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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18:30 報到 

19:00 校長致詞 

19:10 升學管道說明 

20:00 教務處報告 

20:10 各班導師座談 

升學管道說明 

1 

3 

2 學測 
1/17-18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四技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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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繁星推薦 

01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報名資格：全程就讀同一間高中 
          學術學程、音樂、美術 

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全校排名50%內 

不需要備審資料與面試(醫學、牙醫系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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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繁星推薦作業流程 

拿到學測成績 
2/24(一) 

術科2/25(二) 

公告校內初選序 
校內志願試填 
2/25(二) 

校內初選作業 
3/3(二) 

音美：3/4(三) 

校內報名 
3/4(三) 

音美：3/5(四) 

甄選委員會作業 
放榜 

3/18(一) 
放棄入學資格 
3/23(一) 

2/25(二)公告校內初選序&志願試填 

召開大學繁星校內初選說明會 

公佈校內初選次序並進行校內志願試填 

百分比相同者，依下列順序參酌： 

學測成績：4科總分→英→國→數→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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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每人只可以填一校一群 

大學繁星推薦填寫志願序注意事項 

1 一定要符合學測、英聽檢定資格的才可以填。 

2 
每間學校的每個學群都有填寫報名志願序的上限個數，
請務必參考簡章。 

3 要上網參考去年通過篩選資料。 

4 
可報名的科系可用www.cac.edu.tw/star109/query.php查詢 
輸入自己的百分比、學測、英聽、術科成績即可 
(2/24下午開放，術科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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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第一輪 

1% 

第二輪 

2% 



6 

校系分則查詢 

依考生條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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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國立臺灣大學 2%-2 中文系 6%-1 1%-1 農化系 

國立臺灣師大 
3%-2 機電工程系 
5%-2 學習科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2%-3 農藝系 
7%-1 生科系 

國立成功大學 
3%-1 化學系 
5%-1 

東吳大學 
12%-2 政治系 
13%-2 巨量資料管理系 

國立政治大學 2%-1 金融系 

高雄醫學大學 21%-1 醫務管理暨資訊系 
*有列出學系表示該生錄取 

去年本校繁星推薦結果 
94位報名，錄取68位(含音美) 

學校名稱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中原大學 
18%-2 企管系 
26%-2 

16%-2 資訊工程系 
48%-1 

東海大學 
13%-3 國際經營管理
系  
14%-3 歷史系 

27%-1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系 

35%-3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系 

國立清華大學 
4%-3 教育與學習科
技系 

1%-1 電機工程系 

中國醫藥大學 1%-3 藥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7%-2 土木工程系 

淡江大學 
7%-3 企管系 
8%-3 經濟系 

21%-3 物理系光電組 
22%-2 化工與材料系 

逢甲大學 
20%-2 企管系 
27%-2 運輸物流系 

33%-2 
49%-1 

國立中央大學 8%-1 數學系 5%-3 生科系 

*有列出學系表示該生錄取 

去年本校繁星推薦結果 
94位報名，錄取68位(含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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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中國文化大學 
28%-3 國際企管系 
38%-2 大傳系 

42%-3 資傳系 
43%-2 化工與材料
系 

靜宜大學 
37%-1 觀光事業系 
37%-3 

大同大學 
23%-(1)事業經營系 
45%-2 

輔仁大學 
6%-2 英文系 
12%-1 織品系行銷組 

21%-2 
24%-3 

國立海洋大學 
9%-2 電機系 
17%-1 系統工程造
船系 

國立彰化師大 10%-1 特教系 

中山醫學大學 
4%-2語言治療系 
13%-1 

*有列出學系表示該生錄取 

去年本校繁星推薦結果 
94位報名，錄取68位(含音美) 

