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大學暨科技校院 
多元入學管道 

注意事項 

 學程主任  葉芝玲 

108年2月13日 

高三升學輔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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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寒假 

 5月4~5日 

 7~8月 

 3~5月 

 2~3月 

 3~5月 

綜高學術學程主要升學進路圖 

 7~8月 



•大學繁星推薦(單一學校的單一學群) 條件多限制 

  軍事院校獨立招生 [洽詢教官室] 

  大學進修學士班獨立招生 [自行上各校網頁招生訊息]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就學措施 [洽實習處] 

 

  

學測成績可參加的入學管道： 

     大學個人申請(六系) 適用綜高全程學術學程、    

    四技申請入學(五系) 適用綜高所有學生、 



網站首頁  http://www.ceec.edu.tw/ 

大考中心 



報名人數 

http://www.ceec.edu.tw/CeecNews/108%E7%B0%A1%E7%AB%A0/108%E5%AD%B8%E5%B9%B4%E5%BA%A6%E8%80%83%E8%A9%A6%E7%B0%A1%E7%AB%A0.pdf


近六年 學測總級分 各標  (滿級75級分) 

年度 底標 後標 均標 前標 頂標 

107 28 35 45 56 63 

106 27 34 44 55 62 

105 28 35 45 56 62 

104 28 36 47 57 63 

103 28 37 49 59 65 

102 27 36 47 57 63 

  PR=12 PR=25 PR=50 PR=75 PR=88 



本
統
計
資
料
僅 
計
算
一
般
生
名
額 
， 
不
含
外
加
名
額 

主要招生管道 

107年招生名額總數 16993人 56060人 40263人 
(核定25466+回流14797) 

107年實際錄取總數 14859人 45577人 40301人 

適用  普通高中  
           綜高學術 

獨招 學測 學測 指考 

   (約1.5%)  (不超過15%)  (約45%)  (約40%) 

108年招生名額總數 16371人 
(減少622) 

54978人 
(減少1082)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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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7 個人申請 108個人申請 

招生學校 70 

招生學系(組)總數 2038 

招生名額總數 56060 
54978 
國立18266 

私立36712 

外加名額總數 
離島：308 

原住民：3142 
離島： 
原住民： 

須參加術科考試校系 73 
（音樂：31、美術：31、體育：11） 

（音樂：、美術：、體育：） 

 107個人申請 公費生 招生校系數及名額數 

「師資培育」公費生 17 校系； 18 個名額 

「偏鄉護理菁英計畫」公費生 15 校系； 59 個名額 

「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公費生   8 校系； 60 個名額 

(暫以107年為例,108年簡章尚未公佈) 



  個人申請 指考分發     個人申請 指考分發 

臺灣大學 1 1   台師大 3 2 

政治大學 4 5   彰師大 5 6 

清華大學 4 4   高師大 1 1 

臺北市立大學 3 3   臺北教育 1 1 

臺北大學 3 4   臺中教育 1 1 

台灣藝術大學 2 5 私立 輔仁大學 1 1 

中興大學 7 5 私立 淡江大學 1 

嘉義大學 3 3 私立 銘傳大學 1 1 

高雄大學 1 1 私立 逢甲大學 1   

屏東大學 6 1 私立 靜宜大學 4 2 

陽明大學(醫) 2 2 

高雄醫學大學 1 1 

中山大學(醫) 4 

108參採學校之系數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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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甄選入學 

個人申請 
 

網站首頁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 時程2/26~5/16 )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網站首頁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一)辦理方式 



1.請參考升學輔導手冊第10~12頁。 

2.(1)「繁星推薦」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 

         均不得參加個人申請(大學 6 系及科大 5 系)  

   (2)檢定、倍率篩選及採計之學測科目成績總和 

        (或術科考試項目)為零級分者，  

        不得參加第一階段篩選。 

   (3)缺考、未報考成績以零級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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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校系申請 

   (1)申請六個校系（含）為限，每系100元。 

       (註：申請同一所大學勿超過系數上限) 

   (2)校內訂於3/7(週四)前，由各班級統一繳交考生的 

     「報名表」及一階「報名費」。 

   (3)註冊組依規在3/5~6上傳高一至高三上學期「在校成績證明」 

       至甄選委員會。並於3/19~21完成網路報名及銀行繳費。 

   (4)考生務必在3/19~25(週一)前至甄選會網站，核對上述成績證明， 

        有誤者應於截止日前向註冊組反應。 14 



5.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3/27週三上午9時起公告 

   通過的學生須依大學校系規定期限(4/10~28日各校不一)， 

   完成第二階段指定項目 及二階報名費(700~1500元各校不一) 

6.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內容項目各校不一) 

  (1)審查資料：教務處註冊組提供 「在校成績單」， 

                          學務處提供「社團及幹部證明」紙本。 

  (2)面試：輔導室提供模擬面試，安排相關科目老師協同辦理。 

  (3)筆試：此部分請自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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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系分則運用 



網頁查詢有三處  



按此連結網頁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quer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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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校系範例 



