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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繁星10年，翻轉大學路

誰有資格

上台大？
天下雜誌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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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大盤點 繁星如何顛覆大學生態圈？進入頂尖大學的繁星生，表現如何？

改革領頭羊 清大不只讓繁星計劃誕生，選才方法 9 種以上，證明考試不是選人才的唯一標準。
高中兩樣情 明星高中遇瓶頸、社區高中大翻身，校長、老師怎麼看？
教育下一步 美國史丹佛大學，不只看分數，全面評估未來人才才是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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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有資格上台大

?

繁星新生

台大森林系詹俊宥

文 程
•晏鈴 攝影 黃
•明堂

抓住繁星給的機會
我要改變人生
數位圖表
繁星生表現
顛覆你的想像

透過繁星以最低級分錄取台大的詹俊宥，在經歷外界批評後四個月，首次接受媒體訪問。
有點害羞的他，講起上台大卻比誰都堅定，這是他三年來的唯一目標。
一輩子都在卓蘭，繁星是想離開家鄉的大男孩，最後的奮力一搏。

滿十八歲的詹俊宥，藏在粗框眼鏡後的眼神不脫稚氣，
一七八公分的他，塞在苗栗縣卓蘭高中會議室長桌和椅

也難怪，詹俊宥對果園採收或管理甚是熟稔，每年寒暑假，他

天。

才剛採收第一批，還有很多沒收，﹂那天是強颱尼伯特來的前一

三省道旁的小徑後，才到葡萄園，但他只管蹙眉，﹁怕颱風，

詹俊宥騎著機車，領著︽天下︾記者穿越卓蘭鎮中心，彎進台

枝後，收成的葡萄，就由他負責拆袋整理。

了 葡萄第二期成熟該採收的時節，清晨五點，詹爸爸到葡萄園剪

但出乎意料地，﹁都在果園裡幫忙，﹂詹俊宥說。八月正好到

動。

﹁沒有啊，跟朋友出去玩啊。﹂畢竟十八歲的夏天，青春總是躁

﹁暑假做什麼呢？﹂原本預期他會以高中生耍帥式口吻回答：

受媒體採訪。

評聲浪。此後，詹俊宥謝絕所有媒體邀約。時隔四個月，首次接

星推薦上台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的學生，掀起網路上一波波批

今年三月初，繁星榜單公布，媒體揭露詹俊宥就是最低級分繁

者，僅害羞點個頭，給了一個微笑。

子中間，顯得侷促，雙手拘謹地放在腿上，抬頭望見︽天下︾記

剛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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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俊宥高一、高二班導師王聰縉說，當批評聲浪湧現，詹俊

