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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崇光女中 103學年大學考試分發選填志願說明 

輔導工作委員會 103.07.21 

指考才結束不久，接著馬上就要面對「選填志願」大事，相信各位心中一定非常

緊張，提醒同學看到分數先不要慌、先靜下來多思考、多詢問、多找資源，仔細

思考每個層面再做決定，也別忘了家長與老師都是妳的最佳軍師哦！ 

一、 所需工具：  

1. 高三所做的「大學學系探索量表」結果、學系交通網（見講義p.3-p.4）。 

2. 103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分發招生簡章。 

3. 103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內有網路選填志願操作方式、校系代

碼、繳費方式、網路選填志願所需之帳號及通行碼設定方法。可於考試分發委員

會網頁/下載專區中下載電子檔。  

4. 查詢今年度之招生名額、組合成績人數累計等訊息，可於考試分發委員會網頁 / 

公佈欄查詢，本校網站公布欄也有公告。 

5. 請下載「登記志願單機版」，了解繳費、登記志願日期、網路選填志願流程。 

6. 可上網的電腦，若家中無電腦可到學校借用。（輔委會、電腦教室） 

二、 利用網路及相關資源認識校系： 

1. 詳閱「103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簡章」，了解校系採計科目及加權。 

2. 參考「大學學系探索量表」興趣測驗結果，一起評估有興趣就讀的科系。 

3. 查詢各科與學科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找出個人排名較前面的考科或考科組合，

此即為優勢考科與能力優勢。 

4. 運用大考中心「漫步在大學」、「大學網路博覽會」等網站、前往大學參觀、諮詢

在大學就讀的學姊…等多元的方式，探索及認識校系，並參考「學系交通網」擴

大自己選擇時的思考範圍，幫自己篩選並儲存想選讀的校系清單及資料。 

三、 初步篩選志願，排除「學測檢定」未過及不符合最低登記標準之科系： 

1. 先至103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下載【103選填志願單機版】，輸入個人學測成

績、指考選考科目成績，篩除學測分數未達檢定標準及不符合最低登記標準之校

系。 

2. 參考個人成績，歸納自己具相對優勢的「考科組合」，搭配自己有興趣就讀之學群、

學類及校系，初步篩選出符合條件的120-150個校系，並儲存志願碼。 

四、 可依下列步驟進一步思考並篩選出100個志願： 

1. 將預先篩選出的120-150個志願逐一核對，並思考不在這120個志願內的其他符合條

件科系是否有興趣就讀，將之列入參考志願表。 

2. 掌握自己的優勢考科及優勢「考科組合」：運用今年度（103）指定科目考試的各

科成績人數累計表及各考科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查出自己「各科成績」及「考

科組合成績」在考生中的排名，以掌握自己在哪些「考科」及「考科組合」最具

優勢。排名越前面的科目越有優勢，要選來加重計分。 

3. 將自己今年度（103）的指考成績換算成去年（102）大概的分數：  

A. 查閱各科成績人數累計表找出妳各科成績的累計人數位置； 

B. 查閱去年（102）的各科成績人數累計表，找出相同累計人數的成績，這就是

你的成績換算成去年的成績。 

例如：王生的指考科目成績及累計人數位置換算步驟如下： 

指考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歷史 地理 

103 指考成績 72 91 52 75 58 

103 累計人數位置 4137 1669 26829 10469 25304 

換算成 102 的指考 

成績約為≒ 
76.7 90.7 17.8 73 56.5 

102 加權 25％(×1.25) 95.88 113.38 22.25 91.25 70.63 

102 加權 50％(×1.50) 115.05 136.05 26.70 109.50 84.75 

102 加權 75％(×1.75) 134.23 158.73 31.15 127.75 98.88 

102 加權 100％(×2.00) 153.40 181.40 35.60 146.00 113.00 

 

4. 以上表對照去年度（102）各校系最低錄取分數（本校網站公布欄下載），藉以概

略推估自己錄取的實力水準。例如王生想估算自己考上台大中文系的實力如何，

可查閱去年（102）及今年（103）該系在考試分發入學的「指考採計及加權方式」

與「去年（102）最低錄取分數」，然後計算之： 

校 

系 

103 

學測檢定 

103 指考採計

及加權 

102 

學測檢定 

102 指考採計

及加權 

102 最低 

錄取分數 

（已加權） 

王生成績 

換算成 102

加權後分數 

台

大 

中 

文 

系 

無 

國文×1.50 

英文×1.25 

數乙×1.00 

歷史×1.25 

地理×1.00 

無 

國文×1.50 

英文×1.25 

數乙×1.00 

歷史×1.25 

地理×1.00 

491.85 393.98 

http://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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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換算 102 分數≒115.05＋113.38＋17.8＋91.25＋56.5 = 393.98；393.98－491.85＝-91.87  

