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 親師座談會
生涯輔導講座

輔導處 高三輔導教師-林詠昌
107年9月15日（六）14:20~15:30

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介紹及
如何準備學習歷程檔案



大綱
Ⅰ.輔導處工作報告

Ⅱ.高三孩子面臨的挑戰

Ⅲ.高三家長可以做的事

Ⅳ大學多元入學

Ⅴ.審查資料製作

ⅤI.給高三的小叮嚀



導 的

PART Ⅰ



日期 工作要項

暑輔3堂課 高三生涯規劃

•大學多元入學簡介
•考試簡章怎麼看？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
•生涯資源網站介紹
•審查資料如何準備？

8/13、8/15 我的高三生活-畢業學長姐分享

9/12 高三導師多元入學說明會

9/15 親師座談-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介紹及如何準備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10/2起 大學校系宣導系列活動&職涯講座



日期 工作要項

2/25(暫定)
高三導師及學生甄選入學選填志願策略說明會

高三家長甄選入學輔導講座(選填策略&審查資料)

3月份
高三甄選入學選填志願個別諮詢

甄選入學面試輔導說明會

3月下旬-4月中旬 各學群模擬面試輔導

7/19 考試分發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



孩

PART II

挑戰



自我內在面臨的焦慮

•面對複習考試、學測壓力

•面對高三課程的壓力

•時間管理與作息安排

•精神疲憊、睡眠不足、難以放鬆



同儕競爭

•同學比較與競爭

•擔心自己不如別人



家庭關係

•生涯選擇與家人衝突

•家庭關係緊張



行為反應

•不太想講話、感到煩躁、喜歡獨處

•易有失眠、焦慮、哭泣等狀況



家

PART III

的事



• 心理學家葉克斯
（R.M Yerkes）與杜
德遜（J.D Dodson）
經實驗研究歸納出的
一種法則，用來解釋
心理壓力、工作難度
與作業成績三者之間
的關係。

心理學研究-壓力與成就表現關係



• 知道孩子優勢，與孩子討論適合的升學管道。

• 協助孩子蒐集生涯相關資訊，理性綜合評估與討論，分析利弊得
失，與孩子溝通協調，對於目標校系取得共識，達成雙贏

• 了解孩子的亮點，針對科系與孩子討論如何準備備審資料

• 了解大學科系所期待的人才與孩子能力、特質、興趣、未來發展
相符。

協助孩子知己知彼



家長放輕鬆，協助孩子正常作息。



做孩子的最佳精神加油站：
陪同散心，和孩子談一談，他(她)目前最擔憂的事為何。

• 不必強迫孩子一定要說，表達關心與支持。



一、生涯測驗：大學學系探索量表、興趣測驗

二、校系探索：

• 鼓勵孩子上網查詢大學科系相關網站，查詢課
程大綱了解課程內容是否感興趣。

• 學長姐就讀甘苦談

三、職涯探索：親友是否有從事相關工作甘苦談

與孩子保持良好溝通，協助孩子自我探索，瞭解其規劃：

釐清升大學校系可能的選擇



104升學

就業地圖

IOH

個人經驗平台
Urschool 漫步在大學

協助孩子找資源，理性分析各種升學管道、社會就業趨勢：

釐清升大學校系可能的選擇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department/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department/
https://ioh.tw/
https://ioh.tw/
https://urschool.org/
http://1058763.wit.com.tw/


• 孩子做決策是「價值主導」，想獲得某些價值（成就
、機會、理想等）

• 父母的決策則是「風險趨避」
（引自我的夢想爸媽不同意該怎麼辦？）

與孩子生涯選擇上衝突的因應策略



• 積極進取型:對原本沒興趣的科系，產生喜歡，然後積極投入。

• 陽奉陰違型:私底下去修自己想讀的科目，等出社會之後轉換跑道。

• 消極抵抗型:混大學文憑，只為了給父母交代，不知為何而讀。

• 自暴自棄型：整天打電動、玩樂麻痺自己、翹課、休學、啃老。

孩子聽從父母期待，可能會產生以下結果

【圖片摘自網路】



受傷的孩子，壞掉的大人受傷的孩子，壞掉的大人

孩子受傷，因為大人壞掉了！你也被父母的愛所傷害嗎？.mp4


學 元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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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變革

