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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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時請註明出

處；如欲大規模複製，請事先

取得本中心書面同意；但如涉

及商業利益，則不在同意使用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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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的大考與考科

108課綱

111學年度起
適用之大學多
元入學方案

術科
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國文(含國綜、國寫)、英文、
數學A、數學B、社會、自然

部定必修

分科測驗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部定必修與加
深加廣選修

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

部定10、11年
級必修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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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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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起大考
命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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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試題命題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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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強化評量層次及表達說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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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深化或多面向評量學生對問題（或主題）的理解，

並強化評量其表達說明能力。

• 跨單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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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不同單元、領域或學科所學，來處理跨單元、領域或跨學科主題的相關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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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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以評量108課綱所要強化學生有系統的表達說明、整合運用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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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小叮嚀

❖重視閱讀理解的重要性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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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表達說明能力

測驗的重點不只是「考生記得多少？」，更在於

「考生有沒有理解與思考？」，「考生能不能融

會貫通？」，「考生能不能清楚及有系統地加以

表達？」



112大考重要日程與考程
01

8



1.各項考試重要日程(簡章p.Ⅱ)

9

項目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分科測驗

第一次考試 第二次考試

報名日期
111.09.07(三)

-14(三)
111.11.09(三)

-15(二)
111.11.01(二)

-15(二)
112.06.08(四)

-19(一)

考試日期 111.10.22(六) 111.12.10(六)
112.01.13(五)-

15(日)
112.07.12(三)-

13(四)

公布成績

111.11.03(四) 111.12.22(四) 112.02.23(四) 112.07.28(五)

寄發成績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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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英聽一、英聽二考試日期與考程(簡章p.1)

英聽一試111.10.22(六)含上、下午場
/英聽二試111.12.10(六)只有上午場

上午場

11:00 預備鈴響

11:00-11:10 考生身分查驗

11:10-12:00 考試說明及正式考試

下午場

14:00 預備鈴響

14:00-14:10 考生身分查驗

14:10-15:00 考試說明及正式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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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學測考試日期與考程(每科15級分)(簡章p.3)

第一天112.01.13(五) 第二天112.01.14(六) 第三天112.01.15(日)

9:15 預備鈴響

9:20－11:00 數A (100) 9:20－11:00 英文(100) 9:20－11:00 數B (100)

12:45 預備鈴響

12:50－14:40 自然 (110) 12:50－14:20 國綜(90) 12:50－14:40 社會 (110)

15:15 預備鈴響

15:20－16:50 國寫(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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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分科考試日期與考程(每科60級分)(簡章p.8)

第一天112.07.12(三) 第二天112.07.13(四)

08:35 預備鈴響

08:40-10:00 物理(80) 08:40-10:00 歷史(80)

10:45 預備鈴響

10:50-12:10 化學(80) 10:50-12:10 地理(80)

13:55 預備鈴響

14:00-15:20 數學甲(80) 14:00-15:20 公民與社會(80)

16:05 預備鈴響

16:10-17:30 生物(80)



112大考成績表示
0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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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績表示 : 學測，各科最高15級分 (1/4)(簡章p.4)

平均原得總分 : 前1%考生成績加總除以前1%考生數(以學測到考考生

計)，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4捨5入

級距 : 由平均原得總分除以15，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五位，第六位4捨5入，

並以由下而上計算級分。

例 : 若前1%平均原得總分為92.35，則級距為92.35/15=6.15667

原得總分為0分，則為0級分

原得總分大於0分小於等於6.15667分，則為1級分

若原始卷面滿分為100分，大於86.19分至100分，則為15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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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績表示 : 學測轉換為60級分之計算(2/4)(簡章p.7)

平均原得總分 : 以學測到考考生，前1%考生原得總分加總除以前1%考

生數，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4捨5入

級距 : 由平均原得總分除以60，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五位，第六位4捨5入，

並以由下而上計算級分。

例 : 若前1%平均原得總分為92.35，則級距為92.35/60=1.53917

原得總分為0分，則為0級分

原得總分大於0分小於等於1.53917分，則為1級分

若原始卷面滿分為100分，原得總分大於90.84分至100分，則為60級分

學測15級分制轉換為60級分制之級分查詢於112.04.11日(二)公告(簡章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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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測15級分用於分發入學採計60級分對照表(3/4)
(簡章p.7)

