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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臺中市立高中四校聯合複習考試 規格說明書 

壹、考試次數與範圍 

一、全學年度共舉辦二次聯合複習考試，考試範圍和日程由四所市立高中開會確定後交

付廠商辦理，詳細日期請見附件一。 

二、若各校在二次聯合複習考外，增列校內複習考，其日程及科目範圍由各校與廠商自

行協調，廠商收費價格不得高於聯合複習考單價。 

貳、聯合考試名稱及科目 

一、學科能力測驗複習考試：國文(含國文選擇題、國語文寫作測驗)、英文、數學、社

會、自然等五科。 

二、指定科目複習考試： 

(一) 共同考科：國文、英文。 

(二) 類組考科： 

第一類組：加數學乙、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合計六科。 

第二類組：加數學甲、物理、化學等合計五科。 

第三類組：加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等合計六科。 

第四類組: 加數學甲、化學、生物等合計五科。 

參、命題 

一、 命題人員的聘任與所需相關費用由廠商負責聘任、支付。但為掌握試題品質，廠商

所委託之命題人員與其所完成之試題，需經四所市立高中成立之臺中市立高中四校

聯合複習考試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核驗收通過。 

二、 因應大考趨勢，廠商需提供以下內容之參考題目，讓命題人員參考運用： 

1.自然科跨領域素養導向題組 3 組 6 題 

2.社會科跨領域素養導向題組 3-5 組 

三、 廠商欲將試題使用於四所市立高中以外之學校需經本委員會同意授權，並隨使用人

數增加，降低對四所市立高中學生收取費用。 

肆、 考卷印製規格 

一、比照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題本、答案卷、答案卡之紙質、印刷及

規格。 

二、規格不符者，依該項目單價、數量扣款。 

伍、作業時程 

一、考前作業： 

考前 30 天：命題老師交稿件，進行編修排版(往返修稿)。 

考前 20 天：請各校提供考試作業及學生之相關資料。 

考前 15 天：試題完稿、印刷及裝訂。 

考前 7 天：題本檢集、裝箱、答案卡印製及答案卷打號。 

考前 3 天：考試材料送各校。 

二、考後作業： 

考後 1 天內：回收答案卡及答案卷。 

考後 7 天內：非選答案卷學校自行批改者，交付成績。 

考後 10 天：送交成績報表予各校(詳見附件二)，並提供參與學校學生各項原始成績

電子檔(Excel 格式)。 

三、若學校需複查成績核對答案卡，廠商應於接獲學校通知後 24 小時以郵件或傳真方式

回覆原卡片，不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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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廠商成績報表每逾期一日，扣該次複習考試總價 1%款項。 

