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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強會考

素養導向試題要測驗學生什麼？會考自然科持續增加生活化試題比例，且重視實驗過程及

技能應用，計算題大幅減少，零碎知識也逐漸不是考題的重點。 

自然科試題強調實驗過程及技能應用，也就是能否透過實驗過程、圖表分析、圖片及資料

解構，來解決生活的問題及了解自然界的脈絡。在這次的參考試題裡可以發現類似的圖表及實

驗題增加。有些題目也會融入跨議題的報導或實驗、 研究報告，考驗學生是否具備媒體識讀能

力，能否快速了解題目在問什麼，並有能力去解決問題。

譬如 110會考第 7題「銀幣抑制細菌成長問題」，本題選用媒體報導的內容進行改寫，培

養學生對於科學新知應保持懷疑的態度，藉由實驗條件的設計，分析結果並推理驗證，將此融

入新課綱的命題中。

結論

自然科的素養題是未來評量的一大重點，題目特色為：

1以實作脈絡為主

2搭配圖片、圖表及數據描述問題

3結合生活情境

4題目文字量多。

以往素養題僅一、兩題，預估未來將會增加。相對的，專有名詞會減少，學生也不必再像過

去得死背定律、定理，反倒是要看懂題目，將題目所描述的現象連結課堂裡學到的概念來作答。

素養命題的類型

學習內容

學科基本素養題
運用學科知識 

解決生活問題

生活實踐題
情境題

學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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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如何利用教育會考試題分析
改善教學品質

屏東縣立長治國中 尤志長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臺師大心測中心）在每一年的

教育會考成績公佈後，都會提供給各個學校教育會考成績及作答分析，提供的檔案有各科分項

能力通過率分析、各科試題通過率分析、學生成績報告等三類。

其中「各科試題通過率分析」為一份 Excel檔案，內容列出各試題的分項能力、評量目標、

選擇各選項的人數比例、全國通過率、縣市通過率、學校通過率等資料，呈現方式如下表。

（因版面限制，未列出「各選項人數比例」欄位。）

題序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縣市通過率 貴校通過率

01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使用上皿天平的注意

事項及對應原因
0.81 0.74 0.73

一、前言

欄位中的分項能力是指學生是否具備有自然科能力，共區分為五個層次，列表如下：

代號 分項能力內容

A 能知道科學知識

B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例

C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解釋或預測

D 能應用科學知識

E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判斷

根據臺師大心測中心的試題說明，學生能答對高層次分項能力的命題，則在自然科取得精

熟成績表現的機率較高。

筆者以上述「各科試題通過率分析」一檔案，分析敝校 110年教育會考學生作答情形，嘗

試找出學生學習歷程中較弱的一環，及找出教學上可行的改善策略。

分析的方向有三：通過率最低的題目、通過率最高的題目、通過率與全國差距最大的題目，

以下做進一步的說明。

以 110年會考自然科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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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校通過率排序後，可挑選出通過率最高及最低的題目來分析。下表為敝校通過率最高

的前 10題。（為便於閱讀，將分項能力一欄以代號表示。）

題序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學校通過率

01 A 能知道使用上皿天平的注意事項及對應原因 0.81 0.73

02 A 能知道潮差的定義 0.77 0.70

04 C 能了解體溫的恆定方式 0.81 0.70

05 A 能了解濃度的意義 0.73 0.65

06 A 能了解植物的生殖構造 0.73 0.60

08 B 能根據問題選擇適當的實驗設計 0.78 0.62

46 A 能了解聚合物 0.84 0.68

51 B 能舉出熱對流的相關實例 0.79 0.68

53 B 能了解判斷地質事件先後順序的原則 0.81 0.64

54 C 能了解地層與化石的對比 0.78 0.66

二、通過率最高的題目

由上表可以知道敝校學生在這些題目表現較佳，和全國作答情形是吻合的，都有不錯的通

過率。以試題的分項能力與評量目標來看，這些試題落在 A∼ C等較低層次的分項能力，大部

分學生以所學科學知識就能順利答對，評量目標則分散在生物、理化與地球科學，難易度與學

習單元較無關聯性。

從上表可注意到這些高通過率的

題目，約略分佈在題本的前 10題及後

5題。進一步，將 108∼ 110年的自然

科試題全國通過率作成折線圖，更可

以明顯觀察到教育會考題本的前、後

段題目偏易，中段題目題目偏難的情

形，這點甚是有趣。因此，建議學生

可以利用這樣的趨勢，來分配自己的

作答時間與重心。
108∼ 110年度教育會考 自然科試題全國通過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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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序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學校通過率

27 C 能應用力學能守恆原理 0.51 0.32

30 D 能比較原子、離子的電子數與質子數多寡 0.50 0.31

37 C 能理解托里切利實驗中的氣壓情形 0.31 0.27

39 C 能理解等速率圓周運動的運動狀態 0.46 0.26

40 E 能應用排水法與阿基米德原理 0.42 0.30

41 E 能應用酯化反應與質量守恆求出產物的分子量 0.30 0.18

42 E 能了解酵素特性並統整消化觀念 0.33 0.21

43 E 能理解自由落體運動的速度與時間關係 0.29 0.27

44 E 能利用已知的資訊統整學科知識做出合理推論 0.36 0.23

45 C 能將文字轉譯為圖表 0.37 0.27

下表為敝校試題通過率最低的 10道題目分析。

三、通過率最低的題目

雖然敝校學生在這些題目的表現不佳，不過從列表中也可以看出，部分題目的全國通過率

也僅在三成上下，顯見試題難度本身就比較高。難度高的原因，可能是題目取材自壓力、浮力、

速度等物理單元，根據教學經驗，這些單元多需要學生具備相當程度的抽象思考能力，才能游

刃有餘，順利取得分數。

除了題目取材的單元偏難，再就分項能力來看，這些試題測驗的分項能力多為高層次能力，

更提高了這些試題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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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題中，學生必須知道最高點的位能 U最大、動能 E最小且為零，由高處落下時，根據