詹俊宥口中的﹁他們﹂，指的是今年進同個科系的新生。

除了幫忙採葡萄，今年的暑假行程多了線上微積分課程，還有
宥心情低落至少一個月，父親擔心他壓力太大，還希望他轉考警

都在果園裡度過。
每天搭車一小時到台中豐原去補英文，﹁我成績沒有很好，跟他
專。相對父母的擔憂，詹俊宥如今反而更坦然與倔強，﹁不用理

逆風的方向，也許更適合飛翔。詹俊宥才十八歲，卻像浴火過

的差距，加強英文程度和微積分。

明，進台大不是僥倖，他也有資格念台大，努力補足和其他同學

﹁我認真讀，證明我也能讀下去，﹂面對質疑，詹俊宥要證

唯一。

繁星除了看學測，更重視高中在校成績與其他表現，分數並不是

台大校長楊泮池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教育要促進階級流動，

自我極限的機會與資源重分配。

台大對詹俊宥的意義，除了名校光環，更大一部份是代表挑戰

多，﹂詹俊宥笑說，到台大，大家都很拚，自己也想拚一拚。

是讀書頂尖的，但因為繁星，我進了台大，資源多了很多、很

詹俊宥的答案很肯定。﹁什麼樣的環境造就什麼樣的人，我不

但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如果再來一次，還會想留在卓蘭嗎？

吞下批評，也要咬牙撐下去

能出頭天，在這個世代仍是真理。

當初的決定，像賭注也好，其實也像中樂透，彷彿認真讀書就

弟弟上了台大。﹂

大叫，﹁我媽一直笑啊，還問我有沒有看錯。我哥說，沒想到我

到自己的准考證號碼在台大的榜單上，詹俊宥開心地在學校大吼

﹁沒想過會上，﹂查榜那天，詹俊宥緊張到一度查錯榜單，看

加上精細計算落點後，最後填了台大森林系和公衛系。

想，認為也許可以填跟農業比較相近、跟環境工作結合的科系；

選農學院相關科系，但因為未達門檻，只得放棄；於是他退一步

台大各系門檻與在校排名百分比。因為家裡務農，詹俊宥本來想

考完學測選填志願，詹俊宥和老師研究歷年繁星簡章，了解

他學生，詹俊宥相對更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晚。

收成，分成四次工事進行，每次又得花上好幾個星期，從早做到

案子，大部份時間還是在果園裡。每年剪藤、點藥、包袋，然後

生長在務農家庭，家中種葡萄維生，爸爸偶爾農閒時接裝潢

狂，而這樣的瘋狂，來自資源匱乏的認知。

詹俊宥很明確地知道，自己想上台大。最美的願望，通常最瘋

學校，為什麼不選擇留下來呢？﹂

家︶出去看看，但如果︵在卓蘭高中︶用繁星有機會拚到很好的

對詹俊宥和媽媽而言，哥哥的經歷是前車之鑑。﹁我很想︵離

卻因為在校排名不同，上的大學變成兩個世界。

中；到了高三，大哥和留在卓蘭高中的朋友學測分數明明相同，

在他眼中比他還聰明的大哥，當初選擇離開卓蘭，到豐原念高

所以詹俊宥選擇留下。

與其說是為了繁星推薦，倒不如說是受哥哥的經驗影響很深，

說，留下或離開都是掙扎。

卓蘭高中國中部的他，差一點就上了台中一中。對卓蘭的小孩來

事實上，從國中開始，詹俊宥心裡的目標就只有台大。就讀

從國中開始，目標就只有台大

闖蕩。

今年九月，從沒離開過卓蘭的他，要背起行囊，到外面的世界

得細碎的夢想，重新拼湊與織就。

潮，甚至差一點放棄台大。但現在的他卻能挺直背脊，將曾經摔

很難想像，眼前這個高中生，在幾個月前才剛經歷人生最大低

們有差距，讀起來比較辛苦，可是我努力跟上他們腳步，﹂詹俊

他，更像是別無選擇下的選擇，是想離開家鄉的孩子，最後的奮
力一搏。

卓蘭有限，但念書能締造無限
認真讀書、念好大學，是從小務農的父母親灌輸的觀念，
﹁他們從小就會說認真念書、念書、念書，不要回來做農，很辛
苦，﹂詹俊宥還加重語氣，強調了三次。
彷彿在卓蘭，念書就可以贏得全世界。王聰縉說，詹媽媽非常
重視小孩教育，會盡力找資源給孩子。
但隨著時光過去，詹俊宥也漸漸了解，不管怎麼找資源，在卓
蘭，教育資源就是特別少。
就算留在卓蘭高中，三年的學雜費全免，每學期還有就近入學
獎學金一萬元，但就連補習，也得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到豐原市
區。
全家只有爸爸務農一年最多八十萬的收入，還得養一家五口，
沒有多餘的經費負擔每月的補習支出。
高中三年，詹俊宥都沒有補習。但為了要維持三年成績的排
名，他每天回家就複習學校上課內容，這樣的習慣維持到高三，
就算留在學校晚自習到晚上九點，回家還是繼續複習一、兩個小
時。
詹俊宥也特別愛問問題。王聰縉說，詹俊宥曾經為了搞懂一個
排列組合的題目，可以問老師問上一整天。
卓蘭高中校長劉瑞圓說，詹俊宥跟過去幾屆上台大的學生一
樣，有良好的學習習慣跟主動的態度，對他未來的表現充滿信
心。
除了讀書，他高中最愛打籃球。詹俊宥是籃球社社長，班際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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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鳳凰，準備帶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倔強，起飛翱翔。︵游任博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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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也帶領班上拿冠軍。高中用存下來的獎學金分期付款，買電子

助整理︶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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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想上好大學，改變生活，賺多一點錢，﹂繁星之於

那些人，我還是想試試看，﹂他這麼說。

台大為了繁星大一新生，選在7月16日舉辦繁星日，詹俊宥也特地北上參加，這是他證明自己的第一步。

宥喃喃叨念說自己有差距，沒說出口的是自卑。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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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自學。繁星錄取後，自己拿獎學金補英文。王聰縉說，比起其

誰有資格上台大

?

三

政策透視

繁星十週年 成效大盤點

文 林
•倖妃 程
•晏鈴 攝影 鍾
•士為

七分之一的力量
顛覆﹁一試定終身﹂

繁星推薦制度也因此被一言以蔽之為﹁不公平的制度﹂，﹁恢

十年前，台大是台北學生的天下，十年後，繁星讓各縣市的區域高中都有機會被照亮。
數據更顛覆你我想像：無論學業或就學穩定度，繁星生都有最佳表現。
當﹁一試定終身﹂不再是絕對，師生如何被影響 ？大學多元入學下一步該怎麼做 ？

月，學測四十八級分的卓蘭高中學生詹俊宥，透過繁星
復聯考﹂的聲音不時傳出。但事實是這樣嗎？誰才有資格成為驕
二 ○○
七年，台大等十二所參與繁星計劃的頂尖大學，提供近

傲的台大人？

推薦管道上台大森林系，沸騰了為人父母和學子焦躁的
︶台大板上批評不
八百個名額，以達到﹁擴大優質大學學生來源﹂政策目標，此後

台大學生組成中，仍有近一半來自雙北。但實施繁星後，成為台大生的機率在多數非六都縣市中皆提高。

開了門，短袖 恤搭著牛仔褲，一副休閒打

細雨綿綿的早晨，一向謝絕媒體的駱明慶

的影響。

表﹁誰是台大學生？﹂研究，探討多元入學

國。作者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今年再度發

來自雙北，又以大安區的比例最高，震撼全

別、省籍與城鄉差異﹂，提出台大學生主要

二
○年的一份研究﹁誰是台大學生？性

破除迷思：聯考並不公平

覆僵化的升學結構。︵見一 三
○頁︶

繁星推薦，卻以這七分之一的比例，逐漸顛

過一萬五千個名額。然而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今年邁入第十年的

逐年成長，到今年已經有六十九所大學釋出大約一五％、總數超

度？別人念書念假的？﹂等不一而足。

斷：水準一直下降、進去當砲灰、反正進去也馬上被二一、去

網路上沸沸揚揚，批踢踢實業坊︵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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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還是念不下去、進去能出來才是關鍵，更甚者質疑﹁什麼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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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過去明星區域的優勢下降。在繁星計劃

今年發表的研究，則看出繁星的影響，首

繁星發酵，區域有感平衡

安區的社區大學﹂渾號。

一路追高到六．一％，台大也因此有了﹁大

而大安區在一九九七年到二 ○○○
年之間更

七八％︶的六倍，更是台東縣的三十一倍，

是四．七三％，不但是全國平均︵

大安區十八歲人口成為台大生的機率

北市。

來自前二十所明星高中，其中九所集中在台

年以聯考
不公平。在一九八二年到二 ○○○
為主要升學管道的年代，台大學生有八成二

這份研究的重點之一是說明區域和城鄉的

間。

試那三天，﹂他拉長看待﹁公平﹂兩字的時

的資源和文化刺激都不同，真正公平只有考

迷思，﹁一個人從小成長到進入考場，受到

平，﹂他的研究打破過去﹁考試是公平﹂的

﹁第一版已經說明，聯考沒有比較公

的其中一門課是﹁教育經濟學﹂。

扮，一九九九年才返國任教的他，在台大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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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到一 年
○間，台大只小幅開放一％到三％名額，對整體影響

不大，大安區的入學機率持續飆漲到平均六．九四％。但一一年
後當台大繁星推薦名額擴增到七％至一 ％
○時，大安區入學機率
也隨之下降到五．九 ％
○，顯示確實受到衝擊。

繁星對學校集中度也有分散的效果，當個人申請管道在 四
○年

開始提高比例，台大學生來源集中在一七五所高中， 七
○年繁星
計劃實施後，增加到二 六
○所，一一年改為繁星推薦進一步擴大

名額後，學校數更擴張到二九八所。
許多過去不曾有學生進入台大的高中，開始獲得進入台大的機
會。﹁這是透過繁星推薦，達成學生來源多元化的具體證明，﹂
駱明慶在研究中寫著。
﹁教育部的外加制度開始產生作用，讓台大從過去集中少數
學校，往外推散出去，﹂駱明慶的研究，同時證明台大學生來
自雙北的機率有降低趨勢，雖仍維持高達四九．九七％，但各
縣市十八歲人口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台北市從繁星實施前的
三．七一％降為三．三九％，台東則從 ．
○二三％略增為 ．
○

