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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資訊哪裡找之一：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升學資訊哪裡找之一：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升學資訊哪裡找之一：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升學資訊哪裡找之二：四技個人申請



升學資訊哪裡找之二：花蓮女中校網首頁



升學資訊哪裡找之三：花蓮女中註冊組網頁



各成績證明提醒事項
⚫111學測成績複查：

3月2日(三) ～3月7日(一)以網路申請，可使用考生成績通知單上「考生
申請成績複查密碼」，至大考中心網站學測試務專區成績複查系統登錄
申請複查相關資料，並於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簡章p.25）

⚫自111學年度起，升學管道審查資料中所需的【成績證明與排名】，改為
採用學習歷程檔案中的【修課紀錄】，並直接由中央資料庫介接至大學
端。(高中僅協助上傳第六學期的修課紀錄)

★請於申請各項證明前，詳閱各校招生簡章說明，

以免送出不符規定的證明又來不及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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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資格

• 全程均就讀同一高中之應屆畢業生。
- 轉學生不符合繁星推薦資格。

•「在校學業成績」50％以內。
• 各大學自訂百分比規定20％、30％、40％、50％。

• 各學期成績以重修或補考前之原始成績計算，
重讀生成績採計重讀後之成績辦理。

• 學測或術科成績、英聽通過校系之檢定標準
（只能填通過檢定標準的校系）



適用本校的學群分類

•普通科（301~310）：合併計列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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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農等學系

•第八類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分兩階段辦理）

•美術班（311）：單獨計列全校(班級)排名百分比

•第五類學群：美術相關學系（限填）

★繁星第八類學群推薦規則變更：
牙醫學系由第三類學群調整至第八類
學群招生，比照醫學系以學測及在校
成績比序篩選、面試等二階段甄試方
式決定錄取。



可推薦名額及推薦順序
•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第一、二、三類學群得各別推薦學生至多2名，但必須合併排定推薦順序1至6。

•第五類學群及第八類學群得各別推薦學生至多2名，並分別排定推薦順序1至2。

•原住民學生得另依前項規定推薦至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額之校系。

學群 可推薦名額 推薦順序

第一類學群 2

排1～6 的順序第二類學群 2

第三類學群 2

第五類學群 2 排1～2 的順序

第八類學群 2 排1～2 的順序



繁星推薦分發比序、篩選規則

• 報名學生學測、高中英聽測驗、術科考試達大學校系所訂之學測、
高中英聽測驗、術科考試檢定標準者，得參加分發比序。

• 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得參加分發比序：

–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為零級
分(缺考成績以零級分計)。

–校系要求檢定或分發比序之術科考試項目為零分(缺考、未報
考成績以零分計)。



繁星推薦選填校系分則範例
①滿足國立成功大學設定的全校百分比為「前20％」。

②學測成績要通過檢定校系才能選填。

③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不可為零級分。

此校第一類學群雖提供9個科系，但最多只能選填5個校系。
原住民生，可於此校系擇一身分參加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B、社會級分總和為零級分
→不得參加分發比序

註：可參加分發比序≠錄取。



繁星推薦重要提示(1/5)

•「特殊選才」錄取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者，不得參加
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
–請特殊選才錄取同學至教務處註冊組登錄升學資訊。

•具推薦資格之「原住民」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
身分，擇一參加。
–學校得推薦原住民外加學生至大學每學群至多2名。

–其推薦作業與分發比序作業與一般生相同。



繁星推薦重要提示(2/5)
•第1-7類學群分發比序由大學甄選委員會進行，得採二輪分發作業。
–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學生以共 1 名為限；

第五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學生以1名為限。

–第二輪分發：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業。各大學對同一推薦學校再錄取人數不受

1名之限制。

※原住民分發比序作業與一般生相同。

•繁星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皆一律不得報名當年度「個人申請」
及參加「四技申請」第一階段篩選。

•分發錄取生未於規定日期前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
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繁星推薦重要提示(3/5)

•第8類學群比序篩選由大學甄選委員會進行，得採二輪比序作業。
–第一輪比序：各推薦學校於第一輪比序時，就同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以

