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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哪兒才是最適合你
的落地生根處？？ 

如果你是一顆
小小的種子 



第一個因素 
－你是一顆怎樣的種子？ 

• 興趣：喜歡什麼？想要什麼？什麼事讓你永遠活力 

        充沛不嫌累？ 

• 性向／能力：學什麼比較快？比較容易？很會做的 

              事是什麼？ 

• 價值：想賺很多錢嗎？過得快樂最重要？ 

• 人格特質：外向？開放？友善？神經質？嚴謹？ 

• 對自我的期許：大學想學什麼？未來想做什麼工作？ 

                想過什麼生活?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第二個因素 
－森林、母樹和種子朋友怎麼說？ 
• 家庭：父母希望你做什麼？家裡的經濟環 

        境？可以離家多遠？ 

• 朋友：好朋友覺得你適合讀什麼？約好一 

        起讀哪裡？？ 

• 社會潮流／產業趨勢：畢業可以做什麼？ 

        會不會失業？繼續升學的路是？ 

 



國家政策：六大新興產業 

• 文化創意產業 

• 觀光旅遊產業 

• 綠色能源產業 

• 醫療照護產業 

• 生物科技產業 

• 精緻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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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四大智慧型產業 

• 雲端計算 

• 智慧電動車 

• 發明專利產業化 

• 智慧綠建築 

 



國家政策：十大重點服務業 

• 美食國際化 
• 國際醫療  
• 音樂及數位內容 
• 會展產業 
• 國際物流 
• 高科技及創新產業籌資中心 
• 都市更新 
• WiMAX產業 
• 華文電子商務 
• 高等教育輸出 



第三個因素 
－你想要在什麼環境長成大樹？ 

• 認識大學校系： 

 1.學術考量：校系特色、規模、學術聲望、師資、 

               設備、未來發展方向、轉系、輔系 

               ／雙學位…學校規模？綜合型大學？ 

 最重要的是這個系前身是什麼？(如台大動物科學
技術學系、嘉大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2.經濟考慮：學費？公費？獎學金？住宿？ 
  3.環境考量：城市或鄉村？南或北？交通? 

 4.就業考量：企業主愛用嗎？工作好找嗎？能學以 

              致用嗎？ 



2013新世代最愛企業 

1.王品餐飲 6.統一星巴克 

2.統一企業 7.台灣積體電路 

3.誠品 8.長榮航空 

4.中華電信 9.台灣無印良品 

5.Google 10.中華航空 



2011職場趨勢分析（錄自104人力銀行） 

• 產業上揚的三大引擎：內需、ECFA 、陸客 

• 10大成長產業：食品菸草飲料製造業、餐飲業、
住宿服務業、金屬製造業、金融業、徵信及保全
業、倉儲運輸業、婚紗美容美髮業、零售批發業、
光電光學業。 

• 新兩兆產業：雲端運算、綠能 

• 社群力量大 

• 世代交替腳步加快，新人切忌隨意轉換跑道 

• 中高階管理人才荒 

 



2013企業最愛大學生：國立篇 
Cheers雜誌 

1.台灣大學(1) 6.中山大學(9) 

2.成功大學(2) 7.中央大學(10) 

3.交通大學(3) 8.中興大學(17) 

4.清華大學(4) 9.中正大學(18) 

5.政治大學(5) 10.台北大學(19) 



1.淡江大學(7) 6.銘傳大學(16) 

2.逢甲大學(11) 7.元智大學(20) 

3.輔仁大學(12) 8.文化大學(24) 

4.中原大學(13) 9.東海大學(25) 

5.東吳大學(15) 10.大同大學(28) 

• 2013企業最愛大學生：私立篇 



2008~2010大學新鮮人就業率大調查  商業週刊 

排名 學校 就業百分比 平均月薪 

2 陽明大學 75% 32,962 

6 慈濟大學 71.54% 27,931 

7 暨南大學 71.33% 30,498 

8 長庚大學 71.29% 31,188 

9 體育大學 70.94% 27,267 

12 政治大學 70.2% 32,271 

14 台南藝術大學 69.77% 28,792 

16 台灣大學 69.07% 33,983 

17 金門大學 68.89% 27,287 

18 台北醫學大學 68.55% 35,922 



2013亞洲大學最佳排行榜(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 

學校 排名 

台灣大學 22 

交通大學 30 

清華大學 31 

成功大學 37 

陽明大學 45 

台北醫學大學 50 

中央大學 53 

台灣科技大學 54 

中山大學 63 

台灣師範大學 85 



哪些管道可以知道以上的訊息 
• 認識大學校系 
• 漫步在大學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 
• 大學學系總覽 http://www.university.org.tw/ 
• 大學網路博覽會 http://univ.edu.tw/ 
• 各大學校系網站 

