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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
考招調整



01 110學年度考招調整---►考試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全面使用

MP3播放器，採分散式個別

試場播音。（109學年度開始）

響應環保與無紙化政策。各項考試不寄發考試通知。(術科除外)

考生可於應考資訊查詢系統開放日起，至大考中心網站各項考

試試務專區之應考資訊查詢系統查覽或列印，或以電話語音查

詢。大考中心對報名時有填寫行動電話號碼之考生將以簡訊通

知網路查詢連結。

學測考試仍辦理5科

考生可自由選考。

（109學年度開始）

p.3



01 110學年度考招調整---►考試

英聽、學測、指考

應試有效證件

考試通知非必要

術科測驗仍維持

准考證應試

▲110學年度新增



01 110學年度考招調整---►招生

至108學年度起

參採學測科目數至多4科

不再使用「總級分」

可於所用至多學測4科中

自訂 1 項科目組合

繁星推薦之分發比序項目、個人申請篩選倍率

p.2



01 110學年度招生調整



01 110學年度考招調整---►招生

p.2

個人申請

■同級分超額篩選改以「檢定、篩選倍率、採計」之科目級分
總和進行篩選

■超額篩選人數過多的校系，依需要再進行所參採科目之依次
比序，篩選方式詳見招生簡章校系分則
使用科目及篩選順序，由各校系就其參採科目中自行決定

繁星推薦

牙醫系自109學年度起納入第八類學群招生

需參加第二階段面試



01 110學年度招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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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10學年度招生調整



01 110學年度招生調整

調降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招生
參採科目數為4科（不再使用5科總級分）

★學測考試仍辦理5科，考生可自由選考

★各管道參採學測科目預計於10月22日公告。

★正式招生簡章預計於11月5日公告。



01 110學年度招生調整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試辦
納入學習歷程項目
開放資訊類學系
招生分組、少量試辦

★不影響一般考生權益
★參與試辦之資訊類學系，每系至多3名，全國限額。
★採計「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之資訊檢測。

p.3



01 110學年度考試調整



多元入學方案
簡介



錄
取
生
放
棄
入
學
資
格

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報名

第8類篩選作業
1～7類公告

錄取名單

第8類大學甄試

大學公告第8類
錄取名單

甄選會公告
錄取名單

公告錄取名單

考試入學

網路選填志願

指定科目考試

特種生/證明文件審查

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報名

篩選作業

大學甄試

大學公告
錄取名單

正備取生登記
就讀志願序

甄選會公告
統一分發結果

02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架構圖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繁星、個申參採最多4科）（考分設檢定至多2科）

術科考試

p.5



02 各管道年度招生比例原則

繁星推薦
不超過15%

考試入學
40%左右

個人申請
45%左右

特殊選才
單招1.5％

其他管道



02 108、109年度永平高中各入學管道錄取人數

繁星推薦
12.6%

12.5%

考試入學
35.7%

28.3%

個人申請
44%

49.6%

特殊選才
1位

其他管道
7.5%

9.3%



02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重要日程表

p.8



02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重要日程表

p.8



02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重要日程表

p.9



02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重要日程表

p.9



考試項目
介紹



03 考試項目介紹

考試成績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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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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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計：校系選才時列入計分的考科，作為錄取與否的依據。



03 考試項目介紹

110/1/22~1/23

學科能力測驗

學測

110/7/1~7/3

指定科目考試

109/10/24

109/12/12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體育組 110/1/25～1/27

美術組 110/1/29～1/30

音樂組 110/2/1～2/4

術科考試

指考 英聽 術科



03 考試項目介紹—學科能力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由考生依大學校系規定之考科自由選考
每科成績均採級分制，每科最考15級分