學測各科使用於繁星推薦與申請入學之成績 學測各科使用於分發入學採計之成績

最高為15級分 最高為60級分

15 57、58、59、60

14 53、54、55、56

13 49、50、51、52

12 45、46、47、48

11 41、42、43、44

10 37、38、39、40

9 33、34、35、36

8 29、30、31、32

7 25、26、27、28

6 21、22、23、24

5 17、18、19、20

4 13、14、15、16

3 9、10、11、12

2 5、6、7、8

1 1、2、3、4

註 :上述對照表可直接用於學測成績未扣減級分情形。若某考生於學測某考科有違規情事，則先以該生該科原得總分計算60級分制下的級
分數後，再依該違規情事所對應之分科測驗應扣成績扣減級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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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績表示 : 分科測驗，各科最高60級分 (4/4)

(簡章p.11)

平均原得總分 : 前1%考生成績加總除以前1%考生數(以分科測驗到考考生

計)，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4捨5入

級距 : 由平均原得總分除以60，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五位，第六位4捨5入，

並以由下而上計算級分。

例 :若前1%平均原得總分為92.35，則級距為92.35/60=1.53917

原得總分為0分，則為0級分

原得總分大於0分小於等於1.53917分，則為1級分

因分科測驗各科原始卷面滿分均為100分，原得總分大於90.84分至100

分，則為60級分



112大考報名注意事項
0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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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報名(p.12)

1.英聽、學測三年級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辦理集體報名方式

2.分科測驗

(1)三年級應屆畢業生已取得畢業證書者，可由就讀學校集體報名或

個別報名方式，擇一辦理

(2)三年級應屆畢業生若尚未取得畢業證書，一律由就讀學校集體報

名



112大考特殊項目申請
04

20

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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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殊項目申請日期(1/2)(簡章pp.23-26)

考試名稱 受理日期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111年08月18日（四）至111年09月14日（三）

學科能力測驗 111年11月01日（二）至111年11月15日（二）

分科測驗 112年06月08日（四）至112年06月19日（一）

(1)英聽：兩次考試採一次申請與審查；無論報名第一次或第二次考試，均須於受理日期內提出
申請。

(2)學測：比照111學年度，學測與分科測驗採同步申請；學測通過審查項目可依對應考科延用至
分科測驗。

(3)分科測驗：未報名學測，或學測與分科測驗之報名科目無法對應，或兩項考試申請之應考服
務不同，仍可於分科測驗受理日期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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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殊項目申請(分科測驗)(2/2)(簡章p.23)

112.05.25(四)-06.19(一)查詢學測審查結果

學科能力測驗考科 分科測驗考科

數學A、數學B 數學甲

自然 物理、化學、生物

社會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A.申請全部沿用學測審查結果：考生不需另外填寫應考服務需求表或檢附文件
，本會依對應考科提供特殊項目應考服務。

B.因學測與分科測驗報名科目無法對應，申請分科測驗考科：考生需繳交應考
服務需求表，無須檢附其他文件。

C.申請變更或新增特殊項目：考生除需繳交應考服務需求表，並應檢附新事證
或新病況且須與學測時所提供審查資料不同。

考生若於學測時未申請特殊項目應考服務，或未報名學測，需檢附完整申請表
件，於受理日期內提出申請。



112大考試場規則提醒
0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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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場規則提醒(1/2)(簡章pp.38-43)

一、一般事項

(七)2.預備鈴響前，監試人員進入試場發放題卷，考生均應即離開試場。英聽

考試開始前10分鐘、學測與分科測驗每節考試開始前5分鐘打預備鈴，鈴

響起考生即可入場。

3.考試開始鈴

(1)英聽：考試開始鈴聲響畢後，應依播音指示於答題卷之「確認後考生
簽名」欄以正楷簽全名與作答。

(2)學測與分科測驗：考試開始鈴響起，不必等監試人員宣布，即可開始
於答題卷之「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正楷簽全名與作答。

