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說明

輔導處 劉姮邑老師



入學考試

1. 學科能力測驗

2. 指定科目考試

3. 英語聽力測驗檢
定

4. （術科考試）

1. 繁星推薦

2. 個人申請

→大學申請

→科大申請

3. 考試入學分發

聯合招生

由學校（教務處）統一報名
，請注意校內相關時程！！



獨立招生

• 獨立招生學校：台北藝術大學等

• 公私立大學、技專校院進修推廣部

• 特殊身份：原住民專班、扶弱計畫

• 特殊選才

由考生自行注意相關訊息與
報名申請，如有任何問題，

請輔導處協助。



108學年度調整措施



學測科目
數調整
（5科→
至多4科）

學測可
自由選
考

不再使
用5科
總級分

檢定、篩
選倍率方
式改變

同級分超
額篩選項
目改變















個人申請試辦APCS招生分組

•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為教育部
補助計畫，由台灣師範大學辦理。

• 自107年起每年二、六、十月各辦理一次。

• 107學年度起由資訊領域校系試辦將學習歷
程檔案資料納入第一階段檢定或篩選。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架構圖



招生入學管道

科技院校
個人申請

考試入學
分發

繁星推薦
一般大學
個人申請

特殊選才





特殊選才



特殊選才

• 招生對象：具特殊才能或不同教育資歷學
生。

• 招生方式：各校單獨招生。

• 招生日程：11月統一公告簡章，於12月辦
理招生，並於次年1月間放榜。

• 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http://nsdua.moe.edu.tw）：公布彙整資
訊。

http://nsdua.moe.edu.tw/




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入學簡圖



推薦條件

• 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

• 高中前四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
百分比符合大學之規定(校排百分比前20％、
30％、40％、50％)

• 符合本校繁星推薦申請資格

（高一、高二每學期出席率達90%且有敘獎紀錄）

•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過校系之檢定標準



校內繁星推薦

• 校內繁星推薦流程請參考教務處所公告的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參
加108學年度升大學繁星推薦實施計
畫」



依學群推薦
• 大學依學系之性質分學群招生，由高中向大學
依學群推薦符合推薦條件之應屆畢業學生



依學群推薦

• 高中對大學每個學群至多推薦2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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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等藝術才能班及體育
班之學生僅限被推薦至大學第四～第七類與學
生在校所學相關之學群。



考生被推薦至1校1學群

• 每名考生僅能被推薦至1校1學群，選填志
願數依大學之規定。



兩輪分發

• 第一輪分發，各大學對同一高中非藝才班、
非體育班之學生，以錄取一名為限。

• 大學校系經第一輪分發後仍有缺額者，依
該校系之分發比序項目進行第二輪分發。



錄取生限制

• 錄取生不得報名該學年度「個人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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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
名該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招生。



個人申請-一般大學



申請條件

• 學科能力測驗符合申請校系篩選標準者。

• 繁星推薦錄取者一律不得參加。

• 每人以申請六校系（含）為限。

• 大學得限制考生可申請該校之學系（組）
數。



申請階段
【第一階段】

• 取得學測級分數

• 通過各校系檢定標準（含英聽）

• 填寫志願（6校系）

• 通過各校系篩選機制

【第二階段】

• 上傳備審資料（請參閱簡章規定）。

• 參加各校系甄選項目（例如：面試）。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

• 前項依校系所訂之最低倍率做倍率篩選，
因考生某級分（分數）相同，致篩選出的
人數大於校系原訂參加指定項目甄試的人
數時，該級分（分數）之同級分（分數）
考生以學科能力測驗「校系所訂檢定、篩
選及採記學測級分總和」再篩選一次。如
仍相同致超額時，則其同級分（分數）超
額之考生一律取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之資
格。



就讀志願序網路登記

• 資格：各校系的正取生與備取生。

• 使用甄選委員會第一階段篩選結果通知單
所附之通行碼。

• 於登記期間至甄選委員會網址
http://www.caac.ccu.edu.tw/進入「網路
登記志願」後，點選「就讀志願序登記」
選項，進行登記作業。

• 注意：即使只有一間校系正取，也要上網
登記，否則不算正式錄取。



各校可選填系數



類繁星-靜宜大學



個人申請-科技大學

（成績採計如有變革，

請以當年度簡章為主。）



申請條件

• 申請生報名校系（組）以5個為限。

• 各校得限制僅能申請該校1個系（組）。



申請階段

【第一階段】

• 依加權平均成績高低擇優篩選取得參加複試資
格。

• 如因加權平均成績相同，致使參加複試人數超
出預計複試人數時，則該同分之申請生一律取
得參加複試資格。

【第二階段】

• 大學校系得自辦指定項目甄試（多數只需上傳
書審資料以及寄送相關文件即可）。

• 各校系公佈正、備取名單。



加權平均成績算法

• 加權平均總分＝

Σ（學測級分數×權重）

Σ（15 ×各科權重）

註：只計算有採計權重的科目即可

× 100



分發錄取

• 申請生如有面試或書面審查成績零分者，
不予錄取。

• 報到：錄取者需依各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
理報到，並完成報到手續，否則視同放棄
錄取資格。

• 放棄：未於當學年度簡章規定期限內放棄
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大學考試入學招生。



考試入學分發



招生條件

• 考生均須參加指定科目考試，至少報考3
科以上。

• 大學校系自訂其指定考試科目，惟以3~5
科（含術科考試，不含學科能力測驗）為
限。



選填志願

• 通過登記志願最低錄取標準者，使可選填
志願（100個校系）。

• 部分校系會以學測成績作為檢定標準，通
過者才能選填該校系。

• 繳交登記費（繳費帳號與通行碼請參閱
「考試分發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 上「網路登記志願系統」選填志願。

註：在系統開放登記前，可使用「登記志
願單機版」模擬選填志願。



錄取放榜

• 依大學校系所訂指定科目考試（含術科考試）
成績及選填志願校系之順序，擇優錄取。

• 如其採計之指定科目考試（含術科考試）成績
加權後總分相同時，再依大學校系所訂之參酌
項目（不得採計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及順序決
定錄取優先順序。

• 如遇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之結果仍相同，致使
校系之錄取人數超出招生名額時，則超額之同
分者一併錄取於該大學校系。

• 採聯合分發錄取方式統一放榜。





重要網站

1. 聖心校網→教務處→註冊組→升學訊息

2. 聖心校網→教務處→註冊組→考試簡章

3. 聖心校網→輔導處→升學專區→高中部

升學區（108年）

4. 請參閱家長日手冊內容



校內諮詢管道

教務處

• 考試、入學管道報名：張惠敏組長（#106）

輔導處

• 選填志願輔導：劉姮邑老師（#124）



在課堂上，
我是這樣告訴學生的…

• 比起成績、排名、結果，更重要的是：

在過程中看見怎樣的自己；

是否有勇氣接受挑戰、是否願意付出與行動
、是否更能因應壓力/挫折/失望、是否更有
耐心而堅持下去、是否更能做出適合自己的
決定，這樣成長的自己才是決定未來是否成
功/影響一輩子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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