選需同時
舉行

不同意→ 公投與大選脫鉤

第 20案「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
潭藻礁海岸及海域？」 

同意→ 規劃三接替代方案

不同意→ 維持原址蓋三接

四大公投案中，最受爭議的就是第 17與 18案了。其中第 17案，針對核四重啟議題，正方認為全國近年 3次

大停電，就是能源不足的最佳證據，且每年因空污罹患肺癌的死亡人口高達近 9000人，持續依賴火力發電，將導

致臺灣空氣汙染問題愈發嚴重，而核廢料的安置，目前主流作法是乾式儲存，只要再處理，就可成為新核能。反

方則是認為，核四廠下的 S斷層對電廠的影響有待商榷，一個不小心，臺灣就會成為第二個福島（註一）。而存

放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仍是一個謎，又有誰會願意住家旁就是核廢料處理場呢？至於核廢料的外洩可能性，更

是無法預估的，如今也有更多再生能源可以選擇。

第 18案，對於萊豬的禁止與開放，主要爭議點就在於食安。所謂的萊克多巴胺—也就是瘦肉精，使用的目

的在於增加動物體重，使動物之瘦肉比例增加，並提升飼養效率。而針對萊克多巴胺對人體的危害，有部分人認為，

既然本身就是不健康的添加物，為何還要攝取呢？而另一部分人，則是以「容許添加濃度」進行預防，認為只要

對添加量有所限制，就可以避免人體食用過量而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這一次的公投，各派有其考量的出發點。匯集不同立場的聲音，才能讓政府更了解從不同角度切入議題，人

民所看到的面向與執政者有何異同，以利作為未來施政的參考依據。

※（註一）福島核災：日本福島的核能發電廠，因地震與海嘯而設備故障，導致核汙染擴散開。

(　　)1下列何者是作者針對公投議題於本文的觀點？

A 以自身的立場勸說他人    B詳細解說四大公投案的各個立場

C 客觀說明正反方的理論依據    D激發民眾公投參與的動機

(　　)2針對核四重啟之正反方意見，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A) 因國內能源不足問題，讓部分人支持重啟核四 B 核廢料儲存後還有再利用的可能

C 福島是個將核能妥善利用的模範   D核能可以減少火力發電造成的空汙問題

(　　)3小新希望可以更了解四大公投中第 18案的內容，而上網找資料。下列選項何者不是他搜尋時會使用的關

鍵字？

A瘦肉精的成分介紹  B萊克多巴胺的風險  C容許添加濃度的制定  D國外飼養牛隻的方法 

參考資料

1懶人包／「四大公投」倒數　題目、時程等重大須知一次看 | 政治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041017

2四大公投意見發表會第 5場 正反交鋒一次看 | 政治 | 重點新聞 | 中央社 CNA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2115002.aspx

四大公投懶人包

中難易度發展政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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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主題 中難易度

