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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问题12：如何快速准确地阅读和理解题干？ 正如已经指

出的，试题的题干有一定的文字长度和信息量，有的则有较

长的文字和较大的信息量。GCT逻辑试题的测试目标之一，

是考生对于文字信息的阅读理解能力。因此，考生首先受到

挑战的是，如何迅速准确地理解并恰当整理题干的文字信息

，其次才是基于之上如何正确地逻辑思考。 如何快速准确地

阅读和理解题干？回答应该是无什么捷径，只有靠多加训练

。 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以下两点是有益的。第一，抓住关键

性概念。第二，注意区分相关信息和无关信息，在相关信息

中，抓住关键信息。以下通过实例说明。 下例说明，抓住关

键性概念对于快速准确地阅读和理解题干的意义。 [例11] 某

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物的错字率较前几年有明显的增加，引起

了读者的不满和有关部门的批评，这主要是由于该出版社大

量引进非专业编辑所致。当然，近年来该社出版物的大量增

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议论中的漏洞，也类似地出现在

以下哪项中？ Ⅰ．美国航空公司近两年来的投诉率比前几年

有明显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该航空公司在裁员整顿的基础

上，有效地提高了服务质量。当然，9.11事件后航班乘客数量

的锐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Ⅱ．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我国

心血管病的死亡率，即由心血管病导致的死亡在整个死亡人

数中的比例，较前有明显增加，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

展，我国民众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容易诱发心血管



病的不良变化。当然，由于心血管病主要是老年病，因此，

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即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增大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 Ⅲ．S市今年的高考录取率比去年增加了15%，这主

要是由于各中学狠抓了教育质量。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该市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0%。 A．只有Ⅰ和

Ⅱ。 B．只有Ⅱ和Ⅲ。C．Ⅰ、Ⅱ和Ⅲ。 D．只有Ⅰ和Ⅲ。 答

案是D。 解析：理解此题题干的目的，是要准确快速地确定

其中存在的逻辑漏洞。要做到这一点，“错字率”就是一个

必须抓住的关键性概念。 错字率是单位数量的文字中出现错

字的比例，一般地说，它和文字的总量没有确定关系。题干

把近年来上述出版社出版物的大量增加，解释为该社近年来

出版物的错字率明显增加的重要原因，是一个漏洞。 类似地

，航空公司的投诉率，是单位数量航班乘客中投诉者的比例

，一般地说，它和乘客的总量没有确定关系。选项Ⅰ把9.11事

件后航班乘客数量的锐减，解释为美国航空公司投诉率有明

显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一个类似于题干的漏洞；显然，类似

的漏洞也出现在选项Ⅲ的议论中。 选项Ⅱ的议论是成立的，

其中不出现类似于题干的漏洞。■ 下例说明，注意区分相关

信息和无关信息，注意抓住关键信息，对于快速准确地阅读

和理解题干的意义。 [例12] 1-2基于以下题干： 区别于知识型

考试，能力型考试的理想目标，是要把作为短期行为的应试

辅导对于成功应试所起的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能力型考

试从理念上不认同应试辅导。某地的一项调查表明，参加各

种MBA考前辅导班的考生的实际考试平均成绩，反而低于未

参加任何辅导的考生。因此，考前辅导不利于MBA考生的成

功应试。（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1．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



