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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遣詞必須考慮「句意」，文法或句法之正確性不是選擇
答案之唯一之考量。本題測驗學生在檢視用字和選字(word
choice)上的敏銳度。所填入空格之單字除了必須合乎文法的
正確度之外，也必須符合所選擇之單字在句意上是正確的，
且在使用上是合宜、恰當的。
本句所欲陳述之語意重點為：政府之作為或措施是 "不公
平、不公正" 的。四個選項中， (C) iniquity 的選項語意合宜
且用法正確，是本題最適當的選項。(B) inhibition 的選項在
本題句子的語境中並不適切。依據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https://www.merriam-

webster.com/dictionary/inhibition），Inhabitation 之定義與
用法有：
1 : an inner impediment to free activity, expression, or
functioning: such as
英文

a : a mental process imposing restraint upon behavior or
4

another mental process (such as a desire)
b : a restraining of the function of a bodily organ or an
agent (such as an enzyme)
2a : the act of inhibiting : the state of being inhibited
b : something that forbids, debars, or restricts
另，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us/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inhibition）對於 Inhabitation 的解釋為：
inhibition noun (embarrassment)
C2 [ C or U ]
a feeling of embarrassment or worry that prevents you from
saying or doing what you want

inhibition noun (stopping)
[ U ] medical specialized
the act of stopping or slowing down a process, or the fact of
this happening
綜合以上所述，在本題語境中使用 inhibition 並不恰當。

維持原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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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三段敘述 Christopher Columbus 何時閱讀過 Marco
Polo 旅程的書籍，該段圍繞著的焦點（Focus）為
Columbus。第二句 one writer at the time claimed that
Columbus had read and studied the book prior to asking
Portugal to finance his voyage. 雖以 one writer 為主詞，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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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重點是子句的內容，而焦點仍是子句內的 Columbus，因 維持原答案
(C)
而後方的句子（第三句）的主詞 he 指的仍是 Columbus。因
此，第三句意思是「Columbus 可能透過口耳相傳得知 Marco
Polo 的相關資訊」，而非「某位作家得到的資訊可能是錯
的」。
選項(C)是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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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A) ：
文章第一段探討了” red ribbon” 和”HIV/AIDS”的關聯性。該段
2-4 行：”the red ribbon is the universal symbol of awareness
and support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 以及”By wearing a
red ribbon, people try to raise awareness on and during the
run up to World AIDS Day.” 兩句說明了紅絲為愛滋病問題的
國際性標誌。句中 ”紅絲帶作為象徵(symbol)”和”佩戴紅絲帶
(by wearing a red ribbon) 的意義” 這兩點說明了” red ribbon”
和 ” HIV/AIDS ” 如 何 的 有 關 連 性 ， 符 合 選 項 (A) How a red
ribbon is related to AIDS. ，
本文第一段第三句話提及 a red ribbon 所代表的含意之一與
HIV/AIDS 之間的關係。人類的語言中，符號（形式，如：a
red ribbon）與語意（如：awareness and support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之間的關係本就多屬任意，選項(A)的意思是
指兩者間的關係，而不是指不具探討意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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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D):
回覆考生： “Criminal transmission of HIV (選項 D)”之中文意
思並不是考生所指之「HIV 病毒的嚴重傳播」。
說明：本文第四段討論 HIV/AIDS 的負面影響之一：污名”
AIDS stigma often happens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stigmas, such as homosexuality, bisexuality, promiscuity,
prostitution, and drug use.” 該段說明 AIDS 常常會被視為
prostitution, drug use 等污名有所牽連。此段落（和文章中其
他部分之內容）並無提及選項(D) Criminal transmission of
HIV 所陳述、或指稱”HIV 與罪犯傳播有所關聯”，或者”HIV 傳
播屬犯罪”。
再者，相較於選項(A)、(B)、(C)皆使用完整的一至兩個段落
詳細探討，選項(D)明顯沒有篇幅。
綜合以上說明，本題答案為(D)

維持原答案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