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 
畢業後 

７～８月 

引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資料 

分發入學 
招生作業 

高三 
畢業後 

７月中 

分科 
測驗 

高三課程
結束後 

５月初～
６月初 

申請入學 
招生作業 

高三下 
３月 

繁星推薦 
招生作業 

高三寒假 
１月 

學 測 

高三上 
11~12 月 

特殊選才 
招生作業 



考試制度說明 1 

升學制度說明 2 

家長如何因應 3 

相關資源介紹 4 





四大 
升學考試 

英文聽力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分科測驗 

術科測驗 



111/10/22 (六) 

111/12/10 (六) 

自由選考 

時間 

成績採等級制 

Ａ.Ｂ.Ｃ.Ｆ等級 

擇優使用 

成績
計算 

高一、高二 

必修英文 

考試
科目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使用
管道 



今年使用英語聽力測驗作為檢定的校系數 

繁星推薦計有 61 個校系，約占總系組數 3.41 % 

申請入學則有 53 個校系，約占總系組數 2.38 % 



112/01/13(五) 

至 

112/01/15(日) 

時間 

成績採級分制 

每科最高15級分 

自由選考 

成績
計算 

繁星推薦 

一般大學申請入學 

科技院校申請 

分發入學 

軍警院校 

使用
管道 

考試
科目 

(高一高二) 
  

數A 
數B 
自然 
社會 

(高一至高三上) 
  

國文 
英文 

 
部定必修課程 



日期 事項 

111.11.01～15 學測報名 

111.12.23 學測簡訊通知應試號碼 

112.01.03 學測公布試場分配表 

112.01.13～15 學測考試 

112.02.23 學測公布成績 

111.02.23 學測寄發成績通知單 

111.02.23～3.02 學測申請成績複查 

不再寄發 
紙本准考證 



考試時間： 

國綜 90 分鐘，國寫 90 分鐘； 

英文、數學Ａ、數學Ｂ 考科各 100 分鐘；社會、自然科各考 110 分鐘 



頂標 該科成績位於 第 88 百分位數 之考生級分 (分數) 

前標 該科成績位於 第 75 百分位數 之考生級分 (分數) 

均標 該科成績位於 第 50 百分位數 之考生級分 (分數) 

後標 該科成績位於 第 25 百分位數 之考生級分 (分數) 

底標 該科成績位於 第 12 百分位數 之考生級分 (分數) 
100 % 



級分 
國 英 數/數A 數B 社 自 

110/111 110/111 110/111 111 110/111 110/111 

頂標 
PR88 

13 / 13 13 / 13 11 / 10 13 13 / 13 13 / 14 

前標 
PR75 

12 / 12 12 / 12 9 / 8 11 12 / 12 12 / 12 

均標 
PR50 

11 / 10 8 / 8 6 / 6 8 10 / 11 8 / 10 

後標 
PR25 

9 / 9 5 / 5 4 / 4 4 8 / 9 6 / 7 

底標 
PR12 

8 / 7 4 / 4 3 / 3 3 7 / 7 5 / 5 



注意：去年第一屆使用數Ａ ＆ 數Ｂ 

所有今年科系對於數ＡＢ採計有所變化 

請查詢 
『112大學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 

參採數學考科查詢系統最新資訊』 



https://srecruit.moe.edu.tw/mathsys/


112年 

音樂：2/1~2/4 

美術：2/5、2/6 

體育：2/7~2/9 

時間 
音樂、 

美術、 

體育。 

考試
科目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單獨招生 

使用
管道 

成績
計算 音樂、美術 

五項個別計分 

自由選考 

體育 

全部項目應考
給一個總分 



科目 考試項目 

音樂 主修、副修、樂理、聽寫、視唱 

美術 
素描、彩繪技法、創意表現、 

水墨書畫、美術鑑賞 

體育 

60 公尺立姿快跑、20 秒反覆惻步、 

１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立定連續三次跳、1600 公尺跑走 



112 年 

07 / 12 ~ 07 / 13 

時間 

成績採級分制 

每科最高60級分 

自由選考 

成績
計算 

高一至高三 (全) 

