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日程 

日期 項目 

7/18 
公布招生名額、指定科目考試組合成
績人數累計暨最低登記標準表等資訊 

7/18~28 開放「繳交登記費」(至中午12:00止) 

7/24~28 開放「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8/8 分發錄取公告(放榜) 

請務必於7/27前
完成所有手續 



登記查榜APP 



選填志願 
李欣容 

105.7.20 



放榜後… 

大笑 

大哭 

腦袋
空白 

篤定 

平靜 

混亂 



選擇 

 



選填志願3步驟 

選擇校系 

自我探索&了解校系等資訊 

志願排序 

多因素評估與確認 

網路選填操作 

單機版練習 



選擇校系-自我探索 

夢想 

能力 

興趣 

個性 

價值 

需求 

我 



選擇校系-自我探索 

•你的人生目標為何？你想當什麼
人、做什麼事、成就什麼結果？ 

夢
想 

•硬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能--歷年
學科能力、考科優勢組合 

•軟能力：包括溝通能力、解決問
題的能力、待人處事態度與傾聽
多元意見的能力等 

能
力 



選擇校系-自我探索 

•測驗工具：興趣量表、學系探索
量表、1111人力銀行九大職能
星、104人力銀行職涯興趣量表
等 

•平日嗜好、持續展現興趣行為 

興趣 

•個人行事風格以及人際關係上面，
有一定的表現方式或模式。 

•測驗工具：1111人力銀行個人
特質評測 

個性 



選擇校系-自我探索 

•一個人行為處事最根本的原則和
觀念：是非對錯、重要與否等 

•測驗工具：104人力銀行工作價
值觀量表 

價
值 

•期望的生活型態、經濟考量、自
我實現、生命意義等 

需
求 



• Q：夢想、興趣、能力、個性、價值、需
求…哪個比較重要？ 

• A： 

1. 每個人的排序都是獨一無二 

2. 幸運的話，全部都有最好! 

3. 不能全有時，學習取捨、勇於承擔 

4. 不同時間、心境、了解更多時也會讓每個
人的排序改變。倘若排序有變，請勇於轉
換。 

 

 

選擇校系-自我探索 



• 未來大人物--- 

選擇校系 



• 21歲的紀錄片導演楊逸帆 

• 有一次他辦完講座，有一個跟他差不多年
紀的女生走向他。這個女生對於藝術非常
有興趣，但是參加多次比賽，都沒有得過
任何獎，她自己也慌了。楊逸帆幫她分析，
原來她對於自己的專長這一塊，不那麼了
解。她最想做的是：如何在生活當中創造
美。喜歡藝術的人，難道只能畫畫嗎？ 

 

 

選擇校系 



• 楊逸帆跟她對談當中，認為她非常有領導
能力，而將她興趣跟能力結合在一起，兩
人終於發現，這女孩應該想要做的是策展
人、藝術管理，而非當個藝術家。 

 

 

選擇校系 



• 每個人都應該是新的職業類別的創造者 

• 如果你的熱情是煮飯，專長是挑菜，關心的
是健康，這有太多組合，全世界很難有人會
跟你一樣。如喜歡煮飯的人，他可以開一家
食療餐坊，當客人一進來，這家餐廳就提供
糖尿病餐、高血壓餐，這是讓人吃得健康的
一種方式，這個創辦人，他是也不是醫生、
是也不是廚師、是也不是企業家，但他讓人
「健康」。 

 

選擇校系 



若把人比做快艇，那麼… 

性向有如引擎，決定馬力的大小。 

興趣有如船舵，決定航行的方向。 

成就有如衝程，決定航程的遠近。 

 

有正確的方向，航行才有目的， 

有足夠的馬力，航行才能順暢， 

有效能的衝程，目的才能抵達。 
 

選擇校系 



選擇校系 

志趣明確 

志趣未定 

選系為主 選校為輔 

選校或院為主 選系為輔 
考慮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選擇校系 

若你仍 

一片空白 

腦袋發慌 

 

可參考落點分析， 

至少兩份以上。 

 



