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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指定科目考試非選擇題
評分原則說明~歷、地
編按：每年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結束，總會聽到希望大考中心公布非選擇題評分標準的聲
音，因此，本中心今年從善如流，自133期起陸續刊出今年指考各考科的非選擇題評分標準說
明，希望能提供給關心高中教育的各界參考。本期刊出的主題為：九十四年度指考歷史、地理
科非選擇題評分標準說明。
通，以建立閱卷共識。而正式閱卷係採初、

歷史考科
■管美蓉

一、歷史科閱卷流程說明
人工閱卷工作大抵於每年三月即已展
開，首先是聘請閱卷正、副召集人及協同主
持人，其次是共同協商閱卷委員邀請名單，
在人員考量上，除需維持閱卷品質外，亦需
年年加入新血，形成更替。等到考完指考
後，正、副召集人及協同主持人則進行「評
分標準訂定會議」，作法是參考命題組與顧
問組所提供的答案，以及高中教師的意見，
然後批閱考生試卷，形成各題的給分標準。
等到正式閱卷當日，則先行召開「試閱會
議」，說明閱卷評分標準及注意事項，閱卷

主閱(第三閱)。由於在形成閱卷共識及提昇
閱卷品質的各個環節均能發揮一定的功效，
因此本次歷史科指考人工閱卷的情形頗為理
想，值得參考。

二、非選評分原則說明
(一)評分一般注意事項：
錯別字是錯一字扣一分，扣至該子題為
零分為止。依據非選擇題型作答說明之規
定，作答須標示題號，完全未標題號者，該
題以零分計算。考生作答時應詳閱題型說明
欄內容，並遵守相關規定，千萬不要輕忽，
以免為此失分。

委員詳閱非選試題及閱卷評分標準，接著由

(二)各題參考答案及說明：

每位閱卷委員依評分標準評閱一本答案卷，

非選擇題1

並由協同主持人主持分組討論，然後正、副

測驗目標：

召集人及協同主持人視需要進行溝通，最

5

複閱，若二閱分數差距達四分之一(含)，即須

能根據資料及基礎知識，對歷史事件、

後，再由正、副召集人及各組協同主持人，

人物、制度或概念提出合理敘述或評論

依據分組試閱結果，修正及確認評分標準。

參考答案：

如此，可以在正式閱卷展開前進行充分溝

A：溥儀、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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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張學良、張學良及張作霖；

那，終於成為奧地利的統治區。但是，波士

C：滿洲國、偽滿洲國

尼亞和赫塞哥維那兩省居民大部分是塞爾維

說明：

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對奧地利的統治甚表反

本題幹中之「皇上年紀很小就登基」、

對，強烈要求與塞爾維亞合併，而塞爾維亞

「革命軍興」、「退位」等訊息，足以判

政府也向奧匈帝國提出抗議，並開始軍事動

斷(A)所問之皇上為「溥儀」；而(B)「驅逐

員，同時向俄國求援。奧國則依仗德國的支

張氏」，係指張學良，1931

年日軍佔領東

持，在奧、塞邊境集結軍隊，進行威脅。其

北，發動九一八事件，驅逐張學良；至於(C)

後緊張情勢雖獲稍緩，但雙方仇隙不解，對

「所建新邦」，則為「滿洲國」。由於本大

立依然。1914年 6月，奧皇儲斐迪南在波士

題所提供的作答線索充分、答案明確，且與

尼亞指揮炫耀武力的軍事演習，以塞爾維亞

考生所學內容相近，因此全體考生之平均得

和門的內哥羅為假想敵，激化了塞爾維亞人

分率約為50%，是一道難易適中的試題。在

的民族情緒，28日在波士尼亞首府塞拉耶佛

閱卷中發現考生錯別字甚多，例如：「洲」

被塞爾維亞愛國分子炸死，德奧集團以此為

字有不少人寫錯因而扣分。

藉口，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非選擇題2
測驗目標：
能根據資料及基礎知識，對歷史事件、
人物、制度或概念提出合理敘述或評論
參考答案：

根據報上所載補習班解答：(E)王儲遇
刺。唯題幹上已述及「此地發生一個重大事
件，後來引發國際衝突。」因此文意可知，
「重大事件」所指即為「王儲遇刺」或「奧
塞宣戰」，而「後來引發國際衝突」所指即

D：奧國、奧匈(帝國)、哈布士(斯)堡；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若寫成「奧塞

E：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戰

宣戰、王儲遇刺、塞拉耶佛事件、世界大

說明：
這個城市是巴爾幹半島上波士尼亞的塞
拉耶佛，巴爾幹半島曾是羅馬帝國的領土，
自14、15世紀以來，巴爾幹半島即納入土耳

戰」則無法得分。
非選擇題3
測驗目標：
能根據資料及基礎知識，對歷史事件、

其的統治下，直至19世紀，巴爾幹地區民族

人物、制度或概念提出合理敘述或評論

運動興起，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

參考答案：

加利亞先後獲得獨立或自治。另一方面，奧

F：熱蘭遮(城)、安平(城)

地利也試圖將其勢力伸入巴爾幹地區，最後

G：鄭成功

波士尼亞（塞拉耶佛所在地）、赫塞哥維

H：荷蘭(屬)聯合東印度公司、荷蘭(屬)東印
ceec.edu.tw

www.