 
• 認識行職業／產業趨勢 

• Career雜誌總編輯臧聲遠 產業趨勢與大
學科系選擇 

http://univ.edu.t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oQFjAA&url=http%3A%2F%2F203.72.62.50%2Fblog%2Fgallery%2F7%2F%25E7%2594%25A2%25E6%25A5%25AD%25E8%25B6%25A8%25E5%258B%25A2%25E8%2588%2587%25E5%25A4%25A7%25E5%25AD%25B8%25E7%25A7%2591%25E7%25B3%25BB%25E9%2581%25B8%25E6%2593%2587.pdf&ei=h6DHUbaHD4LTkAX3yoCgAg&usg=AFQjCNFIwueIUkq6GXETgDKCP6Eq6M29E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oQFjAA&url=http%3A%2F%2F203.72.62.50%2Fblog%2Fgallery%2F7%2F%25E7%2594%25A2%25E6%25A5%25AD%25E8%25B6%25A8%25E5%258B%25A2%25E8%2588%2587%25E5%25A4%25A7%25E5%25AD%25B8%25E7%25A7%2591%25E7%25B3%25BB%25E9%2581%25B8%25E6%2593%2587.pdf&ei=h6DHUbaHD4LTkAX3yoCgAg&usg=AFQjCNFIwueIUkq6GXETgDKCP6Eq6M29Ew


 



知道這些就可以決定 

你的人生方向嗎？？ 

嘿嘿～～困難的在後頭呢！！ 



 校系那麼多，要怎麼填志願？？  

招生學校：67所 
招生學系數：1737系組 
新增35系組 
更名或分組52組 
停招或合併招生20系組 
採學測檢定：158組(約9.1%) 

招生總名額：54804人(錄取率92%) 
           (101年58841人)(錄取率88%) 
               



選填志願第一步－先撒網，想要的都抓 

1.全部一把抓進來……利用「選填志願單 

  機版」或「落點軟體」把想要的學群、 

  學類、校系放進來 

2.咦？不知道要抓什麼？高一到高三做的 

  測驗結果別忘了放進來 

3.不想要的學系有去弄清楚了嗎？是真的  

  不喜歡嗎？ 



選填志願第二步－不能用的先丟了吧 
• 利用「選填志願單機版」或「落點軟體」
協助篩選，把學測成績未達校系檢定標
準之校系刪除。 

• 當然，人家要採計的科目你沒考，也就
別再依依不捨，刪了吧 

• 不會低於最低登記標準吧?! 



選填志願第三步 
－找到自己的落點區間 

1.最粗略的概念—各標和與國、私 

  立關係 
 
 

 



五標和與公私立大學關係圖 

頂標和 均標和 底標和 

社
會
組 

自
然
組 

前標和 後標和 

公立 私立 

私立 公立 



頂 前 均 後 底 

國 73 4 67 3 59 3 49 2 42 2 

英 82 - 73 1 56 2 38 3 26 1 

數
乙 84 -4 75 -5 58 -6 36 -7 21 -7 

歷 80 12 73 11 63 11 50 7 41 5 

地 76 -2 70 -2 62 -2 52 - 44 2 

公 82 -4 76 -5 67 -6 56 -8 49 -7 

選填志願第三步-找到自己的落點區間 
102年指考五標與去年分數落差 



 頂 前 均 後 底 
數
甲 78 -8 67 -7 50 -3 32 -1 21 -1 

物 78 -11 67 -10 49 -10 32 -9 23 -8 

化 78 - 67 -3 49 -7 32 -9 23 -7 

生 89 3 84 6 71 8 55 8 44 10 

選填志願第三步-找到自己的落點區間 
102年指考五標與去年分數落差 



102與101各類組五標和之差異 

類組 頂 前 均 後 底 

一類 
395 358 298 225 174 

10 8 8 5 3 

一+公 
477 434 365 281 223 
6 3 2 -3 -4 

二類 
389 341 263 183 135 

-12 -16 -15 -14 -13 

三類 
478 425 334 238 179 

-9 -10 -8 -6 -3 



選填志願第三步 
－找到自己的落點區間 
2.土法練鋼法：用各科分數的累計人數，
找出去年相同累計人數所對應的分數，
估算出自己去年分數(內插法)，然後再
去加權與加總……  

