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大學多元入學
說明會手冊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編印

107.10.25

目錄
＊ 108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一、大學多元入學管道架構圖 ···················································· 1
二、108 學年度多元入學重要管道日程表 ······································ 2
三、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基本概念 ················································· 4
四、各項考試簡介 ··································································· 4
五、入學管道介紹 ··································································· 10
六、各項考試與入學管道關係 ···················································· 13
七、考試成績的採用方式 ·························································· 13
＊ 107 學年度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校系分則範例 ································ 14
＊ 本校 108 學年度升大學輔導時程表 ·············································· 17
＊ 個人申請線上書審參考資料 ······················································· 19
＊ 準備學測，學長給你的兩個建議與一個提醒 ·································· 20
＊ 準備個人申請二階段，家長的修練 ·············································· 21
＊ 生涯資訊站 ············································································ 22
＊ 多元入學諮詢網站 ··································································· 23

108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一、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架構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

二、 108 學年度多元入學重要管道日程表
各項考試及招生日期以 108 年度簡章為準，學校統一報名作業，須配合學校公告時間
考試及
招生
日期
107/08
107/09
107/10

繁星推薦入學

107/12
108/01

108/02

108/03

考試分發入學

大考中心發售考試簡章(含英聽測驗、學科能力測驗、指定科目考試)（8/3）
術科考試委員會發售術科考試簡章（8/3）
公告檢定英聽校系（8/31 第一次）
英聽測驗(1)報名（9/3～9/7）
英聽測驗(1)（10/20）
學科能力測驗報名（10/26～11/8）
術科考試報名（10/26～11/8）
公告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公告個人申請招生簡章
公告考試入學招生簡章
（11/1）
（11/1）
（11/1）
（開放校系分則查詢系統）

107/11

個人申請入學

（開放校系分則查詢系統）

（開放校系分則查詢系統）

寄發英聽測驗(1)成績單（11/1）
英聽測驗(2)報名（11/2～11/8）
發售繁星推薦入學簡章
發售個人申請入學簡章
發售考試入學簡章（11/12）
（11/12）
（11/12）
英聽測驗(2)（12/15）
寄發英聽測驗(2)成績單（12/27）
學科能力測驗考試（1/25～1/26）
術科考試 體育組（1/28～1/30）
音樂組（1/29～2/1）
美術組（2/16～2/17）
公告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含開放網路查詢成績)(2/25)
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2/26）
寄發術科成績單（2/27）
申請學測考試成績複查（2/27～3/4）
申請術科考試成績複查（2/27～3/4）
術科成績複查結果（3/7）
學測成績複查結果（3/7）
1.繁星推薦繳費報名
1.個人申請繳費
（3/11～3/12）
（3/19～3/21）
2.公告第 1～7 類學群錄取 2.個人申請報名
名單及第 8 類學群通過第 （3/20～3/21）
1 階段篩選結果（3/18） 3.公告第一階段(學測、術科
3.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成績)篩選結果（3/27）
（3/22）
4.大學寄發指定項目甄試通
知、繳交甄試費用（大學
自訂）

考試及
招生
日期

108/04

108/05

108/07

108/08

繁星推薦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大學醫學系辦理第 8 類學群 1.大學校系辦理指定項目甄
第 2 階段面試（4/10～4/28） 試
（4/10～4/28）
2.寄發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
通行碼（4/23）
1.大學醫學系公告第 8 類學 1.大學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 1.指定科目考試報名
群第 2 階段面試錄取名單 甄選總成績單（5/6 前） （5/7～5/23）
（5/6 前）
2.正備取生向甄選會登記就 2.發售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
2.甄選會統一公告第 8 類學 讀志願序（5/9～5/10）
發相關資訊
群錄取名單（5/8）
3.公告統一分發結果（5/16） （暫定 5/7）
3.第 8 類學群錄取生放棄入 4.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3.登記分發相關證明文件審
學資格截止（5/20）
（5/20）
查申請及繳件（5/8～5/31）
指定科目考試（7/1～7/3）
1.寄發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單
（暫定 7/18）
2.公布考科組合成績人數累
計表及最低登記標準
（暫定 7/18）
3.繳交登記費
（暫定 7/19～7/26）
4.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7/24～7/28）
考試入學錄取公告
（暫定 8/7）

註：欲報名術科考試美術、音樂各項目及體育之考生，可於 107/11/1 前至「大學甄選入學委
員會」及「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頁查詢各入學管道參採術科之校系。

三、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基本概念
大學入學制度實施考招分離後，「考試」與「招生」分別由不同的單位負責。統一入
學考試（含學科能力測驗、指定科目考試）之命題及試題研發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負責；
術科考試由術科委員會負責；招生則由各大學組成的各種委員會負責。「選才多元」為入
學方案之精神，除考試成績之外，考生在高中的各種表現被納入選才的考量，此外，校系
也可以只採計部分考科來錄取學生。
以下分別從「考試制度」及「入學管道」兩部分來介紹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四、 各項考試簡介
為了鑑別考生的學科能力，推出了幾種功能不同的測驗：學科能力測驗、指定科目考
試、術科考試等統一考試。以下簡要介紹各種考試：
（一）學科能力測驗（考試日期為 108 年 1 月 25、26 日）:
1、測驗目標：
學科能力測驗主要在檢測考生是否具備各考科的一般知能，也就是是否具備就讀大學所
需要的基本學科能力，考試的範圍較小，難度較低。
2、測驗科目：
(1) 包含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五科，考生可自由選考。
(2) 國文包含「國文（選擇題）」與「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簡稱『國寫』）」，惟
國寫分節獨立施測。
3、測驗範圍：
(1) 數學、社會、自然包含高一、高二兩學年的必修課程。
(2) 國文、英文包含高一、二兩學年必修科目，及第五學期必修科目。
考科

