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年大學考試分發入學 
選填志願說明會 

新店高中輔導室   

巫金味老師 



想知道什麼資訊？ 

• 老師這是我的分數，我可以上那些校系？ 

• 老師有沒有一套落點分析軟體，把分數輸
入進去，就能告訴我，可以上那些校系 

• 老師我的某些科目考差了，還有好的學校
可以填嗎？ 



大考完後你為選填志願作了什麼準備？ 

• 上網去查看校系資料？ 

• 下載單機版試試看？ 

• 知道自己的考科優勢組合 

   校系分則查詢系統 

• 實地去參觀大學？ 

• 閱讀校系介紹書籍？ 

• 閱讀就業趨勢網站/雜誌？ 

• 請問師長親友學長姐校系/就業資訊？ 



必備工具 

• 簡章類：招生簡章、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 落點類：選填志願輔導手冊、其他 

• 網站類：聯分會、漫步在大學、其他 

• 個人類：成績單、興趣測驗、校系探索量 
                 表… 



讓今天有收穫的重點 

• 不要怕麻煩：程序操作篇 

• 自助天助：志願選擇篇 

• 最佳後盾：輔導室個別諮詢 

• 回到自己：瞭解自己、務實決定 

 

 
 



操作程序篇 



102年考試分發系組統計 

• 招生學校：67所 

• 招生系/組數：1737個 

• 今年新增31系組 

• 採學測檢定：158系組 

• 未採學測檢定：1579系組 

• 指考(含術科)採計組合：69種。 



重要日程 

 

7月 18、19日 公布招生名額(含回流名額)、登記
志願單機版、成績人數累計、最低
登記標準表  

18～27日 開放「繳交登記費」  

22～25日 申請成績複查 

24～28日 開放「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8月 6日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錄取公告(放榜)  

6～12日 受理「分發結果複查申請」  



 



分發原則 

• 依考生的志願序和考試成績進行分發： 
  

 1.檢查考生是否達到該校系的檢定標準 

 2.依該校系所定之科目採計並加權計算 總成績 

 3.加權總分相同又超額時，依該校系所定之「同
分參酌」方式決定錄取與否 

  ◎電腦分發流程圖詳見：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選填志願輔導手冊P.6 
      



常見疑問 

• A與B考生選相同科系， 

 但在不同志願序時， 

 是以分數高低做為取捨標準，至於志願
排序只是影響考生自己會先進那一個
科系，和別人無關。 

 



 



102年～社會組提高、自然組降低 

（頂標和） （均標和） （底標和） 

102 101 102 101 102 101 

一 477 
471 

＋6 一 365 
363 

＋2 一 223 
227 

-4 

二 389 
401 

-11 二 263 
278 

-15 二 135 
148 

-13 

三 478 
487 

-9 三 334 
341 

-7 三 179 
182 

-3 



102年預估 
社會組至少提高約5~10分 
自然組約降低10~15分 

 
• 找出自己的相對位置 
「102指考各科成績人數累計表」 
「102指考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 

• 1.優勢考科  

  2.優勢考科組合 

 

     



志願選擇篇 

十步驟 



選填志願的步驟 

一：以學群鎖定志願 

二：篩選出想選填之校系 

三：推估自己在全體考生中的相對位置 

四：找出可能選擇校系範圍 

         (夢幻30/務實40/ 安全30) 

五：增刪至100個志願 

 

 



選填志願的步驟 

六：確定100個志願 

七：慎重排序100個志願 

八：確認志願順序並產生志願碼 

九：繳交登記費(亦可提前) 

十：登入網路登記志願系統，完成登記 

        志願 

 



步驟一：以學群鎖定志願 

 



 



步驟二：篩選出想選填之校系 

• 下載「單機版」 

• 篩選符合條件的校系 

• 刪除上了也不會去唸的 

• 把握不後悔、也不錯過 

 



善用單機版 

• 依校系選志願、依條件選志願 

幫我過濾 

依條件 

選填志願 

幫我過濾 



 



三：推估自己在全體考生中相對位置 

 



• 利用「102指考各科成績人數累計表」 、 
「102指考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瞭解自己
在全體考生的相對位置，找出自己的 

    1.優勢考科  

    2.優勢考科組合 

 



步驟三－優勢考科 
舉例說明－甲考生 

(後) 國：   55.7 → 39057人 →62.03％      

        

