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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著作權屬「財團法人大學入

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歡迎參考或適當引用，引用時請註明出

處；如欲大規模複製，請事先取得本中

心書面同意；但如涉及商業利益，則不

在同意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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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目的與性質

110年試辦考試日程規劃與考科

110年試辦考試試務作業

110年試辦考試重要試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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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

目的與性質

01



110
試辦考試

高 中
學生：試作試題，以新
式答題卷作答，了解試
場規則

教師：了解111起學測的
調整

考區大學
統籌考試地區試務作業，
熟悉試務及監試流程

大考中心
 檢驗新增或更新之軟
硬體相關系統

 檢驗各項試務流程，
為111大考準備

110年試辦考試目的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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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正式考試試場規則，提
醒學生留意各項規定，本
次試辦考試違規仍會扣分

依課綱與測驗目標命題，
提供學生試作試題與使用
新式答題卷作答

考後會公告各科試題、答
題卷、試題解析等，提供
學生學習參考

會寄發成績通知，僅提供
學生自我檢視，成績不做
任何升學相關使用

110年試辦考試目的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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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

日程規劃與考科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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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天110.07.28(三) 第二天110.07.29(四) 第三天110.07.30(五) 備註

09:15 預備鈴 09:15 預備鈴 09:15 預備鈴 09:40截止入場
10:20始可離場09:20-

11:00 數A(100) 09:20-
11:00 英文(100) 09:20-

11:00 數B(100)

12:45 預備鈴 12:45 預備鈴 12:45 預備鈴 01:10截止入場
01:50始可離場12:50-

14:40 自然(110) 12:50-
14:20 國綜(90) 12:50-

14:40 社會(110)

110年試辦考試日程表

註：考試時間：國綜90分鐘；英文、數學A、數學B各100分鐘；社會、自然各110分鐘。



110試辦考試考科與測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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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測驗範圍：部定必修

國綜 必修國文10、11年級必修

英文 必修英文10、11年級必修

數學A 10年級必修數學、11年級必修數學A類

數學B 10年級必修數學、11年級必修數學B類

社會 必修歷史、必修地理、必修公民與社會

自然 必修物理、必修化學、必修生物、必修地球科學
（含探究與實作）

註：考量辦理時間為高二升高三暑假，本次試辦國文和英文科目測驗範
圍僅10、11年級必修，與111學測國文和英文考科的測驗範圍不同。



110試辦考試考科與考試時間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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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11學測起，國文考科將包括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國綜）與國語文
寫作能力測驗（國寫），成績各占50%，分節施測，考試時間都為90分
鐘。

110年試辦考試，考量國寫已自107學測分節施測，且111學測起命題
方向沒有調整，故未納入國寫節次，僅辦理國綜節次，考試時間為90
分鐘。

 社會考科中的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科試題以占分比例相當為原則。

 自然考科中的物理、化學、生物與地球科學四科試題以占分比例相當為原
則，並包括探究與實作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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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
試務作業

03

1. 試務作業日程與說明
2. 報名與相關試務作業



12

110年試辦考試
試務作業

03

1. 試務作業日程與說明



110試辦考試試務作業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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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0(㇐)

成績查詢
110.07.28(三)～
110.07.30(五)

試辦考試
110.04.12(㇐) ～
110.04.23(五)

集體報名
110.03.24(三) ～
110.04.01(四)

試務宣導



110試辦考試說明--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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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學術學程，
以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之高二（11年級）在學學生

主要對象

110.04.12(㇐)-04.23(五)
由學校辦理集體報名，須使用本中心新開發的集
體報名系統

報名

報考科目
學生自由選考，不限科別

註：有關110年試辦
考試重考生的報
名條件、方式與
時間，本中心正
在研擬中，會盡
早公告週知。



110試辦考試說明--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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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教育部申請補助費用為優先考量，不收取
報名費用

報名費

提供試場冷氣開放服務，依防疫需求設定冷
氣溫度與試場通風原則

試場開放冷氣服務

提供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申請特殊題卷
與延⾧考試時間服務。

特殊應考服務 註：本次試辦，申請特殊應考
服務不需提供醫師診斷證
明書，但仍需填寫申請表
並檢附在校學習紀錄表。
提供之應考服務僅限於本
次試辦，不及於各項正式
考試，正式考試仍須依考
試簡章規定提出申請。



110試辦考試說明--Pa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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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0(㇐)開放成績查詢
110.08.31(二)寄發成績通知