數甲、物理、化學 

生物、歷史、地理 

公民 

考試
科目 

分發入學 

使用
管道 





升學 

管道 

特殊選才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獨立招生 

軍事校院 

警大警專 

國外留學 

北藝大 

原住民專班 



 校系彈性自主 

 考生多元選擇 

 學生依個人志趣 

選擇 

 大學依校系特色 

選才 

 高中均質、區域均衡 

 高中推薦 

 各校自行辦理 

 特殊才能 

 經歷或成就 

引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資料 



雖然新聞是這樣

寫，但是來看看

實際的招生比例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111908


近６年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入學核定名額統計 

年 
度 

招生 
總額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入學  

名額 比例 名額 比例 名額 比例 

111 96868 16178 16.70% 55810 57.61% 24880 25.68% 

110 96433 16111 16.71% 55541 57.60% 24781 25.70% 

109 95815 16110 16.81% 55267 57.68% 24438 25.51% 

108 95924 16371 17.07% 54978 57.31% 24575 25.62% 

107 98519 16993 17.25% 56060 56.90% 25466 25.85% 

106 100304 17589 17.54% 55954 55.78% 26761 26.68% 



其實比例上 

與前幾年幾乎都一樣 



驟
降 

上
升 

夢
幻
校
系 

107 ~ 111 分發統計 



四大升學管道適合學生的類型 

特殊選才： 

具有特殊專長表現或特殊境遇 

繁星推薦： 

學習態度認真、在校百分比佳 

申請入學： 

學習歷程豐富、第二階段有優勢 

考試分發： 

擅長紙筆測驗 - 單科加權有利 





特殊選才 - 資格 

1. 單科資賦優異，具有單一學科之天賦（偏才） 

2. 擁有特殊競賽，國際型競賽、全國 ( 技能 ) 競賽、科展等 

3. 擁有特殊經歷，如自學、志工、創新、領導、社會公益等 

4. 藝能類或運動類的才藝專長  

5. 其他：◆境外臺生   ◆新住民及其子女  ◆實驗教育學生   

   ◆經濟弱勢學生 ◆在地學生     ◆其他願景計畫生 

   ◆持境外學歷報考且同時持國外具公信力之入學用大型 

     測驗成績者  



特殊選才報名資料查詢 

https://srecruit.moe.edu.tw/mathsys/


https://www.reallygood.com.tw/newExam/inside?str=932DEFBF9A06471E3A1436C3808D1BB7


【特殊選才】 各類專才 逆境學習 免學測 

名額逐年增加 

112 年核

定名額： 

1558 名 



有 37 個校系開放資安外加名額，對資安有興趣

的同學別錯過利用特殊選才免試入學的機會喔！ 



112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資安外加名額招生資訊 

註：各校考試及招生日期以各校公告簡章為準 

https://www.yrhs.tn.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6456


來看看這些特殊選才學長姐的經驗分享吧 

大學問報導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3886 

 
逆境向上：鄭婉芃         資訊專長：黃靖翔 
文學天分：游高晏         畜牧養殖：許宜珈 
志工服務：李弘翔         資安專長：劉嘉瑞 
兒少福利：李芝玉         程式競賽：李文翔 
民俗文化：葉奕廷         日語專長：王家榛 
 

大學問報導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4621 

 
不畏障礙：陳芊穎         資訊專長：簡齊君 
機械專長：余文凱         社會服務：林軒揚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3886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3886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3886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4621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4621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4621




繁星推薦 官網 



高中五學期成績優良的你 

建中１%＝本校１% 



 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之應屆畢業生 

 五學期 ( 修滿高一 ~ 高三上學期 )  

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平均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規定（20% ~ 50%） 

