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升學 





考試項目介紹 

學測 英聽 術科 統測 指考 
（升大學） （升大學） （升大學） （升科大） （升大學） 

考試時間： 

109/1/17~ 

109/1/18 

考試時間： 

108/12/14 

考試時間： 

美術組  

109/2/8～2/9 

體育組 

109/1/20~1/22 

音樂組  

109/1/31～2/3 

考試時間： 

大約5月初 

考試時間： 

109/7/1~109/

07/03 

★校內報名時間： 

10月中旬 

★校內報名時間： 

10月中旬 

★校內報名時間： 

10月中旬 

★校內報名時間： 

12月中旬 ★校內報名時間： 

5月中旬 

Ｑ：如何選擇考試項目？ 

Ａ：考生需先了解自己想要就讀的校系需採納那些考試成績後再去選擇考試項目 



考試項目介紹－學科能力測驗(學測)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由考生依大學校系規定之考生可自由選考每科成績均採級分制， 

每科最考15級分 

 

 

★國文科與英文科測驗範圍至第五 學期，其他科為高一至高二必修課程 

★國文科包含「國文（選擇題）」與「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獨立施測） 

★學測成績可提供大學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及四技申請入學（限藝術群） 、各校獨立招生、進修 

學士班申請入學等各項招生管道採用 

範例 

※※範例校系採計國文、數學、自然、英文成績，因此 

考生需要選考這幾科目外加英文聽力。 



考試項目介紹－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英聽) 

●高一、高二英文成績採等級制： A 、 B 、 C 、 F 

 

 

 

★英語聽力測驗成績納入大學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之檢定項目 

★部分學系納入個人申請的審查資料參採項目 



考試項目介紹－術科考試(術科) 

●分音樂、美術、體育三組 

音樂及美術兩組各分五項個別計分，考生可自由選考。體育需全部應考。 

 

★術科考試成績可提供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及單獨招生使用 

 

音樂 分為主修、副修、樂理、聽寫、視唱等五項 

美術 分為素描、彩繪技法、創意表現、水墨書畫、美術鑑賞等五項 

體育 60公尺立姿快跑、20秒反覆測步、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立定
連續三次跳、1600公尺跑走 



考試項目介紹－統一入學測驗(統測) 

科系 對應考試群組 

汽車科 02動力機械群 

資訊科 
0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觀光事業科 17 餐旅群 

藝術群 20 藝術群影視類 

●考生可自行選擇考群 

 

★各科系所對應的考試群 



 02 動力機械群 

共同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C 

專業科目(一) 應用力學、引擎原理及實習 

專業科目(二) 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 

費用 

一般生 $1050 

中低收 $420 

低收入戶 免費 

汽車科 

考試項目介紹-統一入學測驗(統測) 



0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04 電機與電子 

共同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C 

專業科目(一) 電子學、基本電學 

專業科目(二) 
03 電工機械、電子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 

04 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電子學實習、計算機概論 

費用 

一般生 $1050 

中低收 $420 

低收入戶 免費 

資訊科 

考試項目介紹－統一入學測驗(統測) 



17 餐旅群 

共同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B 

專業科目(一) 餐旅概論 

專業科目(二) 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 

費用 

一般生 $1050 

中低收 $420 

低收入戶 免費 

觀光事業科 

考試項目介紹－統一入學測驗(統測) 



20 藝術群影視類 

共同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S 

專業科目(一) 專業藝術概論 （影視） 

專業科目(二) 展演實務（影視製作概論） 

費用 

一般生 $1050 

中低收 $420 

低收入戶 免費 

藝術群 

考試項目介紹－統一入學測驗(統測) 



考試項目介紹－指定科目考試(指考) 

●國文、英文、數甲、數乙、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公民各科滿分為 100 分 

 

 

★各科測驗範圍包括高一至高三必修與選修課程 

★由考生依大學校系指定之考科自行選考（選考科目不得少於3科，報考術科者不得少於2科）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提供考試分發或大學進修學士班採用 

範例 

※※範例校系採計國文、英 

文、生物成績，因此考生需 

要選考這幾科目。 



本

校

學

生

升

學

管

道 

非透過測驗 

技職繁星 

技優保送 

技優甄審 

四技二專特殊選才 

透過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個人申請入學 

四技申請入學(限藝術群) 

統一入學測驗 

甄選入學 

登記分發 

指定科目考試 考試分發 

考學測申請大學 
一位學生最多報名6校系 

考學測申請科大 
一位學生最多報名5校系 

考統測申請科大 
考群對應想就讀之校系招生群類 
一位學生最多報名3校系 

考統測分發科大 
考群對應想就讀之校系招生群類 

一位學生最多報名199校系 

符合學校校內推薦機制 

需要有證照或是競賽獲獎 

109學年升學管道 

符合簡章內各校系規定條件 

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 
考生可自行選擇考科 



考試項目費用 

學測 英聽 術科 統測 指考 
（升大學） （升大學） （升大學） （升科大） （升大學） 

一般生： 

基本費200元+170元/科 

中低收： 

基本費80元+68元/科 

低收：免費 

一般生：350元 

中低收：140元 

低收：免費 

一般生： 

基本費150元+應考項目 

 

中低收： 

基本費60元+應考項目 

低收：免費 

一般生： 

基本費200元+170元/科 

中低收： 

基本費80元+68元/科 

低收：免費 

一般生：約1050元 
(依照所選的考群收費) 

