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群
【示例1】試題與答案
108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正答：(A)
【示例1】試題分析
學習表現

化工-專-基工-1 具備化工的知識、概念與原理，運用系統化思考、科技資訊，進
行專業問題之解決，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或相關產業中。

學習內容

化工-專-基工-F-c 互溶二成分物系的氣-液相平衡
化工-專-基工-F-d 二成分物系的液-液相平衡
1. 此試題透過水-乙醇的氣液平衡相圖，以運用化學基本知識及正確的科學方法，進

說

明

行化學資訊的試讀與批判，屬於學科知識的素養導向評量試題。
2. 試題設計由推論訊息理解應用推論結果，有層次的逐步提問。
3. 可對應核心素養「A2-U-A2」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
4. 具備化工相關專業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能力。

1

【示例 1】核心素養具體說明呼應表
一、具備化工相關專業 二、具備化工相關產業裝 三、具備儀器檢測分析之 四、具備品質管制及污染 五、具備對工作職業安全 六、具備對專業、勞動法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 置操作及產品製作之能 基礎能力，透過先進科技 防治之基礎能力，能創新 及衛生知識的理解與實 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的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面向

項目

具體內涵

U-A1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A1
探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規劃生涯，並透過自我精進與超
進
越，追求至善與幸福人生。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
A
A2
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
題
題。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作為
變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U-B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
B1
能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理心與他
達
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
B2
媒體之素養，進行各類媒體識讀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
B
養
溝通互動
媒體倫理的議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
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與
B3
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
養
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
分享。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
C1
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品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動參
識
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
C2
C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
社會參與
作
合作的精神與行動。
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C3
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
解
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
能力，積極溝通互動與
協調，以同理心解決職
場上各種問題，並能掌
握國內外化工產業發展
趨勢。

力，透過系統思考、分析 與資訊應用，能有效進行 思考、規劃與執行，以提 踐，探究職業倫理與環保 辨與對話素養，培養公民
與探索，以解決專業上的 分析、推理判斷及反思，升品質管制及污染防治 的基礎素養，發展個人潛 意識與社會責任。
問題，並培養美感賞析，解決專業問題。
之能力，並展現團隊合作 能，從而肯定自我價值，
展現專業技術。
精神，善盡社會責任。 有效規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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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試題與答案
108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正答：(B)
【示例2】試題分析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說

明

2.
3.
4.

化工-專-基工-1 具備化工的知識、概念與原理，運用系統化思考、科技資訊，進
行專業問題之解決，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或相關產業中。
化工-專-基工-J-a測量的原理
化工-專-基工-J-b溫度測量儀器種類與原理
此試題透過水銀溫度計量測液體溫度，以運用化工基礎概念與原理的應用，屬於
實作相關的素養導向評量試題。
試題設計由推論訊息理解應用推論結果，有層次的逐步提問。
可對應核心素養「A2-U-A2」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
具備化工相關專業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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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核心素養具體說明呼應表
一、具備化工相關專業 二、具備化工相關產業裝 三、具備儀器檢測分析之 四、具備品質管制及污染 五、具備對工作職業安全 六、具備對專業、勞動法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 置操作及產品製作之能 基礎能力，透過先進科技 防治之基礎能力，能創新 及衛生知識的理解與實 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的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面向

項目

具體內涵

U-A1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A1
探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規劃生涯，並透過自我精進與超
進
越，追求至善與幸福人生。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
A
A2
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
題
題。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作為
變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U-B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
B1
能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理心與他
達
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
B2
媒體之素養，進行各類媒體識讀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
B
養
溝通互動
媒體倫理的議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
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與
B3
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
養
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
分享。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
C1
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品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動參
識
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
C2
C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
社會參與
作
合作的精神與行動。
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C3
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
解
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
能力，積極溝通互動與
協調，以同理心解決職
場上各種問題，並能掌
握國內外化工產業發展
趨勢。

力，透過系統思考、分析 與資訊應用，能有效進行 思考、規劃與執行，以提 踐，探究職業倫理與環保 辨與對話素養，培養公民
與探索，以解決專業上的 分析、推理判斷及反思，升品質管制及污染防治 的基礎素養，發展個人潛 意識與社會責任。
問題，並培養美感賞析，解決專業問題。
之能力，並展現團隊合作 能，從而肯定自我價值，
展現專業技術。
精神，善盡社會責任。 有效規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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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試題與答案
107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正答：(B)
【示例3】試題分析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說

明

2.
3.
4.

