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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Part 1 - 升大學相關考試 

 Part 2 – 高中畢業生升學管道： 

個人申請、考試入學、繁星推薦 

去年各方案的錄取率 

其他升學管道 

 Part 3 - 參考網站 
 





學科能
力測驗 

術科 
考試 

英文聽
力測驗 

英語能
力檢定 

指定科
目考試 



學科能力測驗測驗-目標 

高中生應有的 
基本學科知能 

具備接受大學教育
應有的基本知能 

通識導向：結合生活
或整合不同領域 

重視理解與應用的能力 



學測-考科與計分 

日期：104 / 02 / 01 –  02 / 02 

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 

全體考生皆須考五科，不分組。 

 15級分制 

秘笈p.10 



考試範圍-高一二必修 

考科 範 圍 

國文 高一國文、高二國文 

英文 高一英文、高二英文 

數學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A 

社會 高一二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自然 
基礎物理、基礎化學、 
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 

秘笈p.10 



學測-用途 

繁星推薦、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作為檢定(報名資格) 

四技(科技大學)申請入學 

中央警察大學單獨招生 

軍校甄試入學 

大學進修學士班(夜間部) 

獨立招生 
秘笈p.10 



大學如何運用考試成績? 

•通過此標準才能進入下一階段。 

•=門檻。有5種檢定標準。 
檢定 

•評比總分的考試科目與計分方式。 

•=與他人比分數高低。 
採計 

•總分相同且超額時，用來決定錄
取順序。 參酌 



指定科目考試(指考) 

 日期：7/1-7/3 

 目標： 

      仔細篩選學生，難度較高。  

 用途： 

      考試入學、進修學士班 

 滿分：100分 

秘笈p.11 



指考-考試科目 

 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甲、數學乙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物理、化學、生物 

 範圍：高中三年課程 

 各系自訂計分科目與計分方式 

 考生可自選科目報考 

秘笈p.11 



術科考試 

 日期：104/02/05~02/13 

 用途：繁星、申請、分發、獨招 

 考試科目： 

       音樂、美術、體育 
 104年大學申請有86系需術科成績 

 詳查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 

秘笈p.12 



術科考試-內容/使用系數 

考科 考 試 項 目 系 

美術 
素描、彩繪技法、創意表現、水墨書畫、
美術鑑賞【選考】 

36 

音樂 主修、副修、樂理、聽寫、視唱【選考】 38 

體育 
60公尺立姿快跑、20秒反覆側步、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立定連續三次跳、
1600公尺跑走【全考】 

12 

秘笈p.12 



英語聽力測驗、英語能力檢定 

 含英聽、全民英檢中級、多益… 

 個人申請使用英聽或英檢： 
 成績檢定--157系使用英聽成績作為
檢定，分ABC級。 

 審查資料--371系需英語能力證明。 

 各系要求不同，請詳閱 

   簡章的各系規定。 

秘笈p.12 





高中畢業升學管道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獨立招生 
警大、軍校、北藝大 

考試分發 

多元入學/99中央警察大學簡報.ppt
多元入學/99繁星計畫.ppt


大學多元入學三大方案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考試 
分發 

 

秘笈p.5 



參閱秘笈p.16-17 



大學多元入學三大方案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考試 
分發 

 

秘笈p.5 



個人申請-時程 

2/1-2/2 2/25 3/17 3/26 4/3-4/26 5/1前 

秘笈p.17 



報名條件 

須考學測，並視各系規定參加聽力測驗
或術科考試，成績符合該系標準。 

每生最多可報名6系。 

學測或術科成績不得有任一科為0分。 

可跨組報名。 

不限制同一所高中的報名人數。 

部分大學限制只能申請該校 

   1-5系。(參閱簡章) 

