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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大綱： 
1.時間表 
2.特殊選才(110/10 ~ 111/01) 
3.繁星推薦(111/03 ~ 111/06) 
4.申請入學(111/03 ~ 111/06) 
5.分發入學(111/06 ~ 111/08) 
6.科技大學申請 











會運用”學測”成績的招生管道 

       1.「申請入學」、    2.「繁星推薦」 

       3.「分發入學」、    4.「科大申請」 

       5.「軍校正期班」、6.「警察大學」 

       7.「運動績優」 

       8.「離島&原住民師資保送甄試」 

       9.「離島&原住民醫事公費生」等管道 





「特殊選才」、「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及「考試分發」這
四種主要的大學多元入學管道各
自訴求不同的選材方式，因此除
了成績之外，更要考慮自己的個
性與能力優勢適合何種管道。 

《升學導航》築夢踏實 
多元入學 (01:06) 

01-《升學導航》築夢踏實多元入學(01分06秒).wmv


X、Y、P 怎麼用？ 

111考招新制概說 

大學招生將維持多管道、多資料參採方式，以申請入學
為主，重視學習歷程，希望激勵學生適性發展。 



高中階段的重要考試 

60分鐘 

高中「英語文課綱」高中第1 ～ 4 學期部定必修課程。 

兩次考試播音方式皆改採分散式個別試場播音，全面使用MP3 播放器。 

測驗內容包含生活化、實用性之主題，以及「英語文課綱」所涵蓋之各
項議題。情境包括家庭、校園、公共場所、社交場合等。 

40 題選擇題，共含五大題：「圖片理解」、「對答」、「簡短對話」、
「短文聽解」與「長篇聽解」，除「圖片理解」包括部分多選題外，其

餘皆為單選題。 

每年舉辦兩次，第一次約在10 月下旬、第二次約在12 月中旬。 

可設為「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分發入學」之檢定項目，或納
入「個人申請」的審查資料。 

採A、B、C、F 等級制。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內容 

考試題型 

測驗用途 

測驗日程 

測驗評分 

播音方式 

1.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高中階段的重要考試 

5 大科7 節自由選考。 

國文則分為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2節施測，但最後合計一個總分。 

2.學科能力測驗 

國文（含國語文寫作，分節施測）、英文、數學A、數學B、社會、自然 

各科之部定必修 

素養導向命題，並採用新式答案卷（卷卡合一）  

90 分鐘：國文、國語文寫作 
100 分鐘：英文、數學A、數學B  

110 分鐘：社會、自然 

1 月底～ 2 月初，正研擬是否改為3 天 

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分發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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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大單獨招生、軍校甄選

入學、大學進修學士班、部分國外大學等招生管道使用 

各科均採15 級分制 

測驗科目 

測驗範圍 

測驗題型 

測驗時間 

測驗用途 

測驗日程 

測驗評分 



認識大學多元入學 高中階段的重要考試 

3.術科考試 



Chapter１ 認識大學多元入學 高中階段的重要考試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各科之部定必修＋部定加深加廣選修 

素養導向命題，並採用新式答案卷（卷卡合一）  

各科均為 80 分鐘 

7 月初，研擬是否改為 2 天 

大學考試入學、大學進修學士班分發之依據 

45 級分制（暫定）  

測驗科目 

測驗範圍 

測驗題型 

測驗時間 

測驗用途 

測驗日程 

測驗評分 

4. 分科測驗 



大學 特殊選才 簡介 



 具特殊才能、經歷或成就，且有比賽參
加證明、能力證明等。 

 學測與分科測驗無法鑑別你的能力。 

 屬於在家自學或具不同教育資歷學生
（海外留學、擔任國際志工）。 

 具單一學科能力天賦、藝能／運動類專
長、創新、領導、社會公益楷模、總統
教育獎、總統孝行獎、學術及各類特殊
領域具卓越表現者。 

 弱勢、新住民、家庭環境艱困、資源有
限，但逆境向上、具強烈學習熱忱。 





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 

http://srecruit.moe.edu.tw/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index.php


