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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多元入學重要時程表(109年11月中至110年5月)
編
號

日期

1. 109.11.12(四)起
2.
3.
4.
5.
6.
7.
8.
9.

109.11.16(一)~109.11.20(五)
109.11.20(五)
109.11.23(一)~109.11.27(五)
109.11.27(五)
109.12.08(二)~109.12.11(五)
109.12.12(六)
109.12 月中旬
110.01.22(五)~110.01.23(六)

10. 110.01.25(一)~110.02.04(四)
11. 110.02.18(四)
12. 110.02.25(四)
13. 110.03.02(二)~110.03.03(三)
14. 110.03.02(二)~110.03.03(三)
15. 110.03.02(二)~110.03.07(日)
16. 110.03.04(四)上午 11 點
17. 110.03.05(五)

項目

「繁星推薦」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22. 110.04 月上旬
23. 110.04.09(五)

發售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註冊組

每一考生至多可申請 6 校系

註冊組
註冊組
註冊組
輔導室
註冊組

1.「繁星推薦」錄取生((牙)醫學系除外)
不論放棄與否，不得參加「個人申請」
2.請於辦妥後告知註冊組統整榜單
資料認證：請攜帶正本及影本至發獎單
位認證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含校系代碼、入學分發登記繳費單及重
要公告等。*日期為暫定

110.04.14(三)~110.05.02(日) 1.「繁星推薦」第 8 類學群第 2 階段面試
各大學
2.「個人申請」各大學校系辦理指定項目甄試
*不限週五、六、日
1.大學寄發「個人申請」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1. 請 同 學 點 選 學 校 首 頁 生 涯 資 訊 室 網
2.通過「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同學繳交第二階段
站，參閱相關升學備審資料及經驗分享。
各大學
指定項目甄試費並寄送審查資料或證明
25. 各大學自訂
2.請同學自行依照校系分則完成繳費報
3.個人 5 學期成績單(「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備審資
名、資料寄送。
料)請至新校務行政系統下載
大學自訂(詳校系分則)甄選總成績複查
大學公告「個人申請」錄取名單並寄送甄選總成績
各大學
26. 110.05.10(一)前
截止時間(郵戳為憑)
單
甄選委員會
「繁星推薦」統一公告第 8 類學群錄取名單
27. 110.05.12(三)
「個人申請」正備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
高三同學
28. 110.05.13(四)~110.05.14(五)
序
指定科目考試報名作業：
「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錄取者，於
各班報考資料確認預計 4 月初開始作業，請依註冊
110.05.20(四)～110.05.26(三)至註冊組
註冊組
29. 110.05.18(二)~110.05.24(一) 組規定時間辦理(一次確認資料，一次確認資料及收
辦理指考報名費退費
報名費)，個人申請未確定上榜者請先報名指考、繳
費，確定上榜後 5/26(三)前可全額退費。
甄選委員會
公告「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
30. 110.05.20(四)
1.繁星推薦第 8 類學群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甄選委員會 於 110.05.24(三)前報名指定科目考試
31. 110.05.24(一)
2.個人申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24.

「繁星推薦」牙醫學系於去年
由第三類學群改為第八類學群，
需要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此外，通過牙醫學系第一階段
篩選的考生，不能報名當年度
「個人申請」同一所大學的牙
醫學系。

超額篩選方式做調整

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一階段同級分（分數）超額
篩選，除採用現行「校系所訂
檢定、篩選、採計之學測科目
級分總和」外，校系可再就其
參採的學測科目中，擇訂同級
分（分數）超額篩選的學測科
目及順序。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的「審查資料
項目」，為銜接111學年度學習
歷程檔案（基本資料、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學習
歷程自述、其他等6項），於分
則表內以 A~R 代碼表示。同學
要記得依校系規定準備審查資料。

及第 8 類學群通過第 1 階段篩選結果

公告「個人申請」第一階段(學測、術科成績)篩選結
果
模擬面試

21. 110.03.31(三)

備註

「考試入學」
、
「個人申請」
、
集體訂購「繁星推薦」
以班級為單位集體訂購發放
註冊組
簡章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輔導室
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臺大醫學院
教學組
高三學測國文作文演講(二)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輔導室
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臺大電機資訊學院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輔導室
國內大學科系介紹－交大、陽明
暫定，請以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為準
輔導室
國內大學科系介紹－臺大管理學院
大考中心 109.12.24(四)寄發英聽測驗(2)成績單
英聽測驗(2)
註冊組
公告「繁星推薦」校內甄選辦法
大考中心
學科能力測驗考試
110.02.26(五)寄發術科成績單
術科考試
110.02.26(五)~110.03.03(三)申請術科考
體育組(1/25~1/27)
術科委員會
試成績複查
音樂組(2/1~2/4)
110.03.10(三)術科成績複查結果
美術組(1/29~1/30)
第二學期開學
1.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發放學測成績單
110.02.25(四)~110.03.02(二)申請學測成
2.發放個人 4 學期成績單(繁星推薦報名用)電子檔
績複查
註冊組
3.個人 5 學期成績單(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備審資料)
110.03.08(一)學測成績複查結果
請至新校務行政系統下載
註冊組
「繁星推薦」校內甄選送件(申請同學自行送件)
註冊組
香港城市大學校內甄選送件
每一考生至多可申請 6 校系
註冊組
校內報名系統填寫「個人申請」志願
註冊組
「繁星推薦」校內撕榜作業
110.03.17(三)公告第 1~7 類學群錄取名單
註冊組
收繁星推薦學生「報名資料調查表」與報名費

