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查資料的準備

輔導室 王唯馨教師



審查資料的重要性

 審查資料呈現了個人的風格，可建立教授
對自己的第一印象。

 表現出「自己特質正是該校系希望錄取的
學生」---why me？

 吸引教授詢問你熟悉的問題，創造對你有
力的面試情境。



動機～報考動機、對該領域的興趣

態度～對校系的認同程度、企圖心

能力～專業能力、表達能力、組織
能力、領導能力、特殊專長¡¡

特質～人格特質

校系想從審查資料看到什麼？



審查資料內容

 1.自傳

 2.讀書計畫

 3.推薦函

 4.小論文

 5.其他證明
（學歷證明、成績單、競賽、社團、證書、證件、健康檢查

表、證明的文件最好能與自傳搭配，且有圖片佐證）

 6.作品集

請依簡章實際要求內容撰寫



自傳



自傳

什麼是自傳？
「自傳」就是自己介紹自己，把自己
介紹給他人認識。



 1. 教授認識你的最佳利器

上百人中，如何讓教授眼睛一亮？

 2.製造加分的機會，誘導出題方向

口試時，教授會從你的自傳中找出他們
認為值得深入瞭解的細節，若你能在自
傳中「佈局」 ，引導教授注意你擅長的
部分，就能製造出對你有力的出題環
境。

自傳的特殊重要功能



 基於上述，有幾點原則是寫自傳時要注意的：

 1.以誠實為出發點，說謊為大忌，清楚陳述事

實，適度包裝。

 2.必要且適度的推銷自己。

個性衝動¡ 態度積極；龜毛¡ 做事謹慎

 3.賞心悅目，減少錯別字、字體大小適中、版
面整齊乾淨 。一定要體貼閱讀教授的眼力，千
萬不要考驗他們的耐心。

自傳撰寫原則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數學，每一次考試都獲得很棒
的成績，即便是參加校外的競賽，也是打遍天下無敵
手，我對自己的這項能力感到非常驕傲¡ .」

 「小時候我對於數字有很高的敏感度，每次幫媽媽買
東西，我都可以精準的計算價錢，媽媽常說我是精算
師。上了小學以後，我對於數學的學習內容，感到非
常有興趣，常於課外時間計算數學題目，遇到不懂的
題目也會請教老師或同學，我很享受解題過程中與同
學老師的腦力激盪。每當我計算出答案時，總是覺得
很有成就感¡ 。我覺得在計算數學的過程中，可以培
養我的¡ .」



自傳撰寫原則

 加分小撇步

1.段落分明，加入小標題，想要強調的重

點可以用不同顏色的字體展現。（家庭

背景、個性描述、求學歷程、興趣嗜

好¡ 標題可以自創，加入你的創意會讓

教授對你印象深刻）



自傳撰寫原則

2. 不自暴其短，也不說謊掩蓋事實。盡量「隱惡揚善」。

「我高一的時候很混，有好幾科都被當掉，到了高二更ㄅ

ㄧㄤˋ，差一點就留級重修。¡ .不過，我高三的時候奮

發圖強」

「高一、二時，我把重心放在¡ ..上，課業上比較疏忽，

成績不盡理想。但，在高一、二時，我的¡ 表現優

異¡ ，在這過程中我學習到¡ .，也讓我找到生涯發展的

方向。到了高三，開始努力，因為過去根基不穩，所以

我¡¡ 準備，刻苦耐勞，秉持不放棄的精神¡¡ 」



3.圖文並茂。相關附件可附得獎紀錄、證照及照

片，也可以在自傳後附上在校內曾經做過不錯

的報告或作業。【圖勝於表，表勝於文】

4.保留影印本，熟記自傳內容

5.避免宗教、政治、性開放等具爭議性的題材

6.以A4書寫或打字，1000-1500字數為宜。文筆奇

佳的同學可嘗試長篇自傳（1500字以上）。

自傳撰寫原則



 7.請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幫忙你閱讀
自傳。可先撰寫好草稿，請人幫忙閱
讀。可看到自己的盲點、缺失，彌補疏
漏。

