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107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校內推薦實施要點 106.11.15 

一、實施依據： 
    依據 107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及本校大學繁星推薦委員會 106.11.15決議辦理。      
二、大學招生名額： 
    臺灣大學等 68所大學 1807校系招生名額合計 16993名；另原住民外加名額合計招收 1825名。 
    各校系招生名額請參閱簡章校系分則。(簡章可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站查詢，或自行購買紙本簡章)   
三、本校推薦名額： 
    1.各大學依學系特性分為一至八個學群或不分學群，68所大學合計 217個學群： 

學群 不分學群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第四學群 第五學群 第六學群 第七學群 第八學群 

學群分類 無 文法商管 理工 醫農生命 音樂 美術 舞蹈 體育 醫學系 

總校系數 9(1校) 982(64校) 508(56校) 240(45校) 8(8校) 37(21校) 0(0校) 12(11校) 11(11校) 

招生名額 74 8997 5128 2359 26 169 0 74 166 

外加名額 9 1083 475 217 5 26 0 10 0 

招生對象 普通班 音樂班 美術班 舞蹈班 體育班 普通班 

    2.(1)對每一所大學的每一個學群，本校可推薦至多二名學生。(2)同一名學生限被推薦至一所大學

之一個學群。(3)本校就「同一所大學第一、第二、第三學群及不分學群全部推薦學生」需合併排
定推薦優先順序；對同一所大學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學群則各別排定推薦優先順序。
(4)被推薦學生需自行排定學群內之校系志願序，各學群限填校系志願數請參閱招生簡章。 

    3.(1)對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額之學群，本校得依照前項原則另行推薦原住民學生。(2)具原住民
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繁星推薦招生。   

四、在校學業成績計算方式： 
    1.各學期單科學業成績以整數輸入，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輸入至小數點第 1位(四捨五入)。

如有重修或補考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重讀之科目，應以再次選讀所得之成績辦理。 
    2.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各學期專業術科學業成績，由各科教師訂定計算方式送

交本校「大學繁星推薦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布實施。 
    3.「在校學業成績」及「各單科學業總平均成績」為高一、高二的四個學期學業成績之平均，

計算至小數點第 2位(第 3位四捨五入)。 

    4.高中全程就讀本校學生應按普通班、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分別計算出「在校學
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在校學業成績」遇有同分時，同分之學生將進行同分參酌，依
序以「高二下總平均」、「高二上總平均」、「高一下總平均」、「高一上總平均」之順序辦理。 

    5.「各單科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同分參酌亦比照前述原則辦理，惟因應推薦學
校之授課實務，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四科學業總平均成績不進行同分參酌。   

五、推薦條件： 
    1.高中全程就讀本校普通班、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或體育班之應屆畢業生經本校繁星推薦

委員會審核具備繁星推薦資格且「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為前 50%。 
    2.須通過任一大學校系所訂「107年學測檢定科目標準(五標) 」、「107年術科考試檢定項目標準

(五標)」、「105~107年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檢定標準」、該大學所訂「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
分比標準(20%~50%)」，且該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測科目成績總和不為零級分(缺考以

零級分計)、校系要求檢定或分發比序之術科考試項目不為零分(缺考、未報考以零分計)，始
得被推薦至該校系及所屬大學學群。各校系檢定項目及「身心障礙報考限制」請參閱招生簡章。 

    3.錄取「大學特殊選才招生」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不得報名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六、大學錄取原則： 
    1.各大學依據推薦學生「校系志願序」、「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進行分發比序，百分

比小者優先錄取。前項比序結果相同者以各校系自訂之次一比序項目進行分發比序，依此類
推。第八學群比序後通過篩選考生須再參加第二階段面試。各校系比序項目請參閱招生簡章。 

2.(1)一般生：各大學第一輪分發依據各高中「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於第一至三學群及不分學
群、第四學群、第五學群、第六學群、第七學群、第八學群錄取(通過篩選)同一高中學生
各以一名為限。第一輪分發後校系仍有缺額者，再依前項分發原則進行缺額校系第二輪分
發作業，各大學第二輪分發對同一高中再錄取(通過篩選)人數不受一名之限制。 

      (2)原住民生：分發比序作業與一般生相同。 



七、本校推薦優先順序： 
    1.以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為比序依據，百分比小者優先選擇推薦學群。同分依次參

酌：「107年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107年學科能力測驗數學級分+英文級分」、「在校學業成績」、「高
二下總平均」、「高二上總平均」、「高一下總平均」、「高一上總平均」，(級)分數高者優先選擇。 

    2.對同一所大學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亦依此排定。   
八、本校推薦作業日程： 