18. 110.03.09(二)~110.03.10(三) 「個人申請」繳費及報名
繁星推薦第 1~7 類學群錄取生可辦理退費
19. 110.03.17(三)~110.03.18(四)
繁星推薦第 8 類學群第 1 階段篩選通過生可辦理變更
20. 110.03.22(一)

執行
單位

繁星推薦牙醫需面試

如上圖舉例所示：該系同級分超額篩選時，先以「學測國英數之總和」來篩選，若仍超額，則繼續
以「學測數學級分」來篩選出通過第一階段的考生。
該系審查資料項目：基本資料 ( A )、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E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有利審查之資料 )。

升學相關網站
生涯資訊站是提供本校學生升學的重要參考網站，如下圖從左至右依序所示：請先進入本校網頁找
到生涯資訊站室。
輸入學號及身份證字號即可進入。在生涯金三角的左下環境處點選進入，即可看到學長留存給學弟
參考的二階準備資料文件或經驗分享。

【學長分享】找到自己的學習步調─讓學測準備更有效能
第72屆畢業生 王冠中 （現就讀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學系）撰寫

各位學弟大家好，我是109年６月畢業的學長王冠中，目前就讀於臺大牙醫系。相
信各位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心情已經在一個面臨大考將至而忐忑不安的心境。考慮到
本文刊出的時間點，所以將主要會琢磨考前衝刺的建議、應考秘訣，與學測結束後可以
做的準備。希望文中資訊能夠幫助到學弟們，也希望以後你們能不吝分享自己在大考準
備中的心法給未來的建中學弟。



應考的那八十分鐘內，就是你實力的展現。只要你有充足的準備，我認為以建中生的
實力實在不需多慮。若當下遇到無法迎刃而解的題目，適當地跳過再回頭想也是一種智慧。
切記，60級分不是指全對，你不需要每一題都寫對，而是要盡可能寫對多一點題目。最後，
務必蓋住自己的答案，假裝重新答題般地檢查兩到三次，如此一來，相信大家都可以充滿
自信地步出考場。

一、考前衝刺，我該怎麼做？




維持讀書節奏：

三、二階準備，解脫差一步！

相信這個時間點，大家都已經找到自己讀書的節奏，並且也有固定的讀書地點跟時間
分配。接下來，我會建議繼續照著既定的節奏前進。但如果第一和第二次模考後發現有些
科目的進度亮紅燈，也要設立停損點，調整行程把進度追回來。在最後一次段考完，老師
們會給予請長假的權利，不管你是要在學校讀、家裡讀、補習班，最重要的是「不要改變
你的讀書節奏」，考前懈怠往往會導致解題的敏銳度下降。記住，考前務必每天寫各科的
模考題或是歷屆試題一回，每天寫一篇英文和一篇中文作文，將讀書直接比擬為大考當天
的情形，自然就能在考試當天100%發揮實力。



檢視基本觀念：



學測結束
有信心的同學可以好好地享受自己的假期，覺得自己表現不佳的同學也可以趁此時整
理心情，決定是要繼續走申請或是毅然決然指考。決定要申請的同學，請開始蒐集自己學
習歷程中的表現證明，並且開始構思備審資料的初步架構。最理想的狀況是，在寒假結束
前產出一份備審的草稿，開學後可以有充裕的時間跟班導還有輔導老師討論。像是牙醫系
有術科考試及生物化學的筆試，我當時也是大概這個時候開始做準備。

成績公布
這時就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分水嶺。以下用一張圖表概括：

回顧往年的學測，鮮少有出題涵蓋偏門冷僻的概念或是解法。對付這種考試，最重要
的是熟悉基本概念跟解題手法，所以不妨再回去看看你以前所寫過的題本。題本上的檢討
註釋都是你曾經會卡住的癥結，再度複習會幫助你不再陷入困境。如果遇到寫錯的題目，
請在心裡分析「我是粗心還是不會？不會的話，我是哪一步卡住？還是整題都看不懂？」
根據你犯錯的類型去做檢討，太難太冷僻的考題就別費心糾結，如此就可以縝密且有效率
地達到「不貳過」的效果。



考試想什麼?

覺得自己會考好

注意身體健康
最後但卻也最重要的，務必保持健康。喜歡打球的同學，請盡可能降低打球的頻率，
或是從推土機打法改成射手型打法來減少碰撞。慢跑也是一種不易受傷又能達到運動效果
的方式。早睡早起，調整你的作息，並且勤加洗手戴口罩，你永遠不知道傷病會不會上門，
但你的責任是保持健康直到學測考完。

二、學測當天，注意些什麼?