範

圍

國文 高一必修科目國文、高二必修科目國文、高三上必修科目國文
英文 高一必修科目英文、高二必修科目英文、高三上必修科目英文
數學 高一必修科目數學、高二必修科目數學 A 版
社會

高一必修科目歷史、必修科目地理、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高二必修科目歷史、必修科目地理、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一、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一）、
自然 必修科目基礎生物（1）、必修科目基礎地球科學、
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二 A、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二）
註：自然考科之測驗範圍皆屬於高一、高二必修課程。
4、報名及測驗時間：
107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7 日校內報名，108 年 1 月 25、26 日考試。

5、考試日程：（108 學年為 108 年 1 月 25、26 日）
時間/科目/日期
上

9：15

午

9：20～11：00
12：45

下 12：50～14：10
午

14：55

15：00～16：50

108 年 1 月 25 日

108 年 1 月 26 日

（星期五）

（星期六）

備註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9:40 截止入場

英文

10:20 始可離場

數 學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國文(選擇題)

12:50-14:20

國 寫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社 會

自 然

13:10 截止入場
13:50 始可離場
15:20 截止入場
16:00 始可離場

6、成績計算：
選擇題計分方式為單選題答錯不倒扣，多選題答對選項數多於答錯選項數，得部分分
數，意即各單題最低分是 0 分。各科成績採（15）級分制。國文（選擇題）滿分 100
分與國寫滿分 50 分各佔學測國文總成績 50％，進而計算 15 級分與五標。
7、考試題型：
以電腦可讀的題型為主，國文與英文兩考科有需人工閱卷的非選擇題；英文則包含句子
合併、中譯英、英文寫作等。國寫命題素材涵蓋人文、社會、自然等不同學科領域，評
量考生知性的統整判斷能力與情意的感受抒發能力。
8、成績檢定：依各科全體到考考生成績計算，學科及總級分各分為五種標準，由校系自訂
通過之標準。
頂標：成績位於第 88 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前標：成績位於第 75 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均標：成績位於第 50 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後標：成績位於第 25 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底標：成績位於第 12 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9、用途：可供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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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申請入學、軍校甄選入學、進修學士班、
部分國外大學等招生管道使用。
10、其餘說明：
社會考科中的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科試題所佔比例相當。自然考科的試題分為兩
個部分，第一部部分以高一必修課程為主要範圍，考生必須全部作答。第二部分以高二
課程為範圍，考生只要答對一定題數，這部分即為滿分。

（二）指定科目考試（考試日期為 108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
1、測驗目標：
指定科目考試主要在仔細篩選學生，範圍較大、難度較高。
2、測驗科目：
包含國文、英文、數學甲、數學乙、化學、物理、生物、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10
科，考生可自由選考。選考科目不得少於 3 科，惟已報考 108 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者，
不得少於 2 科。
3、測驗範圍：包含高中三學年的必修及選修課程。
考

科

範

圍

國文

高一必修科目國文、高二必修科目國文、高三必修科目國文

英文

高一必修科目英文、高二必修科目英文、高三必修科目英文

數學甲
數學乙

高一必修科目數學、高二必修科目數學 B 版、
高三選修科目數學甲Ⅰ、高三選修科目數學甲Ⅱ
高一必修科目數學、高二必修科目數學 A 版、
高三選修科目數學乙Ⅰ、高三選修科目數學乙Ⅱ

歷史

高一必修科目歷史、高二必修科目歷史、高三選修科目歷史

地理

高一必修科目地理、高二必修科目地理、高三選修科目地理

公民與社會
物理
化學
生物

高一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高二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高三選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一、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二 B、選修科目物理
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一）、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二）、
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三）、選修科目化學
必修科目基礎生物（1）、必修科目基礎生物（2）
（應用生物）、
選修科目生物

4、報名及測驗時間：
108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22 日校內報名，108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考試。

5、考試日程：
時間/科目/日期

7月1日

7月2日

7月3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8：35
上

8：40～10：00

午

10：45
10：50～12：10

物

理

午

化

學

史

國

文

地

理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生

物

英

文

公民與社會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16：05
16：10～17：30

歷

預備鈴響（考生持身分證件入場）

13：55
下 14：00～15：20

數學乙

─

數學甲

─

6、成績計算：
選擇題計分方式為單選題，答錯不倒扣，多選題答對選項數多於答錯選項數，得部分分
數，意即各單題最低分是 0 分。各科分數滿分為 100 分。
7、考試題型：
有選擇、選填題與非選擇題，各題型的比重，依各考科需要組卷。
8、用途：作為大學考試分發、進修學士班分發之依據。

（三）術科考試（考試日期為 108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7 日）
音樂、美術、體育三項術科考試由「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負責統一辦理，舞蹈、
戲劇、國樂、國劇與運動競技等術科考試，由相關校系自行辦理。詳情請參閱 108 學年
度大學術科考試簡章或大學術科考試委員聯合會網頁：http://www.cape.edu.tw/。
1、測驗目標：
藉由術科考試測驗學生程度，作為招生依據。
2、測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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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反覆側步、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立定連續三次跳、1600 公尺跑走