力學能守恆定律，減少的位能 U＝增加的動能 E。但是，本題的選項以數學關係式來表達，學

生必須將觀念轉換成數學的式子：U甲＝ U丙，E甲＝ E丙＝ 0，U甲 -U乙＝ U丙 -U乙＝ E乙，進而推衍

出（D）。

對於抽象思考能力較弱的學生而言，這一類型看似簡單的題目，可能因為缺少數字，需以

代數符號判斷大小，或判斷關係式，難度因而提升不少，甚至比套用公式的繁複計算，更燒腦。

再來看這題：

在這一題裡，學生必須知道：正離子是因為失去電子，而導致質子數 >電子數，使帶正電。

相同元素的不同價數離子，質子數相同，電子數不同，帶正電價數越高，電子數越少。這一題

沒有明確給出粒子數目，和第 27題情況相似，學生必須以文字來做邏輯判斷，若抽象思考能力

不足，即可能淪為胡亂猜答。

以上兩個題目的教材難度並不高，也不牽涉繁複的數學運算，反而著重在數學關係式的解

讀判斷，值得有心拿到「精熟」成績的學生注意。

有兩個題目引起我的注意，討論如下。

7

26. 圖(十)為部分的元素週期表，玉芬和小嵐對圖中同一個元素的敘述分別如下：

玉芬：此元素與As不同族、與Ge不同週期

小嵐：此元素與Te不同族、與Cl不同週期

根據兩人的敘述推測，此元素的原子序可能為多少？

(A) 14或15  (B) 15或16 
(C) 50或51  (D) 50或53

27. 有一單擺如圖(十一)所示。將擺錘自甲點從靜止自由釋

放，經過最低點乙點，到達與甲點等高的丙點。已知擺錘

在甲點、乙點及丙點的重力位能分別為U
甲
、U

乙
及U

丙
，擺

錘在甲點、乙點及丙點的動能分別為E
甲
、E

乙
及E

丙
，若不

計任何摩擦力，則下列何者正確？

(A) U
甲
－U

乙
＝2E

丙

(B) U
乙
－U

丙
＝2E

甲

(C) U
甲
－U

乙
＝E

甲
－E

乙

(D) U
丙
－U

甲
＝E

甲
－E

丙

28. 表(七)為阿煌重複完成5次相同動作的時間紀錄表，由此表的資訊推論，有關

此動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控制中樞僅為脊髓

(B)需有感覺神經元參與

(C)需有運動神經元參與

(D)經練習可縮短反應時間

29. 將甲、乙兩不帶電金屬塊進行圖(十二)中的實驗步驟，關於步驟　 中兩金屬塊

的電性，應為下列何者？

(A)甲：帶正電，乙：帶正電 (B)甲：帶正電，乙：帶負電

(C)甲：帶負電，乙：帶正電 (D)甲：帶負電，乙：帶負電

30. 鐵原子(Fe)、鐵離子(Fe3+)和亞鐵離子(Fe2+)三種粒子中，下列數值的比較何者正確？

(A) Fe3+的質子數＞Fe的電子數 (B) Fe3+的電子數＞Fe的質子數

(C) Fe2+的電子數＞Fe的電子數 (D) Fe2+的電子數＞Fe3+的電子數

14Si

32Ge 34Se

50Sn 51Sb 52Te 53I

35Br33As

17Cl15P 16S

圖(十)

圖(十一)

( ) 59 48 30 35 25

表(七)

1 3 542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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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27題 力學能守恆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30題 質子、電子數目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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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全國差距最大的題目

題序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學校通過率 差距

03 B 能了解規模與震度的意義 0.71 0.53 -0.18

07 C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0.65 0.48 -0.17

15 C 能推論 pH值的變化與了解酸鹼中和反應 0.67 0.47 -0.2

19 C 能推論斑點蛾族群的基因型比例 0.64 0.43 -0.21

22 C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0.54 0.35 -0.19

27 C 能應用力學能守恆原理 0.51 0.32 -0.19

30 D 能比較原子、離子的電子數與質子數多寡 0.50 0.31 -0.19

39 C 能理解等速率圓周運動的運動狀態 0.46 0.26 -0.2

47 B 能比較粒子大小 0.64 0.40 -0.24

50 D 能由實驗紀錄表理解實驗設計的目的 0.68 0.44 -0.24

最後一個分析方向是比較敝校通過率與全國通過率，找出差距最大的題目。以下是落後全

國通過率最大的 10道題目列表。

略觀這些題目，全國通過率達 50％以上，分項能力等級落在 B∼ C的層次，是一般學生能

力可及的題目，但敝校學生卻遠落後於全國約 20％，差距甚大，換言之，是學生可通過卻未通

過的題目。因此，筆者企圖分析這幾道題目，期望能看出學生的弱項，也看出教師在教材教法

上的盲點，以求改善。為此目的，筆者進一步挑選了幾道題目給今年八升九的學生們練習，並

在作答後，挑選幾位學生進行晤談，嘗試找尋學生思考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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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七題為例：

從晤談中得知，這一題選（B）選項的學生，思考歷程是沒有參考表（二），完全憑自己

的常識判斷，選擇（C）的學生，則是僅看甲組的紀錄符合選項敘述，未進行組間的比較，並

忽略敘述上可能有的瑕疵，因此不能選出最合適的答案。

整體而言，這一題答錯的學生是無法完整閱讀表格，並進行組間的比較，進而得到實驗結

論。從實驗結果的數據表格產出實驗結論，這不是太艱難的能力，大部分學生經過指導，就能

快速學會其中的竅門。如果學生能加強圖表判讀能力，成績應可提升不少。

2
請翻頁繼續作答

6. 小雨想替盛開的百合花進行人工授粉，則他需將百合花的花粉沾至下列哪一構造？

(A)花藥  (B)花絲

(C)柱頭  (D)子房

7. 小蘭看到一則網路新聞說「將銀幣放入牛奶中，可以抑制細菌生長！」她針

對此新聞設計下列實驗。先將甲、乙和丙三個相同的燒杯和銀幣都消毒殺菌

後，再將鮮奶開封立刻檢測細菌數，結果為「未檢測出」，接著在各燒杯中

倒入鮮奶，並以保鮮膜密封，實驗條件與實驗結果如表(二)所示：

僅依據上述實驗內容與結果，下列說明何者合理？

(A)實驗結果支持銀幣能夠抑制細菌生長的說法

(B)抑制細菌生長的效果，放冰箱冷藏比放銀幣好

(C)室溫下放置3小時的牛奶，每杯牛奶細菌數達5.1×104 CFU
(D)若將銀幣改成金幣進行相同的實驗，推測其檢測結果也是「未檢測出」

8. 圖(二)為妮妮向小櫻演示共振現象實驗的過程：

面對小櫻的質疑，妮妮增加下列哪一個實驗來說服小櫻最合適？

(A)減輕敲擊音叉的力量，觀察敲擊後是否會共振

(B)將其中一支音叉更換成頻率為500 Hz的音叉，觀察敲擊後是否會共振

(C)將兩支音叉更換成頻率同為500 Hz的兩支音叉，觀察敲擊後是否會共振

(D)將其中一支音叉更換成頻率為360 Hz但大小不同的音叉，觀察敲擊後是否會共振

CFU/g

300 mL 300 mL 300 mL

5.1×104

3 3 3

表(二)

360 Hz

圖(二)


1.「未檢測出」，代表細菌數低於儀器能檢測出的最小值
2. CFU為計算細菌數的單位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7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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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這題：

此題和第 7題一樣是探究與實作的題型，並且提供步驟與表格。從學生的晤談回饋中，選

擇（B）選項的學生是僅憑「氧氣體積多寡」一詞與表格相符，選（D）選項的學生也是僅以「產

量」一詞來判斷，雙雙都落入題目敘述「收集到的氧氣量」的陷阱中。

本題目的實驗設計與課本有所不同，相同的實驗目的，在翰林版課本中是以「粒狀大理石、

粉狀大理石分別與相同濃度鹽酸反應」進行探討，若學生有操作本實驗活動，將大大有助於理

解題目的情境，進一步釐清「5分鐘內所收集到氣體的體積」為反應速率。

6
請翻頁繼續作答

22. 下列為探討製造氧氣的實驗，實驗步驟如下：

一、將胡蘿蔔磨成泥狀後，取20公克放入錐形瓶中，並在

　　瓶內裝入足以淹沒胡蘿蔔的水。

二、將上述錐形瓶與薊頭漏斗、橡皮軟管等器材組裝成排水

　　集氣裝置，如圖(九)所示。

三、將5%的雙氧水50 mL倒入薊頭漏斗中，並記錄反應開始

　　5分鐘內所收集到氣體的體積。

四、將步驟一胡蘿蔔的處理方式分別改切成丁塊、片狀、絲狀，以及刨成薄片，

　　並重複進行上述各步驟實驗。實驗結果如表(五)所示：

依據實驗內容與結果，可以說明下列何者？

(A)本實驗是在探討胡蘿蔔接觸面積與反應速率的關係

(B)本實驗是在探討胡蘿蔔濃度與產生氧氣體積多寡的關係

(C)若改變步驟一中所加入水量的多寡，並不會影響表中的實驗數值

(D)胡蘿蔔為本實驗的反應物，且接觸面積越大，氧氣的最終總產量越多

23. 柴油引擎排放的廢氣含有較多的氮氧化物(NOX)，若能加入氨氣與柴油引擎產生

的氮氧化物反應，則可減少排放廢氣造成的空氣汙染。氨氣與氮氧化物的反應

中，速率最快的反應為：

 NO + NO2 + 2 NH3 　　　 2 N2 + 3 H2O  
已知柴油引擎排放的廢氣中，NO所占比例約為NO2的9倍。若欲藉由上述反應

消耗大部分的氮氧化物，需使用觸媒轉化器調整反應前氮氧化物的比例，下列

何種觸媒轉化器的設計最合理？

(A)將NO2氧化成NO，以提高NO的比例

(B)將NO2還原成NO，以提高NO的比例

(C)將NO氧化成NO2，以提高NO2的比例

(D)將NO還原成NO2，以提高NO2的比例

24. 表(六)為甲、乙兩款市售省電燈泡所使用的電壓與電

功率。若兩燈泡正常使用100小時，甲、乙燈泡所消

耗的電能為X
甲
度、X

乙
度，則下列關係式何者正確？

(A) X
甲
＝X

乙
 (B) X

甲
＝2X

乙

(C) X
甲
＝4X

乙
 (D) 2X

甲
＝X

乙

25. 小宏利用解剖顯微鏡觀察蝴蝶幼蟲的細部構造，在觀察時，載物板上的幼蟲

不斷地往右上角移動，則在視野下觀察到幼蟲的移動方向應為下列何者？

(A)往右上角移動  (B)往右下角移動

(C)往左上角移動  (D)往左下角移動

(mL) 395 48 63 328 180

表(五)