1. 申請入學校系參採學測成績至多4科。

2. 大學校系不得使用5科總級分，學測從5科必考改為5科自

由選考。

3. 同分超額篩選之科目由原來的「總級分」改為「校系所訂

檢定、篩選及採計學測科目級分總合」，且包括校系自訂

學測科目組合之科目

高三家長請
注意

資料來源：107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高中種子教師研習會議資料



















http://nsdua.moe.edu.tw/


繁星推薦
(不超過15%)

考試入學
(40%左右)

個人申請
(45%左右)

特殊選才
(單招)
(1.5%)

其他非本會
辦理之管道

各管道年度招生名額比例原則：

資料來源：108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高中種子教師研習會議資料



大學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特殊選才/各校獨招

其他

軍校聯招

警察大學/警專

科技大學

青少年儲蓄專戶

大學進修部

空中大學

出國留學

職訓局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5/16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大學入學考試分發委員會

學科能力測驗1/25~1/26  (或術科1/28~1/30)高三寒假

指定科目考試
7/1~7/3

網路選填志願

(最多100個)7/24-7/28

聯合分發錄取 8/7

報名(統一彙辦)3/11-3/12

公告錄取
3/18

一階→二階
報名3/20,一階3/27→二階 4/10~4/28

(限 6 校系)

每人限被推薦
至1校1學群

錄取生放棄
繁3/22、個5/20

學測、術科成績公佈2/25.2/27學測成績公佈2/25

正備取生上網登記志願序 (5/9~5/10)

陸續公告正備取名單 (5/6前)

第八類
學群辦理面試

4/10-4/28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10 11 12 13 14 15 16

2/17 18 19 20 21 22 23

2/24 25 26 27 28 1 2

3/3 4 5 6 7 8 9

3/10 11 12 13 14 15 16

108年2-3月

2/25學測成績公
告

3/11-12繁星報名

2/27術科成績單



108年4-5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17 18 19 20 21 22 23

3/24 25 26 27 28 29 3/30

3/31 1 2 3 4 5 6

4/7 8 9 10 11 12 13

4/14 15 16 17 18 19 20

4/21 22 23 24 25 26 27

4/28 4/29 4/30 1 2 3 4

5/5 6 7 8 9 10 11

指定項目甄試
4/10~4/28

正備取生
登記就讀志願序

3/20-21個人申請報名

3/18繁星放榜(第八學群外)



108年5-6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5/12 13 14 15 16 17 18

5/19 20 21 22 23 24 5/25

5/26 27 28 29 30 31 1

6/2 3 4 5 6 7 8

6/9 10 11 12 13 14 15

5/16公告統一
分發結果

錄取生放棄截止



http://www.caac.ccu.edu.tw/


107學年度大學各入學管道統計表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各校核定招生
名額及比例

16,993

17,589

56,060

55,954

107學年度合計
73,053人

106學年度合計
73,543人

45



繁星推薦
如何錄取或篩選學生

最重要的是
高中推薦序與大學分發比序



學生報名

報名資格

•全程就讀同一所

高中應屆畢業生。

•具原住民身份之

學生，得以一般

生或原住民生身

分擇一參加本招

生。

高中學業成績
限制

•前四學期學業總

平均(重修及補考

前)校排名百分比

符合大學之規定

(前20%-50%)。

•舞蹈班成績單獨

計算。

志願選填規定

•限1校1學群，選

填志願數依大學

之規定。

•選填之校系須通

過該校系檢定標

準。



繁星推薦簡章舉例-第一類學群

學測檢定
條件

分發比序
項目

分發比序項目
1.校排百分比
2.學測英文
3.學測國文
4.學測社會
5.學測數學
6.學測總級分
7.英文校排



108學年度繁星最新變革



107年繁星推薦校系分則

107年繁星推薦分發比序錄取標準(第一至第七學群)

繁星推薦網站重要資訊

小叮嚀
若經由繁星推薦管道錄取後不得再報考
大學申請入學及科技院校申請入學。

簡章及
錄取標準查詢

https://www.caac.ccu.edu.tw/star106/query.php
https://www.caac.ccu.edu.tw/star106/106star_s8ed25f_result_q/html_qd84/standard/one2seven/collegeList_1.php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址：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點選歷年資料



可查詢錄取標準
及校系分則





大學繁星推薦-兩輪分發規則

前4學期的成績
及學測成績很重要
搶到第一輪分發機會



http://www.caac.ccu.edu.tw/


錄取生放棄

七月考試分發每人至多申請
6校系

學測成績公佈2/25、報名3/20-3/21

3月公告第一階段篩選通過名單3/27

4月第二階段甄試4/10-4/28、公佈正備取名單5/9-10前

5月正、備取生統一分發5/20

高三寒假參加學科能力測驗1/25-1/26 (或術科1/28-2/17)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個人申請