通過四道關卡 300名 

【由倍率大到小篩選】 
國文級分 前 145 名 

前 85 名 

數學級分 前 51 名 

【表示預計篩選51名通過一階】 





第一階段 先自行判斷  達到所有檢定標準 
              再粗估篩選倍率的機會，由倍率大到小 
 

篩選倍率 

     乘以 

招生名額 

======= 

=240名 

 

=90名止 
 

 

=120名 
 

英文+自然級分和
取前 180 名 

一階篩選通過後須
自行至銀行繳費 

通過 國英數自 



第二階段 

國 
英
數 
 
自 

ㄧ階通過生的學測成績採
計經加權後佔總成績30% 

二階的審查資料和筆試
共佔總成績70% 



應審慎考量  二階 

甄試日期重疊情形
(4/10~4/28各校自訂) 

一階篩選通過後須
自行至銀行繳費 

外加種類(離島或原住民)

及名額記載欄位 



(四)第二階段甄試及分發 



通過一階篩選後 
參加二階應注意事項 

1.注意備審資料上傳作業系統測試時間，請同學務必   

   在期限內測試，以了解系統功能。 

   (1)審查資料上傳網頁的測試專區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dataupload.php 

    (2)輸入學測應試號碼、身分證號碼、上傳密碼 

        (預設為考生出生 年月日,如900308)  

        更改設定於3/5日上午9時起開放， 

        請務必儘早上網完成設定。(畫面在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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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c.edu.tw/apply108/dataupload.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dataupload.php


因108尚未開放, 先參考107範例檔 



1.登記志願： 

   通過第二階段錄取之正備取生(5/6前公布)， 

   需在5/9~10(週五)至甄選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 

  (註：如果僅正取ㄧ系者仍要登記，否則喪失錄取資格) 

2.分發錄取： 

    公告分發結果(5/16放榜)，每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系為限。 

3.放棄錄取資格： 5/20前掛號寄出，否則不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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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大學自訂。 

分發錄取生權利義務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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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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請參考升學輔導手冊第13頁。 

修習綜高學程且參加108大學學測考試 (包括301電/子,302化) 

    (係根據聯合招生規定第四條第二點、教育部核定辦理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修習綜合高中學程學生。) 

申請生至多可申請五個校系(組)，暫定3/11(週一)校內報名繳費。 

     但各校得限制申請生僅能申請該校一個系(組) 
 

 通過第一階段學測檢定學生自行依大學校系規定期限(4/1~30) ， 

     完成第二階段複試相關作業 
 

費用：第一階段報名費 (校系數) x 100元 

                第二階段複試費  800元 或 1000元(書審+面試) 
31 

四技申請(1/3) 



四技申請(2/3) 



四技申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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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試入學 
分發招生 

 
(考試日期108/7/1~3) 

 



35 

考試入學 (1/3) 

(68個系) 



分發流程 

先「檢定」 
 

學科能力測驗 
TELC英聽 

STEP 1 STEP 2 

後「採計」 
 

指定科目考試 
術科考試 

STEP 3 

再「同分參酌」 
 

指定科目考試 

考試入學 (2/3) 



入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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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先繳交登記費，否則無法上網選填志願 

2 

 

分發登記制，考生上網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選填志願， 

  志願數最多為 100個 

 

3 
己獲取大學特殊選才、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等入學資格， 

或技專校院各種入學管道入學資格，或各種保送入學資格者， 
須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放棄，才可參加考試分發入學登記 

考試入學 (3/3) 

(220元) 

http://www.uac.edu.tw/
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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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報名、諮詢 

及輔導單位 



學校總機  
2722-6616 

分機 
升學報名 綜高業務內容 

註冊組 222 大學個人申請 
(全校性) 
學測   指考 

升學考試及招生報名 、 
學業成績、獎學金申請 

綜高學程 
葉主任 

233 大學繁星推薦 
四技申請入學 

綜高升學諮詢輔導、 繁星推薦 
  

輔導室 
楊老師 

725   生涯及升學輔導 、  
二階甄試輔導(備審資料、面試指導) 

課務組 
謝組長 

232 TELC英聽  綜高課程及畢業條件諮詢輔導、  
TELC英聽報名、學術模擬考業務等 

教學組 211~213   全民英檢課程 、統測模擬考、 
課輔課、重修課等 

實習處 401~404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教官室 391~397   軍校升學 



升學輔導網站 
歷年錄取條件  (手冊第26頁) 

1111落點分析 

 https://hs.1111.com.tw/ 
  

大學交叉查榜  ※※ 

 https://www.com.tw/cross/ 
  

新鮮人查榜  

 https://freshman.tw/cross/ 

  

大學落點分析網站    [個申停止服務] 

http://www.q888.com.tw/pa021.php 

https://hs.1111.com.tw/
https://hs.1111.com.tw/
https://hs.1111.com.tw/
https://www.com.tw/cross/
https://freshman.tw/cross/
https://freshman.tw/cross/
http://www.q888.com.tw/pa021.php
http://www.q888.com.tw/pa021.php
http://www.q888.com.tw/pa021.php


      簡 報 結 束 
感 謝 聆 聽 

   資料參考來源 

•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考中心) 

•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委會) 

•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分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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