二六％。從十六倍差距縮為十三倍。
大學升學制度在過去十年，因為繁星而改變了未來世代的人
生。﹁大家都誤會人生是靠自己努力，﹂駱明慶語重心長地說，
﹁但十八歲的人有多大機率考上大學，是外在決定。﹂

校校等值 照亮社區高中
隨著繁星創造區域流動，社區高中跟著抬頭。位於嘉義阿里
山麓的竹崎高中，三月在繁星放榜時，校長郭春松對著麥克風逐
一念出榜單上的四十一個名字，每一個名字隨著風飄散到附近
社區，總會爆出一串又一串的歡呼聲。﹁連對面的小學都很興奮
啊，﹂郭春松描述。
這所 五
○年才從國中部增設高中部的完全中學，除了過去五年

都有人進台大，今年學測考出七十二級分的好成績，並首度有學

黎哲瑋遵守他的承諾，高一、高二始終是同年級第一名，學

要拚繁星，保證每學期都保持學校排名前三名。﹂
測考了六十一級分，雖然上不了最想要的日文系，但進入第二志

生進入台大電機系。
﹁繁星是給偏鄉孩子一個努力的機會，可以選擇就近入學，再

繁星生表現佳 三管道之冠

是他的目標明確。﹂

也不用大老遠到市區擠明星學校，﹂郭春松為了因應愈來愈多的

考試入學

願政治系，現在已著手準備未來爭取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當交換學

由大考中心舉辦指定科目考試（指考），科目包括國文、數學甲、

入學需求，還寫了封公文，向縣政府爭取將高中部從三班增加為

一分發。

生。﹁如果沒有繁星，他也進不了台大，﹂黎媽媽說，﹁但關鍵還

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第一階段學測成績與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篩選後，統

四班。
在繁星的照耀下，國中生的選擇也逐漸從明星高中轉往社區高
中。﹁繁星架構在﹃校校等值﹄的基礎上，﹂台灣家長教育聯盟

數學乙、英文、歷史、地理、公民、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生可依

發起人謝國清指出，成績不錯的學生評估後會認為要上台大，去

不過繁星生進入台大後的表現，始終是關注焦點。事實上，當

表

天下雜誌

學指定科目考
試（指考）
7

年 月 日

發榜單公布

明星高中不如留在社區高中。

學生，可依8大學群*由高中向大學推薦，每學群最多推薦2名。學生通

各高中依據學生高一、高二在校學業成績排名，全校排名前50％的

15級分，內容以高一、高二課程為主）門檻後，各大學校系統一以在
過大學校系公布的學測（科目包括國、英、數、自、社，各科滿分為
校成績作為學生比較的第一個依據，每個學生僅限推薦到一所大學的

一個學群。

註：*學群分類為：第1類：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第2類：理、工等；第3類：
醫學、生命科學、農學等；第4類：音樂相關；第5類：美術相關；第6類：舞蹈相關；第7類：體
育相關；第8類：醫學系。

目的是讓學生可依個人興趣選擇大學校系，而大學校系可依照學系

個人申請

特色篩選人才。學生自己向各大學申請，最多選填6個志願，當通過大

指定考科選考，考試內容包括高一到高三課程，試後採用網路選填志

5月：個人申

請榜單公布

清大、政大、中山大學等校的研究數據，都說明繁星生的學業表

星計劃合併，成為「繁星推薦」管道，被視為繁星計劃擴大版。

八月後將成為台大政治系新生、家住桃園的黎哲瑋在升高中

年，教育部評估繁星計劃具有區域平衡的效果，將學校推薦名額與繁

現最佳、其次為個人申請，最後為考試分發，在就學穩定度︵休

衡，照顧偏鄉弱勢學生，並期望讓學生來源組成更多元。2007年由教

時，落點可以進入內壢高中，卻選擇社區型的永豐高中，﹁他不

育部試辦，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政大等12所大學參與。2011

學和退學︶上也是如此排序，台大卻一直未對外公布相關數據。

繁星推薦

喜歡太競爭的環境，覺得這樣太辛苦，﹂黎媽媽回憶，﹁但他說

誰有資格上台大

起源自2006年由清華大學推動的繁星計劃，計劃目的是促進區域平

從聯考到多元入學，7月的指考不再是決定18歲年輕人未來的唯一管道。（王建棟攝）

100

8月：考試分

註：*100-104學年度資料
資料來源：招聯會、教育部高教司、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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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55.3 50.7 48.1 44.9 考試分發

7月：大學入

2
0
1
6

3月：繁星推
薦榜單公布
個人申請

32.1 36.9 40.1 41.4 43.2

學年度

104
103
102

10.5 11.9 繁星推薦
9.2
7.8
6.5

學科能力測驗
（學測）
多元入學管道錄取人數變化（％）

整理：程晏鈴

願，最多可選100個志願，統一分發。

1月底：大學

繁星＋申請入學超過五成
1

101
100
20

大學3大入學管道
?

封面故事

誰有資格上台大
?

數字告訴你
台大學生組成以北部為主，最多來自 雙北，佔

繁星10年翻轉大學路
有
有效平衡區域差異

49.97％，

其次接續為桃園 8.19％、台中 7.15％、高雄 5.34％。

2011-2014年成為
台大生平均機率（%）

縣市名

成為台大生的機率，台北、高雄降低最多，新竹、金門增加最多
各縣市學生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 機率增減幅度*