圖(九)

(V)

(W)

110

23

220

23

表(六)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2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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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試題通過率的分析，筆者聚焦在通過率最高、最低，及落後全國通過率最高的 30道

題目，並輔以在學學生的施測與晤談。大致摸索出一些對教學的建議：

五、解決策略

1教學上應幫助學生將抽象的觀念具體化。

  教師能運用的方法很多，例如使

用細胞模型幫助學生理解細胞的立體

樣貌，或者使用分子模型幫助學生瞭

解化學式的撰寫原則等。

  課本的圖文也能有很大的幫助，

例如，翰林版課本在每章末的圖解

point（重點整理），以豐富的卡通圖

文清楚勾勒出重點，教師教學上若能

在課本圖案上多著墨，相信能幫助學

生能將抽象的觀念具體化，有助於他

們思考與解題。

  當然，在數位媒體風行的數位學

習世代，多利用網路的影片也是相當

好的教學媒材，學校選書時，可以考

量能在篇章間附上影片連結 QR-code

的課本，並適當引導學生利用。

2實驗活動的操作一定不能少。

  實際操作實驗步驟，能提供學生身歷其境的體驗感，能將複雜的文字流程以肢體

的記憶取代，今年會考題第 8、11、22、25、28、33、40題均以課本實驗活動為本，若

學生有親手操作，並以眼、耳等感官去感受，相信寫起題目來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幫助其更容易進入題目的情境中。

翰林第五冊第3章 功與能 (圖解point第80頁 )以卡通方式解說，

動能受到 V、m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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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有獨立時段進行探究課程

  探究課程的進行，能讓學生有完整實驗設計與數據圖表產出的體驗，幫助建立科

學方法的邏輯思考能力。今年度許多考題皆著重在科學方法，考驗學生從假設、設計

合理的實驗變因、解讀數據圖表，到做出適當的結論，相關的題目有第 7、8、11、

22、45、48、49、50、51題，達 9題之多。但是，目前課綱規劃的自然科學每週時數

只有三堂課，想要進行探究活動的教學勢必爭取額外的時段，例如彈性時數或寒暑假

的輔導課程。

4會考考古題練習不可少，課本例題與習作練習題也是寶。

  為了提升學生教育會考的成績，教導解題技巧是很有效率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拿會考考古題練習，但是筆者認為課本習題或習作練習題也是好物，在平日上課

時就可以利用，讓學生練習會考的題型。

以翰林版第 3冊活動記錄簿 第 41頁閱讀素養題第 6題為例：

這一題的分項能力約落在 C「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解釋或預測」，學生若能

掌握文章中關於飽和量的敘述，配合表格，就能作出正確的推論。

　　實驗中，對蒸發皿中的食鹽水加熱，當水量因蒸發而減少時，食鹽水會愈來愈

接近飽和溶液，部分食鹽因無法再被溶解而析出形成「結晶」。我們利用類似的方

法，將海水引入鹽田曝晒獲得食鹽，海水中主要的成分除了氯化鈉外，還有帶有苦

味的氯化鎂，在25℃時，氯化鈉的溶解度為36.0g/100g水；氯化鎂為54.2g/100g水。

（     ）4   若想模擬晒鹽的過程，將兩物質各10g溶於100g的水中，此溶液在陽光
曝晒過程中，何者會先析出結晶？ 
A氯化鈉 B氯化鎂 C同時析出 D皆有可能

5   回答上題時，使用了什麼觀念？

　 在水中完全溶解兩種質量相同的溶質，當水慢慢蒸發時，溶解度愈       （填大

或小）的溶質會愈       （早或晚）析出。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5 題

　　早期許多家庭都從水井打水回來，儲存在水缸中備

用。每當山頂出現烏雲時，水缸的外部就有水滴凝結，

好像穿了裙子一般，所以有句農諺：「水缸穿了裙，半山

起黑雲。」這是因為定溫下空氣中的水氣含量有一個最大

值，達到這個數值就稱為飽和，飽和水氣含量隨溫度上

升而增加，如表所示。

　　當溫度下降時，空氣中原有的水氣含量就超過了飽和量，多出的部分即凝結成

水滴，附著於物體的表面，這就是「水缸穿了裙」的由來。則在一個陽光照不到的開

放式院子裡，放著一個裝滿水的水缸，已知當時院中空氣的水氣含量為 20 g/m3。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6題

6 院子內的四個人對最容易發生「水缸穿了裙」的時間，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請問你支持誰？為什麼？

氣溫（℃）
飽和水氣含量
（g/m3空氣）

30 30.4
20 17.3
10 9.4
0 4.8

-10 2.4

阿翰：上午到正午的期間最容易看見，氣溫逐漸上升從15℃上升到30℃。
玲玲： 正午的時候才最清楚，這時候氣溫維持在35℃。
小星：下午的氣溫從35℃下降到30℃，應該可以看到。
胖達：太陽下山的時候，才容易見到，這時候的氣溫會持續下降到10℃。

A

小

早

支持胖達。溫度下降，飽和水氣含量也隨之下降，多的水氣凝結成小水滴。

- 41 -
翰林版第 3冊活動記錄簿 第 41頁閱讀素養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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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翰林版第 3冊活動記錄簿第 67頁 閱讀素養題第 7、8題為例：

這一題的分項能力應落在 D「能應用科學知識」，學生必須根據所學或文章內容，懂得金

屬升溫或降溫時漲縮的情形，再判斷金屬的種類。

新課綱全面上路後，教育會考的命題方向也有所不同，為了提升學生的表現，筆者試圖從

試題通過率分析來探討學生學習的弱點，進而反思教師教學上的盲點，並提出一些策略，盼能

給自己，也給讀者一些收穫。

六、結語

　　當物質受熱時，溫度通常會升高，而一般物體的體積也會增加，此即為熱脹冷

縮的現象。但不同的物體，其體積膨脹及收縮的程度並不相同，一般而言，受熱膨

脹較大的物體，遇冷收縮亦較大。

　　雙金屬片（圖一）是利用兩種不同的金屬，在溫度變化的脹縮程度不同，而產

生彎曲現象的一種物體。因此我們常利用其溫度變化會彎曲的特性，加上設置的接

觸點或開關，即可成為特殊的啟動或切斷裝置，使得電器開始或停止工作，例如：

保護電路安全的無熔絲開關，當電流過大時，雙金屬片受熱彎曲，可切斷電路。另

外，雙金屬片也可以用來製作成轉動式的指針，例如：固體溫度計（圖二）。由上述

例子可知，雖然我們不常看到雙金屬片，但其實它在生活上的應用卻相當廣泛。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7～8題

