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聯考與數學教育」 座談會(上)
一、 主辦: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二、 日期:民國81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二時至五時。
三、 地點:師大分部理學院大樓數學系會議室。
四、 討論題目:
1. 近年來大專聯招數學科試題評析。
2. 如何經由聯招試題對高中數學教育作正面導引。
3. 對現行大專聯招數學科命題制度的建言。
4. 對現行大專聯招數學科閱卷制度的建言。

五、 參加人員:
中央研究院: 李國偉 李志豪

彰化師大: 林來居

杜寶生 呂素齡

高雄師大: 蕭龍生
大學入學

台灣大學: 朱建正 張瑞吉

考試中心: 吳家怡

楊維哲 繆龍驥
台灣師大: 李恭晴 林福來

建國中學: 徐正梅 賴敦生

洪有情 陳昭地

師大附中: 王湘君

陳冒海 趙文敏

中山女中: 郭正義

顏啟麟

內湖高中: 胡家祥

淡江大學: 胡德軍 鄭惟厚

園區高中: 葉東進

中央大學: 謝聰智

嘉義高中: 王秋夫

清華大學: 林聰源

新化高中: 羅添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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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地: 這次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和國
立師範大學數學系聯合舉辦這次的 「大專聯

關於座談會進行的狀況, 還是請陳教授
為我們做個說明。 謝謝大家。

考與數學教育」 座談會, 師大數學系主任、 所
長趙文敏教授剛好因為今天新生訓練, 無法

陳昭地: 謝謝李所長, 我想在這個座談會正式

分身, 暫時請我代理這次座談會有關的事宜。

開始之前, 我們按照原訂計劃做些簡單的報

座談會開始之前, 我們先請中央研究院

告。

數學所李所長作一個簡單的致詞。

這次座談會的主題是根據 「數學傳播」
的要求擬定出來的。 這四個主題是我們今天

李國偉: 陳教授、 各位老師, 致詞不敢當。 這

討論的重點, 不過四個主題包含的範圍不盡

次為什麼兩個單位會合辦這樣的活動, 我簡

全部, 當然其他相關的問題也都在討論之內。

單作個說明。 我自從參加聯考之後, 今天是我

我們今天時間的安排是這樣子: 從現在開始

最接近聯考事宜的一次, 可見我對 「聯考」 是

到五點為止, 三點二十分∼四十分, 中間休息,

個門外漢, 我是懷著學習的心理來參加這個

大家用些點心, 或交換些意見。

活動。

根據我們研擬的主題, 邀請國內有關的

大家都知道中研院數學所編了一個 「數

人員, 包括大學教授、 高中老師四十多位。 在

學傳播季刊」, 這個季刊當初是一些熱心的先

邀請的當中, 涉及經費和時間的問題, 中、 南

進教授、 中學老師們建立起來的。 多年來我

部邀請的人數比較受到限制, 這一點可能是

們一直很珍重這個園地, 努力要把它維持下

整個活動中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們希望中、 南

去 ,希望提供給國內數學教育一個可以公開

部的代表既然從那麼遠的地方來, 儘量能有

利用, 交換意見的園地。 我們每年在大專聯考

所建言。

過後也做了一些試題方面的檢討, 這個良好

今天原定邀請的四十多位, 其中大概有

的傳統我們希望維持, 今年因為有人反應, 關

十多位目前在國外或是另有要事, 無法來參

於一般性的問題, 大家應有機會交換點意見,

加 ,今天來參加的, 到現在為止一共有三十一

把意見利用這個公開的園地讓更多的人知道。

位。

既然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園地, 立場上非常樂

我們希望座談會能夠準時在五點結束,

意提供這樣的機會, 因此我也非常感謝師大

結束以後有一個餐會, 我們曾調查各位能否

方面給我們的支持。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目前

參加, 當然如果現在改變主意, 本來調查不能

研究方向跟數學教育距離比較遠一點, 但是

參加, 而改變要參加的話, 現在還來得及。 餐

站在一個促成大家一起對大環境改善的心意,

會的地點是在師大本部綜合大樓餐廳。

我們願意盡一些力。 我也非常謝謝在座各位

各位手邊都有一張發言條, 為了記錄起

教授和老師來參加這個活動, 希望今天這個

見, 尤其將來可能各位的建言都要刊載在 「數

研討會有很豐富的收穫。

學傳播」 雜誌上, 因此假如方便的話, 希望各

「大專聯考與數學教育」 座談會 (上)

