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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落點分析 1111落點分析主
要分為： 

 學測落點分析 

 統測落點分析 

 指考落點分析 

 書面備審攻略 

 

 

統測落點分析 

指考落點分析 書面備審攻略 

落點首頁介紹 



最新消息 社群討論 考古題下載 

落點首頁介紹 



要進入學測落點畫面的話，只需要點選一下 

進入統測落點 



目前統測落點分析提供「甄選入學」落點系統 

統測落點入口 



除此之外，在做統測落點之前，建議可先
瞭解一下相關資訊 

相關資訊介紹 



書面備審與歷屆考題： 
免費提供下載書面備審資料、第
二階段面試攻略，及歷屆考古題 

相關資訊介紹 



企業最愛大學： 
提早掌握未來大學在企業
眼中的各項調查評比結果 

相關資訊介紹 



Holland興趣測驗： 
不到半年就吸引3萬人使用的知名
心理測驗，11分鐘就可以取得個
人專屬興趣報告！ 

相關資訊介紹 



來看看如何使用統測落點分析吧！ 

開始使用【START!!】 



成績輸入 
進入「步驟1、甄選入學-成績輸入」畫面 
首先，選擇一項群(類)別 



成績輸入 
再接著輸入統測成績，系統就會自動帶出
各科換算去年成績與級分轉換資料 



條件篩選 



條件篩選 
輸入完成後，下一步驟可選擇你想要篩選
的落點條件 



條件篩選 
而在底下的學校選擇中，只會列出你所選
的群(類)別中，有招生的學校名單 



條件篩選 你可以使用「全選」功能 



條件篩選 一切準備就緒後，只要於畫面底下
點選「結果分析」即可看見結果！ 



結果分析 



結果分析 - 試用版 
在未登入會員的情況下，底下落點結果
僅會列出「最佳落點」的前10筆資料 



結果分析 - 試用版 
因此，建議你登入會員觀看完整結果， 
以使用進階篩選、志願收藏等免費功能！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登入會員後，本系統依照你的「通過機會」
分成8大落點類型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從通過機會低至高分別為機會渺茫、…、極具優勢，
若不瞭解可點選「定義說明」進行查看 



定義說明 



結果分析Mobile - 完整版 

若是使用行動裝置，只要一指
左右滑動螢幕，即可觀看其他
通過機會類型資料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而會員還可享有「進階篩選」功能，可再更進一步
依「縣市、系組、註冊率、興趣類型、關鍵字」等
條件來找校系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下方會顯示你條件篩選後的資料筆數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以及目前所選取的通過機會類型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本系統落點分析結果是依照「估算去年級分」與
「去年篩選最低級分」進行通過機會判斷，而「異
動說明」是相較於去年招生情形的變動，可做參考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對於你感興趣的校系，還可以直接點
選校系區塊來查看相關資訊 



校系資訊 
校系資訊會列出該校系近三年的篩選最低
級分，可供較精確的參考比較 



校系資訊 
新生註冊率：如果註冊率很低，要審慎考
慮，不然未來有被停招的可能 



校系資訊 
興趣類型：考量個人與校系興趣，並結合
未來職務發展 



校系資訊 
課程地圖：掌握未來校系課程及發展，提
早做好未來規劃，不落人後 



校系資訊 
未來職務發展：這間校系未來可以做的相
關職務有哪些？點選「更多」可查看全部 



校系資訊 
工讀機會：提供該學校附近的打工職缺，
讓你從不同需求面向來考量志願 



校系資訊 
若仍想了解更多，只要點選「查看更多校
系資訊」即可進入大學網 - 認識大學！ 



認識了解大學 



認識大學 - 學系介紹 
認識大學除了有基本的「學系介紹」
與「學系檔案」 



認識大學 - 學系介紹 還有這科系所需的「核心技能」
與「相關證照」 



認識大學 - 學系介紹 

「全國相似科系」的好處是，如果你非常喜歡這
個科系，就算這一間學校你上不了，也可以直接
參考其他學校的相同科系來做選擇！ 

並提供「同校相似科系」與
「全國相似科系」 



認識大學 - 選單介紹 

除此之外，1111大學網 - 認識大學更提供了
「學校介紹」、「校園活動」、「人才地圖」、
「升學就業」、「入學攻略」等實用資訊 



認識大學 - 升學就業 其中「升學就業」是指學長姐畢業
後的流向，分為升學與就業藍圖 



認識大學 - 升學就業 
升學藍圖告訴你的是讀了這個校系
的學長姐們，之後升學選的科系有
哪些？所選擇的學校又有哪些？ 



認識大學 - 升學就業 而「就業藍圖」則是可以看出學長
姐們畢業後的就業狀況 



認識大學 - 升學就業 
除了可以看到求職的第一份工作之
外，還可以看到第二份、第三份，
甚至是第四份工作呢！ 



志願收藏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在充分了解校系資訊後，
接著再回到落點分析中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只要在校系區塊右上角星星點選一
下，就能輕鬆進行「志願收藏」 



