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試辦考試  
社會考科非選擇題評分原則  

110 年試辦考試社會考科的非選擇題共有 10 題，包含公民與社會科的第 51、

65、66、67 題；歷史科的第 53、59、63 題；地理科的第 55、57、64 題。其中除

第 57 題為 2 分、第 64 題為 4 分，其餘每題皆為 3 分，總計 30 分，合於《111 學

年度起適用之學科能力測驗考試說明－社會考科》所規範：「全卷非選擇題型占

分比例以 20-30%為原則」之下限，亦符合 111 學測命題方向。 

本次試辦考試閱卷，社會各科分別聘任閱卷召集人、協同主持人及閱卷委員，

在電腦螢幕閱卷系統的輔助下，依序進行「評分標準訂定會議」、「試閱會議」及

「正式閱卷」三部份閱卷工作。其中，公民與社會科為首次實施非選擇題閱卷。 

在評分原則與給分方式上，會因試題要求的不同有所差異，重點為學生能否

清楚且完整地表達作答所需的論述。本文提供各非選擇題滿分參考答案與評分原

則供各界參考，詳細評分原則說明與部分學生作答情形，請參閱本中心將於 11

月 15 日出刊的第 327 期《選才電子報》。 

以下提供 110 年試辦考試社會考科中，非選擇題各題的滿分參考答案與評分

原則。 

第 51 題 

一、滿分參考答案： 

勾選一圖： 

甲圖 □乙圖 □丙圖 

據以反駁的

理由（30 字

內）： 

即使女性收入高於男性，仍承擔較多家務勞動。 

 

 

女 

男 

近十年妻收入高於夫之家庭的  

平均每日家務勞動時數  

男 

女 

近十年男性與女性平均薪資  

男 

女 

近十年男性與女性育嬰假申請比例  



 

二、評分標準： 

滿分（3 分） 

正確勾選甲圖且同時完整回答出以下兩個要件： 

A. 女性收入高於男性（妻收入比夫高／女性收入高／男性收入低）（職位等

同收入）； 

B. 女性承擔較多家務勞動（男性承擔較少家務勞動／仍由女性承擔家務／

還是由女性承擔家務／卻是女性承擔家務） 

部分給分（1-2 分） 

2 分： 

2-1. 勾選正確，A、B 皆有回答但不完整 

2-2. 勾選正確，但僅回答 A 

2-3. 勾選正確，但僅回答 B 

2-4. 未勾選，但完整回答 A 與 B 

1 分： 

1-1. 勾選正確，但未說明理由 

1-2. 勾選正確，但理由無關或錯誤 

1-3. 未勾選，但 A、B 皆有回答且不夠完整 

1-4. 未勾選，但僅回答 A 或 B 

不給分（0 分） 

0-1：勾選不正確（說明之理由即不列入評分） 

0-2：未勾選且未說明理由或理由錯誤 
  



 

第 53 題 

一、 滿分參考答案： 

政經局勢 勾選的理由 
□經濟發達 
□工商蕭條 
□工黨崛起 
歐戰爆發 

男性（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多被徵召入伍，女性須承擔相關

工作。 

二、評分原則： 

等級 2（完全給分） 

勾選歐戰爆發，並能正確說明理由。 

等級 1（部分給分） 

1-1 勾選歐戰爆發，理由說明不精確。 

1-2 未勾選，但理由說明正確。 

等級 0（不給分） 

0-1 勾選錯誤。 

0-2 未作答。 

第 55 題 

一、滿分參考答案： 

根據經度、緯度判斷區域位置，圖 8 的位置在臺灣東北部；根據騎乘路線坡

度陡緩的小黑點定位紀錄和海拔高度 451m 判斷地形特徵，得知圖 8 的地形

特徵為丘陵。故判斷臺灣東北部地區丘陵地常見的作物為茶葉。 

二、評分原則： 

等級 2（3 分） 

擷取兩項重要的資訊推論出結果： 

1. 根據經（度）緯度判斷區域位置，圖 8 的位置在臺灣（東）北部 

2. 根據騎乘路線坡度陡緩（高低起伏）的（小黑點）定位紀錄和海拔高度



 

（451m）判斷地形特徵，得知圖 8 的地形特徵為丘陵(地)、山坡(地)、坡

地、台地 

故判斷臺灣東北部地區丘陵地常見的作物為茶葉。 

等級 1（1-2 分） 

1.只有關於「位置」或「地形」其中一項答案的正確推論過程 

2.無推論過程或推論過程有誤，但答出下列 1-2 項關鍵資訊： 

(1)回答經（度）緯度或任何可表示正確位置的描述。 

(2)回答丘陵(地形)或正確的丘陵地形描述。 

等級 0（不給分） 

無推論過程，僅答：「高山」、「緯度」、「TM2」。 

第 57 題 

一、滿分參考答案： 

 