4.考試結束鈴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動作，並將雙手離開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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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場規則提醒(2/2)(簡章pp.38-43)

三、作答事項

(二)各節考試開始鈴響起，考生確認答題卷第一頁上方確為本人之應試號碼與

姓名後，於「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2B軟心鉛筆或黑色墨水的筆正楷簽全

名。備用答題卷無考生本人應試號碼與姓名，考生因故使用時，仍須以正

楷簽全名。



112大考違規處理辦法提醒
0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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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處理辦法提醒(1/2)(簡章pp.44-48)

第1條第2項學測成績使用於分發入學採計時，若考生於學測應試時有違規事項

，依據分科測驗違規扣分規定處理。

第2條第5項因應考試期間可能有特殊情事，如傳染性疾病防疫需求等，得經本

會大考中心考試委員會會議審定，於維護考試安全下訂定相關準則

，內含考生應遵守之規定與罰則，以利辦理特殊情事或期間下之考

試。

第6條考生未攜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應試，至當節考試結束鈴聲響畢前仍

未送達試場或考（分）區試務辦公室者，扣減其該節成績【英聽1題分、

學測1級分、分科測驗1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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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處理辦法提醒(2/2)(簡章pp.44-48)

第7條第3項考生於考試開始鈴響前翻閱試題本、答題卷或簽名、書寫、劃記、

作答者，扣減其該節成績【英聽2題分、學測2級分、分科測驗3級

分】；經制止仍再犯者，扣減其該節全部成績。

第12條第1項考生未依規定於答題卷之「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正楷簽全名，

扣減其該節成績【英聽1題分、學測1級分、分科測驗1級分】。



常見違規小叮嚀

攜帶入座物品
發出聲響或閃光

行動電話未完全
關機

未帶應試有效
證件

考試結束鈴聲響畢
繼續作答

29

攜帶不可攜帶
物品入座



112大考答題卷簽名欄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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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大考答題卷簽名欄位調整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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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寫答題卷(不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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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卷混合題作答提醒



111分科測驗考試舉行階段
簽名提醒宣導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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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答提醒海報張貼
2.監試人員宣讀事項
3.答題卷、試題本擺放方式
4.入場識別證增印簽名提醒
5.座位標示單增印簽名提醒
6.試場黑板中央張貼提醒海報
7.考生名冊背面增印簽名提醒
8.製作簽名提醒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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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答提醒海報張貼(分區入口、試場前後門或附近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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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試人員宣讀事項(調整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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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題卷、試題本擺放方式(1/2)(本頁以112樣張呈現)

答題卷置於試題本下方並正面朝上直

放

答題卷之應試號碼及考生簽名欄位須能清

楚目視

試題本橫放，其裝訂側邊朝向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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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寫答題卷、試題本擺放方式 (2/2) 
(本頁以112樣張呈現)

答題卷置於試題本下方並

正面朝上橫放

答題卷之應試號碼及考生簽名欄

位須能清楚目視

試題本橫放，其裝訂側邊朝

向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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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場識別證增印簽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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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座位標示單增印簽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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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試場黑板中央張貼提醒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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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生名冊背面增印簽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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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製作簽名提醒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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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學測、分科測驗 : 預備鈴響就座
後請核對應試號碼、姓名與座位
標示單是否吻合

學測、分科測驗 : 請於考試開始
鈴響起才可以正楷簽全名

請勿污損或破壞答題卷上的
應試號碼
姓名
條碼
定位點記號

答題卷無法掃描需自負責任

定位點記號

應試號碼 考生姓名 條碼



112學測、分科測驗命題原則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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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測、分科測驗命題原則

46

• 112大考各科評量知識基本題占比將與近年大考各科相彷，但部份

素養試題之評量層次將略微提升

• 112大考各考科文字量會以接近近年大考各考科平均文字量為原則

• 112大考非選題將以現行學測、分科與過去指考非選題型為主，採

簡答、計算、說明等方式，視需要增加繪圖、表格填寫等

• 112大考混合題/非選題會以接近111大考為原則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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