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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英文考科非選擇題評分標準說明

96學測試務報導
96學測成績複查照
片集錦

96

本月畫題~96指考
簡章3月9日搶鮮看

編者案：隨著考試結束鐘聲，大眾熱切想知道試題的答案是什麼？作文依據何種標準來給分？96學測

96大學入學考招資
訊

標準，則於96年2月7日假本中心大廳舉行非選擇題評分原則說明會，請國文與英文的兩位閱

96學測國文.英文考
科非選擇題評分標
準說明

題評分原則做較詳細的說明，希望能提供給關心高中教育的各界參考。

選擇題參考答案，於96年2月3日及4日在本中心網站公佈；國文、英文兩科之非選擇題評分
卷召集人分別說明試題評分原則。本期邀請本中心國、英兩科學科研究員針對今年之非選擇

國文考科非選擇題評分說明

96學測答案卡畫記
案例報導

曾佩芬

二~三月份中心活
動焦點

今年的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 ( 簡稱學測國文 ) 非選擇題閱卷工作，共聘請約二百五十位
閱卷委員，由各公、私立大學院校中文系教師擔任，分為廿一組。為使所有閱卷委員得到一致
共識，評分原則的擬訂與確認、傳達與試閱，分三日進行。先由正、副召集人與八位協同主持
人，抽取約 2000 份試卷，詳加討論、分析，擬訂評分原則，並分別選出三題的標準卷 (A 、 B
、 C 等各一份，共九份 ) 與不同答題形式的試閱卷 ( 每題各十五份，共四十五份 ) 。繼而由
正、副召集人與廿一位協同主持人共同研商，確認評分原則與標準卷及試閱卷之等第。正式閱
卷當日上午，廿一位協同主持人先對各該組閱卷委員充分說明評分原則、標準卷等資料，旋即
進行試閱。試閱結束後，再針對閱卷委員評分異同進行討論與修正。經此反覆商討試閱，獲取
一致評分共識後，即開始正式閱卷。正式閱卷時，每份試卷均須經過初閱與複閱，初、複閱由
兩位分屬不同組別的閱卷委員評閱，如其給分差距在標準之內，則以兩閱的平均分數為考生成
績，但如差距超過標準，將進行第三閱，由主閱者判定成績。經由上述嚴謹的評分原則制定流
程與分層負責的閱卷制度，確可有效降低閱卷者的主觀差異。
今年學測國文的三道非選擇題，分別為文章分析、闡釋與表述及引導寫作，共佔 54 分。
本文將簡要分析各題內涵，並說明評分標準，提供讀者參考。

第一題 文章分析
本題測驗考生的文學鑑賞能力，要求考生閱讀題幹所引余光中〈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的節
選短文，分析作者如何藉由想像力，描述搭火車「過山洞」時所見的景象與感受。試題明確規
範答題之切入點「過山洞」，使考生掌握文章精華處而發揮分析表述的能力。考生作答時，應
注意題幹的「想像力」、「景象與感受」等語，故在引文描述「過山洞」的一段文字中，可擇
選意象如「盲腸」，說明其乃作者發揮想像力所創造出的比喻，既寫山洞的狹長，又寫山洞的
黑暗；或可舉例如以「黑暗迎面撞來，當頭罩下」，或「光明在山的那一頭迎你，先是一片幽
昧的微熹，遲疑不決，驀地天光豁然開朗，黑洞把你吐回給白晝」等一連串由驚到喜的經驗，
說明作者如何使用象徵、轉化等手法表達進出山洞所見的景象與感受。由於字數要求不多，因
此只要選取重點，精確敘述即可。
在評分原則方面，考生若能充分舉出具體實例，分析作者描寫搭火車「過山洞」時使用之
比喻、象徵與轉化手法，且說明清晰、文字暢順，可得 A 等；而若祇舉出部分實例分析作者
搭火車「過山洞」時使用之比喻、象徵與轉化手法，且說明簡略，文字尚通順，則為 B 等；但
如未能針對作者之寫作技巧分析，或祇陳述個人搭乘火車的經驗，則在 C 等之列。另外，由於