秘笈p.16 



二階段考試 

第一階段： 

   依學測成績進行檢定、篩選 

第二階段： 
 稱為「指定項目甄試」 

 甄試方法由各系自訂 

 常見方式有：線上書審、面試、專業筆試
、實驗、小論文、作品集…等。 

 於4/3-4/26的週五～週日進行。 



就讀志願序網路登記 

 如果在個人申請考上了1-6個系， 

  需於5/5-5/6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 

  最後分發到一系。 

 缺額由備取生遞補。 

秘笈p.16 



錄取的限制 

 報到後不可報考指定考科。 

 除非在限期前郵寄『放棄入學資格聲明
書』，才可報名指考分發。 

 轉系規定依各大學規定。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校系代碼 020462 

招生名額 55 

性別要求 無 

預計甄試人數 138 

離島外加名額 1 

指定項目甄試費 1000 





簡章範例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校系代碼 020432 國文 均標 -- 

招生名額 50 英文 均標 4 

性別要求 無 數學 均標 6 

預計甄試人數 100 社會 -- -- 

原住民外加名額 2 自然 -- -- 

離島外加名額 1 總級分 -- 2.5 

指定項目甄試費 1000 英聽 -- -- 

成績未超過標
準者，直接淘
汰。 



第一階段-1：學測檢定 

• 成績位於第88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 成績位於第75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 成績位於第25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 成績位於第12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倍率篩選：進行淘汰 
 目的：篩選出適當的人數來面試 

 ＝招生名額的倍數，是【人數】，非分數 

 倍率高倍率低 

 若2科同倍率，成績相加來進行篩選 

若篩選到最後仍超過面試預定人數，以
學測總級分做最後淘汰。 

範例請見附錄二。 

第一階段-2：倍率篩選 



篩選倍率的應用 

有篩選倍率的科目才會比分數。 

簡章中畫--的科目完全不計分，只要高
於0分即可。 

倍率愈小者，成績排名要愈前面，才能
進入第二階段。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校系代碼 020432 國文 均標 -- 

招生名額 50 英文 均標 4 

性別要求 無 數學 均標 6 

預計甄試人數 100 社會 -- -- 

原住民外加名額 2 自然 -- -- 

離島外加名額 1 總級分 -- 2.5 

指定項目甄試費 1000 英聽 -- -- 





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計算 
學測成
績採計
方式 

佔甄選
總成績
比例 

指定項目 檢定 
佔甄選
總成績
比例 

國文 *1.00  

 

50% 

審查資料 -- 25% 

英文 *2.00 面試 -- 25% 

數學 *2.00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 

甄選總成績＝  
（國文x1＋英文x2＋數學x2）x50% 
＋審查資料x25% 
＋面試x25% 



甄試總成績相同怎麼辦? 

甄試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二、面試 

三、審查資料 

四、英文學科能力測驗 

 

當錄取名額最
後兩名考生同
分時，依照同
分參酌項目來
一分高下。 







四年制技術學院(四技)簡介 

 包括科技大學、技術學院 

 畢業後領有學士學位 

 原本為高職的升學管道，開放少數名
額給高中生報考 

 高中生僅有申請入學的機會。 

 高中生不能參加四技二專的繁星、統
測。 



四技申請--流程 

 以學測成績作為第一階段篩選。 

 每生最多能報名5系，同校學生可報名同樣
的校系。 

 第二階段複試由各系自訂，多半不面試，僅
進行資料審查。 

  2/1-2/2                   2/25                   3/12              4/1-4/30週末             5/8 



103年四技申請—人數統計 

 參與大學--共74所科技校院 

 招生名額--10,530名額 

 



好用網站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ac.ccu.edu.tw/ 

秘笈p.51 





















103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 
各校系篩選標準一覽表 



103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 
各校系篩選標準一覽表 



• 此分數是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的最低分數，
非錄取分數。 

• 各系在第二階段還會
在淘汰2/3考生。 

• 每年變動。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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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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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多元入學三大方案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考試 
分發 

 

秘笈p.5 



考試分發－時程 

指定科目考試 7/1-7/3 

寄成績單 7/17 

網路選填志願 7/24-7/28 

放    榜 8/7 

秘笈p.9 



考試分發辦理方式 

各系自訂學測或聽力測驗成績作為檢定
標準，未達標準者不錄取。最多2科。 

採計指考3～5科計分，可含術科。 

各系自訂加重計分方式，有×1.25、
×1.50、×1.75、×2.00。 

每生最多可填100個志願。 

秘笈p.18 



好用網站 

考試分發參考網站 



http://www.uac.edu.tw/ 

秘笈p.51 





查詢去年最低錄取分數 



此錄取分數=
已加權計分後

的成績 



參閱秘笈p.13 



大學多元入學三大方案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考試 
分發 

指定科 
目考試 

 