年 日  期 作 業 項 目 作業單位 

106 

年 

11/1(三) 
大甄網站公布校系分則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另可由  歷年資料>106年度> 106/3/7最新消息  查詢(去年)比序錄取標準。) 

大學甄選委員會 

11/9(四) 發售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大學甄選委員會 

11/15(三) 

12:10 

成立本校 107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委員會」，訂定「大學繁星推
薦招生校內推薦實施要點」、核定本校「考生繁星推薦資格」與「體
育班與藝才班各學期專業術科計算公式」，通過後公布實施。 

本校推薦委員會 

11/21(二) 上傳學生在校高一高二成績資料至大學甄選委員會。 註冊組 
12/5(二)12:20 辦理「大學繁星推薦招生」高三導師、學生說明會。(中正堂) 輔導室、註冊組 
12/8(五)19:00 辦理「大學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招生」高三家長說明會。 輔導室、註冊組 

107 
年 

1/16~1/17 中度或重度聽覺障礙考生申請免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大學甄選委員會 

2/23(五) 
1.大學甄選網站開放繁星校系「學測、英聽檢定標準」查詢。 
2.大考中心寄發學測成績通知單。(術科考試成績單 2/26寄發) 

大學推薦委員會 

大考中心 

2/23(五)12:20 辦理「繁星推薦校內報名作業_學生說明會」、公布推薦順序。 輔導室、註冊組 
2/26(一) 大學甄選網站開放繁星校系「學測、術科、英聽檢定標準」查詢。 大學推薦委員會 

2/23~3/6 繁星推薦個別輔導。 輔導室 

2/23(五)起 
3/1(四)13:00止 

受理校內推薦報名： 
1.普通班學生：請至本校首頁復興快報，鍊結「大學繁星推薦_ 
普通班校內推薦紀錄網頁」，預選推薦大學學群之志願順序
(每個志願學群選擇一個合格學系為代表)，列印報名表(如附件一) 
，經學生與家長簽名後，送交註冊組，並領回報名表核章影本。 

2.體育班與藝才班學生：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二)，每個志願
學群選擇一個合格學系為代表，經學生與家長簽名後，送交
註冊組，並領回報名表核章影本。 

註冊組 

3/2(五)9:00 公告推薦作業「各梯次時間與順序」於本校首頁及各班。 註冊組 

3/5(一) 

 
◎體育班與
藝才班為 
第一梯次 
(8:10報到) 

 
◎普通班為 
第二~八梯次 
(各梯次報到時

間 3/2公告) 

辦理校內繁星推薦作業： 
1.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2.時間：3/5 (一)上午 8:10開始，依照 3/2(五)12:00公告
之推薦梯次與順序，辦理推薦作業。 

3.程序：每梯次按推薦順序唱名，請報名學生就現場推薦之餘
額選擇一個合於條件之大學學群，作為自己推薦學
群。每節課一梯次 30~40人(由註冊組代請公假)。 

4.(1)報名學生需(攜帶學生證、報名表影本、報名費 200元)
與家長準時到場參加；家長未到場者視同授權學生全權決定。 

  (2)學生因故無法到場者，應委託家長(持身分證、報名表影本、
報名費 200元)到場代為選擇推薦學群。 

  (3)唱名時學生及家長皆未到場者，視同棄權，不予推薦。 
3.報名學生得於推薦作業現場調整報名表中志願學群之順序， 
但不宜臨時新增志願學群，以免延誤現場作業時間。 

4.原住民學生，得於推薦作業現場選擇推薦身分及推薦學群。 
5.獲推薦學生應簽名確認、領取「校系志願表-填寫須知」、至
總務處出納組繳交報名費200元(低收考生免費；中低收考生80 元)。 

本校推薦委員會 

輔導室 

註冊組 

出納組 

3/6(二)9:10 

以前 
獲推薦學生繳交「校系志願表」(普通班學生至「大學繁星推薦_普
通班校內推薦紀錄網頁」填寫；體育班與藝才班學生 3/5繳交紙本) 

註冊組 

3/6(二)14:50 獲推薦學生至註冊組領取「正式報名表」，經家長簽名後3/7_9:10繳回。 註冊組 

3/8(四) 註冊組彙整推薦生「正式報名表」，向大學甄選委員會報名繳費。 註冊組 

3/14(三) 
公告第一至七學群錄取名單，錄取生不得報考大學與四技申請入學。 
公告第八學群第一階段篩選結果，通過者不得報考大學申請入學同一校系。 

大學甄選委員會 

3/20(二) 第一至七學群錄取生3/20前未申請放棄者不得參加考試分發入學。 各大學 

5/7(一)前 公告第八學群錄取名單，錄取生不得參加大學申請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 各大學 
  
