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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復貴校民國109年4月16日溪高綜字第1090002459號函。
二、感謝貴校提供109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考科及範圍意見彙
整，本中心已轉知學科研究員並提出回應意見（附件
一），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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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考科及範圍意見彙整表
本次共調查 74 校，各校皆已完成填報，9 校填報問題及建議，65 校填報沒有意見，填報率為 100%
科目

學校

國立暨大附中

國文(選擇題)

國立臺東高商

私立光華高中

問題

回應意見
1.依據「107年起施測之學科能力測
題組選文較長，考生感覺題目偏難。如，第 16-18 建議修改閱讀文章字數，調
驗國文考科考試說明」，選擇題主
題資料超過 750 字。第 31-32 題二文並列超過 600 整適合閱讀文字量。
要考察學生閱讀不同素材、不同篇
字；第 29-30 超過 550 字，影響考生閱讀速度。
幅文本的能力，因而適度加入「長
文白比例與難易度雖然適中，但選文字數偏多，
文閱讀題」，測驗考生閱讀長篇幅
考生作答易生遲鈍。
文本的能力。此外，經過研究用測
試、問卷調查與座談會等程序反覆
難易適中有鑑別度。
無。
研議，「長文閱讀題」選文字數以
1,500字為上限。
無。
第 19 題題幹的「……，故事源於一個簡單的設
109學測國文（選擇題）題組
想：人們眼中千真萬確、堅不可摧的世界是由一
選文最長不超過800字，且全卷閱
個電腦程式虛擬而來，設計者想阻止人們去接觸
讀材料（不含說明文字、題幹設問
真實的世界。」此部分敘述中，可得知電影中
以及選項）約6,269字，已較108學
的人們生來便處在虛擬世界裡，而非真實世界，
測6,560字少。另經考後262位高中
故選 B 似乎不太合適。
教師問卷調查，78.2%認為109學測
國文（選擇題）文字閱讀量適中；
1,252位涵蓋不同地區高三應屆考
生問卷調查，80%認為考試時間足
夠完成42題選擇題。
再 者 ， 109 學 測 國 文 （ 選 擇
題）題組第16-18題全體考生平均
得分率72%，題組第31-32題平均得
分率79%，題組第29-30題平均得分
率58%，均屬於中難度試題（50%
建議

1

科目

學校

問題

建議

2

回應意見
≦得分率＜80%）。可見考生並不
會因選文篇幅長，就難以得分。
2.關於第19題：依據題幹選文第一
段，電影《駭客任務》講述的是虛
擬世界的電腦程式設計者，一直在
阻止人們去接觸真實的世界。而電
影中無論是特技效果、戲服、武打
場面或對白，都傳達出一個共同訊
息，就是劇中人們所感知的世界，
都在日漸偏離真實世界，是以選項
(B)的敘述適當。至於選項(C)，則
因劇中充滿靈修意蘊的對白，在傳
達人們偏離真實世界的訊息，且並
未提到「人類的感知能力因沉溺電
腦而退化」，故敘述不正確。本題
正確答案為選項(B)。

科目

學校

建議

國立暨大附中

一、第一題「玩物喪志」、「玩物養志」的二元 無。
觀點乙題，比較貼近考生經驗，部分考生提
到寫 3C 產品是否有偏題疑慮？
二、第二題「靜夜情懷」，無論是甲文或乙文的
體悟，要求記敘的靜夜中的場景與個人感
懷，對文組較有聯想感，對理組學生較為抽
象。

國立臺東高商

知性和抒情題幹皆具深度，但知性一篇文章中， 若題幹中能加入對玩物喪志
文意較偏養志，但題目又使學生比較「喪志」和 的引導更好。
養志。

國立新竹高商

國文科頂標及高標連續兩年相同級分，12 級分直 建議重新釐定給分標準。
接掉均標，研判是因為閱卷老師給分保守，並非
題目鑑別度不足。

私立光華高中

兩題皆貼近生活，強調多元思考，切合命題理念。 無。

國立臺東高商

建議符合事實議題，例如今年環保議題(TIME 無。
時代雜誌、PM2.5、環保小鬥士等)，謝謝！

國語文寫作
能力測驗

英文

問題

3

回應意見
感謝對於今年國語文寫作能力
測驗提供建議。國寫主要依據內
容、結構、文辭三個向度評分，無
法純就來函提及的「3C產品」一詞
判斷考生是否偏題。有關命題改進
的相關意見將提供未來命題工作參
考；有關評分原則請參閱本中心選
才電子報第308期〈109學年度學科
能力測驗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評分
標準說明〉一文。

謝謝建議。學測英文試題歷來
取材廣泛，選文內容跨越不同領
域，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及科技
應用等等，盡可能涵蓋知識性、教
育性與趣味性，除了評量考生英語
文能力外，亦傳遞不同的新知與訊
息。今年試題中亦含有時事相關議
題（如：詞彙題第14題，第41-44題
內容也有部分環保內容）。