選擇校系 

落點分析哪裡做？(請參看書面資料) 
• 補習班 
• 免費網頁落點分析 
 1111人力銀行落點分析

http://hs.1111.com.tw/Analysis.aspx 
 台北醫學大學http://uac.tmu.edu.tw:3004/#/ 
 樂學網落點分析http://exam.347.com.tw/ 
 東海大學落點分析 http://pre.thu.edu.tw 
 南華大學落點分析 http://xpredict.tw 
 元智大學指考落點分析

http://unipop.yzu.edu.tw/Popularity/Home 

http://hs.1111.com.tw/Analysis.aspx
http://uac.tmu.edu.tw:3004/
http://uac.tmu.edu.tw:3004/
http://exam.347.com.tw/
http://pre.thu.edu.tw/
http://xpredict.tw/
http://unipop.yzu.edu.tw/Popularity/Home


落點分析參考價值 

• 僅供參考不掛保證：沒有所謂“百分之百”
的準確度，分析只顯示上榜機率較大的校
系區塊。 

• 變動因素多：校系指定考科組合、加權、
錄取分數、考生喜好、校系聲望、熱門程
度 。 

• 不包含個人化因素：無法區辨你個人興趣、
考科能力、個性與人格特質、價值觀、社
會評價、家庭因素、經濟考量、學校地點
等綜合評估。 



選擇校系 

成績優勢 

各科五標、各科成績

人數百分比、各組合

成績人數累計表 

校系簡章 
學測檢定、採計科目、
加權比重、選系說明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相關學制、特色、評鑑、
聲望、產業願景 



選擇校系 

成績優勢 

各科五標、各科成績

人數百分比、各組合

成績人數累計表 

校系簡章 
學測檢定、採計科目、
加權比重、選系說明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相關學制、特色、評鑑、
聲望、產業願景 



成績優勢 



        指定科目考試各科成績標準一覽表 
科目 頂標 前標 均標 後標 底標 

年度 105 104 105 104 105 104 105 104 105 104 

國文 69 68 64 64 54 57 44 49 36 42 

英文 79 76 69 66 50 46 31 28 22 20 

數學甲 75 67 65 56 47 40 27 25 15 16 

數學乙 87 69 78 58 60 44 36 30 25 21 

化學 83 79 73 70 55 54 37 37 28 26 

物理 83 82 73 72 54 52 37 34 27 25 

生物 82 83 76 77 64 63 48 46 36 34 

歷史 77 83 72 77 61 68 50 57 41 49 

地理 70 76 64 70 56 60 46 48 40 40 

公社 72 78 66 72 58 62 49 53 43 46 

成績優勢 



分數 人數 百分比 
自高分往低分累計 
累計 累計 
人數 百分比 

75.00 - 75.99 372 0.69% 1375 2.54% 
74.00 - 74.99 463 0.85% 1838 3.39% 
73.00 - 73.99 616 1.14% 2454 4.53% 

分數 人數 百分比 

自高分往低分累計 

累計 累計 

人數 百分比 

77.00 - 77.99 312 0.65% 1235 2.58% 

76.00 - 76.99 397 0.83% 1632 3.41% 

75.00 - 75.99 441 0.92% 2073 4.33% 

今年人數累計 考生今年國文分數：76.2 

去年人數累計 

換 算 分 數 D I Y 



分數 人數 百分比 

自高分往低分累計 

累計 累計 

人數 百分比 

77.00 - 77.99 312 0.65% 1235 2.58% 

76.00 - 76.99 397 0.83% 1632 3.41% 

75.00 - 75.99 441 0.92% 2073 4.33% 

 

 

 

 

1235  + 
    76.99-76.2 

×  397  = 1551 
76.99-76 

步驟一：推估今年人數累計 

考生今年國文分數76.2之累計人數推估為1551名 

考生今年國文分數：76.2 



分數 人數 百分比 
自高分往低分累計 
累計 累計 
人數 百分比 

75.00 - 75.99 372 0.69% 1375 2.54% 
74.00 - 74.99 463 0.85% 1838 3.39% 
73.00 - 73.99 616 1.14% 2454 4.53% 

