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年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英語科

閱讀題本
29

資料提供者
考生：
教師：向老師

疑義性質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試題內容

The idea may hit you once or twice a year. You come home on a hot summerday, hoping to have a cool bath, and find
out there is no water. Then you see how important water is in your everyday life. However,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ater
is not just about one’s everyday needs.
In countries like Tanzania, water is hard to get, and the job of collecting water falls on women’s shoulders. Girls are often
kept home from school to collect water while their brothers stay at school studying. Studies show Tanzanian girls who live 15
minutes from clean water spend 12% more time at school than those who live an hour away. More time spent collecting water
means less time for learning. For these girls, “Knowledge is power” is not just words; it is a sad fact in real life. With less time
spent at school, their chances of getting well-paid jobs are small, and they often have no voice in important matters, like who
to marry. These girls are often married into poor families. They have little money or knowledge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who often end up dying young. For the baby girls who are lucky enough to live, their life may still center around
“water,” just like it did for their mothers.

29. What is the reading mostly about?
(A) Why it is important to save water.
(B) How water may give a country power.
(C) How water may play a part in one’s future.
(D) Why it is hard to get water in poor countries.

決議

維持原答案

1.

疑
2.
義
內
容

(C)選項中的 one 有問題，原因是 one 可以代替任何人，而根據文義應該是 water plays a part in Tanzanian girls’ future,而不能用 one,
因為 one 可泛指所有人，所以是誤導讀者。
題幹是個性別議題，而不是水的議題，文中所提的原報告的研究是探討女性和男性性別所造成的不平等現象，取水不是唯一女性
做的工作，還包含收集柴火、照顧家人、煮飯等，所以說水對女性未來有影響也是錯誤的推論，重點是性別，不是水，如果她不
是女性，他也不用花那麼多時間取水，此外根據聯合國另一份報告，如果只讓水井設置地點靠近女性的住家，並不能完全解決女
孩受教育的時間較少的問題，而是必須加入性別平等的教育，才能真正增加女孩受教育的時間，所以(C)選項中 water may play a part
in one ’ s future 是錯誤的推論，是 gender，而不是 water。

1. one 一詞為不定代名詞，可指「一個人、任何一人」
，不能與 everyone 任意互為解釋，語意上也沒有特指哪一個人或是指涉所有的人。
選項(C) How water may play a part in one’s future.應解讀為「水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未來」
，而不是「水如何影響任何人／所有人的未
來」
。選項(C)的敘述“one’s future”沒有錯誤，不需明述是“Tanzanian girls’ future”。one 一字於此的用法沒有問題，也非刻意誤導讀者。
2.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所有試題皆通過國內大學英語系所中外籍教授審核，先由母語為英語，且英語專業出身的英美籍教授審查通過
後，再由本國籍的教授審查，確保所有字句符合英語語法與使用習慣。
3. 非洲國家男女不平等的議題有許多面向，造成女性弱勢的因素也很多，水源是其中一項因素。疑義者所提女性必須收集柴火、照顧
說
家人、煮飯等，的確也是耗費女性時間的原因，然本文並非在比較男女性別造成未來發展的差異，而是主要討論在性別不平等，男
明
女工作分配不均的環境之下，身為必須肩負取水工作的女性，家距離水源較遠者，其未來的發展的確比家距離水源較近者弱勢，從
文中即可知家離水源遠近影響到女性就學時間的長短，及後續對未來的影響。選項(C)How water may play a part in one’s future.即明
白表示水是影響女性未來的(其中)一個因素。
4. 疑義者所提聯合國報告中設置水井是解決女性弱勢與受教時間問題的其中一項措施，即表示水源的遠近對女性的確有影響。不論就
選文內容或是聯合國報告的內容，選項(C)的推論並無錯誤，且考生應就選文內容做判斷，就本題組選文的內容，選項(C)是最佳解。
5. 本題維持原公布答案(C)。

104 年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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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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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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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內容

題幹第三行……fewer and fewer young people go to church, which leads to an older church.

疑
義
內
容

建築物本身年齡大才會用old，不會因為其中的人年齡大而稱之為an older church.

1. church 一字除了指「教堂(建築物)」外，也可指「教會(團體)」
。文中“fewer young people go to church, which leads to an older church” 的
church 做「教會(團體)」一意解。且該句後附括號說明“see Figure 2”，引導讀者配合圖表二閱讀，不至將 church 解讀為「教堂(建築
物)」一意。
說 2.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所有試題皆通過國內大學英語系教授審核，先由母語為英語，且英語專業出身的英美籍教授審查通過後，再由
本國籍的教授審查，確保所有字句符合英語語法與使用習慣。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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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題號
聽力題本
19

資料提供者
考生：羅同學、張同學
教師：

疑義性質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決議

維持原答案

第 19 題
試題語音
(A) She may be too lazy.
(B) She may not like him.
(C) She may have to stay home.
1. 當下聽完，認為最可能的答案可以為 B、C。大多數人會認為 B 為最佳解答，但我認為她應該不喜歡和他去看電影，不代表她不喜
歡他，有可能她喜歡戶外大自然的活動；另也有可能是個人隱私，如家人生病需照顧，或生理期，因而必須留在家。其次，英聽內
容不應有延伸、推理、想像或隱含的題目。若對一個專心在學習的人而言，在社交上可能無法去馬上理解對方的婉轉拒絕，因此我
強烈表達第 19 題題目及答案出得有爭議（針對目前國中階段正在專心學習的人不公平），應該 B、C 二答案皆可通過。謝謝。
2. 此題不應該有標準答案，三個選項均有可能，有人認為他真的有事情，有人認為他是宅女，「標準」答案為 B，應該是成人社會化
所認為的答案吧，建議此題三個選項，均予計分。（既然用 may，就應該沒有標準答案）

1. 推論能力對於語言學習，不論是閱讀能力或是聆聽能力，都是非常重要的次能力，也是國中生學習英語時必須習得的能力。英聽試
題評量學生推論的能力合乎語言學習的邏輯。
2. 從兩人對話可知，女生第一次拒絕男生的理由是必須待在家裡打掃，第二次的理由是必須去上舞蹈課，第三次則是說一整年都沒空。
從女生把一整年都沒空當理由來判斷，將其拒絕的原因解讀成她不是不喜歡對方，而是因為比較喜歡大自然、因為家人生病或因為
自己的生理問題等都不合理。
說
3. 本題問題為“Why doesn’t the woman go to see a movie with the man?”，必須就整體對話內容作判斷。若只憑藉著前兩次的理由而判斷
明
女生真的有事情而拒絕邀約，僅為片面地理解語音內容。
4. 從女生第二次拒絕的理由”I have to go to a dance class.” 可知女生並不是一直都必須待在家，亦不是宅女，因此選項(C) She may have
to stay home. 與內容不符。語音內容提及女生須打掃家裡、上舞蹈課並且一整年都會很忙，與選項(A) She may be too lazy.亦不符合。
5. 從女生三次的理由來判斷，選項(B) She may not like him.是最符合女生拒絕男生邀約的原因，是本題的最佳解。
6. 本題維持原公布答案(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