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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測驗試題及評分規準調整說明 

一、調整緣由 

寫作測驗自 95 年加入基本學力測驗，試辦迄今（108 年），共計實施 20 次。

透過嚴密的命題、閱卷機制，大幅降低了社會大眾對開放式實作評量公平性的疑

慮，具良好公信力。 

近幾年，在整體機制已臻成熟的基礎上，陸續加入不同引導形式的試題。106

年試題「在這樣的傳統習俗裡，我看見……」首度將文字圖表化，以更簡潔的形

式呈現多元事例，刺激學生觸類旁通；107 年試題「我們這個世代」除以文字揭

示寫作重點外，透過圖像標示寫作範圍「世代：共同存在於某個時間階段的群體」

之意涵，以及各種世代命名的可能性；108 年則首度出現「沒有題目」的試題，

但藉由訪談報導引導思考「高齡化社會」議題的內涵。從試題形式到寫作主題都

逐步揭示：「語文」不僅是課堂的學科知識，同時也是個人表情達意的工具、人

際溝通互動的媒介，故而宜呼應生活情境、連結社會脈動，以協助個人因應社會

的變遷。 

寫作，是表達思想情感、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透過這樣的調整，我們期望

寫作測驗試題既能保有過往的特色：引導學生捕捉生活意義、表達內在思維，呈

現個人的經驗、情感與思想；同時，能更貼近公民所需的「多元識讀能力」：引

導學生因應不同情境或針對不同語文訊息進行思考，並懂得整合訊息做出判斷，

藉以有效溝通、解決問題。試題在貼近日常生活的基礎上，呼應《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 「語文領域—國語文」強調實用性的學

習，以及能統整跨領域、融入多元議題之訴求。 

現行的評分規準亦在前述基礎上進行些微調整，期能配合不同形式之試題，

同時更為呼應新課綱所強調的素養，以評量學生是否具備國語文的核心素養具

體內涵與學習表現，如：「國-J-A3 運用國語文能力吸收新知，並訂定計畫、自

主學習，發揮創新精神，增進個人應變能力」、「國-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

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及「6-Ⅳ-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見解，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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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的評分規準，在「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錯別字、

格式與標點符號」四個評分向度、架構皆未做更動，僅「立意取材」向度的表現

描述略有差異。 

二、試題說明與示例 

國中教育會考寫作測驗試題採「引導式寫作」，以適當的訊息呈現題意、引

導學生寫作。未來的題型除原有「一道題目加上說明」的題意引導形式外，亦將

透過不同素材，如：圖例、報章新聞、問卷調查等，呈現必要的寫作資訊；或在

標語式的寫作主題外，指示更明確的寫作任務：如自訂題目、閱讀理解闡釋、續

寫、書信應用等，增加任務導向的寫作試題類型，藉此更完整地檢視學生的寫作

歷程，同時融入新課綱 19 項議題的討論，以拓展評量面向的廣度，讓試題的內

涵能與時俱進、切合當代議題。 

至於引導的訊息，則將更多元地呈現生活性、知識性、文學性等不同面向或

媒介的訊息材料，並強化與語言使用情境的連結。其作用有二：一為解釋題意，

幫助審題、取材，避免誤解；一為提供情境、資訊，指示寫作任務，受試者必須

仔細閱讀引導訊息後，按要求撰寫文章。 

無論試題形式如何調整，命題皆著重於檢測國中畢業學生表達經驗見聞和情

感思想的綜合語文能力，對應新課綱國語文核心素養「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國

-J-B1）」之內涵，並符合重要寫作能力表現，包含： 

（一） 能正確審題，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統整閱讀內容、配合語言情境，

適當轉化材料以表情達意。 

（二） 能適當地組織材料、安排段落，並組織成篇。 

（三） 能適當地遣詞用字，並運用各種句型寫作。 

（四） 能使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達及說服力。 

（五） 能依據需求書寫文本。 

試題呈現形式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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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閱讀以下圖表及文字，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作文。 

 

 

 

從小到大，許多傳統習俗伴隨我們成長。在這些傳統習俗裡，

你也許感受到它所傳遞的情感，也許發現它值得保存的內涵，也許

察覺到它不合時宜的地方。 

請就個人生活見聞，以「在這樣的傳統習俗裡，我看見……」

為題，寫下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核心素養：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與分享，

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國-J-C3 閱讀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性，了解與關懷多

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議題融入： 

與多元文化教育議題中「我族文化的認同」（多 J2 關懷我族文化遺產的傳承與興革）、「文化

差異與理解」（多 J5 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習俗與禁忌）之學習主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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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先閱讀以下訊息，並按要求自訂題目，撰寫一篇結構完整的文章。  

  

  

