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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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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
時間 項目

103年10月22日

12:10~13:00
導師場

103年10月22日

19:00~21:00
家長場

103年10月24日

16:10~17:00
學生場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22014/10/22



大學多元入學架構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2014/10/22



104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管道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2014/10/22手冊第1頁



104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管道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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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2014/10/22



三項統一考試
大學入學採「考、招分離」，共有三項統一考試，

不同的入學管道採用不同的考試成績（組合）：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

1 學科能力測驗

2 大學術科考試

3 指定科目考試

2014/10/22



考試成績的採用方式

檢定：俗稱門檻，是校系自訂的標準

採計：校系選才時列入計分的考科

參酌：在名額有限的情形下，要依

校系規定的科目依序評比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72014/10/22



學科能力測驗
指定科目考試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82014/10/22



學科能力測驗

考試日期 104年2月1日(日)-2月2日(一)

考試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

考試範圍 高一及高二之必修課程

成績計算 • 答錯均不倒扣

• 各科成績採15級分制

考試題型 以電腦可讀的題型為主，國文與英
文有非選擇。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92014/10/22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計算舉例

多重選擇題題分２分，有５個選項A,B,C,D,E，正確

答案為A,C,D。今有甲、乙、丙、丁、戊５位考生

作答如下：

考生 作答答案 各選項對錯 計分方式
(對-錯)/總×分

該題得分

ＡＢＣＤＥ

甲生 A,C,D ＯＯＯＯＯ 2 2
乙生 A,B,C,D ＯＸＯＯＯ (4-1)/5×2 6/5
丙生 C,D,E ＸＯＯＯＸ (3-2)/5×2 2/5
丁生 A,B ＯＸＸＸＯ 0 0
戊生 (未作答) ───── 0 0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0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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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分制」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
力測驗的成績處理方式

分為 15 級分，以該科成績在前 1％
考生的平均分數除以 15 作為「級距」

最高為 15 級分；而後每差一級距降低
1 級分，以此類推…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1

什麼是學科能力測驗的「級分制」

2014/10/22



什麼是學科能力測驗的「級分制」

某年學測英文科前 1%學生之平均分數為90分

→ 級距 = 90 ÷ 15 = 6

15級分：90－6=84，即84～100分都是15級分

14級分：84－6=78，即78～83分都是14級分

13級分：78－6=72，即72～77分都是13級分

以下依此類推……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2

舉例

2014/10/22



成績檢定

 頂標：該科成績位於第88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前標：該科成績位於第75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均標：該科成績位於第50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後標：該科成績位於第25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底標：該科成績位於第12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3

學測各學科及總級分均有五標、術科分數亦有五標

50百
分位數

均標

75百
分位數

前標

25百
分位數

後標

12百
分位數

底標

88百
分位數

頂標

2014/10/22



升學考試說明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4

103年學測滿級分與原始分數對照表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15級分
原始分

數

83.03 -
108.00

88.35 -
100.00

93.39 -
100.00

123.35 -
144.00

117.47 -
128.00

級距 5.93 6.31 6.67 8.81 8.39

題分 2
非選54

1或2
非選28 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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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建中學科能力測驗五標

考科 頂標 前標 均標 後標 底標

國文 15  (13) 14  (12) 13  (11) 12  (9) 11  (7)

英文 15  (14) 15  (12) 14  (10) 13  (6) 12  (4)

數學 15  (13) 15  (11) 14  (8) 12  (5) 11  (3)

社會 15  (14) 15  (13) 14  (11) 13  (9) 12  (8)

自然 15  (13) 15  (11) 14  (9) 13  (6) 11  (5)

總級分 73  (65) 71  (59) 69  (49) 64  (37) 59  (28)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5

備註：（）內為103學年度全國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2014/10/22



學測成績的用途

大學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入學

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中央警察大學單獨招生

軍校甄試入學

大學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

部分國外大學招生(如香港大學等)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62014/10/22



同學很關心的事！？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72014/10/22

考場可以選在我家旁邊嗎？
代碼 地區

110 臺北

250 板橋、土城

251 新莊、泰山

260 三重、蘆洲

261 中和、永和

300 基隆

310 桃園

320 中壢



指定科目考試
考試日期 104年7月1日(三)-7月3日(五)