1名為限。

–第二輪比序：第一輪比序後通過篩選人數未達校系所訂預計甄試人數時，本

會再依該校系所訂之比序項目進行比序作業。各推薦學校於第二輪比序時，就

同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人數不受1名之限制。



繁星推薦重要提示(4/5)
• 第八類學群限制及規定：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其第二階段甄試時程併同個人申請第二階段
甄試辦理（時間請自行注意）。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不得再報名「個人申請」入學之同一所大學
之醫學系、牙醫學系。

–若第八類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同時錄取，僅能選擇繁星錄取校系（即
無法再參加個人申請之統一分發）。

–第八類學群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個人申請」入學
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舉例）
–A生繁星第一階段篩選通過成大醫學系，則A生不得於申請入學時再報名成

大醫學系；又A生經繁星錄取成大醫學系及申請入學錄取台大醫學系，也只
能去成大醫學系。

–若A生考慮後不去成大醫學系，則必須於5/24前向成大辦理錄取放棄；否則
亦無法參加指考後的考試分發入學。



繁星推薦重要提示(5/5)
⚫ 原住民學生若已錄取繁星推薦校系，可否參加原住民師範保送甄試？
承辦學校（國立清華大學）回覆：可以。
繁星推薦放榜日期：3月22日，放棄截止日期：3月24日，而原住民師保於4月8日才公告原住
民師保資格符合考生名單，並於4月中線上選填校系志願，所以若繁星錄取沒有放棄，也不影
響後續原住民師保報名作業。

⚫ 原住民學生若已錄取繁星推薦校系，可否參加原住民醫事人員甄試？
（1）甄選入學委員會回覆：有報名原住民醫事人員甄試的原住民生可報名繁星推薦，但是原
住民醫事人員甄試會不會擋繁星錄取生報名醫事人員資格，需詢問醫事人員承辦單位。
（2）經查111原住民醫事人員甄試簡章第10-11頁，繁星錄取生未在規範不得報考身分中：
「下列學生不得報考：
1. 本計畫之在學公費生。
2. 曾獲錄取之考生，未入學就讀者，自錄取起3年(含錄取當年)不得報名參加本計畫之甄試。
3. 102學年度起曾獲經教育部「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相關甄試保送公
告錄取者，不論是否註入學，均不得再參加本計畫之甄試。」
（3）原住民醫事人員甄試保送承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回覆：可以。
沒有限制繁星錄取生不得報名醫事人員甄試。

⚫ 原住民學生參加繁星推薦，「需通過」校系檢定標準。



繁星推薦
作業流程



本校繁星推薦作業時程
日期 星期 時段 作業項目

3月9日 三
上午 請完成自己個人校群預填表（排列所有備案）

下午 14：00本校學藝大樓演藝廳繁星推薦撕榜

3月10日 四 上午 12：00前放棄截止，有人放棄才辦理第二輪撕榜

3月9-11日 三～五 -- 至校內線上G表單排定志願序(3/11中午12:00截止)

3月11日 五 下午 建置報名資料，並列印繁星推薦志願序確認單

3月14日 一 上午 班級繳交參加繁星推薦者報名費（報名後無法退費）

3月14日 一 上午
領取繁星推薦志願序確認單，3月15日(二)中午12:00

前即須確認繳回

3月16日 三 上午 繁星推薦報名資料上傳至大學甄選委員會

3月24日 四 第1至7學群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

6月18日 六 第8學群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

※ 為免因個人耽擱全體繁星報名，未依時限完成上述作業者，視同放棄！



本校撕榜流程

第一輪校內撕榜
請多準備幾個想要填寫
的學校學群
學藝大樓演藝廳



【繁星推薦】撕榜及報名注意事項填寫須知

★請於3月9日繁星撕榜前將【撕榜作業區】

上半段基本資料填妥，

並於撕榜時將此表帶至會場，撕榜完成後需繳回。

★確定撕榜之【學校、學群】後，

在舞台左方直接填寫：

該校代碼（3碼）、學校簡稱、學群別，

並留下可聯絡之手機號碼後簽名確認，

虛線以下表格當場撕下繳回，以供核對存證。



繁星推薦校內撕榜示意圖

1
2

3

4

老師依撕榜序號
唱名，唱名三次
未到者視同放棄

請告知老師下列訊息：
三年12班1號馮大帥，
我要填001台大
第2學群一般生」

請大聲告知台下同學下列訊息：
三年12班1號馮大帥，
我要填001台大
第2學群一般生」

老師會請同學：
（1）在撕榜作業區回條填上
確定撕榜之【學校、學群】
（2）領取志願序填寫網址及
填寫日期提醒單(如下圖)