 親愛的同學，不用這麼麻煩，請善加  

  利用此一網站： 

   http://freshman.tw/score/ 

 

       

http://freshman.tw/score/


選填志願第三步 
－找到自己的落點區間 
3.對啦，就交給落點軟體 
  

    付費的：補習班、出版社…… 

 免錢的：請至伯祺的教學網頁或到學校圖書 

          館網站最新消息去連結囉! 

 

 
 



老師，落點不準啦～～ 
1.採計和加權方式改變，檢定的方式改變 
2.招生名額增減 
3.校系熱門／產業趨勢有所變化 
4.公費、自費的變化 
5.校系聲望的改變：如學校的合併、結盟、 
  評鑑、就業調查、正負面新聞…… 
6.新增學系的牽動 
7.新世代的考生想怎麼填誰知道？！ 



落點分析的作用 

1.初選、了解自己的定位 
2.避免高分低取 

  ＜如果你很在意”浪費分數”＞ 

3.避免落榜(墊底志願要墊得夠) 

你有一百個志願，怕什麼！ 



選填志願第四步 
－把志願分成三類，開始排序 

成績落差區間依各落點軟體決定， 

此分數僅供參考 

志願區塊
設定  

志願排序
位置  

成績落差
區間  

分數落點說明  志願
數目 

夢幻區 

冒險築夢
的校系 

前面  大於 

-15  

預測差距值為負：數字越
大越不可能錄取  

？個  

務實區 

落點附近
的校系 

中間  -15至
+15 

預測差距值接近零：最可
能從預測錄取變不錄取或
預測不錄取變錄取  

？個  

墊底區 

以免落榜  

後面  大於
+15 

預測差距值為正：數字越
大越保證錄取  

？個  



Ａ.不同分數群考生之選填排序策略表 
考生
分數  

分數區間  志願落點  志願分配  

超
高 

頂標  國立大學前
段 

2:2:1 
夢幻校系可多填 

高
分 

群  

前標至頂標 國立大學中、
後段 

2:2:1 
墊底校系可少填  

志願不用填滿 

均
分
群 

均標上下 國立大學後
段及私立大
學前中段  

1:2:1 
100個志願可盡量填到滿  

低
分
群 

後標以下 私立大學中、
後段 

1:2:2以務實及墊底校系為主 

100個志願一定要填到滿  



啊～～到底要不要填滿一百個 
99年 100年 101年 

平均登記志願數 48 54 57 

平均錄取志願序 25 29 28 



C.特殊的考量做志願序的微調 

1.優勢考科與加權計分做搭配 
考得好的科目找加權重的系 

(但要注意“興趣”) 



C.特殊的考量做志願序的微調 
2.該選校還是選系？？？ 
  見人見智的問題，請衡量自身狀況 

3.興趣重要還是前途重要?? 

4.真的要跨組?？ 

5.不分系學士班好不好呀??   
   1.延後分流：如銘傳觀光、傳播學院 
   2.雙主修：如清大理學院學士班、清大生科學士 
             學院學程。 
   3.學程選修：如交大奈米科學及工程學位學程(4 
             大領域)、中興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 
               程（7領域） 



