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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能力測驗（學測） 

報名日期 102年10月29日至11月11日 

考試日期 103年01月18、19日 

考試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 
 五科都要考 

考試範圍 高一、高二兩學年的必修課程 

成績計算  答錯不倒扣 
 各科成績採15級分制 

考試制度 



       學科能力測驗（學測） 
考試制度 

成績
檢定 

依各科全體到考考生成績計算，各科及各項目
分為五種標準 
頂標：該科成績位於第88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前標：該科成績位於第75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均標：該科成績位於第50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後標：該科成績位於第25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底標：該科成績位於第12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學科能力測驗（學測） 
考試制度 

102年學科能力測驗五標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頂標 13 14 12 14 13 63 

前標 12  13  10 13  11  57  

均標 11  10  7  11  9  47  

後標 9  6  4  9  6  36  

底標 7  4  3  7  5  27  



       學科能力測驗（學測） 
考試制度 

學科能力測驗用途 

繁星推薦入學 中央警察大學申請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 軍校甄選入學 

考試入學（檢定門檻） 進修學士班 

離島及原住民學生保
送甄試 

部分國外大學 

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
制申請入學 

 



       術科考試 

考試
報名 

102年10月29日至11月11日 

考試
日期 

美術：1月22日、23日 
體育：1月25日~27日 
音樂：2月6日~10日 

用途 繁星入學、個人申請、考試入學 

考試制度 



       術科考試 

考試
科目 
考試
範圍 

音樂：主修、副修、樂理、聽寫、視唱  
美術：素描、彩繪技法、創意表現、水 
      墨書畫、美術鑑賞  

體育：60公尺立姿快跑、20秒反覆側步、 

      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立定連續3 

      次跳、1600公尺跑走  

成績
計算 

音樂、美術分項個別記分；體育給總分 

考試制度 



       指定科目考試（指考） 

考試報名 暫定103年5月1日至5月14日 

考試日期 103年7月1、2、3日 

考試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甲、數學乙、 
  化學、物理、生物、歷史、地理、 
  公民與社會 
 自行選考考科 

考試制度 



       指定科目考試（指考） 

考試範圍 高中三學年的必修、選修課程 

成績計算 答錯不倒扣、滿分100分 

用    途 考試入學、進修學士班 

考試制度 





       繁星推薦入學 
大學
招生
學群
分類 

第1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 
           管理等學系（學程） 
第2類學群：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3類學群：醫藥衛生（醫學系除外）、生 
           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4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第5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第6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第7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第8類學群：醫學系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繁星推薦入學 

高中推薦
學生資格 

1.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修滿高一、
高二各學期之應屆畢業生（排除轉
學生、跳級生） 

2.高中前四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
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之規定（校排
百分比前20％、30％、40％、50％） 

3.該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術科成績
通過校系之檢定標準 

4.高中對大學每個學群至多推薦2名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繁星推薦入學 

高中推薦
學生資格 

5. 如高中對同一大學推薦超過1名學 
   生時，必須排定其學生推薦順序 
6. 藝才班學生僅限被推薦至在校所學 
   相關之學群 
7. 每名考生僅能被推薦至1校1學群 
8. 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生 
   或原住民身分擇一參加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繁星推薦入學 

重要日期 報名與繳費：103年3月3日至3月5日 
公告錄取名單：103年3月11日 
放棄截止日：103年3月19日 

第1類至 
第7類學群 
分發錄取 

1.依照學測、術科考試成績檢定標
準、高中推薦優先順序進行第一
輪分發。 

2.第一階段各大學錄取同一所高中
學生以1名為限 

   (第二階段分發則不受此限)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繁星推薦入學 

第8類 
學群 

作業方式 
（需面試） 

1.高中對一所大學第8類學群至多推
薦2名 

2.如獲推薦至A校醫學系，並通過第1
階段篩選，不得再於個人申請報名
A校醫學系 

3.報名費200元，面試費另繳 
4.面試不另請學生準備備審資料 
5.第1類至第7類學群放榜時，公告第

8類學群可進入第2階段面試名單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繁星推薦入學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學測、 

術科考試 

檢定標準 

選填校系志願序 

學校推薦優先順序 

各大學訂定之分發比序 

各大學訂定之分發比序 

第1輪分發 

限制：1高中1名額 

第2輪分發 

不限制：1高中1名額 



       繁星推薦入學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102年國立臺灣大學第1類學群 
•開放22個校系 
•提供學生選填12個 志願 
•高中對1所大學1類學群 最多推薦2位 



       繁星推薦入學 

錄取生 
限制 

1.第1類至第7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報名該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不得
參加該學年度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2.第8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參加「個人申請」
3.繁星推薦錄取生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

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該學年度大學
入學考試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
分發入學招生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個人申請入學 

作業 
方式 

1.考生自行向符合志趣之大學校系提出申
請，每人以申請6校系為限 

2.第一階段依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進行檢定
及篩選 

3.第二階段考試則較多元，含口試、筆試、
資料審查及實作等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個人申請入學 

分發 
錄取 

1.各校系之正備取錄取生於規定時間內至
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
每一錄取生至多分發1校系 

2.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
報名大學考試入學及四技二專聯合登記
分發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個人申請入學 

重要 
日期 

報名與繳費：103年3月12日至3月14日 
公告第一階段：103年3月21日 
正備取生登記志願序：103年5月5日、6日 
公告分發結果：103年5月12日 
放棄入學截止日：103年5月14日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考試入學 