撕榜全程錄影



本校撕榜流程

⚫ 校內撕榜訂於111.03.09（週三）下午14時起。

⚫ 撕榜流程說明：（提供預填單，準備多個備案依序備用）

⚫ 依照撕榜序號依序上台。
（參酌依序為五學期平均、三上、二下、二上、一下、一上）

⚫ 眾目之下喊出「班號、姓名、校系代碼、大學名稱、學群類別、使用身分別
（如有原住民外加）」。

⚫ 繳交撕榜結果確認單。

※ 未簽到者視為放棄撕榜；簽到後無榜可撕則需上台喊放棄。

⚫ 撕榜乃搶「學校及學群」，依撕榜結果上網填寫該校群內符合檢定標準科系
的志願序。

※ 111.03.9~111.03.11(中午12:00截止)網路填報繁星志願



繁星推薦校內比序

 若三人(含)以上選擇同一學校同一學群，第一比序為學校排名
百分比，如百分比相同，各學群依下列比序項目方式評比：

學 群 別比序科目（學測成績） 備 註

第 一 學 群國文、英文、社會、「國、英、社級分總和」 美術班除外

第 二 學 群數A、「國、英、數A、自級分總和」、自然、國文 美術班除外

第 三 學 群
自然、「國、英、數A、自級分總和」、國文、
「英、自級分總和」

美術班除外

第 五 學 群美術校排、術科素描、國文、國文校排 限美術班

第 八 學 群依據各大學醫學院的比序標準



本校撕榜流程

第一輪校內撕榜
結果放棄截止日
12:00前至教務處註冊
組辦理



本校撕榜流程

3/09-3/11
上網填繁星志願
http://p-tu.cc/111繁星志願序

http://p-tu.cc/111繁星志願序


線上填寫繁星推薦志願序

3/9演藝廳撕榜確定推薦
哪一所大學的哪一學群

查詢招生學校各學群
可選填志願數一覽表

1

2

3

3/9-3/11中午12點至
校網升學說明會公
告點選繁星志願序
線上填報網址：

http://p-tu.cc/111繁星志願序

3/14繳交報名費

http://p-tu.cc/111繁星志願序


本校撕榜流程

第二次校內撕榜
請多準備幾個想要填寫
的學校學群
16:00學務處前會議室

可能有



本校撕榜流程

繁星推薦報名
繳費與確認

學藝股長請於12:00前
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本校撕榜流程

繁星錄取放棄

請於規定時間前利用網
路聲明放棄
第八學群醫學校系為6/18



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繁星推薦

撕榜的學校類群（含備案）內，一定要檢查
有符合檢定標準能填的科系！



「個人密碼設定」

報名繁星推薦之考生需於110.03.08(星期五)上午9:00起至
甄選委員會網站，選擇「繁星推薦」，進入「個人密碼設
定」，點選「設定密碼」選項，自行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
本組密碼僅限個人使用，此為「錄取（篩選）結果查詢」、
「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作業」等系統所需輸入之證號。

個人密碼設定完成後，
考生如有參加「個人
申請」入學招生，該
組密碼亦為「個人申
請」招生相關系統所
需輸入之証號，請牢
記並妥善保管。



「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項目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錄取生
網路聲明
放棄期間

第一類學群
至

第七類學群

3月22日(二)-3月24日(四)
每日9:00-21:00止 6月15日(三)-6月18日(六)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第八類學群

6月15日(三)-6月18日(六)
每日9:00-21:00止

網路聲明
放棄作業
程序

(1)於放棄期間至甄選委員會網址，選擇「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進入「網路聲明放
棄」後，點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登錄作業」選項，輸入個人證號後，完成放棄作業。
※個人證號為考生學測應試號碼、身分證號碼及自行設定之個人密碼。
※詳細放棄作業流程請至甄選委員會網站「網路聲明放棄」查看。

