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 APX 全國高中數理能力檢定報名簡章
Advanced Placement eXams
壹、 檢定簡介
APX（Advanced Placement eXams）全國高中數理能力檢定，是一項由國立交
通大學於 2019 年所創建之最具公信力的數理學科能力測驗考試。所施測的科目共有
「物理」、「數學」、「化學」、「生物」四科，皆由國立交通大學教授群親自命題，並嚴
格審查題目之信度與效度。施測對象為全國公私立國中、高中、高職學生，受測者除
了可取得經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認證之能力證書及測驗分數外，更提供評量項目分析
表幫助學生了解自身學習弱點，精進自己的學習。
參酌前兩屆應考考生，以及老師、家長的建議，本屆(第三屆)APX 檢定試題開始
分為兩個級別（「高級」、「中高級」）辦理。

貳、 檢定內容
一、檢定目的：
(一) 經由客觀成績評量，掌握高中學生的數理學習成效，大數據提供大學與高中進行各
種分析研究，促進全國數理人才之培育，提升學生數理能力與國際競爭力。
(二) 提供多面向的評量項目，讓學生了解自己在物理、數學、化學、生物各科的學習程
度，提升自我競爭力，順利接軌大學課程。
二、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交大-LIGHTMED 雷射系統研究中心
三、協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應用數學系、應用化學系、生物科技學系;
四、報考資格：全國公私立國中、高中、高職學生。
五、報名日期：109 年 05 月 25 日 (星期一) 〜 109 年 06 月 15 日 (星期一)
六、檢定日期：中高級── 109 年 8 月 1 日 (星期六)
高

級── 109 年 8 月 2 日 (星期日)

七、檢定科目：生物、化學、數學、物理
八、檢定分級及範圍：
「高級」：高一高二範圍佔 60%、高三範圍佔 20%、大學先修範圍佔 20%。
「中高級」：高一高二範圍佔 80%、高三範圍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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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檢定時間：
時間\科目\日期

上
午

下
午

8 月 1 日(六) / 8 月 2 日(日)

8：35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8:40 – 10:00

生 物

10：35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10:40 – 12:00

化 學

13：15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13:20 – 15:00

數 學

15：35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15:40 – 17:00

物 理

備

註

9:00 截止入場
09:40 始可離場

11:00 截止入場
11:40 始可離場

13:40 截止入場
14:40 始可離場

16:00 截止入場
16:40 始可離場

十、檢定費用：
(一)每一檢定科目(不分級別)檢定費：500 元整。
(二) 合報優惠：主辦單位為減輕報考多科考生檢定費用的負擔，設有底下合報優惠
(1)個人報名，同一位考生報名，滿四科打 85 折，滿七科打 8 折。
(2)學校團報/個人團報，單科打九折，同一位考生報名，滿四科打 8 折，
滿七科打 75 折。
(三) 清寒優惠：為鼓勵清寒、中低/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學生報名，主辦單位將予以
補助免收該考生參加本次檢定之費用。請考生將戶籍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社會局發
給之清寒、中低/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相關證明文件檔案在報名時上傳至證明審
核區，謝謝。
十一、

報名方式：因應疫情減少群聚接觸原則，個報或團報一律使用網路報名!

(一) 個人報名：
請至 APX 報名網站→點選”報名科目”→填寫考生個人資訊→儲存後→選擇應考
科目→加入購物車→確認合報考科數目及費用正確→再次確認個人資訊含考區正
確→選擇付款方式進行繳費(繳費期限最晚為 6 月 15 日)→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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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體報名：(因應疫情減少群聚接觸原則，本屆團報可由學校老師或學生申請團報
折扣碼，再由應考學生各自上網報名填入團報折扣碼即享團報優惠)
(1) 發起學校團報，須由學校老師發起，人數不限，請至 APX 報名網站→填寫個人
資訊(身分請填老師)→點選發起學校團報→經核可取得學校團報代碼後→公布
學校團報代碼給校內學生→學生各自上網報名時，填入學校團報代碼，即可享
有團報優惠→學生自行繳費(繳費期限最晚為 6 月 15 日)→完成報名。
(註：學校團報發起老師可查看及關心校內團報學生的報名及繳費狀況!)
(2) 發起個人團報，可由學生發起，人數須滿 6 人(含發起者)填入同一團報代碼，
此個人團報代碼才生效，其餘同學便可使用團報代碼報名享團報優惠。請至 APX
報名網站→填寫個人資訊(身分請填學生)→點選發起個人團報→即可取得個人
團報代碼→請發起人將個人團報代碼複製，轉傳給您要邀請加入的同學→同學
各自上網報名時，填入個人團報代碼，即可享有團報優惠→學生自行繳費(繳費
期限最晚為 6 月 15 日)→完成報名。
(三) 清寒報名：請至 APX 報名網站→點選”報名科目”→填寫考生個人資訊→請清
寒、中低/低收入戶學生將相關證明文件檔案上傳至證明審核區→儲存後→等待
審核通過(email 通知)→通過後得免收檢定費用(0 元)→選擇應考科目→加入購
物車→確認合報考科數目正確→再次確認個人資訊含考區正確→選擇付款方式
進行繳費(繳費期限最晚為 6 月 15 日)→完成報名。
十二、

