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類：04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科目：專業一、專業二

一、試題總體評論：
1.整體分析：
（1）分析表
評論主題
難易是否適中

評論內容

備

註

專一：中間偏易
專二：適中（數位偏易）

評量層次分佈是否洽當

專一：適當
專二：適當

是否符合課程綱要（測驗目標） 專一：符合
專二：尚可
各章節佔分比重是否適切

專一：適切
專二：尚可

是否掌握重點章節

專一：是
專二：尚可

試題取材範圍是否合宜

專一：大致符合
專二：勉強符合

是否偏重某一版本

專一：否
專二：否

試題是否具有鑑別度

專一： 大致符合
專二：大致符合

（2）高職教師專業觀點：
a.對教師教學可能產生那些影響：
專一：
1. 「基本電學」方面應加強「三角函數」與「複數」之計算能力培養；「電
子學」方面應加強「場效電晶體」之基本觀念建立與應用解析。
2. 電子學題目具應用性，如 33、45 題。教師需要加重教學深度，而非僅是交
待課本內容了事。
3. 特性比較題型，如 28 題。教師需要加強教學廣度，將各種特性電路統整比
較，有助學生融會貫通。
4. 第 36 題內容略為偏門，但能引導教師多補充課外知識，刺激學生注意科技
知識。這有助於學生融入學習及職業認同。
5. 注重基本觀念講解、加重電路分析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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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電學可朝基本觀念增強教學工作，但交流電路需要加重教學時數。
7. 電子學教學必須加深加廣教學內容，並且加強學生對電路的分析能力，同
時要有難算的計算數字，以適應考題。
專二：
1. 較少與實習的相關的考題，教師只教學生基本的就夠了,且有無上實習課
並不是很重要。
2. 除了基本認知能力以外，應加強元件辨識、儀表操作與實作電路解析能力
之培養。
3. 重視基本觀念教授
4. 工業安全仍偏向記憶性考古題，老師教學時會省略
5. 偏重記憶性題目，造成高職教師重理論輕實習，對高職教育目標不利。
b.對學生學習可能產生那些影響：
專一：
1. 「基本電學」與「電子學」之考題變化較為有限，準備時，除了基本觀
念之建立以外，應加強電路解析能力與計算能力之培養。
2. 基本電學學習只要學會基礎觀念，並加強第二冊的交流電路學習，即能
完成基本電學的學習重點。
3. 電子學學習需要加強專業製程製作及電路的分析工作，使學習重心完全
偏移，並加強計算能力，才能達到試題測驗效果。
4. 以基本電學交流電部份題目相互整合為例，解題需要更靈活的思考，也
需要對電路原理較深入的理解。因此學生不能只靠練習固定的題型來應
付，而必須回歸到最根本的學習。
5. 學生需要多統整比較不同電路，也需要注意在實際電路製作、設計時如
何應用電子學理論。
6. 學生可能需要多注意有關課外的知識吸收。
7. 放棄死背、程度較低的同學得分不易，可能放棄。
專二：
1. 數位邏輯之布林代數化簡，除了常用的 SOP 之卡諾圖化簡外，行有餘力
時，對於 POS 卡諾圖化簡亦應多加練習。
2. 數位邏輯電路設計除了使用基本邏輯閘以外，應深入瞭解多工器、解碼
器的設計方法。
3. 考題偏於簡單，且較少與實習的相關的考題，實作學習意願動力會降低。
4. 對於中上程度學生，會努力的讀此科，因取分不難。
5. 若干數值計算過程繁複難解，學生必須學習有關概算、估計的相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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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試題整體評論：
（1）優點：
專一：
1. 涵蓋大多數章節，未發現偏重某一特定版本
2. 考題具有相當代表性，本次試題除了基本觀念與計算以外，加強電路應用
之分析，具有相當之鑑別度，尤其電子學試題具有鑑別度值得肯定
專二：
1. 有關實習考科的試題，除了基本認知能力以外，已顧及元件辨識、儀表操
作、電路解析與故障判斷，頗具有代表性
（2）缺點：
專一：
1. 試題未依照課綱各單元學習時數出題，以致於偏重某些出題者所喜好章
節，導致試題出現測驗的盲點，基本電學之電場與磁場未出現試題。
2. 電子學試題無法掌握教學重點，導致試題方向有些偏頗。
3. 部份考題較為艱深冷僻，例如 46 題＂歐力電壓＂專有名詞在各版本教科書
中極為罕見。
4. (基本電學)數字難以計算，導致測驗成績會因計算能力影響評量成績，此
種情形恐非原始設計目的。交流電路比例略高。(電子學)部份題目敘述略
為複雜。
專二：
1. 部份考題敘述有疑慮，例如：
第 32 題、圖 14，其中「MOSFET 元件符號」應換為增強型的元件符號。
第 50 題的文字敘述應加註「測試棒的衰減比率為 1：1」。
2. 部分題目過於簡易。
3. 特定材料規格入題不符命題原則(如第 26 題之 1N4001~1N4004、第 29 題之
2BC848)，電晶體題目比例過高(佔 6/13)，計算式開根號非整數解(第 32
題)，造成學生解題困擾。
4. 缺乏數位邏輯實習相關考題。
5. 基電實習部分題目過於冷僻（第 41 題），且偏向電機類(第 40、47、48
題)，司馬昭之心，實在不該-----對於報考 03 電機類的學生好跨考，易獲
高分。