科目

數學

學校

問題

回應意見
感謝對學測數學試題難易度的
建議應有部分難題，以提高
建議。109學測數學整份試卷沒有得
鑑別度。
分率超過80%以上的試題，所有試
建議題目易、中、難之比例
題的鑑別度均超過0.3。不過得分率
大約 5：3：2。
在30%以下的試題只有1題，雖然對
無。
前20%考生鑑別度確實不足，但是
對整體考生仍具相當鑑別效果。本
中心會再檢視與精進難易度的掌
握，在維持學測數學命題大方向之
下，適度配置不同難度和測驗內容
的試題，以鑑別高分群考生。
建議

國立竹山高中

大部分題目過於簡單，難有鑑別度。

國立暨大附中

幾乎沒有難題，不易區分高分群程度。

國立臺東高商

題目太簡單。

4

科目

學校

歷史

私立淡江高中

問題
建議
一、難易適中，但有深度的題目偏少，難以鑑別 一、無。
學生程度。
二、社會科素養題型有如「文學閱讀題」，未具 二、無。
備學科知識者，只要頭腦清晰理解文意便可
得分，對於腳踏實地讀書的學生相當吃虧。

5

回應意見
1.就鑑別度而言，109學測社會歷史
試題平均鑑別度 為0.38，較去年
0.28提升10個百分點；其中高鑑別
度試題占43%，中鑑別度52%，低
鑑別度試題僅占4%。就統計數值
來看，本年度並無試題「難以鑑
別學生程度的情形」。
2.就試題深度而言，本年度歷史科
有不少新嘗試，例如在合科題中
採用汪洙〈神童詩〉，深化對宋
朝文人政治的認識；又如以萬丹
社字詞的歷史由來，帶入相關的
地理與公民議題，引導學生對生
活情境的深度思考，是評量社會
科知識統整能力的理想示例。在
歷史單科試題部分，亦有以裝飾
花紋及宗教特色來測驗考生對世
界宗教文化圈的認識，是一道從
生活情境出發且蘊含知識內容的
優質試題，得分率61%、鑑別度
0.48，難易適中且深具鑑別度。
3.現行101歷史課綱強調經由歷史教
學，培養學生對時序、歷史理
解、解釋歷史及運用史料的能
力，文本閱讀理解的能力便是貫
穿其中的要角。人文學科，特別
是歷史學，強調從文本出發進行
閱讀、理解、分析與判斷，在有

地理

私立淡江高中

一、難易適中，但有深度的題目偏少，難以鑑別 一、無。
學生程度。
二、社會科素養題型有如「文學閱讀題」，未具 二、無。
備學科知識者，只要頭腦清晰理解文意便可
得分，對於腳踏實地讀書的學生相當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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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有據的證據基礎上，歷史思維
始能發揮作用。因此，歷史的文
本閱讀既有別於「文學閱讀」，
也不等同於語文閱讀測驗，而是
需在明確的時空背景下，就具體
的材料證據，進行理解與比較，
進而思辨與判斷。本年鑑別度最
高的第23題，結合教材中的三七
五減租，引導學生從另一個全球
互動的視野，重新思考臺灣土地
改革的背景。本題平均得分率為
59%、鑑別度高達0.71。此外，考
後學生意見問卷調查中，多數受
訪學生反映此題線索明確，且能
結合課本知識，甚至於考試作答
中能跳脫既定思維。
1.感謝來函對今年社會科全卷難易
度掌握的肯定。
2.109學測社會地理部分高鑑別度試
題為11題（較去年增加4題），占
全卷地理科試題的比例為46%。低
鑑別度試題為5題，較去年減少1
題，可知今年社會地理部分試題
的鑑別度相當不錯，能鑑別出各
能力群的考生。
3.素養導向的命題設計包含：情境
化、整合運用能力、跨領域或跨
學科等面向。以今年第52～53的
地公合科題組為例：以紐西蘭畜
牧業發展談到全球暖化為試題情

境，第52題考生需結合地理科課
堂所學「農業流程圖」以及畜牧
業生產方式的經營集約程度，進
而推論哪種生產方式可能對全球
暖化造成的效應最大。考生答題
時應思考哪種畜牧業可能最需要
使用抑制家畜打嗝的相關藥物，
以回應目前全球暖化問題。而第
53題公民題則從經濟學的外部效
果來看，分析採用家畜新藥可能
對廠商生產成本與社會成本造成
的變化。以考後數據來說，第52
題 的 得 分 率 為 51% 、 鑑 別 度 為
0.34， 第 53 題 的 得 分 率 為 50%、
鑑別度為0.47，本題組並非皆為
易題且具有相當不錯的鑑別度。
4.今年考後臺北市高中地理科教師
團隊的分析報告指出：「今年多
了選項跨科的特色，以前學生同
一題不需要考慮其他科的專業知
識，只要單純從地理科的知識即
可解題，但今年需要將所學三科
的知識進行綜合分析，才能推理
出正確的答案」。作答時，理解
題意是第一步，而先備知識，往
往才是解題關鍵。

