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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的模式 

 



發掘孩子的能力、興趣 

配合心理測驗：高一性向測驗、興趣量表，
高二學系探索量表。 

除了學科成績，留意孩子的其他優秀能力，
適度讓孩子發展自己的各種才能。 

提醒孩子保留學習歷程資料： 
   學習與多元表現的獎狀、證書、作品、小論 
   文、照片…等。 



鼓勵孩子認識大學校系 

參與校系營隊活動 

實地參訪大學校園 

網路查詢：生涯輔導資訊網 

            學生生涯輔導網… 

聆聽生涯/校系講座(大學教授、職業達人…) 

相關生涯雜誌：天下/遠見/Cheers… 

          (多元的大學排名、企業最愛大學生) 



 

陪孩子一起認識大學多元入學管道 

多入學管道：學生有不同升學機會 



學年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學測 
報名人數 154560 150030 147478 146035 135583 128760 136465 
指考 

報名人數 75935 66068 62109 57237 50871 47334 50742  
繁星個申
名額 50795 57154 61003 67679 71467 73543 73053 

考試入學
名額 

(不含回流) 
52644 46612 42459 35817 31010 26761 25460 

大學 
總名額 106469 103766 103462 103496 102477 100304 9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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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 

 
107特殊選才 

 
107繁星大學 

 
107個人申請 

 
107考試分發 

 
參與 
校系 

 
35所大學 
共253系 

 
68所大學 
共1807系 

 
70所大學 
共2038系 

 
63所大學 
共1862系 

 
錄取 
人數 

 
錄取 

555人 

 
錄取 

16993人 

 
錄取 

56060人 

 
錄取 

25460人 



(107學年的高二、高一) 



術科考試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學科能力測驗 
術科考試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指定科目考試 

第一階段倍率篩選 
在學成績校排%    

英語聽力測驗 



入學考試簡介 

• 為了鑑別考生的學科能力，會有幾種功能不同
的入學考試： 

   (依照日期先後順序) 
   1、英語聽力測驗 
   2、學科能力測驗 
   3、術科考試(音樂、美術、體育) 
   4、指定科目考試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說明 
測驗範圍 高中必修科目「英文」課綱所訂之1-4學期必修課程。 

測驗目標 提供各大學校院招生選才之參考。  

測驗內容 

涵蓋生活化、實用性之主題，情境包括家庭、校園、公共場所、社交
場合等。詞彙範圍以高中英文常用4500字詞為主，可參考大考中心高
中英文參考詞彙表第一至第四級
（http://www.ceec.edu.tw/Research/paper_doc/ce37/ce37.htm） 

測驗日程 
第一次英聽測驗 (每年10月) 
第二次英聽測驗 (每年12月) 

測驗用途 
由大學校系自訂是否設為「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
入學」及「考試入學」之招生檢定項目或納為「個人申請
入學」審查資料之一。 

http://www.ceec.edu.tw/Research/paper_doc/ce37/ce37.htm


學科能力測驗 

測驗範圍 高一、高二兩學年必修課程 

測驗目標 檢測就讀大學所需要的基本學科能力  

測驗難度 範圍較小，難度較低 

測驗科目 
國(5學期)、英(5學期)、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數、社、自 

測驗日程 約為一月下旬，108學年為1月25-26日 

測驗用途 

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入學、離島及原
住民學生保送甄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警大申請入學、軍校甄選入學、進修學士班、部分國
外大學等招生管道使用。 



術科考試 

考試單位 
音樂、美術、體育三項術科考試由「大學術科考試
委員會聯合會」負責統一辦理，舞蹈、戲劇、國樂、
國劇與運動競技等術科考試，由相關校系自行辦理。 

考試目的 藉由術科考試測驗學生程度，作為招生依據。  

考試日程 
寒假期間，108學年為：美術組（2/16～2/17） 
                     體育組（1/28～1/30） 
                     音樂組（1/29～2/01） 

考試用途 
可供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入學
及部分大學校系單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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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科目考試 

