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大考素養導向命題方向
與試題示例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9.4.26



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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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著作權屬「財團法人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歡迎參考或適當引用，
但如涉及商業利益或另外大規模複
製則不在同意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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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

術科
測驗

分科測驗

數甲、歷史、地理、公民與社
會、物理、化學、生物

學科能力測驗

國文(含國寫)、英文、數學A、
數學B、社會、自然12年國教新課

綱（108課綱）

111學年度起適
用之大學多元
入學方案

111學年度起的大考與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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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起大考測驗範圍與成績表示

部定第十、十一年級必修英文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分科測驗

部定必修與部定加深加廣選修

學科能力測驗

部定必修 級
分
制

等
級
制

全部
自由
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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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起大考新增混合題型

混合題型

包含選擇題
型與非選擇
題型的題組

英聽

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

既有題型

選擇題型 選填題型
（數學）

非選擇題型

單選題

多選題

新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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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A3正反面新式答題卷，同時作答選擇題與非選擇題

111起大考使用新式答題卷

空白卷卡分開，事先印製 題卷須同時設計、定稿並於闈內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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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大考的命題方向

•依據課綱命題、不超綱不偏本

•精進素養導向試題，並兼顧基本題

•綜合評量閱讀理解、分析推論、反
思評價、語文表達等能力；並考察
整合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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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素材情境化：素材引用生活情境或學術探究情境。

• 考察整合運用能力：考察學生是否能夠整合運用知識與技能
以處理現實世界或學術探究的問題，如閱讀理解、邏輯推論、
圖表資訊判讀、證據應用等。

• 跨領域／跨學科的主題式試題設問：考察學生是否能夠融會
貫通，善用不同領域或學科所學來處理跨領域或跨學科主題
的相關問題。

• 強化評量層次及表達說明能力：以混合題型或非選擇題題組，
設計較為結構化的設問，藉由同一題組內不同評量層次的試
題，引導或深化學生對問題（或主題）的理解，並強化評量
其表達說明能力。

素養導向試題命題重點



9

情境入題的幾種可能方式
• 出題者在題目中直接引用現實情境訊息（如數據、資料等）
作為答題者作答所需訊息。

• 答題者需從題目的情境陳述中擷取作答所需訊息。

• 答題者需對於題目所引情境中的資訊進行分析推論，以獲
得作答線索。

• 答題者需對題目情境進行廣泛理解、發展解釋、或進行反
思評價後，方能作答。

情境命題，應該要避免刻意為讓情境入題而表面情境化，卻
干擾測驗目標的問題。

※以上幾種方式可能結合運用



• 命題更多元活潑，能更具體體現素養學習的重點。

• 以較為結構化或多面向的設問，引導考生循序漸
進思考作答，強化對於學生表達說明能力之評量。

• 可以由單一而發展出多層次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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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題型與新式答題卷提升評量層次

• 可配合混合題型題組設計作答方式。
• 可增加非選擇題題組更多樣多元作答形式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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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T

素養導向試題舉隅
以考過的學測指考試題為例



例：107學測國文選擇第6題
下列是仁欣醫院在進行手術治療前，提供給患者的麻醉風險等級表，依
據表中的資訊，敘述錯誤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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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1、2級死亡率約為0.06%至0.4%，可見麻醉雖有風險但危險程度低
(B)第3、4級風險程度增高，乃因病人患有全身性疾病，且伴隨功能障礙
(C)第5級死亡率可高達1/2，但在不開刀的情形下，可能一天內結束生命
(D)麻醉風險與患者的健康狀況密切相關，死亡率由高至低依序為1至5級

P = 77%，D = 0.21



13

例：108學測數學第6題

某超商依據過去的銷售紀錄，冬天平均氣溫在6℃到24℃時，每日平均
售出的咖啡數量與當天的平均氣溫之相關係數為-0.99 ，部分紀錄如下
表。

平均氣溫（℃） 11 13 15 17 19 21

平均售出量（杯） 512 437 361 279 203 135

某日平均氣溫為8℃，依據上述資訊推測，試問該日賣出的咖啡數量應
接近下列哪一個選項？

(1) 570杯 (2) 625杯 (3) 700杯 (4) 755杯 (5) 800杯

P = 71%，D = 0.40



圖6為臺灣時間2017年7月29日08時的紅外線衛星雲圖，尼
莎颱風位於臺灣東方海面。20時中心登陸宜蘭，23時中心於
新竹出海，圖7為尼莎颱風於7月26日到7月30日間的颱風路
徑圖（臺灣時間）。依據圖6與圖7回答22-2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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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201709 尼莎（NESAT）

