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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即將於108學年度實施，今年入學的國中生將於111年參加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教育會
考)，為了讓教師與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因應與準備，臺師大心測中心於8月30日發布新聞稿，分別就計分方式、題型與試題設計三方面說明屆
時教育會考和現行制度的差異。

一、計分方式：維持三等級制

　　111年起之教育會考仍是採用標準參照模式計分，將學生學習表現區分三等級。各科各等級的表現描述已依據新課綱的核心素養具體內
涵與學習表現調整，調整後的描述請參見表1。另外，寫作測驗與數學非選擇題閱卷參照的評分規準也已依據新課綱修改，級分數則維持不
變，請參見表2與表3。

二、題型：以單一選擇題為主

　　教育會考是用以瞭解並確保國民中學學生學力品質的評量考試，111年起之教育會考仍將秉持考綱不考本之精神，學生只需學習學校採
用的教科書即可應試。此外，考量到新課綱實施初期，過多的制度變革恐將造成教師與學生的不安，因此111年教育會考題型仍以單一選擇
題為主，僅寫作測驗與部分數學科試題為非選擇題。

三、試題設計：強化素養導向

　　目前教育會考的試題不僅有評量重要概念的「學科基本素養題」，也有連結日常生活情境或學術探究情境的「生活實踐題」，111年起
之教育會考將以現有試題形式為基礎框架進行調整，不會驟然進行大幅度的改變，試題本中仍會維持一定比例評量重要核心學科概念的試
題，但也會更強化「生活實踐題」的設計，透過真實情境脈絡(包含日常生活情境或是學術探究情境)進行提問，同時也會適度融入跨領域素
材與新課綱所列相關議題，希望經由試題的引導，讓學生思考、探究課堂所學與生活之關聯性。這類生活實踐的試題，在題幹或選文中提供
較多的資訊，學生需解讀資訊以探究相關議題，為避免部分篇幅較長的試題增加學生的閱讀負擔，各科將視情況調降試題本題數，但試題本
整體難度仍將維持難易適中。

　　自111年起，教育會考各考試科目之測驗時間、題數以及命題依據如表4所示，相關說明文件下載請參見表5。

　　 最後臺師大心測中心強調，雖然教育會考採紙筆測驗形式，僅評量學生的認知程度與廣義的探究能力，難以評量學生的「情意態度」與
「行為習慣」，但國中教師仍應落實於課堂教學過程之中，期能貫徹新課綱「自發」、「互動」與「共好」的課程理念，以臻全人教育之理
想。

表1　111年教育會考各考試科目之等級表現描述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國文

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能深入

的理解、評鑑各類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並能適切統整應用以處理問題。

大致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大

致能理解、評鑑各類文本的內容與形

式，並大致能統整應用以處理問題。

僅能具備部分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

僅能有限的理解、評鑑各類文本的內容

與形式，並有限的統整應用以處理問

題。

英語

閱讀

能理解所學字詞的常見語意、常見的句

型結構，及簡易文本的篇章結構。能理

解生活或社會議題、時事或新知、個人

經歷或想法等主題，且敘述稍長、脈絡

清楚分明的文本；能指出文本的主旨、

結論、清楚陳述的敘述者態度或立場等

重要訊息；能過濾及綜合文本訊息做推

論。

能理解所學字詞的基本語意、基本的句

型結構，及簡易語句的語意或語法連

結。能理解描繪生活周遭人事時地物等

貼近個人日常生活經驗的主題，且敘述

淺顯直白的文本；能提取文本中明確陳

述的重要訊息。

僅能理解少數所學字詞的基本語意或基

本的句型結構，僅能有限地理解簡易語

句的語意或語法連結。 僅能有限地理解

少數描繪生活周遭的人事時地物等貼近

個人日常生活經驗的主題，且敘述淺顯

直白的文本；僅能有限地提取文本中明

確陳述的重要訊息。

聽力 能聽懂主題與日常生活和個人興趣相關 能聽懂與個人日常生活和周遭具體事物 僅能有限地聽懂少數與個人日常生活和

認識會考 歷史訊息 考試內容 成績計算 試務工作 特殊考生應考相關 歷屆試題 下載專區 相關網站 常見問題 飛揚 報名專區

等級

考試科目

https://cap.nace.edu.tw/index.html
https://cap.nace.edu.tw/history.html
https://cap.nace.edu.tw/exam.html
https://cap.nace.edu.tw/examination.html
https://cap.nace.edu.tw/files.html
https://cap.nace.edu.tw/webconnection.html
https://cap.nace.edu.tw/qa.html
https://cap.nace.edu.tw/fly/106/1069901.html
https://cap.nace.edu.tw/signup.html