★國文科與英文科測驗範圍至第五學期，其他科為高一至高二必修課程

★國文科包含「國文（選擇題）」與「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獨立施測）

★學測成績可提供大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分發及四技申請入學、

警大獨招、軍校甄試入學、大學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等各項招生管道採用

p.12



03 考試項目介紹—指定科目考試

指定科目考試
國文、英文、數甲、數乙、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公民
各科滿分為100分

★各科測驗範圍包括高一至高三必修與選修課程

★由考生依大學校系指定之考科自行選考

（選考科目不得少於3科，報考術科者不得少於2科）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提供考試分發或大學進修學士班採用

p.13



03 考試項目介紹—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高一、高二英文
成績採等級制：A、B、C、F

★英語聽力測驗成績納入大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之檢定項目
★部分學系納入個人申請的審查資料參採項目

p.14



03 考試項目介紹—術科考試

術科考試
分音樂、美術、體育三組，
音樂及美術兩組各分五項個別計分，考生可自由選考。體育需全部應考。

★術科考試成績可提供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及單獨招生使用

p.14



考試及入學管道關係表

p.15



入學管道



04 入學管道

報名：110/03

第1～7類公告錄取：109/03

第8類甄試：109/04

第8類公告錄取：109/05

報名：110/03

指定項目甄試：109/04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109/05

報名：110/05

寄發成績單：110/07

志願選填：110/07

錄取公告：110/08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入學
特殊選才

簡章公告：109/10-11

大學招生：109/12

錄取公告：110/01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高中均質、區域均衡」

109學年度 44%

41%

44%

招生校數：68
招生學系（組）數：1787
招生名額總數：16110
公立大學名額：7006
私立大學名額：9104

108學年度

107學年度

招生校數：66
招生學系（組）數：1784
招生名額總數：16371
公立大學名額：7123
私立大學名額：9248

招生校數：66
招生學系（組）數：1807
招生名額總數：16993
公立大學名額：6998
私立大學名額：9995

公立大學招生名額比例

110學年度 ??%
招生校數：??
招生學系（組）數：??
招生名額總數：??
公立大學名額：
私立大學名額：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推薦資格：
1. 全程就讀國內同一高級中學，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之應屆畢業生，

且高一及高二「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
合大學之規定（20％、30％、40％、50％）。

2. 學測、英聽測驗及術科考試成績（第四至第七學群）符合大學所訂之檢
定標準。

校內推薦資格：

高中在學期間，經改過銷過後，未達3支警告或小過（含）以上懲處，

懲處採計至高三下學期開學日止。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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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大學依學系之性質分學群招生：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
第三類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醫、牙醫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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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系

★第四至第七類學群，僅限招收高中之音樂、美術、舞蹈、及體育班學生
p.24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高中推薦作業：
1. 高中對每大學各學群至多推薦2名，且同一名學生僅限被推薦至一所大

學之一個學群。（美術班僅限推薦至第五學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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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大學的一～三類學群排推薦順序、第五、第八類學群自己排推薦順序

★具原住民身份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

p.24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分發作業（一）：

1. 先通過各校系檢定之標準。

2. 依比序優先錄取：

比序1：在校學業總成績平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百分比小者優先錄取

比序2～7：各校系自訂項目，包括：學測各單科級分或組合級分、

術科成績（第五類學群）、各單科學業總平均排名百分比

★單科為：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物理、化學、生物、

地科、美術（美術僅限第五類學群訂為分發比序項目）

p.24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分發作業（二）：

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三類學群、第五類學群（藝才班）錄取

同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第二輪分發：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業，各大學對同一高中再錄取人數不受

一名限制。

★原住民外加名額分發原則與一般生相同。

p.24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系）：
1. 同一名學生限報名1大學醫學系或牙醫系。
2. 第1～7類學群放榜同時，公告第8類學群可進入第2階段面試名單。
3.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不得再報考同一校系之個人申請。
4. 面試人數由各校系自訂，至多為招生名額之3倍率或50人。

★依面試成績決定錄取結果，錄取者不得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

p.26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錄取生限制：
1. 第1～7類學群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均不得報名當年度大學「個人申請