繁星前後
機率增減幅度
（百分點）

非六都

六都

註：2011-2014年的平均佔比，資料以2010年直
轄市改制前的行政區劃分，台中指舊制台中市，
高雄指舊制高雄市。

（為比較近10年變化，沿用2010年直轄市改制前的行政區劃分）

1.25
3.39
1.25

1.52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0.14

0.32

0.92

0.92

高雄市

桃園市

0.23

0.15

1.15
台南市

0.02

0.06

0.59

0.57

0.50

台中縣

台南縣

高雄縣

0.05

0.05

1.03

新竹市

嘉義市

基隆市

0.24

0.14

0.06

0.60

0.57

南投縣

彰化縣

0.09

0.63
新竹縣

0.03

0.46

0.43

花蓮縣

0.06

0.64
宜蘭縣

雲林縣

0.13

0.35

0.35

0.33

0.27

屏東縣

苗栗縣

0.26

金門縣

台東縣

0.03

0.13

0.20

資料來源：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誰是台大學
生？多元入學的影響」研究

0.35

0.40
嘉義縣

0.12

連江縣

0.07

0.03

1.11

0.17
0.15

澎湖縣

0.03

0.13

弱勢學生無法單獨靠繁星翻身

註：*機率算法為入學人數除以當年18歲人口數；
機率變動幅率為2011-2014年平均機率減2004-2006年平均機率。
資料來源：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誰是台大學生？多元入學的影響」研究

3種入學管道中，繁星的低收入學生佔比最高
台北市中正、大安區成為
台大生的機率，減少最多

全國與台大各入學管道學生居住地平均家庭所得*

台大學生高中畢業學校數目（所）

台北市各區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
■ 2004-2006 年 ■2011-2014 年

註：*機率算法為入學人數除以當年18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誰是台大學生？多元入學的影響」研究

大同區

萬華區

南港區

內湖區

北投區

士林區

中山區

信義區

文山區

松山區

中正區

大安區

7
6
5
4
3
2
1
0

各入學管道全國各大學低收入學生人數佔比（％）*

多了繁星，台大生畢業高中增加123所

台大繁星生的平均家庭所得，
也是3管道中最低

實施繁星前
2004-2006年

175所

繁星推薦

實施繁星後
2011-2014年

89.1 萬元

1.32%

298 所

1.35%

考試入學

個人申請
資料來源：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誰是台大學生？多元入學的影響」研究

▲

考試分發

個人申請

99.0萬元 101.7萬元

90

▲100

全國平均家庭所得
86.3 萬元

台大平均家庭所得
99.2 萬元

註：*96到102學年度平均
資料來源：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誰是台大學生？多元入學的影響」研究

1.94%
繁星推薦

但全台弱勢學生就讀大學的比例，
4年成長不到1%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人數佔比（％）

天下雜誌

98 學年度

19.81
18.29

年 月 日

2
0
1
6

11.59
8.48

7

20

103

102 學年度

22.91 私立技專
19.09 公立技專
12.55 私立大學
9.08 公立大學

註：*100-103學年度平均。102學年度個人申請管道有6所頂大優先錄取123名弱勢名額，104學
年度增加為23校824名，包括清大旭日、中山南星、政大政星、陽明璞玉以及中央向日葵計劃。

註：*弱勢學生包含低收入、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身心障礙人士
及子女、原住民學生、家庭年收入在全國後40％（70萬元）之學生。

資料來源：招聯會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措施成果及未來策略」報告
研究整理．程晏鈴．王珉瑄 設計．劉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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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根據︽天下︾透過管道所取得的台大註冊組資料，歷屆繁星生
入學學測級分，在一一年也曾出現四十八級分，一三年為四十七
級分。
而台大生學業表現上則以繁星生表現最佳︵見表二︶。從各管

微積分，﹁不能荒廢啊，﹂她說，﹁我覺得就是要這麼拚命，才會
有很多機會。﹂她相信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但上台大後，人生的難題才開始，﹁我心裡有個門檻始終覺得
自己不配，級分對我好像是個烙印，﹂皮膚白皙、紮著馬尾，個
我只是高職來的，落差真的很大，所以我超用功，大一還拿到書

性好強的戴庭云從不提自己的學測成績，﹁這裡到處都是榜首，
卷獎。﹂她用看得到的實力來證明自己。

學年度上學期，繁星生平
道入學學生的排名百分比來看，一 ○○

均維持在前段的三九．五九％，其次為個人申請四三．六四％，

考試有鑑別度。他以田徑比賽來做比喻，﹁考試是考出短跑衝刺

從種種研究結果，中山大學教務長劉孟奇認為繁星選才比傳統

考試分發為五一．二％。四年之後的數據，同樣是繁星生表現最
佳，排在前段四二．七七％。
因為學期成績排名在各系前五％而拿到書卷獎的比例亦類似，
型的選手，繁星則是找到跑馬拉松型的人。﹂
相關性非常低，意味著即使以高分進入大學，專業科目的表現未

中山大學也發現，繁星生在大學的專業必修科目成績和學測的

星生中有八．四％為書卷獎得主，相較之下申請生為六．八％、
必好，反而和高中在學成績有明顯正相關。

學年度上學期，繁星生中有一 ．
一 ○○
○五％拿到書卷獎，高於
申請生七．五％、指考生四．三％，到一 四
○學年度上學期，繁

104

指考生為三．九％。

繁星生休學比例偏低 100-103學年度休學人數佔比（％）*
9.29

4.08
年 月 日

7

﹁所有數據都顯示，光以學測或指考成績篩選學生的結果有問

10.27

﹁這就像醫學系學生到醫院實習，最後由醫護人員選出最佳實

繁星生退學比例最低 100-103學年度退學人數佔比（％）*

習生的道理一樣，﹂清大校長賀陳弘形容。

表

■ 所有大學 ■ 台灣大學

最佳實習生通常不是考試名列前茅的人，而是對疾病有熱情、
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呈現出理想醫師的樣態，﹁篩選繁星生採計
校排百分比，即是看學生在高中的全面表現，他需要具備綜合能
力，包括判斷優先順序以及管理時間能力，﹂賀陳弘說。

鼓勵馬拉松型學生
繁星生的表現，也打破外界以為高三下課程學習不完整的印
象。今年六月剛從台大社工系畢業的戴庭云，四年前從新竹高商
以校排名前三％、學測六十級分的成績進入台大，成為該校第一
個進入台大的學生。
﹁真的是從天而降的機會，﹂她描述時臉上始終帶著笑意，台
大同班同學多為六十八到七十級分。
三月繁星放榜後，高一、高二都參加管樂隊的戴庭云照常上
課，當志工幫忙同學進行模擬面試，自己念英文，還去高職部上

