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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說明 

計分方式說明 

非選擇題型評分說明 

• 數學科非選擇題評分說明 

• 寫作測驗評分說明 

 

 

大綱 



測驗說明 

Q1你知道明年的國中教育會考日期嗎？ 

Q2你知道國中教育會考的二天考程嗎？ 

說明前的牛刀小試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何時考 
110年5月15日（六） 110年5月16日（日） 

08:20- 08:30 考試說明 08:20- 08:30 考試說明 

08:30-09:40 社    會 08:30-09:40 自    然 

 09:40- 10:20 休息  09:40- 10:20 休息 

10:20- 10:30 考試說明 10:20- 10:30 考試說明 

10:30-11:50 數    學 10:30-11:30 英語（閱讀） 

 11:50- 13:40 午休   11:30- 12:00 休息 

13:40- 13:50 考試說明 12:00- 12:05 考試說明 

13:50-15:00 國    文 12:05-12:30 英語（聽力） 

 15:00- 15:40 休息 

15:40- 15:50 考試說明 

15:50-16:40 寫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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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國中教育會考怎麼考 
考試科目 題型 題數 考試時間 

國 文 4選1 45～50題 70分鐘 

英  語 
4選1（閱讀） 40～45題 60分鐘 

3選1（聽力） 20～30題 25分鐘 

數 學 
4選1 25～30題 

80分鐘 
非選擇題 2題 

社 會 4選1 60～70題 70分鐘 

自 然 4選1 50～60題 70分鐘 

寫作測驗 引導寫作 1題 50分鐘 
5 

分
兩
時
段 

時
間
較
長 

時
間
較
短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考什麼 
考科 命題依據 

國 文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英 語 
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分段能力指標（參酌部分國小能力指標） 

2.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之1,200字詞 

數 學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數學學習領域／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社 會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社會學習領域／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自 然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自然學科／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寫作測驗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國中階段寫作能力指標，
並參酌部分國小階段寫作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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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暇時間熟記 



試題取材與命題原則 

國中教育會考試題之取材以學生
學習及生活經驗為主要來源。  

各科皆以能經由紙筆測驗評量的
能力指標為命題依據，考綱不考本
，學生無論使用哪一版本教材，只
要能融會貫通，並習得能力，皆足
以作答國中教育會考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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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測驗目的 

建立雙向細目表 

選用適當的題型 

根據命題原則 
設計試題 

試題修整與審訂 

進行預試 

分析試題特徵 

進入題庫 

闈內組正式題本 

採購各出版社 
部審通過之教材 

建置 
教材知識檢索庫 

版本檢核：逐題
比對題庫試題與
各版本教材內容 

設定停用：當年
無法自題庫選出 

有機會從題庫中
抽選出來，成為
當年度會考試題 

試題不符合 
版本檢核 

試題符合 
版本檢核 

入闈前版本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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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檢核實例說明(以自然科為例) 

含有哪些離子的水，稱為硬水？ 

(A)鎂離子、鈣離子 

(B)鈉離子、鉀離子 

(C)鉀離子、碳酸根離子 

(D)氯離子、碳酸根離子 

說明： 

1. 此題雖然是依據課綱能力指標命題，但在109年進行版本
檢核時發現，某些部審通過之教材並沒有介紹硬水。此
題不符合版本檢核原則，基於公平性將其設定為停用，
當年度闈內組合題本不會抽選該試題。 

2. 因各科部審通過教材之內容每年皆有或多或少之改變，
故每年皆需重新進行版本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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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題型 

←正解 



考試科目 
題型舉例說明 



國文科示例 
「文學雖然具有普遍性，但因讀者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讀者
倘若沒有類似的體驗，它也就失去了效力。」根據這句話，作
者認為文學的普遍性要有效力，前提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讀者的體驗各自不同 

(B)讀者的分布普及各階層 

(C)讀者有類似於作品的經驗 

(D)讀者與作者有相同的喜好 

＜命題依據＞5-4-3-4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示例說明＞ 

1. 國文科評量內容包含注音符號運用能力、識字與寫字能力、閱讀
能力、寫作能力。本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句意(閱讀能力)。 

2. 素材屬於白話文文本。誘答選項皆扣合題幹文字設計，具誘答力
，但學生只要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仍可自選項中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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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國中教育會考第21題 

←正解 



英語科(閱讀)示例 
What does it mean when someone 

is lousy at something?  

(A) They are famous for it. 

(B) They cannot do it well. 

(C) They think it is important. 

(D)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it. 