自傳撰寫原則



一、個人篇

二、家庭篇

三、求學經歷篇

四、興趣嗜好專長篇

五、報考動機篇

六、生涯規劃篇

自傳內容



自傳內容

一、個人篇
基本資料：
包括你的姓名、學經歷、個人基本資料。（可用表格
簡單陳列）

個人特質：
★把自己的優點與無傷大雅的缺點呈現，舉些實例讓教
授覺得你是位很有特色的人。
（說話直接，很坦承，但有時會¡ .，舉例說明，¡ 之
後如何改善）

★了解該科系需求怎樣的人，並與自身相符



我的個性活潑開朗，只是偶爾有一點點
懶；大方而不奢靡，只是偶爾有一點點粗線
條；直爽而不流於粗俗，只是偶爾有一點點口
無遮攔；熱心助人，只是偶爾有一點點雞婆。

我眾多美麗的優點，在我可愛的缺點的陪
襯下，使我獲得了絕佳的人緣。即使面對一票
男生也能很輕易地融入其中，¡

範例



自傳內容
二、家庭篇
（所佔篇幅不大）

 a.家庭成員概述。

 b.父母的教養方式、家庭氣氛、手足間
的感情、對你個人的影響？

 c.家人或家族中其他成員對你唸本科系

的支持度，或特殊的影響及引導對你

有哪些影響？



實例：
 ¡ 我的父親從事水電工程，他自幼失學，因此
很希望我可以盡力發展自己在學術上的潛能，
所以當初在面臨高中聯考時，他就時常鼓勵
我、安慰我，祝福我能順利通過聯考的試煉。
有了家人的支持，我終於不負眾望，考取復興
高中。也因為深受父親影響，我從小就喜歡拆
卸與組裝機器，¡¡

 ¡ 我從小生長在幸福小康之家，求學順利，一
直對機械很有興趣，¡

自傳內容



家庭篇寫作注意事項
 1.不要寫的落落長，祖宗十八代全搬出來，易顯冗
長。挑重點寫。

 2.成長背景的篇幅在200-300字左右
若你要申請的科系與家族企業、家人職業、家庭環
境（如：社工系；如何從在艱難的環境中奮鬥，擁
有積極樂觀的態度、）有相當關連性，則可以在此
篇幅多所著墨。
3.感恩的心～一種飲水思源的感謝，讓教授可以看
到你的體貼與成長。

自傳內容



自傳內容

三、求學篇（挑重點寫，約800-1000字）

a.從小學、國中到高中，求學過程中對你影響深

遠的人事物。

 b.在求學過程中，你養成哪些重要的人格特質？

 c.在學校中擔任幹部的經驗，有哪些心得及學

習？這對你自己日後在待人接物上的體會及學習

有何影響？

 d.學校中的人際關係如何？包括與師長間的及與

同學間的。



 e.在學校中的課業表現情形(包括專業課程、

在校成績名次、較喜歡的專業科目、在特殊學

科上的表現及成就等)。

 f.課外活動表現情形如何？從小到現在參加過

哪些營隊、比賽或活動？對自己的成長及學習

為何？

 g.在學校的社團參與經驗，對你有哪些影響及

幫助？

自傳內容



自傳內容

求學篇寫作重點：

1.what影響你？（具體事實）

2.你學到了什麼？有何心得、啟發及展現？

3.對你日後有何影響？

4.這與你申請該系的關連是什麼？

5.切記，高中三年的求學經驗與心得是最

重要的。國中小的經驗描述可簡短，除非是特別

重要且與申請該系有相當關連（如：啟蒙經

驗）。



四、興趣嗜好專長篇

a.個人才華及技能(語文、樂器、攝影¡ )

b.個人興趣（要寫真的！）

c.溝通能力

d.領導統馭能力

e.創造能力

f.情緒管理能力

自傳內容



興趣嗜好專長寫作重點：

1.你怎麼具備的？如何學到的？

2.如何面對學習的挫折與困難？

3.你怎麼應用？表現為何？

4.對你的幫忙是什麼？（音樂可以陶冶心情、跳
舞可以¡ ）

5.對你申請該系有何關連？

自傳內容



範例

 「我自幼喜歡看棒球，常常觀看棒球比賽，閒暇之
餘也會與朋友打棒球，鍛鍊身體¡ .，」這些文句
雖無大錯，但較無特殊之處

 「從小我是個棒球迷，常常半夜起來實況轉播，
「中華隊，加油」這樣的激昂情緒常延續的獲勝之
後，每每都懷著一顆興奮的心情去睡覺。因此，我
愛上了棒球，而棒球更喚起我的運動細胞，從此我
便和運動結下不解之緣。¡¡ 」



五、報考動機篇（教授的關注點）

a.為何對本系有興趣？

b.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啟
發你選擇本科系動機的人事
物為何？

自傳內容



c.在學校的學習中，哪些學習成果證明你適
合就讀本科系？

d.個人人格特質有哪些適合就讀本科系？

e.很多學校都有這個系，為何你選擇本校？
(可著眼方向：學校師資、課程規劃、實
驗設備、研究學習方向、學術成就等)