秘笈p.5 

各系 
甄審 



報名條件 

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修滿高一、高
二各學期之應屆畢業生。 

高一、二各學期的學業總平均全校排
名百分比符合各大學規定：校排名20
％、30％、40％、50％。【範例】 

學測任一科不得為0級分。 

通過報名科系之學測、英聽檢定標準
。    

秘笈p.14 



104學年校排百分比規定 
•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政大,師大,陽明,北大 
•中央,中山,彰師大,嘉義,高雄,馬偕醫 
•北藝大,台藝大 

前

20% 
•北醫,中正,中興,暨南,東華,台南,屏東,金門 
•高師大,國北教,竹教大,中教大 
•長庚,宜蘭,聯合,國體,南藝大 

前

30% 

•海大,東吳,輔大,淡江,元智,慈濟 
•高醫,中山醫,中國醫 

前

40% 
•台東,北市大,台體 
•中原,東海,逢甲,文化,銘傳,實踐,世新,靜宜 
•大葉,中華,大同,義守,華梵,亞洲,佛光,長榮 
•真理,玄奘,開南,明道,南華,康寧 

前

50% 



招生學群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科系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科系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科系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科系 

本校學生 

不可報名 

秘笈p.13 

•一類組
科系 

•二類組
科系 

•三類組
科系 

•醫學系 



繁星推薦-時程 

2/1-2/2           2/25           2月下旬            3/9               3/17  

秘笈p.8 



第8類學群-時程 

秘笈p.8 

2/1-2/2       2/25        2月下旬       3/9            3/17       4/3-4/26 



可填志願數？ 
 每個學生可選一所大學校的一個學群。 

 各大學規定每一學群可選填幾個科系志願。 

第8學群
限填單
一校系！ 



高中推薦限制 

高中對一所大學的每一學群至多推
薦2名 

1~3學群+8學群共可推薦8名學生 

高中須排定1-3學群6名的推薦序；
8學群2名自己排推薦序。 

 
崇光如何決定推
薦誰、推薦序？ 

秘笈p.13 



校內評比標準： 

 高一二校排名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崇光女中校內作業實施辦法 

本校的校內推薦方式一律依照本校的
【校內作業實施辦法】規定進行。 

將公布於本校網站公佈欄。去年在11

月底公告。 

請務必詳閱校內作業實施辦法，以了
解規定、流程與限制。 



與他校高中生的評比方式 

秘笈p.8 

2/1-2/2           2/25           2月下旬            3/9               3/17  



大學端的比序方式 

第1比序-全國皆同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例：
1% > 3%。 

第2～7比序-各系自訂 

   可擇學測總級分、單科級分、在校成
績單科成績排名、學業總平均成績排
名等項。 

各系比序項目皆詳列於簡章 

秘笈p.14 



國立台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 
檢定科目及標準  

分發比序項目  

國文 前標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
名百分比 

2.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 

5.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 

6.學測社會科級分 

7.公民社會學業總平均
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校系代碼 00102 英文 頂標 

學群類別 
第一類
學群 

數學 -- 

招生名額 10 社會 前標 

可填志願數 12 自然 -- 

外加名額 

額填志願數 
無 總級分 -- 

簡章範例 



錄取生限制 

錄取生不得報名個人申請，不得參加
四技申請第一階段篩選。 

若放棄錄取資格，只能參加指考分發 

  《繁星未錄取者可報考其他方案》 

需於規定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放棄錄
取資格，才可報名指考。 

錄取生得否轉系，由各大學自訂，於
簡章中載明。  

秘笈p.16 



第八類學群的限制 

每生限報名單一大學醫學系，不得再
報名同校其他系，如：牙醫系、藥學
系。需在第三、第八類學群中抉擇。 

通過成績篩選後，在申請入學時不可
再報名同所大學醫學系。 

獲錄取後，立即退出申請入學的程序
。 

 

秘笈p.13 



繁星推薦 VS. 崇光學生 

對明星學校學生不利，參加少。 

高一、高二在本校排名前一半者，有機
會考上好大學。 

頂尖公立大學仍需高分的學測成績。 

當做多一次升學機會。可在想就讀的大
學範圍內選擇略高於學生程度的大學。 

 



