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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築夢踏實 

一、紀錄學習歷程 

1. 為什麼要做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P1）？ 

  108 學年後入學的

高中生每個人都會有專

屬於自己的學習歷程檔

案，記錄你從高一到高三

在校三年的學習成績和

多元表現，方便三年後申

請大學使用。不需要在高

三準備升學時才急忙回

憶整理過往的學習紀錄，

也無須額外編排整理，可

直接從學習歷程檔中挑出最適合的資料傳至申請的大學校系，輕鬆完成備審資料。 

 

2. 要上傳的內容： 

 

 

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課程

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

自述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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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課程學習成果認證作業流程： 

4. 查詢各大學科系參採內容： 

  同學在校學習歷

程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升大學不再只看大考

成績，而是要展現個人

特色和適性發展的學

習軌跡，學習歷程檔案

在升學路上將扮演重

要角色。因此要積極探

索興趣和志向，轉化為

修課行動和成果展現，

逐步累積自己的學習

歷程。 

  大學也會公布招

生時想看到同學的哪些學習歷程和校系參採資料。所以同學在高一時，一方面探索興趣志向、多元學

習，若已有理想校系，就可留意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查詢系統公布的校系招生參採資

訊，作為選課時的參考。 

 

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查詢系統 

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https://reurl.cc/0jkQZo 

 

https://reurl.cc/4aOXkR 

  

https://reurl.cc/0jkQZo
https://reurl.cc/4aOXkR


31 

二、了解升學管道 

1. 各種考試與升學管道時間表： 

 

 

2. 各類升學考試內容 

(1) 英語聽力測驗：高一至高二英文必修課程 

(2) 大學術科考試：音樂、美術、體育三項術科考試 

(3) 學科能力測驗（X）範圍—基本學力： 

考試科目 測驗範圍：部定必修 

國文 必修國文 

英文 必修英文 

數學 A 高一必修數學、高二必修數學 A類 

數學 B 高一必修數學、高二必修數學 B類 

社會 必修歷史、必修地理、必修公民與社會 

自然 
必修物理、必修化學、必修生物、必修地球科學 

（含探究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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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科測驗（Y）範圍—關鍵學科深度能力： 

考試科目 
測驗範圍 

部定必修 部定加深加廣 

數學甲 
高一必修數學 

高二必修數學 A類 
數學甲類 

歷史 必修歷史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 科技、環境與藝術的歷史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 

地理 必修地理 
空間資訊科技 社會環境議題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公民與社會 必修公民與社會 
現代社會與經濟 民主政治與法律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物理 必修物理 
力學一 力學二與熱學 波動、光及聲音 

電磁現象一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化學 必修化學 
物質與能量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生物 必修生物 
細胞與遺傳 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 

 

3. 學測（X）、分科測驗（Y）與綜合學習表現（P）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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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試與入學管道： 

(1)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多元入學方案： 

管道名稱 內容 參考網站 

特殊選才 
各大學獨立招生， 

高三上陸續公布簡章 
各大學招生網頁 

繁星推薦 
五學期在校成績前 50%者有資格報名， 

須通過各大學學測、英聽檢定/篩選標準 

大學招生聯合委員會 

http://www.jbcrc.edu.tw/ 

申請入學 
學測（X） 

+ 綜合學習表現（P） 

分發入學 

採計入學考試中學科能力測驗（X）、 

分科測驗（Y）與術科考試之成績， 

由校系自訂採計考試科目組合。 

四技申請 
以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申請， 

至多可申請 6個科系 

聯合甄選委員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獨立招生 依各校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各校招生網頁 

註:各項規定依當年度公告簡章為主 

 

 

  

http://www.jbcrc.edu.tw/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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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升學管道 

A. 中央警察大學 V.S.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中央警察大學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初試內容 

1. 參酌學測成績及甲、乙組招生名

額；考生只能擇 1組報考，不得

同時報考（約於 4月下旬） 

2. (1)甲組(自然組)：採計國文、英

文、數學、自然四科 

(2)乙組(社會組)：採計國文、英

文、數學、社會四科 

獨立招生自辦甲、乙組筆試，考生

只能擇 1組報考，不得同時報考 

（約於 5月中旬） 

複試內容 
口試、體格檢查、體能測驗 

（5月下旬） 

體能測驗、口試、體檢現場檢查、

審查指定醫院檢查完成之體格檢查

表(7月初) 

學制 學士班四年制 專科警員班正期學生組兩年制 

服役年限 畢業後需服役 4年 畢業後需服役 2年 

相關網站 

 

 

 

 

 

https://www.cpu.edu.tw/ 

 

 

 

 

 

https://exam.tpa.edu.tw/ 

 

B. 國軍入學管道 

 

https://www.cpu.edu.tw/
https://exam.tp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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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運動績優學生大專院校升學考試(甄審&甄試&獨招) 

地區 

方式 
美加地區 香港及日本地區 中國大陸 

參考之標準測驗 SAT測驗 學測成績 學測成績 

檢附證明 

1. 英語能力證明 

(如：TOFEL、

IELTS) 

2. 個人自傳 

3. 依各校要求為主 

依簡章要求 依簡章要求 

D. 國外大學 

類別 

項目 
甄審 甄試 單獨招生 

承辦

單位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委員會 各大專院校招生組 

報名

資格 

3年內代表國家 

參加國際賽會獲指定成績 

1.2年內參加國際賽會 

或國內全國性運動會 

獲指定成績 

2.甄審資格得報考甄試 

1.運動表現優異者 

2.曾為學校代表隊 

3.高中體育班畢業生 

報名

程序 

學生向畢業學校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承辦單位初審考生資料後 

至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網站辦理報名 

（4月中旬起） 

至各大校下載相關簡章 

逕自報名 

學科

考試 
無 

採計學科考試： 

國文、英文、數學 

(5月底) 

部分學校 

採計學科能力測驗(X) 

術科

檢定 
無 

其運動項目屬團體競賽 

應參加專長術科檢定 
須參加術科檢定考試 

錄取

分發 

甄審分發以各校所提 

運動種類、名額及條件為限 

依學生運動成績等級、志願序 

及學業成績予以分發 

1.依學科考試成績與運動成績

等級加分之總分高低及志願

序分發 

2.術科檢定為通過者不予分發 

依考生之總成績及志願

順序決定錄取分發學系 

相關

網站 

 https://lulu.ntus.edu.tw/ 

各校招生網頁 

 

 

 

https://lulu.ntu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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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項升學管道及考試相關連結／QR Code 

網站 網址 QR code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www.jbcrc.edu.tw/ 

 

大考中心 http://www.ceec.edu.tw/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多元入學升學網 http://nsdua.moe.edu.tw/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https://www.cape.edu.tw/ 

 

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http://www.jbcrc.edu.tw/
http://www.ceec.edu.tw/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
http://www.uac.edu.tw/
http://nsdua.moe.edu.tw/%23/
https://www.cape.edu.tw/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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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網址 QR code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 

 

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https://reurl.cc/4aOXkR 

 

技訊網 

技專校院招生資訊查詢系統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原住民師範保送甄試 https://abo.site.nthu.edu.tw/index.php 

 

原住民醫事人員甄試 https://reurl.cc/pg2L3e 

 

 

  

https://www.jctv.ntut.edu.tw/
https://reurl.cc/4aOXkR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https://abo.site.nthu.edu.tw/index.php
https://reurl.cc/pg2L3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