考試科目 • 國文、英文、數學甲、數學乙、歷史、
地理、公民、物理、化學、生物

• 十科，自行選考

考試範圍 高中三學年必修及選修課程

成績計算 • 答錯均不倒扣，滿分為100分

• 採計3-5科(以簡章為主)

考試題型 有選擇、選填題與非選擇題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8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19

術科考試

2014/10/22



術科考試

考試科目 考試日期與項目
美術 104年2月5日-2月9日

素描、創意表現、美術鑑賞 、彩繪
技法、水墨書畫

音樂 104年2月9日-2月10日

主修、副修、樂理、視唱 、聽寫

體育 104年2月11日-2月13日

60公尺立姿快跑、20秒反覆側步、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立定連續三次跳、1600公尺跑走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20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21

英語聽力測驗

2014/10/22



英語聽力測驗

考試別 考試日期
第一次 103年11月1日(六)

第二次 104年2月3日(二)

成績使用 測驗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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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招生管道使用本測驗成績之方式，
依各招生簡章之規定辦理。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222014/10/22



多元入學管道

入學管道分為三種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入學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232014/10/22



多元入學管道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242014/10/22

103年臺大
招生人數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醫學系 4 33 78
電機系 18 93 46
法律系 18 45 90
財金系 11 45 56
臺大 333 1,527 1,608

(回流) 1,761

全國大學 11,270 49,733 42,424
(回流) 52,303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25

繁星推薦

2014/10/22



多元入學管道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26

校內甄選(3/2~3/4)
繳費及報名(3/5~3/6)
公告第1~7類錄取名單及第8類
通過第1階段篩選結果(3/17)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3/25)
2014/10/22



繁星推薦對照其他升學管道

費用花費相對較少

無須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醫學系除外)

繁星若沒錄取，仍可以參加大學個人申請

與四技申請入學第1階段篩選

繁星推薦錄取生不得參加大學個人申請

27報告人：林子靖組長2014/10/22



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醫學系)

 自103學年度起醫學系自繁星推薦第3類學群
移出，改單列於第8類學群並辦理面試

 學生如獲推薦至A校醫學系，並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不得再於個人申請報名A校醫學系

 學生參加第8類第二階段面試如經錄取，不
得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登記

 繁星推薦放榜後有缺額，其名額流用至
考試分發管道使用

28報告人：林子靖組長2014/10/22



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醫學系)

 繁星推薦第1類至第7類學群放榜同時，公告第8
類學群(醫學系)可進入第2階段面試名單

 面試內容由各校自訂，惟學生不必準備備審資

料

 報名費200元，如經篩選獲面試者，需另繳交面
試費用

 參加第8類等於只被推薦單一大學之醫學系

29報告人：林子靖組長2014/10/22



招生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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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
第三類學群：醫藥衛生(醫學系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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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繁星推薦」需要注意……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02014/10/22



校系分則查詢
範例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1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2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32014/10/22



繁星推薦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42014/10/22



繁星推薦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52014/10/22



繁星推薦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6

手冊第13頁

學科能力
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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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校內甄選辦法

選擇「繁星推薦」需要注意……

校內初選作業時間：
•104年3月2日(一)~104年3月3日(二)
送申請表至教務處註冊組

•104年3月4日(三)
公告錄取校內初選審查結果

•高中對大學每個學群至多推薦2名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72014/10/22



繁星推薦考生注意事項

1.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

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規定。

2.考生須參加學科能力測驗。

體育班需加考術科。

3.就讀學校推薦報名每位同學一校一學群。

選擇「繁星推薦」需要注意……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82014/10/22



選擇「繁星推薦」需要注意……

錄取生限制
繁星推薦於 104.03.17（二）放榜，錄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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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參加個人申請分發