常見問題-1 

Q:繁星方案各高中菁英盡出，是否要校
排名1%的學生才考得上？ 

A:數字會說話，102年小統計： 

 103繁星推薦錄取10,802人 

僅299人是校排名1% 

有9校系沒人報名，有些系沒招滿。 

 

 



常見問題-2 

Q:高中推薦序1或6，會有什麼影響？ 

A:大考中心最先讀取推薦序1學生的志願卡，
依卡上的科系志願與他校學生比。 

 推薦序1學生的確擁有最多機會競爭熱門科系。 

 但許多冷門科系在第一輪分發中招不滿，推薦序
2-6者，在第二輪分發中仍有機會。 

 可上網查去年第二輪分發時錄取幾人。 



103年推薦序的錄取率 

 推薦序1者錄取率67.45% 

 103年第一輪上榜9102人，錄取率84.26%  
；第二輪1700人上榜，錄取率15.74%。 

 

 「雞首」與「牛後」的抉擇~ 

 『兩輪分發制』的說明與範例請見最後
的附錄一。 

 



好用網站 

繁星推薦參考網站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ac.ccu.edu.tw/ 

秘笈p.51 





查詢各系簡章 









查詢去年大學繁星推薦 

錄取最低分數 















錄取分數會
每年變動！ 





103年招生名額 

考試分發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 

67大學 
1549系 

11,270名 
公5443 私5827 

總名額10.8% 

69大學 
1810系 

49,733名 
公15427 私34306 

總名額47.7% 

+ 

66大學 
1749系 

43,312名 
 

總名額41.5% 

大學全體招生名額 
104,315名 



103年實際報到人數 

考試分發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 

預定11,270名 
總名額10.8% 

預定49,733名 

總名額47.7% 

+ 

預定43,312名 
總名額41.5% 

錄取人數的54.41% 
錄取人數的

46.59% 



103年各方案錄取率 

繁星推薦 

10,940名 
錄取率47.76% 

個人申請 

49,575名 
錄取率56.4% 

考試分發 

52,608名 
錄取率95.73% 





單獨招生、進修學士班 

 單獨招生：  

 台北藝術大學-11/10-11/17報名 

 中央警察大學、軍事院校  

 興國管理學院 

 進修學士班： 

 夜間上課 

 修畢五年取得學士學位  





參考書籍與網站 

 個人申請、繁星推薦、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簡章--請詳讀總說明。 

 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漫步在大學--科系介紹、比較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大考中心 

 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秘笈p.51-52 





如何協助孩子選擇科系？ 

 與孩子一起討論她的才華、興趣、志
向與人生夢想！ 

 本身的優勢能力比熱門更重要！ 

 沒有永遠的熱門產業，投入、態度、
熱情、專業才是決勝之道。 

 大學評價、科系內容與以往差異很大
，勿自限於舊有觀念。 

 務實看待孩子的能力、成績。 

 



~歡迎提問~ 



附錄一：兩輪分發制 

說明與範例 



兩輪分發制-第一輪分發 

從每所高中推薦序1學生的志願表上的
第一個志願開始比較，優者錄取。 

若推薦序1學生的所有志願皆落選，便
繼續由該高中推薦序2的學生比序。 

每所高中錄取一名後即完成第一輪分
發，此高中推薦序2-6學生需先暫停比
較。 



兩輪分發制-第二輪分發 

限第一輪分發後尚有缺額的校系。 

對象：因前面有已錄取之同校生而喪
失比序資格之學生。 

此次不受推薦序影響，一所高中最多
可以錄取5名。 





X 

X 





附錄二：篩選倍率 

說明與範例 



倍率篩選範例 

○大學○學系 科目 
篩選 
倍率 

校系代碼 011082 國文 -- 

招生名額 29 英文 5 

性別要求 無 數學 3 

預計甄試
人數 

87 社會 -- 

原住民 無 自然 4 

甄試費 1100 總級分 -- 

200人報名 

英文成績取 

前145人 

自然成績取 

前116人 

數學成績取 

前87人 

第二階段 

參加學生 

招生名額 

的倍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