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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高中以下校內測驗無紙化

議題背景:

當前國內高中以下考試測驗多以紙本測驗為主，不僅大量耗盡自然資源，

試卷重複使用性也不高。

考慮到紙本測驗對於環保與經濟皆有一定負擔，故提議從高中以下各級學校

實施測驗無紙化，以達到環保與經濟效應。



現況問題

1.環保問題:

● 造紙業消耗森林資源，森林面積減少是地球暖化的一大要因。

● 造紙過程中也需要耗費不少能源，並造成一定程度的汙染。

2.經濟問題:

● 紙本測驗所耗費的紙資源相當大，為了購買紙張所消耗的經濟支出也相當可觀。

● 加上近年紙漿價格上漲，未來投注在紙張的花費只會一再增高



相關案例



相關案例

1. Manipal University的平板電腦考試

2017年9月，Manipal University開始將平板電腦納入考試，且幫助該大學每年節省

300萬份紙張；同時，該制度的啟用，也吸引了一些大學跟進，如PES University以及

Maharani Lakshmi Ammanni College for Women。

Manipal University在設備上採用了新的螢幕，讓學生寫作起來的感覺與在紙張上書

寫類似，並且降低光線，以保護學生眼睛。為防止作弊，此類型螢幕也限制了學生的

視角。



相關案例

2. Advanced Placement(AP)考試

College Board(也就是 SAT 的出題機構)於2021年更新了AP考試，提供包含全部知識
點的線上考試，由學校統一安排或授權學生在家考試。

線上考試只限在電腦上進行，而非其他電子用品，如:手機、平板電腦等，確保所有的線
上考試都會公平公正。

例如：參加線上考試的學生將無法返回到已回答的問題，或是返回或者跳轉到未回答的
問題、線上考試將全球統一時間開始等。



相關案例

3.美國NCLEX-RN(註冊護士執照)考試

自1994年4月起，轉採電腦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簡稱CAT）的方式

，並且全國統一。此一測驗除了免去紙張耗費，電腦亦能針對考生作答情形，隨時作

出判斷並調整考題難易度。

當時，僅有全美的各大城市設有CAT的考試中心，他國護理師若要應試，則須親自赴

美。然，自2005年1月後，各國護理師則可以選擇非美國本土或屬地應試；是

NCLEX-RN繼考試無紙化後，在考試其他方面的一大改變，同時更立下另一環境保護

之里程碑。



相關案例

4.北市公文電子化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於2015年
推動電子公文並簡化流程，公文時效由

發文到存查各減少19%與38%，公文品

質沒有降低，也可以減少儲存空間。

電子公文佔比從六月的60%增加到八月的89%，

顯示這是個成功的案例。



相關案例

5.北京協和醫學院無紙化OSCE考試測驗

此系統於2014年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考試

中試運用，基本達到無紙化考試的要求，無

紙化考試系統充分利用B/S模式的特點，實

現將考試系統移植到網路上的功能，該系統

的優勢在簡化老師出題的工作，並減少考後

人工閱卷與統計。



相關案例

6.托福(TOEFL)

1964年實施紙本型態測驗(Paper based test，PBT)

1998年改採電腦作答的電腦化測驗( Computer based test，CBT)

2006年再度轉型為網路化型態的測驗(Internet based test，IBT)