自傳內容



自傳內容

六、生涯規劃篇（這部分非讀書計畫，所
以在字數限制範圍內，不需要太多）

a.近程：包括申請上本系到開學前的規劃，以完成高中學

業為主軸，額外學習需加強的科目及能力，例如：電腦

能力、外語能力等。

b.中程：本科系課程的規劃包括大一的基礎課程、大二大

三的專業課程及大四的實務課程，並表明會對哪些課程

作深入的研究，此外，若希望能在大學四年中從事某一

學科的專精學習或研究，也可放在計畫中說明。



 大學生活的其他規劃：打工以增加實
務經驗、實習課程、輔修或雙主修其
他科系、加入社團、考執照等等¡ .

 c.遠程：畢業後有何打算？若繼續深
造會選擇哪一領域或學校的研究所？
若想先就業會朝哪一方向去走？

自傳內容



讀書計畫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讀書計畫的重要性：

讓教授們瞭解你的學習是有「目標方
向，且確實可行」

1.「時間管理」：從申請錄取至大學畢業後
的時間管理，也就是大學這四年的規劃，
絕非指一般讀書作息時間表，不要瑣碎的
寫上每一天的計畫。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2.「學習向度」：你想要在哪個領域專研，
你對什麼有興趣？你想要增加自己的競爭
力？如何培養自己的其他能力？

--展現你的主動學習、獨立思考的求學態度，
並且告訴教授，你會用心在課業以及課外
的多元學習。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3.「科系專業熟悉度」：你對於該科系的認
識與瞭解，包含對專業課程、以及其他相
關的專業課程。--塑造你的專業素養

4.「生涯規劃方向」：畢業後你要做什麼？
繼續深造嗎？想從事什麼行業？這個部
分，教授最希望可以看到你是否對於該科
系的重要性、產業趨勢以及未來多元發展
性有所瞭解。



 撰寫前的重要準備工作¡ 蒐集情報

1.瞭解目標學系的學習內容¡ 下載課程表，仔細研讀
2.瞭解目標學系的「系所特色」與「研究及未來發展方向」。
3.上該系的BBS站，多多發問，瞭解該系及該校的特色。
4.抽空閱讀與該系相關的書籍或雜誌，瞭解市場產業的趨勢發

展及該領域行業需要人才的特質、能力為何。（天下、
cheers、遠見等）。

5.各校在讀書計劃的內容要求不一定，請務必先仔細閱讀招生
簡章，確實遵守裡面的文字規定。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撰寫架構
1.前言：

說明你的報考動機。開場白的方是有很多
種，但重點是簡單扼要，且要與讀書計畫有
關連性。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範例

隨著時代快速進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壓力與煩惱，
如何調適情緒的變化顯得格外重要。然而，由於中國人含
蓄、內斂的性格，所以一般人對於壓力或情緒的困擾，多
半會選擇壓抑的方式 ¡¡ 。

過去國人對於心理上的疾病，多半抱持錯誤的觀念，
認為心理疾病的人就是神經病。但隨著政府及相關單位的
不斷推廣，觀念得以慢慢修正。

從國二開始，我對心理輔導就很有興趣，所以，決定
要進入大學念心理系，並以成為一名專業諮商心理師為職
志。¡¡ 針對這樣的理想，我擬定了以下的讀書計畫¡¡



 撰寫架構

2.內文：具體實施計畫。通常分為近、中
及遠程三個階段來敘寫。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撰寫架構

依照時間--
近程：從你錄取到進入大學這半年的時

間，你要做什麼？

中程：大一至大三這三年的學習你要如何

規劃？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撰寫架構
遠程：大四到研究所後，你的規劃是什

麼？進修嗎？就業？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撰寫架構

依照目標-- 把你在大學裡要學習的
事項內容、動機以及具體的實行方
式。譬如：學業學習方面、休閒活
動、課外學習等等。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範例：以三階段式來說明

 近程：甄選成功至入學就讀

這段過程可以說是人生中輕鬆的狀態，
一方面既沒有課業壓力，另一方面也沒有就業
的壓力，目標可以掌握，一切的理想似乎正在
逐步實現中。在這階段，我有以下幾件事情想
要完成：

（1）學業方面：首先我將開始搜索，與電機系
相關的雜誌、期刊，一方面認識電機系的各項
領域，一方面加強產業方面的知能，隨時掌握
產官學界的動態與發展趨勢。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2）完成我的夢想：接著，我將實踐近
一年多來的夢想：與朋友前往英語系國
家自助遊學，既可以訓練獨自力自主的
能力，一方面亦可增進英語溝通能力 。
藉此機會結交外國人，培養自己的國際
觀和世界觀。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中程：大學一至三年級