成績通知

各天考試，隔天下午3時公告前㇐天試題、答
題卷，7時公告選擇題參考答案；8月底公告
非選擇題參考答案／評分原則、試題解析。

題卷與答案公布



110試辦考試說明-Part.4

網站資訊（https://www.ceec.edu.tw）：
設試辦考試專區，包含試務專區、考試訊
息，考後提供試題與解析。
諮詢電話：
請於上班時間電詢：(02)2366-1416
試務作業轉分機608；系統操作轉分機310

資訊查詢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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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學承辦考區試務，洽借分區學校，執
行監試作業

考區試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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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
試務作業

03

2. 報名與相關試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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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使用新集體報名系統

現行 新系統

(新系統示意圖)



新集體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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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支援度、
穩定度提高

友善、簡潔的
使用者介面

導覽、引導式
操作流程

醒目的提醒及通知



正式考試集報單位完整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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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考生基本資料
(整學年度考生)

上傳考生相片檔
(依考試簡章)

編輯/查詢
考生資料

上傳考生報考資料
(依各項考試)

查核資料送出報名資料繳費查詢報名結果

※ 111學年度起，集報單位於首次進行報名作業時，可上傳考生完整基本資料，大考中心
將保留考生基本資料檔案，適用於整學年度各項考試



110試辦考試集體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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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試辦考試使用新報名系統於110.04.12(㇐)-23(五)報名。

※ 110指定科目考試仍採現行報名系統於110.05.18(二)-27(四)報名。

上傳考生基本資料 上傳考生相片檔
編輯/查詢
考生資料

上傳考生報考資料

查核資料送出報名資料繳費查詢報名結果



110試辦重要試務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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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01(四)：提供線上報名操作手冊(試辦考試專區)

110.04.12(㇐)-23(五)：報名；同步申請免戴口罩與身心障
礙及重大傷病應考服務

110.07.12(㇐)：公布應試號碼、試場分配表

110.08.30(㇐)：開放成績查詢

註：請留意本中心於110.04.01(四)起上線之試辦考試專區所公告的各項考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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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
重要試場規則

04

1. 考生作答注意事項
2. 重要試場規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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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
重要試場規則

04

1. 考生作答注意事項



111起大考使用新式答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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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卷卡分開，選擇題
與非選擇題分開作答

111大考開始：㇐張A3正反面答題
卷，同時作答選擇題與非選擇題



以對折方式發放新式答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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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試辦考試意見回饋：
A3太大張、不方便置於桌上作答

→經研議對折與測試，試畢掃描問題已
克服。試辦考試與111大考正式考試，
發放答題卷時將對折為A4。



考生作答前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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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答題卷上的應試號碼無誤。1

於簽名欄處劃記後以正楷字體簽名。2

1 劃記

2 簽名



答題卷作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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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第1頁有考生應試條碼與簽名
區，下方為第壹部分作答區，為純
選擇題作答劃記區，設計接近現行
答案卡，使用2B鉛筆作答。

 正面第2頁起為第貳部分混合題組
或非選擇題作答區，其中選擇題的
劃記請使用2B鉛筆；非選擇題的
作答區則依題目可能有不同版面與
作答方式。第壹部分

選擇題作答區
第貳部分

混合題或非選擇題作答區



非選擇題作答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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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題組或非選擇題部分可能設計不同的作答方式，例如：簡答、計算、
說明，或簡易作圖、表格填寫等。屬於文字書寫形式者，應使用黑色墨水
的筆並依答題卷面之設計作答，若有方格，表示有字數限制；若有底線，
亦請依底線書寫。若要求於已印製的圖形如座標圖或地圖上標示作答，請
以2B鉛筆作答。

參考示意圖

參考示意圖

參考示意圖



作答時使用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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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與「非選擇題作圖部分」
用2B鉛筆在「答題卷」上作答，更正時，應
以橡皮擦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非選擇題文字書寫部分」
用筆尖較粗之0.5~0.7mm黑色墨水的筆在
「答題卷」上作答，更正時，可以使用修
正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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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試辦考試
重要試場規則

04

2. 重要試場規則提醒



110試辦考試仍須遵守試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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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1

攜帶應試有效證件供每節次查驗

02

遵守各項防疫規定

各考科預備鈴響即可入場

03

入場、作答及離場事項比照正式考試，違
規將扣減該節次級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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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辦考試專區(110.04.01(四)上線)

• 最新訊息
• 選才電子報

大考中心首頁
https://www.ceec.edu.tw

試辦考試資訊



諮詢服務
對於各項作業有相關問題者，請於
上班時間電詢：(02)2366-1416
試務作業請轉分機608
系統操作請轉分機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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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簡報結束

感謝您的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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