 

＜命題依據＞3-2-7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猜測字意或推論文意。 

＜示例說明＞  

  1. 英語閱讀的單題評量字彙、語意、語法，題組評量篇章理解。 

2. 選文中使用超出學生學習範圍的單字，故提供小字典幫助理解。 

3. 本題為猜字題，作答時必須理解文本第一段的大致內容，以推知畫雙底線
的形容詞片語意涵。 11 

104年國中教育會考第24題 

←正解 



英語科(聽力)說明 

聽力試題分三部分，每一部分正式播放試題前，會先
播放作答說明。 

• 辨識句意：單句&圖表 

• 基本問答：簡易對話 

• 言談理解：評量短文及對話的細節、推論、主旨 

每道聽力試題播音兩次，兩次播音之間停頓數秒。 

語音檔製作原則：以標準美式發音及接近真實的正常
速度錄製，速度及發音方式與國中聽力教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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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語音播放 

W: Hello,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M: I fell down the stairs at school this morning and hurt my left foot.  

W: Let’s have a look.  Does this hurt? 

M: Ouch!  Yeah, it surely does. 

W: O.K.  Put some ice on your foot for ten to fifteen minutes several times a day and 

try to rest as much as possible.  You need to keep the foot up.  Come back in two 

days, so I can check it again. 

 Question: What is the woman? 

英語科(聽力)示例 
題本中文字 

(A) A doctor. 

(B) A reporter. 

(C) A teacher. 

＜命題依據＞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示例說明＞  

1. 本題為短篇言談段落，評量學生是否能夠理解日常簡易對話，從言談內容
做出簡易推論。 

2. 此類型聽力試題為短篇言談，由短文或兩至三個來回的簡易對話組成，情
境單純、句構簡易、訊息明確，學生只要聽懂短文或對話中的主要內容即
可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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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選擇題)示例 
已知在卡樂芙超市內購物總金額超過190元時，購物總金額
有打八折的優惠。安妮帶200元到卡樂芙超市買棒棒糖，若
棒棒糖每根9元，則她最多可買多少根棒棒糖？ 

(A) 22 

(B) 23 

(C) 27 

(D) 28 

＜命題依據＞ A-4-08能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解的意義，並用來解題。 

＜示例說明＞ 

1. 數學科試題除了評量學生數與量、幾何、代數、統計與機率等數學概
念，也會評量學生是否能在數學問題與生活情境之間作連結。 

2. 評量學生是否能將生活情境中的關係轉化為不等式並求解，根據不等
式的解推斷最多可買多少根棒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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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國中數學教育會考選擇題第 10 題 

←正解 



品沏飲料店提供三種品項，其對應兩種容量的價格如圖(二十)所示。 

數學科非選擇題（示例） 

<命題依據>A-4-08能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解的意義，並用來解題。 

<示例說明>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情境中的數量關係，並利用比例關係與不等式解決問題。學生
作答此題時，需理解自備容器折扣的規則，找出不划算的品項，並利用不等式或數值推
論等方式，說明如何調整大杯品項的自備容器折扣。 

圖(二十) 

品沏飲料店的老闆規劃回饋活動，凡自備容器購買飲料者，每種品項中杯皆折扣2元、大
杯皆折扣5元。 

請根據上述資訊，回答下列問題： 

(1) 老闆收到顧客反映，有些品項在自備容器後大杯的每毫升價格還是比中杯的貴，請問
是圖(二十)中的哪些品項？  

(2) 若老闆想要讓所有品項在自備容器後大杯的每毫升價格都比中杯的便宜，則他應將大
杯的折扣都至少改成多少元？請詳細解釋或完整寫出你的解題過程，並求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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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非選擇題 



自然科示例  
華華想同時使用 110 V、1000 W 的電鍋 

與 110 V、2000 W 的微波爐，需要買一 

條延長線，表(四)是華華在電器材料行 

看到的規格表。若要用最便宜的價格買 

到符合安全考量的延長線，下列哪一種 

延長線是華華最適當的選擇？ 

(A)甲     (B)乙    (C)丙      (D)丁                                    

 

＜命題依據＞ 2-4-8-5 認識電力的供應與運輸，並知道如何安全使用家用 

                                     電器。 

＜示例說明＞  

1. 自然科只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綱中與 「自然學科」有
關之能力與知識。 

2. 此題屬於自然學科的知識原理與應用，評量學生是否能應用電功率概
念，計算流經延長線的電流，選擇適當的延長線。 17 

98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第41題 
↑正解 



社會科示例  
「2009 年侵襲臺灣的莫拉克颱風帶來驚人雨量，隨著豪雨沖刷
下來的漂流木，布滿東海岸的海域，導致臺東許多漁港暫時關閉
；部分漂流木更順著洋流流動到其他國家附近的海域，影響其海
上作業船隻的安全。」根據臺灣附近洋流流向判斷，這些漂流木
最可能會流動到哪個地區附近的海域？ 