題，﹂劉孟奇做出結論。
但台大教務長郭鴻基不認同以不同管道入學學生的學業表現
進行比較。﹁大家都在說繁星、申請和指考誰好誰壞，我的感覺
是目前沒辦法精確知道，﹂郭鴻基在開完一個又一個會議後，終
於坐下來，他在紙上畫出兩個高低不同的長條圖，說明繁星生和
指考生，前者經過篩選且人數少、後者沒有篩選直接考試且人數
多，基準不同無法相互比較。
﹁沒算標準差、只憑平均值就論斷誰比較好，是非常嚴重的誤
導。如果在科學上這樣也成立，那工程一定都垮了，﹂郭鴻基反
覆強調要在相同基準點上做比較，以和繁星相同標準的人參加指
考，在進入大學後的學業表現做比對才是合理研究。
然而，既然清大、中山、政大和教育部的評比結果一致，繁星
生表現較佳，台大有不同意見，是否提出相關研究做為佐證？
郭鴻基沉默了三秒鐘，告訴︽天下︾記者，﹁我去要的資料都
不存在，例如參加指考學生在高中的成績分布狀況，既然沒資料
又要如何進行比對？﹂末了，他加了一句，﹁現在是蘋果和橘子
的比較。﹂

保障弱勢，不能只靠繁星
除了台大始終堅持繁星入學以一 ％
○為底線，更多人質疑繁

星並未確實達到保障弱勢。根據駱明慶的研究，在一一到一四年

間，全國低收入生比例為一．三八％，台大入學新生屬低收入戶
約 ．
○五六％；繁星生以一．六 ％
○，高於指考生的 ．
○五一％
和申請生 ．
○三七％。

即使繁星確實發揮些微效果，但要翻轉階級仍是萬中選一，

﹁這樣的比例太低，若要照顧弱勢，要達到兩位數才有意義，﹂
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所長王立昇批評，現
在只達到高中均質化，失去照顧偏鄉弱勢的功能。

2.17
2.39

7.55
10.16
9.60
10.45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1.46
0.54
0.46

3.72
6.26
4.92

6.21
3.71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20

繁星生就學穩定度、學業均佳
2

書卷獎**人數佔比（％）

繁星生得書卷獎比例最高
天下雜誌

17.19
2
0
1
6

註：*退 休學人數佔該管道人數佔比；**書卷獎為成績排名前5%，100-103學年度資
料平均。 資料來源：招聯會、台大註冊組

台大選在開學前暑假的7月16日，為繁星新生舉辦家長日及迎新活動。（黃明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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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繁星雖然照亮非都會區學生的大學路，追根究柢仍在分

誰有資格上台大

?

封面故事

誰有資格上台大
數上打轉。
有人質疑會讓學生斤斤計較、還有人批評會造成投機主義，明
星高中則抱怨校與校並不等值，﹁我們的學生在國中時認真讀書
考上建中，﹂建中教務主任蔡哲銘說，﹁他們沒有犯錯，但繁星
比例提高，對他們有某種程度的不公平。﹂
透過繁星管道進入台大，曾是台大學生會會長的王日暄有更深
刻的觀察，﹁對於好學生的定義不徹底翻轉的話，我認為開再多
繁星名額也沒有用。﹂
從繁星計劃到繁星推薦，就像柔軟劑般慢慢解構僵化的升學之
路。台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認為，台灣如果要認真面對教育資源
和教育機會的不均，不能期待單一制度，﹁要期待更多制度，多
元入學除了需要多元管道，還要考量不同型態分配，﹂她說。
繁星或許不盡完美，卻在這十年間逐漸發揮地區平等、學校分

們留下的可能性自然會愈來愈大，﹂他從中山大學繁星生的背景
逐漸提升，看到這樣的未來。
只不過政策目的或許達成，繁星照顧弱勢的﹁附帶作用﹂也會
愈來愈小。

讓考試不再是唯一標準
雖然升學管道愈來愈多元，質疑的聲浪卻從來沒停過，大家都
在追究﹁公平﹂，每個人量公平的尺度也都不一樣。但要解決公
平的困境，必須有更科學、更專業的做法，如大學招生朝向專業
審查發展。
清大在過去兩年，成立名為﹁招生策略中心﹂的招生專業辦公
室，並建立學生的學習歷程資料庫，開始蒐集清大生的大學和高
中成績。
內，﹂清大副教務長、招生策略中心主任陳榮順曾經到
首爾考察，發現韓國政府早已建立學生學習歷程資料
庫，台灣若比照韓國，所有高中學生的探索歷程都被記
錄下來，在升大學時就可以做全人審查，而不是只關照
﹁分數﹂。
最關鍵的或許是升學制度的全面檢討。
從過去考試定終身的時代，如今考試分發、個人申
請、繁星推薦、弱勢申請︵希望計劃、旭日計劃、向日
葵計劃等︶或特殊選才等管道等，五花八門。
﹁現在所做的都只是修修補補，﹂劉孟奇的聲調突然
拉高，﹁社會明明重視考試，考試背後是大學入學，但
我們花多少精力好好討論入學該怎麼做？﹂
大學該如何找到適合的學生？繁星、指考、申請未來
該如何交叉運用？拿全體納稅人錢的國立大學又該擔負
何種責任？現在該是坐下來的時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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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校參與競賽、檢定、比賽，以及學科成績都蒐集在

想解決公平的困境，
必須有更科學、更專業的做法，
例如大學招生向專業審查發展。

布平等的效能，﹁但如果說要靠繁星造成社經地位、城鄉差距重
分配，﹂藍佩嘉緊接著說，﹁那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這樣，當大學有愈來愈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學
生，學生對社會會有更全面認知、更多同理心，學會包
容以及和不同的人相處。這是大學作為教育機構很重要
的功能。
另一方面，在偏鄉讀書也有進入理想大學的可能，菁
英人才就有希望回流。
﹁繁星從一開始所提出的理念就是﹃校校等值﹄、平
衡城鄉，照顧弱勢只是附帶作用，﹂劉孟奇打開電腦，
螢幕內呈現出各式各樣的派圖、曲線圖等等，邊反駁一
般反對者的說法。
當城鄉學子進入好大學的差距逐漸取得平衡，將讓
年輕的菁英如律師、醫師、工程師等更願意留在鄉鎮，
劉孟奇認為這樣的理想並不遠，﹁過去菁英即使下鄉服
務，孩子也要送到城市求學，若孩子的升學路打通，他

升學管道愈多元，大家都在追究「公平」，
㛔枩䨢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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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鋒

