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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分方式 

1. 國小組作文：依國中教育會考寫

作測驗評分標準六級分評分 

2. 國中組作文：依國中教育會考寫

作測驗評分標準六級分評分 

3. 高中作文：依大考中心閱卷辦法 

三等第六級分評分 

4. 國小組閱讀測驗選擇題： 

低年級 25 題滿分 100分 

中年級 25 題滿分 100分 

高年級 40 題滿分 100分 

5. 國中組閱讀測驗選擇題： 

40題滿分 100分 

6. 高中組閱讀測驗選擇題： 

50題滿分 100分 

二、 作文字數： 

1. 國小低年級 250～300字 

（一篇看圖寫作） 

2. 國小中年級 350～400字 

（一篇引導寫作） 

3. 國小高年級 450～500字 

（一篇引導寫作） 

4. 國中 600 字以上 

（一篇引導寫作） 

5. 高中組每篇 600字以上 

（兩篇長文） 

三、 作文及閱讀測驗考題範例，請上中

華民國作文教育學會官網查詢 

 

 

 

 

一、 活動名稱：第二十屆全國作文暨閱讀測驗 
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8年 1月 25日（四）止 
三、 報名方式： 

（一） 現場報名：（線上/現場報名擇一即可） 
     1.報名表可至各考區及報名處索取。 
     2.完成報名，請考生於測驗當日至所 
       屬報名考區參加考試，不得跨區考 
       試。 
     3.測驗地點請於完成報名後詳洽考區。 
（二）線上報名：（線上/現場報名擇一即可） 
      1.請將報名費郵政劃撥至 19407488帳號， 
        戶名：黃偉慈 
      2.請將劃撥單收據及報名表格掛號寄至宜 
        蘭郵政 197號信箱，中華民國作文教育 
        學會宜蘭縣支會收 
      3.連絡電話：0905202573 
         LINE ID同電話號碼 
      4.完成繳費後，再以線上報名表回覆報名 
        資訊。 
      請連結中華民國作文教育學會官網 

四、報名費用：國小組 500元 
          國中組 500元 
         高中組 800元 
         完成報名恕不退費 

五、測驗組別：國小組：小一～小六 
          國中組：國一～國三 
          高中組：高一～高三 

一、 活動日期：2018 年 3月 11 日(日) 
二、 測驗時間： 

1. 國小組：上午 9:00-9:50作文測驗(50 分鐘) 
          上午 10:10-11:10閱讀測驗(50 分鐘) 

2. 國中組：同國小組之測驗時間 
3. 高中組：上午 9:00-10:20作文測驗(80 分鐘) 

         上午 10:40-12:00閱讀測驗(80 分鐘) 
三、 報到時間：上午 8:30 

台北市 
1.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00 號 6 樓，(02)23713195 
2.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 7 巷 31 號 1 樓，(02)2630-7986 
新北市 
1.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 133 巷 15 弄 62 號 4 樓，
(02)22195267、0952402809 
2.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369 號 2 樓， 
(02)82821912、0980419475 
台中市 
1.台中市北區尊賢街 9 號 9 樓（水利大樓）， 
  (04)22238788 
2.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街 266 號 7 樓之 2，   
  0933441433 
3.台中市北區北興街 184 號(崇德里里長服務處) 
 (04)22350118、(04)22331998、0928998823 
4.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 128 巷 21 號 
 (04)24634788、0988053763 
5.台中市西屯區重慶路 328 號，(04)23160685   
6.台中市大甲區育英路 90 號(04)26868939、 
   0915506699 
彰化縣 
1.彰化市長壽街 128 號，(04)7299675、0906411413 
2.彰化縣員林鎮和平東街 52 之 1 號 ，(04)8357801  
3.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 5 段 115 號，(04)7554557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 30 號， 
 (07)3505708、0911600289、0933586255 
新竹市 
1.新竹市鐵道路一段 66 號 
  0937728550 
2.新竹市延平路一段 37 號 
 (03)5241919、(03)5249191 
宜蘭縣 
1.宜蘭縣羅東鎮愛國路 201 號，0952868932 
2.宜蘭市力行路 62 號，(03)9578208 

1. 測驗後一個月，各區閱讀測驗成績 80
分以上及作文五級分名單，公布於本會
官網，頒發優等獎狀一紙；閱讀測驗成
績 90分以上及作文六級分名單，公布
於本會官網，頒發特優獎狀一紙。 

2. 各年級分別測驗，閱讀測驗及作文測
驗，分別評分，分別給獎。 

 

★測驗日期及時間 

https://maps.google.com/?q=%E5%8F%B0%E5%8C%97%E5%B8%82%E5%85%A7%E6%B9%96%E5%8D%80%E6%9D%B1%E6%B9%96%E8%B7%AF7%E5%B7%B731%E8%99%9F1%E6%A8%93&entry=gmail&source=g
https://maps.google.com/?q=%E5%8F%B0%E4%B8%AD%E5%B8%82%E5%A4%A7%E7%94%B2%E5%8D%80%E8%82%B2%E8%8B%B1%E8%B7%AF90%E8%99%9F&entry=gmail&source=g
https://maps.google.com/?q=%E6%96%B0%E7%AB%B9%E5%B8%82%E9%90%B5%E9%81%93%E8%B7%AF%E4%B8%80%E6%AE%B566%E8%99%9F&entry=gmail&source=g
https://maps.google.com/?q=%E6%96%B0%E7%AB%B9%E5%B8%82%E9%90%B5%E9%81%93%E8%B7%AF%E4%B8%80%E6%AE%B566%E8%99%9F&entry=gmail&sourc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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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作文教育學會 

      第 20 屆 

全國作文暨閱讀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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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作文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利貞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測驗專線：0905202573 電話同 LINE ID 

 

 
                                                                              

                     

准考證號

碼（由主辦

單位填寫） 

閱讀測驗 

寫作測驗 

考生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聯絡人  指導 

老師 

 

聯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考生住址 

□□□ 

                                                                                                            

就讀學校 

 ╴╴縣（市）╴╴╴╴區  

校名╴╴╴╴班級：╴ 年 ╴ 班 

                  

參賽組別 

 

□國小組：小一～小六    

□國中組：國一～國三 

□高中組：高一～高三 

報名費用 國小國中組：500元 

高中組：800元 

 第 20 屆全國作文暨閱讀測驗准考證 
考生姓名 2018 年 3月 11 日 

（星期日上午） 
准考證號碼            寫作測驗 

 

閱讀測驗 

考試地點 考試時間 
上午 9:00-12:00 
報到時間：上午 8:30 

一、測驗考生，請攜帶本准考證及可供證明 
文件（例健保卡、身分證）到場，遲到逾
十分鐘者不得入場。入場應試者，寫作測
驗四十分鐘內，閱讀測驗四十分鐘內不得
出場，違者取消資格。 

二、寫作測驗文具，國小低、中年級：鉛筆、
橡皮擦；國小高年級、國中組、高中組：
黑色原子筆及修正帶。 

三、對於試卷若有疑問，應先舉手，待監考人
員准許後，方可發言且服從監考人員的指
示。 

四、測驗考生不得帶有舞弊情節，否則不予計
分。 

五、測驗考生不得在試卷及答案卷做任何記
號，且不得將試題或答案卷攜出場外，違
者取消參賽資格。 

六、測驗考生家長勿逗留於樓梯間及站在教
室走廊，以免影響考生作答。 

七、行動電話、通訊器材等電子產品及字典不
得攜入考場，違者不予計分。 

八、測驗考生如有感冒症狀，請自行戴口罩入
場。 

 
 
 

★應考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