考生今年國文分數：76.2分推估為去年74.62分 

去年人數累計 

75  - 
1551 – 1375 

X 0.99 
（74.99－74） 

= 約 74.62 

463 

步驟二：今年考生成績累計人數1551名 
，去年分數推估？ 



將今年分數換算成去年分數 

• 參考臺北市明倫高中網頁：輔導室 > 生涯
輔導 > 大學多元入學 > 考試分發 > 105
年選填志願試算表 > 105年換算表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579CD176-7D2F-4E5C-94C0-F13CCF1B2B9B}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67F6FE11-E411-41B6-8B29-B11BAAFEC14E}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67F6FE11-E411-41B6-8B29-B11BAAFEC14E}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E85A88F4-7417-4DBB-8070-5988373A702D}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FE5A5A15-40D2-4148-9046-2D91362E6733}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B7D9969C-7BF2-4FAC-B0DD-435EC0025D5D}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B7D9969C-7BF2-4FAC-B0DD-435EC0025D5D}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E1386ECE-4C53-4D05-A7A8-CCFBB1C0EF46}
http://newweb.mlsh.tp.edu.tw/ylbin/getpage02.asp?id={E1386ECE-4C53-4D05-A7A8-CCFBB1C0EF46}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首頁公告 

下載安裝檔 
較方便使用 

成績優勢 



成績優勢 



105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指定科目考試各種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 

成績優勢 

找出你的優勢組合 
避開弱勢考科 



105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指考各種採計組合及最低登記標準一覽表 

成績優勢 

今年招生系組共有1898組、共65種考科組合 



成績優勢 

指考採計加權統計 



105考試分發招生名額表 

成績優勢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下載專區-１０４學年度 

 各系組最低錄取分數及錄取人數一覽表 

成績優勢 



錄取分數變動之因 

• 考科難易度 

• 校系名額、採計考科、加權組合的變動 

• 新增、更名、整併或停招校系 

• 考生個人喜好 

• 校系熱門度 

• 產業趨勢 

• 社會、金融、政策等大環境影響 

• 其他 

成績優勢 

如中國醫健康風險管理、
口腔衛生學系 

分數 
不是決定校系的 

唯一方式 



選擇校系 

成績優勢 

各科五標、各科成績

人數百分比、各組合

成績人數累計表 

校系簡章 
學測檢定、採計科目、
加權比重、選系說明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相關學制、特色、評鑑、
聲望、產業願景 



校系分則 

校系查詢 

學群學類查詢 

校系簡章 



校系簡章 



校系簡章 



校系簡章 





學測、英聽檢定標準統計（單位：系組） 

頂標 前標 均標 後標 底標 

國文 1 15 39 8 12 

英文 1 9 41 11 17 

數學 0 3 16 3 0 

自然 0 3 13 2 2 

社會 0 2 15 1 0 

總級分 0 0 2 0 1 

A級 B級 C級 

英聽 20 52 26 

校系簡章 



校系 學測檢定 英聽檢定 

台大醫學 國文 (前標) 

中山醫醫學 英文 (前標) 英聽 (Ａ級) 

高雄醫牙醫 英聽 (Ａ級) 

政大心理系 
數學 (均標) 
自然 (均標) 

英聽 (Ａ級) 

台大財金 
社會 (均標) 
自然 (均標) 

學測與英聽檢定舉例 
校系簡章 



選擇校系 

成績優勢 

各科五標、各科成績

人數百分比、各組合

成績人數累計表 

校系簡章 
學測檢定、採計科目、
加權比重、選系說明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相關學制、特色、評鑑、
聲望、產業願景 



○○系是在做什麼的？ 

• 漫步在大學：以學群或校系查詢 

• 雜誌大學專刊：遠見、天下、Cheers、
Career、今周刊等雜誌每年推出升學專
刊，除介紹大學科系外，部分內容也會比
較同類科系不同校系各自的特色。 

• 校系網頁：課程架構、師資背景、環境資
源、產學合作、未來展望、獎學金、高中
生專區解答等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 大學網路博覽會 
• 報章報導 
• 輔導室二樓生涯資訊室有相關資料可查詢 
• 系辦電話：詢問較細節的資料 
• 親自詢問學長姐或參考UrSchool、ＩＯＨ

