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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學入學考試制度改革之啟示 
【文／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林信志】 

一、前言 

日本為符應2020年起依序實施之「新學習指導要領（相當於我國之課程綱要）」

特別重視學習者之思考能力、判斷能力及表達能力，將於同一年度開始實施「大學

入學共同考試（新制）」方針，以下針對日本大學入學考試改革案之要點進行討論

並提出對我國之啟示。 

二、日本新制大學入學考試簡介 

日本於 2017 年 4 月 13 日公布取代原有「大學入學中心考試（舊制）」，於 2020
年度起開始實施「大學入學共同考試（新制）」方針。首先，將要求考生於事前報考

由民間辦理的英語檢定考試，以評核考生聽、說、讀、寫之四階段能力，考生可報

考至多 2 次，以較高分的結果作為依據。其次，將增加國語科（日文）及數學科的

敘述題（開放題），且將委請民間單位代為評分，試題包含數個以 80 字以內的簡答

題及超過 80 字以上的申論題等。新制度的對象為 2017 年正就讀國中 3 年級以下之

學生。考試科目為國語及數學Ⅰ、世界史 A、物理等共 30 科，2024 年度後再進行

調整（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a）。整體日本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之改革日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日本大學入學考試制度改革日程 
年份 月份 大學入學共同考試 

（新制） 
其他 

2017 年度 6 月底 決定實施方針  
11 月 舉行 5 萬人以上規模的

預備測驗 
 

2018 年度 12 月左右 舉行 10 萬人以上規模的

預備測驗 
認可適用於「高中生基礎學

力測驗」的民間團體所舉辦

之測驗 
2019 年度 公布詳細測驗內容，實

施預備測驗 
開始實施「基礎學習測驗」 

2020 年度 4-12 月 高中 3 年級學生接受民

間團體舉辦之英語測驗

（至多 2 次） 

AO（Admission Office）入

學考試、推薦甄試之學力測

驗義務化 
1 月中旬 實施共通測驗（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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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採開放題作答方

式） 
2022 年度  實施高中新學習指導要領 
2024 年度 符合新學習指導要領之

大學入學共通測驗（考

慮其他科目也採用開放

題作答方式） 

 

資料來源：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b） 

日本已於 2017 年 11 月實施「大學入學共同考試（新制）」的「第 1 次預備測

驗」，除英語科目外，共有 5 學科 11 科目，由日本全國約 1,900 所高二、三學生約

18 萬名參與考試。此次預備測驗電腦閱卷型問題的答題正確率在 0.9%~87.1%。考

生必須面對需先解讀資料後再整合資訊的思考題型，例如數學科中要求學生從各項

數據中思考如何透過二次方程式來解題等挑戰。日本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將依據開放

題的答題正確率，於 2018 年秋天再次實施試辦調查。必要時，2019 年也因應需要

實施試辦調查（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d）。 

此次預備測驗模擬考題以盡量避免「純背誦考題」為原則，例如國語（日文）

科增加許多必須閱讀的題型（學生會章程、會話型文章等內容），考生必須閱讀後

再行回答，但結果也導致考題頁數大幅增加，數學Ⅰ‧數學 A 從近三年頁數最多的

16 頁增至 32 頁，地理及歷史試題本頁數也大幅增加。考試時間部分，國語（日文）

從 80 分鐘延長至 100 分鐘，數學Ⅰ‧數學 A 則從 60 分鐘延長至 70 分鐘（駐日本

代表處教育組，2017b）。表 2 歸納日本大學入學考試「舊制」與「新制」之差異。 

表 2 日本大學入學考試「舊制」與「新制」之差異 

項目 
大學入學考試 
舊制 新制 

實施年度 至 2019 年度 2020-2023
年度 

2024 年度起 

對象 現在高一以上學生 
現在國小 6
年級-國中 3
年級學生 

現在國小 5 年級以下學

生 

出題

形式 

國語 
數學 

電腦閱卷作答方式 

電腦閱卷作答方式+開放題（3 題左

右） 

英語 

電腦閱卷作

答方式及民

間測驗方式

擇一，或是

僅採民間團體主辦之測

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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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併行 

地理 
歷史 
公民 
理科 

電腦閱卷作

答方式 
檢討是否追加開放題 

測驗

時間 

國語 
（日

文） 
80 分 100 分 

數學 60 分 70 分 

計分方式 採傳統原始計分方式 
選擇題採傳統原始計分方式；開放題

採階段式評分 

測驗日期 1 月中旬實施一次 
1 月中旬實施 1 次，民間主辦之英語測

驗 1 年至多可應試 2 次 

日程 2 天 
2 天，國語、數學等科目畫卡作答及開

放題均於該科目考試時間內作答 
資料來源：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b） 

三、日本新制大學入學考試的特色 

（一）英語科全面改採民間團體考試 

由於日本高中新學習指導要領中已納入英語科聽、說、讀、寫之四階段能力，

但現行舊制考試的電腦閱卷的方式僅能評鑑考生的閱讀能力，因此日本文部科學省

決定採用已於大學推薦入學考試中適用之英檢、TOEIC、TOEFL 等民間團體考試成

績。日本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將會依據測驗的內容及實施狀況等認定符合一定標準的