（08時）

（08時）

（08時）

（08時）

（08時）

07/30

07/29

07/28

07/27

07/26

圖7

例：107學測自然第22-23題



22.宜蘭地區在7月29日08時，接近地面處的主要風向為何？
(A)西北風 (B)西南風 (C)東北風 (D)東南風 (E)南風

23.下列哪一張示意圖最能代表宜蘭觀測站所量測到的氣壓在
7月28~30日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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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 P = 58%，D = 0.50
第23題 P = 53%，D = 0.48



表3為某地區的氣候資料（雨量單位：mm，溫度單位：
oC ），請問盛行於該氣候區的主要農業類型為何？

(A)放牧業 (B)酪農業
(C)熱帶栽培業 (D)地中海型農業

表3
月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溫度 24 23 21 18 16 13 12 14 16 17 20 23

月雨量 5 5 15 40 120 160 162 140 90 60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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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6學測社會第48題

P＝76％，D＝0.41



思考：基本題與情境題設計之別
 素養包含知識、能力和態度等面向。從這個角度看，素養導向
試題是包含基本題與情境題，只是二者在強度有所不同，即情
境題相較於基本題，更有可能考察活用知識的層面。簡言之，
二者應屬於光譜的兩端，兩端之間，可以有各種不同層次試題
的設計。以下例題，可視為記憶型的基本題，唯目前在多數學
測或指考試題中，已較少見此種單純背誦的形式。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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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地區因具有夏乾冬雨的氣候特徵，林木多葉小而厚，以灌木林為代表。
該地區最可能位於下列哪個氣候區內？

(A)熱帶雨林 (B)溫帶季風 (C)溫帶海洋性 (D)溫帶地中海型

颱風是影響臺灣的重要天氣系統之一，下列有關颱風性質的描述何者正確？
(A)颱風屬於反氣旋的天氣系統
(B)颱風的氣壓變化最愈往外圍越低
(C)在北半球，颱風的地面風向是朝中心逆時針旋入
(D)天氣圖上，颱風造成的地面風向都會平行等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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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T

混合題組題試題舉隅
以公布的學測參考試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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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1學測自然參考試卷第46-48題

臺灣沿海最大沙洲─外傘頂洲（圖16），
主要由濁水溪、北港溪泥沙沖積而成，現
在乾潮時面積可達1千多公頃，滿潮時則
僅剩2百多公頃。外傘頂洲在不同年代的
位置及面積大小並不完全相同。依據○○
大學水工試驗所調查資料，外傘頂洲超過
平均海水位的面積，在1999年約有2,888
公頃，而2012年僅剩1,220公頃。依目前
沙洲面積縮減的速度，倘若沒有適當防治
措施，沙洲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就真的會消
失了。

到底外傘頂洲為何會消失，各方說法不一，
但有不少人把矛頭指向北邊新建的工業區。
這座原被暱稱為「移動的國土」的沙洲，
可能即將成為「消失的國土」。（文本改
寫自2013年某媒體時事報導）

46-48題為題組

工業區

雲林縣

北港溪

嘉義縣

雲林縣

北港溪

1984年
1999年
2013年

嘉義縣

鰲鼓海埔地

東石漁港

資料來源：○○大學水工試驗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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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如果要驗證該媒體報導所述「有人認為近年外傘頂洲面積消減主要由北
邊新建的工業區建廠造成」是否為真，下列哪兩項最適合做為對照佐證
的資料？（應選2項）（2分）

(A)臺灣各工業區面積的數據
(B)外傘頂洲面積隨時間變化的數據
(C)外傘頂洲附近產業隨時間變化的數據
(D)各式防治外傘頂洲被侵蝕的措施之分布位置
(E)各種可能會影響外傘頂洲面積事件的發生時間
(F)外傘頂洲上及附近居民人口數隨時間變化的數據