（     ）7   如圖1所示，鋁銅雙金屬片受熱後會彎向銅的那一側。我們由此可以判

斷，何種金屬遇熱膨脹效果較佳？　

A鋁  
B銅 
C兩者相同  
D無法判斷 

（     ）8   右圖的裝置中，是以鋁銅雙金屬片製成溫度計

的指針，則紅色箭頭所指的應為何種金屬？

A鋁

B銅

C兩者均可

D無法判斷

圖2圖1

鋁

銅

冰

熱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固定的一端

雙
金
屬
片

7 向銅的那一側彎曲，表示在外側的鋁膨脹效果較佳。
8愈向右側，溫度的數值愈大，表示在外側的金屬需為膨脹效果較佳者。

A

A

- 67 -

翰林版第 3冊活動記錄簿 第 67頁閱讀素養題

A

A



11

理
化
篇

歷屆自然科基測約 56∼ 58題，自然科會考約 54題，其中生物科約占 1/4、理化科約占

1/2（其中物理、化學題數相當）、地球科學約 1/4。近年來跨科別的題組與題目約 3~4題，從

分科的概念檢測中開始發展跨科別的概念整合。

筆者將近年基測與會考的特色與趨勢以五大面向進行說明，依序為素養情境出題、科學方

法應用、實驗改編入題、圖表分析推論、文本閱讀理解。

一、題數分布

二、自然考科趨勢特色

國中會考自然科趨勢說明

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小吉老師

筆者從事國中自然科教學已達二十餘年，從過往的基測到現今的會考，歷經國編本、九年

一貫、十二年國教，對於自然科考題具有一定的熟悉度，以下針對出題題數分布、會考近年特

色、概念多重表徵、教學與學習建議等四大方向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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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養情境出題

  素養導向的命題方式主要聚焦於題目須符合學習者的相關情境，這些情境可分為

符合生活經驗的情境，也可為科學家實務工作的情境等兩大類。解題的過程中讓學生

可在試題所設定的情境中，與生活經驗或科學家實務工作進行結合，更能體現解題的

意義與價值。以下以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16題為例說明。

此題組以學生生活經驗作為情境包裝，並以圖像形式進行生活經驗情境的描述，生活經驗

進行「慣性作用」概念連結，在科學教育的方法理論為錨式經驗（Anchor experience）的設計，

讓學生在情境中連結科學概念，讓學生知道所學的知識概念是真實在生活中發生的。

4
請翻頁繼續作答

14. 美美到日月潭附近露營，看見甲、乙兩星正好在頭頂上方的位置；4小時後，

美美再度觀察，發現甲、乙兩星已經不在原先的位置。若美美想再次找到

甲、乙兩星，尋找的方式與其主要理由應為下列何者？

(A)應朝西方天空尋找，因為地球自轉的關係

(B)應朝東方天空尋找，因為地球自轉的關係

(C)應朝西方天空尋找，因為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關係

(D)應朝東方天空尋找，因為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關係

15. 患有「胃酸過多症」的患者，即使空腹也會大量分泌胃酸(HCl)，使胃液的pH值

在　　　左右，並引起胃灼熱或胃痛等症狀。此時，可服用胃藥，胃藥中的成

分如碳酸氫鈉，能與胃酸發生中和反應，使胃液的pH值暫時 　　　，並緩解胃

灼熱及胃痛等症狀。上述畫線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才比較合理？

(A) 1～2；上升到5～7 (B) 8～9；下降到5～6
(C) 7～8；上升到8～9 (D) 3～4；下降到1～2

16. 某電影中出現歹徒挾持駕駛，而駕駛試圖擺脫的場景，圖(六)為其俯視示意圖：

下列四種操控汽車的方式，哪一個最可能是圖中提及的操控方式？

(A)先急右轉再急加速 (B)先急右轉再急減速

(C)先急左轉再急加速 (D)先急左轉再急減速

17. 某日颱風的位置如圖(七)所示，圖中等壓線上的

數字單位為百帕。關於該颱風中心地表的空氣流動

方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逆時鐘方向往颱風中心流入

(B)逆時鐘方向從颱風中心流出

(C)順時鐘方向往颱風中心流入

(D)順時鐘方向從颱風中心流出

圖(六)

1010

1006

1002
1006

��

圖(七)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16題

生活情境式的錨式經驗設計，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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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試題結束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52～54題

 

52. 根據說明第 1 點，若丙組綠豆放入水中加熱前，先加入糖，則此時糖水溶液的

重量百分濃度，最接近下列何者？

(A) 9%
(B) 10%
(C) 11%
(D) 12%

53. 比較加熱前乙和丁兩組不同的前處理對於綠豆的影響，最主要是因為下列何種

作用？

(A)協調作用

(B)滲透作用

(C)光合作用

(D)代謝作用

54. 根據本文，若小明認為理想綠豆湯的主要條件是綠豆需全部煮軟，綠豆外觀多

數完整且脫殼數量少，則煮出理想的綠豆湯最適合使用下列何種方法？

(A)綠豆先泡水，加入糖後在水中加熱至沸騰

(B)綠豆先泡水，在水中加熱至沸騰後再加入糖

(C)綠豆不泡水，加入糖後在水中加熱至沸騰

(D)綠豆不泡水，在水中加熱至沸騰後再加入糖

　   小明想要找出心中理想的煮綠豆湯方法，所以對「綠豆的前處理」和「加入

糖的時間點」兩個變因進行探討，並設計甲、乙、丙、丁四組實驗，說明如下：

1. 各組取大小相近的綠豆 50 g、糖 50 g、純水 450 g 進行實驗。

2. 綠豆的前處理分為：

   「泡水」指綠豆清洗後，在室溫下泡水 80 分鐘，使綠豆膨脹後才開始加熱。

   「不泡水」指綠豆清洗後，加入水中直接開始加熱。

3. 加入糖的時間點分為「加熱前」和「加熱 60 分鐘後」，且糖均完全溶解。

4. 依照不同條件，四組綠豆湯各加熱 65 分鐘，觀察結果。

實驗結果如表(十)所示。
表(十)

25

65 20%

60

23

40%

27

40%

60

25

95%

110年會考（補考）自然科第 52~54題

仿照科學家的實務工作進行情境包裝。

能判斷出檢

測結果於應

變變因。

能知道對照組

與控制組之間

大都只能一個

變因不同，較

容易進行比較。

根據研究設計與結果進行

現象判斷、可能成因、能了

解結果與實驗設計的關係。

2科學方法應用

  打開自然課本的開始就是介紹實驗室以及科學探究方法。近年來科學探究方法由

傳統的定義判斷逐漸變化成為應用型的解題，學習者須能夠根據實驗組、對照組的設

計找出控制變因、操作變因、應變變因的不同變因向度，同時根據實驗結果做出相關

的可能結論，屬於較高層次的應用題型，以下以 110年會考（補考）自然科第 52~54

題作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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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改編入題

  12年國教自然領綱明文規定自然課程須有 1/3以上的時數進行實驗或探究實作，

近年來的考題也趨向於實驗考題。惟跟傳統實驗考題不同，新式的實驗考題為學習者

須了解實驗的過程、方法、目的、步驟的意義等整合資訊，應用在新情境 /新實驗的解

題，以下以 110年自然科會考第 33題為例。

此題同時為電鍍實驗 → 電解水實驗 → 應用電鍍或電解的概念進行解題。最難的是違背直

觀現象，一般而言生活經驗為紅色導線通常接正極，黑色導線通常接負極。可是由圖（十四）

的實驗裝置判斷紅色導線連接負極、黑色導線連接正極，是一個艱難的判斷，也影響了後續的

解題。故解這題題目需要整合多種實驗的概念應用到新的實驗中，屬於較為高層次的解題策略。

8
請翻頁繼續作答

31. 小杰將五種臺灣特有種生物進行分類，如表(八)所
示，甲、乙、丙、丁分別代表不同的分類依據，

關於甲、乙、丙、丁的敘述，下列何者最合理？

(A)甲：是否為卵生動物

(B)乙：是否為體內受精

(C)丙：是否為卵生動物

(D)丁：是否為體內受精

32. 如圖(十三)所示，某地有個鉛直的古井，每年有2天的正午時刻，

太陽光會直射古井底部。若其中一天是5月16日，則該地緯度最可

能為下列何者？

(A)約在緯度0度
(B)約在北緯19度
(C)約在北緯23.5度
(D)約在北緯45度

33. 圖(十四)為在鑰匙上鍍銅實驗的正確裝置圖，圖(十五)是以相同的電源裝置，

將紅色導線改接碳棒甲，黑色導線改接碳棒乙所組成的電解裝置。接著再以

相同的電源裝置，將紅色導線改接銅棒丙，黑色導線改接銅棒丁組成另一個

電解裝置如圖(十六)。

在圖(十五)和圖(十六)兩組電解硫酸銅實驗過程中，哪一支電極附近產生的主要

產物為氧氣？

(A)碳棒甲 (B)碳棒乙 (C)銅棒丙 (D)銅棒丁

34. 小平心臟內的某一個瓣膜不能完全閉合，當他的心室收縮時，其心臟內的充氧血

會逆流回心房。根據上述，推測此閉合不全的瓣膜最可能位於下列何處？

(A)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間

(B)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間

(C)肺靜脈和左心房之間

(D)大靜脈和右心房之間

表(八)