試題限定文長 100~150 字，故考生答題全文超過 200 字或不足 50 字者，得分降一級。至於作
答內容是否引申出人生體驗，並不影響得分。
觀察考生的答題情形，大部分皆能符合題幹要求，著眼於引文「過山洞」一節 ( 引文描寫
「過山洞」的文字，乃自第五行「黑暗迎面撞來，當頭罩下……」至結尾「歷時雖短而印象很
深」 ) ，加以分析，但少部分考生或許忽略題幹要求，抑或無法分辨引文中描述「過山洞」的
文字，故其分析兼及引文前四行，或及於自身搭火車之經驗，因而影響得分。另外，題幹要求
考生「分析作者『如何』藉由想像力，描述搭火車過山洞時所見的景象與感受」，但真能分析
作者想像及描述手法，如以擬人、比喻……來說明引文中「撞」、「盲腸」、「迎你」、「吐
回」等字眼者，其實為數不多。因此，本題得到 A 等成績的考生，相對較少。

第二題 闡釋與表述
本題以杏林子《現代寓言》中的兩句話測驗考生判讀、闡釋與表述的能力，要求考生依據
題幹所引對話內容的象徵意涵，闡釋「玫瑰」與「日日春」分別抱持的處世態度，再依據闡
釋，擇一表述自己較認同的態度。作答第一部分時，對於「玫瑰」與「日日春」象徵意涵的闡
釋，應為同等對位關係，或可加入比較的邏輯思考，如「玫瑰」象徵等待機會的人，而「日日
春」象徵創造機會的人。作答第二部分時，則須二者擇一，並堅守所持的立場，說明理由。
在評分原則方面，考生若對玫瑰、日日春的處世態度，皆能恰切闡釋，並擇一表述認同態
度的原因，而文筆暢達，說理透闢，可得 A 等；但若偏向肯定某方，或否定某方，而闡釋未
盡妥切；唯亦能擇一表述認同態度的原因，而文筆平平，說理尚稱妥當，則為 B 等；另外，若
僅指出玫瑰、日日春的處世態度，而欠缺闡釋；亦能擇一表述認同態度的原因，而文筆平平，
說理尚稱妥當，也在 B 等之列；至於雖能說明玫瑰、日日春的處世態度，但過度偏頗，或欠缺
闡釋，而文字粗疏，說理欠當，只能得到 C 等；抑或僅擇其一表述認同處世態度的理由，而文
字粗疏，說理浮泛，亦是 C 等成績。
由於本題亦有字數限制 (300~350 字 ) ，故全文超過 400 字或不足 250 字者，得分再降一
級。
考生在本題的作答內容十分多樣化，或說玫瑰代表擇善固執，日日春代表怡然自處；或說
玫瑰象徵孤高，日日春象徵開闊；或將玫瑰比喻為氣質高貴的公主，日日春比喻為活潑開朗的
少女；或將玫瑰比喻為聖之清者伯夷，日日春比喻為聖之任者伊尹；抑或說玫瑰屬於智者，日
日春屬於勤者。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許多考生對玫瑰、日日春的處世態度確能適當闡釋，並
且擇一表述認同的原因，而文筆暢達，說理透闢，故得 A 等者為數不少。

第三題 引導寫作
本題為「引導寫作」，命題者先例舉數個生活空間改變的情形，作為答題之引導，再明確
要求考生以「走過」為題，從個人具體的生活經驗出發，寫一篇文章，寫作內容包含「生活空
間今昔情景的敘寫、今昔之變的原因、個人對此改變的感受或看法」。時間的流轉與空間的變
化，是文學作品中時常可見的主題，本題結合二者，並特別書明「個人具體生活經驗」，考生
平日若常留心周遭生活環境，應有足夠的題材與心得可供發揮，而以具體的經驗及深刻的感受
出發，加上清新的文字與真實細膩的情感，當可脫穎而出。
必須一提的是，對於居住在恒久不變環璄中的考生而言，雖然可能較難體驗空間的劇烈變
化，但事實上，題幹對於空間今昔變化並無嚴格定義，無須「滄海桑田」，些微之變亦可為
文。因此，閱卷委員評閱試卷時，對於「空間」的要求是較寬鬆的，即使只是花葉凋零、屋舍
老舊、樹木茁壯……等景物變動，只要屬於個人具體生活經驗，從觀察體會中興生感情、思
想，加上適切的表達，皆可能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在評分原則方面，考生如能掌握題幹要求，結構完整，文筆生動，內容具體深刻，可得 A
等；而若符合題幹要求，結構大致完整，文筆尚稱通順，內容平實，則為 B 等；但如未符題幹
要求，結構混亂，文筆不佳，內容貧乏，只能得到 C 等成 績。