位儘可能把發表意見寫在發言條上, 以便整
理。

79 年

80 年

81 年

根據討論題綱, 我們事先已經邀請了四

高標準

70 分

52 分

48 分

位引言人作個簡短的報告, 等這四位報告完

低標準

49 分

36 分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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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後再作一個比較深入的討論, 我想程序
上這樣比較妥當一些。

2. 自然組之高低標準近三年來是

各位如果沒有其他的意見的話, 我們就
79 年

80 年

81 年

高標準

46 分

42 分

45 分

低標準

32 分

26 分

29 分

按照原訂的計劃, 就這四個主題, 我們請四位
引言一下。
我們第一個主題是 「近年來大專聯招數
學科試題評析」, 我想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七
月一∼ 三日正規的大學聯考上。 我們請到建

與其他聯招科目相較, 偏低不少, 由

國高中徐正梅老師在這方面作一個簡單的引

於“學習∼成就”之報酬率低, 可能誤導

言。

學習不良的學生, 逐漸放棄數學。 這種
聯招的導向, 不是數學界樂見的。

引言1: 近年來大專聯招數學科
試題評析
徐正梅: 今天很榮幸有機會參加這個會, 我個

3.

試題整體講: 靈活而且很用心設計“題
目”與“數據”, 但在命題技巧上尚有見
仁見智之處。 如

人很珍惜這個座談會。 因為這四個主題對於

(1) 選擇題; 把一個問題的答案拆成

關心數學教育的每一個人來講, 都有一定程

4 個, 分別造出 4 個小題供學生選

度的吸引力。

擇, 每個小題單獨計分, 學生只要

我要談的是第一個主題 「近年來大專聯

選對其中一小題 (即使其他小題都

招數學科試題評析」。 我把近三年來大學聯招

選錯) 就可得分。 總覺得不對勁 ,因

數學科試題落點分佈及高低標準統計了一下,

該生並沒有做對整題的答案。

列成一個表。(見下頁附表)

(2) 填充題; 不宜涉及較多的數學概

1. 近三年來大學聯招數學試題 (自然組) 之

念, 方能提昇評量的客觀性, 若不

落點分佈及高低標準如下頁附表, 從表

能避免時 ,各概念的評量應個別受

中可以看出第三冊佔 31.7% 比重最大,

到重視 (可將填空格增多, 該題總

理科數學 (下) 佔 8.3% 比重最小。

配分不變, 也不增加學生計算上的

(社 會 組)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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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 如何經由聯招試題
對高中數學教育作正面導引
陳昭地: 我們請內湖高中胡家祥老師為我們
作第二個主題的引言, 第二個主題是 「如何經

5

三 建議與思考方向
1.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高標準 50∼60
分, 低標準 30 ∼ 40 分應屬合理。
2. 社會組試題已產生明顯正向導引效

由聯招試題對高中數學教育作正面導引」。

果, 若能減少一題難題, 增加一題

胡家祥: 主席、 各位先進, 今天受命擔任這個

易題可達上列標準。

引言的工作。 個人所作的工作就是拋磚引玉。
我們負責拋磚, 引出各位寶貴的意見。
一 基本理念

3. 自然組增加理科數學及統合教材,
其中並有一半為簡易觀念題, 較
能達到自然組與社會組有區別的目
標, 達到導引教學的目標。

1. 「考試領導教學」 是不爭的事實。
2.

聯招中試題的難易度或命題趨向
有穩定的趨向將有助於高中數學教
育。

3.

引言 3: 對現行大專聯招數學
科命題制度的建言

有助於高中正常教學的命題應使

陳昭地: 我們再來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吳家

以正確的學習態度努力的學生有成

怡女士作第三個主題的引言, 第三個主題是

效。

「對現行大專聯招數學科命題制度的建言」。
吳家怡: 在討論命題制度時, 我們需要考慮下

二 大學聯招對近年高中數學教學產生的效
應

面幾個問題:
(1) 命題時間夠不夠?

1. 社會組學生不敢也不願放棄數學。
2. 補習班老師考前著重複習課內教材
(基本教材)。
3. 自然組試題較無明顯趨勢, 理科數
學投資報酬率較低。
4. 今年大學聯考跨組學生明顯增加且
有學生 (第一類組) 因跨組而得以
錄取 (二、 三、 四類組志願)。

目前我們的制度, 命題時間約四個月。
日本的制度, 則在正式考試前兩年就開始命
題, 其中經過小組討論, 再經過以前有經驗的
命題者討論, 提出修改意見。
(2) 命題經驗是否傳承?
如何將以前的命題經驗傳給新的命題
者? 是否能將高中老師對教材的熟悉, 對學
生程度的了解等經驗納入?
(3) 命題方向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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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考試時的測驗目的、 命題準則、 應
注意事項, 是否有清楚規定, 不致因命題者不
同, 而考試方向有很大差異。 英國、 美國在這
方面有相當清楚的命題手冊, 提供命題者測
驗目標、 命題細則, 並附例題說明。
(4) 命題者的參考資料夠不夠?
詳細的試題分析、 高中學生的作答反應、
優良或不良試題範例、 各種可能題型、 命題方