削弱上述论证？ Ⅰ参加考前辅导而实考成绩较差的考生，如

果不参加考前辅导，其实考成绩会更差。 Ⅱ未参加考前辅导

而实考成绩较好的考生，如果参加考前辅导，其实考成绩会

更好。 Ⅲ基础较差的考生更会选择考前辅导。 A．仅Ⅰ和Ⅲ

。 B．仅Ⅱ和Ⅲ。 C．仅Ⅰ和Ⅱ， D．Ⅰ、Ⅱ和Ⅲ。 答案：D

2．为使上述论证成立，以下哪项是必须假设的？ A．MBA考

试是能力型考试。 B．上述辅导班都由名师辅导。 C．在上

述调查对象中，经过考前辅导的考生在辅导前的平均水平，

和未参加辅导的考生大致相当。 D．MBA考试对于考生的水

平有完全准确的区分度。 答案是C。 解析：为使上述论证成

立，C项是必须假设的。否则，例如，如果经过考前辅导的

考生在辅导前的平均水平，远远低于未参加辅导的考生，那

么，题干的论证显然没有说服力。 A项不是必须假设的。虽

然题干有MBA考试是能力型考试的含义，但这一含义不是题

干论证的必要论据。题干的结论是：考前辅导不利于MBA考

生的成功应试，其论据是：参加各种MBA考前辅导班的考生

的实际考试平均成绩，反而低于未参加任何辅导的考生。即

使MBA考试事实上不是能力型考试，这一论证仍然可以成立

。 为使题干的论证成立，确实需要假设：MBA考试对于考生

的水平有足够准确的区分度。但D项断定过强了，不是必须

假设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考试都不可能有完全准确的区分度

。■ 不难发现，上例两题仅涉及对题干中的论证进行评价。

因此，尽管题干表述的内容是具有联贯性的一个整体，但其

中只有后半部分是相关信息，前半部分是不相关信息。即在

该题干中，与解题相关的信息是：“某地的一项调查表明，

参加各种MBA考前辅导班的考生的实际考试平均成绩，反而



低于未参加任何辅导的考生。因此，考前辅导不利于MBA考

生的成功应试。”；其余的都是不相关信息。[ 例13] 美国法

律规定，不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坐在行驶的小汽车中必须

系好安全带。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其理由是，每个人都有

权冒自己愿意承担的风险，只要这种风险不会给别人带来损

害。因此，坐在汽车里系不系安全带，纯粹是个人的私事，

正如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去炒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去攀岩纯

属他个人的私事一样。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对上述反

对意见提出质疑？ A．尽管确实为了保护每个乘客自己，而

并非为了防备伤害他人，但所有航空公司仍然要求每个乘客

在飞机起飞和降落时系好安全带。 B．汽车保险费近年来连

续上涨，原因之一，是由于不系安全带造成的伤亡使得汽车

保险赔偿费连年上涨。 C．在实施了强制要求系安全带的法

律以后，美国的汽车交通事故死亡率明显下降。 D．炒股或

攀岩之类的风险是有价值的风险，不系安全带的风险是无谓

的风险。 答案是B。 如果B项为真，则说明不系安全带不是汽

车主的纯个人私事，它引起的汽车保险费的上涨损害了全体

汽车主的利益。这就对题干中的反对意见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 其余各项均不能构成有力的质疑。■ 显然，在上题中，题

干的关键信息是：反对意见认为，坐在汽车里系不系安全带

，纯粹是个人的私事。（安通学校提供） 问题13：什么是“

干扰项”？ 前面已经指出，如果对同一道试题，我们感觉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选项都满足正确性，那么最大的可能是遇到

了干扰项，即似乎成立但实际上不成立的选项。 不一定每道

试题都有干扰项。但确实有许多试题有干扰项。有的题可能

有多个干扰项。设计干扰项，是许多试题制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目的在于提高试题的难度和区分度。 干扰项的识别、分

