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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07 發行 

輔導室活動訊息 

� 模擬面試義工招募模擬面試義工招募模擬面試義工招募模擬面試義工招募    

輔導室將招募 3/28(五)第六、七節的【高三模擬面試-活動志工】，請輔導股長宣讀並

張貼活動說明，優先開放開二同學報名。若高二同學報名截止仍有名額，會再行公布，

開放高一同學報名。 

 

 

獎學金資訊 

� 中興大學化學新銳獎學金中興大學化學新銳獎學金中興大學化學新銳獎學金中興大學化學新銳獎學金    

1.申請資格：學測 72 級分以上或指考原始成績達全國 6%分發就讀中興化學系者 

2.獎學金金額：大學部學生第一學期在學期間獎助學雜費參萬元及按月加發一萬元獎

助學金。第二學期起每學期成績在該班前 20%內方可領取。至多獎助在學前八學期。 

� 開南大學開南大學開南大學開南大學 103103103103 學年度各項新生獎學金學年度各項新生獎學金學年度各項新生獎學金學年度各項新生獎學金    

1.學測英語頂標且經大學甄選就讀者可享有四年免學雜費 

2.經大學甄選與指考分發就讀該校「多媒體與行動商務學系」者可享有學雜費比照國

立大學收費。 

3.凡經指定考試第一志願進入就讀且同時指考分數為該系第一名者，可獲得獎學金 10

萬元。 

4.詳情請參考網址：http://www.knu.edu.tw 

� 政大外交系鼓勵申請入學政大外交系鼓勵申請入學政大外交系鼓勵申請入學政大外交系鼓勵申請入學 72727272 級分以上學生辦法級分以上學生辦法級分以上學生辦法級分以上學生辦法 

1.政大外交學系為鼓勵優秀青年就讀，於 103 學年度設置「李本京教授獎學金」供該

系學士班申請入學第一名，且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 72 級分者申請。 

2.本獎學金獲獎人就讀外交學系期間，享有每學期新臺幣二萬五仟元、四年共新臺幣

二十萬元整之獎勵。 

3.本獎學金設置辦法詳外交學系招生資訊：

http://diplomacy.nccu.edu.tw/admiss/recruit.php?class=201 

 

升大學資訊 

�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103103103103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修正內容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修正內容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修正內容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修正內容    

高三同學請注意，「103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有修正內容，臺北市立大

學「幼兒教育學系」（簡章第 376 頁）招生名額原為 18 名，修正為 20 名； 「英語教

學系」（簡章第 378 頁）招生名額原為 15 名，修正為 16 名； 「視覺藝術學系」（ 簡

章第 381 頁）招生名額原為 17 名，修正為 18 名。 (※依據臺北市立大

學 103.02.17 北市大教字第 10330235900 號函辦理)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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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資料繳交方式及相關規定審查資料繳交方式及相關規定審查資料繳交方式及相關規定審查資料繳交方式及相關規定 

1、 高三同學請注意，本學年度全面辦理「書面審查電子化作業」，請高三同學務必先

行上網瀏覽審查資料相關注意事項及規定。網址為：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à個人申

請à審查資料上傳à審查資料上傳相關事項。審查資料上傳作業操作「影音教學檔」

中將有詳細說明。 

2、   注意事項：部分校系針對若干審查資料項目，另訂以郵寄或其他方式繳交者，同部分校系針對若干審查資料項目，另訂以郵寄或其他方式繳交者，同部分校系針對若干審查資料項目，另訂以郵寄或其他方式繳交者，同部分校系針對若干審查資料項目，另訂以郵寄或其他方式繳交者，同

學應依其規定另行繳交至該大學學應依其規定另行繳交至該大學學應依其規定另行繳交至該大學學應依其規定另行繳交至該大學。亦即同一個校系，同學可能要網路上傳資料之外，

其餘之審查資料則須另以郵寄或其他方式繳交至該大學。 

� 國立聯合大學光電工程系申請入學校系分則修正國立聯合大學光電工程系申請入學校系分則修正國立聯合大學光電工程系申請入學校系分則修正國立聯合大學光電工程系申請入學校系分則修正 

國立聯合大學 103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光電工程系校系分則第二階段

「學測成績採計」社會科修正為自然科。正確為「國文*1+英文*1+數學*2+自然*2」 

� 國立臺東大學音樂系國立臺東大學音樂系國立臺東大學音樂系國立臺東大學音樂系((((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招生訊息招生訊息招生訊息招生訊息 