學校名稱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國立中山大學 11%-2 海洋環工系 

國立台北教大 11%-3 

國立台南大學 24%-2 

國立東華大學 23%-1 歷史系 

臺北市立大學 
14%-2 
30%-2 

國立屏東大學 34%-1 教育系 

國立台東大學 44%-3 應數系 

國立體育大學 19%-2 體育推廣系 

元智大學 33%-3 中文系 
18%-1 資訊學院 
33%-1 

國立中正大學 11%-1 外文系 14%-1 化學暨生化系 
*有列出學系表示該生錄取 

去年本校繁星推薦結果 
94位報名，錄取68位(含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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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銘傳大學 
10%-3 新聞系 
17%-2 企管系數位經營組 

世新大學 
8%-2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 
15%-1 

實踐大學 
22%-3 財金系 
26%-1 

48%-2 資科與通訊系 
48%-3 資管系 

國立暨南大學 20%-1 

真理大學 43%-1 法律系 

國立台北大學 
4%-1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 
10%-2 *有列出學系表示該生錄取 

去年本校繁星推薦結果 
94位報名，錄取68位(含音美) 

學校名稱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國立嘉義大學 22%-1 機械與能源工程 

慈濟大學 46%-2 社工系 

台北醫學大學 9%-1公衛系 

佛光大學 49%-2 外文系 

亞洲大學 50%-3 資訊傳播系 25%-2 

國立宜蘭大學 39%-1 外文系 

馬偕醫學院 19%-1 

國立金門大學 31%-1 華文系 
*有列出學系表示該生錄取 

去年本校繁星推薦結果 
94位報名，錄取68位(含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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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 第四學群-音樂 

學校名稱 可填志願數 

東海大學 1 

輔仁大學 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1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 

國立台東大學 1 

實踐大學 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1 

真理大學 2 

國立嘉義大學 1 

繁星推薦 第五學群-美術 

學校名稱 可填志願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2 

中原大學 2 

東海大學 1 

國立清華大學 3 

輔仁大學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2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 

學校名稱 可填志願數 

國立台南大學 2 

國立東華大學 1 

國立屏東大學 1 

國立台東大學 1 

大葉大學 3 

實踐大學 6 

長榮大學 2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4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1 

國立嘉義大學 1 

華梵大學 1 

去年繁星推薦結果(美術)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7%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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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二)校內初選作業 

地點：馬偕廳 

第2節：1%~5% 
第3節：6%~10% 
第4節：11%~20% 
第5節：21%~30% 
第6節：31%~40% 
第7節：41%~50% 
音樂/美術班：3/4(三)時間另行通知 

當天不要 
請假！ 

請依照指定時間抵達，
逾時不候!!視同放棄!! 

當天第8節若要進行改選或補選可至輔導處辦理， 
但不可影響已辦理完成的名單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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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oo 林oo 林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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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隔天3/04（三）中午12:00前 

繁星報名表 
200
元 

逾時不候 
視同放棄資格 

由輔導股長以班級為單位 
                    交給教務處謝君誠老師 

請注意!!!!! 

繁星錄取後，無論是否放棄，都不能參加大學6校系申
請，四技5校系申請。 

繁星錄取後，如果要參加指考，一定要先放棄。 
(最後放棄日期：3/23星期一) 

繁星的校系只要可能比申請的好，或是可能跟申請
一樣，就可以報名看看，至少不用準備備審與面試。 

不要太考慮學校地點，台灣沒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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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可搜尋「繁星推薦」 
www.cac.edu.tw 

大學個人申請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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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報名資格：有參加學測/學術學程/專門學程 

學測成績是否通過檢定要求 
並達到第一階段錄取標準 

準備審查資料、參加各校面試 
(少數學校另有指定項目考試，詳閱簡章) 

分為兩階段 

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東吳大學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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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東吳大學法律系 

假設全台有1000人申請本校系 

從篩選倍率最大的科目篩選 

7>5>3  所以依據數學成績排 

數學最高的 116X7=812人留下 

繼續以篩選倍率排  7>5 

英文最高的 116X5=580人留下 

最後以篩選倍率 3 的國文排 

國文最高的116X3=348人留下 

348人進入第二階段 

招生名額 

116人 

預計 甄試 

人數 3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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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各校系篩選結果 

