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9 花蓮場次 (慈濟大學)
5/2 臺中場次 (亞洲大學)
5/3 桃園場次 (中原大學)
5/4 臺北場次 (輔仁大學)
5/6 臺南場次 (成功大學)

13:30~13:50 報 到

13:50~14:00 開幕致詞

14:00~15:10
1.大學考試入學招生作業說明
2.證明文件線上審查系統New!

主講：分發組
主講：電算組陳日昇老師

15:10~15:30 中場休息

15:30~16:20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說明 主講：電算組陳日昇老師

16:20~16:30 綜合座談



大學考試入學招生作業說明

報告大綱

1.招生系組統計 2.歷年資料統計

3.重要時程 4.證明文件審查說明

5.登記繳費說明 6.南臺灣震災受災學生協助事項

7.登記分發參考資料說明 8.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9.高中、補習班Email通知系統 10.分發會服務事項

11.查榜方式

分發會分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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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統計

招生學校：共66所

招生系組：共1,859系組

採用學測成績檢定：共132系組(7.10%)

未採用學測成績檢定：共1,727系組(92.90%)

採用英聽成績檢定：共95系組(5.11%)

未採用英聽成績檢定：共1,764系組(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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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學測檢定系組統計

系組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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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登記數及錄取志願序統計

每位考生共可登記100個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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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分發複查人數統計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申請
複查數

79 92 41 38 35

改補
分發數

0 0 0 0 0

 歷年「因複查分發結果而致改補分發」人數均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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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重要時程

項 目 日 期

發售「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5月6日至7月28日

「登記分發志願練習版」下載開放 5月6日至7月17日

「登記分發志願教學影片」下載開放 5月6日至7月28日

大考中心「指考成績」公告 7月18日

「登記分發志願單機版」下載開放 7月18日至7月28日

「回流後招生名額」、「最低登記標準」公布 7月18日

考生繳交「登記費」
7月18日至7月28日
(12:00止)

開放「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7月24日至7月28日
(16:30止)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放榜 8月8日



 105學年度起，文件審查採網路申請線上作業，

 依105年4月15日“(105)分發字第037號函”辦理，
證明文件審查項目分為：

1. 特種生證明文件審查

2. 聽覺障礙證明文件審查

8

證明文件審查

不再繳交紙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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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特種生證明文件審查者，始得於分發時依
特種生身分享加分優待。特種生身分類別：

 通過聽覺障礙(中度以上)證明文件審查者，於分發時

不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檢定標準之限制

證明文件審查

1.原住民學生 2.退伍軍人

3.僑生 4.蒙藏生

5.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女 6.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



 建議高中端可於分發會網站www.uac.edu.tw下載「確認清
單」，完成考生身分前置確認作業(確認清單完成後，承
辦單位留存即可，無須繳回分發會)。

文件審查前置作業

10

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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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文件線上審查系統」開放日期自105年5月2日上
午8:00至105年5月31日下午11:59止。即使高中端無學
生需申請審查，仍請登入系統並完成回報。

 審查結果將於105年6月13日上午9:00起公告於分發會

網站http://www.uac.edu.tw

文件審查線上作業

系統逾期不予受理，
請高中端特別注意！

http://www.uac.edu.tw/


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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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下列管道錄取，且想改採指考登記分發之考生，
須依各管道之規定時間放棄錄取資格，否則不予分發。

1. 大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特殊選才」
2.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申請、甄選、技優」
3. 身心障礙生甄試、運動績優甄審甄試
4. 師資保送甄試及醫事人員養成計畫
5. 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

請特別提醒學生，須依各管
道規定時間放棄錄取資格，始

可參與登記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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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繳費說明

 繳費時間：
105年7月18日上午9:00至

 繳費金額：
一般生:220元整
中低收入戶學生:88元整(105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刊載金額為154

元，配合社會救助法104年12月之修正，調降繳費金額額度60%)

低收入戶學生:免繳登記費

 繳費單取得：
7月18日上午9:00起，可於「繳費單列印及繳費紀錄查詢
系統」下載，並請盡量利用ATM完成繳費

7月28日中午12:00止



14

南臺灣震災受災學生協助事項

針對105年2月6日地震受災學生：

1. 因地震遺失審查文件之學生：
學生提出證明文件審查申請後，請來電告知分發會，
本會可連繫各發證單位，協助學生取得證明

2. 登記費全額補助：
受災學生免繳登記費

詳細辦理方式，請參閱本會網站http://www.uac.edu.tw

「105學年度南臺灣震災受災學生協助事項」

分發會連絡電話：06-2362755



練習版、單機版與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1. 正式進行登記分發志願前，為便利學生熟悉選
填志願事項，本會另行提供練習版及單機版

2. 正式之登記分發志願系統開放時間自7/24上午
9:00至7/28下午4:30止

練習版：
5/6開放下載，操作介面與單
機版相同，但不含「最低登
記標準」，系統顯示為0

單機版：
7/18開放下載，內含「最低登記標準」篩選
檢測，依各採計科目組合設定不同標準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7/24至7/28開放登記，考
生可直接進入系統完成登
記



16

登記分發志願教學影片

本教學影片自5月6日起，可於分發會網站下載



最低登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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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低登記標準係依各系組採計科目組合訂定

2. 最低登記標準7月18日下午2:00公布於分發會網站
http://www.uac.edu.tw

3. 原始總分須高於最低登記標準，始得分發該系組

http://www.uac.edu.tw/


 開放時間：
105年7月24日上午9:00至7日28日下午4:30止

 登入方式：
「身分證號碼+指考准考證號碼+驗證碼」及「通行碼」

18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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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碼設定



請妥善保存並避免被他人取得

通行碼為考生自定密碼，是登入時身分驗證的重要憑據，

通行碼設定完成後，
即不得變更，請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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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分發志願系統篩選功能
 學生成績不符合所選志願之招生登記標準時，該登記

志願以紅色字體顯示，即使登記亦不予分發

【英聽】C級

範例為:

學生英聽成績為C級，不符合該系
英聽標準(B級)，因此顯示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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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端及補習班Email通知系統
1. 登記期間系統將定時以Email通知高中端及補習班「完成

及未完成登記的名單」

2. 請高中及補習班自 6月24日起，至分發會網站登錄Email信箱



1. 電話諮詢：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06-2362755

2. APP查詢：
本會於Google Play及App Store提供「登記查榜APP」
，內含各項查詢功能：

 最新消息及行事曆

 繳費及登記查詢

 榜單查詢 22

登記期間分發會服務事項

日期 服務時間

7月24日至7月27日 上午8:00至下午10:00

7月28日 上午8:00到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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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程序

分發程序以考試分數為運算依據
(不參酌“登記生彼此之間的志願序”)

學測及英聽檢定標準 指考成績 同分參酌

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及

英語聽力檢定標準
指定考試採計
科目及方法

同分參酌方式 選系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數 學（均標）
自 然（均標）

國 文 x 1.00
英 文 x 1.25
數學甲 x 1.00

1 英 文

（略）2 數學甲

英 聽（Ａ級） 3 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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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榜方式

開放時間：105年8月8日上午8:00起至8月12
日下午5:00止

查榜方式：

1.FTP下載(高中端、補習班專用)

2.WEB查榜(網址為http://www.uac.edu.tw)

3.APP查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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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結果說明系統
 系統針對學生所填志願逐一說明未獲錄取的理由

 開放時間：8月8日上午8:00起至8月12日下午5:0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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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服務電話：06-2362755

http://www.uac.edu.tw

http://www.ua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