說明：
（1）音樂主、副修可從鋼琴、聲樂、絃樂、管樂、擊樂、理論與作曲、傳統樂器等七
個項目中任選兩樣應考，副修不能與主修相同。
（2）音樂五項及美術五項考生可自由選考，體育則需全部項目應考。
（3）測驗目標、測驗內容、考試準備建議等，可參閱大考中心出版之「術科考試說明」。
各科考試試務規定與時程請參閱當年度術科考試簡章。
3、報名及測驗時間：
107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7 日校內報名。
體育組 108 年 1 月 28 日至 1 月 30 日考試
音樂組 108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 日考試
美術組 108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17 日考試
4、評分方式：
美術及音樂五個分項個別計分，體育術科只給一個總分。
5、成績檢定：依各科全體到考考生成績計算，各科及各項目分為五種標準，由校系自訂通
過之標準。
頂標：該項目（考科）成績位於第 88 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前標：該項目（考科）成績位於第 75 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均標：該項目（考科）成績位於第 50 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後標：該項目（考科）成績位於第 25 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底標：該項目（考科）成績位於第 12 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6、用途：術科考試一試多用，可供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分發及部分大
學校系單招使用。

（四）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第一次考試日期為 107 年 10 月 20 日，第二次考試日期為 107 年 12 月 15 日
1、測驗目標：
（1）依據高中英文課程綱要，評量高中生英語聽力學習之成效。
（2）落實高中英文課程綱要聽、說、讀、寫能力並重之內涵。
（3）評量學生日常生活及課堂學習相關英語之聽解能力。
（4）提供各大學校院招生選才之參考。
2、測驗時間：共 60 分鐘（含說明時間）。
3、測驗範圍：
涵蓋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英文」課程綱要所訂之第一至第四學期必修課程。
4、題型與題數：
所有試題皆為選擇題，整卷共 40 題，依據測驗目標設計，評量考生對詞彙、句子、對
話、篇章的聽解能力，共含四大題：「看圖辨義」、「對答」、「簡短對話」與「短文
聽解」，除「看圖辨義」包括部分多選題外，其餘皆為單選題。
5、測驗成績：
採等級制，由高至低依序為「Ａ」、「Ｂ」、「Ｃ」、「Ｆ」共四等級。
6、測驗內容：
測驗內容涵蓋生活化、實用性之主題，情境包括家庭、校園、公共場所、社交場合等。
詞彙範圍以高中英文常用 4,500 字詞為主，可參考大考中心高中英文參考詞彙表第一至
第四級（http://www.ceec.edu.tw/Research/paper_doc/ce37/ce37.htm）。
7、一綱多本的命題方式：
高中教材開放編輯，在「一綱多本」的情形下，本聽力測驗遵循課程綱要所列之能力指
標，訂定測驗目標以作為試題編製之依據。
8、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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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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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入學管道介紹
大學入學管道分為「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三大管道，
各大學可依其特色訂定招生條件，招收適才適性之學生入學。
相關網頁：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ac.ccu.edu.tw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s://www.uac.edu.tw
（一）繁星推薦入學
由高中向大學依學群推薦符合推薦條件且全程就讀同所高中之應屆畢業學生；大學依
學系之性質分學群招生，除第八類學群(醫學系)辦理第二階段面試外，其餘第一類至第七
類學群不辦理第二階段面試。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108 繁星推薦：https://www.cac.edu.tw/star108/index.php）

1、高中推薦
（1）符合繁星推薦資格之高級中等學校，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
之應屆畢業生，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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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該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術科成績通過校系之檢定標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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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分發/篩選時即依高中排定的推薦順序
分發/篩選。
（4）同時設有普通科及綜合高中學術學程課程之學校，應分別按普通科、修習學術學程
課程之學生計算「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推薦時，應合併計算每學群至
多可推薦人數。
（5）推薦學校如於普通科設有依特殊教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設立並經各該教育主管機關
核定之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等藝術才能班（以下稱藝才班）及體育班，其計算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不列入普通科學生成績，另分別就藝才班及體育
班計算出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之「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6）藝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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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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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學生如獲推薦至 A 校醫學系，並通過第 1 階段篩選，不得再於個人申請報名 A 校
醫學系。
（9）具原住民身份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本招生。

2、大學招生
（1）大學依學系性質分學群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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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分發錄取：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依各大學校系所訂之學測成績檢定標準、高中英聽檢定標
準、術科考試成績檢定標準、高中推薦優先順序及分發比序項目進行第一輪分發
作業，各大學錄取同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校系於第一輪分發後仍有缺額者，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就缺額校系依前項分
發作業原則進行第二輪分發。
（3） 第八類學群作業方式：
A. 面試人數由各校系自訂，至多為招生名額之 3 倍率或 50 人。
B. 第一階段篩選：由甄選會依大學校系所訂學測成績檢定標準、高中推薦優先順序
及比序項目進行篩選（第一輪），通過篩選學生各校至多 1 名；第一輪篩選後如
未達校系預定面試人數，再依前述原則進第二輪篩選，以達預定面試人數。
C. 繁星推薦公告第一類～第七類學群錄取名單時，同時公告第八類學群通過篩選名
單。
D. 第二階段面試：通過篩選學生參加面試需另繳交面試費用。面試內容由各校自
訂，併同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辦理。
E. 錄取：依面試成績決定錄取結果，不列備取。
（4）錄取生限制：
A. 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錄取生不得報名該學年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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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第八類學群錄取生於個人申請所有錄取校系視同無效，不得參加個人申請統一
分發登記。
C. 繁星推薦錄取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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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二）個人申請入學
由考生自行向符合志趣之大學校系提出申請，每人以申請 6 校系（含）為限。採用兩
階段考試，第一階段依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進行檢定及篩選，第二階段考試的方式則較為多
元，含口試、筆試、資料審查及實作等。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108 個人申請：https://www.cac.edu.tw/apply108/index.php）
1、篩選：由甄選入學委員會進行第一階段篩選，並公告通過篩選之級分資料。
2、大學校系於 4 月 10 日至 4 月 28 日之週間及週末擇期自辦指定項目甄試。
3、分發錄取：各校系之正備取錄取生於規定時間內至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
序，每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 1 校系為限。
4、放棄：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大學考試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聯合
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107 學年度起新增個人申請管道的一階段試辦納入學習歷程項目：
(1) 僅開放資訊類學系（少量試辦，不影響一般考生權益）。
(2) 參與試辦之資訊類學系，每系至多 3 名，全國試辦名額至多 50 名。
(3) 訂定「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成績，作為 107 學年度起試辦納入第一階段
檢定/篩選標準之項目。

