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手停看聽，掌握落點核心觀念

　一般常見的落點方式，是依照你今年考試成績，衡

量考生人數變化並進行分數換算後，再與去年實際通

過標準做差異比較，但其中的奧妙在於，每年「實

際通過標準」除了取決於當年度篩選倍率是否改變之

外，招生名額與申請學生的條件也是很大的影響原因

之一。因此，在上述不確定因素下，落點「預測」也

就更加難以保證「準確性」的問題。

落點分析當軍師

自助式生涯規劃
UNIVERSITY

學測選填志願更輕鬆！ 

　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翻閱紙本簡章找志願的方式可

能漸漸不復在，伴隨而來的是免費線上落點系統的崛

起，通常一般考生平均會使用3~5家落點分析進行結果
比較，但每家對於落點結果的分類定義皆稍有不同，因

此可能會有明明輸入成績相同，在A家落點顯示「最佳
落點」，但在B家落點卻顯示「進攻區」的情形，進而
造成「以為結果不準確」的誤解產生；或是面對太廣泛

的落點分類結果，同學對於選填志願仍不知從何下手等

相關問題衍生。

　因此，強烈推薦學生與家長們在使用落點系統選填志

願時，可試著掌握以下技巧：

1.教學影音及手冊，新手不問人也能立即學會。

2.詳讀落點定義說明，為自己的未來負責任。

3.�過於夢幻或過於安全穩固的校系志願可斟酌排除，優

先考量嘗試進攻、最佳落點、保守選填。

4.從註冊率輔助決策，避開可能停招或合併的校系。

5.掌握科系興趣類型，從適合自己的部份開始選起。

6.綜合未來職務發展去向，衡量個人所需。

7.與家長、師長討論溝通後，再進行妥善的志願決策。

觀念一通，海闊天空

　台灣資料科學協會理事長陳昇瑋，曾針對大數據到

人工智慧的議題說過：「大數據是材料，機器學習是

方法，人工智慧是成品所呈現的特質。這三者環環相

扣。」其實，落點分析的精神不也正是如此，通過標

準為材料（資料要正確），落點分析為方法（系統要

落點分析準不準？也許這問題本身就不會有答案；又或者有人會認為，所謂的「答案」其實只是上榜與落榜之間的微妙

差距而已。但無論結果如何，每逢學測、指考，這問題仍一直是多數考生與家長們心中共同的疑慮。那要怎麼樣才稱得

作上是「準」呢？在此之前，建議學生與家長們首先需要釐清：你對落點分析了不了解。

好用），前述7大要點為構成最終理想志願的因素特質
（考量要全面），以客觀的數據結果輔助志願決策，做

自己的主人。當以上三者兼顧時，便不再有準或不準的

謬思。有了好的選填志願觀念，又有好的免費線上「軍

師」，選擇校系原來可以很輕鬆，因為最終你會發現你

所需要的，只剩下想要、不想要，以及適合、不適合而

已。

•學測落點影音教學，新手實戰必看！

https://hs.1111.com.tw/
https://hs.1111.com.tw/news/HotnewsDetail.aspx?sn=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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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點擊觀看下載



  

  

Holland學職涯興趣測驗
少年阿析的煩惱：該選什麼科系？

　阿析是一個社區高中的學生，父母望子成龍的內心

非常懇切。他為了準備考試，每天放學後就到補習班

繼續努力。雖然努力念書，但他實在搞不清楚自己以

後要念什麼科系，而且光是念書都來不及了，怎麼還

會有足夠的時間探索興趣。

　學測放榜那天，他如願取得了很不錯的分數，可以

選填很多科系，但選擇太多反而讓他更茫然。在學校

老師的推薦下，阿析決定試試看Holland興趣測驗，他
在進行測驗之前，很用心地瀏覽了這個測驗的說明：

Holland源自著名的職涯發展理論
　Holland測驗源自心理學中的職涯發展理論，只要花
11分鐘左右的時間進行測驗，就能了解自己的興趣，並
找到適合自己的科系和職務。測驗同時結合情境題及量

