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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大學指考各大學醫學系錄取分數 

系
別 

學
年
度 

台大 陽明 成大 中國 馬偕 北醫 高醫 輔大 慈濟* 長庚* 中山* 

醫 
 
學 
 
系 

98 523.16 515.32 510.71 481.67 488.83 493.32 486.67 479.79 474.73 568.71 510.35 

99 510.35 502.15 497.56 475.65 485.39 490.02 479.43 473.79 513.25 556.15 507.97 

100 536.40 530.90 526.50 502.90 511.20 516.10 504.90 502.70 544.35 581.58 537.33 

101 
541.7 

 
(90人) 

534.2 
 

(58人) 

531.1 
 

(34人) 

518.6 
 

(35人) 

521.4 
 

(21人) 

525.8 
 

(37人) 

520.5 
 

(53人) 

517.8 
 

(37人) 

560.35 
 

(17人) 

590.95 
 

 (79人) 

579.13 
 

(79人) 

中國醫藥大學招生組提供 



2012大學指考中國醫各系錄取分數 

中國醫藥大學今年加入大學聯招有19學
系，新生最低錄取分數較大幅上揚，最
近三年比較，一年比一年的錄取分數提
高。 

進步幅度較去年錄取分數提高30分以上
的學系超過10學系。 

醫放系48分、中資系47分、營養系46分、
生科系45分、運醫系41分、公衛系37分、
口衛系34分、風管系33分、物治系31分、
醫技系30分。 

中國醫藥大學招生組提供 



What happened? 

學生變聰明？          

題目變簡單？ 

補習班抓題成功？ 

取消倒扣？ 

                            NOT POSSIBLE. 

推甄名額大增，壓縮指考空間！ 

                            VERY POSSIBLE. 



2013多元入學管道招生可能比率 

繁星推薦不得高於15％ 

個人申請不得高於45％ 

考試分發不得低於40％ 

依特殊狀況報教育部核准不在此限！ 



2012擴大甄選入學 

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4校，101學年度擴大甄選
入學比率達到7成。 

亞洲大學65%；靜宜大學60%；開南大學、
長榮大學、東海大學、台灣師範大學55%；
聯合大學、中興大學、海洋大學、中正
大學、暨南國際大學、中央大學、高雄
醫學大學、世新大學50%。 



金甌 2012繁星錄取創歷史新高 

金甌女中管理嚴
謹，學生寒暑假
都自動到校學習
專業課程，基測
分數低沒關係，
只要再努力3年一
樣可抬頭挺胸。 



免試入學留住在地好學生 

台北市立中正高中因應教育趨勢，配合
擴大免試政策，一舉從100學年度10%免
試入學名額調升至101學年度55%，幅度
名列台北市公立高中之冠。 
 

 
中正高中簡菲莉校長 



甄試入學較指考學生畢業成績佳 



2012大學甄選第一階段通過率新高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考生人數高達6萬2539人， 

比去年增加9873人；通過篩選的人數百分比， 

也從去年的65.6%增加至66.49%，雙雙創下有 

甄選入學以來的新高紀錄。 

 

 



大學甄選第2階段競爭白熱化 

每名考生平均申請的校系數達到5.15個，已
逼近6個的最高上限，這顯示競爭激烈，考
生不願意放棄任何一個甄選錄取的機會。 

由於篩選過關人數大增，第二階段的資料審
查與面試競爭會更激烈，考生要提早準備，
學校老師要加強輔導才有機會脫穎而出。 
 



一般面試題目 



一般面試題目 



網路資料都這麼充分了 

我還有什麼好分享的？ 



我的經驗 



陽春PK豪華版書面資料 



書面資料真的這麼重要嗎？ 
學系 

名
額 

預計甄
試人數 

指定項目1 
佔
分 

指定項目2 
佔
分 

備註 

醫學系 74 148 書面資料審查 20% 面試 50%   

牙醫學系 8 20 書面資料審查 20% 面試 40%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
驗學系 

16 48     面試 50% 
仍須繳交審查資料
供面試參考用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20 60 書面資料審查 10% 面試 40%   

護理學系 17 34     面試 50% 
仍須繳交審查資料
供面試參考用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
技學系 

15 38 書面資料審查 10% 面試 40%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
體科學研究所 

12 36     面試 50% 
仍須繳交審查資料
供面試參考用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5 45 書面資料審查 15% 面試 35%   

陽明大學 



大學老師真心話 

想靠著一些競賽AMC、奧林匹亞來加分，
通常效果都非常有限；因為只有成績到
1%或是2%的結果才能讓評審委員眼睛一
亮，建議還是把時間花在讀書上。 

琴棋書畫有沒有用？這也是一個迷思，
真正能看懂那些證書的人寥寥無幾，像
是YAHAMA音樂能力檢定分級是從13到3
級，但很少有教授知道數字越小其實越
高級，而大部份老師因為怕打錯，所以
通常幾乎沒什麼用！ 

