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暑期輔導課程-PART3 

 個人申請 

 審查資料準備方向 



共佔89.4% 

105學年度甄選入學校系：1964系(組) 
採用審查資料校系：1,756系(組) 

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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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的真心話 
教授怎麼看參加甄選入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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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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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面對的真相 

【學測】及【在校成績】 

已決定了你大半的錄取機率 

 

在校成績1%或是2%的結果會讓教授
眼睛為之一亮 

大學老師的真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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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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事件」的力量：EX你曾經

歷過最挫折的遭遇是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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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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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 
歷年學長姐 
甄選入學 
審查資料 

學校資源：審查資料-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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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審查資料-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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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需要的資料選項 

2.點選學長姐校系甄試心得
或審查資料檔案 



審查資料--上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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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全面線上書審 

• 審查資料要分項製作與儲存。 

• 將檔案轉成PDF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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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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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
紙本 



• 各校系要求學生將審查資料上傳的時間不一，

約莫在3/2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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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計、建築等藝術相關科系會要求提供

作品集作為參考，故要特別注意繳交方

式(郵寄或網路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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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審查上傳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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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審查準備-時間分配-106年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三月 

3/1 2 3 4 5 

6 7 8 9 10 11 6 

13 14 15 16 17 18 13 

20 21 22 23 24 25 20 

3/16 
個人申請第
一階段篩選
結果公告 

各校系審查資料
上傳日 

3/20 

3/24-4/23， 

各校系 

第二階段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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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資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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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成績比重很重嗎？ 
 

審查資料到底看甚麼？ 

前進大學P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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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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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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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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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大學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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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選擇就讀該科系？ 

• 思考該校系所需要的人才特色? 

• 為什麼教授要錄取你？ 

審查資料下筆的思考方向 



•通順無誤-無錯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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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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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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前進大學 

P56-59 

政大德文系完稿-簡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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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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成果： 

秀出最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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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你的興趣學科-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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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系統化 



自傳 
從簡歷開始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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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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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質 

•避免過於冗長。 

•正面說明家庭帶來的個人特質與能力，與甄選

校系要求的具體結合。Ex父母離異成熟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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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大學P63-82 



範例-中山資工 

38 

「..學科表現以資訊科為最優，學期平均全校第

1名，另外英文班排第6名、數學班排第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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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內容真實性與說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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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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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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持續累積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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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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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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的展望與期許亦可。  

• 用故事帶出共鳴。 

 

選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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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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交大材料 

以系統方式，從外在及 

內在因素分析選系動機 



內在因素：以圖表呈現，

再度強化擅長學科與
該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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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強烈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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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實可行為原則，寫有把握完成的目標 

前進大學P90-96 



範例-三段式 55 

 
層次分明 

上有計畫架構，下再分項說明 

 



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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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成績： 

各學期成績單：註冊組已雲端上傳 

成績單證明類型： 

  1.五學期的成績單（附班、組或校排名，依校系要求） 

  2.學測成績單(成績優-附，部分校系規定不可檢附) 

  3.模擬考成績單：成績優-附 

  4.其他：例如就讀資優班證明 

善用標示或整理 

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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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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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大學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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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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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媒材多樣化-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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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解說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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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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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創作理念 



最後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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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整理注意事項 

• 利用過年時間將簡歷完成。(簡歷範例：輔導處最新消息可下載) 

• 靈感、架構浮現，隨時記在筆記本裡。 

• 某些特殊校系可依據校系特色來製作        

一、先打好草稿，放個幾天後再重新檢視 

•依甄選校系規定，以A4紙打字或書寫。 

• 自傳字數在1200-1500字之間為宜（視校系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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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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歷範例(空白).docx
簡歷範例(空白).docx


•得獎情形或經歷或成品，可附上照片及簡潔、

條理的文字說明，點出意義。 

•在證明文件的整理上，先依「類別」再依

「時間」序排列呈現。(證明文件須有正本

章戳) 

•成績表現可用表格整理或重點標示想要教授

注意的地方。 

三、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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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注意事項 

前進大學P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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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交換學生時期的 

課外活動參與— 

自身的成長 

範例-海洋大學運輸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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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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文字說明 

圖與文字切合 



•依校系規定期限，請盡量留一天寬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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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一經上傳按下『確認』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 

•上傳的資料，切勿傳錯校系。 

四、最後整理與檢查 

五、審查資料要預留一份在身邊-熟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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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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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沒有什麼成果，成績也不突出 
怎麼辦？ 



105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考試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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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論文：15系     

• 測驗+筆試+考試：131系       

• 口試：135系 

• 面試/面談：1343系/31系     

• 團體面試/團體面談：34系/107系 

• 審查資料：1756系 

各校系規定不同，可選擇最適合自己的 



結語 
1.歡迎多運用本校輔導處網站- 

      生涯規劃專區   

2.多運用本校輔導處資源 

3.有任何問題請洽輔導教師 

      --洪家慧老師(高三輔導教師) 

      04-23124000轉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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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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