表題，讓使用者在測驗時感到新鮮有趣，又擁有測驗品

質。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學教授John Holland，在
1959年提出職業興趣理論，他把人格特質與職業興趣結
合，分為實做型、研究型、藝術型、社交型、企業型、

常規型六種類型。他認為人和環境可以依照不同的性質

而區分為不同類型，個人人格特質與他所選擇職業之間

的適配程度，會影響他對工作的滿意、成就、適應以及

穩定程度，並提供量表來測驗個人的興趣類型。

　看完之後，阿析開始進行測驗。他覺得前面六題情境

題做起來很有趣，後面的量表題雖然有點多，但也因此

感覺出這是很專業的正式測驗，不是那種沒有根據的趣

味小測驗。更讓他驚喜的是，做完測驗後有很詳細的解

析，很貼心地提供學群建議，用明確的適性百分比例分

數推薦適合的學群科系，並透過大學網網站的資料提供

各科系未來的就業方向。

　測驗結果告訴他，他的主要興趣類型是社交型：對人

和善、容易相處，關心別人的感受，喜歡傾聽和瞭解

別人，幫助解決別人的困擾，喜歡教導別人，並幫助他

人成長。喜歡從事教師、輔導、社會工作、醫護、宗教

等相關工作。而且他的興趣分數明確，比起大多數人來

說，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興趣，且能區分不同興趣類型

之間喜歡程度的差異，可以朝向特別喜歡的興趣類型發

展。

半年3萬人搶用！
 阿析的測驗結果：社交型、藝術型、研究型

　正當他思考要怎麼尋找適合的科系時，看到測驗結

果中的「學群適性推薦」，他第一次看到這種直接用

數字百分比進行推薦的功能。根據推薦，他一一點擊

圖片深入了解各學群科系的特色和未來方向，在蒐集

資料的過程中，也很確實的發現測驗結果和自己有興

趣的科系的確非常吻合，雖然他一直都念三類組，但

其實是對一類組的人文社會比較有興趣。

 有了測驗結果的分析基礎，阿析拿著這些資料和家人
討論後，決定就讀心理學相關科系。這個測驗徹底解

決了選填志願的問題，不僅讓他喜出望外、阿析的父

母也對這個測驗讚譽有加，並且跟左鄰右舍的婆婆媽

媽們大力推薦。

　找到適合自己的工具就如同發現寶藏一般，透過

Holland興趣測驗，阿析的未來道路露出了一絲曙光，
也藉此在學涯與職涯的海洋上，可以樹立風帆、乘風

破浪。

 

怎麼做Holland測驗？
不管你是需要選擇類組或選填科系的高

中生、還是想尋找工作方向的大學生或

上班族，Holland興趣測驗可以幫你分

析特質，並推薦你適合的方向。到搜尋

引擎輸入關鍵字：「Holland測驗」，

選擇以下連結進入「1111職涯探索平

台」，或掃描QR�code連結進入。 •Holland介紹

自助式生涯規劃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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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最後還是不清楚升學方向，導致志願選填錯誤，