作業 
方式 

1.依考生志願序及校系採計之考科組合
成績分發錄取 

2.須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
站登記志願，選填之志願數不得超過
100個 

3.考生之各科組合總分未通過最低登記
標準者不得登記分發（考科組合3％） 

4.已錄取「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
請入學」，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入學
資格者，不得參與考試入學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指考 



       考試入學 

重要 
日期 

網路登記分發：暫定103年7月24日至7月 
               28日 
錄取公告：暫定103年8月6日 

入學管道 
學測 術科 

指考 



本校102年升大學成績 
 共657人上榜（總人數667人），公立大學約30 ％。 

 

 

 

 

     

     

招生類別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大學升學率 

繁星推薦 25 17 42 60％ 

個人申請 
（含保送與獨招） 

66 224 290 23％ 

登記分發 90 215 305 30％ 

其
他 

出國 2 2 63％ 

四技 
個人申請 

2 4 6 

軍警院校 7 7 

身心障礙 3 3 6 



甄選名額佔一半，不要輕言放棄 
2014/01 2014/02 2014/03 2014/04 2014/05 

學科 
能力測驗 

術科 
考試 

繁星 
推薦入學 

個人 
申請入學 

1/18、19
考試 

2/13 
成績公布 

1/22、23美術 
1/25、27體育 
2/6~2/10音樂 

2/18 
成績公布 

3/3~3/5 
報名、繳費 

3/11 
錄取名單 

3/12~3/14
報名 

3/21 
第一階段 

3/28~4/27 
各校甄試 

5/2錄
取名單 

5/12
分發
結果 





學測成績公布後，你可以選擇？ 
如果在校成績名列前矛、學測(術科)成績達到
該校系檢定科目標準，可以考慮繁星推薦入學 

 

 

 

 

 

     

     

相較其他升學管道具優勢
的地方？ 

需要注意的地方？ 

1、費用花費相對較少 1、一定要學校推薦才能參加 

2、無須第二階段面試 
      (除了第8學群)     

2、錄取即無法參加申請入學 

3、繁星若沒錄取仍可參 
      加申請入學 

3、有些學校規定錄取後不得     
      轉系 



學測成績公布後，你可以選擇？ 
如果明確知道自己的興趣？想進入的校系？ 

如果學測表現得比平時程度優異， 或是高中就學
期間社團、活動、競賽有些成果 

可以考慮個人申請入學 

 

 

 

 

 

 

     

     

相較其他升學管道具優
勢的地方？ 

需要注意的地方？ 

1、不限於在校成績優異
的學生，人人有機會 

1、公佈分發結果時間與指考時間 
      相近，可能影響指考準備狀態 

2、評量方式多元，有利
於不擅長學科考試學生 

2、有些學校規定錄取後不得轉系 

3、需耗時準備「備審資料」 



毅力、決心的馬拉松競賽－考試分發 

如果使用在校成績無法進入心中的理想學校，或
高中期間較少參加社團、活動、競賽，或者還不
是那麼確定自己的科系選擇？ 

如果是穩定、堅持、努力的黑馬？可以考慮考試
分發入學 

 

 

 

 

 

 

     

     

相較其他升學管道具優勢
的地方？ 

需要注意的地方？ 

1、可透過較優勢考科的排 
      列組合，進入理想校系 

1、學測成績在某些校系被當 
      作檢定門檻，因此學測表 
      現仍需要注意 

2、花費較少、無須額外準 
      備資料 

2、準備考試時間較長、也需面 
      對同學較早考上的心態調適 





輔導室102學年度 
為高三學生安排之生涯資源 

生涯規劃課程─安排讀書計畫、各大學學群介紹、   

                              備審資料準備、面試技巧等等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瞭解自己對大學學群之興趣 

生命教育講座：如何適應高三生活？ 

教授開講系列活動─邀請各大學教授 

                              進行學校、科系介紹 

歷屆甄選入學級分彙整手冊─查詢 

                       歷屆學長姐甄選入學之 

                       學測分數 



輔導室102學年度 
為高三學生安排之生涯資源 

傳承展新翼：大學甄選入學試題與經驗分享彙編
集─瞭解歷屆學長姐讀書心得與甄選入學經驗 

歷屆學長姐備審資料 

大學簡介、各種入學管道簡章、 

   生涯相關雜誌供參考 

輔導室下學期舉辦「模擬面試」 

 

 

 

 

 





 

 

 

 

     

     







了解孩子的心路歷程 

抉擇的不安 

校內外競爭的壓力 

準備甄選入學及校內課業
之雙重負荷 

等待結果的焦慮 

錄取後的自我定位 

未錄取的失落感 
 



您可以為孩子做什麼？ 

「讀書操之在孩子，父母能給的就是支
持」：溫馨接送，照料日常生活 

不要著急於孩子的模擬考結果，每個孩
子有他自己的學習步調和進步空間 

協助孩子心情穩定，每天讀書，累積實
力，能倒吃甘蔗—漸入佳境 
 



若您發覺孩子有下列情形， 
歡迎轉介孩子來輔導室晤談 

情緒緊繃吃不下/吃太多，
睡不著/嗜睡 

面對考試感到焦慮，無法專
心、坐立不安等… 

無精打采、情緒低落、話少 

敏感易怒 

常常因小事而哭泣 

 



簡報結束 

感謝辛苦的高三家長與導師 

陪伴孩子們走過高三這重要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