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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說明
找出甄選入學最佳的落點學校

壹、甄選入學整體服務說明

升學導航專刊(國中升高中：《12年國教真實揭露(基北區)》；高中升大學：《甄選百科》)和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主要針對國、高中生在升學各階段所衍生的種種需求，量身打造出各項重要且必須的專屬服

務，藉此協助學生能在「多元入學」的制度下，省時且快速地找到您最佳的落點學校、目標。

針對面臨甄選入學階段的高三考生，100GPS.cc升學導航網透過數據整理、系統校正及準確度驗證，推出

全台最精準的甄選入學落點分析系統，學生只要輸入學測以及在校成績(繁星推薦落點需要)後，便可以一次看

到五種落點分析結果，展示如下：

　　其中又可分為「學測模擬」和「甄選落點」兩種落點分析系統供考生使用：

輸入性別、學測
與在校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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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唯一市佔率、準確度、服務人次皆第一的落點分析權威

此為示意圖，實際上線時間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公告為主



甄選百科

2

使用資料：當年度大考中心公布之學測統計資料。

上線時間：每年 9 月初至新年度學測成績公告前一週，詳細關閉時間以 100GPS.cc 網站公告時間為準。

關閉原因：為避免使用者混淆甄選入學落點分析與學測模擬落點分析之使用，而造成選填的遺憾。

提　　醒：在學測成績公佈前，學測模擬的落點功能 ( 可使用 6 次 ) 可讓您填入自己在校的模擬考成績或

明年考完學測，根據官方公告答案後預測之成績。

網站位置：學測→學測模擬。

一、學測模擬 ( 模擬版 )

「學測模擬」主要目的除幫助使用者快速熟悉操作介面、了解落點分析的操作功能外，使用者還可以透過

學校模擬考成績得知目前的學科能力定位，甚至在明年學測結束官方公布答案後，利用預測的學測成績先行預

估自己的落點。

使用資料：新年度學測統計資料。

上線時間：明年學測成績單寄發日隔天中午 12 點上線，詳細開放時間以本網站公告為準；關閉時間為明

年考生向大學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個人申請的截止日。

提　　醒：切記！為避免產出錯誤落點報表，正式落點需提供身分證字號、生日等個人資料，供系統查詢

學測成績，且成績送出後即不可進行修改，請再三確認。

網站位置：學測→甄選落點

二、甄選落點 ( 正式版 )

「甄選落點」的落點需要等新年度學測官方公告各科級分人數百分比累計表等相關統計資料公布，經由整

理、剖析以及校正後，才能讓落點分析大展身手、發揮妙用，以提供您最精準的落點服務。為確保我們的服務

更加實質貼心，註冊時需要請您輸入帳號(即電子郵件)、密碼(需確認兩次)、姓名、手機、性別、學校行政區、

學校以及年級等，並請您詳閱「100GPS 服務條款」，若皆無問題即可按下「註冊」鍵進行註冊以成為本網站

的一般會員，進而幫助我們為您取得更精準、多元的資訊，並做出最正確、完美之判斷。在此提醒：屆時需要

再進一步進行簡訊驗證，因此手機號碼務必輸入正確。

當您註冊成功成為本網站一般會員後，您可透過書中附贈之序號 (P.16) 將會員服務升級，便可開始正式使

用我們為您精心準備的甄選入學落點服務。而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保障之下，我們比您更加小心翼翼守護您的

個人資料，務必協助您在升學之路上，獲得最大的支持與保障。以下我們將開始為您介紹「100GPS.cc 升學

導航網」註冊與登入步驟：( 以下介面皆為示意圖，實際畫面、時間等以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呈現為主 )