7

公民與社會

私立淡江高中

一、難易適中，但有深度的題目偏少，難以鑑別 一、無。
學生程度。
二、社會科素養題型有如「文學閱讀題」，未具 二、無。
備學科知識者，只要頭腦清晰理解文意便可
得分，對於腳踏實地讀書的學生相當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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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謝來函意見。依據考後數據分
析，109學測社會公民試題整體難
度（由考生平均得分率判斷）較
108、107年簡單，但鑑別度部分
其實是近4年最高（例如今年平均
鑑 別 度 為 0.35 ， 高 於 108 年 的
0.32）。從個別試題來看，大部分
屬於中間偏易，多數試題也具
中、高鑑別度；與往年相較，極
端的難、易題均減少，高鑑別度
試題則有增加。因此，無論從整
體或個別試題角度看，今年的試
題仍能夠發揮鑑別效果。
2.公民科的素養導向命題確實重視
閱讀理解和分析推論，並能結合
公民知識以解決生活或學術情境
的問題，因此閱讀量難免增加。
考生除了理解題目背景外，也須
結合學科知識，才能正確理解選
項並推論出正確答案。對於認真
念書、觀念清楚的考生，素養導
向題型意味不必死記硬背，理解
關鍵概念而能靈活運用，更能有
好的表現。例如第10-11題，以校
規修改的簡短情境，測驗考生行
政訴訟及行政法相關規定，考生
除了須完整閱讀題文外，在作答
這兩題時，都必須具備行政訴訟
及行政法相關的知識才能作答，
否則無法判斷。換言之，公民與

化學

物理

國立新豐高中

國立華僑高中
國立新豐高中

社會的閱讀理解題型，讀懂文意
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最重要的解
答關鍵還是課程中所學的概念，
因此腳踏實地念書的同學可以有
所發揮；此外，這兩題得分率介
於40-50%，鑑別度均高於0.4，屬
於難度與鑑別度兼具的試題。
一、建議 11-12 題組中甲氣 1.第12題與第31題的題組，圖形雖
體之製備可以其他反應 非清晰，但已可提供作答所需的
第 12 題及第 31 題之圖示模糊不清楚。
訊息。
式來表示。
二、建議整體應依照課綱 2.第11-12題組中甲氣體之製備，為
實驗課本常見的方式，若以其他
內容來命題，且應重
非課程所學的方式表示，可能會
視實驗題。
超出課綱範圍。
3.每次大考都會有部分試題與實驗
相關，且都為課綱的內容。本次
的學測，與實驗內容相關的試題
為第11-12題、31題、32題等。
1.本中心接受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
一、測驗範圍建議考到高三上學期。
會（招聯會）委託辦理大學入學
二、學測建議於三年級下學期施測，並與指考二 無。
考試，有關考科、考試時間、測
合一。
驗範圍等，都納入《大學多元入
第 67 題題幹冗長。
建議簡短題幹。
學方案》，悉由招聯會訂定，本
中心僅負責辦理考試。
2.第67題為短文閱讀，測驗考生閱
讀理解能力，結合先備知識，判
斷文章資訊的正確性。為求文章
敘述能清楚傳達訊息，以協助考
生答題，故無法減少文字量。
9

科目

學校

國立溪湖高中

問題
一、第 9 題：「光反應電子傳遞過程」，電子傳遞
此概念在學測範圍未提及，已超出考試範
圍。
二、第 37 題：膜電位、動作電位的概念皆為選
修生物內容，已超出考試範圍。

生物

第 7 題題幹敘述不夠清楚。
國立新豐高中

地球科學

國立新豐高中

第 33 題部分選項介於超出課綱邊緣。

10

建議

回應意見
近幾年學測部分題目會考到 1.第9題僅在題幹說明巴拉刈（強氧化
選修生物的範圍，造成正常 劑）可抑制光反應電子傳遞的過程，
教學的學生無所適從。學生 若進入人體細胞會產生大量的過氧化
努力研習基礎生物內容，但 物，藉此測驗考生對強氧化劑的認
考題超出範圍會嚴重減弱學 知。正如99課綱微調基礎生物部分所
生的自信心。建議能確實在 述：「介紹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的能
基礎生物上、下的範圍內出 量轉換之關係，不得涉及電子傳遞鏈
題，讓學生有明確的準備方 的詳細過程。」本題並未涉及電子傳
遞鏈的詳細過程，並沒有涉及到選修
向。
生物的範圍。
第 7 題題幹建議修改如
2.第37題測驗考生閱讀科學文章的理解
下：
能力，並藉此認識、推理神經細胞傳
進行細胞形態的觀察探討
遞訊息的方式。換句話說，考生可由
活動時，若「依老師的指
文章得知神經細胞藉由局部電位升高
導」 .... 。以排除誤用高 的方式產生動作電位，且此種電位變
倍物鏡，因學生不熟練而
化會沿著軸突傳遞至末稍以達成訊息
未建立好習慣時常出現誤
傳遞的目的。故並沒有涉及到選修生
用之情形。
物的範圍。
3.感謝老師對第7題試題的建議。
太陽黑子屬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
建議避免內容超出課綱。
要「主題二、太空中的地球」中，內
容細目「1-1地球所處的太空環境」所
提及的預期學習成果，故無超出課
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