錄取生未於 104.03.25（三）前申請放棄本
招生之入學資格，不得參加 104 學年度大學
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或四技二專各聯合登記分
發入學招生。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392014/10/22



個人申請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02014/10/22



多元入學管道

個人申請繁星推薦 考試分發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1

 繳費報名(3/12～3/13)
 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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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26期間之週五、六、日)
 寄發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通行碼(4/15)
 大學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甄選總成績單(5/1前)
 正備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5/5～5/6)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5/11)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5/14)

2014/10/22



每人申請六所校系

參加個人申請之每一考生，申請校系
數以六校系(含)為限。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22014/10/22



校系分則查詢
範例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3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4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5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6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7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8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49

倍率篩選

個人申請總人數 X

預計甄試人數 Y

招生名額 Z

倍率篩選初選

指定項目甄試複試

Y

Z

X

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50

假設有50人申請該系
超過8人要進行篩選
總級分倍率5→

篩出5x4=20人
社會倍率3→

篩出3x4=12人
國文+英文倍率2→

篩出2x4=8人

從倍率高的科目開始篩選:5 → 3 → 2

手冊第14頁
最後8人進入第二階段甄試

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51手冊第14頁

假設有600人申請該系
超過233人要進行篩選

最後233人進入
第二階段甄試

英文+數學+自然級分
倍率2.5→

篩出2.5x93=233

從倍率都一樣的時候

2014/10/22

當篩選出的人數大於原訂參
加指定項目甄試人數時，將
進行同級分超額篩選。



依學生學科能力測驗或術科考試成績，進行第一階段篩
選。通過篩選的考生，依校系通知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
目甄試。

第一階段篩選方式

◆ 大學校系自辦指定項目甄試。

◆ 大學校系於 104.04.03~04.26 之週五、六、日舉行。

◆ 甄試項目分為筆試、書面審查、口試及實作等。
◆ 正備取生應於104.05.05~05.06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

參加統一分發。

第二階段甄試與放榜

「個人申請」需要注意……

「個人申請」還有第二
階段甄試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522014/10/22



大學個人申請二階段

線上書審作業上傳說明

53報告人：林子靖組長2014/10/22



線上書審系統說明

 103學年度各大學全面施行

減輕考生印製、寄送書面備審資料

的作業時間與金錢負擔

減少紙張用量，以助環保

簡化大學行政作業程序及資料傳遞
時間

54報告人：林子靖組長2014/10/22



線上書審系統說明

 依各校系要求之項目，先於電腦內完成編

輯並將資料檔案轉成PDF格式檔後，再行

至上傳系統內執行上傳動作

 單一項目之檔案以5MB為限，每一校系上

傳檔案總容量以10MB為限

 惟上傳之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

注意事項Ⅰ

55報告人：林子靖組長2014/10/22



線上書審系統說明
甄選委員會於網站上提供有操作影音教學
檔及各式相關教學說明，參閱手冊18頁

56報告人：林子靖組長2014/10/22



多元入學管道

考試分發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57

發售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5/10)
寄發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單(7/17)
公布考科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及
最低登記標準(7/17)

繳交登記費(7/17~7/27)
網路登記分發志願(7/24~7/28)
考試入學錄取公告(8/7)

2014/10/22



◆大學校系自訂採計之指定考科為 3～5 科
（含術科考試）

◆ 採計之考試科目得以加權方式加重計分。

成績計算

◆學生均須參加指定科目考試，可自選考試科目。

◆大學校系如採用學科能力測驗檢定（至多 2 科），
學生應先參加學科能力測驗。

入學方式

考試分發入學制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582014/10/22



校系分則查詢
範例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59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0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1201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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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3

臺灣大學醫學系

本表亦可從104學年度大學
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查得

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4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5

本表亦可從104學年度大學
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查得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系

2014/10/22



1
依「登記分發相關資訊」說明，設定繳款帳號，
或至考試分發委員會網站查詢

2
考生需繳交登記費，才能上網選填志願
（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定繳費帳號＋通行碼）