（三）考試分發入學
依考生志願序及校系採計之考科組合成績分發錄取，由「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統
一受理考生登記。（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https://www.uac.edu.tw）
1、辦理方式：大學校系可訂定學科能力測驗至多 2 科作為檢定標準，及英語聽力測驗檢定
標準，並採計指定考試科目 3～5 科（含術科考試）選才，並依其招生需求對採計之科
目依×1.25、×1.50、×1.75、×2.00 之方式加重計分。
2、考生須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登記志願，每位考生選填之志願數不得超過
100 個。
3、考生之各考科組合總分未通過最低登記標準者不得登記分發。
4、已錄取「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入學資格者，不得
參與考試分發。

六、 各項考試與入學管道關係
考生參加各項考試與可選擇之入學管道說明如下：
（一）僅參加學科能力測驗
1、可選擇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前者由高中向各大學校系推薦符合條件之應屆畢業
生，後者由考生自行向符合志趣之大學校系提出申請，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及大學校系辦理。
2、考生若有意就讀採計術科之大學校系，另須參加術科考試。
（二）僅參加指定科目考試
1、僅可選擇「考試分發」一種入學管道。
2、僅可選填無需學科能力測驗檢定之大學校系為志願。
3、考生若有意就讀採計術科之大學校系，另須參加術科考試。
（三）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二種考試均參加
1、可選擇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三種管道。
2、考生若有意就讀採計術科之大學校系，另須參加術科考試。

七、 考試成績的採用方式
考試成績的使用方式為檢定、採計與參酌三種方式。
（一）檢定：俗稱門檻，是校系自訂的標準，通過此標準的考生才能取得下一階段評比的資
格。
（二）採計：校系選才時列入計分的考科，作為錄取與否的依據。
（三）參酌：在名額有限的情形下，因成績相同而超額時，要依校系規定的科目依序評比，
以決定錄取與否。

107 學年度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校系分則範例
一、 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校系分則範例(107 學年範例 1)
學測、英聽檢定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國文

前標

校系代碼

00118

英文

頂標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數學

頂標

招生名額

7

社會

--

可填志願數

12

自然

--

外加名額

1

總級分

頂標

可填志願數

3

英聽

--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數學級分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備註

繁星推薦校系分則範例(107 學年範例 2)
學測、英聽檢定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科目

標準

國文

頂標

校系代碼

00138

英文

頂標

學群類別

第二類學群

數學

頂標

招生名額

18

社會

前標

可填志願數

10

自然

頂標

外加名額

無

總級分

--

可填志願數

--

英聽

--

分發比序項目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數學級分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備註

繁星推薦校系分則範例(107 學年範例 3)
學測、英聽檢定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科目

標準

國文

頂標

校系代碼

00142

英文

頂標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數學

頂標

招生名額

1

社會

頂標

可填志願數

11

自然

頂標

外加名額

無

總級分

--

可填志願數

--

英聽

--

備註

分發比序項目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生物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4、化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5、物理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6、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力異常者，對於有關醫學課程之實驗、學
習將有困難，並對醫療工作有安全之虞，宜慎重考慮。

繁星推薦校系分則範例(107 學年範例 4)
第一階段篩選
學測、英聽檢定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科目

標準

國文

頂標

校系代碼

00160

英文

頂標

學群類別

第八類學群

數學

頂標

招生名額

6

社會

頂標

預計甄試人數

12

自然

頂標

外加名額

無

總級分

--

預計甄試人數

無

英聽

--

指定項目甄試費

800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07.3.14

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107.4.20
至
107.4.21

榜示

107.5.2

甄試成績複查截止

107.5.3

比序項目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生物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4、化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5、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6、物理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指定項目

佔甄試成績
比例

面試

100%

1.第二階段面試請繳交個人簡歷表，請至本系網頁下載填寫；於 3 月 23 日前
指定項目 以掛號逕寄至 10051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 號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郵
甄試說明 戳為憑)。
2.本系第二階段通知及甄試抽籤報到繳費相關資訊，將公告於本系網頁。

備註

1.聯絡電話：02-23123456 轉 88561。本系網址：http://www.med.ntu.edu.tw。
2.辨色力異常或語言、聽力、行動及精神嚴重障礙等，會影響學習及照顧病患
者，宜慎重考慮。
3.修業年限六年。

二、 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校系分則範例(107 學年範例 1)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校系代碼
001602
招生名額
12
性別要求
無
預計甄試人數
48
原住民外加名額
1
離島外加名額
無
指定項目甄試費
1500
寄發(或公告)指定
107.3.28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收件截
107.4.2
止
指定項目甄試日
期