1.名額：原住民學生招生名額 10 人，不須參加術科考試 

2.個人申請報名時間：103 年 3 月 24 日至 29 日 

3.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時間：103 年 4 月 13 日(六) 

� 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103103103103 學年度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原住民專班招生，歡迎具原住民身分之學年度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原住民專班招生，歡迎具原住民身分之學年度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原住民專班招生，歡迎具原住民身分之學年度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原住民專班招生，歡迎具原住民身分之

同學踴躍報考。同學踴躍報考。同學踴躍報考。同學踴躍報考。 

1.報名日期：103 年 3 月 3 日 09：00 至 3月 10 日 17：00 

2.招生簡章：請於國立聯合大學 http://nuu.edu.tw/5l 招生訊息免費下載 

 

課外活動訊息    

� 2014201420142014 年瑞士飯店及旅館管理學校在台教育展年瑞士飯店及旅館管理學校在台教育展年瑞士飯店及旅館管理學校在台教育展年瑞士飯店及旅館管理學校在台教育展    

瑞士商務辦事處為提供台灣學生相關的瑞士留學相關資訊，特邀請 12 所飯店學校來台

參加瑞士飯店及旅館管理學校在台教育展。 

1111、、、、 高雄場：103 年 3 月 22 日(六)上午 11 點至下午 4 點(高雄君鴻國際酒店 42 樓-高

雄市自強三路 1 號 39 樓)    

2222、、、、 臺北場：103 年 3 月 23 日(日)上午 11 點至下午 4點(臺北 W 飯店-臺北市忠孝東路

5 段 10 號八樓綺麗廳-捷運市政府站 2 號出口)    

� 2014201420142014 瑞士凱薩里茲飯店管理大學說明會瑞士凱薩里茲飯店管理大學說明會瑞士凱薩里茲飯店管理大學說明會瑞士凱薩里茲飯店管理大學說明會(請事前預約)    

1111、、、、 台北場：2014 年 3 月 16 日(日)14：30-16：00 。地點：林肯顧問公司會議室(臺

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48 號 3 樓之 2；捷運忠孝敦化 5 號出口。    

2222、、、、 台中場：2014 年 3 月 15 日(六)14：30-16：00 。地點：台中全國商業大樓(臺中

市公益路 161 號 2 樓；勤美誠品斜對面)    

3333、、、、 台灣授權官方代表：林肯企業顧問有限公司(02-27818878 代表號) 

網址：http://www.swiss-cesar.com； 

e-mail：Taipei@ritz.edu    

� 2014201420142014 年日本留學展年日本留學展年日本留學展年日本留學展    

1.時間：103 年 3 月 8 日（六） 

2.地點：台北晶華酒店 



3.活動內容：日本全國 16 所知名大學介紹

4.諮詢電話：早稻田大學臺北辦事處

5.e-mail：twju2014@list.waseda.jp

� 2014201420142014 亞洲大學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報名截止日延期至亞洲大學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報名截止日延期至亞洲大學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報名截止日延期至亞洲大學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報名截止日延期至

競賽相關事宜請參閱本校「最新消息」

http://203.68.192.10/NewsDetail

� 2014201420142014 年台大杜鵑花節，歡迎學生及家長自行參訪年台大杜鵑花節，歡迎學生及家長自行參訪年台大杜鵑花節，歡迎學生及家長自行參訪年台大杜鵑花節，歡迎學生及家長自行參訪

1. 活動日期：103 年 3 月 15

2. 若以班級活動方式參加並欲參加臺大安排之校園導覽者，請導師或指派一名學生至

臺大訪客中心網站 http://visitorcenter.cloud.ntu.edu.tw

上登記，將由臺大安排校園導覽。登記後將收到一封確認信函，請務必回信確認，已

完成登記作業。(登記時間：

規定申請辦理。    

� 實踐大學社工系「高中生一日體驗營」實踐大學社工系「高中生一日體驗營」實踐大學社工系「高中生一日體驗營」實踐大學社工系「高中生一日體驗營」

1.活動日期：103 年 3 月 8 日

2.活動地點：實踐大學台北校區

3.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4.實踐社工系報名網站：http://sw.usc.edu.tw

� 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

1.活動時間：103 年 3 月 8 日

2.聯絡電話：系聯會活動總召吳威陛同學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3526&pnumber=2

