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7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報名常見問題
分類

編號

項目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報考資格?
報名時是否要繳學力證明文件?
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可否報名?
五年制專科學校學生可否報名?
大學生可否報名?
高級職業學校或進修學校三年級在校學生是否也要透過學校集體報
名?
填寫報名資料應該要注意什麼?
指考專用密碼
個別網路報名考生的姓名有罕見字而電腦無法顯示怎麼辦?
個別網路報名完成資料登錄後可否補印繳費表 ?
個別網路報名考生沒有印表機列印繳費單如何繳費?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方式及如何確定是否交易成功?

低收/中低收入
戶證明

13

重考生是否需再繳驗低收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其他

14
15
16

報名後可否辦理兵役緩徵?
特種生、身心障礙考生報考「 指定科目考試」是否享有加分優待?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的用途

報考資格及
報名方式

6
報名資料填寫

繳費

1. 報考資格?
指定科目考試的報考資格為高級中等學校之三年級在學學生、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
（按：教育部頒「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請至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之法規體系/
高等教育項下查詢，網址 http://edu.law.moe.gov.tw）
1.1 高級中等學校之三年級在學學生，應一律經由就讀學校辦理集體報名。其他具備報
考資格者，可委託經政府立案之升大學補習班辦理集體報名，亦可以個別報名。
1.2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得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核發之學生身分證明或核
定文件，作為審查報考資格之證明文件，經審理後可以個別報名方式辦理報名。
1.3 資賦優異縮短修業年限學生，如因不及取得全科跳級至高三之鑑定通過證明或本
學年度鑑定及格證書者，得檢附相關證明並切結於大學註冊入學時繳交符合報考
資格之正式學力證明文件後，可以個別報名方式辦理報名。
1.4 一貫制學校：持有修業證明之學生，其修業情形一至三年級屬高級中等學校者，
視同高級中學同等學力，三年級在校生可以個別方式辦理報名；其一至五年級屬
五年制專科學校者，報考資格請見本文「4.五年制專科學校學生可否報名?」。

※

1.5 大陸及港澳地區學校、國外學校應屆畢業生，可以個別網路方式辦理報名。
個別網路報名屬上列 1.2、1.5 項之報考資格者，須先傳真或 Email「在學證明文件」及
「身 分證正面影本」，經本中心查驗通過後，才能使用報名系統登錄報名資料。傳真電
話 (02)2366-1365、Email：photo@cee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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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報名大學招生學力資格審查問題，請另詳該招生簡章規定。

2. 報名時是否要繳學力證明文件?
2.1 報名參加本中心考試，不需繳驗學力證明文件。
(本地一貫制學校、大陸及港澳地區學校、國外學校應屆畢業生如欲參加本測驗，請另詳
1.報考資格)
2.2 學力證明文件將由各大學招生單位負責審驗(如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06-2362755)，
務請詳閱各招生簡章說明。

3. 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可否報名?
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按教育部頒「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3.1 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
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2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
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3 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
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4. 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可否報名?
4.1 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在校生、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可以報考指定科目考試。
4.2 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按教育部頒「入學大學同等學力
認定標準」
，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4.2.1 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4.2.2 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
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5. 大學生可否報名?
5.1 大學生可以報名本考試但仍須符合簡章所規定之報考資格。
5.2 報考指定科目考試時，不需辦理休學，但大學在學生使用指定考試科目成績錄取至國內
大學校院並註冊入學時，請與錄取學校及原學校確認是否會產生雙重學籍的問題，請自
行洽詢相關大學教務處。

6. 高級職業學校或進修學校三年級在校學生是否也要透過學校集體報名?
6.1 凡是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高職、進修學校)三年級在學學生均須由就讀學校辦理集體報名。
6.2 如果學校在處理上有任何問題，請學校與本中心聯絡。

第 2 頁，共 5 頁

7. 填寫報名資料應該要注意什麼?
7.1 畢(肄)業年度：
依畢(肄)業民國年度填寫(非學年度)。
7.2 考試科目：
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甲、數學乙、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等 10
考科，考生可自由選考。選考科目不得少於 3 科，惟已報考 107 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
者，不得少於 2 科。
7.3 考試地區：
本次考試試場設置分為 28 個地區，報名時需自行填寫其中一個地區應試。報名日期截
止後不得要求更改。試場編配方式及原則如下：
7.3.1 報名結束後，由各考區承辦學校綜合考量各該地區考生人數、試場環境、交通便利
性以及其他配合措施等因素洽借分區學校。
7.3.2 編配考生分區及座位時，則綜合考量集報與個報之考生比例、應考便利性(如集報
單位之地址、個報考生之通訊地址等)、梅花座的編配原則、男女性別、公私立學
校之考生比例等試務因素後，以電腦程式編配考生座位，試場分配表及詳細地點
公布期間如下 107 年 6 月 19 日，並登載於本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 同時
提供網路及電話語音 02-23643677 查詢。
7.4 冷氣選擇：
試場全面開放使用冷氣，報名時必須選擇是否於冷氣試場應試，報名日期截止後不得要
求更改。每一考試地區之無冷氣試場以集中設置於一個分區學校為原則。
7.4 行動電話：
為試務單位發送成績簡訊通知，試務緊急聯絡及大學入學通知需用，可填寫考生或家長
經常使用的行動電話號碼。
7.5 通訊地址：
7.6.1 個別報名考生的通訊地址，係作為本中心寄送試務通知、成績通知單或招生單位寄
送試務通知使用。
7.6.2 集體報名考生的通訊地址，係作為本中心寄送成績單使用或招生單位寄送試務通知
使用，不可為學校(或補習班)地址。
7.6 更改姓名或身分證號碼：
107 年 5 月 24 日報名截止日後，暫停受理更改姓名或身分證號碼作業，有更改之考生於
考試時應另攜帶更改後的戶籍謄本或載有更改姓名或身分證事項之戶口名簿供查驗。並
於 107 年 7 月 3 日後檢具前列資料向本中心申請更改相關資料。如需更改成績通知單姓
名者，應於 107 年 7 月 10 日前檢具前項資料向本中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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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考專用密碼：
只有個別報名考生才須設定，由考生自行設定，為修改報名及查詢報名資料使用，務必妥
善 保存。密碼須包含數字及英文字母 8-12 碼，不區分大小寫，建議不要使用生日、身分證
號、 電話等與基本資料有關之資料。