(三) 顧問組準備命題參考資料: 課本、 參考
題庫、 參考手冊、 參考試卷等。
(四) 總幹事暨顧問組召集人與各科命題召
集人分別溝通命題事宜。
(五) 各科命題小組編擬試卷初稿。(三個月)
(六) 顧問組人員入闈完成試卷編製。(五天)
(七) 試卷編製完成後隨即印題。

式等有系統的資料, 是否足夠?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在 「大學多元入學方
案」 中提出下面的建議, 還需要大家就前列的
幾項問題提供寶貴意見。

四、 從命題研究到試卷編製的過程
從命題的研究到試卷的編製, 整個過程
可用下圖來說明。

一、 試題分析方面
試題分析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一) 有
系統分析歷年來的聯考試題;(二) 有計畫收集
並分析各國試題; (三) 建立各學科內容分析
架構;(四) 提出命題建議, 並編輯命題參考手
冊;(五) 有計畫擬訂試題分析所需要的統計方
法。
二、 試卷編製方面
試卷編製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一) 模
擬試卷編製流程;(二) 建立題庫電腦化原型;
(三) 建立預試工作流程;(四) 研究試題分析
的理論與實務;(五) 收集試題分析參考資料。
三、 命題制度方面
(一) 由各大學在試前一年聯合組成命題委
員會。

從命題研究到試卷編製的過程示意圖
上圖的虛線範圍內表示命題研究的過

(二) 命題委員會確立年度工作大綱, 交由專

程: 先摸測驗目標、 命題原則及細則, 再廣徵

責機構任命命題總幹事一人總司其事,

意見 ,使得上述三項落實, 成為命題參考手冊

下設顧問組及各科命題小組。

的核心。 高中教師與大學教授可參考手冊, 提

「大專聯考與數學教育」 座談會 (上)

供試題, 經考試中心編成參考試卷, 作預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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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易度、 鑑別度及選項分析等項目建檔, 建立

分析後, 據以修正參考手冊並建立參考題庫。
以下就上圖有關考試命題最關鍵的 「命

一個整理過的題庫, 以供命題時參考。

題參考手冊」 、「參考試卷」 及 「參考題庫」 三
項加以說明:

由於題庫的試題來源很廣、 保密不易,

(一) 命題參考手冊
考試中心透過學科專家的研究與討論,

考試中心建議不用題庫的試題直接編製試卷。

配合測驗與統計的理論, 針對每一考試科目,
將編製一本命題手冊參考 ,其大綱包括:1. 測
驗目的;2. 認知層次或範疇;3. 內容分佈;4.
題型設計原則 (包括單選、 多選、 非選擇題、
填充、 摘要、 實驗等等);5. 難易度的掌握 ;

