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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題
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
全球創意行動挑戰（英文：Design For Change，簡稱DFC）是一個在印度發起的創意學習活動，
為引導中小學孩童透過自主學習發想，尋找身邊的或是社會上的問題，並思考改善方法、解決問題的
最佳情境，進而實際行動解決問題的挑戰活動。此挑戰活動於2009年自印度發起，2015年已發展至近
40個國家，有超過兩千萬名孩童參與過此挑戰。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問題】：木蘭可以是DFC的代言人嗎？我們可以說，在流傳已久的樂府民歌木蘭詩中，木蘭早已為世
人示範了：發現問題、思考解決方案、付諸行動解決問題等DFC的實施步驟。請對照木蘭詩中的敘事情
境與「全球創意行動挑戰」的內容，加以分類、配對(答案含複選)：
配對項目：
(Ａ)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Ｂ)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Ｃ)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Ｅ)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
(Ｆ)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
(Ｇ)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分類項目：
1.尋找身邊的或社會上的問題→（A、B、C）
2.思考改善方法、解決問題的最佳情境→（ D ）
3.實際行動解決問題→（E、F、G）
二、單一選擇題
倫敦大瘟疫期間，牛頓也得配合居家避疫。
1665 年至 1666 年間，倫敦市爆發了大規模的鼠疫，超過十萬人死亡，相當於當時倫敦人口的五
分之一，史稱「倫敦大瘟疫」。當時莎士比亞的墓木已拱，而科學之光正慢慢地在歐洲點亮。那一年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畢業生當中，有一位二十二歲的天才數學家，名字叫作艾薩克．牛頓，彼時已
經發現了廣義二項式定理，並自行發展一套新穎的數學理論，就是後來世人所稱的「微積分學」。由
於瘟疫的關係，劍橋大學的所有課程都被迫停止，牛頓無法留下來繼續進修，於是暫時退居到近百公
里外的家族產業中居住避疫。那個時代的居家防疫，不需要應付許多的線上會議，也不需要看教授跟
同學的電子郵件，當然也不能上網打電玩追劇。結果，牛頓這位天才就在家裡面「智能大爆發」。
首先，他繼續完善了他的微積分理論，寫出了許多相關論文。另外，他沒事在自己的臥房裡面，
對著從窗戶照入的陽光玩三稜鏡，玩出了最早的光學理論。他看見陽光透過三稜鏡後，變成七彩的光
譜，心想光線顯然不像前人所以為的是「純」的，而是由許多種不同性質的光混合而成的。他在臥房
裡設計了許多實驗，把這物理現象搞了個透澈，日後寫成了一部巨著《光學：關於光線的反射，折射
，與顏色的論述》。
同樣也就在這個時間地點，發生了日後被瘋傳的「牛頓與蘋果」事件。傳聞牛頓坐在蘋果樹下，
被落下的一顆蘋果打到了頭，因而發現了地心引力。真實情況可能並不如此的戲劇化，但牛頓房間的
窗外真的有一棵蘋果樹，他經常看到蘋果從樹上落下。如果是我們這些傻瓜遇到的話，大概會趕快把
這「防疫蘋果」撿來吃了，順便讚頌「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不會想太多別的，但還好牛頓不
是我們。
牛頓看到了蘋果落下，腦子裡就飛快地想：「咦，地球不是在自轉嗎？自轉的速度還飛快。那麼