大學 繁星推薦 簡介 



 高一、二校內成績優異，排名在前
50%。 

 學測成績符合校系要求。 

 對想讀的校系有明確了解及認同。 

 高中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 



繁星家長說明會 
111年03月04日(五)19：00 



繁星推薦是什麼? 
• 大學依學系之性質分學群招生： 

1.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 

2.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 

3. 第三類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 

4.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 

5.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 

6.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 

7.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 

8.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 第四類至第七類學群，僅限招收高中之音樂、美術、舞蹈（以下稱
藝才班）及體育班學生。 

 



繁星推薦條件 

1.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在校學業成績)全校
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之規定。各大學得就「前20%、30%、40%、
50%」，擇一訂定標準。 

2.須參加學科能力測驗，視校系規定參加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術科考
試。 

3.本校應屆畢業生，繁星推薦名單送出前有大過紀錄者，不論是否銷
過，一律不予推薦。(本校的規定) 

4.高中三年全程學籍均於本校或全程有實際就讀本校之學生，本委員
會認定其在校學業成績評比方式與所有在校生一致，擁有被推薦資
格。 

5.如有遺漏，依繁星入學簡章「壹、總則」之規定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 第一階段篩選：與一～七類學群方式一樣 

• 一所高中對一所大學第八學群最多推薦兩名， 

• 一名學生只能推薦一所大學醫學系 

• 篩選標準如同其他學群，但單獨。 

• 第二階段面試：第一階段篩選通過，須參加第二階段面
試，面試通過才算錄取。 

※ 若學生通過甲校醫學、牙醫系的第一階段篩選，則不
能再參加甲校醫學、牙醫系的個人申請報名。 

 



有什麼限制？ 

•第一類組至第七類組錄取繁星推薦者，不管放
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個人申請，只能參加考
試分發入學管道。 

•第八類組錄取第一階段，仍可參加申請，但確
定第二階段錄取後，不管放棄與否，不可填志
願序。 
 



第8類學群面試 

第8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篩選 第1-7類學群錄取 

錄取 

符合校系之校排百分比／學測／英聽／術科門檻 

1. 高中校排百分比 
2. ~7. 學測級分或術科成績或學科校排百分比

或自訂學測科目組合（各系自訂） 

比
序 

高中依學群推薦（排序）（約3月初） 

補充 
資料 

補充 
資料 

補充 
資料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大學依學系性質分學群招生， 
各高中推薦至各大學每學群至多兩名。 
每個人僅能被推薦至一學校一學群 

1 
 

 
舉例：臺灣大學參與繁星推薦的學系，有第一
類、第二類、第三類與第八類共四類學群…… 

每所高中可推薦八名學生參加該校繁星推薦，
每學群至多二名。 

每名考生僅能被推薦至一校一學群(可填志願數
則依大學之規定）。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2 
 

 
------- 

參照簡章中的「學群分類」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3 
 

 
------- 

參照簡章中的「可選填志願數」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身分限制較嚴格 4 
 

 
------- 

以臺灣大學為例，所有參加繁星推薦的考生全校排名
百分比皆須在前20%。各藝才班及體育班分別計算校
排名百分比，並限被推薦至大學第四～七類學群。 

應屆畢業考生須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 
且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名百分比須符
合大學規定（分別為前20%、30%、40%、
50%）。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身分限制較嚴格 5 
 

 

參照簡章中的「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標準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注重在校成績排名 6 
 

 
------- 學測成績僅為繁星推薦的篩選門

檻，並非決定性關鍵，真正的比
較重點為「在校成績全校 
排名百分比」。 

錄取政治大學，光啟高中
繁星耀眼 (03:26) 

02-錄取政治大學，光啟高中繁星耀眼(03分26秒).wmv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二輪分發，增加錄取機會 7 
 

 
------- 第一輪分發： 

依各大學校系之門檻標準及各高中推薦序等進
行分發，各大學錄取同一高中以一名為限。 

第二輪分發： 
第一輪分發後仍有缺額者時進行，此時各大學
對同一高中再錄取人數不受一名之限制。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系）分兩階段甄試 8 
 

 
------- 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通過篩選的同學不得在個

人申請管道報名同一個校系。 

例如：如果通過高醫醫學系繁星推薦篩選，就
不可於個人申請再報名高醫醫學系。 

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參加個人申
請統一分發。 



繁星推薦重點快搜 

放棄錄取者僅能把握考試分發入學 9 
 

 
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均不得報名當學年度之
「個人申請入學」；亦不得參加「科技校院日
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所以，同學選擇繁星推薦的校系時，務必確認
該校系是自己想要就讀的方向。 