進入不適合的科系，學習動機不強，浪費大學4年的時
光。

　我們可透過大學網的數據分析和視覺化資訊圖表呈

現，一站式服務讓學生查詢學校介紹、學系檔案、獎學

金資訊、課程地圖、實習辦法、社團、校園新聞或活

動，學生可在平台上快速了解各領域的趨勢和各校系的

特色，在選擇校系方面不再徬徨，並於在學期間知道如

何運用學校資源充實產業的 知識，幫助自己做

好進入職場的準備。

大
學錄取率年年上升，變成人人可上大學，但對考

生而言，多元入學方案的管道和流程手續複雜，

近年來少子化的浪潮也造成校系更名或合併，教育部

統計，105學年度技專校院新設近90個科系。
　學生、家長甚至教師在面對那麼多的校系選擇時，

無法同時掌握資訊並了解各校系的現況；學生必須花

費大量的時間收集資 料，資訊過多也無法消化，甚

至尋找補教業 者進行升學方向諮詢，花費

不小的金額。 有時候分數限制而無法選填

想要念的校系、 師長推薦的校系自己也沒有

18學群面面觀
UNIVERSITY

師。利用大數據統計，從證照、科系、投遞產業三方

面剖析，新鮮人可以了解，面試成功機率、有什麼證

照可以為自己加薪，以及專屬個人條件的精準薪資預

測。當新鮮人找到較為滿意和適合的工作，工作動力

和投入會提升，績效增加，滿意度也會高。

　對於整個就業市場而言，新鮮人能夠快速找到適合

的工作，不僅對於求職者本身，對於需要適合勞動力

的雇主來說也是非常樂見的。求職困難度的降低、縮

短求職時間以及較高的媒合精準度，讓國家整體勞動

參與率提高，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生產力，長期而言可

以改善整體就業市場的體質，帶來正向回饋。

　若當年你對自己所選讀的科系無太多的瞭解，而做

了錯誤的決定，如今面對職涯的選擇時，不應該重蹈

覆轍。透過就讀學系的畢業出路及升學就業藍圖，可

以找到學長姐投入的工作職務、產業分布，甚至進一

步利用大學網了解學長姐工作收藏分析。

善用大學網掌握校況、探索職涯

　對於整體教育體制而言，可以減少學生為了獲得升學

資訊而在補教業者方面的花費，讓教育體制更加健全地

發揮功能，學校也可以招收到興趣適合的學生，這些學

生在未來也比較容易融入校系而有良好表現。

職涯探索
　

　當社會新鮮人於第一次面試時，被問到為何選讀此科

系的原因及未來職涯規劃，才驚覺自己對於所學並不感

興趣、自己對職涯發展無任何打算，單以XX系畢業生可
能有較多的工作機會的天真想法，在面對那麼多工作選

擇，仍無法了解該往哪個方向發展。

　不了解工作機會在哪裡、不清楚就業市場狀況、不了

解自我興趣、不清楚薪資市場行情，因此職涯發展定位

模糊，即使花費大量時間找工作甚至嘗試不同的工作，

還是無法找到比較滿意又適合的工作。

　透過大學網的認識自己、投入職場，精準透視自己潛

在特質、提前體驗職場，找到自己的定位。其中，認識

職涯—特別提供面試機率金鑰、最值錢證照、薪資預測

km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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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大學18學群
依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定義大學18學群為基礎，大學網更進一步
綜合各大專校院學系與教育部學類分法，特別歸納整理出學群

領域對照表，方便同學更直覺、有效地認識學群。

全國有一千多個校系，可說是五花八門，每個學系所學所用又不

盡相同，為了讓同學和家長們一目了然，便以「學群」的概念做群

組分類，將學習內容、職務發展等因素相似的學系歸屬在同一學

群。但每個學群分類定義並非絕對，各學群之間仍具有相關性，

目的僅在於避免過度龐雜而做了權宜上的區分，以供同學及家長

們能夠快速找到對應學系。

　近年國內政府陸續推行資料開放（Open Data）政策，期望能藉此促進民眾、政府、業界三贏局面。根據政府
資料開放平臺《發布本部分析後畢業生畢業後第三年之就業概況》的資料，將18學群作為背景變項，繪製「投入
職場比率」與「平均月薪」四象限散布圖（對象為學士班日間部，不含夜間部、進修班）。得以下觀察結果：