(2)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後，應自行存檔或列印「完成聲明放棄入學資格確認表」，
並自行留存備查。此外，考生亦可透過「放棄狀態查詢」選項查詢是否完成放棄作業。

自110學年度起「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應依簡章規定期限至甄選委員會網
站，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否則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之「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年
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逾簡章規定放棄期限後，獲分發錄取生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逕向分發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惟
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另得否報名參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悉依該入學管道之招
生簡章規定辦理。



01 升學資訊查詢

02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繁星推薦

升學說明大綱

03

04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個人申請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四技個申

05 指考與考試分發作業時程



本校個人申請作業時程
日期 星期 作業項目

3月08日～6月18日 考生上網設定個人專屬密碼

3月18日 五 繳交個人申請報名資料，由學藝股長key in（本校截止期限）

3月21日 一 12:00前繳交個人申請報名費用（以班級為單位繳交）

3月21日 一 確認報名資料

3月25日 五 集體報名資料上傳至大學甄選委員會

3月31日 四 9:00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4月14日 ~ 4月20日 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開放測試

5月05日起 四 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正式上線（截止日各校自訂）

5月16日 ~ 5月17日 學生上網查詢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5月19日～5月29日 各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6月06日 一 公告個人申請錄取名單（含正、備取）

6月09日～6月10日 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9:00-21:00)

6月15日 三 9:00公告【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

6月18日前 六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未放棄不能考試分發）



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選填校系分則範例一 – 成功會計
①校系要求檢定、倍率篩選及採計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不可為零級分。

②第一階段篩選，由大倍率篩到小倍率篩選第二階段甄選人數(10x19→5x19→3x19)。

自己要注意資料收件時間，
並考量面試是否衝突。

第二階段的
成績計算比例

審查資料勾選學習歷程
或上傳電子檔5/5-5/11

學測國、英、數B與社級分
總和為零級分

→不得參加第一階段篩選

註：可參加分發比序≠錄取。

順序1：「校系所訂檢定、篩選及採計學測科目級分總和」
順序2～4：經順序1篩選後仍有超額時，依校系參採學測科目中

某單一學測科目級分，進行次順序之篩選



個人申請選填校系分則中的審查資料代碼



個人申請選填校系分則範例二 – 清華藝設-設計組

未列檢定、篩選倍率科目之科系，
依「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所訂之學測科目及順序，依序篩選
至達校系訂定參加指定項目甄試的
人數。

原住民外加名額依【同級
分超額篩選方式】核算級
分後，以外加名額五倍人
數進行外加名額篩選，通
過者可進第二階段甄試。

若該校系註明參加校內聯合分發，請務必詳閱各校
基本資料中「重要事項說明」中的聯合分發規則
（包括：志願登錄、分發正備取名額及說明）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衝突提醒

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5月22日5月23日5月24日5月25日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134 552 548 122 94 57 66

5月26日 5月27日 5月28日5月29日 無面試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

28 210 90 1 293



招收「願景計畫外加名額」及「願景組」之校系

緣由 教育部為提供在地或弱勢學生就讀國立大學之機會。

報名資格

僅限符合校系規定「願景計畫」身分之考生申請。
「願景計畫」身分資格詳閱申請校系之分則內容或逕洽該校系先
行確認資格；其身分資格由申請校系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時
審查。

招生名額
11所學校;101個校系;549個名額。
【願景組：123個名額;願景計畫外加名額：426個名額】

報名方式
須於報名時在報名表內「身分別」勾選「願景計畫生」。
同時具有原住民、離島及願景計畫身分之考生，須於報名時就
「原住民生」、「離島生」或「願景計畫生」中擇一身分報名。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及「願景組」之校系篩選方式、甄選結果及
錄取資格處理方式

第一階段
篩選方式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校系 「願景組」校系
未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願景計畫生，其申請校
系訂有「願景計畫外加名額」者，一律先以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通過第一階段篩選，惟
得否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由其通過之校
系審查認定。

