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升學考試 

III 多元入學簡介 
    考招分離 

說明 ：以下部分內容來源為109學年度多元入學僅供參考, 
            因109~111年分階段過度銜接配套,實際需以當年度升學簡章為準 



綜高 
 

學術 
學程 

 大學學科 

 能力測驗 

大學繁星 

大學個人申請 

四技申請入學 
大學分科 

測驗 考試入學分發 

四技二專 

統一入學測驗 
登記分發 

升學進路 

 高三寒假 
 4月 

 5~6月 

 5~6月 

 7~8月 

 7~8月 

  5月第一個週末 



(草) 學科能力測驗 X (學測) 分科測驗 Y 

考試時間 每年寒假         每年07/01~03 

評量能力 基本核心能力 關鍵學科能力 

考試範圍 
普通高中部定必修 
【高一、高二 必修科目 
高三上 國文英文必修(第五冊) 】 

普通高中部定必修 
及部定加深加廣選修 
【高一、高二、高三必修、必選及選修】 

考試科目 

 五科(6卷)選考： 
 國文 (含國語文寫作分節施測) 

 英文、數學A、數學B 
 社會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自然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七科選考：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測驗形式 
混合題型 
新式答案卷(卷卡合一) 

混合題型 
新式答案卷(卷卡合一) 

成績計算 級分制  ( 0~15 級分 ) 改採級分制( 0~45 級分)  

用途 

(採計至多4科) 

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考試分發、 

四技申請入學、中央警察大學申請入學、 
軍校甄選入學、其他單招校系、進修學士班 

(採計3~5科)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進修學士班分發 



111學年度起大學入學考試的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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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型 
選填題型 
（數學） 

非選擇題型 混合題型 

單選題 

多選題 

• 包含選擇題
型與非選擇
題型的題組 

※各題型的比重，由各考科依其特性而定，詳參見各考科之考試說明
。 

英聽 

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 

• 既有題型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英聽） 
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TELC ） 



網站首頁 
https://ap.ceec.edu.tw/TELC/Default.aspx 



109年 繁星推薦參採校系(共64系) 

 

限綜高 

學術學程 



109年個人申請參採校系(共47系) 



109年指考分發參採校系(共51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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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考試 C.A.P.E. 

 
體育組 
音樂組 
美術組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https://www.cape.edu.tw/ 

https://www.cape.edu.tw/
https://www.cape.edu.tw/


七、入學管道 

III 多元入學簡介 
    考招分離 

說明 ：以下部分內容來源為109學年度多元入學僅供參考, 
            因109~111年分階段過度銜接配套,實際需以當年度升學簡章為準 



(一)大學甄選入學 

   繁星推薦 
 

(以下內容參考用,仍須以111學年度簡章為準) 



網站首頁http://www.cac.edu.tw/star109/ 

返
回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中 繁星推薦佔  1.5% 

http://www.cac.edu.tw/star109/


大學學群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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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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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至七類只招收 
高中之音樂、美術、
舞蹈及體育班學生。
故本校不適用。 



 

全程就讀國內同一所高中之應屆畢業生 
   (排除跳級生、轉學生、交換學生、轉科生) 
   說明：本校綜高全程選讀學術學程的學生符合 
 
高中單科學業成績前四學期及高三上國語文及英語文2科 
    (參加繁星推薦者高三上須選讀生活科技2學分) 

 
學業成績總平均由高一高二延伸納入高三上學期 
    必修成績，符合全校(指學術)排名前50%  
    說明：如有重修或補考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 
 
依照招生簡章規定成績評比方式需與所有在校生一致 
 
 

推薦報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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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繁星推薦委員會並依照實施計畫辦理校內甄選 
 

在校學業成績遇有同分之比序，依序以 
「高三上」「高二下」「 高二上 」 
「高一下」「高一上」總平均之順序辦理 
 
高中對大學「每學群至多推薦二名學生」， 
  並排定推薦至同所大學學生之優先順序 
 
同一學生僅限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原住民身分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  
   身分擇一參加 
 
「特殊選才」錄取生未依限放棄不得參加繁星推薦 
 
 

推薦學校作法 



 

 甄選會依大學校系所訂學測檢定標準、高中英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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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錄取同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 

 

校系第一輪分發後仍有缺額者，進行第二輪分發，
至缺額補滿為止(大學錄取同一高中學生不限一名)。 

 

第一輪及第二輪分發經比序至最後一項目仍相同時，
依招生規定辦理 (若有增額錄取由考試入學名額調整
流用) 

分發錄取原則 



 

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入學資格 

 

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當年度 

大學「個人申請」及科大「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放棄入學資格需依規定期限辦理，否則一律不得參加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
記分發入學招生」(放棄資格之缺額流用至考試入學) 

 

  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大學自訂 

分發錄取生權利義務 



(二)大學甄選入學 

  個人申請 
 

(以下內容參考用,仍須以111學年度簡章為準) 



網站首頁  https://www.cac.edu.tw/apply109/ 

返
回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中 個人申請佔40~45% 

報考學測 
人數 

個人申請 
預估招生人數 

個人申請 
實際錄取人數 

報考指考 
人數 

107 
學年度 

136465 56060 45577 50742 

108 
學年度 

138387 54978 50299 49119 

109 
學年度 

133438 55261 52321 
尚未開始 
報名 



辦理方式 
學習歷程檔案P至少占二階 50%取代現行備審資料，P1占比須大於P2 

「繁星推薦」錄取生 不得參加 個人申請   

每人申請校系數以六個校系(含)為限 

大學校系自訂其學測考試科目，至多以四科為限  

通過第一階段學測及TELC英聽檢定、篩選倍率學生，自行依大學校系規

定期限，完成第二階段相關作業 (高三課程結束後辦理5~6月) 

通過各校系甄試第二階段錄取之正備取生，需在規定期限上網登錄志願

序，參加統一分發 

分發錄取：甄選會依各大學錄取名單及錄取生登記就讀志願序進行統一

分發並公告分發結果 

每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系為限 

未依限放棄錄取資格，一律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招生及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大學自訂 





大學校系參採學測科目數至多四科 

查
表
連
結 



個人申請-模擬面試 



(三)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 

申請入學 
(四技申請 限綜高學生)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辦理方式(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 

適用綜高學術及專門學程且參加當年度 

   大學學測考試  (高職生有參加學測也不適用) 

 

申請生至多可申請五個校系(組)， 

   但各校得限制申請該校一個系(組) 

       

通過第一階段學測檢定學生自行依大學校系 

      規定期限，完成第二階段複試相關作業 

 

費用：第一階段報名費一系100元 

                第二階段複試費800或1000元(書審+面試) 

四技申請 



(四)大學考試入學 
       分發招生 

http://www.uac.edu.tw/ 

http://www.uac.edu.tw/


 
 
採計考科數3~5科 (X+Y+術科) 
    其中學測X 最多4科且 
    必須與繁星/個申一致, 
    分科測驗Y至少1科 
 
◆採計科目成績可加權計算 



結  語 

松山工農108學年度 
學程選讀宣導 



◆個人特質  文科v.s.理科 

◆興趣所在 

◆職場就業 

◆畢業證書考量 

◆國立 v.s. 私立 

◆家庭經濟因素 

慎選所擇 



      簡 報 結 束 
感 謝 聆 聽 

• 松山工農綜合高中 
    http://cweb.saihs.edu.tw/web/cd/ 

• 綜合高中中心學校 
    http://comp.hhsh.chc.edu.tw/ 

 

http://cweb.saihs.edu.tw/web/cd/
http://comp.hhsh.chc.edu.tw/
http://comp.hhsh.ch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