繁星誕生地

文 林
•倖妃 程
•晏鈴 攝影 王
•建棟

清華大學
找考試測不出的人才
身為繁星計劃的創始地，清大的入學革新仍火熱進行中。
考試分發只佔三成名額，獨家推出六種招生計劃，廣納來自各區域、特長的學生。
他們相信，下一代解決難題的解方，不會出現在考試的標準答案裡。

訥，但談興高昂，桌上的柳橙汁
年和他一起進入清大的繁星生有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那一

星計劃，從台中清水高中進入

給全台灣地區，而不只是台北市大安區，

﹁清華的錢是從全體納稅人來的，要回饋

當時學校移師宜蘭舉辦﹁繁星啟航日﹂，

一般生便宜，﹂清大副校長周懷樸回憶，

﹁我跟繁星學生說，你不要以為是佔了

人。

放了一個小時也沒沾過一口，今年八月，
一三三人，分別來自全台四十四

二

他即將啟程赴美國密西根大學。
所高中，這是清大第一次招收來

前的大男生宋淳諺，雖然看似木

今年密西根大學機械工程博士班招收
目的是要達到校園內的學生組成多元，﹂

七年，宋淳諺透過繁
○○

十七位國際生中，他是唯一從台灣來的學
源如此多元的高中生。
他說。

生，同時取得全額獎學金，一年有四萬美
元的學雜費補助，每個月還可領兩千美元
頂尖大學計劃﹂，清大計劃在五年內，以

六
○年，因應五年五百億預算的﹁邁向

如今清華大學通過繁星錄取
外加方式增收三百個學生，一半名額分配

納稅人的錢要回饋給台灣

問他即將到密西根與全球頂尖人才競爭
學生已經擴增到一五％、約兩百

的生活費。
會緊張嗎？﹁跟我當初決定留在社區高中
一樣的心情。念書是長期的事情，念到後
來會很寂寞，一路上人變少了，但自己要
堅持，﹂宋淳諺說。

給繁星，另一半則是跨領域學士班。﹁學
生的學習成就和學習動機、堅持力息息相
關，﹂頭髮灰白的周懷樸突然雙手一攤，
﹁這樣的學生從考試︵分發︶管道找不
到。﹂
事實上，當初實施繁星，引發校內不小
反對聲浪。
周懷樸拿數據給各系系主任，說明進來
的學生可能比個人申請或指考生的學測成
績少五級分，說服大家試試看。
為了避免﹁星星們﹂被貼上標籤，甚至
有自卑感，學校一再重申名額是額外爭
取，同時設置雙導師制，以隨時關注繁星
生在校狀況。
然而第一屆成績出來，全校繁星學生
排名平均為前段的三九．五六％，全校
二十八位書卷獎得主中，有十二人都是繁
星生，遠遠超越一般水準。

繁星生特質：高度學習動機
這群學生，用實力證明自己在各方面都
沒有比申請或考試分發的學生差。
清大副教務長、招生策略中心主任陳
榮順分析九十九到一 三
○學年度，各管道

累積五年的平均學業表現，同樣是繁星生

表現最好，學業成績百分比位居前四四．
五三％，高於個人申請四七．九三％以及
考試分發的五四．三八％。
在非學業成績表現上，全校擔任社

108
清大第一屆繁星生宋淳諺，今年8月將赴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他也是該校機械工程博士班所今年唯一錄取的台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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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有資格上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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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為二．二五％，高於其他兩管道進入

團負責人比例為二．一八％，繁星生比
高中、大學時期強調課業，不如

多元發展是一輩子的事，與其在

是真正的競爭，﹂宋淳諺認為，
返鄉服務，帶動當地發展。今年，他更帶

取，增加入學比率，未來他們或許有機會

個人申請入學管道，應針對離島生開放錄

誰有資格上台大

學生。唯獨參與國際交流中，繁星生以
隊到澎湖馬公和金門高中開說明會，﹁搶

在各大學中，清大開放個人申

去找到興趣，研究所階段再去強

請和繁星推薦的名額已經高達七

三．三五％略低於個人申請入學者的四．
﹁從第一屆到最近一屆繁星生的表現很
為了更多管道取才，清大進一步針對經

分數從來不是我們的強項，但學校需要多

一致，關鍵在他們具有高度學習動機，﹂
成，僅有三成左右透過考試分發
濟弱勢學生開放﹁旭日計劃﹂；特殊選才

化學術競爭力。

陳榮順說。這也意味著高中排名在全校前
選才，引來明星高中質疑清大是
︵例如自學、單一學科或公益楷模等︶的

但清大不只是搶好學生，還要
搶各區域的學生。
陳榮順去年建議清大各學系
生專業化，另外還建立學生學習歷程資料

清大不但獨立設置招生策略中心，讓招

生﹂。

運動績優、國際生和僑生設計的﹁單獨招

創新領導的﹁清華學院學士班﹂；以及為

﹁拾穗計劃﹂；美術、音樂和創新設計、

的多元能力，﹂陳榮順說。

元背景的人，培養出來的人才有解決問題

一％的學生，必須具備多元能力，有高度
為了提早搶學生。

優勢。
以宋淳諺而言，他在動力機械工程系
不但始終保持前十名，同時是游泳校隊
一員，拿過大專盃游泳比賽蝶式一般組
銅牌，除參加登山隊，也曾到尼泊爾當
志工。但在國中時，他卻是俗稱的﹁放牛
庫，蒐集清大學生的高中、大學學業成績
及課外表現︵參與競賽、考檢定等︶，以

已經過去了。︵英文版同步上線
；

︶
tw/ 7/25 The China Post

■

english.cw.com.

很誠懇地呼籲，以考試決定人才的時代，

人才，所需要的是綜合性能力，﹁我必須

學要培養的，是有獨立自主存活能力的

全不一樣，﹂清大校長賀陳弘說，現在大

同。﹁下一世代面對的挑戰和上一世代完

世界已經被顛覆，成功的路徑再也不

生學習表現追蹤、分析。

﹁因為升學班每天不斷考試到晚上九

值九九的好成績，放棄台中

回頭看，到國外和各國頂尖人才搶名額才

﹁很多人在高中念書強調競爭，但現在

的學生。

中，卻因緣際會在三年後成為唯一上清大

一中，選擇距離住家五分鐘腳程的清水高

諺以基測

母親也希望他可以每天在家吃晚飯，宋淳

國中升高中時，父親建議他就近入學，

泳，也開始獨立念書的生涯。

諺於是從升學班轉到一般班，除持續游

提供教授判斷個人申請的依據，並進行學

班﹂。

多元取才，解決多元問題

企圖心並會管理時間，以長期保持領先的

一一％，但仍高於考試分發入學者。

?

