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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繁星推薦」介紹 
相關規定： 

    1. 在校學業百分比為前50％方可報名 

         20％：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政大、台師大、 

           中央、中山、彰師大、陽明、北藝大、台藝大 

           、北大、高大、嘉大、馬偕醫 

         30％：中興、中正、高師大、長庚、中教大、北教大 

           、南大、東華、屏大、竹教大、體大、暨南、 

           南藝大、北醫大、聯合 …… 

 

 
◎以上內容出自104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 



一、「繁星推薦」介紹 
相關規定： 

    2. 全程均就讀國內同一高中，並為103學年度之 

    應屆畢業生 

    3. 經「繁星推薦」入學者，不得參加「個人申 

        請」入學招生；若未於104.03.25前以掛號郵 

    寄向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不得參加 

      「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凡放棄繁星報名資
格者將依校規議處 

警告2次 



一、「繁星推薦」介紹 
相關規定： 
     4. 推薦比序（校內規定）： 

         (1) 高一、二共四學期之學業總平均百分比 

         (2) 學測總級分 

         (3) 四學期的學業總平均 

         (4) 高二下學業總平均 

         (5) 高二上學業總平均 

         (6) 高一下學業總平均 

         (7) 高一上學業總平均 

 

 



一、「繁星推薦」介紹 
104繁星推薦入學-重要日期 

 日期 事件 

2/1 – 2/2 大學學測 

2/5 – 2/13 大學術科考試 

2/25 學測、術科考試寄發成績單 

3/9 – 3/11 學校集體報名 

3/17 公告繁星錄取名單 

3/27 – 4/26 第八類學群第二階段面試 

5/1 大學公告錄取名單(第八類) 



一、「繁星推薦」介紹 
校內繁星流程三階段 –比、賭、比 

  一、比：校內繁星公開登記比序 

               1. 在校學業成績百分比（高三上時學校會通知） 

       2. 同％ → 學測總級分高低 



一、「繁星推薦」介紹 
校內繁星流程三階段 –比、賭、比 

  二、賭：繁星公開登記當天 

               1. 比序較高的人是否會先占掉名額 ? 

 

         ※ 每所大學的每一學群會分給高中端兩個名額， 

             而高中端會依校內規定，決定取決標準 

 

               2. 若有搶到名額，是否可以被錄取 ？ 



一、「繁星推薦」介紹 
※ 二輪分發 

     1. 一般大學（有第一、二、三類學群）共可提供 

    給高中端六個名額 

  2. 高中端會以6位同學的繁星推薦比序依序推薦 

        給大學端 

     3. 在第一輪分發中，從比序較前面的同學優先辦 

        理，若已有同學錄取，則之後的同學皆在第一 

      輪被淘汰 



一、「繁星推薦」介紹 
※ 二輪分發 

     4. 於第一輪中被淘汰（未經第一輪篩選即被淘汰） 

     的同學，可於第二輪分發撿到多餘的名額 

    （但分數基本上會比第一輪分發還要高） 

 

校內繁星流程三階段 –比、賭、比 

 三、比：和他校繁星同樣科系的同學競爭 

 

 