甄選百科

3

專區按鈕

註冊與登入

產品介紹

購買資訊

落點產品
服務時程

落點計算
專利認證

Facebook
粉絲專區

77



甄選百科

4

STEP  2 

右圖(上 )為註冊畫面，您需要輸入電子郵件、兩次密碼、姓名、

手機、性別與學校資訊等，請注意手機務必輸入正確，輸入完畢後

請您閱讀「100GPS 服務條款」，同意請您勾選「我同意 100GPS

服務條款」(※ 請注意：當您勾選我同意之後，即代表您已閱讀

100GPS 服務條款，提供您的生日、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授權

本網站進行查詢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詳細授權內容請查看 100GPS

服務條款 )，再點選「註冊」。

右圖 ( 中 ) 為手機驗證畫面，此時系統將傳簡訊至您的手機，輸

入正確驗證碼後，註冊步驟即完成，此時您已是本網站的一般會員。

右圖 ( 下 ) 為登入畫面，如您已是本站會員，只是尚未輸入本書

序號，即可直接輸入當時註冊之電子郵件與密碼登入。如您忘記密

碼或帳號，系統將請您提供當時註冊的部分資料，判讀正確後即可

查到帳號，而密碼則是請您重新輸入。

STEP  1  

進入「100GPS.cc升學導航網」首頁後，請您點選右上方「註冊會員」，系統將自動跳轉至註冊頁面。

若已註冊，可直接點選「登入」。

貳、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功能說明
一、註冊與登入

使用者只要在網址列上輸入「100GPS.cc」，即可連結到網站首頁。

請注意，若您非使用「Chrome」或「Safari」瀏覽

器時，系統建議使用該瀏覽器，請依據您使用的載具下

載適宜之瀏覽器以達更穩定的瀏覽品質與使用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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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1.	 接著，若您要將會員服務升級，您只要把書中所附贈之序號卡刮開，並請依照序號卡上的順序，所見

之大寫英文字母、數字與橫線由左至右輸入在「序號綁定專區」的欄位中。

12345-12345-1234

登入成功後頁面將自動跳轉至首頁 ( 若無反應，請直接點選左上方「升學導航」以回到首頁 )，此時

您可在頁面右上方發現您註冊時所輸入的使用者姓名。

STEP  3  

接著點選姓名，系統便會引導您到「會員中心」，畫面右側部分是您的「個人資料」，您可看到當時

註冊的資訊，其中「密碼」、「性別」與「學校」使用者可自行修改；畫面左側部分則是「序號綁定」和「序

號權限」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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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使用落點分析系統

進入到「100GPS.cc 升學導航網」首頁，點選「學測」到「學測專區」有五種功能可供選擇，分別是「學

測模擬」、「甄選落點」、「交叉查榜」、「書審精選」、「下載專區」。在此提醒，由於「學測模擬」、「甄

選落點」所使用資料、時間點、目的不同，因此「學測模擬」、「甄選落點」開放、關閉時間將以「100GPS.

cc 升學導航網」公告為準。另外於學測專區旁有「免費體驗」按鈕，使用者可輸入性別、學測成績進行使用、

練習，不過校系數量提供不多。

2.	 確認無誤後請按「確定」，這時系統會跳出綁定成功的視窗，即表示您的帳號已升級完成，爾後登入

後即可直接使用落點，不需再次綁定。

3.	 綁定完成後，可於「您已擁有的序號權限」處看見本書的專屬貼紙，接著您便可開始使用甄選入學落

點的服務。

7

7

此為示意圖，實際上線時間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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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學測模擬─甄選落點模擬版後，您可依序看到「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四技申請」、「軍

校甄選」、「警大甄選」等五大落點，您可直接點選其中一項或按「START」先進行成績填寫。

輸入成績頁面有兩部份：一是「設定目標學校」；另一是「輸入學測模擬考與在校成績」。「輸入學測模

擬考與在校成績」部分學生可根據學校模擬考成績，甚至在考完學測對完官方公告答案預測成績後使用，共可

使用「六次」；至於「設定目標學校」是針對您每次學校模擬考完後可自行設定校系目標 ( 學校、學系 )，確

定後點選「設定」，系統會自動計算您歷次學測模擬考成績距離目標學校的距離，考生可藉由這樣的設計觀看

每次模考成績看出自己是否進步？哪科需要加強？並可時常以此警惕、鼓勵自己要更加努力，以期望下次考出

更棒的成績，如此便與理想大學校系更近了。

此為示意圖，實際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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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提醒考生，「甄選落點」與「學測模擬」操作方式上有所不同，「甄選落點」考生輸入學測成績前，