，這顆蘋果為什麼是直直落下，而沒有被地球甩飛出去呢？這一定表示存在著什麼看不見的力量，把
蘋果牢牢地抓住才對吧？」牛頓的窗外應該也可以看得見月亮，因為他接下來又想了：「說起來，月
亮掛在天上，也沒有繩子拴住，怎麼總是賴定了地球，不會飄走呢？這麼說，地球一定也有發出一種
看不見的力量，把月亮拉著吧。這力量跟它用來拉住蘋果的力量，應該就是同一個，而月亮應該也有
對地球發出同樣的拉力，只是規模小一些而已。」「萬有引力」的概念就此萌芽。在此後的幾年間，
牛頓把萬有引力的數學鋪陳出來，幫助他創造了其他的力學原理，最終出版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從此，被視為宇宙真理的「三大運動定律」就誕生了。
（汪漢澄 瘟疫中的群星閃耀）
4.( B ) 根據前文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歷史上並不承認牛頓是因蘋果而發現萬有引力的說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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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牛頓封閉在家，卻未停止科學與研究的腳步 (Ｃ)幾世紀前的居家防疫工作，對牛頓的發現與
研究造成不良影響 (Ｄ)蘋果落下、月亮不飄，是讓牛頓發現微積分學的數學理論的契機。
5.( D ) 「從我有記憶開始，母親的一雙手就粗糙多骨的。她整日的忙碌，從廚房忙到稻田，從父親的一
日三餐到長工的『接力』（鄉語點心之意），一雙放大的小腳從沒停過。手上滿是裂痕，西風起
了，裂痕張開紅紅的小嘴。那時候哪來像現在主婦們用『薩拉脫、新奇洗潔精』等等的中性去汙
劑，洗刷廚房用的是強烈的鹼水，母親在鹼水裡搓抹布，有時疼得皺下眉，卻從不停止工作。洗
刷完畢，餵完了豬，這才用木盆打了一盆滾燙的水，把雙手浸在裡面，浸了好久好久，臉上掛著
滿足的笑，這就是她最大的享受。」（琦君 媽媽的手）下列何者的說明與本文的意旨「不符合」
？ (Ａ)感念母親對一家老小的用心照顧 (Ｂ)肯定母親對家庭的無私付出 (Ｃ)描述母親的辛
勞與慈愛 (Ｄ)為往昔主婦的處境感到不平。
6.( C ) 「同樣是說話，同樣是闡述自己的思想，有人惹來了一身麻煩，有人卻贏得了陣陣掌聲，這就是
表達的哲學。」（馬克吐溫）這段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把話說清楚講明白，就
能贏得支持 (Ｂ)希望別人相信你，就不能全說真話 (Ｃ)說什麼話不打緊，重要的是怎麼說 (
Ｄ)為了避免麻煩，將想法藏心裡最好。
7.( B ) 「在人生的旅程中，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別人的幫助，因為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個普遍聯
繫的整體，沒有誰能夠脫離周圍的事物而孤立地存在，但在接受別人幫助的同時，我們也要學會
去幫助別人。」根據這段內容，下列何者闡述正確？ (Ａ)我們只需被動地等待幫助，而不必主
動尋求 (Ｂ)永遠懂得幫助別人的人，其實是幫助了自己 (Ｃ)只要願意為別人犧牲，就能獲得
對等的報酬 (Ｄ)世上不變的道理只有一個，就是只能幫助弱者。
◎閱讀下文後回答後面問題：

（資料來源：未來 AI 發展八大新趨勢）
8.( C ) 根據前文圖片，下列選項說明何者最正確？

(Ａ)AI 是物聯網時代的核心，可運用在「人臉指
紋」、「視覺」等十個項目 (Ｂ)「智慧控溫器」、「智慧樓宇」可算是「智慧城市」的展現 (
Ｃ)「智慧醫療」可表現在「基因檢測」、「遠端照護」等面向 (Ｄ)「用手機付錢」可說是 AI
在「智慧電網」的運用。
9.( A ) 明朝 林瀚 誡子弟云：「何事紛爭一角牆，讓他幾尺也無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這首詩最主要是在告誡子弟什麼道理？［93.第一次基測］ (Ａ)勿逞強好勝，理性寬容萬事