九、本實施要點經本校「107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附件一 ※普通班學生應至指定網頁填寫學群志願序自行列印報名表。 ※本附件僅為樣張，請勿直接填寫。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107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校內推薦報名表          列印日期：2018/2/** 時間**:**:** 
一、基本資料、在校學業成績： **報名表請繳交註冊組，截止時間：107 年 3 月 1 日(四)中午 13：00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  名 
在校學業成績(高一高二不含補考重修之原始學期成績) 

高一上 高一下 高二上 高二下 4 學期平均 學業成績百分比 

                    

二、107 年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英聽測驗成績：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英聽測驗 

級分        

達標        

三、選擇推薦學群志願序： 
【每個志願學群請填寫「一個學系代碼」為代表，唯考生須通過此學系「學測、英聽檢定標準」及此學系所屬大學 

「在校學業排名百分比標準」方可填寫。】 

志願序 大學簡稱 學群類別 合格代表學系 志願序 大學簡稱 學群類別 合格代表學系 

1    26    

2    27    

3    28    

4    29    

5    30    

6    31    

7    32    

8    33    

9    34    

10    35    

11    36    

12    37    

13    38    

14    39    

15    40    

16    41    

17    42    

18    43    

19    44    

20    45    

21    46    

22    47    

23    48    

24    49    

25    50    

 ※3/2(五)12:00 公告各梯次時間，學生應攜帶學生證、本報名表影本、報名費 200 元於 3/5(一)準時參加推薦作業。 
   唱名時學生及家長皆未到場者，視同棄權，不予推薦。 
 ※報名學生得於推薦作業現場調整以上志願學群順序，但不宜臨時新增志願學群，以免延誤時間。 
※106/2/23(一)起可至繁星網站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篩選自己學測、英聽通過檢定之校系。 

 ※請詳閱簡章、必要時上各學系網站查詢，了解各校學系特色、分部校區校址、轉系、退學、師資培育、英語畢業條
件、身心障礙報考限制、各學群可填志願數、各校系招生名額等規定。 

※請珍惜繁星推薦機會，填寫志願務請慎重，不要為了上榜勉強多填不適合自己的學校學群！ 
  錄取後放棄就讀者，平白阻礙了其他同學升學機會，且自己也失去參加大學申請、四技申請權利。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學生電話：                                    家長電話：                          
 

註冊組 
收件章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107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校內推薦報名表(體育班與藝才班專用)  

一、基本資料、在校學業成績：【報名表請繳交註冊組，截止時間：107年 3月 1日(四)中午 13：00】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  名 

在校學業成績(高一高二不含補考重修之原始學期成績) 

高一上 高一下 高二上 高二下 4學期平均 學業成績百分比 

                   % 
 
二、107年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大學術科考試成績、英聽測驗成績： 

學測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英聽測驗 

級分        

達標(圈選)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術科科目(自填)        

分數        

達標(圈選)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頂前均後底 
 
三、選擇推薦學群：□音樂(第四學群)  □美術(第五學群)  □舞蹈(第六學群)  □體育(第七學群) 
【須通過至少一校系「學測、術科、英聽檢定標準」，且通過所屬大學「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標準」，該學群始得列入學群志願序。】 

學群 
志願 
序 

大學 

簡稱 

列舉本學群中合於檢定標準

其中一個學系名稱(代碼) 

學群 
志願 

序 

大學 

簡稱 

列舉本學群中合於檢定標準

其中一個學系名稱(代碼) 

學群 
志願 

序 

大學 

簡稱 

列舉本學群中合於檢定標準

其中一個學系名稱(代碼) 

1  
 

(             ) 
6  

 

(             ) 
11  

 

(              ) 

2  
 

(             ) 
7  

 

(             ) 
12  

 

(              ) 

3  
 

(             ) 
8  

 

(             ) 
13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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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五)12:00公告各梯次時間、順序。學生應攜帶學生證、本報名表影本於 3/5(一)準時參加推薦作業。 

體育班與藝才班列於第一梯次(3/5上午 8:10開始)，唱名時學生及家長皆未到場者視同棄權，不予推薦。 
※報名學生得於推薦作業現場調整以上志願學群順序。 

※2/26(一)起可至繁星網站 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篩選自己學測、英聽、術科通過檢定校系。 

※請詳閱簡章、必要時上各學系網站查詢，了解各校學系特色、分部校區校址、轉系、退學、師資培育、英語

畢業條件、身心障礙報考限制、各學群可填志願數、各校系招生名額等規定。 

※請珍惜繁星推薦機會，填寫志願務請慎重，不要為了上榜勉強多填不適合自己的學校學群！ 
  錄取後放棄就讀者，平白阻礙了其他同學升學機會，且自己也失去參加大學申請、四技申請權利。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學生電話：                                    家長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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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ac.ccu.edu.tw/cacportal/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