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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升學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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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 
歷年學長姐 

甄選入學 
審查資料 

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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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將邀請元智大學教授分享面試技巧及審查資
料的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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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面試輔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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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底起至4月上旬，將邀請大學教授、相關學科
教師等協助指導模擬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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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模擬面試 



• 3/25起至4月中旬期間，每天中午及放學後
（17：30前）輔導室開放學生練習，由輔
導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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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面試 



大學教授的真心話 
教授怎麼看參加甄選入學的學生？ 

7 



• 想靠一些競賽，競賽越多越好! 學生怎麼想 

• 通常效果都非常有限；除非是非常突出的比賽

表現，如國際競賽或國際科展，才能讓評審委

員眼睛一亮 

教授怎麼想 

• 選具代表性的、跟申請校系所要求的能力有相關 

• 多把時間花在讀書上 
老師的建議 

競賽多多有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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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棋書畫有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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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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留學有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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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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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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的製作 

12 



共佔91.66% 

103學年度甄選入學校系：1810系(組) 
採用審查資料校系：1650系(組) 

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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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線上書審 

• 審查資料要分項製作與儲存。 

• 將檔案轉成PDF檔：重點呈現 

• 上傳容量限制為10MB 

• 每個單一項目不得超過5MB 

• 「甄選委員會網站」有提供操作影音教學檔
及相關教學檔案下載，請多加利用。 

• 甄選委員會 → 下載專區 → 其他事項下載 

• 開放審查資料上傳測試系統： 

                      2/13-2/17(上午8時至下午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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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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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專區 



• 各校系要求學生將審查資料上傳的時間不一，約莫在
3/25-4/7，所以有時會因為準備審查資料，影響上課及考

試成績，請留意讀書時間與製作審查資料時間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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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審查資料繳交期限 
日期 學校 

3/25 
臺大、臺師大、清大、交大、北藝大、北教大、高醫、嘉義、東吳、大同、

金門 

3/26 政大、中央、中興、淡江、臺藝大、義守、世新、慈濟、宜蘭、南華 

3/27 中山、中原、文化、中教大、北市大、屏教大、高雄、聯合、臺體、實踐 

3/28 成大、東海、輔仁、陽明、中山醫、元智、銘傳 

3/29 北大、中正、臺南、東華、臺東、逢甲、 

3/30 中國醫、靜宜 

3/31 北醫、馬偕、暨南、長庚、中華、華梵、長榮 

4/1-

4/2 
海洋、高師大、彰師大、國體、佛光、南藝大 

4/7 竹教大、大葉、玄奘、真理、開南、台灣首府、康寧、稻江、明道、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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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選擇就讀該科系？ 

• 為什麼教授要錄取你？ 

審查資料下筆的思考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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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生命力及創意的小標題或引言 

審查資料的基本寫作要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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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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方便讓人快速找到想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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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頁碼標示一定要正確 
2. 兩階層的目錄型式 

 
 

有條理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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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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就一目瞭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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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包含個人簡介、家庭 

重要成績列表 
校內成績表現往往是大學看的重點 

導師評語 

可看出平時班上表現 

各大學看重英語能力 
英聽、全民英檢、托福、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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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資料包含競賽、社
團、幹部、志工、課外

活動參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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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出最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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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你的興趣學科 
若能與你報考科系有高
相關會更有說服力！ 

分門別類列表-透過表格讓複雜變簡單 



自傳 
從簡歷開始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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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寫作項目 
基本資料 

求學歷程 

特質、興趣與專長 

選系動機 

結語 

自傳-從簡歷開始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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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背景與個人特質的描述最好能與甄選

的校系要求的能力或特質具體結合。 

• 簡單扼要敘述求學過程。如果你想甄選的

校系相關的學科分數很高，或有特殊成就，

一定要寫出來。 

• 個人專長與興趣，修課的經驗、以及參與

社團、擔任幹部／義工／比賽的經驗，促

使你對該校及該系有興趣？具體寫出過程

中你的收穫及心得。 

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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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呈現重點 

 

範例-中山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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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政大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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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氣要不卑不亢、莊重平實 
只要在你心裡留下深刻的感動 

曾經影響過你生命中的某個階段那就是重要經驗 

特殊優良表現 



範例-交大人社 

展現對鄉土人文的關懷 
（利用實例，增加內容真實性與說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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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彰師特教 

掃描文件之後 

編輯時 

最好加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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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海大運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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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的os： 

這也未免太慘了吧. 

