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會考數學科表現描述調整說明
一、教育會考數學科各等級表現描述調整前、後對照
現行之表現描述

等級

能作數學概念間的連結，建立恰當的數
學方法或模式解題，並能論證。

調整後之表現描述
能分析問題情境中複雜、不明顯的數學

精熟

訊息，並發展解題策略、應用數學方法
或基本的論證解決問題。

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能操作算則或程
序，並應用所學解題。

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能操作算則或程
基礎

序，能理解問題情境中簡單、明顯的數
學訊息，並應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

認識基本的數學概念，僅能操作簡易算
則或程序。

僅認識部分基本的數學概念，僅能操作
待加強

部分的算則或程序。

二、說明
(一) 與十二年國教數學領域課程綱要之對應
十二年國教課綱數學領域的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中，多次強調將數學能力與情境結合，如
數-J-A2 提及「……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A3 提及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能力……」，數-J-B1 也提到「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
中數學關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另一方面，課綱中學習表現的描述也提
及，希望學生在認識、理解、熟練各類數學概念之後，能將數學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
問題，展現出學習表現對於學生在情境中運用數學能力的重視，具體呼應核心素養。
教育會考數學科根據上述理念調整等級表現描述，納入「情境」、「應用」等要素來描述
學生的能力表現，以呼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的核心素養。
(二) 表現描述調整前、後的標準差異
新課綱的等級表現描述參考現行等級表現描述要求學生達到的能力，設想各等級學生在
情境中運用數學的表現差異之後以文字描述，並微調現行描述中的字詞語句，以明顯區別等
級間的差別。各等級的調整內容分述如下：
1.現行基礎等級表現描述提到的「應用所學解題」，並未強調基礎等級的學生能夠在何
種情況下應用所學，為了顯示學生能力的差異，故利用情境中數學訊息的複雜度作為
區分，將基礎等級描述調整為「能理解問題情境中簡單、明顯的數學訊息，並應用數
學方法解決問題」，除了加入情境中數學訊息的描述之外，亦參考數學素養架構中對
於數學歷程的分類：「形成數學情境」、「應用數學概念、事實、程序以及推理」、「詮
釋、應用以及評鑑數學結果」。
2.精熟等級表現描述調整前為「能作數學概念間的連結，建立恰當的數學方法或模式解
題，並能論證」，同樣沒有強調精熟等級的學生要在何種情況下表現這些能力，因此
將精熟等級描述調整為「能分析問題情境中複雜、不明顯的數學訊息，並發展解題策
略、應用數學方法或基本的論證解決問題」，除了加入情境中數學訊息的描述之外，
亦參考數學素養架構中對於數學歷程的分類：「形成數學情境」、「應用數學概念、事
實、程序以及推理」、「詮釋、應用以及評鑑數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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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調整後的等級表現描述與現行等級表現描述的文字雖有不同，但對於學生能力的
區分標準大致上相近，在學生能力不變的情形下，預期各等級的人數比例應與過去變動不
大。
三、各等級示例
〔示例一〕：出自參考試題本第 20 題

坐標平面上，某二次函數圖形的頂點為 (2, 1) ，此函數圖形與 x 軸相交於 P 、 Q 兩
點，且 PQ  6 。若此函數圖形通過 (1, a) 、 (3, b) 、 (1, c ) 、 (3, d ) 四點，則 a 、
b 、 c 、 d 之值何者為正？
(A) a
(B) b
(C) c
(D) d *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分析情境中訊息與所求的關聯，並應用函數圖形性質判斷數值正
負。學生作答此題時必須組織圖形資訊的訊息，應用二次函數圖形的對稱性與圖形性
質，在坐標平面上描繪出各點的位置來判斷數值正負。此能力表現符合「精熟」等級
中，能分析問題情境中複雜、不明顯的數學訊息，並發展解題策略、應用數學方法解
決問題。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率較高。

〔示例二〕：出自參考試題本第 11 題

圖(四)的宣傳單為萊克印刷公司設計與印刷卡片計價方式
的說明，妮娜打算請此印刷公司設計一款母親節卡片並
印刷，她再將卡片以每張 15 元的價格販售。若利潤等於
收入扣掉成本，且成本只考慮設計費與印刷費，則她至
少需印多少張卡片，才可使得卡片全數售出後的利潤超
過成本的 2 成？
(A) 112
(B) 121
(C) 134 *
(D) 143

圖(四)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將生活情境中的問題轉化成不等式並求解。學生作答此題時需整
合題目中所給的資訊，列出符合題意的一元一次不等式，求出解的範圍並依此判斷需
印製的卡片張數。此能力表現符合「基礎」等級中，能理解問題情境中簡單、明顯的
數學訊息，並應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的描述。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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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出自參考試題本第 6 題