 學測、術科考試、英聽測驗成績符合大學所訂之檢定標準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符合大學要求規定（20%~50%） 



學測、術科考試、英聽測驗成績符合大學所訂之檢定標準 

1. 一定要過檢
定標準才符
合報名資格 

2. 所有校系比序 
第１比序一定比 
在校百分比 % 

3. 第２到第７比序，各
校系自訂，可以是學
測成績或是在校成績
百分比 



繁星推薦 推薦規則 

 一校一學群： 

同１名學生僅限被推薦至同１所大學的同１學群 

 高中對每所大學各學群至多推薦２名 

 高中優先推薦校排名 (%) 越前面 的學生 

 內高繁星推薦委員會辦理繁星推薦校內初選， 

決定推薦之學生 



繁星推薦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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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學群 生命科學、農、醫學院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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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系  



一校一學群：學生只可報同所大學之同一學群 

對學生而言，即在校內初選時填選到可繁推某大學的某學群 

例如：Ａ生在校內初選時，選填到可繁推長庚大學第三類學群 



若對同一大學推薦超過一位學生時 

高中端必須排定學生之推薦順位 

對高中而言： 

對每所大學各學群至多推薦２名 

以中央大學為例 

該校有第一、二、三類學群 

高中端最多可推薦６位學生 

2 

2 

2 高中 



高中優先推薦校排名越前面的學生 

Ａ同學：   5% 

Ｄ同學：10% 

Ｂ同學：  3% 

Ｅ同學：12% 

Ｃ同學：6% 

Ｆ同學：9% 

② 

⑤ 

① 

⑥ 

③ 

④ 



高中優先推薦校排名越前面的學生 

高中對每所大學各學

群至多推薦２名 

我們怎麼決定先推薦

哪位同學呢？ 



高中優先推薦校排名越前面的學生 

校排成績愈好，機會越高 學校優先推薦 



繁星推薦 分發規則 

 第一輪分發： 

大學在同高中只錄取一名學生 

 第二輪分發： 

第一輪分發後，校系仍有缺額 

再依分發比序項目擇優錄取 

各大學對同高中之錄取人數不限一名 



內高推薦序 學群 選填科系 志願序 

① B同學 第二類學群 

資訊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 2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3 

② A同學 第一類學群 

法律學系法學組 1 

犯罪防治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3 

③ C同學 第三類學群 

生物醫學科學系 1 

物理治療學系 2 

職能治療學系 3 

內高推薦序 學群 選填科系 志願序 

① B同學 第二類學群 

資訊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 2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3 

② A同學 第一類學群 

法律學系法學組 1 

犯罪防治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3 

③ C同學 第三類學群 

生物醫學科學系 1 

物理治療學系 2 

職能治療學系 3 

① B同學 第二類學群 電機工程學系 2 錄取 

未錄取 



內高推薦序 學群 選填科系 志願序 

① B同學 第二類學群 

資訊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 2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3 

② A同學 第一類學群 

法律學系法學組 1 

犯罪防治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3 

③ C同學 第三類學群 

生物醫學科學系 1 

物理治療學系 2 

職能治療學系 3 

內高推薦序 學群 選填科系 志願序 

① B同學 第二類學群 

資訊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 2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3 

② A同學 第一類學群 

法律學系法學組 1 

犯罪防治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3 

③ C同學 第三類學群 

生物醫學科學系 1 

物理治療學系 2 

職能治療學系 3 

① B同學 第二類學群 電機工程學系 2 錄取 

未錄取 

其他人第一輪無機會 



內高推薦序 學群 選填科系 志願序 

① B同學 第二類學群 

資訊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 2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3 