　從圖中明顯可看出，「醫

藥衛生學群」在就業第三年

薪資、投入職場比率皆為最

高，主因是醫學系畢業後的

就業保障與薪資水準較高，

拉高學群平均值。除此之

外，一樣同時擁有高投入職

場比率與高薪資的學群還有

「教育學群」、「工程學

群」及「財經學群」；而

「藝術學群」、「生命科學

學群」、「文史哲學群」相

形之下則皆為較低。

資訊

醫藥衛生

地球與環境

社會與心理

文史哲

管理

工程

生命科學

建築與設計

大眾傳播

教育

財經

數理化

生物資源

藝術

外語

法政

遊憩與運動

中西醫學、口腔醫學、藥學、護理學、營養學、醫學技術與檢驗學、復健治療學、公共衛生學、其他醫藥衛

生相關

地球科學、大氣科學、地理與地質科學、環境工程學、其他地球與環境相關

社會學、社會工作學、心理與輔導學、幼兒保育學、老年服務學、宗教與生死學、人類與民族學、其他社

會與心理相關

中國文學、歷史學、哲學、臺灣文學、文化創意產業學、其他文史哲相關

電機工程學、電子工程學、機械工程學、土木工程學、化學工程學、材料工程學、工業工程學、通訊工程

學、光電工程學、其他工程相關

資訊工程學、資訊管理學、遊戲與多媒體應用學、其他資訊相關

生命科學、生化與生物科技學、生物學、生物醫學科學、其他生命科學相關

建築學、景觀與空間設計學、都市計畫學、工業設計學、商業設計學、媒體與視覺傳達設計學、時尚與服

裝設計學、美容與美髮設計學、產品與工藝設計學、其他建築與設計相關

大眾傳播學、新聞學、廣播電視與電影學、廣告學、資訊傳播學、其他大眾傳播相關

教育學、幼兒教育學、特殊教育學、學科教育學、其他教育相關

企業管理學、行銷與流通學、運輸管理學、工業與商業管理學、醫務管理學、其他管理相關

數學、物理學、化學、統計學、其他數理化相關

食品科學、農藝學、動物科學、園藝學、森林學、漁業資源學、獸醫學、其他生物資源相關

美術學、音樂學、戲劇與舞蹈學、視覺與藝術創作學、其他藝術相關

英美語文學、日本語文學、歐洲語文學、韓國語文學、翻譯學、其他外語相關

法律學、財經法律學、政治學、外交與國際事務學、公共行政學、其他法政相關

財務金融學、會計學、經濟學、國際貿易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財政與稅務學、其他財經相關

觀光學、餐飲與餐旅管理學、旅館與旅運管理學、休閒與遊憩學、體育與運動學、其他遊憩與
運動相關

更多完整詳盡的學群趨勢、核心課程、畢業出路、相關學群⋯

18學群面面觀
UNIVERSITY

18學群  就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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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學群介紹-盡在大學網(可點學群名稱直接進入)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2#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3#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4#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5#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6#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7#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8#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0#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9#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1#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2#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3#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4#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5#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6#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7#title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18#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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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瞭解18學群畢業後的就業狀況嗎?快點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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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reerdata.1111.com.tw/focusArticle.aspx?t=4&n=MTM=


  

學長姐
18學群面面觀
UNIVERSITY

台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曾政華

  電機跟資工是很相近的科系，主要差異是：電
機偏向研究硬體，資工偏向軟體。是偏向，沒

有絕對只能研究硬體或軟體。但還是建議大家

想玩硬體就去電機，想玩軟體就來資工。

  那資工跟資管又有什麼差異呢？資管多了人文
領域當中的管理領域，因此通常不會完全著重

在軟體方面的研究，論電資方面的功力，通常

還是資工比較強。

  在台灣，資工系的同學需要培養的就是寫程式
的能力，運用電腦運算速度極快且可大量記憶

的特性，幫人們解決問題，現今更是因為硬體

方面的技術不斷增進，因此在硬體的支援上，

讓軟體領域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有些人會問，數學不好可以寫程式嗎？寫程
式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邏輯能力，前因後果要清

