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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點分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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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_服務項目比較 



獨特模擬分發功能、但加入 
會員步驟較繁瑣(分二次) 

特色PK 
1. 提供學群對照表查詢 
2. 落點結果依學群做頁籤分類 
3. 可依不同條件自行排序志願 
4. 模擬分發功能(依勾選志願數) 
5. 結合104資訊(需另登入會員) 

缺點 
1. 加入會員步驟較繁瑣(二次) 
2. 無繁星、科技落點分析 
3. 無法重複施測 
4. 篩選條件、志願無法全選， 

操作較為不便 7. 提供第二階段面試備審資料 
8. 提供Holland興趣測驗 

完善的落點服務、升大學攻 
略及技巧等、附加價值高 

特色PK 
1. 提供繁星、科技落點分析 
2. 可不限次數重複施測 
3. 操作功能便利，如：結果動 

態篩選、全選功能 
4. 依考生成績通過機會分為六 

勝 

勝 

項類型 
5. 結合多方獨家資訊，如：新 勝 

生註冊率、課程地圖、未來 
職務發展、工讀機會等 

6. 可排序志願或收藏志願，並 
寄到個人指定信箱(M版) 

勝 

勝 



落點服務表現一般、整體操 
作較為不便、備審資料齊全 

特色PK 
1. 提供科技落點分析 
2. 可不限次數重複施測 
3. 輸入成績時即可得知五標 
4. 提供第二階段面試備審資料 
5. 提供統測落點分析 

缺點 
1. 無繁星落點分析 
2. 行動裝置使用上較為不便 
3. 篩選條件、志願無法全選， 

操作較為不便 
4. 無法勾選排序志願及下載 

完善的落點服務、升大學攻 
略及技巧等、附加價值高 

特色PK 
1. 提供繁星、科技落點分析 勝 

2. 可不限次數重複施測 
3. 操作功能便利，如：結果動 勝 

態篩選、全選功能 
4. 依考生成績通過機會分為六 

項類型 
5. 結合多方獨家資訊，如：新 勝 

生註冊率、課程地圖、未來 
職務發展、工讀機會等 

6. 可排序志願或收藏志願，並 勝 
寄到個人指定信箱(M版) 

7. 提供第二階段面試備審資料 勝 

8. 提供Holland興趣測驗 勝 



落點服務表現一般、主攻線 
上影音教學、預約諮詢服務 

特色PK 
1. 提供第二階段面試備審資料 
2. 可線上預約諮詢更詳細的落 

點分析，如：提供校系歷年 
篩選標準 

缺點 
1. 無繁星、科技落點分析 
2. 無法重複施測，學群及地區 

條件也無法重新篩選 
3. 無法直接篩選學校 
4. 無法勾選排序志願及下載 

2. 可不限次數重複施測 

完善的落點服務、升大學攻 
略及技巧等、附加價值高 

特色PK 
1. 提供繁星、科技落點分析 

6. 可排序志願或收藏志願，並 勝 
寄到個人指定信箱(M版) 

7. 提供第二階段面試備審資料 
8. 提供Holland興趣測驗 

勝 

勝 

勝 

3. 操作功能便利，如：結果動 勝 

態篩選、全選功能 
4. 依考生成績通過機會分為六 

項類型 
5. 結合多方獨家資訊，如：新 勝 

生註冊率、課程地圖、未來 
職務發展、工讀機會等 



落點APP、多項獨特功能服 
務、唯缺乏二階段面試資料 

特色PK 
1. 可用現有帳號登入會員 
2. 可不限次數重複施測 
3. 提供繁星、統測落點分析 
4. 提供模擬考落點紀錄(5次) 
5. 保留歷年落點分析以供查詢 
6. 資料載入時出現廣告 
7. 提供多項獨特服務，如：鬧 

鈴提醒、小額贊助 

缺點 
1. 無科技落點分析、網頁版 
2. 無第二階段面試備審及職涯 

相關資料 8. 提供Holland興趣測驗 

完善的落點服務、升大學攻 
略及技巧等、附加價值高 

特色PK 
1. 提供繁星、科技落點分析 勝 

2. 可不限次數重複施測 
3. 操作功能便利，如：結果動 勝 

態篩選、全選功能 
4. 依考生成績通過機會分為六 

項類型 
5. 結合多方獨家資訊，如：新 勝 

生註冊率、課程地圖、未來 
職務發展、工讀機會等 

6. 可排序志願或收藏志願，並 
寄到個人指定信箱(M版) 

勝 7. 提供第二階段面試備審資料 
勝 



特色_完善的落點相關服務 

第二階段備審必備攻略！ 



獨家_多方資訊整合，附加價值高 

透過校系註冊率，更可幫助學生因應少子化風暴；進而依照課程地 
圖、興趣類型、職務發展…等資訊，做出妥善的決策！ 

(未登入會員可享試用版，觀看第一頁結果) 



整合全台大專院校校系資訊，附加價值高 

透過學校、系所介紹及獎學金資訊，更可幫助學生了解想就讀的學
校資訊，另外也可了解科系畢業出路…等，做出妥善的決策！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ersity.aspx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ersity.aspx


輕鬆加入會員、更可享用不完的免費線上服務…… 

hs.1111.com.tw 

http://hs.1111.com.tw/


歡迎友善連結 
http://hs.1111.com.tw/ 

若需客製服務 
請洽02-8787-1111#2060 黃小姐 

ivy.huang@staff.1111.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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