通 (Ｂ)勿臨渴掘井，事未至而預先謀 (Ｃ)勿好高騖遠，腳踏實地必有成 (Ｄ)勿驕傲自負，
聰明反被聰明誤。
10.( B ) 小華向長輩介紹家人，下列稱謂語的使用，何者正確？［91.第二次基測］ (Ａ)「先父」目前
任職私人機關，工作非常忙碌 (Ｂ)「家母」喜愛閱讀，營造了家中濃郁的讀書風氣 (Ｃ)「尊
兄」擅長運動，尤其熱衷籃球 (Ｄ)「敝妹」活潑可愛，是全家人的開心果。
11.( B ) 「有運動家風度的人，寧可有光明的失敗，絕不要不榮譽的成功」，句中「光明的失敗」採用映
襯的修辭技巧，下列何者「不是」使用這種手法？ (Ａ)天下每一個和樂的家庭，子女們都是爸
媽「甜蜜的負荷」 (Ｂ)科學家所描繪的外星人，將會是地球人類「親愛的朋友」嗎 (Ｃ)他連
續三天打破玻璃窗，所以只好硬著頭皮接受老師「溫柔的痛罵」 (Ｄ)鵝媽媽孵卵，不小心破殼
冒出一隻醜小鴨，也真是個「美麗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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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後回答後面問題：
人生何嘗不像一場競賽。跑得慢的人有些會怨天尤人，一路上窩囊委屈；有的卻抱著龜兔賽跑的
精神，努力不懈直到終點。而那些跑得快的也不見得永遠領先，有的後繼無力被人超前，有的半路摔
倒一蹶不起，選擇放棄。因此，
。
12.( D ) 根據文意，畫線處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Ａ)人生的競賽往往是暗潮洶湧的 (Ｂ)臺前風光是
背後汗水累積而成 (Ｃ)勝敗皆由天定，無須怨天尤人 (Ｄ)堅持到底的人才是最後的贏家。
13.( A ) 下列選項「 」中的疊字，何者是用來描摹聲音的狀聲詞？［104.會考］ (Ａ)「嘖嘖」稱奇的
老師 (Ｂ)「侃侃」而談的官員 (Ｃ)「滔滔」不絕的名嘴 (Ｄ)「聲聲」叮嚀的母親。
◎閱讀下文後回答後面問題：
敕勒歌 佚名
敕勒川○1 ，陰山○2 下。天似穹廬○3 ，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註：○
１川：原野。
２陰山：在今內蒙一帶。
○
３穹廬：氈帳，俗稱蒙古包。
○
14.( A ) 關於前列敕勒歌與木蘭詩的比較，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Ａ)皆為北方民歌的樂府詩 (Ｂ)皆為
敘事詩，歌頌戰士的英勇 (Ｃ)兩首詩皆一韻到底 (Ｄ)皆運用大量的狀聲詞，加深讀者印象。
15.( B ) 「人生沒有跳不過的火燄山。」這句俗諺與下列何者意思最接近？［98.第一次基測］ (Ａ)挫
折可試驗一個人的品格 (Ｂ)只要肯行動就能超越苦難 (Ｃ)人總是在錯誤中累積經驗 (Ｄ)痛
苦可以成為美好的回憶。
16.( D ) 小敬搬新家，阿嬌欲送禮金表達祝賀之意。下列題辭，何者最適合寫在賀儀封套上？［104.會考
］ (Ａ)近悅遠來 (Ｂ)造福桑梓 (Ｃ)宜室宜家 (Ｄ)喬遷之喜。
17.( D ) 三國演義第九十六回。馬謖失街亭後，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並言：「吾非為馬謖而哭，吾想先帝（
劉備）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因此痛哭耳
！針對上文，下列形容「劉備／諸葛亮」的詞語何者正確？ (Ａ)禍從口出／痛失愛將 (Ｂ)見
微知著／如喪考妣 (Ｃ)多言必敗／慈悲為懷 (Ｄ)先見之明／悔不當初。
18.( A ) 愛因斯坦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觀，也都說自己的理論是對的。」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
