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歷程檔案在世界各國高等教育選才策略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蔡明學】

壹、前言
2002 年實施多元入學後，臺灣的大學入學管道分為甄選入學制與考試分發入學
制，而甄選入學中又包含了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
。
目前大學入學主要管道有三：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繁星推薦其選才之重
點在於平衡城鄉就學機會，推動就近入學；申請入學則是在通過一階之後，採計於學
習歷程與多元表現，讓大學端進行綜合評量，以利適才適所之選才；考試分發則僅採
計大學指定考試成績作為入學評判（陶宏麟、吳澤玫，2019；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2021）。
個人申請是現行大學入學主要管道，據教育部（2019a）統計資料指出，該管道在
109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招生名額中約占 52.2%。且在 111 學年開始採用的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簡稱 108 課綱）總綱大學多元入學管道新方案後，個人申請入學
管道將變得更加重要。課綱政策本就預備擴大個人申請入學比例，希能以「適才揚性」
、
「提升素養」作為未來的教育核心，成為高中學生們預備的重要方向，也代表須協助
學生們進行自我探索與記錄。最後，多元入學之出發點，是希望讓學生能找到適合自
己興趣與未來發展的學校與科系，另一方面也讓科系都有機會透過不同方式選擇適當
的人才進行培育。
自多元入學管道開啟後，學習表現與歷程越顯重要，尤其加上 108 課綱，素養導
向之教學重視學習歷程，要求學生自 111 學年度起，須完整記錄高中階段學習表現，
除考試成果須記錄外，學生須定期上傳個人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果，並進行認證，供未
來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時，作備審資料採用。當今著重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部
分，主要是希望能瞭解學生學習軌跡、個人特質、能力發展等，補足考試無法呈現的
學習表現（108 課綱資訊網，無日期）
。換言之，學習歷程檔案的加入與個人申請入學
管道比例提升，也使本來以考試成績對大學升學的影響力降低，這些改變使各方都開
始注意到學習歷程檔案重要性。
根據上述結果可以發現，大學入學管道已從「考試分發」轉移到「申請入學」
，也
因如此，學習歷程檔案的功能角色更趨重要。然而世界各國又是如何看待學習歷程檔
案，值得吾人深入思考。
貳、世界各國的具體做法
隨著 108 課綱正式實施，大學入學制度中最受矚目的變革即為申請入學升學管道
中備審資料——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之運用。目前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所蒐集的項目，含
括基本資料、修課記錄、課程學習記錄及多元表現等四個項目；學生於確認申請學校

後，除前述學習歷程檔案外，須再自行上傳學習歷程自述供大專院校使用，此項則囊
括過去所知的自傳、學習計畫與學習歷程反思等內容（傅遠智等，2021）。
因為將學生於高中階段之學習歷程檔案納入申請入學之備審資料，將有助了解學
生學習軌跡，與學生學習表現相互串接後，能使大學端的招生選才更符應校務發展之
策略性規劃。
不止臺灣體認到學習歷程對學生的重要性，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端選才時亦採取不
同學習歷程做法。因此，本文整理各國經驗，作為國立大學在申請入學方式規劃篩選
學習歷程檔案之參考，及探討跨領域人才是否在個人申請時具有優勢性，提供給臺灣
未來擬定人才培育策略做參考。
（一）美國以 STEAM 教育為中心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美國各州亦有類似於學習歷程檔案的設計，但無論其計畫名稱或細目為何，推動
檔案的建立都不是任何一個角色單打獨鬥，學校與家長、家長與老師、老師與學生之
間都是計畫成功的合作伙伴。美國「個人發展規劃」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DP）
，是推行於全美國高中的一種個性化規劃策略，用來協助學生自主規劃學習計畫，
並與自己的生涯渴望串接，其範圍常涵蓋至畢業後計畫，使學生做好上大學的準備，
提升其大學與職涯準備度。IDP 的規劃內涵包括生涯、學業及個人、社會等多重領域，
透過一連串自我探索、生涯探索、選課與學習規劃、行動與反思等螺旋循環歷程，讓
學生積極參與、規劃、管理自己個人發展的機制。在這樣的過程中，常引入「學習歷
程檔案」概念與做法。（秦明秋、黃毓娟、王思峯，2018）。
接著，以世界知名加州大學系統為例，申請學生須提交備審資料。所需提交資料
項目及內容與我國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大致無太大差異，但不同是大學部學生在
入學時尚未決定主修科系。申請入學學生須提交包含個人與家庭介紹、欲填報校區與
校系、就學經歷與參與課程分數、各項考試分數、活動與殊榮及欲申請之獎學金項目
等資料。在所提交項目上主要為能協助審查者理解申請者個人特質與綜合性能力，而
非關注申請者入學特定科系後表現。且審查作業採綜合性審查（comprehensive review）
，
著重個人特質與綜合能力，檢視該申請人是否符合選才要點或具備入學潛質（傅遠智
等，2021）
。因此，比起單純選拔學術能力或個人特殊成就傑出的學生，加州大學系統
更傾向以全人觀點來審視學生是否在所處的成長環境展現發展的潛力，此點與我國推
行學習歷程檔案的新課綱精神相似。
近期美國更掀起一場成績單革命，參與陣容像雪球愈滾愈大。2016 當時名列全美
25 名的霍肯高中（Hawken School）校長拋出「新模式」（A New Model）成績單的概