陸、印製數量 

一、 四所市立高中之學生人數及其他經委員會同意加入之學校學生人數。 

二、 四所市立高中學生若需特殊放大試卷，廠商應提供之，不得再收取額外費用。 

柒、配送作業 

一、廠商應按各校訂購數量，妥為安全包裝，電腦閱卷卡片應以盒裝方式裝入，避免污

損。 

二、每次考試試題本及答案卷、答案卡、解答本應於該次考試前 3 天送達。 

三、試題本及解答本請按訂數加送 10%備份。答案卡卷請按訂數加送 5%備份。 

捌、試題印刷保密： 

一、廠商取稿、送校應指定專人負責，並出示服務證件，自取稿日期起至排印交貨完成

止應妥為保密，因印製作業期間導致洩題，一切損失得請求廠商賠償，並依法追究

責任。 

二、廠商不得將委印試題擅自加印轉賣未經授權指定學校使用，亦不得轉檔上網營利。 

三、有關 109 學年度臺中市立高中四校聯合複習考試之任何訊息(包括考試時程，進度範

圍，命題內容，命題學校，學生成績資料)不得藉故刊登於廠商網站，亦不得轉檔對

外廣告。 

四、各科命題教師擁有試題之版權，非經授權不得另行集冊出書。 

五、每學年結束，廠商應將該年度所有試題電子檔案及成績檔燒成光碟四份交由本委員

會留存。 

玖、缺考生處理費用 

一、 考前 15 天：書面通知並確認告知不參加，因材料及電閱處理尚未發生，免收材料

費及處理費用。 

二、  考前 14 天至考試當天：書面通知並確認告知不參加者，因材料已備妥，電閱處理

尚未發生，故酌收材料費用 15 元。 

三、 考試後，試場紀錄表未註記或無書面通知者，因已完成處理程序，視同到考未作答，

不退費。 

壹拾、 其他有關事項 

一、 測驗題本、解答題本、答案卡、成績報表、不得刊登任何廣告資料或文字，並嚴禁

夾帶任何其他文件。 

二、 相關約定事項，若因法令情勢變更，非訂立時所能預料，得經由雙方協調，更改內

容或修正約定事項。 

三、 廠商應保證切結，所承製資料文件，不可任意外流，如有瑕疵或損毀之試卷，應予

銷毀，裝訂寄發時，不得夾帶校方規定資料文件以外之任何其他文件。 

四、 廠商違反相關約定事項導致校方或應試考生權益受損時，校方得以終止本項委託工

作，另尋承製廠商，並依法請求賠償。如因天災不可抗力之災害，廠商得提出事實

證明向主辦單位申訴，由本委員會認定裁決之。 

五、 四所市立高中以外之其他學校欲參加本複習考試，授權廠商使用本複習考試試題提

供他校使用時，考試時間必須配合四所市立高中考試的時間，可以同一時間考試或

是延後考試，不得提前。 

六、 每次製卷前，應將印前作業完稿交負責命題學校校對三次，並由校對人員確認校對

完成簽字後，始可製版印刷。 

七、 廠商於印製過程中，產製之廢棄試卷，應妥善處理，以防洩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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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每年複習考試完畢後，派員參與召集學校召開之檢討會議，並依會議決議事項配合

改進。 

九、 廠商需提供四所市立高中具低收入戶證明學生免收相關應考費用之服務或優惠。 

十、國文寫作測驗及英文科作文批改前，廠商必須先召開會議確定批閱原則，始得進行

批閱，以確保閱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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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考試日期、範圍： 

109 學年度臺中市立高中四校聯合複習考試  

         考試科目 

  考試時間 
第一天 

      考試科目 

  考試時間 
第二天 

上午 09：20~11：00 英 文 09：20~11：00 數 學 

下午 13：20~14：40 國文(選擇題)  13：20~14：50 
國語文寫作能力

測驗 

下午 15：10~17：00 社 會 15：10~17：00 自  然 

 

 第一次(學科能力測驗) 

109 年 10 月 29 日至 109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四、五) 
命題學校 

國 文 

選擇題 

第一～四冊 臺中一中 

寫作 

英  文 第一～四冊 文華高中 

數  學 第一～三冊 臺中二中 

社 會 

歷史 第一～三冊 

臺中一中 地理 第一～三冊 

公民 

與社會 
第一～三冊 

自 然 

化學 基礎化學(一) 基礎化學(二) 

臺中女中 
物理 高一基礎物理(一)+高二基礎物理(二)A 

生物 基礎生物(上)(下) 

地科 基礎地球科學上冊 

次數 

日期 
科目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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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臺中市立高中四校聯合複習考試  

         考試科目 

  考試時間 
第一天 

      考試科目 

考試時間 
第二天 

上午 

08：30~09：50 數學乙 數學甲 08：30~09：50 歷史 物理 

10：40~12：00 國 文 10：40~12：00 地理 化學 

下午 13：30~14：50 英 文 13：30~14：50 
公民 

與社會 
生物 

 

 
第二次(指定科目考試) 

110 年 3 月 4 日至 110 年 3 月 5 日 

(星期四、五) 
命題學校 

國  文 第一～五冊 臺中二中 

英  文 第一～五冊 臺中女中 

數 學 甲 第一～四冊，數學甲 I (上) 
臺中一中 

數 學 乙 第一～四冊，數學乙 I (上) 

歷    史 歷史第一～四冊、選修歷史(上) 

臺中二中 地    理 地理第一～四冊、選修應用地理(上) 

公民與社會 第一～四冊、選修上冊 

化    學 基礎化學(一)~(三)及選修化學上冊 

文華高中 物    理 
基礎物理(全)、高二物理上、下冊、高三

物理上 

生    物 
基礎生物(上)(下)、應用生物(全) 

選修生物上 

次數 

日期 科目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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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類成績報表列印 

序 學科能力 指定考科 

01 個人成績單(含寄發) 個人成績單(含寄發) 

02 全校總分序成績統計表（含級分） 組別總分序成績統計表 

03 班級總分序成績統計表（含級分） 組別總分序聯合成績聯合統計表 

04 班級座號序成績統計表（含級分） 班別總分序聯合成績聯合統計表 

05 班級各科五標比較表 班別座號序聯合成績聯合統計表 

06 全校（體）總級分人數統計表 班別座號序聯合成績聯合統計表（無姓名） 

07 各科答題分析ˍ聯合 二、三類混合排名聯合成績統計表 

08 各科答題分析ˍ各校 學生成績進退步比較表 

09 各科答題分析ˍ各班 全體不分類組五標統計表 

10 班級座號序成績統計表（含級分） 參加學校五標統計表 

11 全校五標比較表 各校各班五標統計表 

12 各科各班平均表 學校各類組人數統計表 

13 全校總分級距統計表 班級五標到達人數統計表 

14 全校各科原始分數級距統計表 各科各班平均表 

15 全體總分級距統計表 各科答題分析表（聯合） 

16 全體各科原始分數級距統計表 各科答題分析表（全校） 

17 
學測社會及自然科分科成績報表 

第一部分各科成績及第二部分各題答對率 
各科答題分析表（班級） 

18  總分級距統計表（各校） 

19  各科原始分數級距統計表（各校） 

20  總分級距統計表（全體） 

21  各科原始分數級距統計表（全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