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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之會考探討 

壹●前言 

 

十二年國教是否是現代的學生正確的道路呢？現在仍有許多家長摸不著頭緒，政

策也不時的在更改，身為第一屆白老鼠的我們，經過了測試，發現了許多問題。

而我們選擇了這個題目，是因為教育部所訂定的規則，使得許多人無法申請上如

願的學校，希望這項政策能夠依學生權益改善，不會再次莫名的影響更多人。 

 

除了我們的切身經歷，本文瞭解電視專題製作，相關重點新聞，雜誌專刊，網路

懶人包專題，以及報紙……等資料，和同學所提供的資訊，透過分析歸納，向老

師請益，最後邏輯論述來完成這篇小論文。 

 

貳●正文 

 

一、十二年國教上路後衍伸了哪些問題： 

 

經過十二年國教上路前的公聽會和輿論分析，以及十二年國教第一屆真正實行

後，衍生出許多問題。 

 

（一）、作文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作文近年來有被關注的趨勢，卻也嚴重成為會考是否能上第一志願的關鍵因

素。先評比六級分，造成以下的失衡狀態： 

 

1. 對於考五科 A++，和五科 A 的同學，是被放在同一水平上考列，造

成對五科 A++的同學不公平。 

 

2. 作文六級分的基本能力間距，難以區分實力差距，害慘了介於優與

極優之間的學生。 

 

（二）、高分低就： 

 

1. 急於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沒有完善的制度，導致學生們保守選填志

願。 

 

2. 過去的基測，可在網路資源，找到前幾年考生分數的落點圖，但身

為十二年國教第一屆的我們，卻無從得知自己的成績是否能夠考上

第一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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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級分實力卻有差別： 

 

1. 會考成績評分，錯一題的是 A，錯六題的也是 A。 

 

2. 錯的題數不同 但卻同是 A，即便採取常態基本能力作為，但十二年

國教的會考相較於基測，過於簡化基本能力間距。 

 

二、爭議性最大的問題： 

 

十二年國教上路前的爭議，並未停止過，在第一屆實施後，更顯其嚴重性，就顯

現在如下案例中： 

 

（一）、沒有考生成績與同一考區的對照表可以查詢。 

 

（二）、明明五科 A++的優秀成績，卻只因作文沒有六級分，而上不了第一

志願。 

 

（三）、多錯了一題，就從 A 跳到 B++，使考生無法與五科 A 的同學競爭，

此嚴重性擴大競爭落差。 

 

（四）、其嚴重案例，造成五科 A 至 A++，選填五十個志願，竟然全部落榜。 

 

（五）、位在偏遠地區的高中能加較多的分數，原本保障弱勢的正義，卻成

了霸凌普遍學生的不公。 

 

 

三、創造更多競賽迷思 

 

十二年國教強調差異性有效教學，多元適性揚才，卻在家長無法釋懷成績的國情

中，變相的加重學生壓力： 

 

（一）、競賽成績、獎勵紀錄、幹部任期、體適能等都列入考量，比重不一。 

 

（二）、遇有什麼比賽，學生都搶破頭，為的是爭取嘉獎或競賽排名。 

 

（三）、弱勢家庭成長的小孩，相對欠缺想爭取幹部的勇氣。 

 

（四）、為了取得志工時數而去做志工，失去了當志工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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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家提出的看法： 

 

1. 嚴長壽：十二年國教的紛擾，許多家長在十二年國教當中分分計較，

但事實上是在扼殺孩子的自信與學習機會，如果孩子的成績在第一

志願的尾巴，還不如讓孩子讀第二志願，讓孩子有信心學到想學的

東西。嚴長壽說，十二年國教分分擾擾，教改的問題也很多，給孩

子充分的公民素養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公民素養才能明辨是非，知

道自己該怎麼做，唯有大家都停止批評，捲起袖子做事，從自己開

始改變，台灣的未來才會更好。(註一) 

 

2. 李家同：我對 12 年國教的 16 點看法與 7 點疑慮，我國的教育現況

並沒有非常嚴重的現象，當然教育總是可以改善的，總統應該注意

的是後段班學生的程度問題，我要在此舉幾個例子： 

 

(1). 一位高三的學生，英文字母 26 個字母當中，居然漏掉了兩個

字母。 

 

(2). 一位高三學生，背不出九九乘法表。 

 

(3). 有一個高中一年級同學全部不會分數除法。 

 

(4). 一位國中一年級下學期的學生，他的英文程度僅僅會了 26 個

英文字母，連 I am,you are 等等都搞不清楚。(註二) 

 

3. 十二年國教起跑家長必做的準備：升學制度的改變，帶來國中學習

的三個轉向，國中學習將有三大改變： 

 

  (1).    多元學習：非學科學習不可避免。 

 

(2). 超額比序：除了會考，還納入了體適能、志願服務……等項目。 

 

(3). 十五個就學區：每區比序原則，依照當地高中、職供需狀況，

環境特色，而有所不同。(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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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原則類似，希望在非學科的學習上，也要鼓勵孩子多元嘗試，均衡

