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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考招日程、學習歷程
與大學選才

【考招微調精進，銜接高中學習與大學選才】



配合108課綱
微調精進大學考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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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大學招生作業

入學管道 辦理期程 需要考試 其他審查

特殊選才
11-1月
(各校單招)

--- 資料審查、面試、筆試等

繁星推薦
報名：3/15-16
放榜：3/22

學測 (5選4) 高中在校成績(5學期)

申請入學
報名：3/24-25
一階：3/31
二階：5/19-6/5

學測 (5選4) ，
佔分比≦50%

資料審查(備審資料可由學習歷程檔案產出)、
面試、筆試、實作等，合計佔分比≧50%。
∗ 備審資料 ≧20%(註1)

分發入學 放榜：8/12
3≦學測+分科測驗≦5 
(註2)

---

主要入學管道與辦理期程

* 註1：醫、牙、美術、體育等系例外最低10%。音樂系111-112暫不限制最低比例，自113起最低10%。

只有申請入學
才會使用到學
習歷程檔案

* 註2：分科測驗≧1。
學測(如國、英、數A/B等)成績用於分發入學採計時，會將15級分制轉換為60級分制。
(15級分->57-60級分；14級分->53-56級分……依此類推)

大學招聯會規定
(111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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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大學入學考試

考試 日期 科目 成績計算 說明

學測
1/21-23

(3日)
國文(國綜+國寫)、英文、
數學A、數學B、社會、自然

15級分

*考試範圍：部定必修

1.各考科考生得自由選考。
2.數學A、數學B分節考試。
3.第1天[數A、自然]、第2天[英文、國

綜、國寫]、第3天[數B、社會]

分科測驗
7/11-12

(2日)
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60級分

*考試範圍：部定必修、部定加深加廣
選修

相較於110指考：國文、英文、數學乙
不考。

考試日期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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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數學考科參採(各校系各管道)

數學考科參採公告

109.05.15：111繁星推薦、申請入學

110.04.30：111分發入學。112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

111學年度各入學管道參採考科

110.10.25：網路公告校系參採考科

110.11.05：公告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招生簡章

http://www.jbcrc.edu.tw/learn1.html


大學申請入學
重視學生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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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收集項目與方式

7

學習歷程-學校平台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每學期上傳、件數不限

每學年上傳、最多6件 每學年上傳、最多10件

(經授課教師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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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到大學備審資料

學習歷
程中央
資料庫

*修課紀錄(含成績)

系統自動代入

*課程學習成果(至多3件)
*多元表現(至多10件)

學生勾選送出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學習歷程自述(自傳、
讀書計畫)

學生自行上傳

學生自
行製作

大學
校系

使用學習
歷程檔案
製作

自行製作
PDF

大學甄選會
報名平台

備審資料

備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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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申請入學備審資料審查專業化作法

• 各學系依據特色與人才需求，發展備審資料審查評量尺規。

• 107-109起，大學運用評分準則(評量尺規)進行審查。

前置作業

• 至少有3位以上教授進行審查 (如有分組，每組也須至少有3位)，

且三親等以內須迴避。

• 審查前：審查委員溝通討論評分標準、分數範圍等原則。

• 審查：依據學系制定評量尺規分項審查。

• 審查後：進行差分檢核討論確認 (如有分組則進行標準化)

實質審查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教育部自106年起推動
本計畫，補助大學辦理
左列專業化審查作法。

 108年起，全部大學都
已參與。

書審時看不到學生的學測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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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申請入學備審資料審查原則

3重
 重視學生基本素養所展現的核心能力
 重視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活動
 重視資料真實性及學生自主準備

2不
 不是學系所列的所有項次都要具備，大學重視多面向的參採
 不是以量取勝，大學重視學生學習過程的反思

 招聯會109年12月7日發布：

※從資料中找到能力，所以是綜合審查，不會每個項目都換算成分數(不會少一項扣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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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申請入學備審資料評分標準發展

壹
• 學系希望收到怎麼樣的學生？

貳
• 希望學生在高中階段學會/具備什麼 ?

