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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招分離

考試簡章

(1)英聽測驗+學科能力測驗 二合一

分科測驗將另發行網路版

(2)術科測驗(體育、美術、音樂)

已發售



考招分離

招生簡章

(圖片為110年範例示意)

繁星推薦

大學申請入學

四技二專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簡章

11/5網路簡章公告

12/1紙本簡章發售



考試介紹



統一考試的種類(依時程)

本校皆集體統一線上報名
(學科、術科同時報名)

測驗 時程

英語聽力測驗 第一次:10/23
第二次:12/11

學科能力測驗 1/21~1/23

術科考試
(音樂、美術、體育)

音樂:1/25~1/28

美術:1/27~1/28

體育:2/7~2/9

分科測驗 7/11~7/12



英聽
測驗範圍

高一、高二必修英文。

詞彙範圍以高中英文常用4,500字詞為主。

測驗內容涵蓋生活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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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考生對詞彙、句子、對話、篇章的聽解能力



所有試題皆為選擇題，全卷共40題

包含單選及多選兩類，每題配分相同

共含五大題：

「圖片聽解」、「對答」、「簡短對話」、

「短文聽解」、「長篇聽解」

(除「圖片聽解」包括部分多選題外，其餘皆為單選題)

題型與題數
英聽



成績採等級制，由高到低依序為：A、B、C、F 共四等級

本學年度舉辦兩次:10/23 (六) 、12/11 (六)，成績擇優使用

考試時間：共計 60 分鐘

考試地點:本校

第一次英聽考試於9/7開始報名
高三學生全數參加

英聽



測驗成績由大學校系自訂是否設為

「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

之招生檢定項目

111學年度採計校系資料(已更新於高三升學專區)

(繁星推薦64校系.申請入學50校系)

英聽



共 6 科7節，自由選考

考科:國文、英文、數學A、數學B、社會、自然

其中國文分兩節施測: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國綜），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國寫）

考試範圍為高中必修課程 國文.英文考試範圍含第五學期

考試日期： 111 年 1 /21、1/22、1/23 三天

學測



• 學測各考科的題型可包括：

• 選擇題型（單選題、多選題）

• 選填題型（僅數學 A、 數學 B）

• 混合題型或非選擇題型。

• 混合題型是指同時包含選擇（填）題與非選擇題的題型，

為題組形式。

• 國寫的題型全為非選擇題

學測



國綜、國寫(各90分鐘，兩部分成績各占 50%)

英文、數學 A、數學 B 各 100 分鐘

社會、自然考科各 110 分鐘

下午考試12:50開始

學測



1/21(五) 1/22(六) 1/23(日) 備註

上午 9:15 預備鈴響
9:40截止入場

10:20始可離場

9:20

I

11:00

數學A

9:20

I

11:00

英文
9:20

I

11:00

數學B

下午 12:45 預備鈴響
1:10截止入場

1:50始可離場

12:50

I

2:40

自然
12:50

I

2:20

國綜
12:50

I

2:40

社會

3:15 預備鈴響
3:40截止入場

4:20始可離場

3:20

I

4:50

3:20

I

4:50

國寫

9/1~9/3已舉辦大學學測試考
完全依照正式考試時程辦理 學測



學測成績主要用於

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四技等招生管道

另，如 警大、軍校、進修學士班、部分國外大學招生

亦使用學測成績

成績表示為級分制

[繁星推薦與申請入學]

各科最高為 15 級分，大學至多採用 4 科學測成績

學測



五科必考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五科選考 六科選考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國文

英文

數學A

數學B

自然

社會

(108年) (111年)

學測



五科必考 五科選考 六科選考

本校同學(111年試辦)選考概況

生物醫農 理工資訊
財經商管

A
財經商管

B
社會人文 音樂班

國文 100%

英文 100%

數A 100% 100% 100% 0% 3%

數B 80% 97% 100% 100% 100%

社會 54% 8% 100% 100% 100%

自然 100% 100% 8% 0% 0%

學測



音樂、美術、體育辦理統一考試，三項考試報名時間與學測相同

音樂組:1/25~1/28

[考試時間] 美術組:1/27~1/28

體育組:2/7~2/9

考試成績可供繁星推薦 、 申請入學、分發入學等招生管道使用

各校系於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如係自行辦理術科考試，

其詳細考試科目及相關招生資訊，

請詳見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術科



考試範圍:高中一至三年級必修與選修課程

(部定必修與部定加深加廣選修)

