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110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工作期程 

項

次 
日  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1.  110.08.06~10.23 英聽/學測兩項考試簡章發售(50元) 註冊組 

2.  110.08.31 [英聽] 公告檢定參採校系(繁星/申請/登分) 【大考中心】 

3.  110.09.24 解釋大學學系探索量表結果 輔導室 

4.  110.09.10~11 綜高高三學術學程第 1次模擬考 課務組 

5.  110.09.01~03 生涯輔導暨校友返校座談 輔導室/學程主任 

6.  110.09.07~13 [英聽] 第一次測驗(1)報名 (350元) 課務組 

7.  110.09.16~09.30 

簡章團購預購(10/25開放校系分則查詢，11/5簡

章公告) 

繁星 80元/個申 180元 

學程主任 

【大考中心】 

8.  110.10.23 ▲英聽測驗(1)  (11/08寄發成績單) 【大考中心】 

9.  110.11.02~11.16 [學測] 報名(上限 1220元)及術科考試報名 註冊組 

10.  110.11.01~02 綜高高三學術學程第 2次模擬考 課務組 

11.  110.11.10~16 [英聽] 第二次測驗(2)報名 (350元) 課務組 

12.  110.11.23~24 
[繁星] 上傳 108入學學生高二在校學業成績至甄

選會 
學程主任 

13.  110.12.09 [四技]「申請入學」簡章發售 註冊組 

14.  110.12.12 ▲英聽測驗(2)  (12/23寄發成績單) 【大考中心】 

15.  110.12.14~15 綜高高三學術學程第 3次模擬考 課務組 

16.  111.01.03~04 綜高高三學術學程期末考(1/20休業式) 教學組 

17.  111.01.21~23 [學測] 辦理學測考生服務站 
課務組/學程主任 

高三導師 

18.  111.01.21~23 ▲學科能力測驗考試 【大考中心】 

19.  111.01.25~02.09 

▲大學術科考試 

體育組:111.02.07~02.09 

美術組:111.01.27~01.28 

音樂組:111.01.25~01.28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

會聯合會 

20.  111.02.23 [繁星] 在校學業成績個人百分比公布 【大考中心】 

21.  111.03.25 [繁星] 甄選入學輔導說明 學程主任 

22.  111.04.07 ~08 綜高高三學術學程第 4次模擬考 課務組 

23.  111.03.01 [學測] 公布學測成績及統計資料並開放查詢 【大考中心】 

24.  111.03.01~03.04 [繁星] 校內初審報名 (2/26~2/28放連假) 學程主任 

25.  110.03.1~03.16 [個申] 校內報名並繳費(一系 100元) 註冊組 

26.  111.03.02 [學測] 學測成績單寄發 註冊組 

27.  111.03.03 [術科] 術科成績單寄發 註冊組 

28.  111.03.09 [繁星] 召開校內繁星推薦委員會會議 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 

29.  111.03.10 [繁星] 校內正式報名及繳費(200元) 學程主任 

30.  111.03.08(9時起) [繁星&個申] 個人專屬密碼設定 ★申請生 

31.  111.03.15~16 [繁星] 學校集體報名及繳費 學程主任 

32.  111.03.11~3.16 [四技] 校內報名並繳費(一系 100元) 學程主任 



項

次 
日  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33.  111.03.22(9時起) [繁星] 公告錄取名單(放榜) 【甄選會】 

34.  111.04.14~20(21時前) [個申] 上網核對個人在校成績證明 pdf ★申請生 

35.  111.03.24前 [繁星]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推薦生 

36.  111.03.23~25 [個申] 第一階段學校統一報名(24-25)及繳費(23-25) 註冊組 

37.  111.03.21~24(15:30前) [四技] 學校集體報名及繳費 學程主任 

38.  111.03.31(9時起) [個申] 公告「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甄選會】 

39.  111.03.31(10時起) [四技] 公告「四技申請」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聯合會】 

40.  111.04月 大學與四技申請入學校內模擬面試 輔導室★申請生 

41.  111.04月 發放高三畢業前行事曆 註冊組 

42.  111.05.05~(截止日依大學訂定) [個申] 書審 pdf檔開放上傳(限 10MB內) ★申請生 

43.  111.05.18~31 [四技] 第二階段複試 ☆各科技大學 

44.  111.05.12~13(19時前) [個申] 上傳第六學期「修課紀錄」至甄選會 註冊組 

45.  111.05.16~17 [個申] 通過第一階段核對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申請生 

46.  111.05.19~06.05 [個申] 大學校系辦理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各大學校系 

47.  111. (尚未公布) [分測] 校內報名並繳費 註冊組 

48.  111.05.09~10 綜高高三學術學程第 5次模擬考 課務組 

49.  111.06.06前 [個申] 大學公告正備取名單並寄發成績單 ☆各大學校系 

50.  111.06.01前 
[四技] 科技校院公告並寄發成績單(6/3前網站公告正

備取生錄取名單) 
☆各科技校院 

51.  111. (尚未公布) [分測] 應考服務審查申請及繳件 ★分測生 

52.  111.06.09~10(21時前) [個申] 正備取生向甄選會登記就讀志願序 ★正備取生 

53.  111.(尚未公布) [分測] 分科測驗考試報名及繳費 註冊組 

54.  111.06.15(9時起) [個申] 甄選會公告統一分發結果(放榜) 【甄選會】 

55.  111.06.16 (12時前) [四技] 正取生報到及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申請生 

56.  
111.06.16 (13時起)~ 

111.06.18 (17時前) 
[四技] 備取生報到及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申請生 

57.  111.06.15~18 [個申] 放棄錄取資格掛號郵寄或網路聲明截止 ★申請生 

58.  111.(尚未公布) [分測] 應考資訊查詢系統開放及簡訊通知 【大考中心】 

59.  111.6月中旬~7月 開設高三第 1、2學期重補修學分班 教學組 

60.  111.07.11~12 ▲分科測驗考試 【大考中心】 

61.  111.(尚未公布) [分測] 寄發分測成績通知單 【大考中心】 

62.  111.(尚未公布) [登分]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繳交登記費(220元) ★分測生 

63.  111.(尚未公布) [登分] 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分測生 

64.  111.(尚未公布) [登分] 錄取公告(放榜) 【考分會】 

  說明：(1)各項考試及招生日期以 111學年度正式簡章為準 

 (2)簡稱：【大考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考分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甄選會】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聯合會】科技校院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 

[繁星]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個申]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四技] 四技申請入學 

[分測] 分科測驗（原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