一、「繁星推薦」介紹 
舉例說明： 

以下為「黎家」高中的台灣大學推薦名單 

姓名 學群 學測級分 學期總平
均百分比 

校內推薦
比序 

黎安晴 第一學群 60 1％ 3 

趙宇航 第一學群 68 3％ 5 

孫學禮 第二學群 75 5％ 6 

陳其樂 第二學群 70 1％ 2 

杜曉飛 第三學群 60 2％ 4 

徐季寬 第三學群 71 1％ 1 



一、「繁星推薦」介紹 
以下為「黎家」高中繁星台灣大學六人的選填校系 

 
姓名 學群 推薦校系 

黎安晴 第一學群 法律系、外文系 

趙宇航 第一學群 國文系、歷史系 

孫學禮 第二學群 資管系 

陳其樂 第二學群 化工系 

杜曉飛 第三學群 心理系、護理系 

徐季寬 第三學群 藥學系 



一、「繁星推薦」介紹 
第一輪分發（依繁星推薦優先順序排列） 

 姓名 推薦校系 

徐季寬 藥學系 

陳其樂 化工系 

黎安晴 法律系 

外文系 

杜曉飛 心理系 

護理系 

未錄取 

錄取 

第一輪分發 
皆被淘汰 



一、「繁星推薦」介紹 
姓名 推薦校系 

趙宇航 國文系 

歷史系 

孫學禮 資管系 

第一輪分發 
皆被淘汰 



一、「繁星推薦」介紹 
第二輪分發（依繁星推薦優先順序排列） 

 
姓名 推薦校系 

徐季寬 藥學系 

陳其樂 化工系 

黎安晴 法律系 

外文系 

杜曉飛 心理系 

護理系 

第一輪已遭淘汰 

已錄取 

未錄取 

錄取 

未錄取 

未錄取 



一、「繁星推薦」介紹 
姓名 推薦校系 

趙宇航 國文系 

歷史系 

孫學禮 資管系 

錄取 

已錄取第一志願 

未錄取 

※ 錄取台灣大學者：陳其樂、黎安晴、趙宇航 



一、「繁星推薦」介紹 
繁星推薦的優缺點及限制 

優點：1. 僅需兩個禮拜的忙碌期 

                   2. 不用做備審資料、面試（第八學群除外） 

                   3. 放榜時間早 

                4. 學測成績要求較少，分數門檻較低 

                         

   



一、「繁星推薦」介紹 
缺點： 1. 錄取名額少（繁星→稀星） 

                 2. 校內程序繁複 

                   3. 學期總平均百分比最為重要→若學測總級 

                     分高，可能會造成「高分低就」 

 

                   參考歷年成績，評估自身狀況  

 

限制： 繁星入學基本上不可轉系 

 



讀書方法 



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設立目標 

不要貶低自己 不要眼高手低 



製作讀書計畫表 



 製作讀書計畫表 

將既定範圍寫下,方便對照 

每天排定適量的讀書內容 

依照執行狀況做微調 



 製作讀書計畫表—建議 

每個禮拜可挪出一天作為彈性時間 

每次排定短期計畫 

一天不要只排定一科 

按部就班的執行 



每天算數學 

確實完成後劃掉 

遇到段考可留
幾天空白 



讀書地點的選擇 



 讀書地點的選擇 

在家自習 

學校閱覽室 

圖書館 

星X克.麥X勞…等等 



讀書之餘… 



 適度的休閒活動 

做自己喜歡的事來放鬆 

運動:慢跑.打球… 

娛樂:看電視電影.逛街… 



主講人:308陳冠諭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總級分 

14 13 12 15 15 69 

頂標 前標 頂標 頂標 頂標 頂標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單科讀書方法 

國文科 

  1. 學測選擇題： 

          (1) 搶救國文大作戰 – 工具書 

          (2) 大滿貫 – 參考書 

     2. 學測手寫三大題： 

         (1) 每週練習一次（選擇要練習的大題） 

          (2) 複習週記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國文科 

  3. 歷屆試題一定要做 

 

    4. 30篇古文需熟讀（選擇+手寫第二大題） 

 

    5. 勿忽略其他課文（包括白話文） 

    →舉「104學測多選題第22題」為例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22.下列關於〈孔乙己〉和〈一桿「稱仔」〉二篇小說，說
明正確的選項是︰ 