化工-專-基工-1 具備化工的知識、概念與原理，運用系統化思考、科技資訊，進
行專業問題之解決，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或相關產業中。
化工-專-基工-K-c 程序控制的原理與方法
此試題透過抽樣批次管制圖，以進行抽樣批次的結果推論，屬於實作相關的素養
導向評量試題。
試題設計由推論訊息理解應用推論結果，有層次的逐步提問。
可對應核心素養「A2-U-A2」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
具備化工相關專業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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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核心素養具體說明呼應表
一、具備化工相關專業 二、具備化工相關產業裝 三、具備儀器檢測分析之 四、具備品質管制及污染 五、具備對工作職業安全 六、具備對專業、勞動法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 置操作及產品製作之能 基礎能力，透過先進科技 防治之基礎能力，能創新 及衛生知識的理解與實 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的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面向

項目

具體內涵

U-A1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A1
探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規劃生涯，並透過自我精進與超
進
越，追求至善與幸福人生。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
A
A2
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
題
題。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作為
變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U-B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
B1
能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理心與他
達
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
B2
媒體之素養，進行各類媒體識讀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
B
養
溝通互動
媒體倫理的議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
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與
B3
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
養
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
分享。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
C1
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品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動參
識
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
C2
C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
社會參與
作
合作的精神與行動。
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C3
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
解
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
能力，積極溝通互動與
協調，以同理心解決職
場上各種問題，並能掌
握國內外化工產業發展
趨勢。

力，透過系統思考、分析 與資訊應用，能有效進行 思考、規劃與執行，以提 踐，探究職業倫理與環保 辨與對話素養，培養公民
與探索，以解決專業上的 分析、推理判斷及反思，升品質管制及污染防治 的基礎素養，發展個人潛 意識與社會責任。
問題，並培養美感賞析，解決專業問題。
之能力，並展現團隊合作 能，從而肯定自我價值，
展現專業技術。
精神，善盡社會責任。 有效規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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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4】試題與答案
107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正答：(C)
【示例4】試題分析
化工-專-普化-2 運用化學的基本知識，解決日常生活相關的問題，並能進行化學
資訊的識讀與批判。
化工-實-普化-1 具備普通化學實驗器具的操作技能，表現系統思考與規劃執行的
能力。
化工-實-普化-3 具備正確的科學方法，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與化學相關產業的問
題解決。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說

明

2.
3.
4.

化工-專-普化-M-f 酸鹼中和與滴定
化工-實-普化-Q-c 直接滴定求胃酸劑片的制酸量
化工-實-普化-Q-d 以反滴定求胃酸劑片的制酸量
此試題透過胃酸劑片制酸量測定，以運用化學基本知識及正確的科學方法，應用
與解決日常生活相關的問題，並進行化學資訊的試讀與批判，屬於學科知識的素
養導向評量試題。
試題設計由推論訊息理解應用推論結果，有層次的逐步提問。
可對應核心素養「A2-U-A2」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
具備化工相關專業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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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核心素養具體說明呼應表
一、具備化工相關專業 二、具備化工相關產業裝 三、具備儀器檢測分析之 四、具備品質管制及污染 五、具備對工作職業安全 六、具備對專業、勞動法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 置操作及產品製作之能 基礎能力，透過先進科技 防治之基礎能力，能創新 及衛生知識的理解與實 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的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面向

項目

具體內涵

U-A1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A1
探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規劃生涯，並透過自我精進與超
進
越，追求至善與幸福人生。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
A
A2
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
題
題。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作為
變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U-B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
B1
能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理心與他
達
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
B2
媒體之素養，進行各類媒體識讀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
B
養
溝通互動
媒體倫理的議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
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與
B3
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
養
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
分享。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
C1
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品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動參
識
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
C2
C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
社會參與
作
合作的精神與行動。
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C3
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
解
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
能力，積極溝通互動與
協調，以同理心解決職
場上各種問題，並能掌
握國內外化工產業發展
趨勢。

力，透過系統思考、分析 與資訊應用，能有效進行 思考、規劃與執行，以提 踐，探究職業倫理與環保 辨與對話素養，培養公民
與探索，以解決專業上的 分析、推理判斷及反思，升品質管制及污染防治 的基礎素養，發展個人潛 意識與社會責任。
問題，並培養美感賞析，解決專業問題。
之能力，並展現團隊合作 能，從而肯定自我價值，
展現專業技術。
精神，善盡社會責任。 有效規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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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5】試題與答案
104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正答：(B)
【示例5】試題分析
化工-專-普化-1 了解化學的基本概念，並能自我精進、分析與探索科學。
化工-專-普化-2 運用化學的基本知識，解決日常生活相關的問題，並能進行化學
學習表現

資訊的識讀與批判。
化工-實-普化-1 具備普通化學實驗器具的操作技能，表現系統思考與規劃執行的
能力。

學習內容
1.
說

明

2.
3.
4.

