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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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佔92.69% 

107學年度甄選入學校系：2,038系(組) 
採用審查資料校系：1,889系(組) 

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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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怎麼看參加
甄選入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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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國外參加遊學、夏令營… 學生怎麼想 

• 這個考生的家境比較好… 教授怎麼想 

• 幫助自己的語言能力、增廣見聞 

• 體會到什麼、學習到什麼 
可著墨的是… 

出國經驗有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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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我有助人熱忱，加分… 學生怎麼想 

• 超短期志工，不等於有助人熱忱 教授怎麼想 

• 細水長流，發自內心且持續性的服務 

•樂於助人這件事，往往可在自傳中顯現 
那重點是… 

志工經驗有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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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面試過度包裝？大學教授來卸妝 - YouTube.flv
入學面試過度包裝？大學教授來卸妝 - YouTube.flv
入學面試過度包裝？大學教授來卸妝 - YouTube.flv


• 「誠意」是最基本的，用心寫出對該科
系的了解，也要說明自己為何適合就讀。 

• 多注意時事與周遭發生的重要事件。 

• 展現正向人格。 

• 不要輕忽「負面思考」的力量：EX你曾經

歷過最挫折的遭遇是什麼？ 

• 教授不喜歡「背好稿子」的學生。 

• 欣賞動機強、有好奇心、肯學習的學生。 

 

大學老師的真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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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學選才新方向 



2017大學選才新方向 



佔總成績比重很重嗎？ 
 

審查資料到底看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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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輔導與諮商組 

1.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2.自傳(學生自述) 

3.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4.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5.社團參與證明 

6.社會服務證明 

1.全國性比賽獲獎者， 

加分採計。 

2.擔任學校輔導志工經歷，
加分採計。 

審查資料15% 

從甄選簡章看各校系對審查資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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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 
1.在校成績(含班、組排名) 

2.自傳(手寫500字以內) 

3.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4.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 

5.個人資料表 
6.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含德行評量及獎懲記錄、模擬考成績) 

審查資料50% 

從甄選簡章看各校系對審查資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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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護理系 
1.在校成績40% 

2.自傳(學生自述)30% 

3.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30% 

4.勿附學測成績 
5.其他：大考中心英聽測驗成績等 

審查資料10% 

從甄選簡章看各校系對審查資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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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1.自傳及讀書計畫（必繳） 
2.歷年成績及排名（必繳） 
3.作品集（必繳） 
4.競賽成果（選繳） 

審查資料50% 

從甄選簡章看各校系對審查資料的要求 

許多科大第二階段複試 

僅「書面資料審查」 



一般審查資料項目數至多6項，大學端可
由表中的17個項目中作選擇。 

審查資料的基本內容 



1.簡歷 

2.自傳(含選系動機)  

3.讀書計劃     

4.證明文件（任何值得參考的資料） 
   ※社團參與證明  ※學生幹部證明 

   ※競賽成果證明  ※在校成績單（學期成績單、模考成績單）    

   ※師長推薦函（不一定需要）     

   ※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例如語文能力檢定。 

   ※特殊要求：例如術科作品、健康檢查表、志工服務證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資優班證明、作品集..等。 

審查資料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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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
P152 



審查資料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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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 
歷年學長姐 
甄選入學 
審查資料 

審查資料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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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我現在可以先做的是… 
• 電腦桌面上新增「審查資料」資料夾 

• 底下再開幾個資料夾，做好的資料可以隨時丟
進去 

小叮嚀 
 記得隨時存檔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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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獎狀、證明、有用的資料掃描起來 

我現在可以先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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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想看到怎樣的學生？ 

• 為什麼教授要錄取你？ 

審查資料下筆的思考方向 

手冊P92 



•通順無誤 

•隱惡揚善 

•事實勝於一切-忌諱誇大不實 

•動之以情 

•獨創一格 

基本寫作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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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歷表 
讓教授快速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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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教授快速認識你，並彰顯優點、表現。 

• 簡潔清楚的排版或表格呈現（1~2頁） 

• 條列分類方式：讓教授一目了然。 

  方法一：依時間分類 

  方法二：依類別分類（此方式較佳）-學科、
社團、才藝、幹部、競賽等 

 

簡歷篇 

善用標示重點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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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個人簡介 
基本資料 

•社團、志工 

•帶出選系動機 

各項活動

參與 

•大學看的重點 

競賽成果 

成績表現 

分門別類列表-透過表格-更系統化 

Easy go手冊P94 



自傳 
從簡歷開始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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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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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質 

•避免過於攏長、長篇大論 

•由家庭教養帶出個人特質與能力，與甄選校系

要求的具體結合。 

求學歷程 

•簡單扼要敘述。 

•有優良學科表現或特殊成就一定要具體寫出。 

專長/興趣 

•具體寫出參與過程中的收穫及心得。 

•做為選系動機的基礎-促使你對該系有興趣! 