(A)〈孔乙己〉借用酒店小伙計的視角，側寫孔乙己食古不化，
至死而不悟的可悲可憐  

(B)〈一桿「稱仔」〉以主角秦得參自述的口吻，道出日本警
察苛虐臺灣人民的真實情況  

(C) 孔乙己面對他人質問，滿口之乎者也，可見他的博學；秦
得參不知巡警講場面話，仍將青菜稱重，顯示他的憨直  

(D)〈孔乙己〉以主角的綽號為題，表達對傳統文化喪失的焦
慮；〈一桿「稱仔」〉將稱仔加上引號，彰顯法紀公理蕩
然無存的悲哀  

(E) 二文作者均抱持「上醫醫國」的理想，體察百姓的病苦，
透過文學創作以反映現實、批判時代，希望藉此改造社會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英文科 

    1. 7000單字需熟記（尤其是5000單字） 

    2. 針對自己不擅長的題型多加練習， 

        →購買相關書籍 

    3. 手寫題部分： 

        (1) 多背較特殊的單字、片語、句型 

         (2) 作文：不要只練習看圖說故事 

   4. 多關心時事 

提示︰下面兩本書是學校建議的暑假閱讀書籍，請依
書名想想看該書的內容，並思考你會選擇哪一本書閱
讀，為什麼？請在第一段說明你會選哪一本書及你認
為該書的內容大概會是什麼，第二段提出你選擇該書
的理由。 
 
 
 
 
 
 
 
 
 

13.( )The recent cooking oil scandals have led to calls for 
tougher ______ of sales of food products.   
(A) tolerance (B) guarantee (C) regulation (D) distribution 
 
  
15.(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Ebola virus from West 
Afric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ny airports have begun 
Ebola ______ for passengers from the infected areas. 
(A) screenings (B) listings  (C) clippings (D) blockings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社會科 

地理科 

  1. 世界地圖須略記 

60-61為題組 
◎圖7是某半島經過處理後的衛星影像。請問： 
60.圖7所示的地區，其位置具有下列哪項特性？ 
(A)位處板塊接觸地帶 
(B)土壤以草原黑土和栗鈣土為主 
(C)海洋性氣候和季風氣候過渡區 
(D)墨西哥灣流和拉布拉多寒流交會區 圖7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地理科 

  2. 不要硬背，了解大標題即可 

 

 
55.繪製地圖時，常因使用目的差異而採用不同的投影法。
方位投影最能滿足下列哪項使用目的？ 
(A) 認識智利國土的正確形狀  
(B) 繪製候鳥冬夏的移動路線 
(C) 製作印度人口分布疏密圖  
(D) 了解北韓飛彈的威脅範圍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地理科 

  3. 課本的圖、表十分重要 

 

 

◎圖5為某產品的生命週期概念圖，請問： 
62.當產品週期發展至下列哪個階段時，其生產最可能開
始呈現顯著的規格化和標準化特徵？  
(A) Ⅰ→ Ⅱ  
(B) Ⅱ→ Ⅲ 
(C) Ⅲ→ Ⅳ  
(D) Ⅳ→ Ⅴ 
 

 

Ⅰ Ⅱ Ⅲ ⅤⅣ

時　　　　　間

銷
售
量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地理科   

     4. 注意時事 

 59-61為題組 
◎2014年2月，西非的幾內亞爆發伊波拉病毒感染，
旋即擴散到鄰近國家。10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
（WHO）公布全球感染該病毒的累計死亡人數已達
4,951人，主要集中於幾內亞、獅子山和賴比瑞亞三
國。近年來，這三個國家為提升經濟成長，致力發
展外銷導向的農業，鼓勵農民種植商業性作物。這
三個國家首都……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地理學測試題很難？ 

53.某人在雲林縣進行土壤實察，並依實察結果將該縣
的土壤特色區分為三類： 
甲、沙泥交錯，多砂質壤土； 
乙、泥土少，砂石多，且多粗砂土，土壤乾燥； 
丙、土色灰黑，泥土顆粒極細，漥處積水。 
這三類特色的土壤，從東到西的分布順序為何？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丙甲乙 (D)丙乙甲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歷史科 