楚，通常數學好的人邏輯都還不錯，不過這也

不是絕對的。只要你覺得邏輯能力很好，還是

可以寫程式，只是要寫比較高階的應用時仍然

需要強大的數學理論來支撐。

  這個科系的出路就是各種程式設計師：手機
應用程式開發，網站建設與維護，或者是近期

話題不斷的AI或者AR、VR，甚至是Fin Tech等
等。在台灣程式設計師的缺很多，會寫程式的

人一定能找到工作。

  要注意的是，常常會有熬夜寫程式到爆肝的狀
態，健康方面的衡量還是得謹慎評估。另外，

要有不斷追求新知的心態，科技在走，學習的

態度要有。如果在科技的潮流之下無法升級或

者轉型，就有被科技淘汰的危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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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金融學系／翁則豪

  不管台大、政大，各商學系在一剛開始所學的都是經
濟學、初級會計學、統計學、微積分。因為當你掌握了

最基礎的知識，之後面臨進階課程才能更加熟稔地應

對。大二之後按照你的興趣，修習的課程種類有分四

種，分別是經濟領域、金融財務管理領域、金融商品設

計領域與財務工程領域。

  金融與財管，前者以著銀行面探究金錢的事務，以及
著重於金融商品設計與相關機構管理。後者則是趨向公

司面，並且關注個人投資理財與企業的避險決策等。金

融與經濟，後者的課程較為理論，前者將理論應用於實

務。金融與財政，前者培養金融機構人才，後者則是培

養稅務行政、管理的後進。

  以往的出路分成金融市場事業群以及財務工程領域。
隨著資歷變得深厚，可往公職發展，任職於金管會、

證交所。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fintech趨勢大大影響原本
金融系的工作。新興的金融形態有：創新支付、未來保

險、存貸徵信、群眾募資、投資管理、資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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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物理所碩士班／廖偉程

  物理系究竟在學什麼呢？物理學是研究物質、能量的本質
與性質，以及它們彼此之間交互作用的自然科學。由於物

質與能量是所有科學研究的必須涉及的基本要素，所以物

理學是自然科學中最基礎的學科之一，其包含的範圍也非

常巨大。物理學是一種實驗科學，著重於如何用理論解釋

實際發生的現象。

  物理系的核心課程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是比較基礎的
課程，包括普通物理、微積分、應用數學以及程式設計等

等。微積分和應用數學是在學習物理時不可或缺的基礎數

學工具，而程式設計則是在設計實驗以及分析數據時非常

重要的技能。第二種則是物理系當中核心的理論課程，也

就是俗稱的四大力學，包括分析力學、統計力學、電動力

學以及量子力學等等。這四大理論力學基本上構成了如今

物理理論世界的樣貌。第三種則是最累的實驗課程，包括

普物實驗、電子學實驗、基礎物理學實驗以及近代物理學

實驗等等。物理系的目標是培養具有物理相關知識，並充

份掌握數學工具及動手能力的人才。生活周遭的一切，無

不跟物理有關係：所有3C產品，都是基於電磁學、電子學
的發展；所有機械裝置，從工廠中的重機械到一般生活中

使用的諸如腳踏車等用品，無不仰賴力學的發展：而生活

中各種材料的特性，需要深入的統計力學以及量子力學才

能夠解釋。可見物理學在人類的各種生活面向上，都有著

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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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學長姐分享 ，請搜尋「大學微講堂」

kmlin
文字方塊
完整影片請點我>>

https://www.1111.com.tw/discuss/discussTopic.asp?cat=University&id=10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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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影片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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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111.com.tw/discuss/discussTopic.asp?cat=University&id=10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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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影片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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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111.com.tw/discuss/discussTopic.asp?cat=University&id=111690
https://www.1111.com.tw/discuss/discussSearch.asp?act=search&q=%E5%A4%A7%E5%AD%B8%E5%BE%AE%E8%AC%9B%E5%A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