107.4.15

榜示

107.5.2

甄選總成績複查
截止

107.5.3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備註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
順序
篩選 學測成績 佔甄選總
佔甄選總
科目
檢定
指定項目 檢定
倍率 採計方式 成績比例
成績比例
國文
頂標
審查資料 -一、英文學科能力測驗
4
*1.00
0%
二、國文學科能力測驗
英文
頂標
口試
70
分
4
*1.00
60%
三、數學學科能力測驗
數學
前標 -*1.00
四、社會學科能力測驗
社會
頂標 -*2.00
40%
自然
---總級分
---英聽
---項目：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自傳(學生自述)、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競賽成
果(或特殊表現)證明、社團參與證明、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說明：
審查
指
1.上述之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含志工服務證明)及英語能力
資料
定
檢定證明(可繳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單及其他英檢證明)，
項
每項均以 5 筆為限。
目
2.審查資料內容不得透露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內
1.口試時間：4 月 15 日(日)上午 9:00 起，地點：法律學院霖澤館。
容
甄試 2.詳細口試時間、地點請於 4 月 12 日(四)中午 12:00 起見本系網站公告，不另通
說明 知。
3.口試成績包含書面審查資料，成績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
無
1.聯絡電話：(02)33668911。2.本系網址: http://www.law.ntu.edu.tw。3.本系三組畢業學分及課程
要求均完全相同。4.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請務必於 3 月 28 日 9:00 起至
http://reg.aca.ntu.edu.tw/107app.asp 詳閱本校相關規定及繳費。

個人申請校系分則範例(107 學年範例 2)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校系代碼
001562
招生名額
93
性別要求
無
預計甄試人數
233
原住民外加名額
無
離島外加名額
1
指定項目甄試費
1500
寄發(或公告)指定
107.3.28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收件截止 107.4.2
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107.4.14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
順序
篩選 學測成績 佔甄選總
佔甄選總
科目
檢定
指定項目 檢定
倍率 採計方式 成績比例
成績比例
國文
頂標 -審查資料 -*1.00
45% 一、審查資料
英文
頂標 2.5
數學筆試 -*1.00
15%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總
數學
頂標 2.5
物理筆試 -*1.00
15% 分
三、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社會
前標 --25%
自然
頂標 2.5
*1.00
總級分
---英聽
---項目：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自傳(學生自述)、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個人資料
表、其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指 審查 說明：1.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請含名次。2.個人資料表(考生審查綜合資料表)：請
定 資料 於 3 月 28 日起先至本系網站填寫後上傳。3.其他(有利於審查資料):係指優良事蹟或
項
競賽成果、特殊成績表現等(請擇優五項並附證明上傳)，如有資優班證明、大考中
目
心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或其他語言檢定等亦可供審查之參考。
內
1.筆試時間：3 月 26 日上午 物理筆試：8:30-10:10 數學筆試：10:40-12:20。
容 甄試
2.筆試地點：校總區電機系館，詳細地點於 3 月 24 日上午 9:00 起公布於本系網站。
說明
3.注意事項：不可使用計算器，請帶身分證應考。

榜示
107.5.2
甄選總成績複查
107.5.3
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1 名限澎湖縣
1.聯絡電話：(02)33663700 轉 172。2.本系網址：http://www.ee.ntu.edu.tw/。3.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備註
者，請務必於 3 月 28 日 9:00 起至 http://reg.aca.ntu.edu.tw/107app.asp 詳閱本校相關規定及繳費。

個人申請校系分則範例(107 學年範例 3)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
順序
篩選 學測成績 佔甄選總
佔甄選總
科目
檢定
指定項目 檢定
倍率 採計方式 成績比例
成績比例
校系代碼
頂標
審查資料 -一、化學及生物考試總分
001222 國文
3
*1.00
0%
二、口試
招生名額
英文
頂標
口試
40
2
*1.50
-40%
三、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性別要求
無
數學
頂標
化學考試
2
*1.50
-20%
預計甄試人數
社會
前標
生物考試 -80
8
-20%
20%
原住民外加名額
無
自然
頂標
2
*2.00
離島外加名額
無
總級分
-3
-指定項目甄試費
英聽
1500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自傳(學生自述)、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其他
107.3.28
項目甄試通知
(師長推薦函 2 封)
說明：1.自傳(學生自述)：含各項優良事蹟說明。2.大考中心英語聽力測驗成績、英
繳交資料收件截止 107.4.2
審查
檢等可供審查參考。(上述審查資料除推薦函外一律至甄選會系統上傳)3.師長推薦
指
107.4.20 定 資料 函另行以書面寄出，請推薦師長出具並彌封後，於 4 月 2 日前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
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至
系，信封上註明學測淮考證號碼及姓名。(100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 1 號臺大醫
項
107.4.21
學院醫學系辦公室)
目
榜示
1.報到時間：4 月 20 日(五)下午 14：00-14：20 本人親自抽籤報到，並參加考試規
107.5.2 內
容
則說明，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 號醫學院 2F 第一會議室。2.口試暨化學、生
甄試
物考試時間：4 月 21 日(六)上午 7:45-8:05 報到，全天考試，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
甄選總成績複查
說明
107.5.3
段 1 號醫學院 2F 第一會議室。3.請攜帶身分證正本抽籤報到及應考。4.請自備實驗
截止
衣(不可有姓名或任何記號)及文具用品。5.請勿穿著學校制服應考。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聯絡電話：(02)23123456 轉 88561。本系網址：http://www.med.ntu.edu.tw。2.修業年限六年。
3.辨色力異常或語言、聽力、行動及精神嚴重障礙等，會影響學習及照顧病患者，宜慎重考慮。
備註
4.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請務必於 3 月 28 日 9:00 起至 http://reg.aca.ntu.edu.tw/107app.asp 詳閱本
校相關規定及繳費。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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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升大學輔導時程表
編
號