臺灣藍鵲為一種鳥類

�

3 21

6 22

9 23

12 22

圖(十三)


充氧血為含氧氣較多的血液

圖(十四) 圖(十六)圖(十五)

110年自然科會考第 33題

由圖（十四）判斷出黑色

導線連結直流電源的正極、

紅色導線連結直流電源的

負極。

圖（十五）為電解水實驗，

甲端負極產生氫氣、乙端正

極產生氧氣。

圖（十六）能應

用電鍍或電解的

概念，判斷丙為

負極，會析出金

屬銅，銅棒丙的

質量會越來越重；

丁為正極，其銅

片會溶解，所以

銅棒丁的質量會

越來越輕。

此為電鍍實驗。能連結電鍍時，銅片置放於正極，鑰匙置放於負極。所以

可以判斷出黑色導線連結直流電源的正極、紅色導線連結直流電源的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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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包含了文字、情境、圖形，需要透過連續分析圖形的變化來進行推論。學習者需理解

圖形中的移動、距離結合文本中的「等速度運動」，產生有意義的連結後，進行時間關係推論。

12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9～50題

  

49.    關於文中所提到「電石氣」，應屬於下列哪一類物質？

(A)烴類化合物  (B)金屬氧化物

(C)醇類化合物  (D)無機化合物

50.    根據本文，磺火捕魚時以電石加水產生的反應，係數平衡後的反應式中，

「兩種反應物係數之和：兩種生成物係數之和」，應為下列何者？

(A) 1：1  (B) 1：2
(C) 2：1  (D) 3：2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51～52題

51.    假設路邊的欄杆，兩兩之間的距離均相同。拍攝照片1至拍攝照片2之間的時

間間隔為t 1秒，拍攝照片2至拍攝照片3之間的時間間隔為t 2秒，拍攝照片3至
拍攝照片4之間的時間間隔為t3秒。觀察此四張照片，推測t1、t2、t3之間的大

小關係為下列何者？

(A) t1＞t2＞t3  (B) t1＝t2＜t3  
(C) t1＝t2＝t3  (D) t1＜t2＜t3

「磺火捕魚」是僅存於臺灣北海岸金山一帶的傳統捕魚方式。漁民利

用電石（主成分為碳化鈣(CaC 2)）加水，反應產生電石氣(C 2H 2)和氫氧化鈣

（Ca(OH)2），再點燃電石氣，會產生強光，利用魚的趨光性，吸引魚群聚集，

即可捕撈上船。因為點燃電石氣時會產生強光及巨響，所以此種捕魚方式也俗

稱「蹦火仔」。

圖(三十一)為小育在海邊依序拍攝的四張照片，其角落的標號表示拍攝的先

後順序，四張照片均在相同位置、相同角度下拍攝，已知照片中的小威在練習投

籃，騎車的阿祁，在拍攝過程中沿著欄杆旁的筆直道路作「等速度運動」。

圖(三十一)

4圖表分析推論

  試題不僅只是文字的表徵，同時將概念圖像化也是基礎認知能力的運作，近年來

自然考科的圖表化的題目越來越多，學習者必須了解圖形的趨勢、表格的意義，所以

讀表識圖變成一種很重要的解題能力，同時也是高階的認知能力展現。以下以 106年

會考自然科第 51題為例說明。

四個圖形

中需分析

連續變化。

這部機車不斷

在移動，後方

的欄杆表示的

意義是經過的

距離，是可以

被圖形量化的。

情境包裝以生活情境為主。

106年會考自然科第 5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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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本閱讀理解

  相較於傳統測驗而言，會考的特色為具有文本閱讀，以所學過的知識概念作為基

礎，應用這些既定的知識來解決新文本內的問題，學習者須能夠從文本閱讀中獲取與

擷取訊息，與整合舊有的知識形成解題系統，是一種較為高階的認知能力展現。此部

分以 107年會考自然科第 53、54題為例說明。

14
試題結束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53～54題

53.   根據表(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不管外界氣溫與溼度如何變化，體感溫度都會比當時的氣溫還高

(B)不管氣溫如何變化，當溼度為 100%，酷熱指數皆屬極度危險等級

(C)當氣溫為 30℃ 且溼度超過 50% 時，體感溫度都會比當時的氣溫高

(D)當氣溫為 31℃ 且溼度很高時，酷熱指數可能會達到極度危險等級

54.   關於文中畫有雙底線處所提到的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吸熱的變化，水分子內的原子會重新排列

(B)為吸熱的變化，水分子內的原子不會重新排列

(C)為放熱的變化，水分子內的原子會重新排列

(D)為放熱的變化，水分子內的原子不會重新排列

人體真正感受到的溫度稱為體感溫度，而酷熱指數是其中一種綜合氣溫和溼度

來代表體感溫度的指數。人體透過排汗來降溫，過程中水分會蒸發並從人體帶走熱

量，當環境未能及時將人體多餘熱量帶走時，可能會使人出現中暑等症狀，故從事

戶外活動時可參考酷熱指數，以避免中暑。表(四)為不同氣溫與溼度下的體感溫度對

照表，而體感溫度對人體的影響又可分為四個不同酷熱指數等級。

表(四)

107年會考自然科第 53、54題

能夠理解表格中所

要表徵的意義，理

解體感溫度需考量

外界氣溫 +外界濕

度，且能知道危險

等級的範圍。

能提取外界溫度、體感溫度的是不同的。

能夠連結 :

水分蒸發為

吸熱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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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一概念 +不同表徵