念。參與學校已包括 200 多所美國公、私立學校，還有位於新加坡、阿聯、中國、日
本、印度等地的美國學校，及當地私立學校。這個「新模式」成績單與臺灣新課綱的
核心素養及學習歷程檔案的概念非常吻合（親子天下，2019）
。也希望臺灣能借鏡美國
之做法，修正申請入學時學習歷程檔案之不足。
而過往美國一直強調將四大領域專業知識，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結合而成為
的 STEM，希望補強不同學科之間的隔閡。2015 年更加入了「藝術（Arts）」的元素，
期待學生學習更完整，創造、發明更連結人的溫度和關懷，正式形成了所謂的「STEAM
教育」
。因應跨領域人才培育，也開始有許多初等與中等教育的新學校誕生，由此可以
看出美國已將跨領域教育往下延伸。因此，美國學生在中等教育之時便能夠培養跨領
域能力，以此知識放入「新模式」成績單中，作為自身申請大學的學習資料之一。
（二）韓國以實用性技術工程相結合的學生綜合紀錄簿
韓國大學的招生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一般招生，一種是特別招生。而從招生的
時期，又可分為定期招生與隨時招生。一般招生的考生需要參加第一階段考試，然後
再參加各大學自行舉辦的第二階段考試，最後以兩階段考試成績綜合計算作為判定考
生成績的依據，韓國與日本的做法大致相同。韓國推薦入學屬於特別招生的一種，在
隨時招生中實施（王家通，2005）
。
而早於 2017 年教育部便率團赴南韓，考察當地推行十多年的「學生綜合紀錄簿」
，
據此研發國內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南韓要求高中生在紀錄簿中撰寫項目包括學業成績、
出缺勤、得獎紀錄、社團活動，還要逐年寫下「生涯希望」
，描述夢想職業和想投入的
理由。
同時，為增強國家科技競爭力而引入了整合型人才教育的概念，開展中小學階段
的教育實踐，著力培養中小學生的整合應用與科技創新能力，進而為提升國家競爭力
奠定青少年人才基礎。因此，2011 年韓國教育部便發布了《整合型人才教育（STEAM）
方案》
，該方案以數學和科學為中心，並將其與實用性技術工程相結合，以構建「培養
現代社會所需的具備科學技術素養的人才」平臺為目的（李協京，2015）
。在學校吸收
整合型人才教育的課程知識的學生們，便可將跨越學科的學習軌跡都寫進自身的「學
生綜合紀錄簿」中，在高三申請大學時提交。
（三）日本以文理融合型進行跨領域學習表現作為主軸
日本的大學入學制度管道多元，採兩階段考試，考生必須先通過共通測驗，再參
加各校自辦的入學考試。此目的為考核學生是否具備各學系所需之特長與性向，最後
以兩次試驗的成績綜合計算來判定考生之入學成績。在日本的大學入學制度中，除了

