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高三畢業生
110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注意事項
指考考完→成績出來→繳交考試分發登記費→上網選填登記志願→放榜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官方出的紙本資料有二，二本都不用買，都有電子版：
1.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簡章：內容為各系要求之
(1)學測標準
(2)指考採計科目及加權
https://www.uac.edu.tw/110data/110recruit.pdf
↑紙本的 pdf 檔

↓可依考科或學群搜尋的系統-掃 QRcode 是這個

https://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cross_search.html

2. 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發
相關資訊：內容有
(1)考試分發登記繳費單
(2)分發志願作業說明
(3)各系核定招生名額
https://www.uac.edu.tw/110data/110inform.pdf
裡面的日程是舊的，最新日程請依官網公告。

公布-「1 招生名額(含回流名額)、2 指定科目考試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及 3 最低登記標準」

八月

16
星期一

這天大考中心那邊的指考成績出來，先去 http://www.ceec.edu.tw 查分數。
1. 回流名額：原本 5 月公告的「相關資訊」裡的招生名額是核定的，但因為繁星、申請
等其他管道沒招滿的名額還會加到登記分發這個管道來，稱之為「回流名額」。
2. 指定科目考試組合成績人數累計：大學校系採計指考科目有好多種不同考科組合，各
種考科組合大考中心都會統計累計人數，補習班或坊間數據分析公司主要用這個資料
來預估落點，所以網路上的落點分析請多做幾家來參考自己可能錄取的校系。
3. 最低登記標準：不是你有考指考就一定可以登記志願，你要填的那個系你的原始總分
必須達該系指考組合最低登記標準，若沒有達到標準這個系不予分發。
開放「繳交登記費」 繳費最後一天只到中午 12 點！ 繳完費才能上網登記志願

八月

8 月 16 日指考成績一出來，請立馬去繳交登記費 220 元！
繳費單在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的第 65 頁[附於下頁，長這樣→]

16-21

你的繳款帳號就是「920+你的身份證字號」第一個英文字母數字編碼

星期一 星期六
12:00 止

A 為 01….以此類推，如果是 C 開頭，則是 03」
，共 14 碼。
例如 身分證號碼 C102345678 繳款帳號則為 92003102345678

繳費方式建議這三種擇一：(1)拿繳費單去華南銀行繳 (2)直接
去自動櫃員機 ATM 繳(3)網路 ATM 轉帳[轉帳銀行代碼是 008 華南銀行]
開放「網路登記志願」 登記志願最後一天只到下午 4 點半！超過時間即無法登記志願



八月



18-21
星期三 星期六
16:30 止



100 個志願，可以有夢幻、務實、安全校系等分
佈，志願送出前請檢查安全校系區要足夠，避免
落榜。
填志願就是「喜歡的、想要的放前面」
，請確認志
願排序順序為「前一個志願的接受度優於後一個
志願」
。注意：並不是填在前面的志願就比較容易
錄取，會不會錄取是和他人比校系指定考科加權
總分，分數高的人錄取。

教學影片

單機版下載
(桌機或筆電)





考分會 107 學年度後不再製作教學影片，電話詢問考分會回覆就是看這部影片，請務必注意
登記時間要以今年度的為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JAftCswQoU&t=407s
看完教學影片可以下載單機版先練習 http://www.uac.edu.tw/110data/110single_web/
8/18 正式登記志願網站 http://www.uac.edu.tw/ 正式登記只能在網路上完成
操作有任何問題可於 8/19(四)9:00-11:00 返校至第一電腦教室詢問輔導主任及組長。

八月 31 日



考分會簡易快速查榜：http://fast.uac.edu.tw/指考應試號碼

星期二



考分會完整資料查榜：http://www.uac.edu.tw，可查詢最低錄取分數 等相關資料。

(共 8 碼)

110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登記繳費單
第一聯：考生收執聯

姓

名

繳款帳號
繳費金額
戶

本繳費單為舊版，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已向華南銀行確認使用舊版仍可繳費，若有
疑慮，請於8/16至官網下載新版。
http://www.uac.edu.tw/
新版正確繳費期限為8/16-8/21中午12:00止