考試日期:7/11(一)、7/12(二)

測驗成績可提供「分發入學」使用

成績表示為級分制

分發入學:各科滿分為 60 級分

分科測驗



原先 現行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數學甲

數學乙

物理 物理

化學 化學

生物 生物

地理 地理

歷史 歷史

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

分科測驗



准考證成為歷史

簡訊發送考試通知及成績

(含考生姓名、身分證號碼、

應試號碼、考試科目、考試日程表)

考試當日查驗身分證或附有照片之身分證

件正本(居留證或健保卡)

學生證



應試有效證件範例

居留證

護照

駕駛執照

有照片健保卡
國民身分證



高中

大學



升學管道



各管道年度招生名額比例原則

各管道中，繁星推薦與特殊選才屬政策性且少量名額管道

多數學生則仍將以申請或分發為主要入學管道





特殊選才為正式招生管道

各校自行辦理

108學年度共有44校403系組提供1014個名額

109學年度共有47校458系組提供1197個名額

110學年度增至54校513系組提供1453個名額

111學年度(?



各大學自行辦理，針對特殊才能或不同教育經歷的學生

往年於10 月底統一公告簡章 11、 12月辦理招生

各校名目眾多如:靜宜類繁星

招生日程:陸續公告

屆時可查看正心校網”高三升學專區”

或至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查看

經此招生管道錄取後，須放棄錄取資格，

方可參加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等招生管道

特殊選才



• 107年:

高三誠何同學—清大拾穗計畫

高三修游同學—交大百川學士學位學程

• 108年:

高三音吳同學—嘉義大學音樂學系

• 109年:

高三心紀同學—交大電機學系

高三正魏同學—中央電機工程學系

高三心楊同學—中原建築學系

本校近年特殊選才表現 特殊選才



本校近年特殊選才表現

• 110年:

高三正 汪同學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高三心 王同學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高三心 賀同學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高三誠 李同學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組

特殊選才





資格:

全程就讀同所高中之應屆畢業學生

學測、術科或英聽成績通過大學校系之檢定標準

(檢定標準各校自訂)

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規

定（前50％)

X 跳級生、轉學生及交換學生不得參加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小細節:

音樂班學生僅限推薦至相關校系

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醫/牙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入學不得報名同一所醫/牙系

錄取生不論放棄與否，皆不得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個人申請入

學，亦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繁星推薦



學群分類

第一類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理等學。

第二類學群：理、工等學系

第三類學群：醫藥衛生(醫、牙除外)、生命科學、農等學系

第四類學群：音樂相關學系

第五類學群：美術相關學系

第六類學群：舞蹈相關學系

第七類學群：體育相關學系

第八類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第一、二、三類學群各別推薦至多2名，須合併排定推薦序

第四至八類學群各別推薦至多2名，並各別排定推薦序

繁星推薦



學群 可推薦名額 推薦順序

第一類學群 2

排序1~6第二類學群 2

第三類學群 2

第四類學群 2 排序1、2

第八類學群 2 排序1、2

繁星推薦



流程 繁星推薦

校內遴選
第一輪

分發比序

第二輪

分發比序

大學甄選委員會作業正心



繁星推薦

校內遴選

符合校系要求的校排%、學測/英聽/術科門檻

依校排%進行排列，協調推薦序

流程



繁星推薦

校內遴選

流程

第一輪

分發比序

依照校系公告的分發比序項目

高中校排百分比&學測成績&學科校排百分比 etc

同一所大學對同一高中以錄取1名為限



至多採計四科與自訂組合舉例:

學測、英聽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國文 均標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百分比
2.學測國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3.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4. 物理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5. 英文總平均成績全校百分比

6. 學測數學A級分

7. 學測自然級分

英文 均標

數學A --

數學B --

社會 --

自然 --

英聽 B級



繁星推薦

校內遴選

流程

第一輪

分發比序

[前提]第一輪分發後仍有缺額者

對同一高中再錄取人數不受一名之限制

第二輪

分發比序

1~7類學群錄取

第8類學群 第二階段面試(5/19~6/5)