化工-專-普化-A-g 有效數字
化工-實-普化-F-a 以比重瓶測定固體比重
化工-實-普化-F-b 平均值與相對誤差的計算
此試題透過金鋼砂比重測定實驗，以具備普通化學實驗器具的操作技能，屬於實
作相關的素養導向評量試題。
試題設計由推論訊息理解應用推論結果，有層次的逐步提問。
可對應核心素養「A2-U-A2」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
具備化工相關專業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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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5】核心素養具體說明呼應表
一、具備化工相關專業 二、具備化工相關產業裝 三、具備儀器檢測分析之 四、具備品質管制及污染 五、具備對工作職業安全 六、具備對專業、勞動法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 置操作及產品製作之能 基礎能力，透過先進科技 防治之基礎能力，能創新 及衛生知識的理解與實 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的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面向

項目

具體內涵

U-A1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A1
探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規劃生涯，並透過自我精進與超
進
越，追求至善與幸福人生。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
A
A2
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
題
題。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作為
變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U-B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
B1
能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理心與他
達
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
B2
媒體之素養，進行各類媒體識讀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
B
養
溝通互動
媒體倫理的議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
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與
B3
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
養
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
分享。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
C1
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品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動參
識
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
C2
C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
社會參與
作
合作的精神與行動。
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C3
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
解
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
能力，積極溝通互動與
協調，以同理心解決職
場上各種問題，並能掌
握國內外化工產業發展
趨勢。

力，透過系統思考、分析 與資訊應用，能有效進行 思考、規劃與執行，以提 踐，探究職業倫理與環保 辨與對話素養，培養公民
與探索，以解決專業上的 分析、推理判斷及反思，升品質管制及污染防治 的基礎素養，發展個人潛 意識與社會責任。
問題，並培養美感賞析，解決專業問題。
之能力，並展現團隊合作 能，從而肯定自我價值，
展現專業技術。
精神，善盡社會責任。 有效規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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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6】試題與答案
106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正答：(A)
【示例6】試題分析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說

明

2.
3.
4.

化工-實-分析-2 熟悉試液的配製與標定、分析器具的校正與使用，展現自我精
進、分析與探索的能力。
化工-實-分析-B-a 基本器具的使用與維護
此試題透過分析器具的校正與使用，以了解 pH 計正確的操作與校正方式，屬於實
作相關的素養導向評量試題。
試題設計由推論訊息理解應用推論結果，有層次的逐步提問。
可對應核心素養「A2-U-A2」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
具備儀器檢測分析之基礎能力，透過先進科技與資訊應用，能有效進行分析、推
理判斷及反思，解決專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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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6】核心素養具體說明呼應表
一、具備化工相關專業 二、具備化工相關產業裝 三、具備儀器檢測分析之 四、具備品質管制及污 五、具備對工作職業安全 六、具備對專業、勞動法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領域的系統思考、科技 置操作及產品製作之能 基礎能力，透過先進科技 染防治之基礎能力，能 及衛生知識的理解與實 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的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面向

項目

具體內涵

U-A1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探
A1
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規劃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生涯，並透過自我精進與超越，追求
進
至善與幸福人生。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的
A
A2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面對
題
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的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作為因應
變
新的情境或問題。
U-B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能
B1
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與情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意之表達，能以同理心與他人溝通
達
並解決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
B2
體之素養，進行各類媒體識讀與批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B
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媒體倫
溝通互動
養
理的議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
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與社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養
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善的人
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分享。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
C1
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品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動參
識
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並
C2
C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
社會參與
作
的精神與行動。
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時，
C3
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國際化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或國際情
解
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的
能力，積極溝通互動與
協調，以同理心解決職
場上各種問題，並能掌
握國內外化工產業發展
趨勢。

力，透過系統思考、分析 與資訊應用，能有效進行 創新思考、規劃與執
與探索，以解決專業上的 分析、推理判斷及反思，行，以提升品質管制及
問題，並培養美感賞析，解決專業問題。
污染防治之能力，並展
展現專業技術。
現團隊合作精神，善盡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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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探究職業倫理與環保 辨與對話素養，培養公民
的基礎素養，發展個人潛 意識與社會責任。
能，從而肯定自我價值，
有效規劃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