每人申請最多六個校系

大學得限制考生僅能申請該校一學系（組），違者取消考生
報名該大學所有校系（組）之申請，請參閱個人申請招生簡
章首頁「招生學校暨個人申請選填學系（組）限制一覽表」。

108學年度個人申請

例如：台北藝術大學限填該校1系，
臺北市立大學、嘉義大學限填該校2系。
交通大學、中山大學限填該校3系。
臺灣大學、陽明大學限填該校5系。



107年個人申請校系分則

107年個人申請篩選標準一覽表

個人申請網站重要資訊

如何查詢個人申請的過篩成績？
大學甄選委員會

→篩選結果查詢→各校系篩選結果一覽表

https://www.caac.ccu.edu.tw/caac106/query.php
https://www.caac.ccu.edu.tw/caac106/106apply_Sieve_3fg65egf3/html_sieve_5k8w/Standard/collegeList.htm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址：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點選「個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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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簡章





政治大學企管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舉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指定項目 檢定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國文 *1.00

40%

審查資料 -- 25%

英文 *1.00 面試 -- 35%

數學 *1.00

社會 *1.00

自然 *1.00

總級分 --

個人申請—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比例

學測40%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學生參
加指定項目考試：
1.審查資料25%
2.面試35%



指定項目甄試

面試

個人口試

團體面試

時事分析

特殊才藝

筆試

筆試/測驗

小論文

翻譯

寫作

資料審查

在校成績

自傳

讀書計劃

競賽成果/

能力檢定

作品集

術科考試

美術專長

音樂專長

體育專長

美術、美工

或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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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公佈錄取名單8/7

網路選填志願(至多100個)
聯合分發7/24-7/28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公佈7/18

7月1日-7月3日參加指定科目考試
(校系檢定--採用學測成績)

大學入學考試分發委員會

考試分發



先檢定後採計，訂有最低登記標準

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及英
語聽力檢定標準

指定考試採計科目
及方法

同分參酌順序

清大材料

科學工程學
系乙組

---
國文 x1.00

英文 x1.00

數學甲 x1.00

物理 x1.00

化學 x1.00

1英文

2數學甲

3物理英聽(A級)

考試分發—簡章閱讀舉例

107年加權後最低錄取

分數：402.35分
單科平均： 402.35分
/5=80.47分



查詢
簡章





點選107各系組最低錄取
分數及錄取人數一覽表

查詢
分數







• 網址：http://caac.vnu.edu.tw

• 高中生申請入學，不需要加考專業科目及統一入學考試。

• 學測申請科大至多採計四科。

• 四技科大的學習取向是以「技術專業培育」為主，大部分的科系和各大
學所開設的課程相似，唯四技科大的專業養成理論與實務並重。

• 可依當年度的「學測」成績提出申請，最多5個志願。（部分學校
會限制選填1系，如臺科大、北科大）

• 第一階段：依各校系組自定的成績採計及權重來進行篩選。

• 第二階段：書面資料審查、面試等。

科技院校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http://caac.vnu.edu.tw/


科技院校申請簡章
以「屏科大獸醫系」為例

第一階段
學測採計

第二階段
學測與指定項目採

計

第三階段
同分參酌



• 查詢「科技院校申請入學」
https://caac.jctv.ntut.edu.tw →統計資料→篩選標準一覽表（PDF檔）

• 「屏科大獸醫系」最低篩選分數

• 篩選分數之計算

考生 (國x1＋英x2＋數x1＋社x1+自x1)×100=85.56

(15x1＋15x2＋15x1＋15x1+15×1)

→換算下來，國、英、數、社、自5科學測平均約為14.26

科技院校申請入學成績計分與一般大學不同哦！
要將學測級分*權重轉換為百分位制

國文權重 英文權重 數學權重 社會權重 自然權重 第一階段篩選

1 2 1 1 1 85.56

https://caac.jctv.ntut.edu.tw/
https://ftp.jctv.ntut.edu.tw/downloads/103/caac/repot_01.pdf
https://ftp.jctv.ntut.edu.tw/downloads/103/caac/103caac-example.xls


組別 學測 學系

自然組
(甲組)

國英數自
刑事警察、消防(災害防救組、消防組)、
交通、資訊管理、鑑識科學、水上警察

社會組
(乙組)