與一般校系篩選方式相同，惟得否參加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由其通過之校系
審查認定。

第二階段
申請校系
審查資格

✓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但身分資格經申請校
系審查未通過者，概以一般考生論。

✓若未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但通過第一階段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篩選者，其身分資格
經申請校系審查未通過者，概以資格不符論，
取消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其身分資格
經申請校系審查未通過者，概以資格不
符論，取消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第二階段
甄選結果及
錄取資格
處理方式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願景計畫生，且經申請
校系審查身分資格符合者，於該校系招生名
額內未獲錄取時，則併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考生中，按甄選總成
績高低排序，以外加名額錄取。

✓成績未達錄取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由校系依據考生之甄選總成績，訂定最
低錄取標準，成績達錄取標準以上，在
招生名額內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
成績未達錄取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
錄取。



個人申請選填校系分則範例三【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但身分資格經申請校
系審查未通過者，概以一般考生論。
若未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但通過第一階段「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篩選者，其身分資格經
申請校系審查未通過者，概以資格不符論，
取消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願景計畫生，且經申
請校系審查身分資格符合者，於該校系招
生名額內未獲錄取時，則併入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願景計畫外加名額」考生中，按
甄選總成績高低排序，以外加名額錄取。

願景計畫各校規範身分與證明文件查核，請先查詢簡
章各大學校系分則第一面「重要事項說明」或至各大
學教務處或各校系升學相關網站查看最新說明。本範
例之校系，今年已改為採上傳檔案方式查驗身分。

東華財金



個人申請選填校系分則範例四【願景組】 - 高雄金管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其身分資格
經申請校系審查未通過者，概以資格不
符論，取消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由校系依據考生之甄選總成績，訂

定最低錄取標準，成績達錄取標準
以上，在招生名額內為正取生，其
餘為備取生。成績未達錄取標準
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經教育部核定辦理「願景計畫」之學系，招收對象須
具備資格以下條件之一：（1）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之證明文件。（2）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實
際招生條件以各系分則為主）

應先查詢各大學校系分則第一面
「重要事項說明」



個人申請重要日程

校內完成
第一階段報名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個人申請】報名資料調查表填寫須知(1)

★個人申請六志願之檢定篩選皆為獨立作業，

無先後順序差別。

★請參考校系分則，填寫正確校系代碼6碼，

並需考量第二階段甄試日期是否互相衝突。



【個人申請】報名資料調查表填寫須知(2)



個人申請重要日程

第一階段公告
篩選結果



個人申請重要日程

第二階段審查資
料正式上傳開始
請務必留意各校截止日
期不同(最晚5/11)
今年度 4/14-4/20 系統開放測試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與第六學期修課紀錄查詢



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1)
上傳時間 項目 高中歷程檔案範圍

111.04.14 (四) 至 04.20 (三)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開放測試】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 高一、高二共四個學期

111.05.05 (四) 至 05.11 (三)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正式上傳】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

(截止時間依各校規定)

高一、高二、高三共六個學期

(修課紀錄為五個學期)

考生登入系統後，即可檢視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內容，如資料有誤，應儘

速向就讀高中反映。高中如屬行政處理之疏失，應依簡章規定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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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2)
考生首次登入系統時，可逐一對通過篩選校系的「課程學習成果」與「多
元表現」兩項，設定要「自行上傳PDF檔」或「勾選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

註1. 校系如尚未完成確認，皆可再次進行修改設定繳交方式。
註2. 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無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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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3)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他

應屆生由高中學
習歷程資料庫提
供五個學期成績

依校系要求內容或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

提供至多3件

依校系要求內容
或其他多元表現
提供至多10件

依校系要求內容
自行製作成一個
PDF檔案上傳

依校系要求內容
自行製作成一個
PDF檔案上傳

另須製作一個多元表現
綜整心得PDF檔案上傳

審查資料各項上傳說明

其餘考生由本人
自行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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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4)



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5)



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5)



查詢大學公告各學系書面資料審查準備指引(1)

圖以長庚大學為例。



查詢大學公告各學系書面資料審查準備指引(2)