數學4，英文13 ，國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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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東吳大學法律系 

國文 

英文 

數學 

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東吳大學法律系 

根據大考中心的統計 
每年用到同分參酌 

人數都很少 
所以這部份無須太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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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東吳大學法律系 

非常重要 一定要仔細看 

校系分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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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作業流程圖 

大學公告錄取名
單5/11(一)前 

學生上網登記 
就讀志願序 

5/14(四)-5/15(五) 

公告分發結果 
5/21(四)9:00 

放棄入學資格 
5/25(一) 

每日9:00-21:00 

就算只有錄取一間學
校，也要填志願!!! 

109.3.5(四)上午9點
開始申請個人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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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留
意
各
校
上
傳
日
期 

千
萬
別
忘
了
登
記
志
願 

網路報名系統 

關鍵字可搜尋「大學申請」 
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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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申請入學 

03 

四技申請入學 

報名資格：有參加學測/學術學程/專門學程 

準備審查資料、參加各校面試 
(少數學校另有指定項目考試，詳閱簡章) 

分為兩階段 

依學測加權平均成績進行篩選 
並達到第一階段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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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關鍵字可搜尋「四技申請」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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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申請作業流程圖 

拿到學測成績 
2/24(一) 

選擇想報名的校
系(最多5個) 

3/10(二)前 
校內報名繳費 

4/1(三)10:00 
公告是否通過 
第一階段 

寄發(公告)指第
二階段甄試通知
(各科大自訂) 

學生繳交第二階
段費用(各科大自

訂) 

學生上傳審查資
料(各科大自訂) 

學生參加指定甄
試項目(4/7-30) 

四技申請作業流程圖 

大學公告錄取名
單5/13(三)前 

各校正備取生報到、放棄入學等作業
(各科大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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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說明 

統測 
5/2-5/3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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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報名資格：有參加統測/專門學程 

依統測成績進行篩選 
並達到第一階段錄取標準 

準備審查資料、參加各校面試 
(少數學校另有指定項目考試，詳閱簡章) 

分為兩階段 

關鍵字可搜尋「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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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查詢與下載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作業流程 

5/25(一)前校內
報名繳費 

(最多3個校系) 

6/3(三)10:00 
公告是否通過 
第一階段 

學生上傳審查資
料(各大學自訂) 

學生繳交第二階
段費用(各大學自

訂) 

學生參加指定甄
試項目(6/12-28) 

7/1(三)10:00 
公告錄取名單 

公告分發結果 
7/8(三)10:00 

學生上網登記 
就讀志願序 

7/1(三)10:00-
7/4(六)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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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 

05 

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 

報名資格：有參加統測/專門學程 

依統測成績選填志願(可填199個)，
後進行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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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可搜尋「四技二專登記聯合分發」 

https://www.jctv.ntut.edu.tw/union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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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作業流程 

5/25(一)前校內
報名繳費 

7/9(四)-7/20(一)
網路填選志願練習 

7/23(四)10:00-
7/28(二)17:00 

填選登記志願(正式) 

7/23(四)10:00 
實際招生名額及各招生群(類)別之校
系科(組)、學程考科成績權重組合人
數累計表公告 

公告分發結果 
8/4(二)10:00 

升學管道說明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專門學程)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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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校院繁星計畫 

06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 

1 

2 

報名資格：全程就讀同一間高中 

修滿專門學程科目25學分以上(五學期) 

3 成績在各學程的前30%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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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校院繁星計畫 

3 

校內初選辦法 

排名在各學程前30%以內，

各學程取第一名，共計6名 

商經 

幼保 

美語 

廣設 

資訊 

日語 

另9名則由在校成績前5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群百分比取前9名 

每校最多可推薦15名學生參加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 

1 在校學業成績(包含專業科目) 