110年會考第 3題

108年會考第 30題

如果各位老師和學習者做過歷屆考題，一定有一個想法為這一題我好像做過、這一個圖我

好像看過的感覺。沒錯，如果我們去分析歷屆的基測或是會考題，同一個核心概念重複出現，

只是改成不同的表徵，可能為文字、文本、圖形、表格等等不同的表徵方式；另外一方面是同

一個圖形，可是會改成類似圖形或是搭配不同的試題。即是表徵形式不同，可是都不會脫離核

心概念。以下以「同一概念 +不同表徵」；「同一表徵 +不同試題」等兩種方式進行說明。

三、多重表徵—「再」表徵

1

1. 表(一)為阿梅整理的甲、乙二項使用上皿天平時的注意事項及其對應原因，關於

其對應原因是否合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兩者皆合理  (B)兩者皆不合理

(C)甲合理，乙不合理 (D)甲不合理，乙合理

2. 小茹統計某漁港每日的潮汐水位高度資料，她發現此漁港最高的滿潮水位高

於平均海平面高度2公尺，而最低的乾潮水位低於平均海平面高度2公尺。根據

小茹的統計資料，此漁港的潮差高度不可能為下列何者？

(A) 2公尺  (B) 3公尺

(C) 4公尺  (D) 5公尺

3. 某次高 屏地區發生地震，新竹與嘉義各自收到地

震警報，其內容與收到訊息的位置如圖(一)所示，

圖中　為震央。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圖中X、Y的

數值？

(A) X為3.2，Y為4
(B) X為4.5，Y為2
(C) X為6.2，Y為2
(D) X為4，Y為3.2

4. 阿華分別進入甲和乙兩種環境，在甲環境中肌肉出現顫抖的現象，而在乙環境

中皮膚表面的血管擴張、血液量增加。若僅以調節體溫恆定的正常反應判

斷，則下列有關甲、乙環境溫度及阿華體溫的比較，何者可能成立？

(A)甲環境溫度＞乙環境溫度＞體溫

(B)甲環境溫度＞體溫＞乙環境溫度

(C)乙環境溫度＞甲環境溫度＞體溫

(D)乙環境溫度＞體溫＞甲環境溫度

5. 死海是位於以色列和約旦邊界的湖泊，因湖水的蒸發量大於由河水和降雨的補充

量，所以死海的鹽分濃度逐漸升高。目前每公升湖水含有340公克的鹽，約為一

般海水的10倍，且每公升湖水重達1.24公斤，因此人可以浮在死海的水面上。為

解決湖水日益乾涸的問題，周邊國家正積極研擬搶救……。依據上述資訊，可以

計算得知目前死海的下列何項資訊？

(A)湖水的總質量  (B)每年的水分蒸發量

(C)含有鹽分的總質量 (D)鹽分的重量百分濃度

表(一)

6.2 

4

13

N

X 

Y

43

圖(一)

7

28.   液態 N2O4  與 N2H4 是火箭常使用的燃料，這二種物質混合並於適當條件下反

應，可產生 N2、H2O 及大量熱能，而得以推動火箭順利升空。上述反應中，

關於 N2O4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因進行氧化反應，所以為氧化劑 (B)因進行氧化反應，所以為還原劑

(C)因進行還原反應，所以為氧化劑 (D)因進行還原反應，所以為還原劑

29.   圖(十二)為某日北半球的日本周邊地面天氣簡圖，圖

中黑色曲線為等壓線，已知此時日本天氣主要受到

日本海上方的天氣系統甲影響，且當天東京的地面

風向受到天氣系統甲的影響以偏南風為主。若不考

慮地形的影響，下列有關此天氣系統甲與當天秋田

主要地面風向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為低氣壓，風向以東南風為主

(B)甲為低氣壓，風向以東北風為主

(C)甲為高氣壓，風向以西北風為主

(D)甲為高氣壓，風向以西南風為主

30.   某新聞網站的記者在地震過後取得的地震資訊與

等震度分布情形如圖(十三)所示。若他想在網站刊

登地震快報與相關資訊，下列是他構想的四個標

題，何者最不符合圖中的資訊？

(A)  

(B)
  

(C)  

(D) 
 

31.   導體甲、乙、丙分別連接成三個電路裝置，如圖(十四)所示。三個導體均由相同

的材質組成，導體甲的長度為 L cm，截面積為 A cm2；導體乙的長度為 2L cm，

截面積為 A cm2；導體丙的長度為 L cm，截面積為 2A cm2。若電路中導線及

安培計的電阻、電池內電阻忽略不計，導體甲、乙、丙所連接的電路裝置中，

流經三導體的電流值分別為 I甲、I乙、I丙，其大小關係為下列何者？

(A) I甲＞I乙＞I丙
(B) I乙＞I甲＞I丙
(C) I丙＞I甲＞I乙
(D) I丙＞I乙＞I甲

圖(十二)

圖(十四)

圖(十三)

核心概念 :

同一地震，各地之規模相同，

但地震強度不同。規模沒有

單位，強度具有單位。

表徵不同

核心概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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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表徵 +不同試題

104年會考自然科第 45題

10

44.  一個實驗裝置如圖(二十五)所示，在兩個彈簧秤下方

分別吊掛重物甲、乙，再將重物浸入純水中，待重物

靜止後，兩個彈簧秤的讀數皆為 100 gw。已知甲、乙

的質量分別為 200 g、300 g，若甲、乙的密度分別為 
D甲、D乙，則 D甲：D乙最接近下列何者？(兩彈簧秤均

可測量至 500 gw)
(A) 1：1                                  (B) 1：2
(C) 2：3                                  (D) 4：3

45.  某次出遊時，小明朝自己頭頂附近的天空拍攝得到甲照片，在 30 天內的某日

舊地重遊，於同一地點朝自己頭頂附近的天空拍攝得到乙照片，兩張照片如圖

(二十六)所示，其中白色部分是當時小明看到的月相。圖(二十七)是月球、地球

與太陽光相對關係示意圖，黑點代表地球北極，參考圖(二十七)並根據月相與拍

攝方位判斷，下列有關兩照片拍攝時間間隔的推論，何者較合理？

(A)相隔約 7 天                      (B)相隔約 14 天    
(C)相隔約 21 天                    (D)相隔約 30 天

46.  圖(二十八)為小怡在 20℃ 時進行實驗的步驟示意圖：

若溶解醋酸鈉 (CH3COONa) 的過程中，溶液溫度均維持 20℃，根據實驗結果可

知，在 20℃ 時飽和的醋酸鈉水溶液，其重量百分濃度會在下列哪一個範圍內？

(A) 23.0% ～ 37.5%                                         (B) 37.5% ～ 47.5%
(C) 47.5% ～ 60.0%                                         (D) 60.0% ～ 90.0%

圖(二十五)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圖(二十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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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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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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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一個實驗裝置如圖(二十五)所示，在兩個彈簧秤下方

分別吊掛重物甲、乙，再將重物浸入純水中，待重物

靜止後，兩個彈簧秤的讀數皆為 100 gw。已知甲、乙

的質量分別為 200 g、300 g，若甲、乙的密度分別為 
D甲、D乙，則 D甲：D乙最接近下列何者？(兩彈簧秤均

可測量至 500 gw)
(A) 1：1                                  (B) 1：2
(C) 2：3                                  (D) 4：3

45.  某次出遊時，小明朝自己頭頂附近的天空拍攝得到甲照片，在 30 天內的某日

舊地重遊，於同一地點朝自己頭頂附近的天空拍攝得到乙照片，兩張照片如圖

(二十六)所示，其中白色部分是當時小明看到的月相。圖(二十七)是月球、地球

與太陽光相對關係示意圖，黑點代表地球北極，參考圖(二十七)並根據月相與拍

攝方位判斷，下列有關兩照片拍攝時間間隔的推論，何者較合理？

(A)相隔約 7 天                      (B)相隔約 14 天    
(C)相隔約 21 天                    (D)相隔約 30 天

46.  圖(二十八)為小怡在 20℃ 時進行實驗的步驟示意圖：

若溶解醋酸鈉 (CH3COONa) 的過程中，溶液溫度均維持 20℃，根據實驗結果可

知，在 20℃ 時飽和的醋酸鈉水溶液，其重量百分濃度會在下列哪一個範圍內？

(A) 23.0% ～ 37.5%                                         (B) 37.5% ～ 47.5%
(C) 47.5% ～ 60.0%                                         (D) 60.0% ～ 90.0%

圖(二十五)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圖(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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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會考 (補考 )自然科第 3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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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某研究單位釋放了一攜帶氣象儀器的氣球，氣球上升時每到固定的高度會以

無線電傳回氣球所在海拔高度的溫度與氣壓值，並做成紀錄。在一般標準大氣

狀況下，下列高度與氣壓、溫度的關係，何者最合理？

(A)                                                                 (B) 

(C)                                                                 (D) 

35. 圖(十一)為月球繞地球運行的示意圖，圖中月球的白色部分

為受陽光照射的一側，箭頭為月球的公轉方向。當月球位

於圖中的甲、乙位置時，若以白色部分表示地球上所見

月相的明亮範圍，則這兩天由地球上所見到的月相和方位

關係，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                                                                        (B)
 

(C)                                                                        (D)

36. 一個基本電荷的電量為 1.6 × 10
_19 庫侖，下列何者的電量相當於一個基本電荷的

電量？

(A) 1 個質子

(B) 1.6 個電子

(C) 1019 個質子

(D) 1.6 × 1019 個電子 

( ) ( ) (°C)