圖以清華大學為例。



參考大學教授提供第二階段甄試建議
參加第二階段甄試前多做功課，
比較教授、師長、學長姐建議，
回顧、列出自己的學習經驗，

才能有效率地為第二階段做準備。

一階篩選結果公告到審查資料收件截止，
最短僅一週！



個人申請重要日程

學生檢查第六
學期修課紀錄

個人申請甄選委員會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與第六學期修課紀錄查詢



個人申請重要日程

個人申請
錄取放棄

請於規定時間前利用網
路聲明放棄



個人申請報名注意事項

⚫大學得限制考生可申請該校之學系(組)數，詳見學校公告之「111

大學個人申請招生學校暨可選填學系(組)數一覽表」。

⚫ 部分校系招生分組另有限填一組報名、限原住民生、願景計畫生報名之特

殊限制。如：00248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繪畫組與00249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限填一組、003152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與003162國

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等，詳見學校公告之「111大學個人申請限填

一組或特殊報名限制校系一覽表」。

⚫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納入大學個人申請招生第一階段檢定、篩選

項目，計有33所大學47招生校系組招生，詳見簡章「貳、分則」中「庚、

試辦檢定、倍率篩選APCS校系一覽表」。考生如欲申請有檢定、倍率篩選

APCS之校系，需另參加APCS檢測。



個人申請：【報名考生設定密碼】

⚫ 參加個人申請之每一考生，皆須設定。
–111.03.08（二）～111.06.18（六）每日9:00-21:00

–考生至個人申請委員會網站，進入「個人密碼設定」，點選「設定密碼」
選項，自行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

–考生設定之密碼將使用於：

• 查詢報名狀態

• 查詢高中在校成績證明

• 查詢篩選（分發）結果

• 上傳審查資料

• 登記就讀志願序

• 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 查詢統一分發結果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
（繁星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皆不得參加個人申請）

考生每申請一校系100元（中低收40元，低收免），每人以申請
6校系（含）為限。
⚫ 第一階段採本校集體報名。
–依學測、英聽測驗、術科考試、APCS先進行檢定，再依倍率篩選。如
篩選出人數大於原訂參加指定項目甄試的人數時，依校系所訂之【同級
分超額篩選方式】再篩選一次。
–原住民記得勾選身分，可進入原住民外加名額篩選：未通過第一階段
篩選（含檢定、倍率篩選）之原住民考生，其報名校系訂有原住民外
加名額者，依該校系所訂之【檢定、倍率篩選及採計之學科能力測驗
科目級分總和】，核算級分後以外加名額五倍之人數進行外加名額之
篩選，通過者取得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資格。

本校作業需於111.03.25（五）前完成報名。
111.03.31（四）上午9時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

◼ 第二階段甄試為自行報名；評選方式較多元。

− 報名費各校訂定，亦需自行繳納。

− 第二階段成績計算由各校系自訂，可能參採學測成績、資料審查成績、
筆試、面試、實作等成績。

− 111.05.19~05.29期間，各系自訂甄試日期（繁星第八類亦於此期間面
試，請考量時間衝突）。

111.06.06（一）前公告錄取名單（正、備取）。

− 繁星第八類醫學系、牙醫學系錄取生，只能選擇繁星校系。

− 獨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美術學系錄取並完成報到者，
亦不得參加登記分發。



個人申請【登記就讀志願序】
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
–考生須於111.03.08起至個人申請甄選委員會網站設定個人密碼。

–111.06.09～111.06.10(每日9:00~21:00)自行向甄選會登記。

–無論錄取單一或多個校系，均需於登記期間內完成。
（無關正取或備取，想要的校系排前面志願）

–以「原住民生」、「願景計畫生」身分報名參加「個人申請」招生者，於同一校系
招生名額錄取為備取、外加名額為正取，須先將該校系備取志願之順序登記於正取
志願之前；若將該校系招生名額備取志願之就讀順序選填為放棄，該校系外加名額
正取志願之就讀順序一律須選填為放棄，考生不得異議。

–「個人申請」錄取生、「原住民師保」錄取生及「原住民醫事人員」錄取生應同時
於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參加統一分發，否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只能登記一次，確認後就無法更改了。（建議再次進行登記狀態查詢）