民間團體，另外由於民間團體考試多偏重於商務或留學等內容，因此尚須確認其測

驗問題是否符合新學習指導要領。考生民間團體考試之成績將由大考中心管理，成

績並非分數制，係採用比照 CEFR（歐洲共同言語參考標準）級距制，分為 6 等級，

其成績可提供各大學作為考生申請 2 次考試的資格或免試、加分等狀況（駐日本代

表處教育組，2017a）。在過渡時期（2020 年至 2023 年），大學甄試學生時，可擇一

採舊制電腦閱卷方式測驗或民間團體測驗，亦可同時採用 2 種測驗成績（駐日本代

表處教育組，2017c）。再者，考量考生經濟負擔及離島、偏鄉的情形，考試次數則

設定於高三階段的 4 月至 12 月間 2 次；重考生則另予規範。目前的舊制考試將並

存至 2023 年度，其後即予廢止（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a）。 

綜上所述，英語考科改革要點可歸納以下三點（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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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改採民間團體舉辦之考試為主；（二）高三的 4~12 月期間可參加 2 次考

試，採取成績較優者（重考生將另行檢討對策）；（三）舊制考試將併行至 2023 年

度，2024 年度起全面改採民間團體考試。 

（二）素養導向的命題 

新測驗的另一項重點為增加開放型試題，日本文部科學省目前規劃國語科（日

文）有 80 字以內的簡答題及超過 80 字以上的申論題 2 種試題形式。鑑於增加開放

題亦將增加考試評分的負擔，因此，將統一委託民間單位代為處理。考試期間將由

80 分延長至 100 分，評分將以級距式呈現。例如，評估讓考生閱讀租賃公寓的契約

書，回答其中應考慮的問題點等問題（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a）。考科之命題

改革要點可歸納以下四點（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b）：（一）試卷開放題批改由

大考中心委託民間機構辦理；（二）增加開放型題組，國語科（日文科）及數學科皆

至少出 3 題；（三）結合電腦閱卷問題，國語科（日文科）考試時間為 80~120 分鐘，

數學為 70~80 分鐘；（四）2024 年度後，地理、歷史、公民及理科增加開放型題組。 

綜觀日本新式考題可稱之為素養導向的命題，與我國即將施行之新課程綱要精

神相符，其特色如下（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d）：（一）增加開放型題組之題

數；（二）增加解讀複數資料（多重資料）題型之題數；（三）增加與高中生日常生

活相關題材之命題；（四）命題涵蓋「探究活動」課程情境；（五）增加「選出所有

適當選項」的作答方式；（六）增加「選擇一方立場並選擇相應理由」的題型。 

（三）學力測驗義務化 

日本大學入學考試分為一般入學、推薦入學、AO 入學等三種方式，每年文部

科學省都會將載有基本方針、留意事項等之「大學入學者選拔實施要項」通知各大

學。推薦入學「原則上可免除學力測驗」，AO 入學則要求透過高中成績等掌握基礎

學力（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2017）。。 

日本文部科學省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的採訪中表示，針對全國國、公、私立大

學依據以書類審查及面試方式舉辦 AO 入學考試或推薦入學考試，將自 2020 年度

起也朝向須義務實施學力測驗之方向推動，此乃起因於被指責有部分入學者學力不

足問題之反省。要求透過如將於 2020 年度取代現行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測驗之「大

學入學共通測驗」，或各大學獨自舉辦之考試、短篇論文等方式來掌握考生的學力

程度（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2017）。 

因此，推薦入學考試與 AO 入學考試未來必須實施小論文簡報發表共通考試等

學力測驗，放榜日期則訂為 AO 入學 11 月以後，推薦入學 12 月以後（駐日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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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教育組，2017b）。 

肆、結語 

本文主要分析日本大學入學考試之改革要點，希望藉由日本針對大學入學考試

之改革，提供我國大學入學考試之政策學習借鏡。首先，建議我國參酌其改革方向

進行大學入學考試試題之檢討，例如增加敘述、解讀、結合高中生日常生活等題型，

適度減少純背誦式之題目。此一方向與我國即將施行之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綱要精神

相符。 

另外，就英語考科全面改採民間團體考試而言，為接軌國際，增強我國國際競

爭力，此一方向值得我國慎重考慮。根據最新出爐的 2017 年 IMD 世界競爭力報告

書中（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2017），日本在「英語精

熟度」排名 62，係 63 個評比國家中到倒數第二，而我國排名 53，亦不理想，筆者

認為日本此一改革對於帶動其國民英語能力的全面提升應有正面助益。再者，依現

行我國大考中心之人力與規模，要在短期內完成英語科「聽、說、讀、寫」四階段

能力之評測確實有難度，不如借助發展已相當成熟之民間團體考試，相關具體實施

細節（符合課程綱要、過渡時期運作、偏鄉離島學生權益等）亦可參考日本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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