者最接近？［99.第一次基測］ (Ａ)人們總是依賴主觀的認知去斷定外在的事物 (Ｂ)謬誤與真
理如同睡眠和覺醒一樣是相反相成的 (Ｃ)世界是個舞臺，人們都戴著面具扮演自己的角色 (Ｄ
)每個人對於真理都有獨特的見解，但真理只有一個。
19.( D ) 「書齋是文人藏書、讀書、創作的地方，深受文人的重視，所以文人為書齋取名，常如為子女取
名一般重視。其名稱，除了『書齋』外，也有稱『室』、『居』、『軒』或『堂』的，從名稱往
往能看出主人的修養、愛好、追求或希望。也能表露主人的性情和志趣。」這段關於書齋的敘述
，何者「並未」說明？ (Ａ)書齋對文人的意義 (Ｂ)書齋的別稱 (Ｃ)書齋的名稱和主人的關
係 (Ｄ)書齋和對子女教養的關聯。
◎閱讀下文後回答後面問題：
春天，日夜騷擾著開花的夢
為了開花
竟連護持生命的葉子
都割捨掉
自殘葉片的樹枝
掛滿花焰
遠遠望去
燃燒成一座巨大的火球
裸身的季節
慾情苞開血紅的顏彩
誘喚授粉的蟲蛾
當花的灰燼凋熄後蛻變成蒴果
爆裂飛向新地
絕食的木棉
在城市與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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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著生存無盡的慾望

（曾貴海 木棉花）

20.( B ) 讀完前詩後，請判斷下列哪一個體悟最貼切？

(Ａ)木棉的葉子掉光，是一種不願同流合汙的姿
態 (Ｂ)形容木棉花是「燃燒成巨大火球」，充分展現生命力 (Ｃ)木棉花血紅的顏彩，是為了
保護樹木不受病蟲蛾殘害 (Ｄ)花與葉子和蒴果不同時存在，象徵生命的無常與多變。
21.( A ) 「長篇議論文發展了工具性，讓人們更如意的也更精密的說出他們的話，但是這已經成為訴諸理
性了。訴諸情感的是那發展在後的小品散文，就是那標榜『生活的藝術』，抒寫『身邊瑣事』的
，這倒是回到趣味中心，企圖教人『百讀不厭』的，確乎也風行過一時。」（朱自清 論百讀不厭
）依據上文內容，關於作者論點的說明下列何者「不正確」？ (Ａ)長篇議論文已居於理性的論
述，應回歸以抒情為主的方向 (Ｂ)小品散文充滿感情，具感動力 (Ｃ)咀嚼玩味生活中零碎小
事是小品散文的重點 (Ｄ)曾風行一時的小品散文有著長篇議論文未有的趣味性。
◎下列為明芳要拜託老師幫她寫推荐函的書信，請閱讀後回答後面問題：
文山吾師(甲)膝前：拜別 尊顏，忽已經年。昔日蒙您教誨，至今不曾忘懷，國文一科，尤高居全班
之首，或可稍慰 遠懷。今學生將參加臺灣大學中文系的甄選，盼吾師能為學生寫一推荐信，學生定
用心學習，必不負吾師之厚望。(乙)敬請
(丙)崇安
學生明芳(丁)謹啟○月○日
22.( B ) 請問上面書信中畫雙線的詞語，何者正確？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3.( D ) 「有人問史蒂芬．考克，對所謂幸運的看法如何？這位加拿大小說家只用短短的一句話，就把這
眾說紛紜的名詞，解釋得非常精闢。他說：『我非常相信運氣，我發覺只要我工作得愈是辛勞，
運氣也愈好。』」下列何者可作為此段話的注解？ (Ａ)包容是抵抗侮辱最好的盾牌（英國 傅勒
） (Ｂ)偉大的目標造就偉大的人物（英國 埃蒙斯） (Ｃ)有運動家風度的人，寧可有光明的失
敗，絕不要不榮譽的成功（羅家倫） (Ｄ)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法國 巴斯特）。
24.( D ) 「魏末晉初的劉伶極愛飲酒，有一次妻子哭著勸他戒酒，劉伶允諾，並請妻子準備酒肉以祭拜鬼
神的方式來發誓，劉伶因此寫下了一首詩：『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
之言，慎不可聽。』」依據以上敘述，下列對劉伶的說明正確？ (Ａ)劉伶藉由作詩來感謝妻子
的賢淑 (Ｂ)劉伶聽從妻子勸告而戒酒 (Ｃ)劉伶希望藉由祭拜鬼神來堅定自己戒酒的決心 (Ｄ
)劉伶辜負了妻子勸戒他的心意。
