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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數學系(數學組、應用數學組)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5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儘量提供下列任一項資料） 

1. 全班平均成績（或全校平均成績）排名百分比。 

2. 全班數學成績（或全校數學成績）排名百分比。 

3. 全班物理成績（或全校物理成績）排名百分比。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儘量說明下列項目，儘量提供證明文件） 

1. 國際或校內外數學競賽。2.各類證照或證書。3.英文或其他外語能力檢定。4.其他事蹟。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學生自述）。（儘量說明下列項目，儘量提供證明文件） 

（1） 個人特質/家庭背景/成長過程/專長/興趣。 

（2） 求學歷程/表現。 

（3） 對數理教學或探索之興趣。 

（4） 能呈現理工方面之自主學習或自我成長之活動歷程，例如：上網修習理工領域之開放式

課程，或持續關注某一理工主題之網路資源、圖書資訊等。 

（5） 參加各類學科研習營。 

（6） 參與校內、外社團活動。 

（7） 擔任班級幹部。 

（8） 其他事蹟。 

2. 讀書計畫。（儘量說明下列項目，儘量提供證明文件） 

（1） 申請本系動機。 

（2） 自傳中提及之學習事蹟挑選出最感興趣的部分寫出心得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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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2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1. 高中在校成績證明。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F.社團參與證明 

M.學習心得 

1. 參與校內外科學競賽成果。 

2. 社團參與證明。 

3. 提供參與上述課外活動之學習心得。 

4.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佐證資料。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 

(1)突顯自身在化學領域中的興趣或專長為何？ 

(2)說明自身興趣與本系特色有何相符之處？ 

(3)自己過往表現有何亮點？ 

2. 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具體說明為什麼想要申請本系? 

(2)若進入本系，想學到哪些能力？如何有序達成？ 

(3)內容應聚焦說明，避免出現太過廣義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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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物理筆試 15%、數學筆試 15%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數理相關修課狀況 

多元表現 

M.學習心得 

1. 選讀本系動機與生涯規劃。（為何想要就讀物理系？人格特質為何適合就讀物理

系？） 

2. 學習數學與物理的歷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或心得。（高中期間

與物理系相關的人事物） 

3. 如參加物理科科展或競賽各區複賽者，請列舉並檢附證明。（非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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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生物科能力鑑定 4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B.修課紀錄修課紀錄 建議準備內容：總平均成績(類組/校排名百分比) 

學習歷程

自述 

N.自傳 
●建議準備內容 

1.家庭的狀況。2.求學的經過。 

3.報考動機。4.個人興趣、個性。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建議準備內容 

1.未來大學四年的讀書計畫。 

2.為何想申請本系?(想就讀本系的原因)。 

3.高中期間就讀本系之準備，曾修習過那些相關課程或參加過相關活動? 

4.畢業後的規劃，如:升學或就業。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I.英語能力檢定證名 

●建議準備內容 

1.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參與全國科展或國內外或校內生物相關競賽

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並有競賽前的準備或參與比賽的心得。 

2.英語能力檢定證明(如大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能力測驗證明、全民英檢、

多益英文檢定證明)。 

Q.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其他有利特殊表現，例如社團及班級幹部和志工參與(附證明)，擔任社團

及班級幹部和志工參與過程中有何啟發或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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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科技教育與訓練組、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4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課程學習成果 

C.成果作品 

成果作品：科技相關領域個人作品集。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競賽成果證明。(科技領域相關如：生活科技競賽、能源競賽、教案競賽等)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學生自述）： 

（1） 突出在科技領域中的興趣或專長為何？ 

（2） 說明自身興趣與本系特色有何相符之處？ 

（3） 自己過往表現有何亮點？ 

2. 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具體說明為什麼想要申請本系？ 

（2） 若進入本系，想學到哪些能力？如何有序達到？ 

（3） 集中焦點避免太過模糊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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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10%、相關創意設計作品 20%、面試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歷年成績單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學生自述）。 

 準備指引：請說明人格特質為何適合就讀本系 

2. 讀書計畫（申請動機）。 

 準備指引： 

（1） 具備說明為何想申請本系?(因為什麼契機或事件等等) 

（2） 高中期間就讀本系之準備，就讀後如何學習相關課程？ 

其他（Q.相關創意設計作品） 

相關創意設計作品。(隨筆畫或創意的隨手小扎都是我們重視的作品)，請以

照片呈現並連同其他審查資料一併上傳。如為立體作品，面試時可攜帶至會

場說明。) 

 準備重點：提供藝術或設計相關作品（含展覽作品） 

 準備指引：1.作品創新與創造力 

2.作品整體感染或吸引力 

3.作品理念說明 

  