由上例可知，103 年台大中文系的「指考採計及加權方式」與 102 年相同，在假

設考生今年度「選擇志願的趨勢」也與去年度相似的前提下，王生欲錄取台大外

文系尚約有「－91.87 分」的實力差距。 

☆ 注意：此推估方式的前題為「今年考生的選擇志願的趨勢與去年相同」，才能得出

此結果；但是每年考生的喜好一定不同，所以任何形式的推估均存在著各種

『誤差』的可能性，也都僅能供作粗略的參考，無法有所謂精確的「落點」。 

 

5. 善用自己的優勢科目、優勢考科組合、加權計分效果，聚焦志願科系： 

A. 找出哪幾科的成績在全國排名較佳，做為優勢科目，再利用網路登記志願系統

『單機版』篩選出加重計分妳的優勢科目的大學校系。 

B. 以自己的優勢考科組合核對考試分發委員會網站上的各考科組合之頂標和、前

標和、均標和、後標和、底標和做比較，找出較有利的考科組合，再利用網路

登記志願系統『單機版』篩選出此種校系。在「依條件選志願」頁中進行。 

C. 以此方式中志願數，使志願數少於 120 個科系。過於理想的志願科系，宜適度

刪減之，避免浪費太多的志願空間。在「依條件選志願」頁中進行。 

6. 再次縮小自己的志願數，盡量接近100個科系： 

可考量以下外在因素如：家庭、經濟考量、學校及科系的辦學、學術或專業聲望、

師資及研究發展取向、學位修習及選課制度、學校規模、學校地點與環境、獎學

金、未來發展、生涯職場趨勢…等因素。 

7. 進行志願序的微調：考量個人興趣、價值觀、安身立命、人生意義與志向等因素，

做志願排序的考慮與調整。 

8. 確認個人最後志願排序，最想念的校系要排在最前面，愈想念的校系愈往前排。

電腦分發志願時一律以成績高低決定，志願序不會影響錄取方式。 

9. 最多可登記100個志願，建議填寫志願數：20個夢幻科系、25~40個務實科系、20

個安全科系。去年考生大多填50個志願，大多錄取第25個志願左右。 

五、 對不同成績考生的提醒： 

1. 高分群（頂標和）的考生： 

除了避開重視自己弱勢能力科目的校系，為周延起見，宜慎重往下一段分數範圍

填選一些最有興趣的科系作為安全校系，避免高分落榜。 

2. 中等成績（前標和~均標和）的考生： 

在自己分數實力所在範圍的校系至少佔三分之二的志願數，留一些志願填十分嚮

往的校系、以及足夠保證上榜的安全校系，以免因考生選擇趨勢的變化而落榜。 

3. 分數在錄取邊緣（均標和~底標和）的考生： 

受成績限制而選擇的空間較小，一定要務實地將後段的校系填夠，只要是「雖不

滿意，但還可以接受」的校系都不要放棄；其餘則挑一些自己真正喜歡的校系排

在前面。 

六、 注意事項： 

1. 記得詳閱「103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可在考試分發委員

會網站中的「下載專區」-「文件下載」中免費下載。 

2. 7/18-7/28先繳交考試分發入學「登記費」220元，繳費後才能上網進行志願登記。

繳費帳號與通行碼的設定方法請見登記分發相關資訊一書的說明。 

A. 使用網路登記志願『單機版』預將志願填妥後，將校系代碼複製存檔，並將預

先選妥之志願排序清單列印下來以備上網時核對。 

3. ☆務必記得上網填送志願☆：進入「103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於『103網

路登記志願系統』網頁貼上「志願碼」並送出，才算完成志願選填。 

4. 網路登記分發志願期限為07/24~07/28，強烈建議於7/27前完成志願選填，不要擠

在最後一天（7/28）才上網登記志願，以避免臨時有狀況而應變不及。 

5. 務必將個人志願表存檔、列印、妥善保存，以備作為複查時之憑證。 

6. 最後提醒：選校系前先了解該校系，並思考自己的價值觀、個性、興趣、性向、

家人觀點、經濟考量、未來出路、師資設備…等。 
 

 

參考網站： 

 大學博覽會：7/20-7/21 在台大體育館，在 FB 上搜尋「大學博覽會」。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http://www.ceec.edu.tw/ 

 【漫步在大學】大學校系查詢系統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 

 103 學年度大學網路博覽會  http://univ.edu.tw/SchoolView.asp 

 大學招生資訊網  http://linkus.ceec.edu.tw/  

 大學校務評鑑資訊網 http://ute.twaea.org.tw/ 

 102 學年度大學校院概況  http://ulist.moe.gov.tw/ 

選填志願是你選擇未來生涯的一大步 

生涯規劃是長長久久的 

不要被一時的分數給牽引，而忘了自己的人生路與夢想。 

 祝福各位明智抉擇、金榜題名！  

http://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www.uac.edu.tw）/
http://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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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學系交通網 - 1                                           區雅倫 著作 

編號 1 2 3 4 5 6 

領域 數學資訊 工程科技 地球環境 生物科技 醫藥保健 遊憩運動 

學群 數理化  資訊 數理化 工程 數理化 地球與環境 
數理化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醫藥衛生 遊憩與運動 