本題雖無字數限制，但仍有若干評分要求，包括：一段成文者，至多 B 級；自創題目者，
酌降一級；文未終篇者，至多給 B 等。另依錯別字多寡斟酌降級。
總結而言，今年的學測國文非選擇題，既著重文學鑑賞與分析能力，又兼顧記敘、抒情、
議論、說明等各種寫作能力，考核堪稱完備。其中，第二題「闡釋與表述」，或因題幹清楚明
確，題材與題型皆為考生所熟悉，而第三題「引導寫作」，既有親切充分的引導，又能結合生
活情境，考生容易以其經驗發揮，因此兩題皆易見到佳作。至於第一題「文章分析」，因作答
時須同時具備理解、修辭、分析等綜合能力，從考生答題情形看來難度最高，顯示高中學生尚
須加強基本文學賞析能力的訓練。

英文考科非選擇題評分說明
林秀慧

96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於2月2、3日舉行；本次英文考科的試題包含了選擇題與非選擇題
兩部份，第一大題佔總分 72 分，皆為單選試題，題型包括了詞彙題、綜合測驗、文意選填，
及閱讀測驗；第二大題佔 28 分，共分為兩種題型： ( 一 ) 翻譯題，為文意相連貫的兩個小題，
每小題 4 分，共佔整卷 8 分； ( 二 ) 英文作文，為看圖作文，佔整卷 20 分。玆將今年非選擇題
部分的各題之參考答案、評分標準說明如下，以供各界參考。

一、翻譯題 (8%)
說明： 1. 請將以下兩個中文句子譯成正確、通順、達意的英文，並將答案寫在「答案卷」
上。
2. 請依序作答，並標明題號。每題 4 分，共 8 分。
1. 如果我們只為自己而活，就不會真正地感到快樂。
2. 當我們開始為他人著想，快樂之門自然會開啟。
本題型測驗目標為評量考生將中文句子譯成正確、通順、達意英文的能力。第一句主要在
於測驗考生使用高中生常用字詞（比如 only/merely/solely 、 live for ourselves 、 really 、 feel
、 happy 等）寫出含有條件子句句子之能力（ if ）；而第二句在測驗考生利用高中常用字詞
（比如 start to 、 think 、 naturally/automatically 、 open 等）寫出一個包含「 when 」的時間子
句句子的能力。
試題之參考答案及評分標準，請見以下說明：

一) 參考答案：

(

1. 如果我們只為自己而活，就不會真正地感到快樂。

2. 當我們開始為他人著想，快樂之門自然會開啟。

OR

二) 評分標準：

(

1. 本大題總分 8 分，每小題滿分 4 分。
2. 每題分兩半部，每半部總分 2 分。
3. 每個錯誤扣 0.5 分，各半獨立，扣完為止。
4. 相同之拼字錯誤只扣一次；各半部之拼字錯誤最多扣 1 分。
5. 每題大小寫、標點最多扣 0.5 分。

二、英文作文 (20%)
說明： 1. 依提示在「答案卷」上寫一篇英文作文。
2. 文長 120 個單詞 (words) 左右。
提示：請以下面編號 1 至 4 的四張圖畫內容為藍本，依序寫一篇文章，描述女孩與貓之間的故
事。你也可以發揮想像力，自己選定一個順序，編寫故事。請注意，故事內容務必涵蓋
四張圖意，力求情節完整、前後發展合理。

(1)

(3)

(2)

(4)

本題型主要在評量考生運用所學詞彙、句法寫出切合主題，並具有統一性與聯貫性短文的
能力。本大題總分 20 分，評分標準包含下列 5 項：內容（ 5 分）、組織（ 5 分）、文法、句
構（ 4 分）、字彙、拼字（ 4 分），及體例（ 2 分）。字數不足，扣 1 分。
今年的看圖作文有一個特色即是，考生可以依自己的解釋將四張圖畫編序書寫，考生有較
多的創意空間得以發揮，而考生今年英文作文大致的表現也相當的不錯。但在閱卷時也發現考
生抄襲選擇題試題的選文內容，或因寫作能力不佳而以中文書寫等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