系統會分成兩個步驟，如下圖所示：

在STEP1-1部份請輸入您的身分證字號、生日以及驗證碼後按下「查詢准考證號碼」，此時在第二步驟「查

詢學測成績」部分系統會自動帶出您的「學測准考證號碼」，之後請您再輸入一次「驗證碼」，確認後按「查

詢學測成績」，然後系統就會帶出您新年度的學測成績，如下圖所示：

此設計目的是由於學測成績僅能輸入一次，為減少使用者輸錯成績、產生錯誤報表、最後影響志願選填之

憾事發生，加上來回更改成績、驗證資料耗費時間，因此自動查榜的設計可節省您選填志願時間，並提升報表

正確性。但請使用者注意，「英聽」和「APCS」成績系統無法帶出，所以要請您自行輸入該成績，若無則選

「未考」。另外，108 年新增「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其詳細說明請上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專區)，若您具有此身分，請記得勾選。確認所有成績無誤後，請您點「確認送出」，此時透過系統計算後，

就會產生您新年度學測落點正式報表。接著，我們要針對五大落點 ( 個人申請、繁星推薦、四技申請、軍校甄

選以及警大考試 ) 所呈現之報表形式做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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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學個人申請

(1) 第一階段篩選落點分析（學制簡介與近兩年校系資料，請參考新年度《甄選百科》）

《甄選百科》書中除彙整官方所公告的近兩年各校系第一階段各關卡通過篩選級分外，本刊最珍

貴之處還收錄了官方不公告的「同級分 ( 分數 ) 超額篩選」資料供考生參考。不過在此提醒，由於每年

的學測考試難易度不同，若干校系的篩選條件也會調整，通過級分當然會有所變，若考生直接以新年

度的學測成績與公告資料來比較是絕不可行的，所以「100GPS.cc 升學導航網」提供之個人申請第一

階段篩選落點分析才有其價值。

等待學測成績單到來這段時間，建議考生可以趁考完印象深刻時，仔細核對官方公告的答案，算

出自己各科原始分數，再參考前一年度大考中心公告之各科級分人數百分比累計表等概估出各科級分，

在成績單公告前一週利用我們學測模擬功能，自行填寫預估的學測成績，供考生在寒假期間提早預選

想申請的校系。而在學測成績寄發後，本站才會使用新年度的官方公告資料，屆時系統會引導您提交

新年度學測成績 ( 須輸入「身分證字號」、「生日」以及兩次驗證碼 )，供考生選擇校系時參考。

本功能需要刮開書籍中的序號卡片才能使用，學測模擬系統預計每年 9 月初上線 ( 詳細時間請注

意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公告 )；甄選入學系統則將在學測成績單寄發日隔日中午 12 點上線。介面說

明如下：考生輸入個人成績送出後，點選「個人申請」書籤，系統在「個人申請落點分析報表」會呈

現「考生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與「校系列表」兩個部分，如下圖所示：

其中「校系列表」分成三區塊：「多重篩選」、「系統推薦」和「我的最愛」。「多重篩選」可

根據使用者喜好自行挑選「公私立」、「地區」、「學校」、「學群」、「參採科目」、「通過可能」、

「關鍵字」等條件搜尋想了解的大學校系資訊，確定後按「篩選校系」，系統則會依照您選擇的條件

篩選出校系呈現於校系列表中。此外，校系列表下方有「新增校系」，即指當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

申請簡章所新增之校系。

此為示意圖，實際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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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檢索方便，只要點選「校系」、「學群」、「地區」、「指定項目甄試日期」與「通過可能」