C.特殊的考量做志願序的微調 

6.家庭因素：經濟考量、父母期待…… 

7.個人因素： 

  打死都要念！！ 

  賴在家裡當少爺小姐！！ 

  算命的說？？？？？？  



決定不了 怎麼辦??試試生涯決策平衡單 
校系名稱  元智大學電機系 輔仁大學心理系 
考慮因素  權數  加權前  加權後  加權前  加權後  

性向  3 2 6 5 15 

興趣  5 2 10 5 25 

性格類型  5 2 10 4 20 

工作價值觀 4 3 12 3 12 
校系資源  2 5 10 2 4 
校系聲望  2 5 10 2 4 
錄取機會  3 3 9 5 12 

社會期望  1 5 5 1 1 

就業機會 5 5 25 3 15 

總分 32 97 26 108 
順位 2 1 

（每項以1到5給分，再乘以權重，計算總分來排序） 



不管你想怎麼排，只要你想清楚
就好，但請你一定要記住： 
1.最想要的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 
2.打從心裡就討厭的校系千萬不 
  要放進來呀…… 
＜特別是按分數填志願的，別說老師沒提醒＞ 

3.錄取與否是依分數決定的，自 
  己的志願序只與自己有關       



排好序再檢查一下 
1.新增校系有沒有填進去了?? 

2.相同學系但不同組、在哪個校區上課、公費、自費、

有沒有要出國留學？(如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各系所有學

生大三需自費出國)，這些都是不一樣的唷! 

3.師範大學、師院不是都能修教育學程，要查清楚。 

 （台師大40%） 

4.給家長跟老師看一下你的志願吧! 

  －未滿20歲之考生，登記之志願請徵詢法定代理人意

見。 



•終於可以上網填志願囉…… 



先提醒～重要時間表 
☆繳費時間：7月18日上午9:00起至7月27日
(臨櫃及跨行匯款至7月26日下午15:30止，
ATM至7月27日晚上24:00止) 

☆登記時間：7月24日上午9:00起至7月28日

下午16:30止，其間24小時皆可上網登記

志願逾時不受理登記。（盡量於7月27日前
完成選填志願） 

• 8月6日公布各校系錄取名單。 

• 8月6日～8月12日分發結果複查。 

•       



填之前，要先繳錢啦 

考生可於登記分發相關資訊取得登記繳費單，
或於7月18日起於分發委員會網站「登記繳
費查詢系統」下載。 



 



填之前，要先繳錢啦 

1.同學請持繳費單，採下列三種方式繳費(簡章P.8) 

  (1)於華南銀行各地分行臨櫃繳費(免手續費) 

  (2)各地郵局或其他金融機關辦理跨行匯款（手續 

     費自付），請避免在7/26至郵局匯款，以免發 

     生轉帳延遲 

  (3)自動櫃員機(ATM)或網路 ATM 轉帳繳費（手續 

     費自付） 

2.指考時經審驗通過為低收入戶的同學，可直接直
接登記志願，中低收入戶繳154元，一般同學220
元。 

 

 



單機版選填志願 



使用選填志願單機版時的叮嚀 

• 同學可先至分發會網站下載102 學年度登
記志願單機版，熟悉登記志願系統操作 

• 方式，排列出理想之志願序，縮短在網路
登記志願系統上的操作時間。 

• 使用XP SP2系統的同學，請照相關資訊７
５頁的方式加以設定。 

• 務必解除快顯封鎖 

• 輸入學測成績要誠實，並請用半形字輸入 

 



網路版選填志願注意: 

1.使用IE6.0以上  解析度1024*768 
  字型設為適中 
2.若有不正常登出，需２５分鐘後方能 
  再登入 
 



網路版選填志願 

網址：http://www.uac.edu.tw/ 



• 先插個話 

 所有LILIKOKO的事請在網路選填志願
之前做完，開始以後，沒事別亂離開
電腦，不然一定要登出，否則出什麼
事，可沒人能幫你……… 

網路版選填志願 



 



 



即使再好的朋友，也千萬別隨意透漏自己的通行碼， 
自己的未來千萬不要掌握在別人手中!! 



 



 



 



 



 



 



 



 



要看到這個才表
示成功了唷….. 



 



1.離線訊息：尚未完成登記而登出系統時，將 
            出現提醒訊息，請考生要於7/28 
            下午四點半前回來完成登記． 
 
2.今年開始有簡訊提醒服務，在7/28中午前以 
  簡訊提醒尚未完成登記之考生．(報名時有登 
  錄手機者) 
—簡訊有數分鐘的時間差，已完成者請再確認 

登記志願系統新功能 



祝福大家～～ 
考上最心儀的校系 

 
在生命的舞台上 
有最耀眼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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