6

考 試 研 究

度公司

成長江流域的大規模開發，因有東吳與蜀漢

說明：

政權的存在，且得以聯合以抗衡立足於已開

由題幹中資料之敘述大抵可推知這是戰

發地區的曹魏政權。其後，五胡亂華，又造

爭之後，戰敗之一方（乙方）將撤回巴達維

成更另一波的移民風潮，此次且擴及甘肅等

亞，據此當可推知此乙方應為荷蘭，而其所

邊區，再後來，從唐代安史之亂開始，人口

謂之「公司」則是屬東印度公司，至此，當

逐漸向南移動乃迄於南宋立國，更是大規模

可確知這是鄭成功部隊與荷蘭人爭奪於熱蘭

南遷。此外，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大體是在

遮城之戰役。故甲方為鄭成功部隊，「本

明代中葉以後，人口超過一億五千萬以後，

城」為熱蘭遮城。

乃日趨嚴重。此種情況至於清代中葉，人口

補習班解答認為(F)是台南，並不完全正

逾三億時（中間因有新作物之傳入和動亂，

確，無法得到滿分；另一方面，有些考生寫

人口壓力尚得舒緩），乃更形嚴重，在此壓

出「熱蘭遮城」後又加上「(赤崁樓)」等此類

力下，乃更向中國邊區──諸如東北、雲

畫蛇添足之舉，同樣無法得到滿分。至於(G)

貴，乃至海外（台灣或東南亞地區）移民。

的答案，由於鄭成功的稱號甚多，只要是正

「永嘉之禍」、「晉室南渡」是造成

確的稱號，均可得分，甚至是明鄭、鄭氏軍

「丙」時期人口大量南遷的主要因素，由於

隊均為滿分。

題幹所問為「主要事件」為何？因此若寫

非選擇題4
測驗目標：
能根據資料及基礎知識，對歷史事件、
人物、制度或概念提出合理敘述或評論
參考答案：
I：丙乙甲
J：五胡亂華、永嘉之禍、西晉滅亡、晉室南
遷、晉室東渡
說明：
傳統中國移民動因或者由於動亂，或者
由於人口壓力。事實上，華夏民族農業拓墾
範圍的積極向南推進──即由黃河流域向長
江流域伸展，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是在動亂
的驅使下所促成的。首先，漢末的動亂即造

「北方匈奴入侵」、「北方蠻族入侵」這類
一般性的說明，未能點名具體事件，則無法
得分。另一方面，若是寫些不相關的事件，
如「八王之亂、安史之亂、侯景之亂、黃巾
之亂」亦無法得分。
上述所列參考答案僅是部分的滿分答
案，事實上閱卷時所採用的答案遠較此處為
多，且除滿分答案外，另有1分及0分的給分
標準，其目的就在於更細緻區隔學生的能
力。非選擇題的用意旨在評量考生主動表達
的能力，惟一旦涉及思維過程的表述，考生
作答的內容、形式或敘述方式，就無法如選
擇題一樣有固定的答案可供機器判讀，因此
在閱卷時則必須有完善的評分標準，由於給
分答案種類繁多，在此不一一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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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得分情形
第一題平均得分 第二題平均得分 第三題平均得分 第四題平均得分
(滿分6分)
(滿分4分)
(滿分6分)
(滿分4分)

非選平均得分
(滿分20分)

全體考生

2.9

1.1

1.5

1.5

6.7

男生

2.9

1

1.7

1.4

7

女生

2.9

1.2

1.3

1.5

6.8

頂標

5

2

5

4

12

前標

4

2

2

2

10

均標

3

0

0

2

6

後標

2

0

0

0

4

底標

0

0

0

0

2

從上表可知，非選擇題平均得分率(平均

考生的得分率而言，頂標考生非選得分率為

得分÷滿分)約為33%，其中以第一題得分率

60%，前標為50%，均標為30%，可知本年度

最高，約為50%；而第三題最低，約為25%；

非選題，對各標考生均頗具鑑別力。

第二題約為28%；第四題約為38%。就各標
以在雨季來時耕作…這一年收穫的東西，得

地理考科
■許珊瑜

94年指考地理考科的非選擇題維持三大
題，每大題八分，共24分的配分形式。與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指考沒有繪圖題，以「限
制反應論文題型」為主。由於此類型試題的
答案除了專有名詞之外，也需具有題幹所指
定的明確概念作為論述基礎，因此，本次閱
卷工作明定「關鍵詞寫錯字不給分」。各大
題試題題目、參考答案及評分說明如下：
第一題
一、題目
一位在布吉納法索參與醫療服務的台灣
人說：「聽到這個國家生活問候語『有沒
有拉肚子？』等同於我們的『吃飽了沒？』
…。多數人沒有工作，但是起碼有一塊田可