下方之「▼」圖示，系統將會替您點選的條件做升冪 / 降冪順序排列 ( 點選一次為升冪；再點選一次則

為降冪 )，以便您在選填志願時做參考。其中「通過可能」欄位是以正負係數表示，顯示「0」為最不

浪費志願的落點，「正負數」表示錄取機會，「正數」越大錄取機會越大；反觀負值愈高則錄取可能

性愈小，建議「通過可能」保守選擇正 3 負 3 或正 4 負 2 的志願組合。

另外，在個人申請的落點篩選中針對篩選倍率關卡的部分，我們不僅給一個最終的判斷結果，還

根據各科（各關卡）篩選倍率給出可能性。

根據篩選倍率，經系統模擬後您的級分數與該關卡去年錄取級分數，我們用「級分差」顯示差距

表現。例如：第一關６倍 / 英數社自 /-17.44，意指倍率篩選第一關是先參照 6 倍招生名額考生的英數

社自成績，而 -17.44 則表示預測通過第一關英文的級分數與去年錄取分數尚差 17.44 級分，通過的可

能性較低；又如顯示 3，則表預測通過第一關英數社自的級分數，比去年高出 3 級分，通過之可能性較

高。另外，您可點選校系名稱 ( 藍字處 )，系統將引導連結至該校系的介紹，若滑鼠游標停在該系名稱

( 藍字處 )，系統將會顯示先前年度該校系的倍率篩選與通過級分。考生請注意：如今年有某校系的喜

好明顯改變，導致選填人數大幅修正，不在單純以數據分析進行的落點預估範圍內。

另一選項是「系統推薦」，系統基於您新年度的學測成績剖析後，提供最接近您分數的80個校系，

做為您可挑選志願的參考 (並已排除檢定門檻未通過之校系 )。

此為示意圖，實際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此為示意圖，實際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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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書審資料

當考生在個人申請第一階段錄取心目中的校系後，接著考生要面臨第二階段「書審資料」的準備，

考生該如何透過書審資料突顯自己的特色？該怎麼表現出對該系 ( 組 ) 有強烈的就讀企圖心？因此，本

刊特別力邀目前任職於建國中學資深國文名師─陳美儒老師，為同學講解書審資料的準備、口面試注

意事項以及考情未來大趨勢，同學一定不要錯過。另外，同學除了可參考陳美儒老師的文章準備書審

資料外，「100GPS.cc 升學導航網」也貼心地為同學們推出全省獨一無二的服務，同學只要註冊成為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網站會員，即可透過本站「書審精選」選項中「歷年書審資料分享專區」

參考歷年來學長、姐在個人申請第一階段錄取後，他們所上傳的書審資料，同學可自行下載、列印以

作為欲報名相同校系的重要參考資料。

最後，您可在校系列表「我的最愛」欄位 ( 左圖 )，將您感興趣的校系點選「+」號，該校系便會

加入「我的最愛」分頁中 ( 右圖 )，若欲取消則點選「-」號即可，便於從「我的最愛」中挑選出最終

的六個志願。

此為示意圖，實際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實際上線時間、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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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學繁星推薦落點分析

  （學制簡介與近三年校系資料，請參考新年度《甄選百科》）

大學繁星推薦落點分析除輸入學測成績外，考生還需填入在校成績，在校成績包含「總成績」與「國文、

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十個科目的全校排名百分比。以下

為系統輸入成績畫面：

成績確認送出進入頁面後，會看到「考生在校成績」、「考生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以及「繁星推薦校群

錄取可能性分析」等相關資訊。

當然，我們也希望透過薪火相傳的精神，藉此來嘉惠更多的學弟、妹，讓他們未來在準備書審資

料能有所依據。因此，只要上傳一份書審資料的同學就可以得到一個抽獎名額，參加「上傳書審資料

抽 iPad」的活動，上傳越多份就越多抽獎機會哦！(詳見《甄選百科》)由於「100GPS.cc升學導航網」

歷年書審資料較多，為讓您在最快時間搜尋到欲報名相同校系的相關資料，您可依照「學校」、「學群」

與「年度」等三項條件進行檢索，另外您也可直接勾選「年度精選」，其是我們每年從眾多上傳的書

審資料中所挑選出來之精選佳作 ( 後有「皇冠」的圖示 )。以下為操作介面示意圖：

此為示意圖，實際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此為示意圖，實際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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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繁星推薦校群錄取可能性分析」中，可看到「學校」、「學群」、「系組數」、「招生名額可