生涯規劃文章 

大學甄試履歷大學甄試履歷大學甄試履歷大學甄試履歷

大學甄試入學備審資料

這份履歷表的製作難度又更高

在

第二階段

占各校甄試入學總成績

不代表不重要

雙胞胎

今年大學甄試入學最大的改變，莫過於全面改為電子書審

料改用PDF檔上傳，因為閱讀習慣改變

所知名大學介紹 

諮詢電話：早稻田大學臺北辦事處 02-25080823 

twju2014@list.waseda.jp    

亞洲大學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報名截止日延期至亞洲大學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報名截止日延期至亞洲大學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報名截止日延期至亞洲大學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報名截止日延期至 3333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競賽相關事宜請參閱本校「最新消息」

http://203.68.192.10/NewsDetail-1.php?id=4490  

年台大杜鵑花節，歡迎學生及家長自行參訪年台大杜鵑花節，歡迎學生及家長自行參訪年台大杜鵑花節，歡迎學生及家長自行參訪年台大杜鵑花節，歡迎學生及家長自行參訪    

15 日-16 日(星期六、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

若以班級活動方式參加並欲參加臺大安排之校園導覽者，請導師或指派一名學生至

http://visitorcenter.cloud.ntu.edu.tw 之「登記導覽」進行線

上登記，將由臺大安排校園導覽。登記後將收到一封確認信函，請務必回信確認，已

登記時間：103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24 日)，班級校外活動仍須依學校

實踐大學社工系「高中生一日體驗營」實踐大學社工系「高中生一日體驗營」實踐大學社工系「高中生一日體驗營」實踐大學社工系「高中生一日體驗營」 

日(六) 

活動地點：實踐大學台北校區 L棟階梯教室(L401)(台北市中山區大直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http://sw.usc.edu.tw 東海大學高中優質博雅生活營東海大學高中優質博雅生活營東海大學高中優質博雅生活營東海大學高中優質博雅生活營

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    

日(六)上午 10時至下午 5 時 

聯絡電話：系聯會活動總召吳威陛同學 0921-880948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3526&pnumber=2

大學甄試履歷大學甄試履歷大學甄試履歷大學甄試履歷    四招讓教授記住你四招讓教授記住你四招讓教授記住你四招讓教授記住你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3526

大學甄試入學備審資料，是「人生第一份履歷表

這份履歷表的製作難度又更高。 

在 2 月 13 日寄發學測成績單後，全國高三生進入甄試入學

第二階段，頭一關便是製作備審資料。這份

占各校甄試入學總成績 0%~60%不等，差異很大

不代表不重要，因為備審資料跟三月底、

雙胞胎，左右教授面試方向。 

莫過於全面改為電子書審，以往書面的備審資

因為閱讀習慣改變，教授閱卷時間將從原本2到 3分鐘， 第第第第 3頁頁頁頁 

5 時。 

若以班級活動方式參加並欲參加臺大安排之校園導覽者，請導師或指派一名學生至

之「登記導覽」進行線

上登記，將由臺大安排校園導覽。登記後將收到一封確認信函，請務必回信確認，已

，班級校外活動仍須依學校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 

東海大學高中優質博雅生活營東海大學高中優質博雅生活營東海大學高中優質博雅生活營東海大學高中優質博雅生活營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3526&pnumber=2  

 

四招讓教授記住你四招讓教授記住你四招讓教授記住你四招讓教授記住你（上）（上）（上）（上）    
資料來源：商業周刊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3526     

人生第一份履歷表」。今年，

全國高三生進入甄試入學

這份「履歷表」，

差異很大。但占比低

、四月初的口試是

以往書面的備審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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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到 1分鐘以內。 