測驗範圍 包含高中三學年的必修及選修課程。 

測驗目標 主要在精細篩選學生。  

測驗難度 範圍較大、難度較高。 

測驗科目 

國、英、數甲、數乙、化學、物理、生物、歷史、
地理、公民與社會，共10科。 
大學校系可以依據發展特色及需要採計某些指定考
科，考生自行選考考科。 

測驗日程 7月1、2、3日。 

測驗用途 作為大學考試入學、進修學士班分發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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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方案簡介 

• 大學聯合招生管道 
   (依照日期先後順序) 
   1、繁星推薦 
   2、大學個人申請 
   3、考試分發 



繁星推薦 
 繳費、報名 
 公告第1~7類群錄取名單及第8類學群

通過第1階段篩選結果 
 錄取生放棄(才能報名指考) 
 大學醫學系辦理第8類群第2階段面試 



繁星推薦 
大學依學系性質分學群招生：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 教育、管理等 
                       學系（學程）。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醫藥衛生、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 



推薦條件 
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 

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之應屆畢業生 

高中前四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的全校排名
百分比在全校前50%，且符合各大學設定之
標準(校排前20％、30％、40％、50％)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過校系之檢定標準 

高中對大學每個學群至多推薦2名 



每一名考生僅能被推薦至1校1學群。 

如高中對同一大學推薦超過1名學生時，必須

排定其學生推薦順序，甄選入學委員會分發

時即依高中排定的推薦順序分發。 

本校應屆生有大過紀錄者，不論是否銷過，

一律不予推薦! 



個人申請 
 繳費、報名 

 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寄發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繳交甄試費用(大學自訂) 

 指定項目甄試 

 大學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甄選總成績單 

 正備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才能報名指考) 



每人得申請六所校系 

參加大學個人申請之每一考生，申請校系

數以六校系(含)為限。 

有意就讀採計術科之校系，需參加術科考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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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分發 

指定科目考試報名 
發售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寄發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單 
公布考科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及最低登記標準 
繳交登記費 
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考試入學錄取公告 



考生要購買「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否則無法取得通行碼上網選填志願 
 
考生須繳交登記費，才能上網選填志願 
 
考生一律上網選填志願 
  若有疑問請向大學考試分發委員會洽詢 
  網址：www.uac.edu.tw 

選擇考試入學需要注意… 



高中學生多學入學管道整理 
特殊選才—依各大學規定 

大學繁星—校排前50％以內學生有機會 

大學申請入學（學測）—每人6個志願 

四技申請入學（學測）—每人5個志願 

大學考試分發（指考）—網路填卡100個志願 

 

有學測成績才能參加大學／四技申請入學 

軍校警大招生及其他獨招學校也多採計學測成績 

警專為獨招 



 

教育部國教署生涯輔導資訊網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漫步在大學 

http://www.ceec.edu.tw/


家長請您可以這樣做  

 用鼓勵代替指責，一味指責孩子不用功無濟於事，

可與一些對親子關係或學習心理有經驗的人交流。 

 「陪伴」的方式有很多，準備愛心水果、點心，溫

馨接送情、隨興無目的的聊天，簡訊和便利貼…讓

孩子隨時感受到我們無條件地關懷支持。 

 儘可能以平常心對待！為孩子犧牲愈多，愈不容易

以平常心對待，但請讓彼此的生活保有一定的空間。 

 沒看到孩子讀書，並不表示他沒有讀書。信任他，

他會表現得更好。 



家長請您可以這樣做  

多一點鼓勵.孩子就多一分力量. 

多一點關懷.孩子就多一分希望. 

多一點傾聽.讓彼此多一份了解. 

多一點微笑.讓彼此多一分溫暖. 



德光中學輔導處粉絲專頁 

廣告時間 

歡迎大家按讚!!
許多活動照片
與相關訊息都
會發布在粉絲
專頁唷! 

在臉書搜尋
欄輸入天主
教德光中學
輔導處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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