填志願數」、「通過檢定系組數」、「可能錄取系組數」和「學系 ( 組 ) 資訊」等欄位。不過在此先說明，系

統是將「在校成績」與「學測成績」分別處理。因為「在校成績」沒有客觀資料（成績人數累計表）可供轉換，

僅能以考生輸入之在校成績百分比直接與去年度公告資料做比較；而「學測成績」則會透過大考中心公告之兩

學年度學測成績人數累計表進行轉換，再與去年甄選委員會公告之比序順序成績做比較。

「學校」、「學群」顯示的是招生大學校名及其招生學群的群別，可使用系統功能直接選擇某校某類學群；

「系組數」為該校該學群之招生總系組數；「招生名額可填志願數」代表考生可選填該大學該學群系組的最大

上限個數；「通過檢定系組數」則是系統根據使用者所輸入的新年度「學測成績」後，將其轉換成去年學測成

績檢定標準做對照，預估可能通過的校系組數，若標準未達到，系統於「錄取與否」欄位則顯示「檢定未過」；

「可能錄取系組數」的部分，除透過轉換去年學測成績做對照外，也依據使用者當年度所輸入的校排成績做評

估，若考生的全校排名百分比（比序 1）與去年公告之資料相符或高於，系統則在「錄取與否」欄位顯示「可

能通過」；反之，則顯示「可能不會通過」。至於最後的「學系 ( 組 ) 資訊」設計為展開與收合兩種模式，使

用者只要點選展開，系統則會顯示該校該學群的所有資訊，點選收合則是關閉。下圖則是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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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學制簡介與國立校系資料見新年度《甄選

百科》；近兩年私立校系資料可至 100GPS.cc 下載中心下載）

本服務是以去年官方公告之各校系最低篩選標準等資料為基準進行分析。考生可依據校系基本資料(地區、

學校、參採科目）、學測成績各科採計權重（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等五科採計倍率）、第二階段評

分項目、第二階段複試日期等項目進行校系志願選填判斷，您可依據系統所顯示的「級分數差」參考目標校系

之通過可能，您也可使用「地區」、「學校」、「參採科目」篩選功能進行操作；另外，您可在校系列表區「我

的最愛」欄位，將您感興趣的校系點選「+」號，該校系便會加入「我的最愛」分頁中，若欲取消則點選「-」

號即可，便於從「我的最愛」中挑選出最終的五個志願。您也可點選「我的最愛」( 要先依照自己有興趣的科

系進行選取後，才會變動 )、「地區」、「第二階段複試日期」與「級分數差」等下方之「▼」圖示其中一項

功能，系統將會依您點選的條件做升冪降冪順序 ( 點選一次為升冪；再點選一次則為降冪 )，以便您在選填志

願時做參考。所謂的「級分數差」，係指考生今年學測成績轉換為百分制後，與去年該校系所錄取的成績差。

顯示「0」為最不浪費志願的落點，「正負數」表示錄取機會，「正數」越大錄取機會越大；反觀負值愈高則

錄取可能性愈小，建議「通過可能」保守選擇正 3負 2或正 4負 1的志願組合。以下為操作介面示意圖：

點選展開後，則顯示該校該學群之校系列表，若該校該學群有新增系 (組 )，也將在展開後於底一併列出。

另外，您可點選校系名稱 ( 藍字處 )，系統將引導連結至該校系的介紹，若滑鼠游標停在該系名稱 ( 藍字處 )，

系統將會顯示先前年度該校系的分發比序項目與要求標準。在此特別提醒，比序 1( 全校排名百分比 ) 乃至於比

序 2 到 7 有在校成績的學系，考生在選擇時需謹慎判斷，除直接以考生成績與公告之去年錄取百分比相較外，

建議考生參考前幾年相同校系之公告結果並詢問您學校老師，以增加判斷的依據，增強判斷結果的可參考性。

此為示意圖，實際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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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與「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入學考試」（軍校學制簡介

與警校學制簡介，請參考新年度《甄選百科》。近兩年校系資料可查新年度《甄選百科》，

或至 100GPS.cc 下載中心下載）

本服務將以官方公告之錄取分數、考生學測成績及兩年成績人數累計表，為考生計算錄取可能性，提供考

生大學甄選入學、四技申請入學之外的其他選擇。軍校甄選介面共分三個區塊：「學校推薦校系分析」、「個

人申請校系分析」與「登記入學校系分析」( 若使用者要觀看詳細資訊，要將滑鼠游標移至欲觀看項目之位置

按左鍵點開 )。

其中「登記入學」部分限中正預校畢業學生及國防培育班應屆畢業學生才可以報名，因此，一般考生僅能

選擇「學校推薦」、「個人申請」參加軍校甄選。當考生輸入完成績後，系統會將考生學測級分轉換成去年級

分。提醒讀者，由於官方自 106 學年度起僅公告各校系第二階段總成績。因此自 106 學年度起，本落點分析除

顯示 105 學年度各校系最低原始級分外，還提供各校系第二階段最高與最低總成績供考生參考。以下為軍校甄

選介面 ( 換新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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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大學校系列表分為甲 ( 自然組 )、乙組 ( 社會組 )。當考生輸入完成績後系統會自動將您今年學測級分