參
• 希望學生在書審時提交哪些資料 ?

肆
• 如何區分學生的表現水準

依據學系的特色與
人才需求

從知識、技能、態
度出發

簡章要求/評量尺
規審查細項

評量尺規評分等第

 學系：請學生交「哪些
項目」的資料才能判斷
學生有或沒有學系需要
的能力或特質

 學生：交「哪種內容或
形式」資料才能證明有
校系需要的能力或特質

思考點：
很多幹部證明、志工服務
時數，就能代表有領導能
力？有弱勢關懷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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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學習歷程準備建議方向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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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學習歷程準備建議方向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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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習歷程-台大怎麼說…

 台大丁詩同教務長 (110.01.27)
學習歷程檔案我們一定會看…台大有兩項很重視，第一個是「跨領域」的探究與實作，第二個

是「加深、加廣」的選修課程…不需要去校外，學一些有的沒的或是參加營隊，以為這能豐富

學系歷程的學習成果，這就大錯特錯。(節錄) 

 台大詹魁元副教務長 (109.12.07)
各種多元的校訂課程、小論文等僅供參考，參加活動建議以校內為主、校外為輔…..他直言學

生應「先確認，如果這項活動不放進學習歷程檔案備審，這樣你還去不去？如果你參加的唯一

目標就是放備審，那我建議你不用去，去了也不會有任何收穫」。詹魁元表示，以台大角度來

看，各種營隊只屬於學生活動，沒有參加不會扣分，有得到證明也未必加分，如果參加了一堆

但只是流水帳式紀錄、沒有重點、心得或論述，就等於浪費時間，希望學生不必要有一定得

「放好放滿」的壓力。(節錄) 

https://tw.news.yahoo.com/%E5%8F%AA%E6%8A%8A%E5%AD%B8%E6%B8%AC%E8%80%83%E5%A5%BD%E6%B2%92%E7%94%A8-%E5%8A%A0%E6%B7%B1%E5%8A%A0%E5%BB%A3%E8%A6%81%E8%A8%98%E5%BE%97%E9%81%B8-051133764.html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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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自述怎麼寫 - 大學提供準備指引

項目 學習準備建議內容 大學怎麼審?

學習歷程自述
高中學習歷程反思、申請動機、
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與現行自傳/讀書計畫相同)

透過準備指引，以問
題方式引導學生撰寫。

 個人申請書審資料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中央大學)

1.告知學生學系審查重點 / 透過問題引導學生寫自傳與讀書計畫

2.使學生瞭解如何準備書審資料/ 反思是否適合申請學系

3.銜接學生學習歷程

4.目前多數大學(如清大、成大、中央、中興、中山等)均有公告。

http://pdc.adm.ncu.edu.tw/Admission/%E5%90%84%E9%A0%85%E6%8B%9B%E7%94%9F/%E5%A4%A7%E5%AD%B8%E7%94%84%E9%81%B8/110/110%E5%AF%A9%E6%9F%A5%E6%BA%96%E5%82%99%E6%8C%87%E5%BC%95.htm
http://sdo108.nsysu.edu.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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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指引範例：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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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參考資訊，協助學生學習及準備備審資料

 重視數學推理、
組織能力及外語
能力等多元能力

 關注自信心、堅
毅性、合作性、
探究性等個人特
質

大學招聯會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修課紀錄重點領域

 數學領域
 科技領域
 語文領域

課程學習成果

 書面報告
 實作作品
 自然科學領域探究

與實作

大學(招生組)公告
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

請學生說明

 高中期間修習哪些課程及
表現，以準備就讀資工系?

 請學生說明人格特質如何
適合資工系?

 遇過的困難與挑戰為何?如
何解決與面對?

原來招聯會及各大學在
網路上都有公告
很多資訊可以查閱~~

我想念中央大學資工系，但我適合嗎？要怎麼準備？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108新課綱需要大學、高中與家長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