析和排除因题而异。下面通过实例说明。 [例14] 一个美国议

员提出，必须对本州不断上升的监狱费用采取措施。他的理

由是，现在一个关在单人牢房里的犯人所需的费用，平均每

天高达132美元，即使在世界上开销最昂贵的城市里，也不难

在最好的饭店里找到每晚租金低于125美元的房间。 以下哪项

如果为真，能构成对上述美国议员的观点及其论证的恰当驳

斥？ Ⅰ．据州司法部公布的数字，一个关在单人牢房里的犯

人所需的费用，平均每天125美元。 Ⅱ．在世界上开销最昂贵

的城市里，很难在最好的饭店里找到每晚租金低于125美元的

房间。 Ⅲ．监狱用于犯人的费用和饭店用于客人的费用，几

乎用于完全不同的开支项目。 A．只有Ⅰ。B．只有Ⅱ。C．

只有Ⅲ。D．Ⅰ、Ⅱ和Ⅲ。 答案是C。 解析：题干中议员的

观点及其论证的实质性缺陷，在于把两个具有不同内容的数

字进行不恰当的比较。 如果认为Ⅰ和Ⅱ能构成对题干的恰当

驳斥，则实际上确认了上述比较是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如何

使进行比较的数字更为精确，这显然不得要领。因此，Ⅰ和

Ⅱ并不能构成对题干的恰当驳斥。 Ⅲ指出题干中的两个数字

具有不同的内容，这就点出了题干的症结，从而构成了对题

干的恰当驳斥。■ 上题中，复选项中的Ⅱ和Ⅲ就是干扰项，

即单选项中D是干扰项。表面上看，Ⅱ和Ⅲ都分别指出了美

国议员的理由的不准确，而因似乎能构成对其观点及其论证

的驳斥。但实际上这种驳斥是不恰当的。正如上述解析所指

出的，如果认为Ⅰ和Ⅱ能构成对题干的恰当驳斥，则实际上

确认了美国国议员所作的比较是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使

进行比较的数字更为精确，而问题恰恰在于，美国国议员所



作的比较自身是不恰当、不成立的。 [例15] 针对当时建筑施

工中工伤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建筑

业安全生产实施细则》。但是，在《细则》颁布实施两年间

，覆盖全国的统计显示，在建筑施工中伤亡职工的数量每年

仍有增加。这说明，《细则》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 以下

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 A．在《细则》颁布后

的两年中，施工中的建筑项目的数量有了大的增长。 B．严

格实施《细则》，将不可避免地提高建筑业的生产成本。 C

．在题干所提及的统计结果中，在事故中死亡职工的数量较

《细则》颁布前有所下降。 D．在《细则》颁布后的两年中

，在建筑业施工的职工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 答案是D。 解

析：衡量《细则》是否有效的标准，不是伤亡职工绝对数量

的增减，而是伤亡职工比例的增减。D项断定：在《细则》

颁布后的两年中，在建筑业施工的职工数量有很大的增长。

如果这一断定为真，则虽然在这两年中，在建筑施工中伤亡

职工的数量每年仍有增加，但完全可能这种伤亡职工在所有

建筑业职工中的比例下降了，这说明《细则》的实施取得了

成效。这就削弱了题干的论证。 A项断定：在《细则》颁布

后的两年中，施工中的建筑项目的数量有了大的增长。项目

数量的增长，有可能造成职工人数的增长（这使得A项对题

干有所削弱），但不一定造成职工人数的增长。项目有大小

之分，完全可能项目数量增加了，但职工人数反而减少了。

因此，A项对题干削弱的力度不如D项。 C项对题干有所削弱

，但力度显然不如D项。 B项不能削弱题干。■ 在此题中，A

项就是干扰项。（北京安通学校） [例16] 据《科学日报》消

息，1998年5月，瑞典科学家在有关研究中首次提出，一种对



防治老年痴呆症有特殊功效的微量元素，只有在未经加工的

加勒比椰果中才能提取。 如果《科学日报》的上述消息是真

实的，那么，以下哪项不可能是真实的？ Ⅰ 1997年4月，芬

兰科学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提出过，对防治老年痴呆症有

特殊功效的微量元素，除了未经加工的加勒比椰果，不可能

在其他对象中提取。 Ⅱ荷兰科学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证明

，在未经加工的加勒比椰果中，并不能提取对防治老年痴呆