是神器，還是版權殺手？
機上盒的灰色地帶

東京奧運賽事如火如荼的展開，體壇諸多豪傑在各個競賽項目中大展身手，家家戶戶都不約而同的守著電視

機，為正在比賽的選手們喝采。然而，原先被競賽佳績佔滿版面的新聞台，卻因為國內某知名藝人使用非法機上

盒觀看賽事的消息，掀起了新一波話題熱潮。

機上盒的功用，並不只有收看體育賽事的轉播，更可以用來追劇、看動漫、看電影、看卡通等等，甚至還能

透過機上盒直接由電視觀看Youtube上創作者的影片。也就是說，現今影音觀看的途徑，已不似從前僅限於電視台、

光碟片、網路論壇或是手機 APP，而是將一個小盒子連接至電視機，就能不受節目表的限制，藉由機上盒觀看任

何能搜尋到的影視作品。

究竟如此便利的神器，是怎麼佔據新聞討論版呢？機上盒的出現，可說是打破網際網路與電視台疆界的新科

技，但有些品牌所謂的「免費看國內外各大頻道」，卻是由不肖商家藉由違法破解電視台訊源，再接到機上盒播

映給消費者，賺取不法錢財，而可隨意挑選影視作品的軟體，更是內建的非法影視軟體。民眾私下購買未取得合

法授權的機上盒，若有下載非法影音的行為，就有可能觸犯著作權法，而被處以有期徒刑、拘役或是罰金，即使

沒有面臨刑責，也須承擔機上盒業者被警方查緝而切斷訊號，花了錢又無法順利觀看節目的風險。

這種功能整併的機上盒，事實上也有許多合法授權的好選擇。例如：Apple TV、中華電信MOD等，都是經過

NCC檢驗合格的廠家，民眾也可以在購買前先至 NCC型式認證資料庫查詢，確認廠家資訊，避免誤入了非法觀看

影音的歧途。

(　　)1根據本文，下列關於標題中「灰色地帶」一詞的使用，何者說明正確？

A使用機上盒收看節目畫質不好 B機上盒的操作過程太複雜 

C有些機上盒會觸犯法律  D很難區分是否為合法機上盒

(　　)2「也須承擔機上盒業者被警方查緝而切斷訊號，花了錢又無法順利觀看節目的風險。」下列選項何者最適

合用來描述這個情況？

A八字沒見一撇  B賠了夫人又折兵  C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D不見棺材不落淚

(　　)3下表為依據本文所整理的機上盒特性資料，何者敘述有誤？

優點 疑慮

A 免費看國內外各大頻道 為違法破解電視台訊源

B 可隨意挑選影視作品觀看 為內建的非法影視軟體

C 可收看體育賽事的轉播 訊號不穩定易斷線

D 可免費下載盜版影音 違反著作權法

參考資料

1安博盒子是什麼？有違法嗎？有合法版的安博盒子嗎？觀看盜版機上盒會被罰嗎？ (yahoo.com)
https://tw.news.yahoo.com/%E5%AE%89%E5%8D%9A%E7%9B%92%E5%AD%90-
%E6%A9%9F%E4%B8%8A%E7%9B%92-%E9%9D%9E%E6%B3%95-%E5%A5%A7%E9%81%8B-
%E8%BD%89%E6%92%AD-%E9%99%B3%E5%BB%BA%E5%B7%9E-%E6%9C%B1%E7%AB%8B%E5%80%
AB-080800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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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難易度名人傳記主題

天才駭客與政治哲學家—唐鳳
大家所了解的唐鳳，是一個臺灣的天才兒童、超級駭客、政治家。在教育界中，是這麼介紹她的：智商 180的

天才兒童「在家自學」的成功案例。在政治界中，是這麼介紹她的：天才 IT大臣。而在唐鳳的諸多訪談中，我們發

現她有以下這些成功要素：

全方位斜槓

唐鳳在資訊方面卓越的能力，可以從過去曾擔任多間公司顧問，並將這樣的能力運用於政治中，讓臺灣得以在

國際上嶄露頭角。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 2017年聯合國論壇中以「數位機器人」的模式在會議中視訊的事蹟了。而

她在教育、哲學、語言方面的卓越水平，更是她源源不絕的創作基底。

化不可能為可能    

唐鳳在一次親子天下的專訪中提及：「我想做的，都是無法完成的事。可以完成的事，我就不會再去做了。」

故其創造力極佳，造就了她在各個領域上的卓越成就。例如：利用視訊科技，化身法官「機器人」，坐在辦公室中，

訊問法庭上的證人，解決開庭時可能面臨的交通問題。對她而言，限制就是為了突破而存在的，若在投入心力的過

程中感覺到艱難，那代表著自己選擇做了「對」的事。

好奇心是求知慾的開端

唐鳳兒時藉由閱讀大量科幻小說，來引發對於「硬科學」的好奇心。現今有許多科幻小說的背景設定與架構，

是依據確實存在的理論基礎進行描述的，而在小說中的理論介紹固然不如教科書完備，但當讀者跟著劇情閱讀時，

就有可能基於對於小說的喜愛，而對理論內容有了追根究底的精神來探索。

不輕易被灌輸

「他並沒有灌輸我任何東西，可能他唯一灌輸我的東西，是不要被任何人灌輸任何東西的態度。」這是唐鳳在

一次訪談中，回想起父親兒時對自己的教育方式所說的。她明確掌握了「媒體識讀」的核心，針對任何網路媒體、

書籍、刊物、人物等資訊的來源都以一種懷疑的態度來檢核其內容的正確性，也因此，唐鳳在知識的接收上比別人

多了一層「思考」，她的學習是主動的，而非被動接收塘塞。

唐鳳的學習歷程與職場生涯，可以說是近全方位的斜槓青年。然而她的成功，除了以「天才」稱之，更是因為

對學習有著自己的堅持，才得以成就如今的這位數位大臣。

(　　)1唐鳳在一次親子天下的專訪中提及：「我想做的，都是無法完成的事。可以完成的事，我就不會再去做了。」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這段話？

A柳暗花明又一村      B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C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      D登高山而小天下