 
 



大學老師真心話 

有去國外參加遊學、夏令營，會不會有
用？答案是：別傻了！參加這些活動只
對自己可能有用，可能可以幫助自己的
語言能力、增加自己的見聞， 但是推甄
的時候這些沒有用的，唯一能說明的是：
「這個考生家境比較好」。 



大學老師真心話 

那如果考生在自傳裡面說：「來唸Ｘ大
Ｘ系是我這輩子唯一的夢想，所以我
@#$@#$，而且我覺得Ｘ大比隔壁敵校Ｙ
大好多了！」結論是：各位覺得大學老
師有這麼好騙嗎？這些很假的文件都很
沒有用。 
 



聽聽專家怎麼說 

第二階段最基本的是「誠意」，寄給6個
學校自傳總不能都是同一版本，用心寫
出對該科系的了解，也要說明自己為何
適合就讀。多數校系都要求讀書計畫，
但不同科系仍有差異，最好及早備妥，
以免手忙腳亂。 

中山女中楊世瑞校長 



你必須面對的真相 

學測及面試成績早已決定了你大半的錄取機率。 
 



為何選本校本系？ 

醫學系：我家人XXX生病 

牙醫系：我家人XXX牙齒不好 

物治系：我家人XXX腿斷過 

醫放系：我家人XXX得癌症 
 

 
太慘了吧！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h_.phOkhEANxN21gt./SIG=12b5s9mml/EXP=1318677247/**http:/pic1a.nipic.com/2008-08-13/200881316732602_2.jpg


期待的回答 

因為台灣已步入高齡化社會，醫療資源
無論在人力或物力上，都需要年輕的一
代投入。 

老人醫學將是未來台灣將浮出的重要醫
療課題。 

生物科技是目前政府積極推動的重點項
目。 
 



期待的回答 

重點是什麼？ 

多注意時事與周遭發生的重要事件，融
入你的回答中。 

Don’t be a copycat. 不要直接copy報考系
的網頁資料。 
 



殘酷的現實 

 司機爸爸與教授爸爸的故事 

PK 



潛意識的選擇 

MC Hotdog 

PK 

張信哲 



成長，最殘酷的部份就是，女生永遠
比同年齡的男孩成熟。 

PK 

青澀少年 無敵美少女 



答題失分，自亂陣腳 
 在面試時，教授可能會拋出超乎學生認知的問題，
看學生是否能藉由引導，有邏輯的在有限時間內推
導出答案。 

 

 曾經有位女生在陽明大學醫學系面試中，第一題就
被問了異常困難的英文，聽完題目之後，她根本連
一個字也答不出來。 
 
「很抱歉，我不知道答案，」停頓了數秒鐘，女學
生從容不迫地微笑：「請您繼續進行下一題，我想
下一題，我會答得比這題更好。」 

建國中學林慈玥老師 



容易輕忽負面思考的力量 

 一般人都會盡量在面試時展現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但我們會從反面思考」，教授可能會問學生：你
曾經歷過最挫折的遭遇是什麼？你覺得自己有什麼
缺點？ 

 「教授不喜歡『背好稿子』的學生」，考驗學生以
什麼方式，在素昧平生的面試官前揭露這些平日隱
藏起來、不願顯示於外的經歷，也是衡量甄試學生
臨場反應和人格特質的標準之一。 

政大王儷玲主任 



不要懷疑，教授比你還精明 



您 的 疑 問 



甄選入學面談公平嗎？ 

面談前置 

作業 

（各學系） 

1. 訂定面談梯次及時段 

2. 訂定應繳面談評分項目及配分 

3. 訂定面談進行方式（如一對一、多對一、提問方式、問
題…等） 

4. 面談場地安排及流程規劃 

（招生組） 

1. 備妥面談所需之各項表單資料（如評分表、錄音筆、錄
影機.....等） 

2. 公告面談梯次及時段 

面談委員之 

聘任 

1. 學系主任推薦面談委員（以密件處理） 

2. 校長圈選面談委員（以密件處理） 

3. 函聘面談委員（以密件處理） 

4. 面談委員於受聘後，即不得就甄試相關事宜對外發言，
違者提送招生委員會處理。 

中國醫藥大學招生組提供 



甄選入學面談公平嗎？ 

實質面談 

作業 

（各學系） 

1. 面談當日召開面談委員會議 

2. 考生報到及核對考生身分 

3. 解說面談進行方式 

4. 引導考生進入面談試場 

5. 實際進行口試 

6. 引導考生離開面談場地 

7. 系學會自行規劃學校/學系特色導覽。 

8. 將面談成績填入「面談評分表」，簽章後彌封送招生組。 

面談成績建檔及
覆核 

（招生組） 

1. 招生組試務人員依據「面談評分表」之評量項目及其所佔
成績比例，複核「面談評分表」之總分是否與各評量項目成
績乘以所佔比例加總後之分數相符，如發現有誤，即通知面
談委員至教務處招生組更正並於更正處簽名或蓋章。 