入學」；亦不得參加當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至申請入學」。
2.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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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該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招生」。

p.26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校內流程

詳查簡章校系規定(簡章11月5日出爐)

查詢在校成績排名百分比（11-2月）

參加校內推薦獲得學校單一學群門票（2月24日學測成績出爐後進行…）

依大學校系規定之可填志願數填選志願

參加分發作業：

大學推薦序 讀取志願 檢定 分發比序 錄取與否



04 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04 入學管道—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
★由考生自行申請志趣相符之

大學校系，每人以申請6校系
為限。

★學測成績公告後，繁星推薦
錄取公告後報名。

★校內報名會在繁星推薦放榜
前報名

109學年度 34%

32%

33%

招生校數：69
招生學系（組）數：2154
招生名額總數：55267
公立大學名額：18871
私立大學名額：36396

108學年度

107學年度

招生校數：68
招生學系（組）數：2092
招生名額總數：54978
公立大學名額：18266
私立大學名額：36712

招生校數：70
招生學系（組）數：2038
招生名額總數：56060
公立大學名額：18067
私立大學名額：37993

公立大學招生名額比例

110學年度 ??%
招生校數：??
招生學系（組）數：
招生名額總數：
公立大學名額：
私立大學名額：



p.18



04 入學管道—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
第一階段：
1. 依考生學測成績或術科考試成績，進行第一階段篩選。
2. 通過篩選的考生，依校系報名第二階段甄試。

第二階段：
1.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需將校系規定繳交之審查資料以網路方式上傳

至甄選會。
2. 大學擇期辦理「指定項目甄試」，項目包括：面試、筆試、小論文…等。

110學年度辦理時間為：4/14～5/2（不限週末辦理）。

p.27



04 入學管道—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
審查資料內容：
• 基本資料表
• 自傳
• 讀書計畫
• 在校成績單（學校統一上傳）
• 競賽成果、社團參與、幹部證明
• 特殊要求：術科作品、健康檢查表、志願服務證明、師長推薦函
• 小論文
• 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例如全民英檢
•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



04 入學管道—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
統一分發：
1. 無論僅錄取單一或多個校系，「個人申請」所有正、備取錄取生，應於

規定期限內（110/5/13～5/14）上網至甄選會登記就讀志願序，否則
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2. 甄選會依錄取生之志願序及名次統一分發，每名錄取生以分發至一校系
為限。 （110/5/20公告）

★分發後即取得入學資格，未於規定期限（110/5/24）內放棄者，
不得參加考試入學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p.27



04 入學管道—個人申請



p.20



04 入學管道—考試入學

考試入學
報名資格：不具有當年度以下管道之錄取生
• 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特殊選才）
• 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
• 軍事校院正期班甄選入學
• 身心障礙生甄試
• 運動績優甄試

p.28



04 入學管道—考試入學

考試入學
• 考生需參加指定科目考試
• 大學校系自訂採記科目為3～5科
• 部分大學校系採用學測或英聽成績作為檢定
• 採用網路選填志願，每位考生最多可選填100個志願
• 登記志願以1次為限，志願送出後不得取消或更改志願。



04 入學管道—考試入學



p.22



04 入學管道—特殊選才

特殊選才
發掘學生獨特天賦

為改善現行多元入學制度較難鑑別部分具有特殊才能、經歷或成就之學生，
並利大學錄取該類真正具有潛力與才能學生。

以漸進改變、重視大學自主為精神，由大學提供少量名額，以單獨招生為
方式於104-106學年度小規模試辦。自107學年度納入正式管道。

p.29



04 入學管道—特殊選才

特殊選才
招生對象：具特殊才能或具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如：境外臺生、新住民及

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持有ACT或SAT等國外具公信力之入學
用大型測驗成績者）。