(　　)2下列不同特質的名人，何者與本文所述唐鳳的成功要素相去最遠？

A 東漢張衡：精通天文、數學、地理、文學等  B愚公：決心移走擋路的大山

C 王羲之：放浪形骸，不在乎他人的眼光   D屈原：不隨著世俗影響自己的心志

(　　)3主持人正在為即將蒞臨現場演講的唐鳳進行開場，根據本文，下列關於唐鳳的介紹內容何者正確？

A唐鳳是一位資訊領域的偏才     B他突破了能力限制，曾擔任法官一職

C從前他是個熱愛閱讀的孩子     D他從小就是順從父親的孝子

參考資料

1天才駭客與政治哲學家—唐鳳 . 超齡的知識水平，使得他在傳統的教育體制下不被接受。轉而在家自學，運用
多方面的學習⋯ | by 向光 | 技能交換｜家教｜讀書會 — 托特 thoth | Medium
https://medium.com/%E6%89%98%E7%89%B9-thoth/%E5%A4%A9%E6%89%8D%E9%A7%AD%E5%AE%A2%E8%8
8%87%E6%94%BF%E6%B2%BB%E5%93%B2%E5%AD%B8%E5%AE%B6-%E5%94%90%E9%B3%B3-a7d45940e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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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難易度心理健康主題

心理與口腔有何關係？心口司分家啦！
公共政策網路平台，是一個供民眾自由提案，藉由網路的力量集聚附議者，來讓政府聽見人民聲音的管道，

民眾只要在 60天之內取得 5000份的附議書，主管機關就會在兩個月內具體回應，而這個平台也確實推動或修改

了不少政策，例如：「酒駕累犯」增設刑法懲罰的議題。而近年來很常被提到，也順利通過附議上陳政府機關的

重要案子，「心口司」分家就是其中之一。

心口司是隸屬於衛福部底下的一司，主要負責心理健康、精神醫療、成癮、口腔衛生方面的事務，其全名為「心

理及口腔健康司」，而這當中的「及」字，正是該司備受爭議的原因—心理與口腔兩者毫無關聯卻合併設置，

造成專業人力配置不清，業務無法順利推動。長年下來，即便各界聲浪都支持兩者應獨立設置，卻在政策之下遲

遲無法分家。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各部組織規模以設置 6到 8個司為原則，而衛福部於 107年破例設置

第 9個司「長期照顧司」，心理與口腔的分立就又被延宕了。

隨著自殺案件層出不窮，社會安全網也日益受到重視，心理健康議題成為政府機關全力推動的一大要點，而

龐大的業務量，也使得被擱置已久的心口司分家案再度浮上檯面。衛福部也終於完成了計畫，準備讓兩個領域回

歸其專業。分立為「心理衛生司」（或心理健康司）以及「口腔健康司」，並規劃於心理衛生司底下設立六科，

分別為：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科、精神醫療科、成癮防治科、特殊需求處遇科、司法精神科、社區心理衛生科。

心口司分家的執行，除了展現人民在公共政策上所具備的影響力外，也代表著心理健康議題漸漸受到社會所

重視，心理與口腔多年來被置於一司的窘況，也終於隨著政策修改而畫下句點。

(　　)1根據本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是心口司常年來無法分家的原因？

A心理與口腔都同為醫療健康項目 B法規有規定各部可設置的司的數目

C心理健康不受到社會重視  D 心理與口腔專業人員可以互補
(　　)2根據本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並非心口司分家後能帶來的效益？

A心理與口腔可回歸各自的專業 B人力配置得以更加完善

C可以在底下設置更多科  D兩個領域的業務推動更順利

(　　)3依據上文所述，下列關於心口司分家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一直以來都沒有人在乎心口司是否要分家

B心口司分家有在公共政策網路平台被提案

C公共政策網路平台的案子政府都會予以回應

D 要先刪減其他司才可以讓心口司分家

參考資料

1獨／全台最大部會！心口確定分家 衛福部將設第十司 | 政治 | 要聞 | 聯合新聞網 (udn.com)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5802285

2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mohw.gov.tw)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mp-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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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難易度社會議題主題

鮭魚之亂
「張鮭魚之夢先生您好，請出示身分證件讓我們確認喔！」、「許星光流連擊鮭魚先生好，可以進來用餐

了！」⋯⋯成群結隊名為「鮭魚」的民眾，湧入知名連鎖壽司店享用美食，究竟是為什麼在同一個時期下，出現

這麼多「鮭魚」現身，來吃食自己的鮭魚同伴呢？

2021年臺灣當地掀起了一陣「鮭魚之亂」，知名連鎖壽司店，於 3月 15日推出「愛的迴鮭，尋人啟事」行銷

活動，只要消費者名字與「鮭魚」有關，可享五折，甚至同音同字者，可享整桌免費食用優惠。而店家所推出的

這免費活動，看似是不可能的任務，卻真的湧入了各縣市的「鮭魚」們前來消費。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名字中