結
果
考
好

大神型選手，可能是學測完就有在
準備，此時完美銜接，可以著手進
行備審的修改跟面試筆試的準備。

恭喜你！強運型選手也是實力，但在
建中比較少見。如果你是，別停下腳
步，趕緊開始準備你的備審資料。

結
果
炸
開

建中型選手，準備在指考戰場上大
肆屠戮。如果有餘裕，有些人可能
還是會選擇申請夢想科系，並且一
邊準備指考。

狂戰士型選手，本文可能已經對你幫
助不大，但因為有自覺而提早開始準
備指考，通常最後會有不錯的結果。

接下來根據你們的總級分、掉的級分，會進行第一階段六個志願的登記分發，決定是
否通過進入二階比序。比序的項目都可以參考學校統一訂購學測申請簡章，根據裡面的資
訊去做校系的登記選擇。

考前讀什麼？
考試鈴響前的空檔非常地重要，我認為休息放空或是自習都是很不錯的選擇，不建議
與同學聊天或是討論考試的答案。至於讀什麼，我認為自己的錯誤本就是很好的素材，能
夠快速地瀏覽自己半年來累積的經驗。所以從現在到考前，大家可以想想看，有沒有你最
依賴的一本講義或筆記能夠幫助你考前快速地複習，考前只要讀它我覺得就足夠了。

覺得自己炸開



二階
如果有幸地通過一階登記分發，接下來就是一連串地二階甄試準備。我接下來會分成
備審資料和面試來做討論。

【學長分享】找到自己的學習步調─讓學測準備更有效能
備審資料最重要的就是展現你為什麼適合本科系。首先，請務必查閱各系所對於備審資
料的規定審查項目。接下來，你必須要在備審資料中呈現你的「動機」，是因為興趣？因為
重要他人？還是因為其他原因？動機直接地反映你對於這個系的看法或是態度，這些都是教
授會好奇的部分，不需要光怪陸離，但是要是內心真切的想法。至於在題材的部分，大家可
以放入自己在學習、社團、競賽、服務上的各種表現證明，最重要的是，這些素材必須要能
連接到適合這個系的特質，例如：自己在美術上的造詣可以連接到牙醫系需要手巧細心的特
質。備審資料的製作不是一蹴可及的，學弟們可以跟家人、班導、輔導老師討論，不斷地去
蕪存菁直到確定完稿版本，也可以跟朋友互相參閱學習好的內容或是排版。詳細章節的編排，
可以參閱本文的附件。
至於面試的部分我也使用圖表將題目簡略的分成三部分，並且以我當時面試牙醫系的題
目做舉例。各科系的面試題目請上輔導室生涯資訊站，會有歷屆學長匯集的資源，可以多加
利用。

類型

舉例

其他像是筆試、實驗操作、術科考試，因為種類繁多且我也不全盤熟悉，故需要請學弟
屆時自行去了解。學校內會有開設醫科實驗、物理、數學、素描等二階的課程，也是可以善
加利用的資源。例如牙醫系的術科準備，我則是自行到坊間的補習班補習，這方面的資訊也
可以在生涯資訊站中獲得。

最後，祝福學弟們都能夠在大考這場仗中贏得漂漂亮亮，並在未來，把你們這段
時光的體悟再分享給之後的學弟，讓建中能夠承先啟後，變得越來越好。

附件一

答題重點
附件二

個人題

請以一分鐘介紹你自己。
請用三個理由說明你為何適合本系。
就你參加過的這些競賽與服務表現，說明它們跟就讀
本系的關聯在哪裡。

1.展現你的特質
2.說明你在想要就讀的動
機

專業題

對於近日政府的防疫措施，你有什麼建議？
你是否有聽過數位牙科，請說明你對於數位牙科的認
識？
請問牙醫師在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職責是？

1.對於科系的概況和產業
生態的瞭解
2.是否有關心相關時事

怪題

請用英文簡述細胞與病毒的不同。
請問組成你生命最重要的五大元素是什麼？
若今天你是偏鄉醫服團的籌畫人，你會如何規劃行程
與分派人手？

1.能否以OO系的學生的
思維做思考
2.臨場的應答思辨能力

面試前，學弟們會需要做足很多準備。英文中文的自我介紹、面對一些基本題型的應答
素材、專業知識的補充，我建議大家可以將閱讀過的素材像讀書一樣匯集成筆記本，以供你
在每場面試前都可以複習。很多人說面試是我們建中生的罩門，其實就算是不善言辭的人，
只要勤加揣摩口說表達，展現你的邏輯、條理，還有充分地研究你想要申請的科系，在學測
成功出線是非常有機會的。推薦學弟們多多參加校內所舉行的模擬面試，這是屬於建中的寶
貴資源，能夠練習跟大學教授面對面對談。而想申請醫學相關科系的同學，也記得加入校內
的ＭＤ模擬面試社團，每周都會有跟來自建北的強者練習面試的機會，多聽多思考，就能漸
漸掌握到面試應答的重點與技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