日期

項目

1. 107.08.01(三)~107.08.14(二) 學長升學經驗分享
集體訂購大學「三合一(英聽、學測、指考)考試簡
2. 107.08.30(四)起
章」、「術科考試簡章」
3. 107.09.03(一)~107.09.06(四) 英聽測驗(1)報名
高三學校日
4. 107.09.14(五)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線上版)施測
5. 107.09 月下旬
107.10.20(六)
英聽測驗(1)
6.
學科能力測驗報名
107.10.26(五)~107.11.07(三)
術科考試報名
7.
英聽測驗(2)報名
第一梯次國內大學科系介紹－交大、政大
8. 107.10.26(五)
第二梯次國內大學科系介紹－清大、陽明醫
9. 107.11.02(五)
「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
（導師）—12:10~13:00 紅樓二樓會議室
10. 107.11.07(三)
（家長）—19:00~21:00 夢紅樓二樓展演廳
「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
11. 107.11.09(五)
（學生）—16:00~17:00 活動中心三樓禮堂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測驗結果說明會
12. 107.11.09(五)
集體訂購「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入
13. 107.11.12(一)起
學」簡章
107.11.16(五)
第三梯次國內大學科系介紹－台大(1)
14.
107.11.23(五)
第四梯次國內大學科系介紹－台大(2)
15.
第五梯次國內大學科系介紹－成大
16. 107.11.30(五)
英聽測驗(2)
17. 107.12.15(六)
公告「繁星推薦」校內甄選辦法
18. 107.12 月中旬
19. 108.01.25(五)~108.01.26(六) 學科能力測驗考試
術科考試
體育組(1/28~1/30)
20. 108.01.28(一)~108.02.17(日)
音樂組(1/29~2/1)
美術組(2/16~2/17)
第二學期開學
21. 108.02.11(一)
1.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發放學測成績單
2.發放個人 4 學期成績單(繁星推薦報名用)電子檔
22. 108.02.26(二)
3.個人 5 學期成績單(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備審資料)
請至新校務行政系統下載
108.03.04(一)~108.03.05(二)
「繁星推薦」校內甄選送件(申請同學自行送件)
23.
24. 108.03.04(一)~108.03.05(二) 香港城市大學校內甄選送件
25. 108.03.04(一)~108.03.10(日) 校內報名系統填寫「個人申請」志願
「繁星推薦」校內撕榜作業
26. 108.03.06(三)上午 11 點
27. 108.03.07(四)

收繁星推薦學生「報名資料調查表」與報名費

28. 108.03.12(二)~108.03.13(三) 「個人申請」繳費及報名
繁星推薦第 1~7 類學群錄取生可辦理退費
29. 108.03.18(一)~108.03.19(二)
繁星推薦第 8 類學群第 1 階段篩選通過生可辦理變更
30. 108.03.22(五)

「繁星推薦」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公告「個人申請」第一階段(學測、術科成績)篩選
結果
模擬面試
32. 108.04 月上旬
108.04.10(三)~108.04.28(日) 1.「繁星推薦」第 8 類學群第 2 階段面試
33.
*不限週五、六、日
2.「個人申請」各大學校系辦理指定項目甄試
1.大學寄發「個人申請」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2.通過「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同學繳交第二階
34. 各大學自訂
段指定項目甄試費並寄送審查資料或證明
3.個人 5 學期成績單(「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備審資
31. 108.03.27(三)

執行
單位

備註

輔導室

簡報及影音檔網址已建置於生涯資訊站

註冊組

以班級為單位集體訂購發放

註冊組
教學組
輔導室
大考中心 107.11.01(四)寄發英聽測驗(1)成績單
註冊組
輔導室
輔導室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註冊組
輔導室
註冊組
輔導室
輔導室

於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時進行團體說明

註冊組

以班級為單位集體訂購發放

輔導室
輔導室
輔導室
大考中心
註冊組
大考中心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107.12.27(四)寄發英聽測驗(2)成績單

108.02.27(三)寄發術科成績單
108.02.27(三)~108.03.04(一)申請術科考
術科委員會
試成績複查
108.03.07(四)術科成績複查結果

註冊組
註冊組
註冊組
註冊組
註冊組
註冊組
註冊組

108.02.27(三)~108.03.04(一)申請學測成
績複查

每一考生至多可申請 6 校系
108.03.18(一)公告第 1~7 類學群錄取名單
及第 8 類學群通過第 1 階段篩選結果

每一考生至多可申請 6 校系

註冊組
註冊組
註冊組

1.「繁星推薦」錄取生(醫學系除外)不論
放棄與否，均不得參加「個人申請」
2.請於辦妥後告知註冊組統整榜單
資料認證：請攜帶正本及影本至發獎單
位認證

輔導室
各大學

各大學

1.請同學點選學校 首頁 生涯資訊室網
站，參閱相關升學備審資料及經驗分享。
2.請同學自行依照校系分則完成繳費報
名、資料寄送。

1071106

編
號

日期

項目

執行
單位

備註

料)請至新校務行政系統下載
35. 108.04.23(二)
36. 108.05.06(一)前
37. 108.05.07(二)

38. 108.05.07(二)~108.05.22(三)

39. 108.05.08(三)
40. 108.05.09(四)~108.05.10(五)
41. 108.05.16(四)
42. 108.05.20(一)
43. 108.07.01(一)~108.07.03(三)
44. 108.07.18(四)
45. 108.07.19(五)~108.07.23(二)
46. 108.07.19(五)~108.07.26(五)
47. 108.07.24(三)~108.07.28(日)
48. 108.08.07(三)