學長姐經驗分享平台：分辨學長姐主觀感受
與自己需求等的不同 

• 親自到校園逛逛 
 

○○系是在做什麼的？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麥擱悶阮啦！ 



• 學系交通網(請參看書面資料) 

• 共12類，每類各包括一到三個學群，每類
又區分為基礎學系、衍生學系與整合學系。 

• 若無法進入理想的衍生學系和整合學系，
可考慮該大學之基礎學系，以奠定日後往
衍生學系和整合學系發展的基礎，研究所
或畢業後再往整合學系與衍生學系發展。 

 

 

 

選擇校系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 第一個用途是擴大進入相關行業、職業的機
會： 

• 如一個學生一心想進入資訊、電子相關產業發
展，除了一般人熟知的資訊工程、電子工程、
電機工程這些數學物理之衍生學系外，他可以
選擇該類中如：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系，以及
整合學類中的材料科學等。因為在就業市場的
徵才活動中，以及在職場中的實際表現，這些
高關連性學類的畢業生，一樣有高度的機會與
傑出的表現。  

選擇校系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 第二個用途是學生進入大學後，選擇相關
學程、輔系、雙主修，乃至爭取進入研究
所： 

• 如想學財務金融未必進入財務金融學系，國
際企業、企業管理、資訊管理、經濟、會計、
財經法律等，都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 如想學生命科學、生物科技，也可以選擇動
物、植物、農化、昆蟲、園藝、生物、化學
等學類的學系就讀。 

選擇校系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雙主修、輔系、轉系 

• 選擇雙主修或輔系是培養第二專長，提
升競爭力的不錯辦法，但同樣的就得耗
費更多時間和心力去修習學分，縮減社
團、系上活動、人際交往等時間，作好
時間規劃與自我管理，特別是雙主修，
同學須有念到大五、大六的準備。 

• 每所學校的雙主修、輔系、轉系辦法皆
不同，請參照該學校公告規定，或直接
電洽該校詢問。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轉系相關規定 

• 先至大學網頁查詢，有些科系根本沒開放招
生名額，無法轉入。 

• 申請轉系資格之一，通常含有在校每學期平
均成績，須達系所規範申請。 

• 須經書面審查、筆試、口試等項目。 
• 最終成績評定方式與占分比例中，在校歷年

學業成績亦可能其一項目。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 大學一年級念的是機械工程，後來覺得工程太呆板，
轉去念抽象的物理；念了物理後，又發現他最愛的
其實是物理有秩序的模式，所以轉修數學；數學吸
引了他兩學期，又覺得數學只空談模式，缺乏動手
做的實際感，所以轉去念藝術；藝術仍不能滿足他，
也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有藝術天分，又轉去念建築。 

• 建築既是藝術又是科學，建築的設計要用到物理和
數學的知識，建築藍圖的繪製使他的藝術訓練可以
派上用場，照講是很理想了；但是他又發現，很少
人肯花大錢實現建築師的理想，反而要聽雇主的意
見，覺得很挫折又想轉系。 

綜合評估 轉系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選擇校系 

摘錄自2010-12 親子天下雜誌 19期 洪蘭：不必幫孩子找興趣，他自己會告訴你！ 
 

• 在念建築時，他發現對各種建材所表現出
來的美感很有興趣，所以轉去念材料科學。
兜了一大圈，結果又回到了工程，但是這
一圈的經驗使他變成獨一無二的都市計畫
專家。他知道造型的美感、建材的選取會
影響在裡面工作者的心情，因此開始做綠
建築，所學所用，現在過得非常愉快。 

• 所以，一開始的迷惘沒有關係，「遊蕩的
人未必都是迷路的人」（Not all who 
wander are lost.）。人生的路，只要好
好走，沒有白走的。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 是否能待在原校系讀完四年？ 