招生方式：各校單獨招生。招生校系可以工作成就、高中在學表現、競賽
表現、證照訓練或其他特殊學習歷程等自訂招生條件，經由大學
審查、面試、筆試、術科或實作測驗等方式全方面審查後彈性選才。

★考生可於109年10月中旬至「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網站查詢各校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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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管道—特殊選才



諮詢管道與
網站



05 諮詢管道與網站

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網址：nsdua.moe.edu.tw
諮詢專線：02-2368-1913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考試試務諮詢
網址：www.ceec.edu.tw
諮詢專線：02-2366-1416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網址：www.cape.edu.tw
諮詢專線：02-7734-1091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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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諮詢管道與網站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招生策略
網址：www.jbcrc.edu.tw
諮詢專線：02-2368-1913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入學相關業務
網址：www.caac.ccu.edu.tw
諮詢專線：05-272-1799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考試分發志願登記
網址：www.uac.edu.tw
諮詢專線：06-236-2755

p.45

http://www.jbcrc.edu.tw/
http://www.caac.ccu.edu.tw/
http://www.uac.edu.tw/


05 其他入學管道

其他入學管道
• 四技科大申請入學（只收高中生）
• 中央警察大學
• 軍事校院正期班甄選入學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士班單獨招生
• 各校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 進修學士班
• 海外（陸校&港校）大學學士班單獨招生



多元入學
輔導活動



06 多元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STEP 1

根據自己的興趣、

能力、科系認識…等

各項評估條件尋找興

趣科系或學群。

STEP 2

查詢108、109學年

度之招生簡章，

瞭解校系招生名額、

檢定及篩選標準。

STEP 3

查詢110學年度甄選

入學簡章（11/5），

確定目標校系招生名

額、檢定及篩選標準。

STEP 4

詳閱簡章校系說明，

準備「審查資料」

與指定項目甄試。



06 多元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時間 生涯重點 輔導處重點工作項目

9月 • 進一步確定目標校系。

• 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簡章公告

• 清楚大學多元入學管道細節與時

程，思考選擇何種升學管道。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與解釋

‧大學科系座談會（科系介紹）

10月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說明

11月 ‧科系選擇諮詢討論

12月 全體學生持續準備學測。 ‧高三包粽激勵活動

1月 ‧壓力抒解個別晤談



06 多元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時間 生涯重點 輔導處重點工作項目

2月 學測成績放榜，決定是否參加甄選
入學。

‧提供諮詢討論
‧甄選入學志願選填說明會

3月 個人申請、繁星推薦、技術校院、
軍校等升學管道報名。

‧提供科系選擇諮詢討論
‧各類升學參考資料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試輔導講座（備審資料、面試）

繁星推薦放榜。

4月 參加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試。

‧舉辦校內模擬面試（分學群）

5月 個人申請、技術校院、軍校等升學
管道放榜。

‧志願序選擇諮詢討論

指考生持續準備指考。 ‧壓力抒解個別晤談

7月 指考成績放榜，選填大學科系志願。 ‧考試分發選填志願說明會
‧考試分發選填志願諮詢討論



06 多元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輔導處資源
永平高中首頁→生涯輔導專區→高中生涯輔導

•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古題
• 自傳、小論文及讀書計畫撰寫方式
• 講座簡報下載

http://www.yphs.ntpc.edu.tw/category/office/div_240/career/career_01/


06 多元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輔導處資源
生涯資訊室

• 學長姐的備審資料 （分學群）

• 面試考古題 （分學群）

• 掃瞄設備

• 甄選入學參考書籍

• 與輔導老師討論



06 多元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06 多元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一起為孩子加油！
鼓勵孩子：多聽，多看，多問。

★志願的選擇：
勇於挑戰，多多嘗試；
尊重孩子的決定。
不要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您的支持與陪伴，是孩子最大的力量



感謝聆聽！

THANK YOU!

報名招生試務：教務處試務組，分機：216

升學輔導諮詢：高中輔導教師，分機：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