症有特殊功效的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可以在某些深海微

生物中提取。 Ⅲ著名的苏格兰医生查理博士在相关的研究领

域中证明，该微量元素对防治老年痴呆症并没有特殊功效。

A．只有Ⅰ。B．只有Ⅰ和Ⅱ。C．只有Ⅰ和Ⅲ。D．Ⅰ、Ⅱ

和Ⅲ。 答案A。 解析：Ⅰ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由题干，上

述观点，是瑞典科学家在1998年5月首次提出的，因此，芬兰

科学家不可能在1997年4月已经提出过。 Ⅱ和Ⅲ都可能是真的

。因为题干只是断定，《科学日报》登载的消息是真实的，

而没有断定消息中提到的瑞典科学家的观点是真实的。■ 在

此题中，如果混淆了消息的真实性，和消息中提到的观点的

真实性这两个不同概念，就会选择D项。因此，D项是干扰项

。 [例17] 在司法审判中，所谓肯定性误判是指把无罪者判为

有罪，否定性误判是指把有罪者判为无罪。肯定性误判就是

所谓的错判，否定性误判就是所谓的错放。而司法公正的根

本原则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 某法学家

认为，目前，衡量一个法院在办案中是否对司法公正的原则

贯彻得足够的好，就看它的肯定性误判率（错判率）是否足

够低。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最有力地支持上述法学家的

观点？ A．错放，只是放过了坏人；错判，则是既放过了坏



人，又冤枉了好人。 B．各个法院的办案正确率普遍有明显

的提高。 C．错放造成的损失，大多是可弥补的；错判对被

害人造成的伤害，是不可弥补的。 D．各个法院的否定性误

判率基本相同。 答案是D。 由题干，无论错判，还是错放，

都不利于体现司法公正。因此，肯定性误判率和否定性误判

率二者缺一不可，都应当成为衡量法院办案是否公正的标准

。题干中的法学家认为，一个法院的错判率越低，说明越公

正，要使这个显然片面的观点成立，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

各个法院的错放率基本相同。否则，即使一个法院错判率足

够的低，但同时它的错放率也足够的高，就并没有体现司法

公正。因此，D项有力地支持了法学家的观点。 其余各项都

不足以使题干中法学家的观点成立。其中，A和C项对法学家

的观点有所支持，但它们断定的只是，就错判和错放这两种

司法不公正的危害而言，前者比后者更严重，但由此显然得

不出法学家的结论。■ 上题中，A和C项都有干扰作用。 问

题14：如何理解“如果为真”？ GCT试题的最常见的提问方

式是： “如果上述断定为真，则以下哪项一定为真？” “以

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削弱）上述论证？” “以

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合理地解释上述现象？” “如果

为真”，是试题问句中一个最常用的关键词。正确理解这个

关键词很重要。 “如果上述断定为真，则⋯”的含义是：第

一，并不承诺上述断定是真的，也就是说，即使在提问者看

来，上述断定事实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第二，相

关的讨论以“上述断定为真”作为假设或前提，不论这种假

设是否符合实际、常识或相关知识。 这里可能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这种假设符合或者至少没有理由认为违反实



际、常识或相关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很自然，不会

干扰正确思考。第二种情况，这种假设明显违反常识或相关

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会变得不自然，就可能干扰正

确思考。（安通提供） [例18] 有个叫艾克思的瑞典人最近发

明了永动机。 如果上述断定为真，则以下哪项一定为真？ A

．由于永动机违反科学原理，上述断定不可能为真。 B．所

有的瑞典人都没有发明永动机。 C．有的瑞典人没有发明永

动机。 D．有的瑞典人发明了永动机。 答案是D。■ 上题题

干的断定违反科学常识，因而不可能是真的。但如果假设题

干为真，只能推出D项一定为真，不能推出其它项一定为真

。例如，A项显然事实上是真的，但不能从题干推出。 [例19]