• 是否能以此為專業，為未來所用？ 

• 轉換不成，我也不喜歡讀原科系，我有沒
有做好重考的準備？ 

策略性考量 
請先思考 

轉換不成的可能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臺大104 學年度 
校系轉入人數統計表 

院所 申請轉入
（二年級） 

核准轉入
（二年級） 

文學院 ５１ ２０ 

醫學院 ５６ ２３ 

電資學院 49 １８ 

工學院 ５４ ２７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學程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 跨系、所、院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
及組合 

• 選修學分數較少（至少15學分以上 
• 修畢學分數後取得之學分證明類似

專業證照 



臺大 清大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英國高等教育機構（QS） 
台灣共有9校列入世界前4百大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 採四大面向配分：科學研究、教學、學生就業能
力及國際化等來打分數，如學術聲譽占40％、
業界聲譽（雇主認為最好的大學）占10％、師
生比占20％、高被引學者（論文被引用最多者）
占20％、國際教師與學生比率各占分5％。 

• 台大拿下第70名，仍舊是全台最高排名大學，
其次是清華大學排155名，交通大學排182名，
成功大學排224名，台灣科技大學排260名，
陽明大學排338名，台灣師範大學排376名，
中山大學排379名，中央大學排397名，共9
校列入前4百大，多數學校進步僅陽明排名退後。 



《Cheers》雜誌 
「2016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2016企業最愛大學生」 

• 前10名：臺大、成大、交大、清大、北科
大、政大、中山、臺科大、淡江、中央。 

• 20年來私立大學龍頭，淡大拿下私大19
次冠軍。 

• 畢業生的表現超乎預期：成功大學繼續拿
下企業好感度第1名，逢甲大學則以黑馬之
姿，從去年第5名躍升為第2名，第3及第
4名則是北科大及淡江。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職場瀏覽 

• 青輔會、勞動部、臺灣就業通 

• 各大人力資源網站，譬如Career 雜誌網

(www.career.com.tw)、104、１１１

１人力銀行等等，提供對個別產業或職業

詳盡而生動的介紹，可以前往瀏覽。 

• 報章雜誌介紹 

• 多接觸從事該項工作者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職場產業趨勢的變化？ 

• 十年前你想得到： 

 網路行銷？文創產業？綠色產業? 

 開始有人放棄醫學系，開始選擇牙醫、獸醫 

 科技業不再是「黃金」單身漢產業 

   未來呢？生技？醫療照護？ ？ ？ 

• 這幾年社會強調： 

 專業證照－第二專長   

 碩士學位－已超過20萬人 

 熱門人才－跨領域人才 

 重視人格特質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已經是5、６年後， 
研究所畢業是８年後的事， 
你能正確預測十年後的就業市場與社會需求嗎？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校系/產業之冷門與熱門 

外在環境的變化總是…… 

風水輪流轉 

 

記得永遠不變的是… 

 

再熱門的工作，若非你所長所愛也是枉然； 

再冷門的工作，若為你所長所愛，照樣能出頭。 

 

 

校系內涵 

職業展望 

重要的是 
競爭力 



志願排序 

100個志願 

綜合
評估 

參考資訊 
法則 



選填志願法則 

 志願分配約1/3為安全校系，1/3為
落點附近的務實校系，1/3為放手一
博的冒險校系，並視個人狀況調整之。 

 儘量多填一些志願，因為志願過少，
可能有高分落榜的狀況；冒險校系太
少，則有可能考上錄取分數較低的校
系。若有個人考量，也可以不在乎這
兩個狀況。 

志願排序 法則 



選填志願法則 

夢幻進攻 
把握考科優勢 

兼顧個人興趣等 

最佳落點 
避免高分低取 

除非自有定見 

安全校系 
避免落榜 

除非打算重考 

志願排序 法則 



選填志願法則 

夢幻 

進攻 

最佳 

安全 
(有最低保證) 

夢幻 
進攻 

最佳 

安全 
(有最低保證) 