② A同學 第一類學群 

法律學系法學組 1 

犯罪防治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3 

③ C同學 第三類學群 

生物醫學科學系 1 

物理治療學系 2 

職能治療學系 3 

有缺額的科系跑第二輪， 
不考慮學校推薦序，依分發比序項目擇優錄取 

第二輪同高中之錄取人數不限一名 

有缺額 

有缺額 

跟
其
他
高
中
學
生
競
爭 



請注意：請不要把繁星當備胎 

 第１類至第 ７類學群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不得報名該學年

度個人申請管道，亦不得參加該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

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第８類學群（醫學系、牙醫系）繁星錄取生會和個人申請的

第一階段錄取名單一起公告，第八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參加個

人申請統一分發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 



請注意：請不要把繁星當備胎 

填的科系，一定是考上後你願意去讀的！ 



1. 全程就讀同一高中，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 

2. 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百分比符合大學要求規定 

3. 學測、術科考試、英聽測驗成績符合大學所訂之檢定標準 

4. 高中可推薦至大學（有開外加名額）各學群至多２名原住民生， 

另排定原住民生之推薦順序 

原住民生 





申請入學 - 官網 



日期 事項 

02.23-02.24 學測公布成績、寄發通知單 

03.23-03.24 學校集體報名 

03.30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03~04 
學生上傳及高中提交學習歷程資料 
（需特別注意就讀高中上傳截止日期） 

05.04-05.10 
 

第一階段通過篩選考生上傳 (勾選) 審查資料至甄選會
（各大學截止日見簡章校系分則） 

05.19-06.05 指定項目甄試 (大學校系自訂) 

06.05前 大學公告錄取名單 

06.08-06.09 錄取生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 

06.14 放榜 

06.14-06.17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 

申
請
入
學  -  

時
程
表 

112 



申請入學 - 報名資格 

 當學年度學測、術科考試、英聽成績通過大學校系檢定標準，

可申請符合志願之大學校系 

 參加申請入學之考生，申請校系數以６校系(含) 為限 

 大學自訂考生對同一大學得否申請多個學系 



申請入學 - 流程 

1. 檢定：依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或英語聽力測驗成績 

   通過校系之檢定要求 

2. 篩選：依學科能力測驗或術科考試成績， 

   依校系要求進行倍率篩選 

3. 甄試：即第二階段甄試，包含筆試、學習歷程檔案、 

   口試及實作等 112/5/18 ~ 6/4（注意是否撞期） 



file:///D:/å°�ç¾©ç�¼å±�/Â©Ã�Â¥Ã�Â¾Ã�Â®Ã�Âº[Â¥iÂ¿Ã¯Â¶Ã±Â¾Ã�Â¨t(Â²Ã�)Â¼Ã�Â¤@Ã�Ã½ÂªÃ.pdf


申請入學 – 簡章判讀 

校系基本資訊 



第一階段看檢定、篩選 第二階段看指定甄選項目 



第一階段：先檢定、後篩選 

STEP１：一定要通過檢定標準 



第一階段：先檢定、後篩選 

STEP２：依倍率由大到小篩選 

 先由組合分數成績擇優

篩選招生名額６倍的人 
20 x 6 = 120 

 再根據英文成績擇優篩

選招生名額４倍的人 
20 x 4 = 80 

 最後根據國文成績擇優

篩選招生名額３倍的人 
20 x 3 = 60 

進入第二階段甄試人數 



1. 學測國、英、數Ｂ、社 級分總

和 

2. 學測英文級分 

3. 學測國文級分 

4. 學測社會級分 

同級分超額篩選 

若篩選至最低倍率後， 

人數仍超過預計甄試人數， 

則依校系自訂之超額比序 

進行篩選 



先檢定 

英文（頂標） 

英聽（Ａ級） 

後篩選 

英文３倍 



先檢定 

素描（均標） 

彩繪技法(均標) 