111.06.15（三）上午9時公告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
111.06.18（六）前放棄錄取資格（沒放棄不能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 基本上就是一個人最終只能錄取一個校系（含特殊選才、繁星、個人申請、科大申請、師保、醫保、
獨招），小心重複報到造成取消資格兩頭空！



個人申請統一分發舉例說明
例一：甲生於個人申請有錄取A校，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前，因分發結果未定，

故甲生已先到四技申請入學B校報到。

⚫ 甲生仍可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且分發結果公告後甲生如獲分發至A校，

不影響其A校的分發錄取資格。

⚫ 但仍建議甲生可主動向A、B其中之一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使大學名額得以

回流至考試分發使用。

例二：乙生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獲分發至個人申請C校，後來又接獲四技申

請入學D校的報到通知。

⚫ 乙生至D校報到前，應先向C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否則一經發現，即取消其

C校的入學資格。

註：案例中其他入學管道僅以四技申請入學為例，其他入學管道包含四技申請

入學、各大學單招、軍警校院招生等非屬大學個人申請之入學管道。



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個人申請

111.03.08～111.06.18
每日上午9:00至下午9:00
※完成設定後應下載

「111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個人
密碼設定確認表」，並妥善保存



01 升學資訊查詢

02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繁星推薦

升學說明大綱

03

04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個人申請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四技個申

05 指考與考試分發作業時程



本校四技申請入學作業時程
日期 星期 作業項目

3月18日 五 繳交四技申請報名資料，由學藝股長key in（本校截止期限）

3月21日 一 12:00前繳交四技申請報名費用

3月21日 一 確認報名資料

3月24日 四 集體報名資料上傳至科技校院聯合招生委員會

3月31日 三 10:00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4月11日~ 4月21日 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開放測試

5月05日起 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正式上線（截止日各校自訂）

5月16日 ~ 5月17日 學生上網查詢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6月03日前 五 公告正、備取錄取名單

6月16日前 四 第一階段正、備取報到、放棄率取資格、遞補作業

6月16日 ~ 6月18日 第二階段正、備取報到、放棄率取資格、遞補作業



四技申請報名資訊

⚫申請生須先參加111年學科能力測驗。

⚫資格：本校學生屬普通類，皆可報名。

⚫申請生報名校系（組）至多以5個為限。

⚫第一階段每申請1個校系報名費100元。

（中低收入戶40元、低收入戶免繳）

錄取管道 於時間內放棄可參加 無論放棄與否不得參加

111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錄取生
˅

111.03.24

111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錄取生
˅

(錄取學校規定期限內)

※ 已於其他管道錄取或未於時間內放棄者，不得參加四技申請入學招生，
報名者將取消其報名資格，且所繳報名費不予退還。



四技申請選填校系分則範例 – 嘉南藥學
① 篩選倍率由各科技校院自訂，最多為招生名額之5倍。
② 採計科目由各科技校院自訂，最多採計4科。
③ 採用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

第一階段篩選依各校系自訂科
目權重計算擇優，最多採計4
科。

第二階段複試人數固定為招生
名額的5倍。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集中於5月
19日至5月23日，請留意與各
校系及個人申請他校校撞期。

本學年度起配合學習歷程的實
施，與個人申請上傳(勾選)審
查資料方式相同，不再書面郵
寄。



四技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採計成績計算 – 嘉南藥學
不同校系成績採計權重不同，需各自換算，換算方法如下：

科目 學測級分 權重

國文 9 ---

英文 10 × 1.00

數學A 11 × 1.00

數學B --- ---

社會 8 ---

自然 7 × 1.00

以馮大帥學測成績報考嘉南大學藥學系為例換算：

10(英)×1.00 + 11(數A)×1.00 + 7(自然)×1.00

15×1.00 + 15×1.00 + 15×1.00

＝62.2222 ＝62.22

※ 成績取至小數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他校系之成績則使用他校系採計權重計算。)