47. 為了讓同學更了解沙洲消減的狀況，老師請同學自行尋找合適的衛星圖
來計算沙洲面積當作一份作業。已知沙洲面積是依沙洲露出海面的部分
來計算，甲生從某張衛星照片計算為1000公頃，而乙生用另一張衛星照
片計算的結果則為400公頃。已確認兩人計算面積的方法及結果都是正
確的，下列哪些最有可能是造成兩者結果差距如此大的原因？（應選2
項）（2分）

(A)照片解析度不同 (B)拍攝的年份不同
(C)拍攝照片的衛星軌道高度不同 (D)衛星偵測到的電磁波波段不同
(E)因潮汐造成的海平面高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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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根據報導中○○大學水工試驗所提供的資料（報導中標示底線的部
分），假設外傘頂洲面積縮減速率維持不變，試畫出其面積值的變化
趨勢線，用作圖法推估並標示出外傘頂洲消失（全部低於平均海水位）
的年份為何？（注意事項：作答區方格紙上已畫出坐標軸，請標出兩
坐標軸的單位及面積資料點的坐標，並以實線畫出趨勢線，虛線畫出
推估線，留意作圖範圍勿超出方格紙）。（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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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1學測社會參考試卷第47-51題

小安發現許多提神飲料的電視廣告常強調廣大勤奮勞工是臺灣經濟奇蹟功臣，
同時也記得書上將1960-1980年代稱為經濟起飛年代。但小安注意到廣告裡
的「勤奮勞工」清一色是男性，因此不僅好奇經濟奇蹟怎麼來的，也疑惑難
道這奇蹟只跟男性有關嗎？他找到以下資料，嘗試解答這些疑惑。

資料一：臺灣在四個年份之三級
產業就業人口結構圖

資料二：1973-1985年臺灣第二級產業受雇
人員男女每人每月總薪資圖

每
人
每
月
總
薪
資
（
單
位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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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1966-1979年臺灣女性勞動參與率曲線圖

資料四：造成重大職場傷亡之「飛歌事件」的讀者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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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據上述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47. 依據「資料四」描述當時臺灣電子工業發展的狀況，當時外資選擇臺灣
投資設廠的現象，最符合下列哪個概念的內涵？（2分）

(A)水平分工 (B)垂直整合
(C)規模經濟 (D)區位擴散

48. 檢視「資料三」的統計資料，從媒體再現的觀點解釋小安發現的電視廣
告勞工意象，下列敘述何者最適切？（2分）

(A)廣告內容與統計資料不符，反映廣告潛藏勞動階級偏見
(B)廣告肯定勞工參與貢獻，佐證勞工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C)廣告訊息符合臺灣經濟發展歷史，反映出社會變遷趨勢
(D)廣告題材選擇特定的勞動者，反映潛藏的性別刻板印象

49. 依據題文各項資料推論，國家在全球化下面對跨國公司投資時，最可能
面臨的治理挑戰為何？（2分）

(A)在規劃整體經濟政策時，如何有效銜接全球產業發展之動向
(B)在吸引外資以提升經濟的同時，如何有效兼顧實現尊嚴勞動
(C)如何參照美商公司標準，以落實男女勞動者的職場性別平等
(D)如何有效引入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促使本國工業產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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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從經濟誘因的角度思考，「資料二」和「資料三」何者較能解釋
「資料一」產業就業結構的轉變？請於作答區勾選一項，並以所勾
選的資料解釋「資料一」變動的原因。（非選擇題，4分，50字內）

51. 資料一呈現的趨勢是第二級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大幅增加，然而，至
1990年代第三級產業就業人口比例顯著增加，第一、二級產業就業
人口比例逐漸減少。1990年代末期的就業人口結構最可能出現在作
答區六個灰色區塊中的哪個區塊？請填滿這個區塊。（非選擇題，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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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已公告之各考科考試說明

& 111學測參考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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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說明：測驗目標、測驗內容、試題舉例

註：考試說明是依據公告
課綱的基本理念與目的、
各領域學習內容與學習表
現，以及考慮大學端的選
才需要，從客觀、專業的
評量角度發展，是各考科
的「命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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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測各考科測驗時間與非選擇題配置