且敘述較委婉、訊息較多的言談；能指

出言談的主旨或細節等重要內容，並利

用言談的語句、語調或語氣等做出推

論。

相關的簡短語句、問答及敘述直白的簡

短言談；能聽懂關鍵字詞，並指出言談

的主題或情境等重要內容。

周遭具體事物相關的簡短語句、問答及

敘述直白的簡短言談；僅能有限地能聽

懂少數關鍵字詞，僅能有限地指出少數

言談的主題或情境等重要內容。

數學

能分析問題情境中複雜、不明顯的數學

訊息，並發展解題策略、應用數學方法

或基本的論證解決問題。

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能操作算則或程

序，能理解問題情境中簡單、明顯的數

學訊息，並應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

僅認識部分基本的數學概念，僅能操作

部分的算則或程序。

社會

能廣泛認識及了解社會領域學習內容，

並能運用多元的社會領域知識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

能大致認識及了解社會領域學習內容，

並能運用基礎的社會領域知識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

能約略認識及了解社會領域學習內容，

並能覺察相關訊息。

自然
能融會貫通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探究能

力解決需要多層次思考的問題。

能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探究

能力解決基本的問題。
能部分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

註：111年教育會考英語(聽力)僅區分學生學習表現為「基礎」與「待加強」二等級。

表2　111年教育會考寫作測驗評分規準一覽表

級分 評分規準

六級分

六級分的文章是優秀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適切地統整、運用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以凸顯主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完整，脈絡分明，內容前後連貫。

遣詞造句 能精確使用語詞，並有效運用各種句型使文句流暢。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幾乎沒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五級分

五級分的文章在一般水準之上，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適當地統整、運用材料，並能闡述說明主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完整，但偶有轉折不流暢之處。

遣詞造句 能正確使用語詞，並運用各種句型使文句通順。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少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並不影響文意的表達。

四級分

四級分的文章已達一般水準，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統整、運用材料，尚能闡述說明主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大致完整，但偶有不連貫、轉折不清之處。

遣詞造句 能正確使用語詞，文意表達尚稱清楚，但有時會出現冗詞贅句；句型較無變化。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不至於造成理解上太大的困難。

三級分

三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是不充分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嘗試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統整、運用材料，但不甚適當，或發展不夠充分。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鬆散；或前後不連貫。

遣詞造句 用字遣詞不太恰當，或出現錯誤；或冗詞贅句過多。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以致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二級分

二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呈現嚴重的問題，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雖嘗試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統整、運用材料，但有所不足，或大量引述題幹內容，發展有限。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不完整；或僅有單一段落，但可區分出結構。

遣詞造句 遣詞造句常有錯誤。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不太能掌握格式，不太會使用標點符號，錯別字頗多。

一級分

一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呈現極嚴重的問題，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僅解釋題目或題幹內容；或雖提及主題，但材料過於簡略或無法選取相關材料加以發展。

結構組織 沒有明顯的文章結構；或僅有單一段落，且不能辨認出結構。

遣詞造句 用字遣詞極不恰當，頗多錯誤；或文句支離破碎，難以理解。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不能掌握格式，不會運用標點符號，錯別字極多。

零級分 完全離題、只訂題目、僅抄寫題目或題幹內容、使用詩歌體、空白卷。



表3　111年教育會考數學非選擇題評分規準一覽表

級分 評分規準

三級分
1. 策略適切，解題過程完整或大致完整，且結果／結論大致正確。

2. 策略適切，解題步驟出現不影響解題過程的瑕疵，但呈現大致完整的推導／推理或解釋，且結果／結論大致正確。

二級分

1. 策略適切或方向正確，解題過程不完整，部分步驟缺乏合理性，但結果／結論大致正確。

2. 策略適切或方向正確，解題過程大致完整但出現錯誤，結果／結論合理。

3. 策略適切或方向正確，解題過程中呈現部分推導／推理或解釋，但未得出正確的結果／結論。

一級分 1. 缺乏明確的策略，呈現部分的解題要素，但欠缺適當的推導／推理或解釋。

零級分 1. 策略模糊不清；解題過程空白或與題目無關。

表4　111年教育會考各考試科目之時間、題數及命題依據

科目 時間 題數 命題依據

國文 70分鐘 40～50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語文領域-國語文／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英語