基礎 

學系 
數學 物理 化學 地球科學  地理 生命科學 化學 醫學 生命科學 體育 

衍生 

學系 

統計 

資訊工程 

土木工程 電機工程 

電子工程 機械工程 

工程科學 化學工程 

通訊工程 資訊工程 

光電 

地質 大氣科學 

海洋科學 環境科學 

生態  

 

生化科技 農藝森林 

動物科學 海洋資源 

植物保護與昆蟲 

生物科技 獸醫 

牙醫 中醫 獸醫 藥

學 護理 物理治療 

職能/語言治療 醫學

檢驗 

醫學影像放射 

健康照護 呼吸治療 

食品營養保健 

公共衛生 臨床心理 

運動保健 

舞蹈 

學習 

核心 
資訊 

工程  科技  營建  力

學 製造作業 

環境  生態  能源  海

洋 
有機化學 植栽 食品 

醫學  保健  公衛  治

療 
休閒 運動 餐旅 

整合 

學系 

數位學習= 

資訊+教育+媒體 

數學資訊教育= 

數學+資訊+教育 

資訊管理=資訊+管理 

 

材料工程=機械+化

工+電機 

科技管理/工業工程=

科技+製造作業  

航空工程=物理+機

械+化工+力學 

生物機電工程=生科

+機械+電機 

科技教育=科技+教育 

環境工程=環境+營建 

資源工程=地質+能源

+環境 

防災=環境+營建  

水土保持=環境+營建

+力學 

自然科學=物理+化學

+生科 

科學教育=物理+化學

+生物+教育 

水利/海洋=力學+營建

+海洋 

園藝=植栽+設計 

生物工程=生科+化學

+醫學+環境 

職業安全=環境+公衛  

食品生技=生科+化學

+食品 

生物資訊=生科+資訊

+統計 

 

衛生教育=公衛+保健

+教育 

醫務管理=健康照護+

管理 

化妝品=化學+藥學 

生醫/醫學工程=生科+

資訊+材料+電機 

 

觀光事業=管理+休閒

+餐旅 

餐旅管理=管理+餐旅 

運動管理=運動+管理 

休閒管理=休閒+管理 

體育推廣=運動+休閒

+管理+媒體 

文化休閒=文化+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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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學系交通網 -2                                              區雅倫 著作 

編號 7 8 9 10 11 12 

領域 藝術設計 傳播媒體 語文史哲 社會人群 法律政治 財經管理 

學群 建築與設計  藝術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社會與心裡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基礎 

學系 
美術 音樂 大眾傳播、表演藝術 

中文 英文 

 歷史 哲學 

教育 心理  

社會 人類 
法律 政治 經濟 會計 經濟 管理科學 

衍生 

學系 

雕塑 工藝 

藝術與設計 

造型設計 

商業設計 

 

 台灣語文 

歐語 東方語 

日語  

應用語文 

宗教 

輔導諮商 民族  

兒童與家庭  社會工

作 

生活應用科學 

幼兒教育 特殊教育 

成人教育 

外交 國際企業  企業管理 

保險      財務金融 

行銷經營  資產管理 

統計 

學習 

核心 
設計美學 繪畫  媒體 傳播 表演 

語文  文學  史學  哲

學 寫作 文化  

社會科學  學習發展 

教育 助人 
法學 

行銷  財務  運輸  管

理 人力資源 物流  

整合 

學系 

建築=營建+設計 

空間/室內設計= 

營建+設計 

都市計劃=營建+設計

+管理+環境 

時尚與服裝設計= 

設計+行銷 

景觀設計=建築+設計

+植栽  

工業設計=設計+科技  

 

新聞=媒體+傳播+寫

作 

廣告=設計+媒體+行

銷  

數位設計/資訊傳播= 

資訊+設計+媒體 

生物產業傳播= 

媒體+社會+行銷 

廣播電視/電影=媒體

+設計+美術+音樂

+表演 

 

華語文教育=中文+教

育+文化 

語文教育=語文+教育

+寫作 

英語教育=英語+教育

+文化 

文藝創作=中文+寫作 

圖資=文化+資訊+媒

體 

史地=歷史+地理 

人文社會=哲學+歷史

+社會+人類 

台灣文化=地理+歷史

+文化 

社會科教育=教育+歷

史+地理+社會科學  

社會教育=社會+媒體 

公民教育= 政治+法

律+社會+經濟+教

育 

醫學社會=社工+健康

照護 

人類發展=心理+人類 

社會心理=社會+心理  

行政管理=政治+管理 

公共行政=政治+管理 

犯罪防治=心理+社會

+法律 

政治經濟=政治+經濟 

 

財稅=統計+財務+法

律 

資訊管理=資訊+管理 

電子商務=資訊+行銷

+物流 

勞工關係=人力資源+

管理+社會  

運輸與物流管理=運

輸+物流+管理 

土地資產管理=營建+

法律+資產管理 

醫務管理=健康照護+

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