題目：等待         的日子裡（   填入字數不限）  

說明：等待遲來的訊息，等待即將出發的旅行，等待即將揭曉的

成績……；也許緊張不安，也許期待興奮，也許焦躁不耐，

等待的心情複雜又難熬。你如何度過等待的日子？請你以

「等待        的日子裡」為題，寫下你的經驗、感受或

想法。  
  

  

※務必在首行書寫「題目」  

※請於「       」填入你要陳述的主題，如等待旅行的日子裡、等待那張

成績單的日子裡……，填入字數不限。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核心素養：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

效處理問題。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與分享，

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議題融入： 

與生命教育議題中「哲學思考」（生 J2 探討完整的人的各個面向，包括身體與心理、理性與感

性、自由與命定、境遇與嚮往，理解人的主體能動性，培養適切的自我觀）、「靈性修養」（生

J6 察覺知性與感性的衝突，尋求知、情、意、行統整之途徑；生 J7 面對並超越人生的各種挫

折與苦難，探討促進全人健康與幸福的方法）之學習主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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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完整閱讀以下「引文」，並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作文： 

世界各國的文化根源不同，在「讓座」這件事情上，有著顯著的差異。 

西方社會多半沒特別鼓勵「讓座」，譬如在美國，公車上會有專屬於

身障人士的座位，但人們通常不太會讓座給老人或孕婦，原因很簡單，因

為老人家認為自己還很硬朗，被讓座時，還會覺得受到歧視。而孕婦在美

國就是「一般人」而非「特殊族群」，因此也少有人主動讓座給孕婦。但，

美國人會主動讓座給小朋友，所以帶小朋友在美國坐公車，被老先生、老

太太讓座是十分常見的，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男士為了展現紳士風度而主

動讓座給女士。 

然而在重視長幼尊卑的東方社會，一般都會「讓座」，譬如在韓國，

大眾運輸工具上設有長者席，就算車廂裡擠滿人，長者席也會空下，留給

老人坐，而當遇到長者卻未讓座時，更可能被直接訓斥。此外，也會設置

孕婦專座，提醒乘客遇到孕婦時記得讓座，近來更有專家發明了一套系統，

只要孕婦攜帶一個小型無線藍牙發訊器走到孕婦座附近，毋須自己開口，

座位就會亮起燈號，提醒佔用座位者讓座，而當孕婦坐下後，燈號就會關

掉，藉此讓孕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更為自在。 

美國、韓國在「讓座文化」上有什麼樣的差異？你較認同哪一種

呢？請以「我較為認同○國的讓座文化」為題，寫下你的見解。 

 

 

※首行務必寫明題目：「我較為認同美國的讓座文化」或「我較為認同韓國的 

讓座文化」 

※使用「引文」作為寫作材料時，務必適度改寫，直接抄寫過多原文可能影響得分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核心素養： 

國-J-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環境，主動關懷

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國-J-C3 閱讀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性，了解與關懷多

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議題融入： 

與品德教育議題中「品德關鍵議題」（品 J6 關懷弱勢的意涵、策略，及其實踐策略與反思），

及人權教育議題中「人權與生活實踐」（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以

及國際教育議題中「國際素養」（國 J4 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之學習主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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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先瀏覽以下圖片，並依照寫作要求，完成一篇結構完整的文章。 

 

  

寫作要求: 

1. 第一段請你簡要分析以上兩張圖片中，關於網路時代中人際互

動關係的訊息。 

2. 第二段以後，請就前述分析，寫下關於「網路時代中人際互動

關係」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核心素養：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

效處理問題。 

國-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

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議題融入： 

與科技教育議題中「科技態度」，及資訊教育議題中「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以及生命教育

議題中「價值思辨」（生 J5 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飲食運動、休閒

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之學習主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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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先閱讀以下文字，並依照寫作要求，完成一篇首尾俱足、結構完整

的作文。 

校方考慮本次段考將採「榮譽考試」制度，也就是說：

考試過程中都沒有監考老師。有人大表贊同，認為這將有

助於提升學生的道德感；反對者則認為，失去老師監督將

使作弊風氣更加猖獗，影響考試的公平性；有人因此建議

應增加防弊機制，例如：匿名檢舉、連坐處罰等等；也有

人認為，任何所謂的防弊機制，都會破壞學校和學生之間

的信任關係，使得榮譽考試制度變得毫無意義……。 

你認為呢？ 

現在，校長打算廣徵同學意見，並做出決策。 

請寫一封信給校長，陳述你對此事的想法、意見，並提出你的建議。 

 

 
※請以「親愛的校長」為信件開頭，信末一律署名「一個關心學校的學生」 

※不需使用其他書信結構(敬語、問候語、日期……等)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核心素養： 
國-J-A2 透過欣賞各類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