令教授不寒而慄的申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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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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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的展望與期許亦可。  

• 用故事帶出共鳴。 

 

選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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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成大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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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交大生技 



讀書計劃 
讓教授看到你對未來生涯的安排 

個人理想與願景的一貫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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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至大四欲選修哪些課程？ 

• 希望從這些課程中學到什麼？ 
專業知識 

• 如何提昇自我知識與能力？ 

• 書本以外的學習管道為何？ 
課外學習 

• 畢業後做什麼？ 

• 如何以所學面對現實生活？ 
未來發展 

讀書計畫-規劃未來四年的大學生活 

展現時間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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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考上該系的學長，了解寫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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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 and paste校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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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實可行為原則，寫有把握完成的目標 



範例-三段式 46 

 
層次分明 

 



範例-年級&類別 47 

 



範例-年級&類別 48 

對未來的安排及規劃 



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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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測成績單：依校系規定成績優-附 

• 在校成績 

四或五學期的成績單（須附班或校排名） 

善用標示或整理 

模擬考成績單：成績優-附 

 

成績單 

50 



• 對在學成績資料最好能有解釋，在口

試時有可能被問到。 

• 成績進步的趨勢-用圖表凸顯優勢，

簡化複雜資訊。 

• 自己有興趣科目的表現 

• 該校系注重科目的表現 
 

面對真實卻殘酷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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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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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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媒材多樣化-蠟筆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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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媒材多樣化-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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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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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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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記得要先肯定自己， 
才能獲得別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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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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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整理注意事項 

• 利用過年時間將簡歷完成        

一、先打好草稿，放個幾天後再重新檢視 

• 以A4紙打字或書寫（依甄選校系規定） 

• 自傳字數在1200-1500之間為宜（視學系要求） 

• 段落分明，並在段落中加上「小標題」，讓整篇文章

乾淨俐落，容易閱讀 

二、字數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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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錄上將證明文件的附件，先依「類別」

再依「時間」序排列呈現。 

• 得獎情形或經歷或成品，可附上照片及簡潔

文字說明 

• 成績單可用重點標示想要教授注意的地方。 

• 如有作品集而數量較多，可另外裝訂。  

三、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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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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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張或四張排在同一張A4紙上，節省空間 

以高中階段為主 
簡潔文字說明 



• 封面、目錄：注意不要出錯 

• 某些特殊校系可依據校系特色來製作。 

• 上傳前，一定要給師長或對該領域熟悉的人看過，

做最後校正及檢查。 

四、最後整理 

五、審查資料要預留一份在身邊 

六、如需面試的校系，當天最好攜帶簡歷數份到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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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注意事項 



審查資料常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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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自己的速度以及截止繳件期限訂定計畫(簡歷

最好在過年期間完成) 

• 靈感、架構浮現，隨時記在筆記本裡 

• 收到學測成績單之後(2/13)，常到輔導室來瀏覽學

長姐的審查資料。 

• 三月中，資料蒐集完畢，架構完成 

• 第一階段倍率篩選確定通過之後(3/20)，全心投入

撰稿。 

一、審查資料何時開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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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只有個別面試，也最好準備多份重點式

的簡歷或簡易版自傳。 

二、審查資料有採計分數時，才需要

做審查資料嗎？ 

• 無，皆依校系規定（有的要手寫稿，有的限

字數，有的只要求具體成果及學業成績） 

三、審查資料有既定格式嗎？ 

要做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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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校系規定期限，請盡量留一天寬裕時間(3/25-4/7) 

• 正式上傳前請再次檢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不得以

任何理由要求修改。 

四、審查資料的上傳時間？ 

• 看校系限制 

五、要不要放入學測成績單？ 

• 自己要將資料整理得讓教授一目了然，並將能力及

特色展現，自可有機會獲得青睞。 

六、教授究竟有沒有認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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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他人資料時，請尊重個人隱私，也請勿抄襲！ 

• 請至學校輔導室參考，但不可外借 

• 升學輔導特刋（每班數份）~個人申

請備審資料準備篇 

• 其他各高中網站 

七、有沒有其他範例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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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審查資料沒有什麼成果，成績也不突出 
怎麼辦？ 



103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考試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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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論文：21系     

• 測驗：41系 

• 筆試/考試：102系       

• 口試：143系 

• 團體面談： 110系 

• 面試：1255系     

• 審查資料：1650系 

各校系規定不同，可選擇最適合自己的 



結語 
1. 歡迎多運用本校註冊組及輔導工

作委員會網站-生涯規劃專區   

2. 多運用本校輔導室資源 

3. 有任何問題請洽輔導教師 

      --洪家慧老師(高三輔導教師) 

104 



105 



Ｑ＆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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