發展。像是參與社團、擔任幹部、志願服務等，不僅對孩子的品格發展

有利，也對「升學」有直接的益處。 

 

四、國中教育會考和基本學力測驗的分析與比較: 

 

表一：會考與基測比較 

項目 國中教育會考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

驗 

施 測

對象 
全體國三學生 全體國三學生 

辦 理

時間 
預定自民國 103 年起每年 5 月舉辦 1 次 

民國 90年-100年每年舉辦

2 次； 

民國 101 年改為舉辦 1 次 

命 題

依據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能力指標 

科目 
國文、英語（加考聽力）、數學（加考非選擇

題型）、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

自然及寫作測驗 

型 選擇題與非選擇題型 選擇題型 

測 驗

難度 
難易適中 中等偏易 

計 分

方式 
標準參照 常模參照 

資料來源：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229  (註四) 

 

從會考與基測比較表中，看來差別性不大，考核標準有變更，會考的題目加重了

非選擇題，造成比基測題型稍微難一些。 

 

五、 分析會考成績所採計標準: 

 

（一）、教育會考將採標準參照，透過測驗的標準設定，各科評量結果將分

為 3 表現等級 

 

1. 「精熟」：精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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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礎」：具備該科目，國中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 

 

3. 「待加強」：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 

 

（二）、會考沒有考好的同學，只能選擇特招，或是第二次免試入學。 

 

六、特色招生 

 

（一）、何謂特招？  

 

依據教育部的 12 年國教說帖，「特色招生」是指：可選擇透過學科

測驗的考試分發，或術科測驗甄試。  

 

（二）、特招所考的科目: 

 

與會考科目相同，但英文聽力及數學非選題，皆須記分。 

 

（三）、國中教育會考和特色招生的分析比較：  

 

表二：教育會考和特色招生的比較 

 教育會考 特色招生 

測驗目的 檢測國中畢業生的學力表現水

準 

甄別具有學術性向學生的學

科能力差異 

科目 國文、英語（含聽力試題）、數

學（含非選擇題型）、社會、自

然、寫作測驗 

國文（分為閱讀理解和語文

表達兩個分測驗）、英語、數

學（含非選擇題型）、社會、

自然（基北區只考國文閱讀

理解、英語和數學 3 科） 

結果呈現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和自

然評量結果分為精熟、基礎和

待加強 3 個等級；寫作測驗分

為 1-6 級分。 

 除了語文表達測驗是

採用標準參照的 6 級分計

分。其餘均為以量尺分數計

算，各科最高 50 分，語文表

達滿分 12 分，總分 262 分。

若有選考科目情況，總分以

選考科目計算總分(譬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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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只考國文閱讀理解、英

語和數學 3 科) 

 

測驗難度 難易程度適合全體國中畢業生

的試題 

難易程度適合中上程度學生

的試題 

辦理時間 2014 年 5 月 17、18 日 2014 年 7 月 12、13 日 

（基北區僅 7/12 一天） 

資料來源：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註五) 

 

若會考失利，特招也沒有考上理想的學校，這些失落的學生，最後只能參加第二

次免試入學的好壞運了。 

 

 

七、第二次免試入學的幸運者與不幸者 

 

（一）、新聞相關報導： 

 

斗大的中國時報標題：「扯 循二免管道 會考零分 上成功高中」。(註六)

基北區一名考生在沒有參加今年國中教育會考、會考積分零分（滿分 30 分）

的前提下，僅以「多元學習表現」與「志願序」2 項總積分 48 分的成績，

竟然在基北區，經由二免管道，順利分發進入前三志願的明星高中：成功高

中。 

 

（二）、名額過剩: 

 

明星學校開出的特招名額太多，但是報考特招的人數卻沒有想像中的多，造

成學校空缺名額過剩，低分高就的現像。相對許多人的高分落榜，成功高中

這一幸運兒案例，就成為家長撻伐壓倒十二年國教的最後一根稻草。 

 

参●結論 

 

十二年國教這項剛上路的政策，還存在著非常非常多的問題？關於我們所提出的

疑問與質疑！想請教育部改善，才能確保考生的權利，那些還令家長不解的制

度，必須盡快擬定出一個更完善的政策才行。 

 

基於上述理由，建議教育部，應能針對每位學生的專長及所需，訂定一個完善的

升學制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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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劃分戶籍所在地就近入學。 

 

二、或以在校三年的在學成績，無論術科或學科來探索每一位學生的性向，輔導

往適合的興趣發展。 

 

三、若無法有效改善會考缺失，則依據上述第二點，與專家及家長面對面擬定適

合學生的配套措施，朝向不需要再辦會考來決定每一位學生的未來，讓三年國中

生涯能提早真正找出自己的興趣，得到真正的適性發展。 

 

李家同贊成十二年國教反對免試升學辦法，(註七) 我們期待往後的學弟妹們不

會面臨到跟我們一樣的問題，也期待教育研究發展的茁壯，並取得家長的認同與

安心，也期待家長拋除給予孩子的升學壓力，並勉勵學子成為多元學養以及兼具

專才的國際素養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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