處理問題。 

國-J-A3 運用國語文能力吸收新知，並訂定計畫、自主學習，發揮創新精神，增進個人的應變

能力。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

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動。 

議題融入： 

與品德教育議題中「品德發展層面」（品 J2 重視群體規範與榮譽）、「品德實踐能力與行動」

（品 J8 理性溝通與問題解決），及生命教育議題中「哲學思考」（生 J1 思考生活、學校與社

區的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理性溝通的素養）之學習主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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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請先閱讀以下資訊，並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文章。 

 

若參考上述「青銀共居」的事例，思考高齡化社會的相關

議題，你對年輕人與銀髮族的互動或相處模式，有什麼期待？

請就你與年長者的相處經驗，或生活周遭的觀察，表達你的 

感受或看法。 

 

※文章不必訂題目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核心素養： 

國-J-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提高語文自學的興趣。 

國-J-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環境，主動關懷社

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

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動。 

議題融入： 

與人權教育議題中「人權與生活實踐」（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

其差異），及家庭教育議題中「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家 J2 探討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

及家庭的影響）之學習主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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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分規準描述調整前、後對照 

等級 現行之評分規準描述 調整後之評分規準描述 

六級分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切

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以凸顯文

章的主旨。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適

切地統整、運用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

說明以凸顯主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完整，脈絡分明，

內容前後連貫。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完整，脈絡分明，

內容前後連貫。 

遣詞造句：能精確使用語詞，並有效運

用各種句型使文句流暢。 

遣詞造句：能精確使用語詞，並有效運

用各種句型使文句流暢。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幾乎沒有錯

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幾乎沒有錯

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五級分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當

材料，並能闡述說明主旨。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適

當地統整、運用材料，並能闡述說明主

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完整，但偶有轉折

不流暢之處。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完整，但偶有轉折

不流暢之處。 

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語詞，並運用各

種句型使文句通順。 

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語詞，並運用各

種句型使文句通順。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少有錯別字，

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並

不影響文意的表達。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少有錯別字，

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並

不影響文意的表達。 

四級分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

料，尚能闡述說明主旨。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統

整、運用材料，尚能闡述說明主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大致完整，但偶有

不連貫、轉折不清之處。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大致完整，但偶有

不連貫、轉折不清之處。 

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語詞，文意表達

尚稱清楚，但有時會出現冗詞贅句；句

型較無變化。 

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語詞，文意表達

尚稱清楚，但有時會出現冗詞贅句；句

型較無變化。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錯別

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但不至於造成理解上太大的困難。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錯別

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但不至於造成理解上太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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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現行之評分規準描述 調整後之評分規準描述 

三級分 

立意取材：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

料，但選取的材料不甚適當或發展不夠

充分。 

立意取材：嘗試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

統整、運用材料，但不甚適當，或發展

不夠充分。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鬆散；或前後不連

貫。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鬆散；或前後不連

貫。 

遣詞造句：用字遣詞不太恰當，或出現

錯誤；或冗詞贅句過多。 

遣詞造句：用字遣詞不太恰當，或出現

錯誤；或冗詞贅句過多。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錯別

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以致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錯別

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以致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二級分 

立意取材：雖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

材料，但所選取的材料不足，發展有限。 

立意取材：雖嘗試依據題目或寫作任

務，統整、運用材料，但有所不足，或

大量引述題幹內容，發展有限。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不完整；或僅有單

一段落，但可區分出結構。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不完整；或僅有單

一段落，但可區分出結構。 

遣詞造句：遣詞造句常有錯誤。 遣詞造句：遣詞造句常有錯誤。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不太能掌握

格式，不太會使用標點符號，錯別字頗

多。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不太能掌握

格式，不太會使用標點符號，錯別字頗

多。 

一級分 

立意取材：僅解釋題目或說明；或雖提

及文章主題，但材料過於簡略或無法選

取相關材料加以發展。 

立意取材：僅解釋題目或題幹內容；或

雖提及主題，但材料過於簡略或無法選

取相關材料加以發展。 

結構組織：沒有明顯的文章結構；或僅

有單一段落，且不能辨認出結構。 

結構組織：沒有明顯的文章結構；或僅

有單一段落，且不能辨認出結構。 

遣詞造句：用字遣詞極不恰當，頗多錯

誤；或文句支離破碎，難以理解。 

遣詞造句：用字遣詞極不恰當，頗多錯

誤；或文句支離破碎，難以理解。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不能掌握格

式，不會運用標點符號，錯別字極多。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不能掌握格

式，不會運用標點符號，錯別字極多。 

零級分 
完全離題、僅抄寫題目或說明、使用詩

歌體、空白卷。 

完全離題、只訂題目、僅抄寫題目或題

幹內容、使用詩歌體、空白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