5

15

10

20

521

264

255

533

-18.2

-56.3

-50.5

-55.1

( ) ( ) (°C)

5

15

10

20

521

101

255

52

-18.2

-56.3

-50.5

-55.1

( ) ( ) (°C)

5

15

10

20

521

264

255

533

-18.2

-79.3

-50.5

-92.1

( ) ( ) (°C)

5

15

10

20

521

101

255

52

-18.2

-79.3

-50.5

-92.1

圖(十一)

核心概念

◎能依據月球公轉軌道的位置與農

曆的日期連結。

◎能依據月球公轉軌道的位置判斷

當時的月相。

表徵相似

核心概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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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針對已做完的分析和討論，對於教學者和學習者提出相關建議 :

四、教學與學習的建議

1練習考古題

  考古題的練習是每個教學者和學習者都必經的階段，除了可以練習解題之外，同

時也可以察知試題的出題方式。

2實驗操作與概念應用

  探究與實作是 12年國教自然領域的重點，所以實驗的操作是非常重要的。教學者

應落實實驗課以及設計具有探究意味活動，嘗試讓學生以科學方法進行結論。而在學

習者方面，應思考實驗的步驟意義，同時思考如何將實驗中習得的概念與操作技巧應

用到生活之中。

3分析每一題所測驗的核心概念，進行新試題聯想

  教學者和學習者應試著分析每一題背後的測驗核心概念為何 ?這些核心概念如何以

不同的表徵方式出現，了解每一題測驗的背後目的，才能夠知己知彼。甚至建議教學

者和學習者可以利用核心概念進行新題目的發展，以「同一概念 +不同表徵」；「同

一表徵 +不同試題」等兩種方式進行聯想。

  謝謝各位讀者的閱讀，寫至此仍覺倉促不足，還望各位讀者給予建議，再次感謝

妳 /你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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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如何評量出探究能力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數理資優班 郭青鵬老師

108課綱中在「學習重點」中提到，除了我們熟悉的「學習內容」中科學認知外，我們強

調了以往在教學中被忽略的「學習表現」中的探究能力，其主要區分為「思考智能」和「問題

解決」兩大區塊。

如何將探究能力融入會考四選一的選擇題模式，這將是一個偉大且具有挑戰性的工程。

前言

觀察及推理過程～運用思考的部分

動手及討論過程～運用技能的部分

學習表現

探究
能力

思考智能 t
thinking ability

想像創造 i

觀察與定題 o

推理論證 r

計劃與執行 p

批判思想 c

分析與發現 a

建立模型 m

討論與傳達 d

問題解決 p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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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題目除了判別實驗一、二會產生什麼氣體之外，還有評量學習表現中的「推理論證 tr」

及「計劃與執行 pe」等元素，來推測在不同的條件下的氧氣濃度高低。這題目我們也可以修改

成，如果使用線香插入收集好氣體的甲、乙、丙、丁四個廣口瓶中，在哪幾個瓶中火焰會有變

大的現象？本題也可以在學校段考的評量出現。

如何將科學探究能力融入會考評量試題中

＞在會考試題中尋找「學習表現」的元素

在 109會考補考的第 46題，就是一題非常標準重視「實驗過程技能」的題目，我們帶學

生做實驗時，常叮囑學生在製造氣體的過程中，一開始產生的氣體不要收集，我們如何在題目

中來高層次評量這個觀念，這個題目做了完美的詮釋。

109年會考補考自然科第 46題

12
請翻頁繼續作答

46.  圖(二十三)為小孟以排水集氣法進行兩組氣體製備實驗的示意圖，她在實驗一和

實驗二開始反應後，就立即以廣口瓶(所使用的廣口瓶規格都相同)收集從橡皮

軟管冒出的所有氣體，且實驗一先以甲廣口瓶收集，再以乙廣口瓶收集，實驗二

先以丙廣口瓶收集，再以丁廣口瓶收集。完成實驗後，甲～丁這四個廣口瓶中

的氧氣含量多寡關係，應為下列何者？

(A)丙＞丁＞乙＞甲  (B)丙＞丁＞甲＞乙

(C)丁＞丙＞乙＞甲  (D)丁＞丙＞甲＞乙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7～48題

47.  根據上述，小庭設計的實驗步驟中，下列何者為操作(縱)變因？

(A)水盆  (B)純水  
(C)孑孓  (D)一元硬幣

48.  根據上述，下列關於小庭的實驗結果是否支持他所提出的假說，何者最合理？

(A)支持，因為甲組孑孓的存活率沒有比乙組低

(B)支持，因為甲、乙兩組孑孓的存活率皆低於 50%
(C)不支持，因為甲組孑孓的存活率沒有比乙組低

(D)不支持，因為甲、乙兩組孑孓的存活率皆低於 50%

圖(二十三)
實驗一 實驗二

下列為小庭依據科學方法所寫的實驗報告：

初步觀察：放有數枚一元硬幣的水盆裡沒有孑孓生存，但沒有一元硬幣的水

盆裡卻有孑孓生存。

提出問題：為什麼放有一元硬幣的水盆中孑孓無法生存？

提出假說：含有一元硬幣的水可能會促使孑孓死亡。

設計實驗步驟：準備甲、乙兩組相同的水盆，皆倒入等量的純水。僅在甲組 
中放入 10 枚一元硬幣，乙組則無。甲、乙兩組皆放入 30 隻孑孓，每日皆提供 
充足的相同食物，待一週後觀察兩組孑孓的存活率。

實驗結果如表(六)所示：

∆
∆

∆
∆

∆

表(六)

推理論證 tr 連結自然現象、數據並推論出其中關聯，運用已知的知識來解釋

計劃與執行 pe 能辨明、預測活動的可能結果

物質反應規律 Ja-IV-3 化學反應中常伴隨氣體產生、顏色及溫度變化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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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9會考補考的第 43題中，則是一題十分重視「分析與發現 Pa」的題目，學生除了操

作實驗以外，對於實驗數據的分析與理解也是十分重要的，本題讓學生根據實驗的數據來繪製

圖表，並搭配學習內容進行「推理論證 tr」，對於實驗的結果進行預測。

這題除了判別實驗中的操縱變因、預測實驗結果之外，需同時具備圖表轉譯能力，運用評

量學習表現中的「推理論證 tr」及「分析與發現 pa」等元素，來推測在不同的總質量下的彈簧

全長關係圖。這題目我們也可以修改成，透過圖二十一及選項（A）可以推測：

（A）當砝碼總質量大於 80克時，會與彈簧全長呈正比

（B）當砝碼總質量小於 80克時，會與彈簧全長呈正比

（C）當砝碼總質量大於 80克時，會與彈簧的伸長量呈正比

（D）當砝碼總質量小於 80克時，會與彈簧的伸長量呈正比

我們透過上述兩題可以發現，會考常會藉由推理論證，檢視學生是否具備高層次思考能力。

日常教學時，如何引導學生察覺問題，思考中間的因果關係，並對看到的現象作出解釋。也期

望學生自發尋找答案，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並養成多思考多分析生活中的科學數據及現象的

習慣。

推理論證 tr 連結現象、數據並推論出其中關聯，運用已知的知識來解釋

分析與發現 Pa 能分析歸納實驗數據，獲取因果關係

11

43.  一彈簧上端固定，下端可吊掛不同質量的砝碼，老師要同學量測並記錄此彈簧

全長與砝碼總質量的關係。小明與小華先後以此實驗裝置進行實驗，他們使用

完全相同的彈簧，但每次吊掛的砝碼質量不同，紀錄表如圖(二十一)所示，且實

驗完成後彈簧皆可恢復原長。若不考慮實驗誤差及彈簧質量，兩人將實驗結果

畫在同一張圖中(小明以 呈現，小華以 呈現)，則下列四張圖中，哪一張最

可能代表兩人的實驗結果？

(A)  (B) (C) (D)
 

