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屆 

 

活動企劃案 

指導單位｜美國 AMC 測驗中心臺灣區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 

主辦單位｜美國數學聯盟（The Math League）、中華民國全國學生學習成就測驗協會、社團法人中華多元智能教

育協會 

協辦單位｜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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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內容 

一、檢測目標 

1. 因應十二年國教多元入學方式、獨家設計會考計算題型：全臺唯一具有數學非選擇題

命題之檢測，讓中、小學學生熟練十二年國教之會考題型（包含選填與計算題），以增

進當前學生的數學計算及語表能力，及早適應計算題型，因應會考無負擔。 

2. 完整、豐富、詳細的數學健檢報告：全臺唯一具備完整數學能力診斷報告之檢測，不

僅能詳細記錄學子學習歷程，更能提供家長與學子最準確的學習建議。此報告書可累

積參照，以助於長期觀察臺灣學子數學能力學習歷程，茲為國內各級學校升學選才之

成績佐證。 

3. 穩固數學基礎，提升邏輯能力：T&AMC 1－3 加強學子應用既有數學概念，活用並加深

加廣，學習成效不落窠臼。透過不同的評量方式，及時補強不穩固的概念，搭建完整

學習鷹架。 

4. 扎根臺灣，放眼國際：T&AMC 4－7 第一階段 AML 採美國數學聯盟（The Math League）

試題，此乃全球同步施測之國際檢測，參與國家包含美、加、中、臺等二十餘國家／

地區，考生逾百萬人次，其題型活潑多元，內含豐富數學趣味知識，而此階段成績優

異者更可取得美國數學聯盟頒發之國際認證，以作為未來留學、遊學之成績佐證。 

5. 超越自我，開創可能：開發多樣化評量工具，不僅為全國多所著名公私立國中、數理

資優班提供入學佐證資料，同時可為赴外留學提供有效憑證，而檢測成績優異者，可

獲邀參加 AMC 數學資優培訓課程，進一步接觸國際化數學題型，並提升學子未來應考

之能力。 

二、四大特色： 

1. 全臺唯一，累積歷程，全面診斷數學能力。 

2. 全臺唯一，結合會考，孰悉非選題無負擔。 

3. 全臺唯一，橫跨中小，延續累積學習歷程。 

4. 全臺唯一，國際認證，全球檢測數破百萬。 

三、檢測日期： 

2016 年 11 月 20 日（日），09:00－11:30 

四、報名資格：全臺 7 年級以下學生。 

※可跳年級跨考，但不可降年級報考，資格不符者，成績不予計算。 

五、報名費用：8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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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報名手續即贈送超越盃 T&AMC 全球數學分級能力檢測示範試題精選乙本！（市價

300 元，依報考年段附贈，不得要求轉換其他年段之試題） 

※為鼓勵家境清寒且對數學有興趣者，本會提供免收報名費之名額（須檢附清寒證明）。 

六、報名日期：2016 年 8 月 15 日（一）起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五）。 