透過轉換，並與去年各組篩選通過最低參採總級分相減 ( 也就是「級分數差」)，「正數」越大錄取機會越大；

反觀「負數」，數值越小錄取機會則越小。以下為警大考試落點介面：

更新１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更新２

三月中下旬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
篩選通過名單

五月上旬
個人申請
統一分發名單

三、交叉查榜 ( 個人申請 )

網站上會於每年更新最今年度個人申請交叉查榜結果，我們之後將隨個人申請第一階段放榜時間更新新年

度的應屆資料，以提供高三學子最新、最快的即時資訊。更新順序如下：

接著，將為您介紹「100GPS.cc 升學導航網」交叉查榜介面相關內容說明 ( 以下以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為

例說明 )：

此為示意圖，實際顯示畫面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呈現為主

此為示意圖，實際上線時間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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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出該校系第一階段檢定篩選科

目與標準。

2.	列出該校系第一階段倍率篩選科

目與倍率。

3.	列出重要日期提醒，有「寄發 (或

公告 )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繳

交資料收件截止」、「指定項目

甄試」、「榜示」、「甄選總成

績複查截止」等五個日期。

4.	列出第二階段學測成績採計方式。

顯示通過該校系第一階段篩選的考

生還「同時」通過那些其他校系。

２ 報考資訊

 4 一般名額

３ 校區地圖

1. 人次對照表：是將預計甄試人數（要篩選）、實際通過篩選人數（過

篩選）、預計錄取人數（要錄取）等數據做成橫條圖，讓考生們可以

快速了解該校系的錄取名額資訊。

2. 跨考校系統計圖：

(1) 第一階段通過校系交叉分析 ( 排除本校系 )：將第一階段篩選所有

考生的通過校系做統計並做成圓餅圖，供考生們參考與自己差不

多能力的競爭對手們，除了該校系之外同時還選擇哪些校系。

(2)	第一階段通過學群交叉分析：將第一階段篩選所有考生的所有通

過校系改以所屬學群做統計，以瞭解考生們選擇的學群類別大概

是哪些。

(3)	第一階段通過學校交叉分析：將第一階段篩選所有考生的所有通

過校系改以所屬學校做統計，以瞭解考生們大概選擇了哪些學校。

(4)	考生來源分析：將第一階段篩選所有考生的所有通過校系改以考生

的考區來源做統計，以瞭解考

生大部分是從哪個地區來的。

 1 一般名額分析表

提供該大學的地址與對應的Google

地圖，可以切換成「衛星檢視」來

觀看該大學的周遭生活環境，以瞭

解未來的大學生涯會在什麼環境下

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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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專區提供七項資料的服務，依序是「四技申請校系資料」、「軍校甄選校系資料」、「警校甄選校系

資料」、「特別企劃學長姐升學經驗」、「網站功能說明」、「歷年學測試題」以及「歷年學測統計資料」。

四、下載中心

下載中心 使用時機 功能簡介

四技申請校系資料 四技申請入學報名前後。
四技申請國立、私立部分以及其他群 ( 類 ) 別之區間

圖改成線上下載模式，供有意報考學生參考。

軍校甄選校系資料 個人申請報名前後

軍校「個人申請」、「學校推薦」以及「登記入學」；

警校「第二階段」資料皆改成線上下載模式，供有

意報考學生參考。

警校甄選校系資料 警大入學考試報名前後。
警校「第二階段」資料皆改成線上下載模式，供有

意報考學生參考。

特別企劃學長姐升學經驗

學校模擬考、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寄發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通知單後

介紹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服務內容、購買通路

以及操作說明等。

網站功能說明
學校模擬考、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寄發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通知單後。

介紹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服務內容、購買通路

以及操作說明等。

歷年學測試題 學測考試前。

使用者可透過歷年學測試題連結到大學入學考試中

心學科能力測驗歷年試題網頁，藉由練習考古題了

解近年命題的趨勢與重點，並搭配學測模擬的落點

分析，跟去年的學長、姐一較高下，測試自己累積

的實力，定位您與目標的差距。

歷年學測統計資料 學測考試前。
使用者可透過歷年學測統計資料連結到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歷年統計資料網頁，藉由統計
資料，可看出近幾年學長姐的能力表現。

107 107

此為示意圖，實際上線時間依 100GPS.cc 升學導航網站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