美術鑑賞（均標） 

後篩選 

素描、美術鑑賞、彩繪技法６倍 

國文、英文５倍 

有採計術科測驗：第一階段一起看 



資訊學群 部分科系採計 APCS 



資訊學群 部分科系採計 APCS 



採計科目 特殊校系 

若校系同時將數學Ａ或數學Ｂ設為其檢定科目，

考生僅須通過其中一科檢定標準。 



第二階段：指定甄選項目 面試、審查資料為主（各校系自訂） 

指定項目相關細項說明 

或甄選注意事項 



第二階段：指定甄選項目 面試、審查資料為主（各校系自訂） 

學測及指定項目的成績比例 
總成績同分

時比序項目 



個人申請審查資料改以 

學習歷程檔案方式呈現。 

第二階段採計需 ≧ 50% 

( 學測採計不可大於 50% ) 









第二階段：指定甄選項目 面試、審查資料為主（各校系自訂） 

筆試科系 
例如：數理化學群、文史哲學群、外語學群 

尤其是頂大台、清、交、成、政及中字輩學校 

小論文科系
(目前較少) 

例如：文史哲學群、教育學群 

須依指定主題撰寫小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作品 
審查科系 

例如：建築與設計學群、藝術學群 

  相關科系：美術、建築、景觀、室內設計…… 



審查資料 
A.修課紀錄：由學校統一上傳 

B~M
學生自
行由學
習歷程
資料庫
中勾選
上傳 

課程成果 

至多勾選３件 

多元表現 

至多勾選 10 件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字數合計至多 800

字、圖片至多３張，

上傳 PDF 檔案 

自行上傳容量最大５MB 

審查資料的最後一哩路：

撰寫 NOPQ 



Ｑ 請問我不是 108 課綱的學生 ( 如：重考生、境外返國、

高中肄業等 )，所以我沒有學習歷程檔案，111 學年

度起還可以參加哪些聯合招生管道？是否會影響評分？ 

Ａ 申請入學、分發入學招生管道均可報名。 

如果沒有學習歷程檔案是否會影響評分， 

就各管道分別說明如下： 



Ａ (1) 申請入學： 

自 111 學年度起，考生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後，仍可以在

申請大學校系時到甄選會網站上傳自行製作 PDF 審查資料。

至於備審資料之審查，則由大學依其學術專業及系所選才

需求進行審查，如學生有不同教育資歷亦會審酌給予公平、

公正之評分。 

(2) 分發入學： 

僅採計入學考試成績後直接分發，與學習歷程檔案無涉。 



在教育部發布的《十二年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上，核心素養的定義是： 

「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的生活及面

對未來挑戰時，所應當具備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 



重視學生基本素養所展現的核心能力 

從學生提供的資料所呈現的動機、行動、成果、感

想，藉此觀察學生是否具備解決問題、學習熱忱、

邏輯推理、溝通表達、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一般

能力，再綜合判斷學生入學後是不是能順利學習、

適應發展。 

引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資料 



重視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活動 

審查重心明確轉移到高中校內的學習活動，在課程

學習成果也明確規定由學生在高中課程中製作的書

面報告、實作作品、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引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資料 



重視資料真實性及學生自主準備 

在已公布的學習準備建議方向中，各學系所列的項

次並不是要求學生必須全部具備，反而會因為沒有

關聯、失真資料或他人代工的文件，看不到學生真

實學習面貌及個人特質。 

引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資料 



不是學系所列的所有項次都要具備， 

大學重視多面向的參採 

大學在已公布的學習準備建議方向中，各學系所列

的項次並不是要求學生必須全部具備，學系在審查

時，仍會以學生所提供的資料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學生不需要過度準備、樣樣具備。 

引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資料 



不是以量取勝， 

大學重視學生學習過程的反思 

大學對學生學習歷程審查採綜合性評量，不是集點積分

方式評量，學生無論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

現，並不是越多越好，大學希望學生能從事並展現真正

對自己有意義、彼此有關聯的學習活動，學生如果只是

堆積缺乏意義與關聯的資料，反而將不利於在備審資料

中展現綜整心得與學習歷程反思。 
引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資料 







 原住民生 

 離島生 

 願景計畫生 

(經濟不利、特殊境遇) 