繳費方式：
因應疫情減少群聚接觸原則，提供四種繳費方式，有線上信用卡刷卡付款、索取

四大超商代碼進行繳費(7-Eleven、全家、萊爾富、OK）、網路 ATM 付款(WebATM)、
ATM 櫃員機付款(請記得一定要"取得個人訂單繳費帳號")。詳情請參閱網站報名流程說
明。
十三、

試場考區及准考證：

(一) 開放考區：本屆共開放 12 縣市考區，有台北考區、桃園考區、新竹考區、台中考
區、彰化考區、雲林考區、嘉義考區、台南考區、高雄考區、屏東考區、宜蘭考區、
花蓮考區。報名時請確實勾選考區，報名後恕不接受更改。
(二) 主辦單位將依各試場考區之報名人數，在該地區選擇適當學校設置考場及統一編排
考生准考證編號，必要時得依實際報名人數增設或刪除考區、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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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檢定不另外寄發應考須知，請所有考生務必於 109 年 07 月 21 日（星期二）
後，自行上網（網址：http://science-event.nctu.edu.tw/ ）查詢最新各考區考場、
試場、准考證號碼、試場規則及答案卡劃記範例，如有疑問，請來電承辦單位查詢。
十四、

身分證明：
測驗當日，請考生務必持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有照片之健保卡（以上三項擇一即
可）參加檢定。
【備註】為維護檢定之公平性，未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明者，成績不予計算。

十五、

本檢定注意事項：

(一) 考生需要強制戴口罩應試，並配合量體溫，洗手、消毒等防疫措施。
(二) 應考及陪考相關規定，請參照網頁最新公告說明，並請配合遵守。
(三) 報名表單務必詳實填寫各項表列資料，並繳交檢定費用，始算完成報名手續。報名
手續沒有完成者，恕不接受報名檢定。
(四) 報名手續完成後，除因重複報名或資格不符外，恕不受理退費。
(五) 行動不便之考生，請事先來電承辦單位告知需求，以便安排一樓應試考場或提供必
要之協助。
(六) 本次檢定一律以中文試卷應試。
十六、

成績公佈：
預計 109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可至 http://science-event.nctu.edu.tw/ 查詢個

人成績。並於查詢網站下載各應考類科之成績單及參加證明書檔案，以方便考生存取個
人相關證明文件，供日後運用。
十七、

分級檢定通過標準：
本屆檢定各科目通過成績標準(中高級及高級皆適用)，
「物理科」分數達 50 分者;「數

學科」分數達 50 分者;「化學」科分數達 60 分者及「生物」科分數達 60 分者。可下載
通過證書。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及各考科命題教授群保留調整之權利。
十八、 獎勵方式：
(一) 檢定優秀獎項
金牌獎：各科應考生前 1%，獲金牌獎狀一幀及紀念品一份。
銀牌獎：各科應考生 1.01%~2%，獲銀牌獎狀一幀及紀念品一份。
銅牌獎：各科應考生 2.01%~5%，獲銅牌獎狀一幀及紀念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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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銀牌頒獎典禮
(1) 主辦單位暫定【第三屆 APX 金銀牌頒獎典禮】舉辦日期 8/29(星期六)，活動內
容將視疫情狀況另行公告及通知，請以 http://science-event.nctu.edu.tw/最
新公告為主。屆時歡迎得獎者踴躍參加。
(2) 金銀牌得獎且出席頒獎典禮者，主辦單位當日並提供下列獎金。
金牌獎：獎學金 1200 元
銀牌獎：獎學金 600 元
十九、 洽詢聯絡方式：
電話：0905-257-135、0905-259-135
EMAIL：apx@nctu.edu.tw
網址：http://science-event.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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