2. 招生組將各委員評比成績再次複核檢查無誤後鍵入甄選委
員會成績系統，列印「面談成績表」與委員原始評分之「面
談評分表」進行複核。 



甄試面談委員注意事項 

凡有下列事項者請自行迴避，不得應聘。 

（1）有三親等內之親屬（含血親及姻親）報考者。 

（2）在相關補習班（或函授班）任教者。 

（3）無法全程參與面談之評分工作者。 

面談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記錄，所有應試評分資料須妥予保 

存一年。 

考生面談評分表上每一評量項目皆須評分，不可只寫總分，評分
若有塗改，請在塗改處簽名，若考生面談總分為60（含）以下、
90（含）以上，請面談委員務必於該考生面談評分表上加註評語。 

面談委員應全程參與面談評分作業，如遇緊急情況必須中途離席者，
為期公平，該委員之評分不予計入。 

中國醫藥大學招生組提供 



面談梯次自行選擇 

中國醫藥大學招生組提供 



面談梯次時間分配表 

中國醫藥大學招生組提供 



具體甄試評分內容 

評分參考項目 佔分比例 評分 

專業知識 20% 

學習目標及潛力 20% 

專業態度 20% 

表達態度 20% 

表達能力 20% 

總分 100% 

評語(評分90分以上或70分以下，請務必加註評語) 

中國醫藥大學招生組提供 



是否須具備鑑別度的問題？ 

 醫學院重點科系考生鑑別度評量 

醫學系 

中醫系 

牙醫系 

藥學系 

物治系 

醫放系 

醫技系 

 

難 

Janus-faced personality 



專業表現 

高中生的專業是什麼？ 
英語自我介紹？ 
準備與申請的校系有關的題目？ 
 

高中生醫學知識不夠專業很正常，如果背太多制式答案反而可 
能被教授一問就倒，倒不如據實以答。               
                                  台北醫學大學教務長林建煌教授 

  

面試不會特別著重醫學專業，考生只要帶著輕鬆的心情，根據 

自己的思維和情況回答即可。                   

                                                   成功大學醫學系招生委員會召集人黃阿敏教授 
 

 

 

 
 



影響學生得分高低的關鍵因素為何？ 



誠懇真實 

醫學系選才標準，考試成績是基本能力，
可作為參考指標及門檻，至於如何選出
適合從事醫學工作的好人才，「人格特
質的要求就要很嚴謹」。 
 

 

 教育部高教何卓飛司長 



誠懇真實 

學測成績非唯一考量，臨場表現好，才
是王道。 

回答問題時，眼睛要注視對方。眼神的
接觸不但是禮貌，而且會讓內心的情感
傳達出去，說服和感動對方。 
 



隨機應變 

羞澀的低下頭， 
很為難的如蚊子 
聲般唱完了歌。 

「請教授摀好耳朵， 
忍耐一下我的歌聲。」 
隨即用那五音不全的 
歌喉大聲的唱完了歌。 



積極主動 

 透過 Facebook 、Twitter 、E-mail 或 無名小站，
和心儀的學系老師(系主任)或系學會主動聯絡。 



積極主動 



注意談吐衣著 

 衣著清爽乾淨，以切合自己的身份年齡為原則，
表現出年輕人的活力朝氣。不需太正式、拘謹，
也不能太隨便，勿著牛仔褲或制服。有些女生
會穿短裙搭配長靴，裙子太短導致坐下不自在，
也不適合面談。 

 EQ要高。 

 不要拐彎抹角，答些無關緊要的內容。時間寶
貴，要把握。 

 許多人在口語表達時，會不自覺地加上許多贅
詞（如然後、嗯、對、就醬……等），宜修正。 

 

 



備取不可恥，不填才可悲 

各大學大量開放甄試入學名額的另一層
意義就是「搶錢(學費)，搶糧(經費)，
搶學生」。 

千萬不要只因為備取就把心儀的科系志
願序次往後挪或甚至就不填了，因為大
部分備取學生最終還是會因生源不足而
遞補錄取。 



適性選才、適才培育 



中國醫藥大學歡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