大學 個人申請 簡介 



 學測成績符合校系要求。 
 對於報名校系有明確認識及認同。 
 對於大學及畢業後的生涯規劃已有
大致方向。 

 強烈喜歡特定校系。 
 具有學科外的優勢能力表現、學習
歷程檔案資料齊全。 

 口語表達能力優異。 
 具有良好的時間管理能力。 
 具有良好的挫折忍受力及壓力調適
能力。 



個人申請是什麼? 
第一階段： 

•檢定：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
測驗(視校系規定) 

•倍率篩選：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 
第二階段：依各校系自訂的指定項目內容，上傳審查資料至
甄選會。並需參加指定項目甄試，包含面試、筆試、實作等。 

 



 

自己 
自我認識 

 

環境 
社會與 

環境因素 

目標 

升學、校系 
、教育、職業資料 

選校 

選系 

能力/性向 

限制或助長因素 各校系的深入認識 

做
決
定 

生涯決定 

金三角： 



如何找出大學6志願 
及科大個人申請5志願 

•找出有興趣的學群為大方向 

•篩選列出符合條件且想選填的校系 

•比較自己今年學測成績與去年、前年及大前
年該科系通過倍率篩選最低級分的差距，由
此推估自己今年申請該系能通過第一階段篩
選的可能性有多高。 
 



     確定個人申請入學之志願 

•在6個申請入學校系中，可以選1～2個
較為夢幻的校系，搭配3～5個務實的校
系，如果可以最好有1 個保險的校系。 

 



1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以110學年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為例： 

第一階段先通過國、英、自三科均標，再以倍率高低依序篩選自然、國文、
英文，選出自然科最高之前85名（倍率5ｘ招生名額17名=85），再從中選出
國、英級分之合最高的51名（倍率3ｘ名額18=51）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選。 

個人申請門檻 

篩選倍率：自然/國文+英文 

倍率篩選ｘ招生名額 



 110學年彰師大生物系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倍率： 

2 
 

 
-------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同級分超額篩選者以✽表示 
3 

 

 
-------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110 學年度通過第一階段者自然至少11 級分（自然第85 名的申請人）、國、英
兩科加總至少24 級分（國、英級分和第51 名的申請人）。但因為最後篩選的國、
英2 科超過預定甄試人數，所以最後有同級分超額篩選，也就是針對國、
英加總剛好24 級分的同學會再比較「國 + 英 + 自」的分數，若比完仍
超過預定甄試人數，會繼續再比「學測自然級分」。 

第一階段 超額篩選 

 110學年彰師大生物系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倍率： 



科技大學申請入學簡介 



•找出有興趣的學校科系為大方向 

•篩選列出想選填的校系 
• (110)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將級分換算成百分比數。 

•   (110)各校系組第一階段最低篩選標準一覽表 

•確定申請入學的5個志願 
 



個人申請入學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5月初~6月初 

報名（最多六校系）級分篩選 

正／備取生上網填寫志願序 

錄取生聲明放棄後，始得參加指考之登記分發 

四技與科技大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篩選結果公告正備取名單 

正／備取生報到 

英聽／學測／術科/APCS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5月初~6月初 

報名（最多六校系）級分篩選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個人申請入學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5月初~6月初 

報名（最多六校系）級分篩選 

正／備取生上網填寫志願序 

錄取生聲明放棄後，始得參加指考之登記分發 

科大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篩選結果公告正備取名單 

正／備取生報到 

英聽／學測／術科/APCS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5月初~6月初 

報名（最多五校系）級分篩選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111年學測自由選考新增規定： 

1. 檢定、倍率篩選、採計或同級分超額篩選之科目總和，最多可使用學測
4 科的成績， 也可在此4 科內自訂1 項「科目組合」， 作為篩選倍率。 

2. 2. 校系要求檢定、倍率篩選及採計之術科或學測科目成績總和為零級分
（缺考、未報考），不得參加篩選。 

3. 3. 第一階段同級分超額篩選方式，除以「校系所訂檢定、篩選、採計科
目級分總和」作為第一道篩選外， 另開放大學校系得以檢定、篩選、
採計所使用之科目再進行依次篩選，校系得依招生需求自訂使用之科目
數及順序。 