真正編製考試用的試卷時, 每科參與的學者
專家, 可以參考命題參考手冊、參考題庫以及

6. 試題的編寫與試卷的編製;7. 其他的注意
事項;8. 近年試題統計分析。 前七項都要附有

參考試卷來命題, 也可以將參考題庫的試題

例題並做詳細的說明。
有了命題參考手冊, 參考試卷的編製、

加以修改而引用, 最後編製成適用的試卷。

參考題庫的建立, 以及真正的命題等作業都
會有所依循。

在編寫命題參考手冊, 編製參考試卷及

(二) 參考試卷
根據命題參考手冊, 考試中心將試行編

建立參考題庫的過程中, 考試中心要經常舉

製各科的模擬試卷, 廣徵意見, 得到多數的認
同後, 成為參考試卷, 可做為真正命題時的範

行各科的命題研習會, 使得最後參考與命題

本。
新的考試科目, 譬如擬議中的 「社會」 及

的每位工作者, 都對整個命題的旨意與技術

「自然」 兩考科, 尤其需要透過參考試卷的編
製 ,使得命題理念與技巧臻於成熟, 也使得高

有深刻的了解。

中的教學不至於盲目猜題, 導致恐慌。
(三) 參考題庫
考試中心要借助許多高中教師與大學教
師, 參考命題參考手冊, 提供大量的試題。 考

引言 4: 對現行大專聯招數學

試中心再經預試及學科專家的分析, 精選適
量的試題, 且將每一試題就認知、 內容、 題型、

科閱卷制度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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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教授先生, 對中學數學學習理念看
法難免有所差異, 應如何提昇閱卷品質,
以提高評分的公正性實為當務之急。
2. 閱卷日數前後僅有 7 天, 數學科命題往往
受到人工閱卷評分之限制, 亦無法命出
更靈活之試題, 頗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3. 閱卷地點環境, 雖然今年略有改善, 但
以 260 多位之閱卷委員, 仍然顯得十分
擁擠, 可能會影響7月5日早上之閱卷評
分會議之進行, 亦值得探討改善。
4. 數學科之人工閱卷品質雖然在各科中應
為水準最高的一科。 但每年仍可發現部
分閱卷委員未能善盡職責, 應如何加強
提聘條件, 亦值得深究。

關於試題題數與時間問題
胡德軍: 我提出幾點問題:
陳昭地: 各位與會先進, 以最近多年來參與主

第一, 聯考數學題目會不會太多? 程度

持大學院校聯招數學科閱卷的實務經驗, 被

稍微差一點的同學, 只要他在一題多思考五

推荐為本主題之引言人, 事實上, 在坐的各位

分鐘 ,他還剩多少時間去處理這個問題?

先進大多有實際參與閱卷的經驗, 但為了方

第二, 因為題目太多, 時間會不會太短?

便, 再提供“八十一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閱卷

以香港為例, 依我了解, 考試時間三小時, 題

計畫” 以為討論的參考, 從這計畫中, 我們可

目有七、 八題。 學生在裡面有相當多的時間去

列出如左下圖之近十年來閱卷制度流程圖。

思考問題。

從此流程圖及參考原閱卷計畫, 加以過
去的實際經驗我們可以提出以下的問題, 以
為討論本主題之參考:
1.

再來的一個問題, 接下來茶敘的時候還
可以探討。 我覺數學科分數一直偏低。 大家可
以注意到今年跨組的情形特別嚴重。 由剛剛

參與數學科閱卷的學校近年來由於新

徐老師提供給我的資料來看, 民國八十年度,

設之參與聯招增加得很快, 閱卷委員從

自然組的低標是 26 分, 考十幾分的一定是一

160 多個增加到現在的 260 多個教數學

大堆, 他如果在三民主義那邊多花個三、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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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 k, 數學完全放棄, 造成的效果, 可能分數

一、 二冊的材料為其預備知識, 所以第三冊

還多一點。 長遠來講, 可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

佔31.7% 。 第四冊前半段排列組合機率常出。

題,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題目出得容易一點, 分

後半段統計, 在編寫課本時, 就覺得學生很難

數拉高。 因為我們知道地理也好、 歷史也好、

懂也不知道該考什麼, 因此就很少出了。 至於

平均分數在那裡, 數學、 理化的平均分數在那

微積分不宜太複雜, 以免產生問題。 總之, 目

裡。 這樣可能會構成跨組, 甚至完全把數學放
棄而進來的考生。
還有一點, 數學的基礎的地方, 最起碼的
分數應該給他, 現在我觀察到的題目是這樣,

前的配分是優選的結果。 除非課程更改, 或者
命題教授群的理念有大幅改變, 我不覺得目
前的配分會有多大變化。

要考計算一個二次方程式配上一個行列式的

二、 今年理組的選擇題很多學生都知道

解得五分, 我覺得不如改成只要會行列式給

大概該怎麼做, 但是多數一開始就把參數設

三分, 只懂得算二次方程式的根給兩分, 這種

得太多 (多數學生的通病), 或者設對了, 但

小題目更多一點。 這樣只要學過中學數學, 起

是算錯而找不到答案, 這一下著慌了。 又不肯

碼的東西都懂, 應該至少有二、 三十分 (舉個

放棄 (明明會做), 因此白耗了許多時間。 清

例子)。

大數學系林哲雄教授告訢我, 他兒子今年懇

我對出題通通不瞭解, 而是對閱卷小有
心得。 在茶敘之前, 拋磚引玉, 多提出幾個問
題 ,讓大家思考一下。 謝謝大家。

求父親指導他準備聯考。 他把十年來的試題
要孩子到黑板去當場每題做給他看。 開始時,
孩子眼高手低, 無法有效地做, 後來慢慢改善,

各冊配分百分比與試題排列

果然得到 85 分。

朱建正:

次不要過煩, 會有所改善。 或者把計算證明題

一、 目前各冊配分百分比雖然各冊不
同, 但其實相當合理。 第三冊的教材必須以第

可能選擇題注重概念, 填充題的計算層
排在第一大題都可以考慮。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