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大學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出差報告表
出差日期

109 年 8 月 20-21 日

出差事由

109 學年度公私立大學校院招生檢討會議

出差地點

逢甲大學

會議重點節錄(條列式說明)：
一、 高教招生與總量調控政策
二、 大學招生委員會聯合會業務報告
三、 109 繁星、個申及考分招生情形暨常見問題
四、 教育部業務報告-109 招生須改進項目
五、 教育部業務討論-110 招生核心議題
六、 提案討論暨綜合座談-109 宣導暨討論案

一、 高教招生與總量調控政策
(一) 各級學齡人口均呈下降趨勢，預估 2065 年將較 2018 年減少約 5-6 成生源。
(二) 至 124 學年，高中畢業生人數僅 16.5 萬人，較 98 學年計減 44.1%；預計未來 17
學年間。高中畢業生人數平均年減 4,800 人或 2.3%。
(三) 為因應少子化問題及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自 107 學年開始鼓勵大專校院招生
境外學生，但粥多僧少。
(四) 調控機制：
1.總量管制(增設名額由量內調整，但不得超過前一學年之名額總量) 2.依辦學能
量進行調控 3.依招生結果調整總量(依註冊率調整總量；配合國家政策系科不予
條減) 4.參照生源推估數(因應少子化衝擊) 5.公開資訊以監督辦學(提供給學生及
家長作為選讀之參據)。6.強化學校自我調控 7.依招生結果，提供學校彈性處理
系所機制 8.嚴格管控博士班總量 (105-107 統一調整，並鼓勵主動調降/寄存名
額；108 取消，並保留 30%由學校統籌分配) 9.名額總量保留一定比率給予學校
調配 10.擴大招收境外生；強化回流教育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聯合會業務報告
(一)各招生管道相關數據
(二)招生業務現在進行式：1.個申報名費之大學作業費自 35%調整為 30%，作為書審
上傳系統設備汰換更新之專款經費 2.自 108 起繁星增額錄取之名額不再從考分
流用 3.111 參採高中學習歷程之核心資料已於 5 月公告周知 4.109 因應疫情適
用應變機制之考生計 21 人、錄取 14 人、分發 13 人；另臺師大因疫情停課無法

辦理甄試，該校 36 系組啟用應變方案 5.109 因疫情適用補考措施之考生計 6
人、完成登記志願者 5 人、獲分發者計 4 人。
(三)招生業務未來式：1.111 考分參採數學考科情形預計 110 年 4 月公告周知 2.國
教院正進行「考招資料分析計畫」為建立以考生資料為串接基礎之教育資料庫。
三、109 繁星、個申及考分招生情形暨常見問題
(一)繁星超額問題：現行規定為分發比序項目除第 1 項統一為「在校學業成績全校
排名百分比」外，其餘可選擇至多 6 項；自 110 起，將規定須訂足 7 項，以降低
超額現象。
(二) 個申校系分則於公告後修正情形，109 案件數有增加之情形，其中修正學測檢定
標準計有 3 案，此案攸關學生權益，各校系須審慎作業。
(三) 考分學力審查問題：1.國內一般學力休學時間累計須滿 2 年 2.國內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機構自行發放證書、原五專學力後轉自學、取得 1.5 年自學證明，但仍
須 1.5 年學校教育，合計滿 3 年才算 3.國外學力問題，各國同等學力考試國內
不採認或銜接問題等 4.109 因疫情問題無法轉回台灣高中就讀案例，文件常有
不齊全的狀況，多以出具切結書通過。
(四) 考分招生作業問題：1.已於其他管道(含繁星、個申、特招、身障甄試、運動績優
甄審甄試……)獲分發學生常逾期未以書面放棄錄取資格，致無法參加指考分發
作業 2.學校在逾期後再提出辦理原住民考生審查案(109 計有 3 案)，多數申辦理
由為行政疏失，鑒於此類案例常有爭議，故考分會正研擬調整方案(A.凡具原住
民身分的考生，內政部全面查核，逕由考分會進行身分註記 B.考分會主動提醒
考生須提出各種生申請)
備註：現行方案為特種考生於期限內提出審查申請並上傳應繳文件，原住民生無
須上傳文件，但仍須提出審查申請。
四、教育部業務報告-109 招生須改進項目
(一) 辦理繁星、個申入學招生時，於簡章載明或公告說明第二階段甄試方式。
(二) 某校逾期回報個申錄取生放棄名單，函請甄選會更正；某校未確實校核放棄入學
名單，致考生險些無法完成考分選填志願作業，已經部裡去函檢討糾正；甄選會
已研擬於 110 起統一受理考生申辦放棄錄取資格作業。
(三) 繁星、個申及考分三大管道之獲分發錄取生，一經分發後即取得該校之入學資
格，各校不得另訂錄取生報到規定；反之，新生於入學後各大學仍應查驗學生學
力證件或符合同等學力之證明文件，不宜逕予認定各高中所送報名資料。
(四) 辦理個申第二階段甄試規劃日期時，應妥為規劃分流措施；本校已符合甄選會規
定(甄試只有 1 天的校系，應提供上下午至少 2 個或更多梯次供考生選擇)，並給
予考生非常彈性的調整。
五、教育部業務討論-110 招生核心議題
(一) 如何避免各招生管道同分增額問題：1.繁星-一律訂滿 7 項分發比序項目 2.個申
-提校級會議定錄取之先後順序 3.考分超額之同分者一併錄取，並檢視不合理的
分組現象 4.其他管道-比照個申招生專業化之流程，強化甄試品質及審查專業
性。