寄發「個人申請」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通行碼
甄選委員會
大學公告「個人申請」錄取名單並寄送甄選總成績
大學自訂(詳校系分則)甄選總成績複查
各大學
單
截止時間(郵戳為憑)
含校系代碼、入學分發登記繳費單及重
發售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註冊組 要公告等，於畢業典禮發放。
*日期為暫定
指定科目考試報名作業：
1.「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錄取者，
各班報考資料確認預計 4 月初開始作業，請依註冊
於 108.05.16(四)～107.05.22(三)至註冊
組規定時間辦理(一次確認資料，一次確認資料及收 註冊組
組辦理指考報名費退費
報名費)，個人申請未確定上榜者請先報名指考、繳
2.「考試通知」於畢業典禮發放
費，確定上榜後 5/22(三)前可全額退費。
「繁星推薦」統一公告第 8 類學群錄取名單
甄選委員會
「個人申請」正備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
高三同學
序（須憑 108.04 月寄發之通行碼上網登記）
公告「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
註冊組
1.繁星推薦第 8 類學群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甄選委員會 於 108.05.22(三)前報名指定科目考試
2.個人申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指定科目考試
大考中心
寄發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單，公布考科組合成績人數 大考中心
郵寄至同學通訊地址 *日期為暫定
累計表及最低登記標準
分發委員會
選填志願輔導
輔導室
繳交登記費
分發委員會 *日期為暫定
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高三同學
大學考試入學錄取公告
註冊組 *日期為暫定

備註： 1.依據本校多元升學相關辦法與「108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辦法」辦理。
2.學校統一報名作業，須配合學校公告時間。
3.每一考生申請校系數以「6 校系(含)」為限，但大學得限制考生僅能申請該校一學系(組)，請注意各校簡章要求。
4.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招生簡章彙編及各大學相關規定修正辦理，並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
5.升學輔導諮詢：「方案諮詢」請洽註冊組(02)2303-4381#204、216；「選填輔導」請洽輔導室(02)2303-4381#605。
6.「2018-2019 國外大學校系介紹說明會」之報名相關資訊如下，煩請有志出國學習的同學主動關注相關訊息並踴躍
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6TNfBC
*網址 QR Code：

個人申請線上書審參考資料
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審查資料採線上書審方式，即考生需將個人的備審資料製成電子檔
上傳至系統中，以節約紙張的使用。電子檔的格式統一為 PDF 檔案格式單一項目之檔案大小
以 5MB 為限，每一校系所有審查資料項目之檔案總容量以 10MB 為限。因 107 學年度線上書
審的資料，甄選委員會尚未更新，在此提供 107 學年度資料供今年高三考生家長參閱，內容如
下：
1. 考生須於各大學繳交截止日前，至甄選委員會「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系統」進行指定
項目甄試審查資料上傳作業。依規定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者，始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
2. 部分校系針對若干審查資料項目，另訂以郵寄或其他方式繳交者，考生應依其規定另行
繳交至該大學。為避免自身權益受損，考生務必詳閱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各校系
分則之規定。
3. 審查資料上傳完成確認後，有關各校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報名、繳費等相關資訊，
仍須詳閱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該大學之校系分則，並依其規定向該大學完成報
名、繳費等相關作業。
4. 以境外學歷（含國外、大陸地區、港澳地區）或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六
條、第七條報考者，須完成審查資料上傳確認外，另須將境外學歷（力）或同等學力相
關證件影本，於審查資料繳交截止日前，以郵寄方式寄送該大學。
5. 校系要求之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考生若為當學年度各高中(職)應屆畢業生，統一由
其所屬學校上傳至甄選委員會，其餘考生（含已畢業生或持境外學歷、同等學力報考生
等）則由本人自行上傳。應屆畢業生於首次登入審查資料上傳系統時，須詳細核對成績
證明之內容，如有任何問題請儘速向所屬高中(職)學校或甄選委員會反應。
6. 報考 107 學年度醫學系(公費生)通過篩選考生『審查資料』上傳注意事項：「高中(職)
在校成績證明」、「自傳」、「競賽成果證明」得依上傳系統所列之欄位分項上傳；或
與「讀書計畫」、「高中幹部證明」、「社會服務證明」、「英語能力檢定證明」等項
目，合併成一個檔案，統一上傳至「其他」項目之欄位。
7. 其他相關連結
(1)107 個人申請
https://www.cac.edu.tw/apply107/index.php
(2)107 個人申請審查資料上傳
https://www.cac.edu.tw/apply107/dataupload.php
(3)審查資料上傳作業操作說明
https://www.cac.edu.tw/apply107/document/107apply_dupload_opflow.pdf
(4)審查資料上傳作業操作影音教學檔
https://www.cac.edu.tw/apply107/document/upload_mv/107apply_duploadteach01.mp4

(5)如何將檔案轉換成 PDF 檔
https://www.cac.edu.tw/apply107/download_3.php

【準備學測，學長給你的兩個建議與一個提醒】
文/劉衡謙（68 屆 322 班、建中物研）
距離學測只剩三個月左右了，你或許認為自己已經準備妥當，你或許認為自己還有許
多的進步空間，不論你是哪種人，想請你聽聽我這裡的兩個建議與一個提醒。