收款行蓋章

聯絡電話

9 2 0
□一般考生繳費

新臺幣

□中低收入戶考生繳費

貳佰貳拾元

整

新臺幣 捌拾捌元 整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名

◎繳費期限：110 年 7 月 19 日上午 9:00 起至 7 月 27 日下午 3:30 止。
※7 月 27 日下午 3:30 後僅受理 ATM 繳費，ATM 繳費至 7 月 28 日中午 12:00 止。
◎請依報名指定科目考試時審驗通過之身分繳費（繳費金額錯誤將導致無法入帳）
：一般生 220 元，中低收入戶生
88 元，低收入戶生不須繳費，請於登記期間直接進行登記分發志願。
◎完成繳費後，請務必於 110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00 至 7 月 28 日下午 4:30 至考分會網站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註：經銀行收款蓋章視同正式收據，請妥善保存以備查核。

………………………………………………………………………………………………………...
110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登記繳費單
第二聯：收款行留存聯

姓

繳款帳號
繳費金額

收款行蓋章

聯絡電話

名

行動電話

9 2 0
□一般考生繳費

新臺幣

貳佰貳拾元

□中低收入戶考生繳費

整

新臺幣 捌拾捌元 整

主
管

認
證

記
帳

收
款

繳費期限：110 年 7 月 19 日上午 9:00 起至 7 月 27 日下午 3:30 止(ATM 至 7/28 中午 12:00 止)
戶
名：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繳費地點：華南銀行各地分行
主辦行：臺大分行 [ TEL:02-23631478 ]

萬家代號：920

<存入上列繳款帳號>

銀行認證欄

※繳費方式 (請儘量利用 ATM 及網路 ATM 轉帳繳費)
1. 華南銀行臨櫃辦理：持本登記繳費單，至華南銀行各分行辦理繳費。【7 月 27 日下午 3:30 後不受理臨櫃繳費】
2.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 (手續費自付)：
持「具非約定帳戶轉帳功能」之金融卡至任一金融機構 ATM，選擇「轉帳」功能後輸入華南銀行代號「008」、
繳款帳號（請參閱下方說明）及繳費金額，完成交易後確認「交易明細表」上顯示交易成功。
3. 網路 ATM 轉帳 (手續費自付)：
持讀卡機及「具非約定帳戶轉帳功能」之金融卡，連線至華南銀行網路 ATM 系統選擇「繳稅、繳費」，或連線
至其他金融機構網路 ATM 選擇「轉帳」，輸入相關資料後，完成交易並列印交易結果。
4. 郵局或其他金融機關臨櫃匯款(手續費自付)：【7 月 27 日下午 3:30 後不受理臨櫃繳費】
填寫該行之「跨行匯款單」，「收款行」為華南銀行臺大分行(銀行代碼：008-1544)，收款人戶名為「大學招生
委員會聯合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匯入帳號請參閱下方說明。填妥後持該表單臨櫃辦理匯款。
※繳款帳號設定：繳款帳號共 14 碼，前 3 碼一律為「920」，第 4 碼起設定方式如下:
1. 以身分證號碼報名之考生，設定方式為 920+「身分證號碼」，其中英文字母依下列代碼表轉換。
A=01 B=02 C=03 D=04 E=05 F=06 G=07 H=08 I=09
J=10 K=11 L=12 M=13
N=14 O=15 P=16 Q=17 R=18 S=19 T=20 U=21 V=22 W=23 X=24 Y=25 Z=26
2. 以居留證號碼或護照號碼報名之考生，設定方式為 920+「9…」+「居留證或護照號碼」，其中英文字母直接以「9
」代換，並在居留證或護照號碼之前以「9」補足 14 碼。
3. 繳費期間考分會網站亦提供繳費單下載，繳費後可至考分會網站查詢繳費紀錄。
範例
身分證號/居留證號/護照號碼
繳款帳號
身分證號碼
92003102345678
C102345678
護照號碼 A
765AC4321
92099765994321

※考分會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6-2362755

傳真：06-2369689

65

網址：http://www.ua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