不得再用5科總級分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依個人興趣及各校系要求之檢定標準， 
每人以申請普通大學6校系、科技大學5校
系為限。 

1 
 

 

每位考生可以申請一般大學校系6個志願、
科大校系5個志願，共計11個志願。 

有些校系有限制考生志願數，因此考生在選
填時要特別留意各校上限為何。 

選擇校系上，可以依據自己學測表現上的優
勢科目配合校系簡章的倍率篩選來作考慮。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 
須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2 
 

 大學校系以個人申請尋找理想人才，各系透過
第一階段來了解學生的學科能力，再用第二階
段指定項目甄試來考驗學生的才能。 

目前各大學校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成績占總成
績比例多達50%以上，故考生在選擇校系時，
考慮第二階段項目是否為自己可發揮的專長也
是一大重點。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依校系規定上學習歷程檔案 3 
 

 

透過大學校系指定呈現的「項目」，以及考生
自行陳述與準備的內容，讓大學端可以更了解
考生的特色、與選擇該系作為志向的原因。 

學習歷程檔案內的許多資料需要靠同學平時一點一滴
累積，才能完整呈現其內容。 



個人申請重點快搜 

錄取者（含備取）須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 
由甄選入學委員會依錄取生志願序及名次
統一分發 

4 
 

 

切記「自己越喜歡（或越想就讀）的志願塡越
前面」，不要以校系刻板排名來排序。 

不管正取或備取，只要有意願就讀，就務必要
填寫在志願上繳交，將最喜歡的塡在前面才有
機會，即使第一志願是備取也有機會上榜。 



大學分發入學 簡介 



 對於未來想讀的校系有大方向，但
仍不太確定。 

 某些科目成績特別突出。 

 得失心重，容易受外在環境影響。 

 無法分心同時做很多事。 

 願意按部就班、腳踏實地念完進度
與老師要求的功課。 

 對於課業以外的其他表現，自己沒
有把握與想法。 



•可以根據自己想要填報的大學校系，
所規定的採計科目來選考指考科目。 

•不論考生是哪個類組，都可以跨考 

•大學校系會採計3～5科（含術科）。 

•考生可以選填最多100個志願 



•先檢定：如果該校系有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項目標準，則須先通過學測檢定標準。 

•後採計：根據該系採計的指定考試科目及

加權分數來擇優錄取。 

•同分再參酌：如果加權總分相同，則進入

同分參酌順序，決定錄取與否。 



分發入學重點快搜 

考生不受類組限制，自由選擇考科 1 
 

 
------- 

無論高中選擇哪一個班群，考生都可以根據興
趣及科系規定選擇報考科目。 

不論選擇考科數為何，考生都要仔細確認自己
有興趣的校系之要求科目為何，避免因為考太
多或考太少而影響自己的權益。 



考試入學重點快搜 

重點科目加重計分 2 
 

 
------- 

校系可根據自己重視的考科，選擇加重採計的
科別與比例（25%、50%、75%、100%）。 

若該系加重的科
目恰巧是自己所
擅長的，表示相
對有利於錄取 
該系。 

依總分採計
方式可知，
英文、生物
更為重要。 



分發入學重點快搜 

學測及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仍為部分校系之
檢定門檻 

3 
 

 
------- 

有些以指考招生之校系，仍希望考生通過某些
科的學測檢定門檻，或是就學期間參與英聽測
驗之成績達到標準。 

選填志願前，須先
確認自己當年度學
測或英聽是否通過
該校系標準。 

如果沒有通過門檻，
即便指考分數再高，
也無法選擇該系。 



分發入學重點快搜 

學測及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仍為部分校系之
檢定門檻 

3 
 

 
------- 

有些以指考招生之校系，仍希望考生通過某些
科的學測檢定門檻，或是就學期間參與英聽測
驗之成績達到標準。 

選填志願前，須先
確認自己當年度學
測或英聽是否通過
該校系標準。 

如果沒有通過門檻，
即便指考分數再高，
也無法選擇該系。 



謝謝各位家長的聆聽 
如有疑問， 

 
歡迎隨時與輔導處聯繫 

 
 

S301-S303輔導教師：郭淑華 
S304-S308輔導教師：郭秀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