中低收：約420元 
(依照所選的考群收費) 

低收：免費 





入學管道－時程表 

•校內報名時間：約109年2月   ˙網路報名：約109年3月     

•全國排名：約109年4月           ˙登記志願：約109年4月 

•放榜：約109年４月 

技職繁星 

•報名時間：約109年1月            ˙成績排名查詢：約109年1月 

•登記志願：約109年1月            ˙放榜：約109年１月 

 

技優保送 

•繳費時間：約109年5月           ˙甄選時間：約109年6月 

•公告正備取：約109年6月       ˙放榜：約109年7月 
技優甄選 

•報名時間：約109年3月           ˙甄選時間：約109年4月 

•放榜：約109年5月 
個人申請入學 

•報名時間：約109年3月           ˙甄選時間：約109年4月 

•放榜：約109年5月 
四技申請入學 

•報名時間：約109年5月底           ˙上傳備審/甄試時間：約109年6月 

•放榜：約109年月7月 
甄選入學 

•報名時間：約109年7月底           ˙填寫志願：約109年7月 

•放榜：約109年月8月 
登記分發 

•報名時間：約109年5月           ˙填選志願：約109年7月 

•放榜：約109年8月 
考試分發 



入學管道介紹－技職繁星 

●每校推薦15名學生，依學校推薦順序，進行四輪分發錄取作業 

 

★推薦資格 

1.各高級職業學校應屆畢業生 

2.在校學業成績（前五學期成績）排名在各科前30%以內 

3.全程均須就讀同一學校 

※※經本委員會分發錄取之錄取生，無論放棄與否，一概不得參加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入學管道介紹－技職繁星 

★校內推薦評選辦法 



入學管道介紹－技職繁星 

★分發作業 

依學校推薦順序，進行四輪分發錄取作業 

 

1.取各校推薦第一順序考生進行第一輪分發，其比序排名及所選填登記就讀志願序，進行各校系招 

生名額分發。 

2.取各校推薦第二順序考生進行第二輪分發，其比序排名及所選填登記就讀志願序，進行各校系招 

生名額分發。 

3.取各校推薦第三順序考生進行第三輪分發，其比序排名及所選填登記就讀志願序，進行各校系招 

生名額分發。 

4.其餘考生進行第四輪分發，其比序排名及所選填登記就讀志願序，進行各校系招生名額分發。 



入學管道介紹－技優保送 

●不採計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符合簡章所訂之「保送之技藝技能競賽優勝職種」並獲得獎 

項者得參加 

 

★分發作業： 

1.此招生管道依據競賽獲獎名次排名來填寫志願序分發科大 



入學管道介紹－技優甄選 

●不採計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符合簡章所訂之「甄審之技能競賽優勝及技術士職種」並獲 

得獎項者得參加甄選 

 

★分發作業： 

1.考生須先通過簡章所訂之規訂定資格 

2.報名校系並繳交指定甄審資料/參加甄審 

3.分發放榜 



入學管道介紹－個人申請入學 

●依據學測成績 

 

★考生自行申請志趣相符之大學校系， 每人以申請 6 校系為限 。 

第一階段： 

1.依考生學測成績或術科考試成績，進行第一階段篩選。 

2.通過篩選的考生，依校系報名第二階段甄試。 

第二階段： 

1.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需將校系規定繳交之審查資料以網路方式上傳至甄選會。 

2.大學擇期辦理「指定項目甄試 」，項目包括：面試、筆試、小論文等。 

第三階段： 

1.正取、備取生填寫志願序（未填寫志願序者一律視同放棄） 

2.甄選會依錄取生之志願序及名次統一分發 



入學管道介紹－四技申請入學（限藝術群） 

●依據學測成績申請科大 

 

★考生申請志趣相符之大學校系， 每人以申請５ 校系為限 。 

第一階段： 

1.依考生學測成績進行第一階段篩選。 

2.通過篩選的考生，依校系報名第二階段甄試。 

第二階段： 

1.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需將校系規定繳交之審查資料以網路方式上傳至甄選會。 

2.科大擇期辦理「指定項目甄試 」，項目包括：面試、筆試、小論文等。 

第三階段： 

1.正取生依序至錄取校系完成報到手續 



入學管道介紹－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依據統測成績 

 

★考生申請志趣相符之科大校系， 每人以申請５校系為限 （依照選考的群類）。 

第一階段： 

1.依考生統測成績進行第一階段篩選。 

2.通過篩選的考生，依校系報名第二階段甄試。 

第二階段： 

1.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需將校系規定繳交之審查資料以網路方式上傳至甄選會。 

2.大學擇期辦理「指定項目甄試 」，項目包括：面試、筆試、小論文等。 

第三階段： 

1.正取、備取生填寫志願序（未填寫志願序者一律視同放棄） 

2.甄選會依錄取生之志願序及名次統一分發 

※※第二階段被審必採「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實習報告(成果) 



入學管道介紹－四技二專登記分發 

●依據統測成績 

 

★考生申請志趣相符之科大校系， 每人以申請校系１９９為限 （依照選考的群類）。 

★採登記分發制，無須面試 



入學管道介紹－考試分發 

●依據指考成績 

 

★考生申請志趣相符之大學校系， 每人以申請校系100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