夢幻 

進攻 

最佳 

安全 
(有最低保證) 

考取高分 一般狀況 不甚理想 

志願排序 法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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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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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算算看，有沒有超過一百個 

志願排序 法則 



大哉問… 

• 如果我把比較會上的A科系填在後面一點
的志願，到時候我前面喜歡的B科系沒錄
取時，別人又把A科系填在第一志願，我
還能上的了A科系嗎？ 

• 電腦分發作業：若該系有缺額，則錄取
分數高的。 

志願排序 法則 

麥擱悶啦！ 



A校系缺額6名，各考生的先前志願皆未錄取， 
電腦分發作業如下: 

考生 志願序 指考分數 錄取 

甲 18 405 

乙 2 406 

丙 26 407 6 

丁 37 408 5 

戊 49 409 4 

己 11 410 3 

庚 50 411 2 

辛 89 412 1 



志願排序 法則 

分數決定錄取與否： 

• 把某系填前面一點，不會讓你比別人更有
優勢，因而提高錄取該系的機會。 

• 把某系填後面一點，若你的分數高於別人，
依然錄取該系。 

志願排序，考慮相關因素之後： 

• 完全按照個人喜好排列! 

• 完全按照個人喜好排列! 

• 完全按照個人喜好排列! 

 



• 數學分數高，不一定適合讀數學系，或許還
有其他更合適的科系…依此類推，不能單憑
高分科目填志願，應多了解科系的教學目標、
課程…。 

• 志願之排序，應多方考慮、綜合評估：可考
慮的因素包括興趣、能力、個性、價值、夢
想、公私立、離家遠近、大學聲望和校園環
境、畢業後出路、採計科目和加權計分科目、
家人師長意見、家庭經濟…等等。 

 

志願排序 綜合評估 



 

 

你說我聽 
綜合評估 



你說我聽：親子衝突怎麼辦？ 

• 爸爸說：「你一定得給我讀電機系，如果
你不去念，那以後你休想從我這拿一毛
錢。」 

• 媽媽說：「孩子你真不孝，你忍心看爸媽
以淚洗面嗎？」 

• 孩子說：「我對電機沒有興趣，那都是沒
有生命的東西，我也不想以後整天窩在實
驗室工作，我只想讀數學系，成為一個能
影響學生的人師。」 

綜合評估 



看看他們 



共同的迷思與焦慮 

• 好大學=好工作=幸福快樂的人生，萬一選
錯了，這輩子就完了？ 

• 興趣沒辦法當飯吃？ 

• 景氣差、產業趨勢又難以掌握，選擇穩定、
有保障的工作才是對的。 

破除迷思： 

• 人生隨時有轉換的機會。 

• 冒險是必經的歷程，尊重每個人因時因地
的選擇。 

 

 

綜合評估 



共同的迷思與焦慮 

• 李開復：「在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時代，
『追求安穩』反而是最危險的做法，因為
很多『安穩』的工作都是重複性大的，因
此也是最容易被機器取代的。在這個時代，
孩子最需要的是強大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
力。」 

• 乖巧的人，在五十年前有未來，在三十年
前有未來，在十年前開始受到挑戰，在未
來？只有等著被科技取代的份。 

 

綜合評估 

摘錄自：黃郁棋。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2015-03。別再要求孩子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了！ 



家長請再想想… 

• 請回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每位家長在心
中想的第一個念頭幾乎都是：「孩子，我
只要你健康快樂的長大。」 