實際上，CBT與IBT並無太顯著差異，其中的異同只在於考試的順序以及題型的調整

，由此可知，托福官方早在98年嗅到無紙化之趨勢，並付諸實踐。



相關案例

7.金門縣建造執照審查無紙化

自2020年5月1日起推動，

以平板電腦搭配WIFI雲端「無紙審照Go」app，線上進行電子建築圖審查，

並結合「建管得來速」app，透明化案件最新流程進度。

一改過往因審圖而需要多次紙本複印之風，走向環保；在流程方面也極力追求透明化

，以提升審照進度。說明該政策在節能環保之外，亦能提升行政效能及服務品質的多

面向效益。



具體方案&影響



具體方案

1.電子測驗：

● 將目前使用的實體試卷測驗方式改為電子試卷，以電子測驗的方式進行。

● 利用平板以及電腦讓學生使用，學習國外成功的經驗，將設備的最大亮度調低，

保護學生的眼睛。

● 建立一項監控系統，讓老師的電腦能同時出現所有學生的螢幕畫面，以防學生查

詢答案。此目標是本議題的主要目標。



具體方案

2.以其他評分方式取代測驗：

● 可以透過別的評分方式作為評量學生的成績標準。例如透過研究報告分析、計畫

成果發表等形式

● 不僅可以達到無紙化測驗的目的，也可以改變舊式填鴨式教育的測驗方式，以更

靈活的形式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果。



具體方案

3.尋求較環保的紙類替代方案：

● 現階段如有無法實行無紙化的原因，可考慮使用較環保的再生紙或未漂白的紙

張，由國家或學校向廠商批量購入

● 一方面可作為較環保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支持再生紙廠商，讓國內的造

紙業往環保的再生紙製造趨勢發展。



預期效益與影響

● 達到環境保護效益

● 降低一次性資源支出

● 減少測驗所需人力

● 避免閱卷上的糾紛



預期效益與影響

● 提升作答效率

● 提高考試靈活度

● 順應國際趨勢



提案目標
短期→中期→長期



短期目標

1.開發設計並測試無紙化測驗軟體：

● 設計系統，班級小考進行測驗，評估其使用狀況後進行系統修正。

● 初期以學校既有之電腦教室設備，用選擇題等較簡單的試題進行。

○ 使架構的系統逐漸成熟

○ 讓老師及學生熟悉線上測驗之模式

● 從較容易實施的科目，如：國文科與社會科等，利用電腦直接選填答案，進行電子

考試測驗。



短期目標

2.逐漸改變傳統紙筆測驗方式作為無紙化測驗之緩衝：

● 升學考試科目逐漸減少利用紙筆考卷測試

● 藝能科等其他不同科目之需求，評估考量使用其他評量方式計算成績

例如：簡報報告、課堂重點、上課心得……等

○ 減少傳統紙筆測驗

○ 重新檢視原有之測驗，找尋最適合各科之測驗方式



短期目標

3.教學配合政策：

● 加強宣導學生精進中、英文打字能力

● 以利後續電子化考試在時間限制的作答流暢度熟悉電腦之基本功能

● 保障學生在無紙化測驗時權益不受損



短期目標

4.防止作弊:

● 將每一位學生之考題順序相異

● 座位與座位間增設隔板，以防止有瓜田李下之嫌。



中期目標

簡易數字輸入

數學科

較複雜注音拼音

國文科作文

1.適性調整無紙化科目比例：

學生適應電腦作答之考試形式後，逐漸增加需要以鍵盤輸入作答科目之比例，

讓學生能適應不同性質考科的無紙化測驗。

ABC字母拼寫

英文科



中期目標

2.使用環保紙張供應不可取代之紙張使用需求：

當有不可避免或較難替代的用紙需求時，例如：

● 注音國字之寫法拼法考題

● 尚未具有電腦使用能力之學齡兒童

● 複雜數學與理化計算的過程

● 數學科證明題等敘述性題目



中期目標

由教育部或各級學校向廠商洽談，

以相對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購入環保紙張，

像是再生紙或未漂白的紙張等，讓無可避免的用紙也能不失環保精神

2.使用環保紙張供應不可取代之紙張使用需求：



中期目標

3.軟硬體設備之升級：

● 硬體方面：購足實施測驗之硬體設備，如：電腦、平板電腦等

● 軟體層面：完成測驗系統，並逐年升級電腦頻寬，以利試題保密與測驗進行

之流暢度

此外，研發自動辨別之切換畫面警訊系統，

以避免學生出現作弊之舉動，貫徹公平公正的精神。



長期目標

1.完善測驗系統，將無紙化測驗廣泛運用在各科目

● 將過去各科無紙化測驗之成功經驗統一集中，以利無紙化測驗平台之定期更新

與修正。

● 將平台升級為一處理頁面，測驗開始便無法中途離開。

● 各科考試均能以無紙化測驗之方式進行，進而達到以無紙化測驗為主的教育生

態環境。



長期目標

2.提升軟硬體設備功能至可配合全面無紙化測驗模式之程度

軟體方面：

● 整合數位教學資源，將既有之應用系統雲端化，針對網路頻寬提升、資源整合、資通安全

防護與學習服務平台提出行動方案。

● 結合各縣市政府專業團隊、人才做資源的提供、經營維運與數位 內容之研究。

硬體方面：

● 資源由學校提供，使每位學生都擁有個人的應試設備。針對其餘特殊需求的測驗 (例如手

寫題)，則可引進手寫板等設備，使得測驗達到全面無紙化。



長期目標

3.無紙化測驗模式普及化，平均教育資源

● 資源由校方提供

● 針對資源較貧乏的地區，則由政府提供額外資金補助

● 提升數位學習資源之普及率，讓無紙化測驗成為全民教育中普及的模式，減少資

源城鄉差距以及不適應性的產生。



結論

● 儘管意味著使用模式的改變，以及龐大經費的付出，但此一環保精神的實踐以及

現代化的革新是值得投資的。

● 無紙化測驗的政策利大於弊

→能貫徹環境保護之理念

→減緩地球暖化

→達到生活品質改善之展望

→對於未來國家的競爭力是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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