2 競賽、證照、語文能力檢定等 

3 學校幹部、社團參與、社會服務、志工等 

4 每個人可選填25個志願 
一旦錄取， 

不管有沒有放棄， 
都不能參加甄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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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校院繁星計畫-108年榜單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薦15名學生 
其中12名錄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應用英語系 

文藻外語大學 日文系、英文系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幼保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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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技優甄審 

1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獲各職類優勝名次 
或參加國際科技展覽成績優異，獲推薦並持有證明。 

2 獲選為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正（備）取國手， 
並持有證明。 

3 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含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各職類優勝名次。 

4 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個人競賽 
優勝名次，且在分配參加甄審名額以內名次。 

報名資格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 

5 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成績優異， 
且獲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推薦。 

6 參加其他由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主辦之全國性各項技藝技能競賽 
獲各職種（類）優勝名次。 

7 領有政府機關頒發之「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8 

報名資格 

其他參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相關競賽優勝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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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技優甄審 

各校自訂甄試內容，可能是面試、實作、書面資料審查等。 

每人可選5個志願 

上網登錄資料：5/7(四)10:00-5/13(三)17:00 

網路報名日期：5/21(四)10:00-5/27(三)17:00 

輔導室 李筑伃 

2620-38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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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淡江高中 
108學年度第2學期 

家長懇談會-教務處報告 
報告人：教務處黃維彥主任 

 

73 

74 

一、109學年度大學入學與四技科大重要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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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學期規劃 

76 

二、本學期規劃 
• 晚自習(3/16)-K書中心 

• 周六上課(3/28) 

• 模擬考 

• 指考衝刺班-預計四月初開始 

• 主任與導師更多的愛心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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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努力的學生+老師的陪伴+軍事化的管理 

=對得起學生家長的指考榜單 

榜單，請見本校網站…………. 

78 

參與指考衝刺班家長及學生須配合下列規定： 

• 報名後只有退訓沒有退費，無決心者勿報。 

• 相關費用由參與學生共同分攤。 

• 能配合周六到校課程安排。 

• 畢業典禮後仍須到校上課。 

• 遲到、早退者記點1次。 

• 上課時不得睡覺、吃東西、使用電子產品，一經查獲記點1次。 

• 事病假記點2次，持就醫證明者不予記點。 

• 凡記滿10點者退訓。 

• 不服從管教者立即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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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三、大家一起努力……….. 
 

支持孩子，支持老師，支持學校 

別忘了給孩子跟自己一杯熱牛奶 

80 



 109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各項考試與招生一覽表

類別 考試或招生項目 簡章價格 簡章發售 報名時間 報名費用(估) 考試日期 考試成績使用與招生成績採計方式 備註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 108/9/2-6 $350 108/10/19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 108/11/2-8 $350 108/12/14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50
108/8/2

(三合一)

108/10/25

-11/7
$1,050 109/01/17-18

大學繁星推薦檢定、比序

大學個人申請檢定、篩選、採計、同分參酌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檢定(部分科系)

四技申請入學採計、同分參酌

【大學繁星、個人申請參採最多4科】

考5科：$1,050

自行選考(指考同)

基本費：$200/人

考科費：$170/科

大學術科測驗(音樂組) $3,350 109/1/31-2/3 報考5項目

大學術科測驗(美術組) $1,800 109/2/8-9 報考5項目

大學術科測驗(體育組) $1,150 109/1/20-22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考5科) $1,050 原第二、四類組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考6科) $1,220 原第一、三類組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10科全考) $1,900 原三跨一類組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80 108/11/12 109/03/11-12 $200

無

(第8類學群

需參加面試)

在校成績百分比(總平均、單科)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共61個科系)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參採最多4科)

109/03/23-24 ＄100/系 無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共47個科系)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參採最多4科)

第一階段

倍率篩選

依大學規定時

間上傳審查資

料與繳報名費

$500-$1500

(各校系自訂)