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5%、面試 15%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基本資料 有關基本資料(A)，請至本系網頁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寫後，連同其他審查資料一併上傳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在校修課清單與成績證明 

多元表現 

F.社團參與證明 

G.學生幹部證明 

1. 參與校內外社團、活動經驗：包含社會服務或營隊 

2. 擔任班級、學校或社團幹部經驗 

學系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學生自述）。 

(1) 解決問題的思考邏輯  

(2) 學習歷程反思的表達 

(3) 自我優缺點的陳述  

(4) 學習與成長背景的描述…等。 

【備註】：不侷限於以上項目。 

2. 讀書計劃與申請動機 

(1) 報考動機 

(2) 對本系特色探索與期許 

(3) 就讀大學之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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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5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學系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學生自述）。 

(1) 人格特質與能力。 

(2) 學生自述 800字為限。 

 準備指引： 

A. 請說明自述求學過程。 

B. 請說明自己的哪些人格特質適合就讀電子系，或你做了哪些準備而具備就讀電子系

的能力。 

2. 讀書計劃。 

(1) 申請動機。 

(2) 就讀期間專業能力培養。 

(3) 將來畢業後發展。 

(4) 讀書計劃 800字為限。 

 準備指引 

A. 請說明申請本系的動機。 

B. 高中期間有做好哪些就讀電子系的準備，如課程或事件等。 

C. 就讀後如何學習電子系之課程？ 

D. 畢業後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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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 APCS組)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基本資料 

A.個人資料表 

個人資料表： 

(1) 由學生自述中了解學生個人邏輯與問題解決能力、及自我學習狀況反思。 

(2) 闡述人格特質、學習方法、就讀動機及準備。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I.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L.數理能力檢定證明 

1. 檢附英文閱讀檢定或競賽成果。 

2. 參加程式或數理相關競賽或展演等級與成績或相關成果作品。 

其他(Q.詳細說明) 可為任何資訊能力或學習證明文件，如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定（APCS）證明者，

酌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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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語文能力測驗 15%、面試 15%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在校成績證明。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高中階段語文相關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 

（1） 突出在語文領域中的興趣或專長為何？ 

（2） 說明自身興趣與本系特色有何相符之處？ 

（3） 自己過往表現有何亮點？ 

2. 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具體說明為什麼想要申請本系? 

（2） 若進入本系，想學到哪些能力？如何有序達成？ 

（3） 集中焦點避免太過模糊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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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5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請提供歷年在學具類組排名之成績單。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 

請提供並說明各項表現成果並檢具相關事證，如競賽成果、社團活動或參與各項活動所獲得之

獎狀或證明等。 

M.學習心得 

請同學盡可能詳細描述學習英語歷程時，如何應用各項方法、策略，來幫助自己解決英語學習

上之困難。 

學習歷程 

N.自傳（學生自述） 

請深入自我介紹並完整表達自身求學經歷及申請本系與過去求學之間的連結，內容盡可能清楚

完整，切勿簡述約略一言以蔽之。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請勾勒大學就讀英語系期間自己的讀書計畫，請依序漸進參考本校英語系大學部四年的課程規

劃，並將自己未來專業成長、生涯規劃、職涯發展相互連結在一起。 

其他 

Q.有利審查條件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限以提供國際標準化英語檢定成績之證明（即對應 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

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之成績），如 LTTC全民英檢/ FLPT、 TOEIC、IBT、IELTS等，及曾參加

本校英語系或其他英語文相關機構所舉辦之英語營隊活動或服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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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20%、面試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學習表現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 

能力特質 N.自傳（學生自述） 1. 具體說明個人成長背景、求學經歷、興趣、專長等。 

2. 具體敘述你對本系領域之了解及適合就讀本系之個人特質。 

3. 說明高中（職）參與地理相關或地科競賽、活動，及其他特

殊表現等之參與動機及學思歷程。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具體說明申請本系的動機。 

2. 具體說明高中（職）期間已做好哪些就讀本系的準備（如選

讀課程或參與相關活動等）。 

3. 具體說明如何就本系專業領域與職涯方向，以規劃大學四年

之讀書計畫。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提出所參與相關活動、競賽、特殊表現之證明，或其他檢定之

證照。 

 

 

 



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呈現類組排名或班排名）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F.社團參與證明 

K.社會服務證明 

高中(職)階段參與相關活動、社會服務、社團活動、比賽、檢定考試之獎狀、

相關證照、語言能力證明、成果作品、參與證明等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學生自述）。 