要撐到下一年的收割，因此今年挨不挨餓，
完全取決於雨下得夠不夠…。有國際組織在
村子發放小額貸款，讓婦女們可以經營小本
生意…」。請問：(8分)
1.以「有沒有拉肚子？」作為生活問候語，
顯示哪種公共設施的缺乏？(2分)
2.由上文得知，布吉納法索有些年份降水足
以供應農作成長，有些年份則否。該地的
降水特色為何？(2分)
3.就羅斯托(W.W.Rostow)的經濟發展階段模式
而言，布吉納法索處於模式中哪個階段？(2
分)
4.國人前往外國協助當地人改善生活品質，
與上述國際組織的區域發展工作類似。此
類活動或行為，通稱為何？(2分)
cee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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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答案
小題

1

2

3

4

自來水系統

年雨量變率大

傳統社會階段

海外援助

三、評分說明
本大題是以陳述情境方式說明布吉納法索的生活，以測驗考生對於西非區域環境的認識。
首先，考生看到題目中出現當地居民的問候語「有沒有拉肚子」，表示這個地方的自來水或飲
用水等的公共設施嚴重缺乏，才會造成當地居民普遍的健康問題。而西非地區的年雨量變化
大，當地的雨量決定農產收穫量，題目中「有些年份降水足以供應農作成長，有些年份則否」
則表示該地是「年與年之間」的雨量呈現很不穩定，而不是「一年內的季節雨量」分配不平
均。由此可知布吉納法索的主要經濟是靠天吃飯的農業活動，屬於羅斯托(W.W.Rostow)的經濟
發展階段模式的第一階段，這是第四冊區域經濟的重要概念。題幹提及由台灣醫療團隊到外國
協助當地人改善原有的生活品質，包括醫療及經濟等活動。廣義而言，此類活動屬於「海外援
助」的性質。
第二題
一、題目
用以規範工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已於2005年2月16日起正式生效，其
中推廣風力發電是政府因應的政策之一。國內第一座商業化運轉之風力發電系統設置於雲林縣
麥寮鄉台塑六輕工業區，表一為2003年該系統一號機運轉紀錄。（8分）
表一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風速(公尺/秒)

8.3

6.9

6.9

5.2

5.3

5.5

4.2

3.2

4.3

7.3

9.4

8.8

發電量(萬度)

23.1

15.6

17.5

9.2

10.3

9.2

3.1

1.3

8.4

19.1

26.2

25.5

1.請舉出兩個明確的環境因素，說明雲林麥寮六輕工業區為何適宜設置風力發電系統？(4分)
2.請以「離散趨勢」的概念，說明表一的運轉紀錄有何特性？(2分)
3.請就能源供需的季節特性，解釋為何台灣無法以風力發電作為主要的能源？(2分)
二、參考答案
1
小題

地形平坦

2
風速大

3
發電量季節
分布不均

4
夏季用電需求高，但夏季風力發
電量反而小

三、評分說明
本大題是以統計表列方式呈現雲林麥寮鄉台塑六輕工業區的逐月平均風速及發電紀錄，以測驗
考生分析風力發電廠區位的能力，及以特定概念解讀統計值，說明當地地理環境特質。麥寮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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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設置風力發電系統的環境區位：「風力大」與「地形平坦」，故設置風力發電廠。在一年當
中，風速呈現冬季風強而夏季風弱的不穩定狀況，由運轉記錄可知發電量在12個月間的變化較
大。題幹中明述以「離散趨勢」作為解答的重要觀點，因此，作答內容必需說明一年當中發電
量變化的狀況。以台灣目前的發電量而言，風力發電量仍無法取代傳統火力發電的主要原因
是，冬多夏少的風力發電量與冬少夏多的用電需求量無法配合，產生供需不平衡。題幹已說明
考生需按照「能源供需的季節特性」加以作答，故「供需關係」是評分的重點。
第三題
一、題目
東沙島(圖4)位於東沙群島(圖5)的西側，全島陸域面積1.74平方公里，由珊瑚及貝殼碎屑堆積而
成，最高海拔7公尺。請問：(8分)
1.圖4中東沙島上長條型甲設施是什麼？(2分)
2.圖4中的乙水域，在地形上稱作什麼？(2分)
圖四

圖五

3.圖5中東沙群島屬哪種珊瑚礁地形？(2分)
4.採集不同高度的珊瑚礁樣本進行定年分析，可以知道當地什麼環境變遷的歷史？(2分)
二、參考答案
小題

1

2

3

4

飛機跑道

潟湖

環礁

海平面升降

三、評分說明
本大題是以東沙群島的遙測影像作為主要命題素材，測驗考生能否以地理知識判讀遙測影像中
的人工建物及自然地形。長型甲設施是一個淺色長條型的人造建物，且位於陸塊中央，故可推
測是飛機跑道，而非堤防。東沙島中的乙區是由陸地圍成一個半封閉式的水域，是地形學上所
謂的潟湖。東沙群島是由大大小小的珊瑚島群圍繞而成為一個圓圈，是珊瑚島類型中的環礁。
環礁的形成與海平面相對上升有密切的關係。由於海底珊瑚會隨著海平面的相對上升而向上生
長，因此，不同高度的珊瑚樣本定年分析，有助於瞭解海平面變動的狀況。
(作者均為本中心研究人員)
cee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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