(二) 111 後個申辦理第二階段甄試期程調整案：111 後二階甄選預計於高三下(5 月第
一週)課程結束後辦理，未來甄試期程恐縮短為 16 天(含兩個週末)，為因應此措
施，各校可研擬 1.於週間辦理甄試 2.是否於甄試日校內停課 3.縮短報名日程 4.
擴大繳費通路 5.重視學習歷程、多資料參採……
六、提案討論暨綜合座談-109 宣導暨討論案
(一) 有校系於個申提供扶弱措施，但因簡章訂定不清楚及學校實際執行方式致爭議，
部裡建議：1.資格明定並落實簡章規定程序 2.扶弱分組不得明訂「不得備取」 3.
不得僅加分而未審查其學習歷程，此舉不符合招生專業化精神。
(二) 基於 111 後甄試期程縮短為 16 天內辦理，是否可思考訂定統一放榜日之可行
性；此案之急迫性，或許不用等到 111，110 即可研擬後實行。

報告人

張筱涵

報告日期

109 年 8 月 25 日

國立嘉義大學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出差報告表
出差日期

109 年 8 月 20-21 日

出差事由

109 學年度公私立大學校院招生檢討會議

出差地點

逢甲大學

會議重點節錄(條列式說明)：
一、 各招生管道常見問題-學力審查:
二、 109 國外學力審查狀況
三、 碩博士班考試及各校單獨招生考試簡章秉持大學法公平公正公開精
神，各項流程需明訂於簡章，並依簡章規定辦理
四、 各項招生秉持招生專業化概念辦理，含同分參酌
報告內容：
一、 各招生管道常見問題-學力審查:
1.國內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驗教育機構自行發放證書、及「完成」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證明-採認(完成就類似畢業證書)

2. 國內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驗教育機構-「參與」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證明-不採認(參與非畢業)

3.國內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取得完成 1.5 年自學證明，仍須加上 1.5
年學校教育，合計達 3 年才算
補充: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例第 30
條: 參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並
持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
教育證明者，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
一、完成至少三年實驗教育。
二、就讀高級中等學校及參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至少三年。
符合前項情形之一者，其實驗教育證明，應註明已修業完成高級中
等教育階段教育。
結論是合併至少 3 年即可，若非學校型態實驗學校 1 年+2 年學校教
育→符合同等學力報考資格
4.國外學力-各國同等學力考試國內不採認
二、109 國外學力審查狀況:今年因疫情關係，採寬鬆原則，延期，教育部
已有來文，已於境外台生專案計畫報到時延長，並於其他考試項目中
比照
三、碩博士班考試及各校單獨招生考試簡章秉持大學法公平公正公開精
神，各項流程需明訂於簡章，並依簡章規定辦理:因應疫情，希望各校
於制定 110 簡章時，能將因應措施明訂於簡章內，某校違失「個人報
到時間一經公告，考生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改變」
「逾時不得參加口
試.缺考者不予錄取」-此項本校簡章皆依教育部規定詳列招生學系.修
業年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項目.考試日期.報名手續.評分標
準.錄取方式.流用原則.同分參酌比序.報到程序.遞補規定.成績複
查.招生紛爭處理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於招生簡章中-不可因疫情-延
長報名時間
四、各項招生秉持招生專業化概念辦理，含同分參酌
自 108 年起各大學均已辦理大學招生專業化計畫，各校應妥善規劃並審
慎規畫辦理各管道(含日學單招.碩博士班招生)招生審查及甄試作業，陪
訓專業審查者，以強化各校系甄試品質及審查專業性-各系審查委員至少
需 3 位，增加同分參酌，並避免同分錄取情事發生
報告人

劉如惠

報告日期

109 年 8 月 25 日

國立嘉義大學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出差報告表
出差日期
出差事由

109 年 8 月 20 至 21 日

出差地點

逢甲大學

109 學年度公私立大學校院招生檢討會議

會議重點節錄(條列式說明)：
1. 高中學習歷程檔案及大學審查介面平台：(1)平台模擬結論「課程成果」
上傳率顯示有「城鄉差距」
；頁數以「1-2 頁」居多；
「多元表現」以「4
件」居多。(2)系統新增「內文相似度比對」(抄襲比對)。
2. 選育系統選才方向新功能介紹：選育系統(collego)頁面新增「學習準備建
議方向-111 修課紀錄參考之領域」(圖表呈現)，頁面顯示 53.19%校系不
參採數學(備註：不代表不重視數學，於學習成果仍可看到學生表現)。
3. 大學招生專業化工作重點與成效：111 學年度評量尺規內容應與學習準備
建議方向設計與對應，如下圖所示。
評量尺規內容與學習準備建議方向設計與對應
尺規評量能力
× × ×能力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1.
2.
3.

校系書審尺規綜整評量資料項目
1.
2.
3.

報告內容：
1. 高中端反映部分大學校系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要求學生繳交
「額外資料表」
，請勿再跟學生索取各學期成績檔案及學測成績，該規定
徒增考生負擔及高中端行政困擾，禁止各大學校系另外要求觀看成績。
2. 書面審查評量尺規中針對弱勢生，如僅將弱勢生「以加分方式」辦理，而
未審查其學習歷程，其不符合招生專業化精神。
3. 禁止各學系書面審查委員便宜行事，將學生成績「採一致性評分」
，若發
現如此情況，教育部將考慮調整該校的招生名額。
4. 提請學校討論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疫情對大學招生考試事務因應做法，
如於簡章中明訂因應措施、術科考試因應措施…；另是否採「分組」方式，
多開一組切割無參加學測學生，但涉及名額分配問題，抑或是仿造特殊選
才招生方式 (備註：該情況是學測無法進行補考時)。
報告人

林靖文

報告日期

109 年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