有「鮭」、「魚」二字者，已是少數，更何況是所謂的「陳鮭魚」、「吳鮭魚」。這些吃著免費壽司的「鮭魚」們，

正是為了這次的行銷活動，專門去戶政事務所改了自己的名字。

正因為這群一夕之間出現的鮭魚們，導致戶政事務所的行政人員傷透了腦筋，而活動店家也因此超乎預期的

被白吃白喝了好幾頓，甚至有民眾仗著自己吃免費的，而將一盤又一盤的壽司留下白飯，只吃掉上頭的生魚片，

造成食材浪費的情況發生。此次的改名風潮，也開始了一連串針對「貪小便宜」的爭論，大眾開始反思如今的社

會是怎麼一回事，才動搖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精神，而是否有改名次數用盡而當了永遠的鮭魚的情況，

更是被眾人所熱議。甚至國外媒體也跟風報導了這樁奇案，還出現了不少相關的迷因、梗圖在諷刺這場鬧劇。

隨著活動結束，這些活躍於壽司店的「鮭魚」們悄悄消失在身分證欄位上。原先單純的店家行銷活動，超乎

預料的佔據了國內各大媒體版面，不只吸引前往一覽奇觀的食客，也無意間替品牌打了最佳的廣告，並讓原先國

內熱烈討論的趣事，躍上國際新聞版面，成為了全球皆知的奇談。

(　　)1根據本文所述，這次的「鮭魚之亂」反映了哪個社會現況？

A 國內民眾對生魚片的熱愛  B現代人對自己的名字無認同感

C為了折扣不惜麻煩達成活動條件 D消費者很容易被行銷活動吸引

(　　)2針對此次的改名風潮，有網友以成語大玩諧音梗，例如：眾望所歸（鮭），下列成語何者不適合以諧音雙

關來諷刺「鮭魚之亂」？

A實至名歸  B同歸於盡  C認祖歸宗  D駕鶴西歸

(　　)3根據本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是「鮭魚之亂」所帶來的後續效應？

A該活動的行銷效果低落  B有民眾因此而不愛惜食物

C該品牌因此而被謾罵   D活動店家因此虧損嚴重

參考資料

1臺灣的「鮭魚之亂」，讓日韓媒體也瘋狂？ | 陳慶德 | 遠見雜誌 (gvm.com.tw)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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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解答
　　好康嚇嚇叫！先來後到的三倍×五倍券

　　答案：1D 2C 3B

　　疫苗覆蓋率大比拚：臺灣排行老幾？

　　答案：1D 2B 3C

　　超級病毒變變變

　　答案：1D 2D 3A

　　人懶人包大歷史

　　答案：1B 2C 3D

　　社會實況嚇嚇叫！婦女受暴議題暴漲

　　答案：1A 2D 3D

　　四大公投懶人包

　　答案：1C 2C 3D

　　是神器，還是版權殺手？！機上盒的灰色地帶

　　答案：1C 2B 3C

　　解析2

　　A八字沒見一撇：比喻事情毫無眉目，未見端緒。

　　B 賠了夫人又折兵：以比喻不但沒有占到便宜，反而吃大虧。

　　C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比喻本來想害別人，結果害了自己。自食其果。搬：移動

　　D不見棺材不落淚：比喻不到徹底失敗的時候不肯罷休。

　　天才駭客與政治哲學家—唐鳳

　　答案：1B 2C 3C

　　解析1

　　A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喻絕處逢生，忽現轉機。

　　B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不可行，卻仍挺身去做。

　　C天下無不散的宴席：比喻世事無常，有聚必有散，分離是不可避免的。

　　D登高山而小天下：比喻眼界開闊，見識廣遠。

　　心理與口腔有何關係？心口司分家啦！

　　答案：1B 2C 3B

　　鮭魚之亂

　　答案：1C 2D 3B

　　解析2

　　A實至名歸→實至名「鮭」：可有實際改名為鮭魚之意涵，諷刺眾多改名者。

　　B 同歸於盡→同「鮭」於盡：可有改名為鮭魚直到最後之意，諷刺改名次數用完而無法改回

本名者。

　　D駕鶴西歸→駕鶴西「鮭」：無法以諧音雙關解釋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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