點，爸爸不希望我過那樣的生活，﹂宋淳

清華的錢
是從全體納稅人來的，
要回饋給全台灣，
而不只是台北市大安區。
㛔枩䨢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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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校長

文 林
•倖妃 程
•晏鈴 攝影 黃
•明堂

一七％，此後逐年下滑，到今年

明星高中

徐建國：
這是一場不公平的競爭

國中學校長徐建國坐在電腦桌
怎麼辦？﹂

答，他就說不知道建中校長跩什麼，你要

知道我們壓力有多大，超過兩、三天沒回

建中作為指標明星學校，在升學管道不斷開放後，上台大的學生比例逐年降低，
﹁三個入學管道中，對建中學生最不利的就是繁星推薦。﹂
建中開始減少課外活動，並要求學生全力衝學測。

前，雙眼直盯著眼前的螢幕。從

僅有一 ．
○一％。

每年上台大的學生人數，成為外界衡量校

此外，錄取醫學系和台大人數

長的唯一指標。

敞開的窗戶往外望，昏黃的燈照著孤寂的
五一七人，但到一四年卻滑落到

這是屬於全國最亮眼明星學校的哀愁，

九十人和三九九人。作者在文末

九年分別為一三四人和
在二 ○○

半晌，他終於抬起頭來，﹁像這樣家長
斷言，﹁數據已經明顯表示，建

他的孩子尚未面臨國三升學，但看到一些
空氣中的重量，沉甸甸地壓在心

在座的人都能感受到凝結在
約一千兩百人，母數不斷萎縮，自然影響

人數從一千四百人，下降到今年僅三十班

數字這麼離譜，﹂徐建國數著，建中畢業

探討升學的文章，想要了解校長的看法。

實，﹁既然制度這樣設計，我希望學生花

秀取消，英語話劇比賽不再讓學生花太多

經過高，﹂他不諱言，多元取才

﹁我認為申請和繁星的比例已

學為唯一目標，但這對建中畢業生是很重

肩上扛有千斤重的擔子，﹁我們不以升大

因應以符合趨勢，﹂眼前的徐建國，似乎

■

繁星推薦佔台大招生名額比例在二 ○○

褪色的主因。

但大學升學管道更迭，才是讓建中招牌

到進入台大和醫學系人數。

不客氣，﹂身形瘦削、雙頰略微

什麼有這種情況，還有校友更

郵件內引用一篇網路文章，列出建國
凹陷的徐建國睜大雙眼，﹁你就

八月從麗山高中校長轉任，更早之前，他

對建中學生最不利的就是繁星推

時間把學測準備好，才有比較多的選擇機

在建中服務十三年，徐建國不得不體認現

薦，﹂徐建國認為這樣的制度相

會。﹂

學測準備好，才有選擇機會

以同樣位於中正區的某私立學

時間和精力準備，改為自由參加，﹁教育

學校每年校慶重頭戲，高二的創意變裝

校為例，學生程度和建中學生相

旅行﹂
︵畢業旅行︶時間提前到高二寒假

一連串的改變，無非是要學生盡快調整

比有相當落差，卻被放在同一個

心態，有更多時間準備學測。﹁如果一直

剛過、學期開始之際。社團活動也盡量不

其次是個人申請入學中，除了

顧慮社團，反而無法好好讀書，﹂建中教

天秤上秤重。當繁星所佔名額愈

資料審查，還需要面試並重視表

要對學業造成影響，成果發表從六、七月

達能力。徐建國強調，這對口才

務主任蔡哲銘說，早期不玩社團就不是建

來愈多，自然排擠掉原本有考試

不好的同學很吃虧，有些高度思

中人，但以前是三年讀完再去考試，現在

提前到四、五月，一併完成幹部交接。

考或具有研究精神的人，頭腦冷

是兩年半就決定他的未來。

的方向是好的，﹁但若造成原本

要的一步，如果踏出的腳步不對，對他們

﹁若不公平的制度設計仍維持，我們要

應該研究高深學問的人，去讀師

在所有家長心目中的﹁份量﹂。

在建中的第一張成績單，顯然也決定了他

建中今年上台大的人數，不但是徐建國

是嚴重的打擊和挫敗。﹂
了！﹂

資或資源不好的學校，那就可惜

淘汰效應。

靜卻不善言辭，反而造成人才反

實力進台大的建中學生。

校等值，﹂他說。

﹁明明實力差很多，卻被當成校

百分之一，即有機會進台大，

對不公平，因為只要在校排名前

一 ％
○，﹁三個主要入學管道，

九年僅三％，到一二年已擴增到

中學在一 一
○學年度學測滿級分佔全國

台大生變少 建中走下坡？

上。﹁常有家長寫信要我回答為

間已經超過晚上七點半。
的來信，我經常收到。﹂徐建國順手遞過
中在往下坡方向走去。﹂

﹁比例確實稍微下降，但是沒有像絕對

一封列印的電子郵件，來信者客氣地說明

紅樓，偌大的辦公室內沒有任何聲響，時

建國中學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進台大，但受到繁星影響以及班級數減少，人數也逐漸下滑中，令很多家長質疑建中已在走下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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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建中校長，徐建國必須
維繫學校的百年﹁基業﹂。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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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美國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

文 程
•晏鈴 攝影 黃
•明堂

選才專業化
招生力求﹁多元﹂

但在美國，從常春藤聯盟的貴族私立
大學到公立大學，正努力讓這樣的神話成
真。
﹁因為社經背景、文化、天賦和興趣的

︶中聚焦討論，隨著階級
Crisis
差距愈來愈大，窮小孩與富小孩

： The American Dream in
Kids

美國要的﹁多元﹂，不是入學管道很多種，
而是學生組成的天賦、興趣，甚至社經背景都要多元。
學生彼此差異很大，有什麼好處 ？學校又該用什麼標準選出最佳組合？

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平等，在現
代社會裡，是神話。

去年，哈佛大學政治學者普特南

的家庭背景、擁有的社會資本與

多元，才讓史丹佛成為世界領先的研究與

119

教育機會，形成鮮明的對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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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書︽階級世代：
︵ Robert Putnam
窮 小 孩 與 富 小 孩 的 機 會 不 平 等 ︾︵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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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全球排名前 5 大的美國史
丹佛大學畢業典禮上，舉目所
見超過 50 ％是少數族裔的學
生，不分地域、社經背景，
能從名校畢業的，不只有富小
孩。（達志影像 路透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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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元的環境，﹂史丹佛大學校長亨尼