109/04/10-28

(面試日期各大

學自訂)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部分科系)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第二階段

指定項目甄試

$100 108/11/12
購買大學考試

分發入學簡章

$40 109/5/7
購買大學考試分發

入學相關資訊

※以上各項考試、招生入學相關日期、簡章價格、報名費等皆以109年簡章為主。 製表：謝君誠

108/10/25

-11/7

大學繁星推薦檢定、比序

大學個人申請檢定、篩選、採計、同分參酌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採計、同分參酌

(以上均為部分相關科系)

$50
108/8/2

(三合一)
109/5/19-28 109/07/1-3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採計、同分參酌

招生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180 108/11/12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

109/07/24-28

(網路登記就讀

志願序)

＄170

(網路登記費)

考試

$50

108/08/02

(英聽測驗、

學測、指考

三合一)

大學繁星推薦檢定(共61個科系)

大學個人申請檢定(共47個科系)

大學個人申請審查資料(部分科系)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檢定(部分科系)

$30 108/8/2

109/07/24-28

(網路登記就讀

志願序)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部分科系)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部分科系)

大學術科測驗(部分相關科系)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109大學考試、招生入學等相關考招業務，請洽教務處謝君誠老師，分機113。

※最後更新日期：2019/09/03



考試或招生項目 簡章價格 簡章發售 報名 時間 費用 備註

$40/已訂購 $1050-$1420 考試日期

$1100-$1470 109/5/2-5/3

$150/已訂購 須參加大學學測

12/10開放網路下載 至多5個校系

只限網路下載 放棄錄取資格期限5/18

https://www.jctv.ntut.edu.tw/star/ 未放棄不得參加甄選入學

只限網路下載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

只限網路下載 200$              不採計統測、學測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42/ 收費上限$500

只限網路下載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

$70/已訂購 須參加統測

12/10開放網路下載 至多3個校系

$70/已訂購

12/10開放網路下載

學生網路登記志願 109/7/23-7/28

1.資料來源：109年度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招生宣導會議資料。

2.上列為109學年度科技校院相關考試與招生資訊，僅供參考，日期若有錯誤或變動以109學年度簡章為準，請務必詳閱簡章。

聯合登記分發 108/12/10起
校內集報 109/5/25止 220$              

500$              

200$              

特殊選才 108/11/28起 學生網路報名 108/12/23-108/12/27

技優保送 108/12/10起 學生網路報名 109/1/2止 200$              

甄選入學 108/12/10起 校內集報 109/5/25止

繁星計畫 108/11/28起 學生網路報名 109/2/20-109/3/10

技優甄審 108/12/10起 學生網路報名 109/5/7-108/5/13

四技申請入學 108/12/10起 校內集報 109/3/10止 1校系/$100元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各管道報名資訊

統一入學測驗 108/11/15起 校內集報 108/12/20止



私立淡江高中 108學年度下學期 模擬考 考程資訊

序號 名稱 日期 類別
考試

範圍

應考

班級

1
高三統測模擬考

[智業 第三次]

2020.03.02（一）

2020.03.03（二）
專門學程 詳見範圍表

資訊三、商經三、

幼保三、廣設三。

2
高三統測模擬考

[智業 第四次]

2020.03.26（四）

2020.03.27（五）
專門學程 詳見範圍表

資訊三、商經三、

幼保三、廣設三。

3
高三統測模擬考

[智業 第五次]

2020.04.13（一）

2020.04.14（二）
專門學程 詳見範圍表

資訊三、商經三、

幼保三、廣設三。

4

高三指考

第一次模擬考

[翰林 E7]

2020.05.04（一）

2020.05.05（二）
學術學程 指考範圍

學生自費報名者

(未收在學費中）

5

高三指考

第二次模擬考

[翰林 E8]

2020.05.27（三）

2020.05.28（四）
學術學程 指考範圍

學生自費報名者

(未收在學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