(A)中國 海南島  

(B)印尼 爪哇島 

(C)日本 琉球群島  

(D)菲律賓 呂宋島 
 

＜命題依據＞1-4-1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  

善的方法。 

＜示例說明＞ 

評量學生是否認識臺灣附近的洋流與鄰近國家的位置。此類試題以新
聞時事為素材，但作答的依據仍需回歸於課堂上所習得的社會科相關
知識與能力。 18 

105年國中社會科教育會考第20題 

←正解 



寫作測驗示例(一)(106年正式題) 

 
 

 

 

 

請閱讀以下圖表及文字，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作文。 

 

 

 

從小到大，許多傳統習俗伴隨我們成長。在這些傳統習俗

裡，你也許感受到它所傳遞的情感，也許發現它值得保存的內

涵，也許察覺到它不合時宜的地方。 
請就個人生活見聞，以「在這樣的傳統習俗裡，我看見……」

為題，寫下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19 



 

 

寫作測驗示例(二)(108年正式題) 

20 



測驗難度 
目的：將學生分為「精熟」、「基礎」及
「待加強」3等級 

 待加強 基礎 精熟 

難度「難易適中」，每科的平均通過率為
五成至六成。 

試題難度：易 試題難度：中 試題難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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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說明 



測驗結果呈現方式 

標準參照 

使用三個表現等級： 
•「精熟」：精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能力 

•「基礎」：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 

•「待加強」：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 

寫作測驗的評分等級為一至六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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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標準 
等級 

考試科目 精  熟 基  礎 待加強 

國 文 
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並能
深入的理解文本內容、評鑑文本的內
容與形式。 

大致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
並能大致理解文本內容、評鑑文本的
內容與形式。 

僅能具備部分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
識，並有限的理解文本內容、評鑑
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英語 

閱讀 

能整合應用字句及語法結構等多項語
言知識；能理解主題較抽象或嚴肅、
訊息或情境多元複雜、語句結構長且
複雜的文本，並指出各類文本的主旨、
結論與作者立場等重要訊息，且能整
合文本內容如文本結構、解釋或例子
等，並做進一步的推論或評論。 

能理解字句基本語意及語法概念；能
理解主題具體熟悉或貼近日常生活、
訊息或情境略為複雜、語句結構略長
的文本，並指出文本主旨、結論與作
者立場等重要訊息，且從文本的解釋
或例子做出推論。 

僅能有限地理解字句基本語意；僅
能理解主題貼近日常生活或與個人
相關、訊息或情境單純且明顯、語
句結構簡單的文本或語句；僅能指
出文本明白陳述的主旨、結論與作
者立場等重要訊息；僅能藉文本明
顯的線索做出簡易的推論。 

聽力 

能聽懂日常生活主題、訊息單純的短
篇言談，指出言談的主旨與結論等重
要訊息，並從言談中明顯的言語及其
他如語調與節奏等線索做出簡易推論。 

僅能聽懂單句及簡易問答；僅能有
限的理解短篇言談。 

數 學 
能作數學概念間的連結，建立恰當的
數學方法或模式解題，並能論證。 

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能操作算則或
程序，並應用所學解題。 

認識基本的數學概念，僅能操作簡
易算則或程序。 

社 會 
能廣泛且深入的認識及了解社會科學
習內容，並具有運用多元的社會科知
識之能力。 

能大致認識及了解社會科學習內容，
並具有運用基礎的社會科知識之能力。 

能約略的認識及了解社會科學習內
容。 

自 然 
能融會貫通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所培
養的能力來解決需要多層次思考的問
題。 

能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所
培養的能力來解決基本的問題。 

能部分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 



計分方式 

 
三等級 
精熟、基礎
、待加強 

 

各科三等級 
表現描述 

依據各科三等級
表現描述，進行
標準設定 

標準設定(standard setting)： 

    由專業評定者依各科表現描述，經過三輪標準設定流程，討
論與確認會考各科基礎與精熟、基礎與待加強的切點/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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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社會 自然 

精熟 40-48 55-63 47-54 

基礎 20-39 24-54 20-46 

待加強  0-19  0-23  0-19 

109年會考各科標準設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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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級加註標示 