若同時具備多種身分，僅能擇一 

同時錄取該校系 

招生名額與外加名額時  

(含正、備取) 

 於登記就讀志願序時，須先將

該校系招生名額志願序登記於

外加名額志願序之前 

 若放棄該校系招生名額志願序，

則外加名額志願序一律須選填

為放棄，考生不得異議。 





http://nonschool.tn.edu.tw/UpLoadFiles/1681FB2D38.pdf


  扶弱招生組別 -  願景組 



扶弱措施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document/112apply_help_vulnerable(20221104)_58pA7w.pdf


提供經濟不利、特殊境遇子女之組別 

（依學習領域分類） 
扶弱措施 

學校 組別名稱 學校 組別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 希望 國立中正大學 嘉星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 國立中興大學 興翼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晨光 

國立成功大學 成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揚鷹 

國立政治大學 政星 國立臺北大學 飛鳶 

國立中央大學 向日葵 高雄醫學大學 薪火 

國立中山大學 西灣南星 



雙聯學位 

與國外大學簽訂協議，互相採認授課學分。 

在原本學校修業滿規定的期限後，前往有合作協定的

學校繼續修習剩下的相關學分，只要符合雙方學校的

畢業資格後，就可以用較短的修業年限同時取得兩校

的學位。 



雙聯學位 
目前有以下模式： 

1+2+1 學士、2+2 學士、1+1 碩士、3+2 學碩士 

國立大學 私立大學 

臺灣大學 中興大學 逢甲大學 

海洋大學 東華大學 輔仁大學 

清華大學 臺北大學 東海大學 

成功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中原大學 

中央大學 台中教育大學 銘傳大學 

中正大學 淡江大學 

中山大學 大葉大學 



不用顧慮正備取，從最想讀的校系開始填 。 

( 僅外加名額需留意 ) 

登記就讀志願序 

放棄入學資格 

須於指定時間內上網登記放棄聲明  ( 6 / 14 ~ 6 / 17 )， 

否則一律不得參加「大學分發入學」、「科技校院甄選入學」 







科技大學 - 申請規則 

 憑學測成績即可申請，每位考生有６個志願 

 兩階段考試： 

第一階段／以學測成績篩選出第一階段名單 

第二階段／由校系自訂考試內容，詳請見簡章 

     ( 學習歷程檔案 )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contents.php?academicYear=112&subId=299


https://www.jctv.ntut.edu.tw/downloads/112/caac/112_caac_rule.pdf


第一階段：學測成績篩選 
篩選預計複試人數至多為招

生名額之５倍  

51X5=255人 



第一階段：學測成績篩選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試算範例 

計算方法 



第二階段：複試評分項目與說明 



第二階段：複試評分項目與說明 



欲申請資訊相關學系同學請注意！ 

參加 APCS 檢定測驗大利多！ 

 科大 APCS 超額篩選： 

111 學年共有 38 校 94 個資電相關

系組，共提供 735 個名額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4842  

 112 大學申請入學 APCS 擴大招

收名額：112 學年名額增加至162 

個，較去年成長 44 個名額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4842


科大APCS 超額篩選方式 

1. 第一階段學測成績篩選未通過且符合系(組)、學程所訂之

APCS 成績超額篩選資格標準之申請生，可參加 APCS 成

績超額篩選。 

2. APCS 成績超額篩選資格標準為 APCS 檢定實作題及觀念

題合計４級分（含） 以上，但各校系（組）、學程可再訂

定更高的級分標準 

3. APCS 成績超額篩選人數： 各校系（組）、學程第一階段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篩選預計複試人數之 10% 人 數（無條

件進位，取至整數位）為 APCS 成績超額篩選人數 



1. 先看 APCS 總和

分數 

2. 分數相同時，再

看學測加權平均

成績高低做篩選 

1 2 



本系參加 APCS 第一階段超額篩選， 

採計實作題及觀念題合計4級分（含）以上。 









分發入學 規則 

1. 網路登記志願，最多可填 100 個志願。 

2. 大學科系可要求學測、英聽結果為檢定標準。 

3. 採計科目： 

 