25.( C ) 夏曼．藍波安 飛魚季：「海流流過了我的船底；波波的浪花亦在四周不規則的宣洩；船承載著
我追求傳統之社會地位的意志，心臟開始有了不規則的跳動。」關於上文，作者主要是表達其捕
捉魚的哪一種心情？ (Ａ)感傷 (Ｂ)憤怒 (Ｃ)緊張 (Ｄ)欣喜。
26.( A ) 「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歐陽脩 梅聖俞詩集序）、「借他人之窮愁，以供我之詠嘆，
則詩亦不必待窮而後工也。」（林語堂 人生的盛宴）根據這兩則論述內容，林語堂提出與歐陽脩
截然不同的看法，其理由為何？（註：○
１殆：大概。○
２工：巧妙、精緻。） (Ａ)若能與他人的
困苦感同身受，也能寫出好的詩文 (Ｂ)古來多位文學家雖一生順遂，亦能詠嘆出深刻的人生篇
章 (Ｃ)寫作詩文貴在天生資質，才氣橫溢方為關鍵 (Ｄ)只要勤作詩文，佐以多方請益，也能
成為偉大文學家。
27.( D ) 西德尼．哈里斯：「真正的危險不是電腦開始像人那樣思考，而是人類開始像電腦一樣思考。」
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Ａ)電腦取代人類的成為宰制者未來是可以預期的 (Ｂ)人
類追求高科技的發達往往使文明有了革命性的改變 (Ｃ)發展電腦科技的危險在於我們將過度倚
賴它們 (Ｄ)當人類不再以人性出發點來思維時將會引發令人擔憂的問題。
28.( C ) 「夫一古人之書耳，有根本者下筆鑑定，則為□□□□；無根本者妄意標指，則為刻舟記劍。」
以上內容強調在研讀古書上，學有根本者能掌握要點，無根本者隨意批點則拘泥固執，不知變通
。依據旨意判讀，缺空處應為下列何詞？ (Ａ)力透紙背 (Ｂ)不平則鳴 (Ｃ)畫龍點睛 (Ｄ)
快人快語。
29.( A ) 下列各句中的「也」字，何者表達停頓的語氣？ (Ａ)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Ｂ)蓮，花之君
子者也 (Ｃ)樊遲曰：何謂也 (Ｄ)無魚，蝦也好。
30.( D ) 念蓮為了救治病重的母親，到藥房偷藥被捕。記者想用「其情可憫」和「其罪難容」來形容他，
下列哪一個選項句意「不通順」？［98.第二次基測］ (Ａ)即使其情可憫，可是其罪難容 (Ｂ)
雖然其情可憫，不過其罪難容 (Ｃ)就算其罪難容，但是其情可憫 (Ｄ)儘管其罪難容，何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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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憫。
31.( B ) 麥帥說：「不要以願望代替實際作為。」詩人艾青說：「夢裡走了許多路，醒來還是在床上。」
下列何者是這兩句話共同的涵義？［92.第一次基測］ (Ａ)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Ｂ)想得一尺
，不如行得一寸 (Ｃ)理想要配合現實，才不會落空 (Ｄ)睡夢中醒來，總有似真似幻的迷眩。
32.( D ) 「京城賣生魚用淺桶，以柳葉間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賣。每日早惟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
如此生魚有數千擔入門。冬月即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這段文字的內容，主要是
在說明京城內的哪一種狀況？ (Ａ)居民買魚的喜好 (Ｂ)魚販生活的艱辛 (Ｃ)保存魚貨的方
式 (Ｄ)魚貨販售的情形。
◎閱讀下文後回答後面問題：
從女性主義文論的觀點來看，武俠小說是「男性沙文主義」的心理滿足。因為○
１小說裡的男俠，
幾乎是所有女性的追求對象。此外，○
２心狠手辣的邪魔也不時以尤物姿態出現，遙相呼應傳統的「紅
顏禍水」觀。因此，○