每一个实数表示且只表示一个时刻。 如果上述断定是真的，

则以下哪项不可能是真的？ Ⅰ存在两个实数表示同一时刻。 

Ⅱ有的时刻没有实数加以表示。 Ⅲ存在一个实数表示不同的

时刻。 A．只有Ⅰ。 B．只有Ⅱ。 C．只有Ⅲ。 D．Ⅰ、Ⅱ和

Ⅲ。 答案是C。 解析：Ⅰ可能是真的。因为“存在两个实数

表示同一时刻”并不构成对“每一个实数表示且只表示一个

时刻”的否定。 Ⅱ可能是真的。同样因为“有的时刻没有实

数加以表示”并不构成对“每一个实数表示且只表示一个时

刻”的否定。 Ⅲ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存在一个实数表

示不同的时刻”是真的，则“每一个实数表示且只表示一个

时刻”就不可能是真的。 可以设想有一群男孩和一群女孩，

对于他们，如果事实上“每一个男孩都喜欢且只喜欢一个女

孩”，则“存在两个男孩喜欢同一个女孩”可能是真的；“

有的女孩没有男孩喜欢”也可能是真的；而“存在一个男孩

喜欢不同的女孩”就不可能是真的。■ 事实上实数和时刻是



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每一个实数表示且只表示一个时刻，并

且每一个时刻都有并且只有一个实数表示。但题干只断定：

每一个实数表示且只表示一个时刻；并没有断定：每一个时

刻都有并且只有一个实数表示。因此，如果题干为真，Ⅱ的

断定“有的时刻没有实数加以表示”可能为真，尽管事实上

它不可能为真。（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问题15：如何理解“

能”和“最能”？ 要注意提问中所使用的“能”和“最能”

的区别。例如：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支持上述论证？”

这一提问方式可用于单选题，也可以用于复选题。用于单选

题时，在诸选项中，只有一个支持题干。解答这类试题可运

用排除法。用于复选题时，可以有不只一个复选项支持题干

，解答这类试题时，排除不支持题干的复选项，全部选择支

持题干的复选项，不必在排除后的复选项间进行支持力度的

比较。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论证？”这一提

问方式只用于单选题。这一提问方式说明，在诸选项中，可

以不只一个支持题干的论证。解答这类试题，在排除不能支

持题干的选项后，如果能够支持题干的选项不只一个，那还

需在它们之间进行支持力度的比较，选择支持力度最大的作

为答案。 注意，“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论证？

”以此种方式提问的试题，在诸选项中，可以不只一个支持

题干的论证。这里所说的“可以不只一个”，并不排斥“只

有一个”。很多以此种方式提问的试题，在诸选项中，事实

上只有一个支持题干的论证。 [例20] 在美国，实行死刑的州

，其犯罪率要比不实行死刑的州低。因此，死刑能够减少犯

罪。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质疑上述推断？ A．犯罪的少年

，较之守法的少年更多出自无父亲的家庭。因此，失去了父



亲能够引发少年犯罪。 B．美国的法律规定了在犯罪地起诉

并按其法律裁决，许多罪犯因此经常流窜犯罪。 C．在最近

几年，美国民间呼吁废除死刑的力量在不断减弱，一些政治

人物也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在竞选中承诺废除死刑了。 D．

经过长期的跟踪研究发现，监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酝酿进一

步犯罪的温室。 正确答案B。 解析：如果B项真，则可以认为

，许多罪犯，为了躲避死刑的风险，宁愿采取流窜作案的方

式，选择不实行死刑的州作案。这样，虽然实行死刑的州犯

罪率因此下降，但全美国的犯罪率并没有下降。所以不能由

此得出死刑能够减少犯罪的结论。 其余各项均不能质疑题干

的推断。■ 该题的提问方式是“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

”这是一道单选题。 [例21] 去年，冈比亚从第三世界国际基

金会得到了25亿美元的贷款， 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

今年，冈比亚向第三世界国际基金会提出两倍于去年的贷款

要求，它的领导人并因此期待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10

％。但专家们认为， 即使上述贷款要求得到满足，冈比亚领

导人的期待也很可能落空。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支持专家

们的意见？ Ⅰ.去年该国5％的GNP增长率主要得益于农业大

丰收，而这又主要是难得的风调雨顺所致。 Ⅱ.冈比亚的经济

还未强大到足以吸收每年30亿美元的外来资金。 Ⅲ.冈比亚不

具有足够的重工业基础以支持每年6％以上GNP增长率。 (Ａ)