確認科目間的權重
你可能會說，學測把每個科目都準備好就好啦！何必想那麼多，但是你想必
也會發現，自己的時間根本不足夠讓每科都有十全準備。這個時候懂得做取捨跟做科目間
的時間分配就很重要了。
這個課題主要來自兩點差異性，第一個是目標科系的採計科目差異。以我準備時的目
標科系臺大電機來說，臺大電機的申請條件是國文頂標、社會均標，採計英數自三科，超
額再以總級進行超篩，在這種採計下代表社會對我來說是極為不重要。另一個差異性則是
科目準備時的投資報酬率，這點會因人而異，以我來說，我可能花上一百個小時都無法肯
定地讓我的國文從十四級到十五級，相較之下，自然卻可能只要花不到十個小時。你需要
釐清這兩點對你的差異，並且進行自己的時間分配計畫。舉我的例子來說，當時我排下來
的順位大概就是英數國自社，並且用這樣的輕重順序做複習。

避免自己的表現在考場打折
不管事前準備再多，還是必須在考場表現出來。因此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讓自
己在考場能夠正常發揮。大多數的人在考場的表現一定會打折，但是你要盡量把這樣的影
響降到最低。
可以實行的方法有很多，主要的方式是習慣考試跟屏除考試時的干擾。習慣考試的話，
可以在讀書與練習時就用考試的時程表來規劃，讓自己的大腦跟身體習慣這樣的時程表。
而屏除考試的干擾，比如說先跟家人溝通好，在考場時不要讓他們「慰問」你的考試狀況，
以免對你接下來考試的心情產生波動。
說到最後，我想要提醒的是，請記得學測就只是你生命中的一個過程，不要為了準備
學測而犧牲你生活中的其他部分，諸如健康、學習的熱忱、友情、家人。也不要因為學測
結果而去否定你自己的人生，這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個挑戰，學著去面對它，與它相處。這
才是你這段時間最該學習的課題。
祝福各位，能藉這樣的機會，學習著面對人生中的挑戰與岔路口。

【準備個人申請二階段，家長的修練】
文/王孜甯（摘自家有建寶第 36 期）

提供諮詢引導，但請讓孩子自己做決定
不管是校系選擇、製作審查資料、準備面試與筆試，請記得一件事情：真正
要上考場的人是孩子，實際上要去就讀的人也是孩子。
然而「放手」並不意味著「什麼都不管」
，家長您可以擔任的重要角色，就是
諮詢分析顧問。其實孩子在做決策的時候，往往會希望可以聽聽其他人的意見，這
時候您可以用較為客觀的立場，引導孩子分析他的各項特質、市場趨勢、科系提供
的課程等等。同時保持開放的態度，接受孩子在綜合評估各項資訊後做成的決定。

提供情緒出口，聆聽孩子的壓力
準備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時，通常瑣碎繁雜的待辦事項排山倒海而來，加上
孩子給自己的期許、同儕之間無形的比較，這些都是孩子壓力的來源。他需要情緒
的出口，如果您能成為這樣的情緒聽眾，那麼對孩子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每個孩
子適用的方式不同，您無法完全複製某個方法。如果長期以來，這不是你們的溝通
模式，那麼我的建議是，就算沒辦法加分，也別做扣分的事。要能夠深層同理孩子
的焦慮之前，或許您得先回歸到自己本身，誠實的面對自己對於孩子的生涯其實也
是有焦慮的。覺察到自己的情緒後，別再讓自己的焦慮轉嫁到孩子身上。

提供支持，不論是精神上或行動上
做孩子最有力的後盾，除了讓他知道您會一直陪伴他度過這些繁複的歷程，
甚至可以在實質行動上給予支持，例如可以在孩子有意願的情況下，實際帶他到有
興趣就讀的大學走一趟。
然而在二階的準備上，我並不建議由家長代工代筆，原因無他，由家長撰寫的
自傳通常行文口氣實在跟高中的孩子相去甚遠，而且對於孩子的助益並不大。普遍
而言，如果由孩子自己準備二階，通常寫完自傳，幾乎也完成了自我介紹的大部分
準備；而自己整理面試/筆試考古題，其實也會更熟悉整個第二階段的考試。
儘管如此，還是可以提供諮詢。例如孩子非常需要讀者來協助檢視這份審查資
料寫得是否適切？有沒有錯字？這時候爸媽都是最佳試閱者。
諮詢引導、聆聽情緒、精神及行動上的支持，這些都是鼓勵家長可以不斷持續
下去的角色。孩子漸漸長大了，在生涯路上可以開始試著讓孩子練習自己找答案，
讓孩子為自己負起責任來，也讓孩子學習在家長的關愛中獨立成長。

【生涯資訊站】

生涯資訊站

登入以獲得
更多資訊

1

資訊

2

1 知己─自我探索
○
2 環境─多元入學
○
3 資訊─校系脈絡
○

3

校系介紹報名與升學
相關最新消息看這裡

各項心理測驗簡介
多元入學重要資訊；考試準備大全(學長經驗談)；
各項參考成績；備審資料參考資訊
科系甘苦談；國內外大學校系介紹；學長留學、
申請經驗談

歡迎多加利用！

網址：http://fudao.ck.tp.edu.tw

【多元入學諮詢網站】
認識大學校系與職涯準備
大學校系查詢系統-漫步在大學

大學網路博覽會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

http://univ.edu.tw/

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104 升學就業地圖

http://ioh.tw/department_guide/

http://www.104.com.tw/jb/career/department/index/

認識大學多元入學
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http://nsdua.moe.edu.tw/(網頁維護中)

大學進行式
https://ap.ceec.edu.tw/NWEB/Home.aspx

大學問

1111 大學網

http://www.unews.com.tw/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Default.aspx

考試單位網站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http://www.ceec.edu.tw/

http://www.cape.edu.tw/

招生相關網站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www.jbcrc.edu.tw/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科技院校日間部

四年制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特殊生相關網站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委員會

http://lokahsu.org.tw/

http://issport.camel.ntupes.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