國英數社

行政警察、公共安全(社會安全組、情
報事務組)、犯罪防治(預防組、矯治組)、
國境警察(國境管理、移民事務)、行政
管理、法律

• 分自然組(甲組)和社會組(乙組)招生

中央警察大學



• 網址：http://www.cpu.edu.tw/bin/home.php

• 第一階段：學測成績

• 第二階段：體檢、口試、體能測驗與身家調查。

中央警察大學

http://www.cpu.edu.tw/bin/home.php


中央警察大學

109

歷年初試學測成績
初試

年度/類別 甲男 甲女 乙男 乙女

100 55 56 51 54

101 54 56 54 56

102 53 54 53 55

103 55 56 54 56

104 52 52 52 54

105 53 54 50 52

106 41 51 49 51

107 51 52 51 53



• 網址： http://www.tpa.edu.tw/

• 報名資格：25歲以下，符合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力者可報考。

• 初試：警專「自辦筆試」成績。(不採計學測)

• 複試：通過體能測驗、口試、體格檢查、身家調查。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http://www.tpa.edu.tw/


類組 組別 科系 自辦筆試科目

消防、
海巡類

自然組
(甲組)

消防安全科
海洋巡防科

國文（含作文占40%）、物理、
化學、數學甲、英文5科

警察類

社會組
(乙組)

行政警察科
國文（含作文占40%）、中外歷
史、中外地理、數學乙、英文5科

自然組
(丙組)

刑事警察科
交通管理科
科技偵查科

國文（含作文占40%）、物理、
化學、數學甲、英文5科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 軍校聯招：陸軍官校、海軍官校、空軍官校、國防醫學院、國防大
學（管理學院、理工學院、政治作戰學院）

軍事院校正期班

入學管道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學校推薦
資格審查、
學測成績篩選

面試、智力測驗（滿100分）、
審查書面資料

個人申請 學測成績篩選
生活與情緒適應問卷、
智力測驗（滿100分）、
面試與專長測驗



查
PART IV



共佔92.68%

107學年度甄選入學校系：2,038系(組)
採用審查資料校系：1,889系(組)

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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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的真心話
教授怎麼看參加甄選入學的學生？

2012年4月22日入學面試過度包裝？大學教授來卸妝 - YouTube.flv


1.簡歷

2.自傳(含選系動機)

3.讀書計劃

4.證明文件（任何值得參考的資料）
※社團參與證明 ※學生幹部證明

※競賽成果證明 ※在校成績單（學期成績單、模考成績單）

※師長推薦函（不一定需要）

※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例如語文能力檢定。

※特殊要求：例如術科作品、志工服務證明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資優班證明、作品集..等。

審查資料的基本內容



•了解學生對這科系的興趣、熱情、熱忱

•了解學生有能力可以勝任這個校系

•了解學生特質適合就讀這科系

審查資料的目的



⚫高中生活(學習、社團、學校參與、課外
活動)與校系聯結

⚫平時生活經驗與校系聯結

審查資料準備方向-自傳重點



• 通順無誤-無錯別字

• 隱惡揚善

• 事實勝於一切-忌諱誇大不實

• 動之以情

• 獨創一格-富有生命力及創意的小標題或引言

審查資料的基本寫作要訣



審查資料--學校資源







學校資源：審查資料-線上

點選線上服務/
大學備審資料



佔總成績比重很重嗎？

審查資料到底看甚麼？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輔導與諮商組

1.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2.自傳(學生自述)

3.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4.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5.社團參與證明

6.社會服務證明

1.全國性比賽獲獎者，
加分採計。

2.擔任學校輔導志工經歷，
加分採計。

審查資料15%

從甄選簡章看各校系對審查資料的要求



高
PART V



Q1：到底要不要參加甄選入學？

為了準備學測、備審資料、

複試、等待放榜….時間耽擱甚多

高三未來一年可能碰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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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系名

107年招生名額

繁星
個人申

請

甄選入學比例
達總招生名額50%

以上
考試分發

台大 財務金融學系 7 45 46% 60

台大 外文系 10 47 ※53% 51

政大 法律系 24 85 ※69% 48

政大 傳播大一大二不分系 36 60 ※56% 73

政大 歐洲語文系 9 24 ※59% 23

中興 法律系 6 15 ※66% 11

北大 會計系 20 40 ※50% 60

政大 中文系 14 18 39% 50

成大 外文系 8 13 38% 34

一類組科系



校
名

系名

107年招生名額

繁星 個人申請
甄選入學比例
達總招生名額

50%以上
考試分發

台大 資工系 8 72 ※76% 25

台大 機械系 16 95 ※82% 24

台大 電機系 18 93 ※71% 46

清大 材料系 20 67 ※90% 10

清大 電機系 34 60 ※91% 10

交大 電子工程系 14 53 ※81% 10

交大 機械系 10 59 ※68% 31

成大 機械系 24 72 ※60% 63

成大 化學系 8 20 ※52% 25

二類組科系

近7-8
成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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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系名