 
  

4. 己獲取繁星、申請之錄取資格者，須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放

棄，才可參加考試分發入學登記。 

5. 須先繳交登記費，否則無法上網選填志願。 

３≦ 學測＋術科＋分科測驗 ≦５ 

其中 分科測驗 ≧ 1 
但採計術科考試音樂組之校系得不受此限 



分發入學 規則 

學測科目 

 檢定： 

以 15 級分計算 

 採計加權： 

以 60 級分計算 







分發入學 簡章判讀 

檢定標準 採計科目(３～５科)+同分參酌順序 

校系比對 



中原大學 

輔仁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 

長庚大學 

銘傳大學 



排名 科目 校系數 

1 國、英、歷 166 

2 國、英、數甲、物、化 151 

3 國、英、數B、公 122 

4 國、英、公 111 

5 國、英、歷、地 94 

學測 + 分科測驗 

採計科目組合 



日期 事項 

112/07/12~13 分科測驗 

112/07/28 寄發分科測驗成績 

07/28 ~ 08/04 (12：00止) 繳交登記費 

08/01 ~ 08/04 (16：30止) 上網登記分發志願 

08/15 放榜 





升學 

管道 

特殊選才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獨立招生 

軍事校院 

警大警專 

國外留學 

北藝大 

原住民專班 



中央警官大學 

1. 甲組 - 自然組 、 
乙組 - 社會組 

2. 畢業後需服役４年。 

3. 公費： 
學雜費、食宿費、服裝費、
書籍費、見學費及實習費 

4. 每月生活津貼：15515 元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1. 獨立招生，自辦考試 
(３月報名、５月考試) 

2. 甲組－消防安全科等(自然組) 

3. 乙組－行政警察科 (社會組) 

4. 畢業後需服役２年。 

5. 每月核發生活津貼  
15060 元 



年度 自然組男生 自然組女生 社會組男生 社會組女生 

國英數自 國英數社 

108  52 54 51 53 

109 53 54 52 55 

110 46 51 45 48 

國英數Ａ自 國英數社 

111 39 42 49 53 

數學難 

數Ａ難 





1. 陸軍軍官學校 

2. 海軍軍官學校 

3. 空軍軍官學校 

4.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5.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6.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7. 國防醫學院 

學測 

教官室升學輔導 



https://admissionex.tnua.edu.tw/2022/10/04/112bachelor02/


原住民專班  ( 官網尚未更新 ) 



https://indigenous.moe.gov.tw/


https://indigenous.moe.gov.tw/aboriginal


以下為 

簡章範例 







大陸高校招生  
( 部分學校簡章已更新 ) 



大陸高校招生  
( 部分學校簡章已更新 ) 

https://www.gatzs.com.cn/yzbm/info/orgs.action?ty=0


申請海外大學注意事項 

 學制不同、要求檢附資料不同，建議提早準備 

 注意申請時間，與台灣大學申請時間不同 

 依大學規定可能須報考托福、雅思、SAT 、 ACT 等 

 需留意臺灣是否承認該校系學歷 



111可用學測申請的國外大學 
(部分大學112年尚未公布辦法) 

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 ( U of T) 

美國 紐約大學 ( NYU ) 三個校區：NY、Abu Dhabi、Shanghai 

日本 
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 、東北大學、名古屋大學、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國際教養大學  