3 考生一律上網選填志願，志願數最多為 100 個

重要

若有疑問請向大學考試分發委員會洽詢
網址：http://www.uac.edu.tw
電話：(06) 236-2755

選擇考試分發入學需要注意……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62014/10/22

http://www.uac.edu.tw/�


相關重要日程

日 期 項 目 備 註

103.11.01 (六) 第一次英聽測驗

104.02.01(日)～02.02(一) 學測考試

104.02.03 (二) 第二次英聽測驗

104.02.05(四)～02.13(五) 術科考試

104.03.02(一)～03.03(三) 繁星推薦報名
每學生可選擇
一校一學群

104.03.12(四)～03.13(五) 個人申請報名 每一考生可申請6校系

104.07.01(三)～07.03(五) 指考考試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72014/10/22



諮詢管道
 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網址：http://nsdua.moe.edu.tw

 大學招生委員會聯合會 — 招生策略

網址：http://www.jbcrc.edu.tw

諮詢專線：(02) 3366-5246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網址：http://www.ceec.edu.tw

諮詢專線：(02) 2366-1416

 大學術科考試聯合會（國立臺灣師大）

網址：http://www.cape.edu.tw

諮詢專線： (02)7734-1091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中正大學)— 甄選入學相關業務

網址：http://www.caac.ccu.edu.tw

諮詢專線：(05) 272-1799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成功大學)— 考試分發志願登記

網址：http://www.uac.edu.tw

諮詢專線：(06) 336-2755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8201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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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692014/10/22



學科能力測驗重要日程

日 期 項 目 備 註

103.11.12(三)～11.25(二) 報名

103.12.16(二) ～12.19(五) 確認報名資料

103.12.31(三) 寄發准考證

104.01.16(二) 公布試場分配表

104.02.01(日)～02.02(一) 考試

104.02.25(三) 寄發成績單

104.02.26(四)～03.03(二) 申請複查成績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702014/10/22



術科考試重要日程
日 期 項 目 備 註

103.11.12(三)～11.25(二) 報名

103.12.16(二)～12.19(五) 確認報名資料

103.12.31(三) 寄發准考證

104.01.16(五) 公布試場分配表

104.02.05(四)～02.13(五) 考試

2/9-2/10美術
2/5-2/9音樂
2/11-2/13體育

104.02.25(三) 寄發成績單

104.02.26 (四)～03.03(二) 申請複查成績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712014/10/22



繁星推薦重要日程

日 期 項 目 備 註

104.03.02(一)
～03.03(二) 校內甄選送件

104.03.04(三)公布
校內結果

104.03.05(四)
～03.06(五) 報名

每學生可選擇
一校一學群

104.03.17(二) 公告錄取名單
第8類通過第1階
段結果

104.03.25(三) 錄取生放棄入

學資格截止

錄取生不論是否
放棄，均不得參
加「個人申請」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722014/10/22



個人申請重要日程
日 期 項 目 備 註

104.03.12(四)～03.13(五) 報名 每一考生可申請6校系

104.03.26(四) 甄選委員會公告第
一階段篩選結果

104.04.03(五)~04.26(日) 指定項目甄試
大學自訂週五、六、
日進行

104.05.01(五)前 大學公告錄取名單

104.05.05(二)~05.06(三) 錄取生向甄選委員
會登記就讀志願序

104.05.11(一) 公告分發結果

104.05.14(四)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
格截止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732014/10/22



指定科目考試重要日程

日 期 項 目 備 註

104.04.30(四)~104.05.14(四) 報名
個人申請錄
取生退費

104.05.01(五)
發售103學年度大學
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畢業典禮發
放

104.07.01(三)～07.03(五) 考試

104.07.17(五) 寄發成績單

104.07.17(五)～07.27(一) 繳交登記費

104.07.24(五)～07.28(二) 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104.08.07(四) 考試入學錄取公告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742014/10/22



2014/10/22 報告人：林子靖組長 75

103學年度升大學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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