× 100



四技申請選填校系分則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代碼



四技申請選填校系分則範例-APCS超額篩選

類似外加的概念，以台科
大為例，假設總共有87人
報名，第二階段要篩選出
參加複試為50人，APCS提
供超額5人(10%)。

先以學測加權分數計算之
後，擇優篩選出前50名。
剩下的37人，只要APCS有
7級分的就能搶這5個複試
的名額，萬一有8位7級分
呢？就用剛剛那個學測加
權分數擇優，淘汰3人。

也就是說，台科大今年可
以參加複試的人數，實際
為55人。



四技個申第二階段面試衝突提醒

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5月22日5月23日 無面試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

7 7 112 9 10 439



四技個申重要日程

校內完成
第一階段報名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四技申請】報名資料調查表填寫須知

★請參考簡章公告，查詢各大學限填學系數。



四技個申重要日程

第一階段公告
篩選結果



四技個申重要日程

第二階段審查資
料正式上傳開始
請務必留意各校截止日
期不同(最晚5/12)
今年度 4/11-4/21 系統開放測試



四技個申重要日程

學生檢查第六
學期修課紀錄

四技申請入學聯招會



查詢科技大學公告各學系書面資料審查準備指引

圖以台科大為例。



四技個申重要日程

兩階段報到遞補
各校自訂-6/16-6/18

同時錄取大學個人申請，欲錄取
四技時，請務必向大學個人申請
辦理放棄，否則取消入學資格



四技申請第二階段繳費及錄取報到重要事項

⚫報名繳費帳號僅限繳費一次，繳費完成後即不得更改欲申請校系（複試時

間111.05.19～05.23）。

⚫大學個人申請已分發錄取學生，欲辦理科大申請入學錄取報到（含陸續備
上）者，須於111.06.18前先向前錄取學校辦理放棄前項資格。
（重複報到經發現將取消入學資格）

⚫錄取多所校系（組）、學程時，最多擇1校系（組）、學程報到。

⚫已辦理報到欲至另1校系（組）、學程報到者，應先至原報到校系（組）、
學程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才可至另1校系（組）、學程報到。

⚫已完成四技申請入學報到之錄取生，不得再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及
四技二專招生。
第一階段放棄錄取資格時間為111.06.16（四）中午12時止
第二階段放棄錄取資格時間為111.06.18（六）下午17時止



01 升學資訊查詢

02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繁星推薦

說明升學大綱

03

04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個人申請

大學多元升學管道—四技個申

05 指考與考試分發作業時程



你有多少時間準備指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 學測成績理想且通過個人申請

2 學測完決定指考

3 學測成績公布決定指考

4 學測成績理想，但第一階段全數落榜

5 學測成績理想，但第二階段全數落榜

指考準備時間：167天

指考準備時間：131天

指考準備時間：101天

只剩34天

COLLEGE

學測
1/21-1/23

學測成績公布
3/1

個人申請報名
3/25

個申一階
結果公布
3/31

個人二階(面試
/備審/筆試等)
5/19-5/29

個申錄取
名單公布
6/6前

個申分發
結果公告
6/15

指考
7/11-
7/12



分科測驗與分發入學重要時程

日期 星期 作業項目

-- -- 分發入學簡章(至分發入學網站或本校校網下載)

4月12日 ~ 8月2日 發售-「分發入學登記相關資訊」

6月01日 三 提供登記志願單機(練習)版下載

6月01日 ~ 6月21日 受理-「登記分發相關證明文件」審查

6月09日 ~ 6月20日 報名「分科測驗」

7月01日 五 公布-「文件審查結果」

7月11日 ~ 7月12日 分科測驗

7月27日 三 公布成績（暫定）

7月27日 ~ 8月02日 繳交登記費

7月30日 ~ 8月02日 登記分發志願

8月12日 五 公布大學分發入學錄取名單



結 語

⚫了解各式升學管道規則。

⚫實事求是，認清自己的實力與位置。

⚫轉換學測分數對照落在往年哪些學校？(參酌使用)
如：輔導室資源、老師們、同學間交流、網站

⚫若學測成績在個人申請難上好的私立大學，但校排不錯，可考慮繁星推
薦。
（唯繁星要有上了就不放棄的覺悟！）

⚫各式獨招、警校、軍校亦為升學的選擇。

⚫指考的學校不見得比較不好，需要的是決心！



金 榜 題 名

祝福高三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