（3）難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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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一：
1. 整體較去年稍難，基本電學試題難度偏低，較難鑑別學生學習成效。
2. 難易度之分配頗為適中；基本觀念與簡易電路分析之考題約佔 75％～85
％，較為冷僻或難度較高之考題只佔 15％～25％。
專二：
1. 難易度適中偏易
（4）整體特色：
專一：
1. 試題整體水準有較往年提升，但試題處理細節必須更加細膩，試題鑑別度
才能真正顯現。
2. 較以往相比，能脫離一成不變的題目型態及出題內涵。注重電路基本原理
及相關應用。出題難易比例適中且具鑑別度。
3. 看出命題老師想擺脫直接抄襲考古題的習慣、但比較不利於低程度學生。

專二：
1. 對實作強的考生不利，有失職業教育選材的特質。
2. 命題方向有具體改進，但整體策略仍顯保守，可再用心。

二、試題及試務總體建議：
專一、專二：
1. 高職與技專院校之學習課程有部份重疊（例如：電子學、基本電學），重疊課
程之課綱與學習能力指標應作適當區隔；「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對高職之
教學活動，不可避免地會產生「引導教學」之作用，因此設計考題時，應慎重
考量高職課程之課綱與高職學生之學習能力指標，逾越高職學生能力之考題不
宜出現在統測之命題中，以避免產生不良之影響。
2. 試題水準有提升，值得肯定，但一定要依循試題出題規準，並加入教師教學方
向及考慮學生學習成效的評量，才能使統測試題更加完善，對於學生權益才能
維護。呼應產業現況的實務命題是一大突破，但應放置在專二實習中比較合適。
3. 建議單一題目可以朝向跨章節整合方向出題，即可避免偏重某章節或某章節沒
有出現題目，某章節考得太難或某章節考得太簡單。
專二：
1. 基電實習部分題目過於冷僻（第 41 題），且偏向電機類(第 40、47、48 題)，
司馬昭之心，實在不該-----對於報考 03 電機類的學生好跨考，易獲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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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 考科將基本電學實習修正為計算機概論，實為補救課綱不足的救急措施。但
本課程歸屬於生活領域科目，將來實際命題時如何深化，才能與資訊電子領域
的專業結合是一大挑戰。建議應盡速辦理研討會，讓考生準備方向有所依循。
3. 數位邏輯宜加入 PLD/CPLD 相關題目，與產業現況相結合。

三、試題疑義申覆：
類別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類

考試科目

專(一)電子學

題
號

28

技測中心
公佈之答案

A

原試題

疑義之處
(具體理由)

VDSQ  2V  I D  (5 - 2)/3  1mA -----(1)
VDSQ  VGSQ  2V  I D  K(VGS - 2) 2  0.7 mA -----(2)

兩者矛盾

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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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答案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