結果分析 - 完整版 
而將感興趣的校系都收藏完畢後，
即可進入「我的志願收藏結果」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自訂排序志願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志願收藏 
由於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因此若是你的群(類)別或成績有改過時，
建議可先「清除收藏紀錄」再重新收藏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自訂排序志願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志願收藏 
在收藏頁中，你可以查看各通過機會類型
的收藏志願數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自訂排序志願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志願收藏 
而底下志願結果，預設是以你通過機會低
到高的順序來進行排列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自訂排序志願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志願收藏 當然你也可以選用其他快速排序方式，如：
註冊率、縣市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自訂排序志願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志願收藏 若想微調志願順序，可使用自訂排序功能，
只要先點選一下「自訂排序志願」按鈕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完成排序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2 

志願收藏 底下校系區塊便會切換成自訂排序模式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完成排序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志願收藏 而按住校系區塊任一處，並上下拖曳即可進
行排序 

2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完成排序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志願收藏 確認排序後，只要再點選一次「完成排序」
按鈕就可以完成了 

2 



請於下列排序我的收藏志願 ( 可自訂排序 ) 

我的收藏結果 

清除收藏紀錄 寄到我的信箱 匯出 Excel 表 

* 以下為最後收藏時的成績結果資料 
* 如需重新收藏，請先清除以下紀錄 

* 以下收藏結果預設依通過機會低至高排序 
 * 點選 ★ 可刪除該筆收藏志願  

完成排序 

志願排序功能 

依通過機會排序 (高→低) 依註冊率排序 (高→低) 依縣市排序 (北→南) 依通過機會排序 (低→高) 

2 

志願收藏 接著，你就可以將所有收藏結果下載到電腦
做備份，或是Email到你的會員信箱中！ 

2 



最後小提醒，若下次已先登入好會員，於統測入口
便可快速查看最後一次的收藏結果！ 

會員專屬入口 



就業市場分析 



就業市場分析 在介紹完落點分析之後，緊接著來認識其他
相關單元，「就業市場分析」讓同學們可以
先了解到各職務的相關資訊！ 



就業市場分析 

只要先選擇一個你想了解的職務 



就業市場分析 

就可以看到該職務的工作內容 



就業市場分析 

需求能力 具備證照 相似工作 

平均薪資 



就業市場分析 

 
未來發展和工作職缺等訊息，讓你提早了解
就業市場，避免走錯行業！ 
 



興趣職能測驗 



興趣職能測驗 下一個來介紹一下輕鬆的「興趣職能測驗」單元 
「興趣職能測驗」可從頁面上方點選 



興趣職能測驗 

「興趣職能測驗」目前共分為兩大部份 



興趣職能測驗 

其中一項為「Holland興趣測驗」，
點擊標題即可進入畫面 



Holland興趣測驗 

「Holland興趣測驗」是利用
趣味情境題及簡易量表題這兩
大題型來施測，讓學生瞭解自
己的興趣類型，並加以對應到
適合的科系及職務，讓同學們
比別人更早一步掌握未來升學
與就業方向！ 



Holland興趣測驗 

情境題採用圖片拖拉填答，而量表題則採用
量尺拖拉方式作答 



Holland興趣測驗 - 結果分析 

只要11分鐘， 
就可快速取得詳盡的
個人興趣報告！ 



Holland興趣測驗 - 結果分析 

測驗結果分析會顯示出你的興趣類型 



Holland興趣測驗 - 興趣導航 

以及興趣導航介紹 



Holland興趣測驗 

在結果報告下方還有學群分析、相關科系及
職涯查詢，以及相關的職缺列表 
幫助你更進一步掌握未來方向！ 



Holland興趣測驗 - 常模分布 

而最底下的「常模分布」則是提供你～相較於其
他受測者，你的興趣六型分數的分布情況 



興趣職能測驗 

還有另一項測驗為「9大職能診斷」，一樣點擊標題即可進入畫面 
 



9大職能診斷 

「9大職能診斷」是利用職能冰山理論施測，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優弱勢、就業準備力，參
考未來職務方向，同學們也可以利用這個測
驗作為科系選擇與未來職涯規劃的參考！ 



社群討論 



社群討論 最後，則是「社群討論」單元，
共分為三區塊： 



社群討論 

大學升了沒討論區 



社群討論 

落點分析論壇 



社群討論 

FB粉絲團 



社群討論 若對於以上升大學部分有相關問題，都歡迎加入
我們的討論，1111落點分析讓你掌握最新情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