本校109繁星推薦舉例說明

1%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2%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6%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8% 國立中央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9%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12% 國立高學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26%  國立暨南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5% 國立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6%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50%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繁星推薦



本校110繁星推薦舉例說明

1%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2%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3%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4%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5%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15%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26%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35%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4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B組

繁星推薦





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不影響一般考生權益

部分資訊類學系納入學習歷程項目或第一階段檢定篩選標準

107全國試辦

108年76個名額，有24所大學31校系參與
109年91個名額，有28所大學38校系參與
110年95個名額，有31所大學38校系參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檢測

(每年一、六、十月各辦一次)

申請入學



每人以申請６校系（含）為限

分兩階段考試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後方得參加第二階段

正備取生需於6/9~6/10內至「甄選入學委員會」

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否則視同放棄，每一錄取

生至多以分發1校系為限

未於6/18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分發入學

及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申請入學



第一階段篩選規則範例 申請入學

數A達均標 且 自然達均標

或

數B達前標 且 自然達均標

皆通過檢定項目



[假設]所有報名考生中達檢定標準
(1) 數學 A 均標 、 自然均標 有 20 名
(2) 數學 B 前標、 自然均標 有 30 名
故 通過 檢定 篩選共計 50 名

申請入學



國文級分： 3 * 8.5 = 26 → 依國文級分高低篩選出 26 名

國英自級分總和：3 * 5 = 15 → 依國英自總和高低篩選出 15名

自然級分： 3 * 3 = 9 → 依自然級分高低篩選出 9 名

申請入學





多資料參採 申請入學

 最多可採用4科學測成績(X)

 第二階段校系自設綜合學習表現(P)比例，
且應占甄選總成績至少50%



占比

• 學測成績至多50%

• P1≧P2 或 P2-P1≦10%，校系滿足其中一項即可

• 醫學系、術科校系及其他特殊校系：

• (一)醫學系及牙醫學系P1≧10%。

• (二)體育系及美術系P1≧10%。

• (三)音樂系111、112暫緩，暫不予規範佔分比例

申請入學



高二下學期 檔案上傳至9/30

請把握!!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網路選填志願，最多可選填100個志願

(繁星、申請入學若有放棄入學資格，名額將流至分發入學)

登記志願以一次為限，送出後不得取消或更改志願

登記時間7/30~8/2 下午4:30，逾期未完成不予分發

參採學測、分科測驗、術科、英聽等成績(依校系規定)



 採計至少一科分科測驗成績
且 3 ≦ (學測+分科測驗+術科) ≦5科
 音樂術科校系，111年得暫不採計分科測驗

分發入學



其他入學管道

四技申請入學：

以大學學測成績為依據，

每人以申請5校系（含）為限。

警大及軍事學校：

亦以大學學測成績為依據，

由教官負責辦理。



本校其他管道入學情況—海外
105年:

美國休士頓大學 建築系

英國新堡大學 媒體資訊學系

國立新加坡大學 楊秀桃音樂學院

國立武漢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加拿大雪爾頓學院 互動設計學士學位

西班牙聖保羅大學 牙醫學系

106年:

西班牙埃雷拉大學 牙醫學系

107年:

香港大學 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學系

廈門大學 臨床醫學系

波蘭波茲南大學 牙醫學系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法學專業

大連理工大學 軟件工程學系



本校其他管道入學情況—海外
108年:

香港教育大學 心理學系

東北財經大學 會計系

美國聖達菲學院 新聞傳播學系

109年

新加坡楊秀桃音樂學院 音樂系

110年

新加坡楊秀桃音樂學院 音樂系

維也納國立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 音樂系

上海同濟大學 建築學系

北京師範大學工商 管理專業

重慶大學 表演系

福建天福醫學院 醫學系

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亞洲太平洋學院社會科學學士



條條道路通羅馬

孩子該選擇哪一條路?

請相信孩子

請相信學校與師長

用您的支持陪孩子到最後一刻!



網站資源



資訊何其多

更
簡
便
的
方
式
?







感謝聆聽:)
教務處註冊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