解決免試入學超額問題的配套方式： 

․ 精熟[A]加註標示（A+、A + + ），其中 

 A+ +代表精熟等級前25% 

 A+代表精熟等級前26%～50% 

․ 基礎[B]加註標示（B +、B + +），其中 

 B+ +代表基礎等級前25% 

 B+代表基礎等級前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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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級及四標示 
（以109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國文 社會 自然 

精熟 

  A++ 

40-48 

44-48 

55-63 

60-63 

47-54 

52-54 

  A+ 42-43 59 50-51 

  A 40-41 55-58 47-49 

基礎 

  B++ 

20-39 

35-39 

24-54 

47-54 

20-46 

39-46 

  B+ 31-34 39-46 31-38 

  B 20-30 24-38 20-30 

待加強   C 0-19 0-23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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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及數學科等級採加權計分 

英語科 

• 英語成績＝英語閱讀＋英語聽力 

                        (佔80%)      (佔20%) 

數學科 

• 數學成績＝數學選擇題＋數學非選擇題 

                           (佔85%)          (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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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三等級四標示 
（以108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等級 標示 英語科加權分數 

精熟 

    A++ 

 90.24-100.00 

    98.05-100.00   

    A+     95.15-97.14 

    A     90.24-94.29 

基礎 

    B++ 

38.75-89.52 

    81.58-89.52 

    B+     69.83-81.53 

    B     38.75-69.78 

待加強     C 0.00-38.70 

30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配合防疫措施暫停實施英語(聽力)考試。考生英語(閱讀)等級
即為英語整體等級，並依其英語(閱讀)答對題數加註標示，故此處以108年為例。 



英語科閱讀與聽力答對題數對應整體能力等級加標示對照表 
（以108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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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三等級四標示 
（以109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等級 標示 數學科加權分數 

精熟 

   A++ 

78.46-100.00 

93.46-100.00 

   A+ 87.69-93.45 

   A 78.46-87.68 

基礎 

   B++ 

36.92-78.45 

67.88-78.45 

   B+ 57.31-67.87 

   B 36.92-57.30 

待加強    C 0.00-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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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答對題數 
非選擇題級分 

0 1 2 3 4 5 6 
0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1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2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3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4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5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6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7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基礎 (B) 
8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基礎 (B) 基礎 (B) 
9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0 待加強 待加強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1 待加強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2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3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4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5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6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7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8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9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20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21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2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3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4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5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6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數學科選擇題答對題數與非選擇題分數對應能力等級加標示對照表
（以109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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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教
育
會
考 

成
績
單 

等級(級分) 等級(級分)說明 

34 

說明： 

109年國中教育
會考配合防疫措
施暫停實施英語
(聽力)考試，故
此處以108年為
例。 



非選擇題型評分說明 



評分品質的控管 

閱卷委員的訓練 

評分機制 

(線上)閱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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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卷委員的訓練 

核心委員－每年進行多次培訓會議 

• 增加閱卷共識 

評閱委員－每年兩次培訓會議 

• 了解如何評分 

• 從培訓過程中篩選合適的評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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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機制 

數學科非選擇題 寫作測驗 

評分方式 
每題依學生作答反應評為零至
三級分。 

將學生寫作能力由劣至優區分為
一至六等級，四級分達一般水準。 

複閱條件 
每份試卷皆由兩位評閱委員進
行評分，當兩閱評分不一致時，
則由第三位委員進行複閱。 

每份試卷皆由兩位評閱委員進行
評分，若兩閱評分相差二級分以
上(包含二級分)，或其中一閱分
數為零級分時，則由核心委員
（第三位）進行複閱。 

疑義試卷 
複閱分數若與前兩閱評分不一
致時，則再由核心小組開會討
論決定最後級分。 

複閱分數若仍有疑義，則再由核
心小組開會討論決定最後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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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非選擇題閱卷流程 數
學
非
選 
閱
卷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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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作
測
驗 
閱
卷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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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非選擇題 
評分說明 



數學非選擇題評量的能力 

評量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題，並表達其解
題思維過程與說明理由的能力。 

評分規準： 

    評閱學生解題過程中擬定「策略」的適切  

性，及過程「表達」的合理、完整性。 

• 「策略」是指學生察覺題目條件要素，將題目
轉化成數學問題並擬定解題方法。 

• 「表達」是指解題過程的呈現與步驟間合理性
的說明。 

42 



評分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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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分 評分規準 