9. 個別網路報名考生的姓名有罕見字而電腦無法顯示怎麼辦?
9.1 考生姓名有罕見字須造字者，需影印身分證正面，並將罕見字圈記，註記考生姓名、
身分證號、聯絡電話、個別網路報名資料需造字字樣，於報名期間內傳真至本中心，
並以電話連繫確認傳真資料是否收訖無誤。
傳真電話:02-23661365、電話:02-23661416 轉 608。
9.2 本中心於報名結束後統一處理造字作業，若報名期間無法顯示，可能是您所使用的電腦
未安裝本中心造字系統，請不用擔心，可於收到考試通知時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10. 個別網路報名完成資料登錄後可否補印繳費表?
完成報名資料登錄後，在報名期間內均可登入報名系統列印「個別網路報名繳費表」。

11. 個別網路報名考生沒有印表機列印繳費表如何繳費?
請先將繳款帳號及金額記錄下來，再利用自動櫃員機(ATM)、網路 ATM、至華南銀行填
寫全行通收存款憑條或其他金融機構辦理跨行匯款，繳費收據請自行妥善留存。

12.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方式及如何確定是否交易成功?
進行自動櫃員機(ATM)轉帳前，請先確認所使用提款卡是否具有轉帳功能以及帳戶內餘
額 是否足夠。約半個工作天後可至報名系統查詢已繳金額是否正確，如果有錯誤應立即
備妥 交易明細表洽詢本中心。
12.1 繳費方式：插入金融卡 → 輸入金融卡密碼 → 選【轉帳】→ 轉入銀行代號輸入【008】
→ 輸入轉入帳號共 14 位 → 輸入繳款金額 → 確認完成
12.2 確定是否交易成功：
12.2.1 完成轉帳後需列印交易明細表，請先檢查交易明細表是否有扣除轉帳手續費（通常
為 15 元，如為華南銀行的金融卡並使用華南銀行的提款機進行 ATM 轉帳繳款，則
不收手續費）；再檢查交易明細表上是否印有轉帳金額及帳戶餘額，如以上三者皆
具備則表示轉帳成功。
12.2.2 您可於 ATM 轉帳繳款前先查詢帳戶餘額，俟 ATM 轉帳繳款後再行查詢帳戶餘額，
即可得知是否轉帳繳款成功。
12.2.3 您可於 ATM 轉帳繳款後拿存摺進行補摺手續，即可得知是否轉帳繳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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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考生是否需再繳驗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因為低收/中低收入戶須每年審核，故不論曾否繳驗過證明文件，報考本次指定科目考試 ，
如為低收/中低收入戶者，一律須在報名期間內繳驗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惟考生若已
於本中心 107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或學科能力測驗審驗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
者，無需再繳驗證明文件。

14. 報名後可否辦理兵役緩徵?
14.1 本中心非兵役權責單位，緩徵相關事項，應依兵役課規定辦理。
14.2 考生可自行持完成報名繳費之報名表，洽詢各地兵役課。如需本中心開立報名證明，
請備妥身分證正面影本，書明收取方式為郵寄(須填寫地址)或傳真(須填寫傳真號碼)，
及註記「申請報名證明」字樣，傳真至本中心，並以電話連繫確認傳真資料是否收訖
無誤。傳真電話:02-23661365、電話:02-23661416 轉 608。

15. 特種生、身心障礙考生報考「指定科目考試」是否享有加分優待?
15.1 指定科目考試並未區分考生身分，故均無加分之優待。
15.2 一般所謂的特種生(如原住民、退伍軍人…等)、身心障礙考生是否加分或如何加分，均
依大學招生簡章之相關規定辦理，可洽詢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連絡電話:
06- 2362755。

16.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的用途
指定科目考試主要提供「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使用，均需採計 3 至 5 科指定科目考試(含
術科考試)成績；部分大學的進修學士班招生亦採用某些科目的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請考生特
別注意相關招生簡章，不要錯過報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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