澳洲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 

香港 CUHK、HKU、HKUST 
參考資料:http://www.learnerhall.org 



參考資料:http://www.learnerhall.org 

http://www.learnerhall.org/2022/10/2023112.html


參考資料:http://www.learnerhall.org 

http://www.learnerhall.org/2022/10/2023-112.html




不升學可以嗎？ 

先去工作？ 

再回來讀書有機會嗎？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相關影片 
 

18歲的探索與成長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uxau-IOH3DE 

相關網站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http://www.edu.tw/1013/De
fault.asp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au-IOH3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au-IOH3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au-IOH3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au-IOH3DE
http://www.edu.tw/1013/Default.aspx
http://www.edu.tw/1013/Default.aspx




 高三段考、學測模考穿插進行，讀書步調不易調整，

努力與回饋不見得成正比 

 入學管道多，不知從何選擇；目標不明確，對未來有

不確定／不安全感/焦慮感 

 擔憂個人申請學習歷程檔案及第二階段甄試項目準備

來不及? 

  好勝心強、自我要求高、只准成功不許失敗的壓力

（國立大學） 



早出晚歸晚睡 

飲食紊亂 

睡眠問題 

生理狀況不佳 

體重改變 

脾氣不好愛生氣 

頂嘴、沒禮貌 

不喜歡理人 

冷漠逃避 

太愛讀書 vs.很少讀書 

過度沈迷網路、遊戲 

遲到、不想來學校 

成績無起色 

焦慮與無望感 

情緒問題： 

憂鬱、恍神、哭泣…… 





我喜歡什麼？ 

興趣測驗、大學學系探索量表，具參考價值！ 

優勢學科在哪裡？ 

過去學習經驗 + 模擬考成績參考 

學習歷程、多元表現整理！ 

課程成果、自主學習、檢定、比賽、 

活動、社團等 



對大學、科系特色的了解！ 

善用網路資源， 

了解各系所需人才及未來發展趨勢 









高三家長可以做甚麼 

 減少自己的焦慮，焦慮會感染… 

 傾聽、信任、支持、陪伴、適度的引導。 

 了解資訊-大學多元入學,學習歷程檔等,適時提醒。 

 保持開放的討論態度，不過度介入， 

讓孩子學習做決定與負責任的態度。 

 生命是長期的經驗累積 - 盡最大努力，已是勝利。 

 珍惜親子相處時光，創造愛與品質的互動。 





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特殊選才招生專區          University TW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 

科技院校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 

大學考試分發委員會(考試分發) 

https://nsdua.moe.edu.tw/#/
https://www.jbcrc.edu.tw/
https://www.ceec.edu.tw/
https://srecruit.moe.edu.tw/
https://university-tw.ldkrsi.men/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star111/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star111/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_ppa/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https://www.uac.edu.tw/
https://www.uac.edu.tw/
https://www.uac.edu.tw/
https://www.uac.edu.tw/


Collego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系統 

IOH開放個人經驗平台(各領域/國內外/影音) 

大學問(升學與教育趨勢報導網站) 

華人生涯網(教育及職業資訊查詢系統) 

 Urschool(大學科系教授評價網) 

104升學就業地圖(升學/就業地圖/薪資行情/證照) 

Youtube【疫情下就業市場衝擊與新出路】-臧聲遠講師 

https://collego.edu.tw/
https://collego.edu.tw/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www.unews.com.tw/
https://www.unews.com.tw/
https://www.unews.com.tw/
https://www.unews.com.tw/
http://careering.ncue.edu.tw/info/
http://careering.ncue.edu.tw/info/
http://careering.ncue.edu.tw/info/
http://careering.ncue.edu.tw/info/
https://urschool.org/
https://urschool.org/
https://urschool.org/
https://urschool.org/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T2Nm0fS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T2Nm0fS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T2Nm0fS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T2Nm0fS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T2Nm0fS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T2Nm0fSDo


ColleGo! 大學選才與高

中育才輔助系統 

教育部委託大學 

入學考試中心開發的資訊系統 

IOH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以影片與文字的方式分享國內外 

就讀與申請大學的經驗。 

https://collego.ceec.edu.tw/
https://io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