(頂) 英：   75 → 14756人 → 23.44％      

         

(頂) 數乙：82.6 → 7885人 → 15.35％      

        

(均) 歷：    71 → 12302人 → 31.94％      

         

(均) 地：    68 → 12747人 → 33.27％      

                     

(均) 公:       67.2 → 16695人 → 50.51％ 



步驟三－評估優勢考科組合 
舉例說明－甲考生考科組合 

1.採計國.英.數乙.歷.地.公.六科組合→419.7 (
約420)  

  今年：8908人→ 25.61％ 

  去年：25.61％407分去看目標校系407能否錄取 

2.採計國.英.數乙.歷.地五科組合 →352.3(約
352) 

  今年：8623人 →20.42 ％ 

  去年：20.42%340分去看目標校系340能否錄取 

 
 



步驟三－評估優勢考科組合 
舉例說明－甲考生四種考科組合 

 

3.採計國.英.數乙.三科組合 →213.3 

  今年：11700人→ 21.53％優勢組合 

 

• 採計考科：盡可能避開弱勢科目 

• 加權考科：善用強勢科目提升分數 

 



考科組合參考校系分則查詢系統 

 



如何參考指考成績人數累計表 
 就102學年採計「國文、英文、數乙、歷史、地理

=352.5分」之成績人數累計表，說明如下：  
年度 考科組合 分數區間 人數 百分

比 

累計 
人數 

累計 
百分比 

102 國、英、數乙、 
歷史、地理                                                                                     

     
內差法：

20.43%                                                                                 

355.01-360 737 1.87 7822 19.48 

350.01-355 760 1.89 8582 21.37 

年度 考科組合 分數區間 人數 百分
比 

累計 
人數 

累計 
百分比 

101 國、英、數乙、
歷史、地理 

內差法：
340 

 

345.01-350  833 1.81 8499       18.51 

340.01-345  894 1.95 9393       20.45 



你很聰明～一定聽得懂！看得懂！ 

• 去年「國英數乙歷地」334.9輔大景觀設計系 

分數區間 人數 百分比 累計 
人數 

累計 
百分比 

330.01-335  941 2.05 11272     24.54 

 參考累計人數與百分比～聰明的你會發現 
 

 今年若想考上輔大景觀設計系， 
至少要有 345 分以上才有機會錄取！ 

分數區間 人數 百分比 累計 
人數 

累計 
百分比 

345.01-350 720 1.79 9302 23.17 



落點軟體的協助 

  

 



軟體無法幫你整理的部分 

  

 



落點軟體無法比較的部分 

  

 



免費落點分析系統 
• 免費落點分析軟體下載 

  升學決策資訊服務（http://www.decision9x.com） 
  成功大學落點分析（http://estat.ncku.edu.tw） 

• 免費網頁落點分析 
 102年指定科目考試 錄取分數預測   

    http://freshman.tw/guess/ 

    得勝者文教  

http://www.victordream.com/victor/examination/ind
ex.php 

     台北醫學大學(指考原始成績達350分以上) 

     http://w2.tmu.edu.tw/enrollment/ 

     東海大學落點分析 http://pre.thu.edu.tw 
 中山大學落點分析 http://uexam.nsysu.edu.tw 
 靜宜大學落點分析 http://forecast.pu.edu.tw 
 南華大學落點分析 http://nhuir.nhu.edu.tw/ExamCE/  

      

http://www.decision9x.com/
http://estat.ncku.edu.tw/
http://freshman.tw/guess/
http://www.victordream.com/victor/examination/index.php
http://www.victordream.com/victor/examination/index.php
http://www.victordream.com/victor/examination/index.php
http://w2.tmu.edu.tw/enrollment/
http://pre.thu.edu.tw/
http://uexam.nsysu.edu.tw/
http://forecast.pu.edu.tw/
http://nhuir.nhu.edu.tw/ExamCE/


步驟四－安全校系評估 

夢幻進攻     把握考科優勢 

兼顧興趣 

務實落點 避免高分低取 

除非自有定見 

安全校系 避免落榜 

 



步驟四－安全校系評估 

• 落點往下挑，停在寧死不去的底限 

• 落點往上挑，停在夢中笑醒的上限 

• 新成立的校系，別漏掉 

• 落點準確性令人懷疑的校系(譬如採計方 

   式有所改變的校系)，別錯過 

• 分析結果不一致的校系，放進來 

 



