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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崇光女中 106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選填志願 

學生事前準備工作說明單 

輔導處 106.06.30 

壹、前言： 

考試分發選填志願是一項繁複的工作，請同學務必詳閱以下資料，預作準備。在 7/18 成

績單揭曉後到 7/28 選填志願前，請勿出門遠遊，以免在時間不充裕的情形下，選錯志願。 

以下是選填志願活動時間表： 

活 動 時  間 地  點 負責人 備註 

選填志願 

輔導說明會 

7 月 21 日（五） 

下午 1:30-2:30 

文匯樓 B1 

生涯規劃 

教室 

巫幼芸 

老師 
攜帶紙筆 

電腦教室 

開放借用 

7 月 25 日-28 日 

9:00--15:30 

文匯樓 B1 

生涯規劃 

教室 

自行 

查詢 

1. 使用前在後門表格登記。 

2. 攜帶資料：學測成績、指

考成績、指考准考證號

碼、繳款帳號、通行碼、

隨身碟（儲存個人分發志

願表） 

3. 教室內不可飲食，並請保

持清潔，使用完畢請關機。 

個別諮詢 

7 月 21 日 3:00-5:00 

7 月 25 日-28 日 

9:00--15:30 

輔導處 
輔導 

老師 

1. 須先預約，預約電話為

2911-2543 分機 232。 

2. 攜帶填妥的「個別諮詢資

料表」及所需資料，請到

公佈欄下載。 

 

貳、選填志願事前準備： 

一、 考完後～收到成績單前：（7/4-7/18） 

1. 蒐集相關資訊，如： 

所需資訊 資料來源（網站或書籍） 

去年 105 單科及考科組合

累計人數 

參見各工具書，或是到大考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AppointExam/DrseStat/104DrseStat/104Drs

eStatIndex.htm 

大學各校系的招生名額 7/18 以後大學招生聯合分發委員會網站或各大新聞網站報紙 

今年 106 單科及考科組合

累計人數 

7/18 後參見大考中心網站最新消息、大學招生聯合分發委員

會網站最新消息、各大網站或報紙。 

 

http://www.ceec.edu.tw/AppointExam/DrseStat/104DrseStat/104DrseStatIndex.htm
http://www.ceec.edu.tw/AppointExam/DrseStat/104DrseStat/104DrseSta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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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行探索與澄清： 

（1） 下載網路選填志願練習版（網址 http://www.uac.edu.tw/，最新消息 105.05.06

公告），尚無指考成績，但可練習挑選志願。並有使用教學影片。 

（2） 在高中期間所做的大考中心興趣量表的興趣代碼結果及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達標之學群，再做學類、系群及學系進一步了解與探索。 

（3） 思考自己在志願選填及排序時比較重視的是什麼？也可以先和家人或師長

討論、澄清跟選填志願有關的一些價值觀之考量（如冷熱門、未來職場發展

趨勢、選校或選系、學校遠近…） 

（4） 有空先到各大學參觀走走，至少上網瞧瞧（可能會填的大學校系環境設施、

師資、交通、資源..等）。 

（5） 查閱教育部建置的【大學網路博覽會】，網址是 http://univ.edu.tw/。 

（6） 參加大學博覽會：7/23 日-7/24 日 10:00~18:00 在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請在

FB 上搜尋「大學校院博覽會」。 

（7） 翻閱遠見或 career 雜誌等介紹各大學等相關資訊。 

二、 收到指考成績單後（7/18～7/28） 

1. 準備工具書或軟體： 

(1) 下載選填志願單機版 http://www.uac.edu.tw/，是正式的填志願系統。 

(2) 106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必備，可於此下載：

http://www.uac.edu.tw/，先行瀏覽校系分則） 

(3) 106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可於此下載： 

http://www.uac.edu.tw/），有繳費、選填志願的教學說明。 

2. 下載參考資料： 

(1) 請於 7 月 18 日晚間 6:00 後，到本校網站校園公佈欄下載： 

 去年（105 年）指考分發各系最低錄取標準。 

 今年（106 年）及去年（105 年）指考五標、各科成績人數百分比累計

表。 

 今年（106 年）各系招生名額、學測檢定科目一覽表、最低登記標準。 

(2)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http://www.cape.edu.tw/：查詢術科考試五標及

各科成績人數百分比累計表。 

3. 其他參考網站： 

 漫步在大學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查詢各校系學習內容。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www.jbcrc.edu.tw：公佈各項招生消息 

 大學招生資訊網：大考中心建置，提供考生查詢各大學的學校資訊

http://linkus.ceec.edu.tw/ 

4. 最後將有興趣的 100 個志願先依個人意願進行初步排序。 

5. 參加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 

6. 與家長共同討論，並向導師及輔導老師諮詢，決定志願表。 

7. 上網填報志願。 

http://www.uac.edu.tw/
http://univ.edu.tw/
http://www.uac.edu.tw/
http://www.uac.edu.tw/
http://www.uac.edu.tw/
http://www.cape.edu.tw/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
http://www.jbcrc.edu.tw/index1.htm
http://linkus.cee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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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重要日程 

日   期 事    項 

106/07/18 公布招生名額(含回流名額)、登記志願單機版、指定科目考試組

合成績人數累計暨最低登記標準表 

106/07/18~106/07/28 開放「繳交登記費」(至中午 12:00 止) 

106/07/24~106/07/28 開放「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106/08/08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錄取公告(放榜) 

106/08/08~106/08/12 受理「分發結果複查申請」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選填志願相關網站及資訊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106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網路登記志願網站】 

 可下載 106 登記志願系統【教學版】、【練習版】 

 可下載 106 指考「各科」及「各考科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最低登記標準 

 可查詢去年（105 年）各大學校系最低錄取分數（加權後） 

 大考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http://www.ceec.edu.tw/ 

 可下載 106 指考「各科」及「各考科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  

 提供指考相關資訊、歷屆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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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認識大學校系。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http://www.cape.edu.tw/：查詢術科考試五標及各科成績

人數百分比累計表。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www.jbcrc.edu.tw/ ：提供大學招生相關資訊。 

 105 學年度大學網路博覽會 http://univ.edu.tw/ 

 大學博覽會：請在 FB 上搜尋「大學博覽會」，7/23-7/24 在台大體育館。 

 大學招生資訊網 http://linkus.ceec.edu.tw/：大考中心建置，提供考生查詢各大學的學

校資訊 

 大學校院概況  http://ulist.moe.gov.tw/ 

 天下/ Cheers 雜誌出版：最佳大學指南（每年一期，可至輔導處查閱，或上網閱讀）。 

 Career 雜誌/就業情報出版：最新大學年鑑（每年一期，可至輔導處查閱，或上網閱讀）。 

 大學校務評鑑資訊網 http://ute.twaea.org.tw/ 

http://linkus.cee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