三級分 策略適切，表達合理、完整。 

二級分 

1. 策略適切，表達雖合理，大致完整，但出現計算錯誤。 

2. 策略適切，表達合理，大致完整，但沒有顯示部分步
驟間的合理性。 

一級分 

1. 策略適切，表達雖大致合理，但出現錯誤的引用。 

2. 策略方向正確，但缺乏嚴謹性，不足以解決題目問題。 

3. 策略方向正確，但未能完全將題目轉化成數學問題。 

零級分 策略模糊不清；解題過程空白或與題目無關。 



品沏飲料店提供三種品項，其對應兩種容量的價格如圖(二十)所示。 

數學科非選擇題（示例） 

<命題依據>A-4-08能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解的意義，並用來解題。 

<示例說明>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情境中的數量關係，並利用比例關係與不等式解決問題。學生
作答此題時，需理解自備容器折扣的規則，找出不划算的品項，並利用不等式或數值推
論等方式，說明如何調整大杯品項的自備容器折扣。 

圖(二十) 

品沏飲料店的老闆規劃回饋活動，凡自備容器購買飲料者，每種品項中杯皆折扣2元、大
杯皆折扣5元。 

請根據上述資訊，回答下列問題： 

(1) 老闆收到顧客反映，有些品項在自備容器後大杯的每毫升價格還是比中杯的貴，請問
是圖(二十)中的哪些品項？  

(2) 若老闆想要讓所有品項在自備容器後大杯的每毫升價格都比中杯的便宜，則他應將大
杯的折扣都至少改成多少元？請詳細解釋或完整寫出你的解題過程，並求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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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非選擇題 



數學科非選擇題（該題評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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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答
案
卷
樣
式 

• 非選擇題作答區每格 

大小為 12cm*12cm 

• 需以黑色墨水的筆書寫 

選擇題作答區， 

需以2B鉛筆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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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注意事項(一) 

只寫答案而無計算過程或說明，無法判斷
其「策略」與「表達」能力，該題以零級 

分計。 

使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在規定的作答區
內書寫 

• 學生作答超出作答區，僅以作答區內之內容進
行評分 

• 學生為避免超出作答區，可先行於作答區規劃
作答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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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注意事項(二) 

若作答時自行在試題圖形上標示的記
號，在作答時需要用到，則需將題目
圖形畫在作答區內，以利閱卷委員進
行評分。 

違規卷包含學生洩漏私人身份（如：
姓名、准考證號）、畫記與題目無關
的文字、圖形或符號，則數學科不計
列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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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作答區 

• 僅針對作答區內
容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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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作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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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針對作答區內
容進行評分。 



規劃作答區 
• 學生標示作答
順序，並將作
答內容劃分區
塊，充分利用
作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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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答區 

• 作答時區分為
左右兩部分，
避免超出作答
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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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答區 

• 依題目解題，
自行規劃區塊
作答，充分利
用作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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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題目圖形畫在作答區內 

• 學生作答時自行
在試題圖形上標
示記號，使用該
記號作答，並將
題目圖形畫在作
答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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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卷 

• 作答區中畫記
圖形、書寫與
解題無關之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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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卷 

• 作答區中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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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記圖形。 



寫作測驗評分說明 



寫作測驗評量的能力 

檢測國中畢業生表達經驗見聞和情感思想的綜合語文
能力。 

立意與取材：能依不同的寫作目的，統整閱讀內 

              容、篩選合適素材，以表現個人意念。 

結構組織：能掌握寫作步驟，首尾連貫，組織完整篇 

            章。 

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本國語文，適當的遣詞用字、運 

             用各種句型及修辭寫作。 

錯別字、格式及標點符號：能正確運用文字、格式及 

                           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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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卷樣式 

59 

第一頁 第二頁 

務必從第一頁開始作答 



寫作測驗作答注意事項 

作答方式：必須仔細閱讀完整試題後，撰寫一篇文章。  

從第一頁右邊第一行開始作答，並不得要求增加答案卷作答。 

以下情形影響作答結果呈現，可能影響得分： 

未用本國文字書寫（正體字）；未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建議
使用0.5mm～0.7mm之筆尖，且不得使用鉛筆）；書寫內容超出
答案卷格線外框。 

以下情形違反考場規則，將不予計分： 

故意挖補、 汙損、 折疊答案卷；於答案卷上做標記（包含與
題目無關之文字、圖形或符號）、顯示自己身分。 

另針對使用詩歌體、完全離題、只抄寫題目或說明及空白卷等
考生，因無法判斷其寫作能力，給予其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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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未來的每一天，為自己加油！ 

說明到此，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