二、評分原則 

等級 2（2 分） 

2 條線的連結端點在正確方格內或左右格線上 

等級 1（1 分） 

僅 1 條線的連結端點在正確方格內或左右格線上 

等級 0（不給分） 

連結錯誤方格或連結端點未達正確位置 



 

第 59 題 

一、滿分參考答案： 

為理蕃及掌握山林資源／為教化原住民及掌握山林資源／為去除原住民陋

習及掌握山林資源 

二、評分原則： 

等級 2（完全給分） 

政治和經濟目的都能正確說明。 

等級 1（部分給分） 

1-1 完整舉出其中一個政治或經濟目的。 

1-2 雖寫出政治和經濟目的，但說明不清楚或不完整。 

等級 0（不給分） 

0-1 答非所問。 

0-2 未作答。 

第 63 題 

一、 滿分參考答案： 

形成的重要因素 產生的現象或影響 

外部形勢 西夏勢力的興起 阻絕舊有的對外貿易路線 

內在條件 
經濟重心南移 南方人口增加，農業、手工業富庶繁榮 

科學技術的進步 造船、指南針的發明，有助海上貿易 

二、評分原則： 

等級 2（完全給分） 

能正確且完整說明形成的重要因素及產生的現象或影響。 

等級 1（部分給分） 

1-1 僅完整說明形成的重要因素。 



 

1-2 僅完整說明產生的現象或影響。 

1-3 寫出形成的重要因素及產生的現象或影響，但敘述不夠精確。 

等級 0（不給分） 

0-1 答非所問。 

0-2 未作答。 

第 64 題 

一、滿分參考答案 

 

或 

 

二、評分原則 

等級 2（4 分） 

起終點箭頭方向、商品名稱與船運時間左右配對正確，圖示如下： 

 或  或  

等級 1（2 分） 

未依題意寫完整，例如船運時間為：「4 月至 9 月」或「10 月至 3 月」，其他格子

的答案均符合 4 分答案圖示。 



 

等級 0（不給分） 

箭頭畫錯格 或 沒有箭頭 

第 65 題 

一、 滿分參考答案： 

經濟學概念 佐證文字（20 字內） 

誘因 憑退票憑證可申請 500 元獎金 

二、評分原則： 

滿分（3 分） 

同時寫出以下兩項： 

A、 左欄寫出「誘因、利誘、正向誘因、金錢誘因」或改變誘因的政策(例如

補貼、獎勵、獎金制度) 

B、 右欄寫出文宣中有關獎金的文字（例如「憑退票憑證可申請 500 元獎

金」、退票獎金） 

部份給分（1-2 分） 

2 分：寫出 A，但 B 未作答或答錯 

1 分：A 未作答或答錯，但 B 作答正確  

不給分（0 分） 

A、B 皆未作答或皆答錯 
  



 

第 66 題 

一、 滿分參考答案： 

原理原則 權責機關 具體作為 

罪刑法定主義 立法院 修改法律 

二、評分原則： 

滿分（3 分） 

3-1. 同時正確寫出以下三項： 

A、罪刑法定主義（或禁止類推適用／構成要件該當性）（對應「原理原

則」欄） 

B、立法院（或國會／立法機關）（對應「權責機關」欄） 

C、修改法律（或修法、立法、制定法律）（對應「具體作為」欄） 

3-2. 正確寫出 A，且「權責機關」寫出最高法院／大法庭（須對應「統一法

律見解」）／大法官／司法院，及「具體作為」寫出統一法律解釋（或

統一解釋／統一法律見解／或釋憲）  

部分給分（1-2 分） 

2 分： 

2-1. 僅正確寫出前述 A、B、C 任兩項 

2-2.  A 錯誤，但「權責機關」寫出最高法院／大法庭（須對應「統一法律

見解」）／大法官／司法院，且「具體作為」寫出統一法律解釋（或統

一解釋／統一法律見解／或釋憲） 

1 分： 

僅正確寫出前述 A、B、C 任一項 

不給分（0 分） 

A、B、C 皆答錯或未作答 
  



 

第 67 題 

一、 滿分參考答案： 

公民參與管道 具體做法 

請願 具備請願書以向政府提出要求 

遊說 加入壓力團體進而向政府施壓 

倡議 投書新聞媒體提出公開的呼籲 

公民投票 發動公民提案以及徵求連署書 

二、評分原則： 

完全給分（3 分） 

同時正確寫出以下三項相對應的公民參與管道： 

A、遊說（或寫出「成為壓力／利益團體成員+相應之向政府施壓行為」相關

的文字） 

（對應「加入壓力團體進而向政府施壓」欄） 

B、倡議或影響輿論（或輿論壓力／影響民意／民意壓力） 

（對應「投書新聞媒體提出公開的呼籲」欄） 

C、公民投票或創制 

（對應「發動公民提案以及徵求連署書」欄） 

部分給分（1-2 分） 

2 分：僅正確寫出前述 A、B、C 任二項 

1 分：僅正確寫出前述 A、B、C 任一項 

不給分（0 分） 

A、B、C 皆未作答或皆答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