考試科目 測驗時間 卷面滿分 整卷非選擇題配置

國文
國綜 90分鐘 100分(占50%) 混合題型中的非選擇題占分約20-28分

國寫 90分鐘 50分(占50%) 全為非選擇題

英文 100分鐘 100分 非選擇題(含混合題型)占分不超過36％

數學A 100分鐘 100分
混合題型占分約15%~20%

數學B 100分鐘 100分

社會 110分鐘 144分 非選擇題型占分以20-30%為原則

自然 110分鐘 128分 非選擇題占分約20-30%

註1：國文考科分節施測：(1)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2)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註2：各考科非選擇題占分比例依正式考試組卷可能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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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分科測驗各考科測驗時間與非選擇題配置

考試科目 測驗時間 卷面滿分 整卷非選擇題配置

數學甲 80分鐘 100分 非選擇題與混合題型占分約24%~30%

歷史 80分鐘 100分 非選擇題型占分以20-30%為原則

地理 80分鐘 100分 非選擇題型占分約20%~30%

公民與社會 80分鐘 100分 非選擇題型占分約20%-30%

物理 80分鐘 100分 混合題型與非選擇題型占分共約30分

化學 80分鐘 100分 混合題型或非選擇題型占分約30%

生物 80分鐘 100分 非選擇題或混合題型以20-30%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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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測：參考試卷、答題卷、答案、解析

註：參考試卷呈現
本中心未來命
題方向、組卷
架構、僅適宜
作為參考練習、
評量之示例；
試題除部分為
原創外，亦有
採用或修改歷
年考題或研究
用試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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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測公告版各科參考試卷架構

科目

第一部分
選擇題(含選填題)

第二部分
混合題(含選擇與非選)或非選擇題 整卷占分

題數 占分 混合題
題組數 占分 非選題

題組數 占分 選擇
題

非選
擇題

卷面
滿分

國綜(卷一) 27 66 3題組 34 -- -- 72 28 100

國綜(卷二) 29 70 2題組 30 -- -- 78 22 100

國寫 -- -- -- -- 二大題 50 -- 50 50

英文 46 62 1題組 10 二大題 28 64 36 100

數學A 17 85 1題組 15 -- -- 90 10 100

數學B 17 85 1題組 15 -- -- 88 12 100

社會 35 70 7題組 64 二大題 10 104 40 144

自然 36 72 6題組 56 -- -- 96 32 128

註：正式考試將參照課程綱要授課時數分配，考量學習内容、測驗目標、試題難度分配
等可能微調各題型題量與占分。



關於111大考素養導向命題

幾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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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問題與回應-1

Q1：108課綱實施後，大考是否都以素養導向試題為主？

A1：基本題仍在，但素養導向試題會更為增加。
• 組卷時必須依照不同層次的測驗目標，適當平
衡各類型題目。素養導向試題會比目前多。

• 各科視其學科特性與大學學習需求，素養導向
試題在組卷中所占的比例上可能有所差異。



36

幾點問題與回應-2

Q2：素養導向試題強調閱讀理解，那麼一道試題是否可
能成為閱讀測驗題，考生只須從情境陳述中即可尋
找答案，而不須太多的學科知識背景？

A2：素養命題應該設定測驗目標及欲評量的相關先備知
識
• 素養導向試題的確強調閱讀理解，包括文字、符號、
資料或圖像等，但不在試題陳述中明白提供的學科先
備知識（prior knowledge）往往是解題能力關鍵。
作答時，考生須結合閱讀理解能力與先備知識。

• 會從能幫助高中課堂學習能「活學活用」的角度來思
考素養導向命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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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問題與回應-3

Q3：素養導向試題是否都需要以長題幹或題組形式命題，
而且應該要包含完整的高層次認知評量？

A3：不一定。
• 情境入題意味著至少評量「應用」層次，但不必然每
一道情境題都要包含分析、綜合、反思評價等高層次
評量，而是依組卷設計，平衡不同評量強度的情境題。

