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化學 題號 19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CD 

●建議之處： 

沒有加清潔劑，奈米硫也可以分散在水中。 

建議答案：(C)D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化學 題號 20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DE 

●建議之處： 

D選項”只有”與 E選項”含有”互相矛盾 

建議答案：(D)E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1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C 

●建議之處： 

AC選項超綱 

建議：AC送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14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B 

●建議之處： 

AD選項超綱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24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CD 

●建議之處： 

B選項是否有”即時追蹤”,進而改變方向,有待商榷 

建議：B選項送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29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BE 

●建議之處： 

選項內容超綱,其中,ABD涉及神經解剖學之細部內容,高中課本未提及,學生

無法判斷,E僅為靜平衡覺,動平衡並不符合此敘述。 

建議：整題送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33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AD 

●建議之處： 

A選項有錯字(噬菌體,非嗜菌體),但若 A為正確選項時,會影學生作答。 

建議：A選項送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44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A 

●建議之處： 

此非高中實驗內容,不應放在實驗題中。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46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C 

●建議之處： 

此非高中實驗內容,不應放在實驗題中。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48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B 

●建議之處： 

B選項為實驗過程中，實驗組的操作過程(熱對酵素活性的影響)，故建議送

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非選一 1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 

●建議之處： 

題目敘述不清楚,學生不易判斷要從何種情況變化至何種情況,導致不知該如

何作答。 

建議：請斟酌給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非選二 2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 

●建議之處： 

課本內容只提其作用及運送機制，並未提及其於何處儲存，學生無法作

答。 

建議：送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1/2019 

科目 生物 題號 非選二 3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 

●建議之處： 

課本內容並未提及病毒於植物體內”長距離””快速”運輸的方式，因此

無法判斷正確的構造。 

建議：請斟酌給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3/2019 

科目 歷史 題號 23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C 

●建議之處： 

提問句不明，敘述易造成混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3/2019 

科目 地理 題號 18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C 

●建議之處： 

若站在不同角度，則會有不同的詮釋結果，例如以在地居民立場來說，解

決交通擁塞是屬於社會正義，而在環保立場來說，共乘或使用大眾運輸可

以減碳則隱含生態都市的理念，故建議 A、C皆給分。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3/2019 

科目 地理 題號 19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C 

●建議之處： 

甲乙丁選項已明確表示出現象的變化，而丙選項「國際金融流通」僅是現

象的陳述，語意應該更為明確。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第 1頁，共 17頁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表 

 

申請方式：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見者，得於 108年 07月 08日前，填妥本表，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10673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 237 號」（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姓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連絡電話：02-2585-7528 

應試號碼： 申請日期：7/3/2019 

科目 地理 題號 30 

意見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B 

●建議之處： 

圖 6給予提示不足，難以判斷選項區域的高度與林相。 

備註： 

1. 表格內所有欄位，請一定填寫完整，若因資料不足而影響回覆作業，請諒解。 

2. 請將意見內容詳述於本表「意見」欄中，並書寫工整，以利辨識。若未能對試題
或答案提出明確意見者，本中心得審酌來函內容，不予回覆。 

3. 每張以提問 1題為限，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本中心將於 108年 07月 15日上網公告「試題或答案反映意見回覆內容」。 

有關本次所蒐集的個資，其處理方式請參閱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請見下頁或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個資保護專區詳細審

閱）。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請打ˇ）。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ee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