七、檢測內容 

分兩階段，總成績 100 分，考生必須全程參與，否則成績不予計算。 

T&AMC 1-3 

第一階段：共 20 題選擇題（佔分 60 分），答題時間 30 分鐘。委請國內數學專家學者依

臺灣課綱研發設計，配合該年段學生數學基礎與心智發展，延伸多元試題，

檢測學生當前數學計算與理解能力。 

第二階段：10 題填充題（佔分 40 分），答題時間 45 分鐘依據臺灣課綱設計題目，透過

不同的評量方式進階檢測，增進當前學生的數學推理、多元思考能力，應用所

學概念。 

檢測內容 時間 

第一階段  20 題選擇題 
預備時間 09:30 – 09:40（學生進考場、就位） 

檢測時間 09:40 – 10:10（30 分鐘） 

第二階段  10 題填充題 
預備時間 10:35 –10:45（學生進考場、就位） 

檢測時間 10:45 – 11:30（45 分鐘） 

T&AMC 4、T&AMC 5 

第一階段：採美國數學聯盟（The Math League）全球檢測試題，答題時間 30 分鐘，共 30

題選擇題（佔分 30 分）。此試題全球同步實施，屬於國際性之檢測，學生得

選擇中文或英文試卷，表現優異者可得美國數學聯盟頒發之國際認證。 

第二階段：委請國內知名專家學者，針對臺灣數學課綱聯合研發設計。答題時間 45 分鐘，

包含 15 題選填題（佔分 45 分）與 2 題計算題（佔分 25 分）。 

檢測內容 時間 

第一階段  30 題選擇題 
預備時間 09:30 – 09:40（學生進考場、就位） 

檢測時間 09:40 – 10:10（30 分鐘） 

第二階段 
 15 題選填題 

  2 題計算題 

預備時間 10:35 –10:45（學生進考場、就位） 

檢測時間 10:45 – 11:30（45 分鐘） 

T&AMC 6、T&AMC 7 

第一階段：採美國數學聯盟（The Math League）全球檢測試題，答題時間 30 分鐘，共 35

題選擇題（佔分 35 分）。此試題全球同步實施，屬於國際性之檢測，學生得

選擇中文或英文試卷，成績優異者可得美國數學聯盟頒發之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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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委請國內知名專家學者，針對臺灣數學課綱聯合研發，獨家設計會考計算題

型，以增進當前學生的數學計算及與表能力。答題時間 45 分鐘，包含 15 題

選填題（佔分 45 分）與 2 題計算題（佔分 20 分）。 

檢測內容 時間 

第一階段  35 題選擇題 
預備時間 09:30 – 09:40（學生進考場、就位） 

檢測時間 09:40 – 10:10（30 分鐘） 

第二階段 
 15 題選填題 

  2 題計算題 

預備時間 10:35–10:45（學生進考場、就位） 

檢測時間 10:45– 11:30（45 分鐘） 

八、獎勵方式 

參加 T&AMC 4-7 的考生必須兩階段全程參與，否則主辦單位將

不予寄發證書及相關獎項。獎勵方式分為兩部分： 

1. 美國數學聯盟全球檢測試題 AML 

i. 參加 T&AMC 4-7 第一階段檢測之考生皆可獲得英文參加證

書（Certificate）。 

ii. 檢測成績優異學生獎勵方式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榮譽證書）：AML 成績達全數前 3％者，可獲頒榮譽證

書乙份。 

 Certificate for Honor Roll of Distinction （資優證書）：AML 成績達全數前 6％者，

可獲頒資優證書乙份。 

 Certificate of Merit（成就證書）：AML 成績達全數前 10％者，可獲頒成就證書

乙份。 

 Certificate of Superior（優良證書）：AML 成績達全數前 25％者，可獲頒優良證

書乙份。 

2. 超越盃 T&AMC 全球數學分級能力檢測 

i. 參加學生可獲得參加證書及成績單乙份。 

ii. 檢測成績優異學生獎勵方式： 

 菁英獎：總成績前 1％者，可獲頒菁英獎盃乙只，證書

乙份。 

 特優獎：總成績前 5％者，可獲頒特優獎牌乙只，證書

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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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等獎：總成績前 12％者，可獲頒優等獎牌乙只，證書乙份。 

 檢測傑出獎：總成績達前 25%者，可獲頒檢測傑出證書乙份。 

 檢測傑出獎以上之學生，優先獲邀參加「國際數理資優夏令營」，報名時檢附

成績證明享優惠方案。 

 

3. 團體報名獎項 

i. 10 人以上報名，團報成立 

 成績優異團體獎：採積分制，菁英獎 5 分、特優獎 3 分、優等獎 2 分、檢測傑

出獎 1 分；榮譽證書 5 分、資優證書 3 分、成就證書 2 分、優良證書 1 分。累

積分數達 50 分以上，可獲頒獎座乙座。 

 最佳貢獻團體獎：報名人數達 20 人以上之單位，可獲頒裱框獎狀乙個。 

 優良指導教師獎：該團體學生平均分數達到優等獎（12%）以上，可獲頒裱框獎

狀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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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媒體曝光／頒獎實錄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8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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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報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1&docid=10303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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