• 素養導向試題不必然以長題文或題組的方式命題，仍
可能是單題，或者以圖表與符號混合命題。

• 較高強度的素養試題會傾向於以長題文或題組方式命
題，或混合選擇題與非選擇題等結構化設問方式，以
深化考生對問題的認知。



38

幾點問題與回應-4

Q4：素養題中的情境是否都應是生活中的真實情境？
A4：不一定。

• 試題中的情境，可以是經過設計以貼近實際生活，具
有現實意涵的「設定」、「模擬」。（真實情境有時
候並不容易在有限的題文中完整呈現，常見的情境是
依據測驗設計而加以重製、模擬或改作的作答條件。）

• 在生活情境之外，學術探究情境（如文學評論、科普
文章、研究說明、實驗探究、學科新知等）也應是重
要的情境題材。此類試題可彰顯素養的終身學習精神，
並契合銜接大學入學學習的大考測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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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小叮嚀

重視閱讀理解的重要性
大量閱讀與理解不同類型文本
多接觸與認識重要的多元議題情境
學習力求融會貫通、統整運用

測驗的重點不只是「你記得多少？」，更在於
「你有沒有理解與思考？」，「你能不能融會貫
通？」，「你能不能清楚及有系統地加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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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卷與試題中的訊息量與閱讀量會有所增加，需要更
強化閱讀理解能力。

• 需要能運用閱讀理解評量架構，培養擷取訊息、統整
解釋、反思評價等不同層次的能力。

(一) 重視閱讀理解的重要性

(二) 大量閱讀與理解不同類型文本
•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重大議題的訊息或觀點；應
用閱讀策略整合跨領域的知識，增進學習效能，轉化
為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能力。

• 閱讀不同類型文本，如記敘文、抒情文、說明文、議
論文、應用文本等。文字之外，能解讀表格、繪圖、
地圖等非連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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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108課綱《總綱》「實施要點」規定，各領域課程
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
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
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
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

(三) 多接觸與認識重要的多元議題情境

(四) 學習力求融會貫通、統整運用

• 教師教學可能打破學科間的藩籬，因此，學生要多
學習跨領域、跨學科、主題式的整合性提問方式。

• 學習擴大視野，綜合所學，融會貫通。



後續：

111分科測驗參考試卷

109、110試辦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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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分科測驗參考試卷將陸續公布

各科試題研發小組研擬組卷
• 大學教授、本中心研究員、部分
科目高中教師

高中生測試

諮詢會議

匿名審議諮詢

預計：自5月底6月
初，逐步公告111分
科測驗各考科，以
及高中英語聽力測
驗之參考試卷。含
說明、試題、答題
卷、參考答案／評
分原則、試題解析。



109、110年規劃辦理兩次111學測試辦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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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中心

109、110
試辦考試

考區大學 高中

蒐集各界對素養導向命題意見
測試及檢驗各項試務系統

熟悉新的監試流程 教師：了解考試方向，進行課務
及行政規劃與準備。

學生：了解考試方向、題型，適
應新式答題卷作答方式。



109年試辦考試規劃與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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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主要目的 1. 學生試作素養導向試題與混合題型，試用答題卷
2. 本中心相關試務系統測試

辦理考科 111學測社會、自然；每科施測時間110分鐘

施測日期 109年4月24~30日，由學校自行安排施測

參加對象

1. 以普高或綜高之高一在學學生為主，提供所有高中提
報之學生每人一份題、卷，含特殊試題

2. 回收每科約25,000份答題卷進行系統測試與閱卷
3. 其他高年級學生可自行下載題卷練習，或由學校教師

協助施測
（經意願調查；總計有227校學校參加，其中參加社會科
63,321人；參加自然科62,634人）

公告資訊

1. 施測說明：公告相關影音檔或簡報，包含「本次考試
目的」、「題型介紹」、「答題卷介紹」、「本次考
試流程」等

2. 題卷與答案：4月24日公布試題、答題卷；5月7日公布
參考答案、試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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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主要目的 • 模擬正式試務流程

辦理考科 • 學測六考科（七節次）

測驗範圍 • 部定必修課程

考試日期 • 兩天
• 預定於110 年9 月以前完成

考試對象與
人數估計

• 以高二生為主
• 預計涵蓋100,000 人，每人暫定限選考2 科，每考科

35,000 人

報名收費 • 否 (已另案向教育部申請試務所需經費)

試辦模式 • 大學承辦

試場規則 • 依修訂後之試場規則 (111考試簡章預定於110.8月定稿)

110年試辦考試規劃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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