44.  已知在某地區的脊椎動物只有哺乳類、鳥類和爬蟲類，若小平依其調節體溫變

化的不同，分成內溫動物及外溫動物兩群。有關此地區中脊椎動物的生殖方

式，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內溫動物、外溫動物皆必為胎生

(B)內溫動物必為胎生，外溫動物必為卵生

(C)內溫動物、外溫動物皆必為體內受精

(D)內溫動物必為體內受精，外溫動物必為體外受精

45.  一週期性繩波的波長為 60 cm，振幅為 25 cm，頻率為 2 Hz，在時間 t＝0 s 時的

波形如圖(二十二)所示，已知 P 為繩上一點，則在 t＝0～2.5 s 期間，P 點移動的

平均速度大小為多少？

(A) 0
(B) 20 cm/s  
(C) 120 cm/s 
(D) 200 cm/s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0

(cm)

0

(cm)

0

(cm)

0
(g) (g) (g) (g)

(cm)

t = 0 s

P

(g)

(cm)

10 30 50 70 (g)

(cm)

20 40 60 80

109年會考補考自然科第 4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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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題目就是評量學生對分析歸納實驗數據，獲取因果關係的能力，也就是「分析與發現 

pa」，完全與學習內容無關。如果我們將題目修改成判斷甲、乙這兩組實驗的變因之間的關係

與結果，或甲、丙這兩組實驗的變因之間的關係與結果，就可以多了測驗能辨明多個自變項、

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預測活動的可能結果關係，也就是「計劃與執行 pe」。

接下來我們再來討論 110會考第 7題，看起來應該是屬於生物領域的題目，但卻不牽扯到

任何生物的學習內容，也就是一題非常標準評量學習表現中「探究能力」的題目，這類型的題

目也同樣可能以類似理化的樣貌出題。我們帶學生做實驗時，訓練學生研究方法的過程中，要

指導學生分辨各項變因，我們如何在題目中評量這個觀念，以下這個題目做了一個完整的示範。

分析與發現 Pa 能分析歸納實驗數據，獲取因果關係。 

計劃與執行 pe
能辨明多個自變項、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預測活動的可能

結果關係。

2
請翻頁繼續作答

6. 小雨想替盛開的百合花進行人工授粉，則他需將百合花的花粉沾至下列哪一構造？

(A)花藥  (B)花絲

(C)柱頭  (D)子房

7. 小蘭看到一則網路新聞說「將銀幣放入牛奶中，可以抑制細菌生長！」她針

對此新聞設計下列實驗。先將甲、乙和丙三個相同的燒杯和銀幣都消毒殺菌

後，再將鮮奶開封立刻檢測細菌數，結果為「未檢測出」，接著在各燒杯中

倒入鮮奶，並以保鮮膜密封，實驗條件與實驗結果如表(二)所示：

僅依據上述實驗內容與結果，下列說明何者合理？

(A)實驗結果支持銀幣能夠抑制細菌生長的說法

(B)抑制細菌生長的效果，放冰箱冷藏比放銀幣好

(C)室溫下放置3小時的牛奶，每杯牛奶細菌數達5.1×104 CFU
(D)若將銀幣改成金幣進行相同的實驗，推測其檢測結果也是「未檢測出」

8. 圖(二)為妮妮向小櫻演示共振現象實驗的過程：

面對小櫻的質疑，妮妮增加下列哪一個實驗來說服小櫻最合適？

(A)減輕敲擊音叉的力量，觀察敲擊後是否會共振

(B)將其中一支音叉更換成頻率為500 Hz的音叉，觀察敲擊後是否會共振

(C)將兩支音叉更換成頻率同為500 Hz的兩支音叉，觀察敲擊後是否會共振

(D)將其中一支音叉更換成頻率為360 Hz但大小不同的音叉，觀察敲擊後是否會共振

CFU/g

300 mL 300 mL 300 mL

5.1×104

3 3 3

表(二)

360 Hz

圖(二)


1.「未檢測出」，代表細菌數低於儀器能檢測出的最小值
2. CFU為計算細菌數的單位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7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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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
趨勢

推理論證 tr 連結自然現象、數據並推論出其中關聯，運用已知的知識來解釋

分析與發現 Pa 能分析歸納實驗結果及數據，獲取因果關係。

最後我們來討論接下 110年會考第 44題，看起來應該是屬於地科領域的題目，但卻跨科

到測驗到理化中密度的概念，重點也是放在標準評量學習表現中「探究能力」的題目。我們帶

學生做實驗時，要訓練學生如何從實驗結果中，推論出因果關係，我們如何在題目中評量這個

觀念，以下這個題目做了一個絕佳的示範。

讓學生從表（九）中，去了解地球內部不同構造的密度，但只告訴學生甲的密度最大，來推

論甲、乙、丙各屬於地球內部那一種構造，其中在題目中最精心設計的地方就在選項中，讓同學

無法只靠單純對地球內部構造的片段記憶來判斷答案為何？而是需要學生去分析數據及推論間的

關連性，才能做出正確的答案，其中唯一需要的學習內容為，密度大者會在最下層的概念，即可

輕易推理出正確解答，這題的設計反而對直接背誦地球內部構造次序的同學造成混淆，不易找出

答案。

以上這些題目，都是未來 108課綱中，素養導向考題所要走的趨勢，同學們要早點適應，且

要改變學習的方式，避免零碎知識的背誦，要多了解一點科學脈絡並往增強探究能力的方向前進。

11

44. 老師將班上同學分成四組，討論地球內部構造的分層方式。老師先在黑板上

提供地球各部分構造的名稱與密度資料，如表(九)所示。接著並在黑板上貼出

提示，如圖(二十三)所示。已知甲、乙、丙分別對應到表(九)中的不同構造，

若老師希望各組藉由上述資訊嘗試推論甲、乙、丙三構造的名稱，則下列何

組的說明最合理？

(A)    (B) 

(C)    (D) 

45. 小憲欲探討反應物的四種濃度與應變變因X的關係，經由實驗結果，得到

「反應物濃度上升，應變變因X之值越小」的結論。根據上述結論，小憲的

實驗紀錄和應變變因X的倒數(1/X)與反應物濃度的關係圖，可能為下列何者？

(A)    (B) 

(C)    (D) 

(g/cm3)

2.7

3.0

4.5

10.7

圖(二十三)

(M) 0.1

100

0.2

50

0.3

33

0.4

25( )X

(M)
0

(       )

1

1
X

X

(M) 0.1

25

0.2

33

0.3

50

0.4

100( )

(M)
0

(       )

1

1
X

X

(M) 0.1

10

0.2

20

0.3

30

0.4

40( )

(M)
0

(       )

1

1
X

X

(M) 0.1

40

0.2

30

0.3

20

0.4

10( )

(M)
0

(       )

1

1
X

表(九)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4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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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強會考

素養導向試題要測驗學生什麼？會考自然科持續增加生活化試題比例，且重視實驗過程及

技能應用，計算題大幅減少，零碎知識也逐漸不是考題的重點。 

自然科試題強調實驗過程及技能應用，也就是能否透過實驗過程、圖表分析、圖片及資料

解構，來解決生活的問題及了解自然界的脈絡。在這次的參考試題裡可以發現類似的圖表及實

驗題增加。有些題目也會融入跨議題的報導或實驗、 研究報告，考驗學生是否具備媒體識讀能

力，能否快速了解題目在問什麼，並有能力去解決問題。

譬如 110會考第 7題「銀幣抑制細菌成長問題」，本題選用媒體報導的內容進行改寫，培

養學生對於科學新知應保持懷疑的態度，藉由實驗條件的設計，分析結果並推理驗證，將此融

入新課綱的命題中。

結論

自然科的素養題是未來評量的一大重點，題目特色為：

1以實作脈絡為主

2搭配圖片、圖表及數據描述問題

3結合生活情境

4題目文字量多。

以往素養題僅一、兩題，預估未來將會增加。相對的，專有名詞會減少，學生也不必再像過

去得死背定律、定理，反倒是要看懂題目，將題目所描述的現象連結課堂裡學到的概念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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