仅Ⅰ和Ⅱ。 (Ｂ)仅Ⅰ和Ⅲ。 (Ｃ)仅Ⅱ和Ⅲ (Ｄ)Ⅰ、Ⅱ和Ⅲ。 

答案是D。 解析：Ⅰ说明冈比亚去年5%的GNP增长率主要得

益于农业大丰收，而这又主要是难得的风调雨顺所致，既然

去年的风调雨顺是难得的，那么今年就很难再遇上那样的自

然条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不要说10%就是象去年的5%也是



没有基础的，所以，Ⅰ是支持专家们的意见的。 Ⅱ说明冈比

亚的经济还未强大到足以吸收每年30亿美元的外来资金，那

么，即使冈比亚得到5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的20亿美元对发

展该国的经济也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所以，Ⅱ是支持专

家们的意见的。 Ⅲ说明冈比亚不具有足够的重工业以支持每

年6%以上GNP的增长率，那么不管该国得到多少亿美元的贷

款，它今年的GNP的增长率都不可能超过6%，想GNP增

长10%只是该国领导人一厢情愿的事，所以，Ⅲ也是支持专

家们的意见的。■ 该题的提问方式是“以下哪项如果为真，

能⋯？”这是一道复选题。（安通学校提供） [例22] 今年春

节期间，B市没有一个市民因为燃放烟花炮竹而受到警方拘禁

或传讯。这说明，B市关于严禁燃放烟花炮竹的法令得到了完

全的实施。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论证？ A．大

年初一凌晨，市民老张家的玻璃窗被邻居燃放的炮竹震碎。

B．警方得到可靠举报，春节前夕，B市的几个地下窝点生产

了大量的烟花炮竹。 C．春节期间，警方收到十几个关于有

人燃放烟花炮竹的电话举报。 D．春节期间，B市多处出现火

警。 答案是A。 解析：B市关于严禁燃放烟花炮竹的法令得

到了完全的实施，意味着B市没有一个人违禁燃放烟花。题干

由B市没有一个市民因为燃放烟花炮竹而受到警方拘禁或传讯

，就得出结论，B市关于严禁燃放烟花炮竹的法令得到了完全

的实施。这个论证可被质疑的地方显然很多。 各选项的断定

如果为真，都能对题干的论证提出质疑，但力度最大的是A

，因为它断定的情况构成了对题干结论的直接否定。其余各

项的力度都不如A。例如，D项断定的火警，不一定是燃放烟

花所致；C项断定的电话举报，不一定属实；B项断定的地下



窝点生产的烟花炮竹，不一定就销售出去；销售出去，也不

一定燃放。 该题的提问方式是“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

？”这自然只能是一道单选题。 问题16：如何科学地分配和

把握答题时间？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书作为考前辅导教

材，采用的例题和模拟试题其难度一般在中等偏上。GCT逻

辑试题的难度一般不大，但题量大。按照目前的模式，GCT

考生要在45分钟内完成50道试题，每题平均只有0.9分钟，而

国外同类考试每题的平均时间是1.5分钟。GCT的规定答题时

间明显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科学地分配和把握答题时

间就非常重要。 以下几点供参考。 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

恰当分配用于逻辑应试的时间，即恰当确定逻辑部分在整

个GCT考试中的用时比例。如果必要，可占用一些其它科目