Easy go手冊P95 



具體描述 
呈現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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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交大電物 

從家庭背景帶出
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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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交大電物 

挫折->振作->突破 
說具體故事讓人印象深刻 

成績進步趨勢
圖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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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臺大地質 

引用名言佳句，加強
包裝，帶出個人特色。 



範例-交大人社 

展現對鄉土人文的關懷
（利用實例，增加內容說服性） 

36 



 其實並不一定人人都必需要有豐功偉業或傑出的專長 

都是可以表現個人特質的地方 
37 

記得要先肯定自己， 
才能獲得別人的肯定。 



要具體 
就多舉例 甲生寫「我對老人的問題一直很關心，也希

望社會制度能夠落實，這樣老人家就不會
孤苦無依…」 

乙生寫「放假的時候，我會跟社團的同學到
老人院幫忙打掃，陪老人家談天，每一次
去看到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做的不夠多，
像是老人院的使用執照問題、設備問題、
政府補助問題，都很值得我們去注意」 

乙生的描述較甲生更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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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不能抽象，要具體 



為何我選擇報考某系 

談自己的理想、抱負 

即使我在校成績平平 
但某方面(例如電腦、文學、哲學、機械……)特別有專精、有興趣 

我曾得過什麼獎 

曾被老師如何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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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自己與眾不同的地方 



40 範例-彰師生物 

另類的科展成果 
凸顯對生物的充分熱愛 



• 法律系：我家人×××被告 

• 醫學系：我家人×××得癌症 

• 物治系：我家人×××腿斷掉 

令教授不寒而慄的申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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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os： 

這也未免太慘了吧. 



• 在眾多科系中為何獨鍾該校系？當然
有很多現實上的因素考量，例如在校
成績、距家遠近、學費、未來出路等，
教授通常心裡也有個底，所以不要說
得太離譜。 

• 可以從自己的興趣下筆，或者談談該
系的展望與期許。務必多加著墨進入
該系的意願。 

 

選系動機 

42 
手冊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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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交大生技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找出自己適合就讀該系的證明 

課外活動表現： 
「參加校內生物學科能力競賽

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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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高醫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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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高醫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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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成大電機 



讀書計劃 
讓教授看到你對未來生涯的安排 

50 手冊P101 





內容彰顯對該系未來走向有「足夠的了解」。 

蒐集申請校系的「學習內容」、「科系特色」、

「研究發展」、「可運用的資源」等方向。 

讀書計畫寫作要領 

1. 加入該校系網路社團，請教該系的學長，
了解科系實際概況與寫作重點。 

2. 閱讀與該科系相關的書籍或雜誌資料，
充實專業知識。 

3. 不要直接抄襲校系網頁介紹。 



三段式：近程（從錄取到入學）、中程（大學

四年期間）、遠程（畢業後的計劃） 

年級式：以年級作為學習階段的劃分，就各年

級的課程進行學習及充實計劃，加上畢業後的

規劃。 

類別式：依照各學習類別或目標來規劃，例如

充實英文加強電腦能力或是自學微積分..等 

 

讀書計畫常見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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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天馬行空，寫有把握完成的目標 



範例-三段式 55 

連結「校系」與「自己對未來職業
規劃」的關係,記得前後一致 

 
層次分明 

上有計畫架構，下再分項說明 

 



56 範例-三段式 

層次分明 

呈現簡潔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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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單 

57 



• 善用標示或整理，用圖表凸顯優勢，簡化複

雜資訊。 

• 自己有興趣科目的表現或已克服哪些困難。 

• 該校系重點科目的表現。 

• 小叮嚀：該系如有口試，對在學成績資料最好能
有解釋（尤其是較差科目），在口試時有可能被

問到。 

成績單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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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優勢學科用重點顏色劃記 
若能與你報考科系有高相關會更加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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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圖表呈現，方便閱讀 
善用折線圖呈現 

成績進步趨勢 



最好與報考科系相關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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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內容媒材可多樣化：繪畫、雕塑、電腦

繪圖、攝影、工藝、劇本、漫畫、篆刻、海

報設計、壁報設計、封面設計、卡片設計。 

• 作品以高中時期創作為主。 

• 每件作品需解說創作理念：包含創作時間與

尺寸、說明文字以電腦繕打。 

• 作品集的作品水準要一致。 

 

作品集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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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媒材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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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媒材多樣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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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媒材多樣化 



最後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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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習歷程】 

扎實學習以厚植實力 

探索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善用生涯資訊 

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www.ceec.edu.tw 

2.大學校系查詢系統—漫步在大學：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 

3.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http://www.gept.org.tw/ 

4.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www.caac.ccu.edu.tw/ 

5.大學聯合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6.術科考試委員會：
http://www.cape.edu.tw/ 

7.本校輔導處網站—生涯輔導專區： 

http://www.whsh.tc.edu.tw/ischoo
l/publish_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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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學業成績表現（期中考、歷年學期、模擬考成績單）；

「競賽參與」的歷程與獎狀；各項能力檢定證書、幹部證明、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大學營隊參與、社團表現或成果、照片、

紀錄等。 

個人資料累積 

• 研究未來想就讀的各學群學系，招生時重視的「學科能力測驗」

及「指定科目考試」的檢定、採計、加權方式，在高二時就要

立定目標。 

加強重點學科 

77 

高中學習歷程重要性 



• 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考試分發將英聽列入
檢定項目，個人申請審查資料重視英文，英
文檢定要及早準備。 

參加英文檢定 

• 參考大考中心網站 

深入了解各項招生考試題型 

• 學習要領及如何準備未來升學考試 

多請教師長或學長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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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準備方向 

•成績單、幹部、社團、志工、課外活動… 

•分門別類掃描成電子檔後，放置於資料夾中 

一、分門別類蒐集資料 

•依據個案所蒐集的資料，以條列式的方式練

習撰寫個人簡歷 

二、練習寫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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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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