    1. 年代須略記 

    2. 重要人事、物須熟記（只記大概念，忽略細節） 

    3. history → his story → my story 31. 西元前第六世紀，印度發生宗教改革，出現一個新的宗
教。他們繼承傳統的「業」與「輪迴」思想，反對殺生，
主張極端苦行，反對暴力，認為即使犧牲生命，也不應訴
諸暴力。這個宗教傳播的區域以印度為主，甚少傳至印度
以外。這是哪個宗教？ 
(A)耆那教 (B)佛教 (C)婆羅門教    (D)印度教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歷史學測試題很難？ 

 

30.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經歷多次政治變革：1868年，幕
府將軍「大政奉還」；1869年，地方「奉還版籍」；
1871年，實施「廢藩置縣」政策；到了1885年，仿效歐
洲內閣制，以「總理大臣」統率行政部會，直接向天皇
負責。這種變動反映日本明治時代政治發展趨勢是：  
(A)強化中央集權 (B)避免天皇濫權  
(C)加強地方分權 (D)走向民主共和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公民科 

  1. 重要名詞需熟記，並深入了解其意涵 

8.在民主國家中，政黨和利益團體都是常見的組織，對
政府的運作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根據我國現行規定，
下列有關這兩種組織共同性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都有影響政策的目的 (B)都有培養人才的功能 
(C)都可以發起社會運動 (D)都可以收取政治獻金  
 

12.立法者為避免暴力及色情的電影及廣告影響兒童及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制定法律規定所有電視臺不得播出
任何包含暴力情節的電影與廣告。此法律規定違反下列
哪一項原則？ 
(A)法律保留原則 (B)比例原則  
(C)誠實信用原則 (D)公益原則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公民科 

  2. 建議書籍：掌心雷 

  3. 注意時事 

 

 

22-24為題組 
◎我國近期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其中甲廠商大量進
口不可食用的油品，精煉後販賣給食品製造業者製造食
品，再販賣供消費者食用。主管機關在尚未確定甲的行
為是否違法前，即公告曾向甲購買油品的食品製造業者
名單及生產之產品，並命相關產品應為預防性下架。主
管機關查證確定甲的行為違法後，裁處甲最高法定額度
的罰鍰，並命甲應立即停業。此事件……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數學科 

    1. 掌握大概念，勝過拘泥於繁瑣的運算過程 

    2. 雖然學測有附公式，仍應熟記 

    3. 建議在考前讀完一本複習講義，並寫完一本模 

    擬試題本 

F. 小華準備向銀行貸款3百萬元當做創業基金，其年利率
爲3%，約定三年期滿一次還清貸款的本利和。銀行貸款
一般以複利（每年複利一次）計息還款，但給小華創業
優惠改以單利計息還款。試問在此優惠下，小華在三年
期滿還款時可以比一般複利計息少繳 ㉓㉔㉕㉖ 元。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數學學測試題很難？ 

 1.每週同一時間點記錄某植物的成長高度，連續五週的數
據為 
 
請問此成長高度數列滿足下列選項中哪一個式子？ 
(1)                       ， 
(2)  …… 
(3)  …… 
(4)  …… 
(5)  …… 
 

1 2 3 4 51,  2,  6,  15,  31a a a a a    

1 3 1t ta a   1,  2,  3,  4t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自然科 

1. 社會組 → 自然科目應提早念 → 把握生物、地科 

 

2. 基本概念弄熟，課本習題都要做  

   

3. 建議書籍：平安符（分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自然學測試題很難？ 

 

2. 某生靜坐在樹幹筆直的果樹下，觀測以下（I）至（Ⅳ）四者的高度

隨時間變化的情況： 

（Ⅰ）樹幹上的凹洞 

（Ⅱ）從樹下沿樹幹等速向上爬行的松鼠 

（Ⅲ）樹上落下的果實 

（Ⅳ）從樹上起飛且越飛越高的小鳥 

該生將各運動簡化為質點運動，並以質點距地面的高度為縱坐標，時

間為橫坐標，繪製高度對時間的關係圖，如圖 1 所示。關於圖線（甲）

至（丁）與（Ⅰ）至（Ⅳ）四者的高度隨時間變化的對應關係，下列

選項何者最可能？ 

 