３武俠小說是「男權」的文化「幫兇」。也許有人會說，○
４女俠或女魔頭走出了
閨房和廚房，是否可視為「女權」的伸張？表面上如此，但實際上，女俠終究要成為男俠的附庸，因
此不能被視之為對「男權」的挑戰。
33.( C ) 前段論述中所有畫線的文字，何者屬於作者意圖陳述的論點，而非立論的證據？ (Ａ)○
１ (Ｂ
)○
２ (Ｃ)○
３ (Ｄ)○
４。
三、題組 （每格 2.5 分，共 15 分）
甲、閱讀下文後回答後面問題：
前人對「管好舌頭」有不少話可作為座右銘：
(甲)只有稱讚別人「多聞」的，哪有稱讚別人「多言」的？
(乙)話不想就說，就像路
就走。
(丙)說話的要訣是：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
(丁)自以為說話直的人，失言最多，摭拾別人的小過失，以
來搏取名聲的，招來的怨恨最多。
(戊)善於詼諧幽默的人，決不會一概地饒舌。
(己)多言必多技節，多事必多
。
(庚)水一激就向上逆流，火一激就星星橫飛，話一激就禍亂齊起。
(辛)是非一出口就難收回，可憐八尺的
，常任憑三寸舌頭決定生死。
（資料來源：黃永武 生活美學 管好舌頭）
34.（B）根據上文，請問
內分別填入什麼最為適切？ (Ａ)不想；多言；嘴脣；身長 (Ｂ)不看
；直言；口舌；身軀 (Ｃ)不對；失言；是非；身體 (Ｄ)不停；語言；糾紛；身材。
35.（B）小融說話直接，常不經思考就出言不遜，講話傲慢無禮，容易讓同學和師長感到難過或不悅。
上文之座右銘中，何者適合提供給小融參考？ (Ａ)甲乙丙丁己 (Ｂ)乙丙丁庚辛 (Ｃ)丁戊己
庚辛 (Ｄ)甲丙戊己辛。
乙、閱讀下文後回答後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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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B）根據內容判斷，卡片封面應為下列何者？ (Ａ)

(Ｂ)

(Ｃ)
(Ｄ)
37.（A）若此次展覽作品集結成冊，想在內頁題辭，下列何者最恰當？ (Ａ)鐵畫銀鉤 (Ｂ)南極星輝
(Ｃ)華堂煥彩 (Ｄ)立論精宏。
丙、閱讀下文後回答後面問題：
去年，我有幸和教宗參與一場會議，他很關注科技發展的潛在風險和道德問題。他以深層的思考
看待科技：科技的力量從未如現在這般龐大，但無人能確保科技會被合理明智地使用。
今日科技已滲透我們的生活，改善我們的生活，但也存在隱憂。它對安全隱私和社交活動的威脅
將不利於社會發展。科技可以帶來便利，但也可能影響我們的價值、尊嚴和信念。我不擔心人工智慧
讓電腦像人類一樣思考，我擔憂的是人類像電腦那樣思考—
。
當科技在黑暗中摸索時，人性的光輝讓我們看清自己的處境與面臨的危險。史蒂夫．賈伯斯曾說
過，光有科技是不夠的，科技要與人文、人性結合，才能產生令人欣喜的結果。當你真的投入，你會
發現所做的事情可能改變社會。這意味著，智慧型手機可讓盲人參加馬拉松比賽，智慧型手錶可以在
患者心臟病發作前捕捉到異常情況，平板電腦可幫助自閉症兒童重新建立與世界的聯繫。賈伯斯的意
思就是：科技應該服務全人類。
（改寫自庫克 麻省理工學院 2017 年畢業典禮演講）
38.（C）根據本文的文意脈絡，畫線處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Ａ)不以直覺判斷，立場完全客觀
(Ｂ)透過理性思辨，達到預期結果 (Ｃ)摒棄同理心和價值觀，且不計後果 (Ｄ)遵循固定的
模式，無法隨時代更新。
39.（A）本文的主旨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人類應審慎地發展科技 (Ｂ)科技將掌控人類的生活
(Ｃ)人工智慧是科技發展的威脅 (Ｄ)社會進步來自於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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