閱讀 60分鐘 40～45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語文領域-英語文／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聽力25分鐘 20～30題

數學 80分鐘
25～31題 

（選擇題23～28題； 非選擇題2～3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數學領域／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社會 70分鐘 55～65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社會領域／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自然 70分鐘 45～55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自然科學領域／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寫作測驗 50分鐘 1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語文領域-國語文／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表5　111年教育會考相關說明文件下載一覽表

國文 英語  (閱讀) 英語  (聽力) 數學 社會 自然 寫作測驗

表現描述(評分規準)
調整說明

評量目標與

示例說明

參考試題本

參考答案與樣卷示例 (選擇題參考答案)   數學非選擇題樣卷示例 寫作測驗樣卷示例

註：參考試題本之題數僅供參考，各科試題本之題數請參見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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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文件

https://cap.nace.edu.tw/2022/01.%E5%9C%8B%E6%96%87/%E6%96%87%E4%BB%B6%E4%B8%80%E3%80%81111%E5%B9%B4%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5%9C%8B%E6%96%87%E7%A7%91%E8%A1%A8%E7%8F%BE%E6%8F%8F%E8%BF%B0%E8%AA%BF%E6%95%B4%E8%AA%AA%E6%98%8E.pdf
https://cap.nace.edu.tw/2022/02.%E8%8B%B1%E8%AA%9E/%E6%96%87%E4%BB%B6%E4%B8%80%E3%80%81111%E5%B9%B4%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8%8B%B1%E8%AA%9E%E7%A7%91%E8%A1%A8%E7%8F%BE%E6%8F%8F%E8%BF%B0%E8%AA%BF%E6%95%B4%E8%AA%AA%E6%98%8E.pdf
https://cap.nace.edu.tw/2022/03.%E6%95%B8%E5%AD%B8/%E6%96%87%E4%BB%B6%E4%B8%80%E3%80%81111%E5%B9%B4%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6%95%B8%E5%AD%B8%E7%A7%91%E8%A1%A8%E7%8F%BE%E6%8F%8F%E8%BF%B0%E8%AA%BF%E6%95%B4%E8%AA%AA%E6%98%8E.pdf
https://cap.nace.edu.tw/2022/04.%E7%A4%BE%E6%9C%83/%E6%96%87%E4%BB%B6%E4%B8%80%E3%80%81111%E5%B9%B4%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7%A4%BE%E6%9C%83%E7%A7%91%E8%A1%A8%E7%8F%BE%E6%8F%8F%E8%BF%B0%E8%AA%BF%E6%95%B4%E8%AA%AA%E6%98%8E.pdf
https://cap.nace.edu.tw/2022/05.%E8%87%AA%E7%84%B6/%E6%96%87%E4%BB%B6%E4%B8%80%E3%80%81111%E5%B9%B4%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8%87%AA%E7%84%B6%E7%A7%91%E8%A1%A8%E7%8F%BE%E6%8F%8F%E8%BF%B0%E8%AA%BF%E6%95%B4%E8%AA%AA%E6%98%8E.pdf
https://cap.nace.edu.tw/2022/%E5%AF%AB%E4%BD%9C%E6%B8%AC%E9%A9%97%E8%A9%A6%E9%A1%8C%E5%8F%8A%E8%A9%95%E5%88%86%E8%A6%8F%E6%BA%96%E8%AA%BF%E6%95%B4%E8%AA%AA%E6%98%8E.pdf
https://cap.nace.edu.tw/2022/01.%E5%9C%8B%E6%96%87/%E6%96%87%E4%BB%B6%E4%BA%8C%E3%80%81111%E5%B9%B4%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5%9C%8B%E6%96%87%E7%A7%91%E8%A9%95%E9%87%8F%E7%9B%AE%E6%A8%99%E8%88%87%E5%8F%83%E8%80%83%E8%A9%A6%E9%A1%8C%E6%9C%AC%E7%A4%BA%E4%BE%8B%E8%AA%AA%E6%98%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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