• 回想自己當初選擇科系或職業時，聽他人
所說，對照今日您對於工作的滿意度或成
就感，是否真的如當初所想得如此滿意？ 

綜合評估 



家長請再想想… 

尊重孩子，畢竟…  

• 大學是他在唸的 

• 他的未來屬於他 

• 決定的後果終究由他自己承擔 

• 所以最好由他自己做決定 

綜合評估 



考生請再想想… 

• 傾聽長輩，畢竟…  

• 長輩們身為旁觀者，多年觀察有時
很有參考價值 

• 重要他人的建議有時剛好幫你看見
自己的盲點 

• 長輩們親身體認之社會環境，可以
做為你的望遠鏡。 

綜合評估 



• 誰都不知道10年後台灣甚或全球的經濟狀態

與產業結構為何？但倘若就讀自己喜歡的領域，

則遇到困難時，比較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會

努力突破困境，只要充實自己成為TOP的人才，

那麼別怕工作太難找。 

• 假若選擇的科系並不強烈喜歡，則多培養一種

才能，在大學階段多加摸索，研究所或找工作

時重新選擇，成為雙才能的人才。 

請再想想…我們都沒時光機 綜合評估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討論 綜合評估 

三個白癡 工作選擇.mp4


 

A校系 B校系   C校系 

一起抉擇 
資源更豐富 

綜合評估 



如果什麼都考量了 
還是不知道，怎麼辦… 

• 燒香拜佛、禱告、擲筊、抽籤 

• 相信緣份、命中注定、老天自有安排… 



網路選填操作 

練習 

•參看「105登記志願教學版」 

•下載【105登記志願單機版】 

繳費 

•網頁繳費系統、相關資訊79頁繳費單 

•繳費完成後才能進行網路選填志願 

選填 

•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通行碼設定 

•上網操作 

•「下載志願表」做為憑據 



網路選填操作 

練習 

•參看「105登記志願教學版」 

•下載【105登記志願單機版】 

繳費 

•網頁繳費系統、相關資訊79頁繳費單 

•繳費完成後才能進行網路選填志願 

選填 

•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進行通行碼設定 

•上網操作 

•「下載志願表」做為憑據 



點選下載 
練習參看 



輸入 
考試分數 

進行 
志願選填 



網路選填操作 

練習 

•參看「105登記志願教學版」 

•下載【105登記志願單機版】 

繳費 

•網頁繳費系統、相關資訊79頁繳費單 

•繳費完成後才能進行網路選填志願 

選填 

•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通行碼設定 

•上網操作 

•「下載志願表」做為憑據 



• 登記費繳款帳號依個人身分證號碼設定，
詳細設定方式及繳費金額請參照繳費單說
明，或於繳費期間至分發會網站查詢。 

• 確認繳費完成後即可上網登記志願。 

 







網路選填操作 

練習 

•參看「105登記志願教學版」 

•下載【105登記志願單機版】 

繳費 

•網頁繳費系統、相關資訊79頁繳費單 

•繳費完成後才能進行網路選填志願 

選填 

•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進行通行碼設定 

•上網操作 

•「下載志願表」做為憑據 



7 月 24 日上午 9:00 起 
開放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 完成繳費後始可登記分發志願 

• 請先詳閱注意事項 

• 點選「進行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 請輸入身分資料以登入系統 

• 請輸入 Email 信箱、手機號碼及通行碼，通
行碼應妥善保存避免被他人取得。完成設定後
再次登入時，考生須輸入相同之通行碼始得登
入本系統 

• 參看登記分發相關資訊第65～68頁 







點選 
產生志願碼 

選取複製 



檢視 
資料正確 

貼上 
志願碼 

點選送出 
登記分發志願 



閱讀注意事項後點選「同意」，並 
輸入「身分證號碼」及「通行碼」。 



完成後就完成登記
志願且無法修改 

輸入 
驗證碼 



點選確定後回主畫面 
「下載志願表」做為憑據 



點選「下載志願表」 
做為憑據 



八月八日   金榜題名 
 

 

 

 



輔導教師諮詢 

• 7/21(四)~7/27(三) ，
9:00~16:00，每天有兩位輔導老師提供
現場諮詢，請務必於此段期間前來。 

• 諮詢前請完成下列事項： 

1. 攜帶書面資料上的選填志願自我分析表或兩
家以上的落點分析書面檔案（補習班或網路
版的皆可）。 

2. 對於興趣科系，請先查詢科系內涵與科系發
展。不清楚科系者，請先以學群、學院或學
校的方式，了解相關內容。 

 
 
 
 



對話時間(九點準時說晚安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