投入甄試入學九年的樂學網升學輔導團總召集人張財銘分析，以往教授「翻完」一份備審

資料約 10~20 秒鐘，加上停下來看特別感興趣的部分和前後對照，看完一份約 2~3 分鐘；

「現在 2~3 分鐘還要算入下載、翻頁的時間，真正專注閱讀的時間少於一分鐘。」 

前三頁決定勝負！ 

第第第第 1111 招招招招：：：：氣勢開場氣勢開場氣勢開場氣勢開場樹狀圖樹狀圖樹狀圖樹狀圖，，，，第一頁就亮相第一頁就亮相第一頁就亮相第一頁就亮相    

「改為線上書審後，閱卷教授勢必會更有效率的看資料，」樂學網升學輔導團總召集人張

財銘說，「前三頁，決勝負。」 

三頁抓住教授目光，關鍵在「推銷自己」。「多數學生的備審資料，好像寫別人的事，跟

自己無關，就不是『推銷』，」輔導升學超過 10 年、南港高中輔導組長紀俊竹強調，「教

授最感興趣的是『你』，只有『你』才讓教授有感覺。」怎麼做呢？掌握以下四招： 

雖然甄試委員會的上傳作業流程中說明，「審查資料上傳系統會主動於各審查項目前加入

書籤（封面）…，」但這不代表主角-「你」，開場就該是官方統一的封面，或是冰冷的成

績單。只要謹守容量規定，都要讓主角氣勢驚人的登場；怎樣才是「氣勢驚人」？ 

在第一頁用樹狀圖或心智圖，呈現備審資料的全貌。 

舉例來說，你可以用「為什麼我有信心適合念××系」做為中心，往外發散出在校成績、

自傳、讀書計畫、特殊活動等四個向度，每一向度再分出重點，諸如在校成績可拉出「平

均校排」、「平均班排」、「關鍵科目平均分數」，以此類推。讓教授用最短時間掌握重

點，同時展現學生整合、組織的思考能力。 

    

第第第第 2222 招招招招：：：：標題標題標題標題「「「「吸睛吸睛吸睛吸睛」」」」文字有靈魂文字有靈魂文字有靈魂文字有靈魂，，，，才能動人才能動人才能動人才能動人    

從紙本改成線上書審，編輯排版更重要。若擔心做不出漂亮版面反成敗筆，最佳補救之道

就是下出「有靈魂的標題」，勾起閱讀興趣，讓人不必看內文，也能抓住大意。 

多數學生認為，標題就是上傳項目名稱，成績單的標題是「成績單」，自傳的標題是「自

傳」；或是在上傳項目前加上形容詞，諸如「收穫豐富的社團經驗」或「未來五年讀書計

畫」。這不是錯誤，但沒有「靈魂」。標題，須勾起閱讀興趣，讓人不必看內文，也能抓

住大意。 

標題的「靈魂方程式」＝主詞＋動詞 

假設 A生的社團經驗是在高中三年參加吉他社，標題就可下「三年吉他社、二十場演出教

我的事」；B生申請醫學系的動機可以寫「我要讓大家享受生命的美好」。 

靈魂標題把閱卷教授領進門，要留住關愛的眼神得靠圖表，圖表在備審資料

四部分全都派得上用場。【未完待續】    



    

第第第第 3333 招招招招：：：：圖表致勝圖表致勝圖表致勝圖表致勝統整數據增加說服力統整數據增加說服力統整數據增加說服力統整數據增加說服力 

一、用折線圖看出成績進步：先在成績單上將申請科系的關鍵學科各學期成績用螢光筆畫

出來，做成折線圖或柱狀圖。如果分數不高，甚至一路下滑，就別做圖，簡單附上成績單，

淡化處理。 

二、自傳要有圖有證據：自傳除了要說故事，務必配照片、插畫（設計相關科系為主）或

作品照片，切忌全篇文字。 

三、自製讀書計畫表：在用文字詳述短、中、長期讀書計畫之前，請將各階段要完成的內

容列成進度表，或做成樹狀圖擺在最前面。 

四、活動、社團表現務必分類列表：將高中參加過的，與申請科系相關的比賽、活動、社

團、服務分類列表。例如，比賽可以分為國際、地區、校內，並把重要的比賽標出來。 

 

第第第第 4444 招招招招：：：：寫出故事寫出故事寫出故事寫出故事感性至上感性至上感性至上感性至上，，，，最忌流水帳最忌流水帳最忌流水帳最忌流水帳 

自傳包含人格特質和養成背景，是感性的申請動機，要動之以情，然而八成學生都依時間

序列流水帳，毫無情感可言。要寫出情感真摯的自傳，秘訣無他，關鍵在「說自己的故事」。

標準程序如下： 

1.列出從國小到高中大事紀。 

2.各階段找一件與申請科系有關的關鍵事件。 

3.回顧事件始末，寫出：為什麼要做這件事？過程苦樂、收穫或啟發，及與申請科系的關

聯。 

各系對自傳規定不一，若頁數較多，每階段完整寫一個故事；若只有一頁，寫高中的故事

就好，不要多。 

張財銘提醒，製作備審資料前應自問：「十年後我想成為怎樣的人？」以答案篩選申請科

系，並定出備審資料的主軸，再使用四招「推銷自己」，才是真正「有感」的備審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