若 44  2 a ， 54  3 b ，則 a  b 之值為何？
(A) 13
(B) 17 *
(C) 24
(D) 40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操作根式的化簡。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待加強」等級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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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會考數學科非選擇題評分規準調整說明
一、評分規準調整前、後對照
現行之評分規準
數學科非選擇題主要評量學生解題過程
中，擬定「策略」的適切性與過程「表
達」的合理、完整性。其中「策略」是
指學生察覺題目條件要素，將題目轉化
成數學問題並擬定解題方法；
「表達」是
指解題過程的呈現或步驟間合理性的說
明。

說明

調整後之評分規準
數學科非選擇題主要評量學生解題過程
中，
「擬定策略」的適切性與「表達過程」
的合理、完整性。其中「擬定策略」是
指學生察覺題目條件要素，將題目轉化
成數學問題並擬定解題方法；「表達過
程」是指呈現解題步驟，以及推導/推理、
解釋的表達。

級分
1.
1.

策略適切，且表達合理、完整。

三級分

2.

1.
1.
2.

1.
2.
3.
1.

策略適切，表達雖合理，大致完整，
但出現計算錯誤。
二級分
策略適切，表達合理，大致完整，
但沒有顯示部分步驟間的合理性。

策略適切，表達大致合理，但出現
錯誤的引用。
策略方向正確，但缺乏嚴謹性，不
足以解決題目問題。
策略方向正確，但未能完全將題目
轉化成數學問題。
策略模糊不清；解題過程空白或與
題目無關。

2.

3.

1.

缺乏明確的策略，呈現部分的解題
要素，但欠缺適當的推導/推理或解
釋。

1.

策略模糊不清；解題過程空白或與
題目無關。

一級分

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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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適切，解題過程完整或大致完
整，且結果/結論大致正確。
策略適切，解題步驟出現不影響解
題過程的瑕疵，但呈現大致完整的
推導/推理或解釋，且結果/結論大致
正確。
策略適切或方向正確，解題過程不
完整，部分步驟缺乏合理性，但結
果/結論大致正確。
策略適切或方向正確，解題過程大
致完整但出現錯誤，結果/結論合
理。
策略適切或方向正確，解題過程中
呈現部分推導/推理或解釋，但未得
出正確的結果/結論。

二、說明
(一) 對應十二年國教數學領域課程綱要
十二年國教數學領域課程綱要明白指出，數學課程目標有六：
1.
2.
3.
4.
5.
6.

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培育學生探索數學的信心與正向態度。
培養好奇心及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培養使用工具，運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非選擇題主要在評量前述目標二與四的能力，這些能力更直接對應至＜
總綱＞核心素養的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與 B1（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國民中學階段的具體內涵為：

數-J-A2
數-J-A3
數-J-B1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力，並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
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
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
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程度。

據此，數學科非選擇題的評分規準分為二個向度：擬定策略、表達過程。擬定策略對應
課綱所提及的規劃執行能力，表達過程則是對應數學溝通表達的能力，二者最終目的旨在解
決問題。
學習表現中的「解題」提及解題過程包括了解問題意義，選擇可能之策略，轉換該策略
為數學問題，運用數學知識對該數學問題求解，能檢驗與詮釋這個解的意義，判斷是否完成
解題之要求等。因此，無論該問題是屬於日常生活情境或學術探究情境，學生在理解題意、
轉化問題、擬定策略、進行演算、推導/推理、求解，最後仍須將所得解答帶回問題情境，
不能僅停留在計算求解。因此，調整後評分規準特別加入「結果/結論」一詞。
(二) 評分規準調整前、後的差異
首先，評分規準向度從擬定「策略」的適切性與過程「表達」的合理、完整性，修改為
「擬定策略」的適切性與「表達過程」的合理、完整性，以彰顯學生在非選擇題的主動建構
解題特性。
其次，調整後的評分規準明確界定「表達過程」包含了呈現解題步驟、推導/推理以及解
釋等多個部分。因此，明確在評分規準中列出這些內容，以便老師於評閱時精準對應到表達
過程的面向。
第三，問題解決為數學科非選擇題的最終目的，現行評分規準對此未有明確的文字描述，
僅在一級分第二條提到「……不足以解決題目問題。」
，調整後評分規準特別在三級分及二級
分明確指出「結果/結論」的正確與否。
最後，現行評分規準描述的是該級分的典型學生能力，即描述的是該級分區間中間能力
的學生。為讓社會大眾對級分的分野有更清楚地理解，調整後評分規準在各級分加入門檻能
力的描述，如調整後三級分的第二條與二級分的第三條，分別描述三級分與二級分的門檻能
力。
評分規準調整後對各級分做更完整的說明，文字上雖與現行有所差異，但對於學生能力
的區分標準大致相同，在學生能力沒有太大變動的前提下，預期調整後各級分的人數比例應
與現行的人數比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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