教學機構。在現今社會裡，我們比過去更
裔、亞裔、西裔等少數族群比例

美各地，更遍及九十個國家，非
聯盟大學收的弱勢學生都更多。

業生是家中第一代上大學，比所有常春藤
加州大學系統追蹤學生畢業後表現，發
現有超過五 ％
○的經濟弱勢學生，在畢業
五年後，獲得的收入超越過去原本的家庭

收入。這些追蹤結果，加州大學系統都必
須向州政府提出社會流動性的相關報告。
為什麼大學要追求多元，甚至努力促進
階級流動？

同質性過高 不利培養人才

援。

的大學生，提供經濟與學術支

家族第一個上大學或低社經背景

學生及第一代學生辦公室﹂，為

方。這些解方，是每個學生依據不同的生

確

學校排名第一的柏克萊大學，選才目標明

出，加州大學系統中表現最好、美國公立

在﹁美國申請入學制度﹂的考察報告中指

一 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視察張嘉育

︶，是大學教
多元︵ Diversity
育 的 關 鍵 字 。﹁ 美 國 要 的﹃ 多
活經驗，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模式，愈多元

力，﹂一
生，同質性太高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視野

美國大學而言，最好的教育來自多元的學

陳榮順從過去參訪美國的經驗分析，對

當面對問題時，背景不同能提供不同解

希望收到不同背景的學生。
──

元﹄，不是為了社會正義，而是
愈好。

史丹佛大學取經，學習招生多元
受限，難以培養未來的領袖人才。
美國從常春藤聯盟大學到公立大學，都
提倡多元，但大學該怎麼選才，才能真正

與審查條件，建立共識才算訓練

的申請案例，依據學校評分原則

個小時的專業訓練，閱讀不同

名外部審查員，得先經過三十

例來說，柏克萊大學聘請的七十

生是經濟弱勢，更有四三％的畢

裡的十所大學中，有三五％的學

學生的背景與差異，經由全面性的評估和

透過自傳、小論文、修課興趣等方式了解

背景不同，適用的標準也絕對不同，學校

是關鍵，也是趨勢。因為每個學生的成長

︶曾說。
公室主任蕭李察︵ Richard Shaw
事實上，對每個大學來說，全面性評估

都有學生來源多元化、城鄉平衡和提供弱

史丹佛大學和加州大學系統，招生制度

選到適合的學生？

完成；柏克萊大學也將申請學生

審查，避免同質性過高的學生。
︵美國大學入學考試︶成績門

以史丹佛大學為例，完全不設高中成
績、

檻，而是看自傳、推薦信和小論文。更重
濟狀況與生活經驗，審查員可以分析學生

要的是從自傳中檢視學生的家庭背景、經

﹁為了得到有潛力的學生，全

全面性評估 培養全人教育

公式。

考，並依此制定入學審查評量的

的資料建檔，讓審查員有評分參

責報告明確指出，加州大學系統

加州大學系統一五年提出的問

略中心主任陳榮順說。

化的清華大學副教務長、招生策

年
○前往柏克萊大學和

生組成多元，從招生就開始努

普世的教育理念，所以為了學

︶度日。
爾獎學金︵ Pell Grants
為此，史丹佛大學成立﹁多元

的學生；一五％學生要拿聯邦培

有一五％是家族中第一位上大學

史丹佛大學的學生組成，至少

社經背景也要多元

異。

超過五 ％
○。但多元對史丹佛大

學來說，不只是地域或族群的差

史丹佛大學透過招生專業化，嚴謹的審查員訓練不單只看成績，更從自
傳、小論文著手，要達到區域平衡、學生組成多元的目的。（黃明堂攝）

︶在給學生的一封信裡
斯︵ John Hennessy
明確地宣示，他們不只選富小孩。
史丹佛大學美國排名前五，學生來自全

勢學生機會的特色。
要具備這些特色，大到招生組織架構，
小至審查標準及審查專業訓練，都要改
變。談起招生多元化，史丹佛大學堪稱是
全美第一。

招生專業化 從培養慧眼開始
每到招生季節，史丹佛大學招生辦公
室，總是熱鬧。因為招生辦公室每年至
少會收到超過三萬份申請。七十人的辦公
室，必須花超過一萬兩千個小時，篩選出
兩千三百張進入史丹佛的入場券。

受教育的機會，以及擁有的資源差異。

元環境裡，才有辦法追求教育的卓越，﹂

育背景的不同，唯有在能夠呈現差異的多

﹁我們擁抱社經地位、宗教、文化和教

用考試、分數決定人才的社會。

長、學校對大學選才的信任，進一步改變

才制度落實，再透過專業化選才，建立家

在美國，多元不是掛在嘴邊，而是用選

生優先入學。

供社經地位弱勢，或第一代進入大學的學

柏克萊大學為了尋求多元，在審查時提

分析學生資料時更容易篩選。

高中提供大學學習歷程資料庫，讓大學在

考慮在內，並比對其課外表現。尤其美國

與高中的學生，審查員會將這些外部條件

若是家境較貧苦、或來自資源缺乏地區

︶的評估絕
面性︵ comprehensive
對是關鍵，﹂史丹佛大學招生辦

再透過專業化選才，
建立家長、學校對大學的信任，
進一步改變用考試、
分數決定人才的社會。

︶最忙碌的時
招生季是審查員︵ reader
刻。二十四位全職審查員得進行分區審
查，避免學生地域同質性太高，讓各地學
平時，這些審查員必須到負責的區域找

生都有機會。
老師、學生座談。走遍各地選才，除了擴
大入學來源，也熟悉各地高中學習狀況與
就學環境，審查時才有更全面的考量。
史丹佛大學除了招生辦公室，校級的招
生委員會每個月舉行招生會議，討論招生
策略與效益。
柏克萊大學的招生委員會更積極，隔
週開會討論招生策略。其辦公室更為了選
才，建置高中資料庫和學生資料分析。
在審查過程中，除了學校內部的全職人
員，不管是史丹佛大學或是柏克萊大學，

在美國，多元不是掛在嘴邊，
而是用選才制度落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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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的招生網站上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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