步驟五、六－聚焦100 

• 選系為主：以自己感興趣的學群為主要的
選擇對象，擴大選則學校的範圍； 

    參考「學系交通網」考慮加入學習領域相
通的學系 

• 100個志願中一定要有足夠的安全校系(30
個以上)才不會落榜 



步驟七--慎重排序 

• 慎重排序 

• 善用便利貼 

• 上面的志願，都是上了會去唸的 

• 確認前一個志願之接受度優於後一個，也
就是把自己喜歡的放在前面 

• 不清楚的科系，請查明清楚再決定位置 

• 與老師預約時間的同學，請做到此步驟 

 



步驟八--確認志願順序 

• 初選(興趣學群、學系交通網、坊間落點分
析等) 

• 評估個人考科優勢、考科組合 

• 了解學校特色、學校評鑑、產業願景 

• 了解大學學程：學位學程、轉系、輔修等 

• 其他因素(家人意見、距離、經濟) 

• 綜合排序(刪除不合格校系、配合單機版操
作) 

 



步驟九---繳交登記費 

   ※記得繳交登記費(7/27)及選填志願時間  
(07/24~07/28) 

   ※參閱「登記分發相關資訊」，了解網路選
填志願單機版系統操作---上網前先熟悉單
機版操作 



步驟十---登入網路登記志願系統 

1. 輸入身份證號碼、指考准考證號碼、 
    繳款帳號、通行碼  
2. 上網選填志願    
3. 確認志願序 
4. 存檔 
5. 上傳  (出現 「你已完成志願登記—祝你金榜題名

」 ，才表示完成登記流程） 
6. 列印回傳之志願表（日後複查或證明第幾志願上

所就讀科系，或可申請獎學金） 



 



 



輔導室個別諮詢 



叮嚀 

 

• 輔導老師個別諮詢服務，預約優先制 

   7/23、24、25、26上午9:00~12:00 

• 歡迎家長一同前來 

• 請做到十步驟的七: 慎重排序 

  

    



常見疑問 

• A與B考生選相同科系，但在不同志願序時， 

   是以分數高低做為取捨標準，至於志願排序只是

影響考生自己會先進那一個科系，和別人無關。 

 



選系？選校？ 

• 考生可根據興趣、出路、就業導向選系 

• 若完全沒概念，則可選校，依學校辦學理
念好壞、教學資源是否充足等因素來判斷
。(經費、五年五百億、教學卓越計畫) 

• 考生尤其要深入了解有興趣校系的師資、
辦學特色、學術水準、課程內涵、課外活
動品質及校園氣氛等項目，最好既選系，
又選校。 

 



回到自己身上思考的路徑 

 



不變的選填原則 

• 請你盡量將100個志願填滿。 

• 可根據興趣、能力、個性與個人特質、價
值觀、個人生涯規劃、社會評價、家庭因
素、經濟考量、學校地點規模、師資、未
來發展及個人其他考量等因素作整體考量
。 

• 志願—宜配合自己的生涯志趣，選擇志願
即是選擇一種工作型態，一種生活方式。 

• 校系並重。 



 
個人 校系 

興趣 

能力 

價值觀 

生涯信念 

理想 

重要他人 

其他因素 

了解學校特色、學校
評鑑、產業願景 

了解大學學程：學位
學程、轉系、輔修等 



觀念澄清 

• 不要在分數上斤斤計較：去年的各系最低
錄取分數，僅是該系最後一名的成績，各
系錄取的學生，其分數各有高低，如果取
中數或平均數，各學系排名也不同，所以
不要把「分數排名」當作是唯一指標。因
為如果是自己有興趣的科系，前幾名進去
又何妨。 



大學四年之後 

• 最後一個學歷？不會有人問你「念過」什
麼學校，只在乎你從哪間學校「畢業」！ 

• 先選擇喜歡（至少不討厭）的系就讀，才
有唸書的熱情 

• 看重自己的專業，永遠保持謙虛、尊重他
人的專業 

• 「學」什麼？ 
對事務的判斷力、時間管理、自我要求！ 



再次提醒 



簡報完畢 

祝 金榜題名 

迎向大學燦爛的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