的时间，但要做到刻刻心中有数，不可过多占用，盲目占用

。 第二，先答最前面的若干题。一般地说，难题不会排在最

前面的若干题。 第三，优先答多道试题基于同一题干的试题

。 第四，优先答题干简短的试题。 第五，优先答熟悉的试题

。所谓熟悉，是指或者在练习中已解答过的，或者虽然没解

答过，但对试题的类型和解题方法已明显了解的。 第六，把

直觉和思考结合起来，以缩短答题时间。多做规范的模拟试

题，有利于提高此种直觉。 第七，碰到难题，先放一放。（

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问题17：什么是必要的解题辅助方法？ 

有两种解题辅助方法，一种称为欧拉图示法，另一种可称为

表格法，可以明显有助于解题思路的清晰化。先通过例题说

明。后面的相关章节有进一步的讨论。 下例用的是欧拉图示

法。 [例23] 1-2基于以下题干： 所有安徽来京打工人员，都办

理了暂住证；所有办理了暂住证的人员，都获得了就业许可



证；有些安徽来京打工人员当上了门卫；有些业余武术学校

的学员也当上了门卫；所有的业余武术学校的学员都未获得

就业许可证。 1．如果上述断定都是真的，则除了以下哪项

，其余的断定也必定是真的？ A．所有安徽来京打工人员都

获得了就业许可证。 B．没有一个业余武术学校的学员办理

了暂住证。 C．有些安徽来京打工人员是业余武术学校的学

员。 D．有些门卫没有就业许可证。 答案是C。 2．以下哪个

人的身份，不可能符合上述题干所作的断定？ A．一个获得

了就业许可证的人，但并非是业余武术学校的学员。 B．一

个获得了就业许可证的人，但没有办理暂住证。 C．一个办

理了暂住证的人，但并非是安徽来京打工人员。 D．一个办

理了暂住证的业余武术学校的学员。 答案是D。 下例用的是

表格法。 [例24] 刘健、马明、张益三个男生各有一个妹妹，

这天，六个人一起打乒乓球，进行的是男女混合双打，并且

规定，兄妹两人不搭伴。 第一盘对局情况是：刘健和小萍对

张益和小英。 第二盘对局情况是：张益和小红对刘健和马明

的妹妹。 根据上述条件，可推出以下哪项结论？ (Ａ)刘健和

小红、马明和小英、张益和小萍各是兄妹。 (Ｂ)刘健和小英

、马明和小萍、张益和小红各是兄妹。 (Ｃ)刘健和小萍、马

明和小英、张益和小红各是兄妹。 (Ｄ)刘健和小红、马明和

小萍、张益和小英各是兄妹。 答案是A。 解析：①第一盘对

局：由刘键和小萍是搭伴，可知刘键的妹妹不是小萍；由张

益和小英是搭伴，可知张益的妹妹不是小英。 ②第二盘对局

：由张益和小红是搭伴，可知张益的妹妹不是小红；由刘键

和马明的妹妹是搭伴，可知马明的妹妹不是小红。 ③由张益

的妹妹不是小英和小红，可知张益的妹妹是小萍；由小红不



是张益和马明的妹妹，可知小红是刘健的妹妹。 ④由小红是

刘健的妹妹，可知小英不是刘健的妹妹。由小萍是张益的妹

妹，可知小萍不是马明的妹妹。 ⑤由小英不是张益和刘健的

妹妹，可知小英是马明的妹妹。（或者：由小红和小萍马明

的妹妹，可知小英是马明的妹妹。） 可借助以下表格解题，

其中，√和×分别表示是或不是兄妹关系。数字表示推断的

步骤： 小 英小 红小 萍刘 健× ④√ ③×①马 明√ ⑤× ②× 

④张 益× ①× ②√ ③ 第④步可以省略。即由第③步的结论

，刘健和小红是兄妹，张益和小萍是兄妹，直接得出第⑤的

结论：马明和小英是兄妹。但借助图表思考，保留第④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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