圖線 

情境 
甲 乙 丙 丁 

(A) Ⅰ Ⅱ Ⅲ Ⅳ 

(B) Ⅱ Ⅰ Ⅳ Ⅲ 

(C) Ⅳ Ⅲ Ⅰ Ⅱ 

(D) Ⅲ Ⅳ Ⅱ Ⅰ 

(E) Ⅳ Ⅱ Ⅰ Ⅲ 

 圖 1 
時間 

高度 （甲） 

（丁） （乙） 

（丙） 

0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學長小叮嚀： 

  1. 睡眠時間應固定（盡量在11：00以前就寢） 

 

     2. 隨時注意自己的讀書進度，不要上考場考經驗 

 

     3. 心態調適最為重要（定 → 靜 → 安 → 慮 → 得） 

 

    4. 自信心的培養 



三、社會組的讀書方法 
學弟妹相關問題 

 

考大學要不要補習？ 

 

要不要請長假？ 

 

學校進度、複習進度，魚與熊掌不可得兼？ 

 



經驗分享 
 

主講人:317劉芳綾 



• 沒有補習 

• 讀書計畫較為彈性,但會要求自己完成 

• 做一本重點 ,學測當天可以快速複習 

• 沒有非要不可的目標 ,只有興趣缺缺的科系 

有目標最好 

沒有目標也要找到一股動力! 



學測成績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總級 

12 15 15 15 14 71 

均 頂 頂 頂 頂 頂 

國 英 數 自 社 總級 

頂 13 14 12 13 14 63 

前 13 12 10 11 13 57 

均 11 9 7 9 11 47 

後 10 6 4 6 9 36 

底 8 4 3 5 7 28 



國文 
• 字音字形有錯一定要訂正 

• 古文中的形音義.修辭.文句意涵.寫作背景. 

   作者心境要搞懂 

• 平常要訓練自己作答速度,尤其作文 
 

 

把握你百分之百能得到的分數!!!! 
 



英文 
•每天背單字 念+寫+看例句 

• 養成閱讀英文雜誌的習慣 

• 不熟的單字寫在本子上 多看多背 

• 平時可聽一些英文歌.廣播或影片加強聽力 

 

   • 作文多練多寫 

• 將常用句型.片語.形容詞抄錄下來 

 



數學 

• 每天算數學 

• 將觀念弄懂之後再做題目 

• 遇到不會的題目,多問同學老師 

    (或參考詳解再自己計算一次) 



自然 
物理 

• 觀念重要,學測不會太刁難 

• 多練題目,看到題目不要排斥計算 

 

化學 

• 沉澱表要背熟 

• 重要的化學反應式要活用 

 

 



自然 
生物 

• 圖像記憶法 

• 有背就有分 

 

地科 

• 天文多花時間搞懂 

• 找一本適合自己的參考書 

 

 



社會 
地理 

• 關鍵名詞 

• 各洲地圖要有印象 

• 地形.氣候.產業發展 

公民 

• 關鍵名詞 

• 做表格比較異同 

 



社會 

歷史 

• 重大事件的相對順序.因果及後續影響 

• 各朝代制度.亂事 

• 可記一些事件的年代 

• 從題目裡找線索.先刪去不可能的選項 



• 調整作息(ex固定時間練習數學) 

• 歷屆試題確實訂正 

• 一步一步踏實完成目標 

• 遇到撞牆期要學會自我調適 

學測前衝刺期 





讀書，不一定要知道自己在讀什麼， 

 

但一定要知道自己為什麼而讀。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