107年招生名額

繁星 個人申請
甄選入學比例
達總招生名額

50%以上
考試分發

台大 醫學系 6 40 40% 69

台大 職能治療系 2 20 ※58% 16

陽明 醫技系 5 17 ※54% 19

北醫 醫學系 32 82 ※84% 21

北醫 藥學系藥學組 24 85 ※62% 67

中國醫 醫學系 16 80 ※83% 19

成大 藥學系 5 20 ※83% 5

陽明 牙醫系 2 14 40% 24

台大 心理系 7 13 31% 44

三類組科系

輔導處→生涯規劃→大學招生名額



哪一類學生
適合參加--繁星推薦？

一、性向興趣明顯且對大學校系有明確認識者

二、在校成績優良
三、對自己成績及未來校系落點有較準確的評估

四、要有破釜沉舟決心

➔錄取後如要放棄，只能參加七月指考。

繁星不是公平的
入學制度



哪一類學生
適合參加--個人申請？

一、性向或興趣明顯者

二、對大學科系有清楚的瞭解，並不斷充實相關知識者。

三、有特殊才能或有成果表現者(尤其是區賽或全國賽，

其中外語能力檢定不可少)

四、單科成績亮眼者(社會科=>歷史、地理、公民)

五、在校總成績--智育及模擬考成績不能差

六、高一、高二已經不斷在累積自己的資料者-證書、

作品、 獎狀、活動經歷….

個人申請需要
過關斬將，你準備

好了嗎？



Q2：要花多少時間準備學測？

社會組學生要花多少時間讀自然科？

自然組學生要花多少時間讀社會科？

高三未來一年可能碰到的問題



甄選入學-個人申請各系學測篩選情形
以108學年度為例- 趨勢

學測篩選組合 科系數 學測篩選組合 科系數 學測篩選組合 科系數

國 86 英 22 社 53

國 英 153 國 數 28 國社 103

英 數 23 英 社 3 英 數 社 3

國 英 社 268 國 英 數 276 國英數社 234

國 數社 11 國英社自 21

英數社自 19 社 自 1 國數社自 3
137



社會組應關注的重點

◼社會組：將學測自然科作為篩選或採計之校系者，微乎其微。

真正關鍵在：

1.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科特別重要。

2. 國英數社佔有優勢後，學測及七月指考才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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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個人申請各系學測篩選情形
以108學年度為例- 趨勢

學測篩選組合 科系數 學測篩選組合 科系數 學測篩選組合 科系數

數 17 自 6 英 數 23

英 自 16 數 自 9 國 英 自 41

英 數 自 126 國 英 數 自 411 國英數 276

英數社自 19 國數自 18

社自 1 國數社自 3 國英社自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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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組應關注的重點

◼自然組：將學測社會科作為篩選或採計之校系者，微乎其微。

真正關鍵在：

1. 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科特別重要。

2. 國英數自佔有優勢後，學測及七月指考才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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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新舊課程複習時間如何分配？

要不要配合學校模擬考進度讀書？

學校的期中考與模擬考穿插進行，該如何兼顧？

高三未來一年可能碰到的問題

小叮嚀:備審資料需檢附前5學期的成績單



Q4：心情容易變得煩躁

容易受外在環境影響

無法靜心讀書

高三未來一年可能碰到的問題



一、時間管理最重要，作息務必規律。

二、複習計劃仍要以七月份的指考為

重要的目標。

三、及早確定是否參加甄選入學，不
要三心二意。

四、不要為了想及早進入大學，隨便
推甄或申請一所學校。



五、參加甄選入學考試完畢，趕快收心，不要等放榜
要盡快準備七月考試。

六、加強心理建設，發現自己有狀況時，要隨時與你
信賴的人談談。

七、任何有關升學的疑問，可至輔導處諮詢。

輔導處：23124000-613  高三輔導教師 林詠昌



感謝聆聽，讓我們一起把孩子撐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