(1) 請說明求學過程與教育領域相關之連結，可列出參與課外活動、合作、領

導等學習表現與教育服務的情形。 

(2) 說明哪些個人特質適合就讀教育學系。 

(3) 其他請參照『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collego)本系相關說明。 

2. 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請說明為什麼想申請本系（有何契機或事件等原因）。 

(2) 請說明對本系學習內容的了解。 

(3) 請說明就讀本系之未來出路規劃。 

(4) 請說明入學後大學期間及畢業後（升學或就業）的規劃與相對應的準備。 

 

 



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25% 面試 25%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多元表現 

K.社會服務證明 

M.學習心得 

 社會服務證明-(例如：請說明參加相關社會服務的原因，及具體說明參加活動

的感想及內容) 

 學習心得-(例如：請同學盡可能詳細描述高中學習歷程，如何幫助自己解決學

習方面之困難。) 

學習歷程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具體說明為何想申請本系?(因為什麼契機或事件等等) 

 對於本系探索與瞭解 

 個人大學時期學習計劃 

其他(Q.有利於審查資料) 校內外競賽或檢定表現優秀、有助人或關懷等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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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2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總平均成績(類組排名)。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K.社會服務證明 

1.競賽成果。2.特殊表現。3.社會服務。 

準備指引： 

(1) 參加競賽證明（包含：科學類、語文類、運動競技、電競類、資訊類、藝術類等）。 

(2) 特殊表現證明（包含：科學類、語文類、運動競技、電競類、資訊類、藝術類等）。 

(3) 請說明參加相關社會服務的原因，及具體說明參加活動的感想及內容。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 自傳（學生自述） 

（1）展現個人特質與能力（2）積極學習表現（3）參與課外活動（4）對商業經營管理的興趣與熱忱

（5）內容邏輯清晰、文字表達流暢。 

準備指引： 

(1) 請具體說明個人特質與能力、積極的學習表現、課外活動的參與。 

(2) 請說明你的哪一點個人特質、能力與興趣適合就讀本系；或你為就讀本系做了什麼準備。 

(3) 自傳內容應展現清晰邏輯及流暢文字。 

2. 讀書計劃（含申請動機） 

(1)就讀本系動機 (2)瞭解本系專業領域 (3)大學四年之讀書計劃 (4)未來職涯發展方向 (5)內容邏輯

清晰、文字表達流暢。 

準備指引： 

(1) 請具體說明為何想申請本系（人、事、物相關背景），以及對本系專業領域的了解。 

(2) 就讀後如何規劃本系相關課程學習與規劃哪些學習或社團活動參與。 

(3) 畢業後的職涯規劃與相對應的準備。 

(4) 讀書計劃內容應展現清晰邏輯及流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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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自傳（學生自述）。 

其他 

(Q.個人作品集) 

 

個人作品集。 

（1） 作品集是否具有創作與創造能力。 

（2） 作品集是否具有整體編輯能力。 

備註 

1. 個人作品集以 A4尺寸裝訂成冊 

2. 個人作品集請勿上傳 

請於 110年 4月 9日前郵寄至 80201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收，資料袋封面請註明姓名及第二階段作品集，審查

資料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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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其他（Q） 個人作品集。 

1. 作品集之創意與表現力。 

2. 作品集之專業完整性或吸引力表現。 

3. 作品集之內容編排形式、風格與美感表現能力。 

準備指引： 

1. 提供藝術或設計相關作品成果。 

2. 提供藝術或設計競賽相關成果表現說明。 

3. 提供參與藝術與設計學習歷程與心得。 

備註 

1.個人作品集以 A4尺寸為宜並裝訂成冊 

2.個人作品集勿上傳 

請於 110 年 4 月 9 日前郵寄至 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視覺設計系收，資料袋封面註明姓名及第二階段作品集，審查資料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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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2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110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在校成績證明除平均分數以外，建議應盡可能提供班級排名百分等級

完整資料。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I.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J.證照證明 

 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建議提供體育運動相關競賽成果之證明文件。 

 英文能力檢定證明 

 建議提供全民英檢、多益、雅思、iBT托福或其他英語能力檢定之證

明文件。 

 證照證明 

 建議提供技能、社團、運動代表隊、志工、服務、研習等證照證明之

文件資料。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自傳（學生自述）。 

 建議自傳內容應完整涵蓋成長背景、求學歷程、自我特質、運動專

長、報考動機、未來展望等面向。 

其他(Q.有利於審查資料)  建議提供競賽成果（體育運動相關競賽成果以外）、語文能力（英語以

外）、成果作品、特殊才能、傑出表現等證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