「一般選拔」的考試入學外，尚有「特別選拔」並分為推薦入學及申請入學（Admission
Office，AO 入試）。以學生素質和人品是否合乎該大學精神理念，也就是該申請者是
否為該大學謀求的學生，不須就讀高中的推薦函就可報考。在書面資料審查和面試方
面看重學生個性和能力，及將來的目標志向等進行評價。（李佳靜，2015）。AO 入試
也是模仿美國大學招生制度的校內單位，負責招生及提供入學後教育狀況之建言與指
導。據統計 2003 年約有 21 所國公立大學及 335 所私立大學（占私立大學總校數 64%）
採用此制度（王家通，2005）
。此方式較注重學生多元能力與個性評價，使大學也較能
招生到適合學系之學生。
而為因應 AI 等尖端科技發展，無論文理組的學生日後都有必要具備尖端科技基
礎素養，因此建議文組學生也須學習理化等科目，並需要重新評估現行大學區分文理
的考試制度（駐日本辦事處教育組，2019）
。
《日本經濟新聞》也指出越多日本國立大
學，積極打破文科理科壁壘之分，成立「文理融合型」新科系。而文部科學省也開始
重視大部分學生所選擇就讀的高中「普通科」分類重組，預計 2022 年便會產生新形
態，希望於現有普通教育外再增設置新學科，而名稱是期許跨越文、理科規範學習範
圍的「學際領域學科」等，也將開設不同跨領域與複合式教學科目（駐福岡辦事處派
駐人員，2021）。可知，日本高等教育由上向下延伸至中等教育，皆積極發展跨領域
「學際領域學科」。學生可在自身書面資料中增加跨領域相關學習內容，以此更好銜
接大學端。本研究根據上述各國學習歷程檔案文獻內容與我國進行比較，整理出三個
國家分別的學習歷程檔案做法與內容，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各國學習歷程檔案做法與內容
國家
檔案名稱

美國

韓國

個人發展規劃（IDP） 學生綜合紀錄簿

日本
類似我國 之前備審
資料

檔案內容

生涯、學業及個人、 學業成績、出缺勤、 與申請學 校科系相
社會等多 重學習領 得獎紀 錄、 社團活 關資料。
域規劃。

使用目的

動。

學生自我探索、積極 引導學 生勾 勒未來 引發學生 生涯目標
參與、規劃、管理個 職業規劃，以及從事 志向。
人發展機制。

該工作的原因。

申請大學入學審 申請時採 綜合性審 若學校 發展 在於吸 考核學生 是否具備

查特色

查，著重於個人特質 收整合型人才，學生 各學系所 需之特長
與綜合能力。

可將跨 領域 的學習 與性向。對於積極發
軌跡紀錄「學生綜合 展「學際領域學科」
紀錄簿」，在高三申 學生，申請資料應增
請大學時提交。

加相關學習內容，銜
接大學端。

STEM

強調將科學、技術、 2011 年《整合型人才 日本國立大學，積極

課程規劃

工程及數 學整合成 教育（STEAM）方 打破文科 理科壁壘
STEM 課程， 2015 案》，該方案以數學 之分，成立「文理融
年更加入 了「藝術 和科學為中心，並將 合型」新科系。
（Arts）」元素，期待 其與實 用性 技術工
學生學習更完整。

程相結合。

資料來源：蔡明學（2022）。
參、結論
一、鼓勵學校以 STEAM 教育成為發展自主學習建構學習歷程檔案之核心目標
經上述文獻探討得知，世界各國跨領域人才培育逐漸受到重視。也使 STEM 教育
成為矚目的潮流。臺灣在高等教育階段上也因應市場人才需求，無論公私立大學紛紛
邁出跨領域的步伐設立「不分系」，透過此管道入學的學生，都能獲得更多時間來探
索自己的志趣。然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發展，在高中課程之中具備發展跨領域課程的
理想，以利培育出跨學科專業人才，積極向下推動跨領域以提升國家軟實力。然而在
現場執行上仍有其困境，主要在於國家投注資源在 STEM 相關科系之人才培育，缺乏
理解高中學生的課程內容與教師學習供給情況，導致對於提升學生跨領域學習興趣尚
待努力。
二、鼓勵各校建構跨領域學習課程
為更好讓中等教育銜接高等教育，多元化申請大學亦成為趨勢，許多國家皆看重
跨領域學習融入學習歷程檔案作選才參考之一。因此，跨領域知識便能更佳完善的被
記錄進自身高中三年的學習歷程之中，讓大學端更能透過此方式選擇適合的人才進行
培育。111 年首次將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大學申請入學的評分標準，其相關變革對於該
制度發展上的影響仍未得知；又當世界重視跨領域人才培育之時，我國對於跨領域人
才是否會在入學制度取得相對優勢，也須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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