由於我打算在大學畢業後進入研究
所深造，因此我希望在這三至四年的學
習過程中是具體有方向的朝著我的夢想
前進，基於此原因，我有以下的規劃：

（1）加強語言能力：¡ ..預計利用雜誌
（舉例）加強英語聽說能力，並且計畫
在¡ 時候，參加學校的外語學程。除了
英語之外，我打算修習第二外語（日
語）¡ .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中程：大學一至三年級

（2）專業能力：對於系上規劃的專業科
目，秉持全力以赴的態度學習外，我希
望可以在這三年中修習更多的相關知
能。因此，我打算透過以下幾方面來達
到我的目標：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中程：大學一至三年級

a.選修輔系或雙學位：由於我希望未來可以朝
公司管理人的方向努力，因此我打算在本科的
學習外，加強企業管理、市場行銷的能力。所
以，我目前打算選修企管或國企系做為輔系或
雙修。

b.參加校內外的相關講座：瞭解市場趨勢

c.專題研究：¡¡ .
d.實務實習：

e.參加交換學生: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中程：大學一至三年級

（3）休閒和運動：社團、運動，休閒活動、遊
學。培養人文素養，擴大社交領域，增進視
野，並加強個人的領導、溝通技巧¡¡ . （教
授們也不希望你是個書呆子）

（4）自我管理：時間上的規劃與掌握，強調自
己可以量力而為，並且有選擇性的參與¡ .等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遠程：大學四至研究所

這個階段最主要的目標是希望可考取工業管理
的研究所，因為我希望在¡ ..領域上可以有更深入
的研究機會。所以在大四這年，我會以我有興趣及
擅長的方向為主，搭配課程的學習，進行相關專題
的研究，並一方面準備研究所的考試。

進入研究所後，我希望可以朝¡ .等方面加強，
期許自己可以¡ ..

未來進入科技企業，我¡ ..並且貢獻所學，回
饋母校¡ .。

如何撰寫讀書計畫



其他審查資料



師長推薦函

＊通常會需要2到3封

找誰來寫推薦函？
1.教過你的高中導師、任課老師、社團

指導老師

2.瞭解你能力的該領域學者或企業主管

3.該科系畢業之傑出校友

4.國中、國小時期的老師



師長推薦函

誰來寫推薦函比較有利？
 與你關係良善、瞭解你的處事態度與人
格特質者，不宜攀親帶故找位高權重但
卻與你關係疏離者

（1）高中導師¡ 與你關係最親近，最瞭解你的
生活狀態

（2）「主題」科目任課教師：如電機系，可找
物理、數學以及資訊科教師



師長推薦函

 你可以這樣製作推薦函（2-3週前進行）

1.請先詢問老師意願，並瞭解老師撰寫師長推薦
函的方式。

2.不管老師的方式為何，都請準備你的自傳、讀
書計畫以及成果一覽表各一份（其中包含你的
專長、優點、過去的豐功偉業、人格特質）給
老師，幫助老師組織你的雄心壯志。

3.可模擬老師的口吻，試著寫出幾段推薦文字，
交由老師修改，由老師謄寫推薦函，並請老師
於文末簽上大名。



 注意事項提醒

★準備信封給老師（最正式的作法）

★提醒請老師在彌封口簽名或蓋章（最正式的作法）

★要寫受信人，以「第三人稱敘述」貫穿全文

★列舉學生在高中三年中的優良事蹟，與具體事
實。

★若完全由師長親自書寫，影印一份，以備面試
時問到相關問題。

師長推薦函



師長推薦函

※ 推薦函要包括哪些內容﹖
1.全文可分四段，內文約在三百至五百字間，最
多不要超過六百到七百字，總之，不宜過長。

2.第一段，為開場白，內容需包括學生全名，師
生之間的關係。

3.第二段，為推薦老師眼中，學生在學期間學業
之表現。

4.第三段，為推薦老師所瞭解學生的品性、領導
能力與人格特質等。

5.第四段，為結語，再度表達推薦之意。



各位教授鈞鑑：
周○○是我任教復興高中的學生，我教導他生物的課

程，他在平時上課學習態度主動積極，反應靈活快速，由
於他精神專注興趣高昂，常主動發問，關於一些生物領域
的新發現，更是感興趣。因此生物成績在班上表現優異，
他除了學科外也積極參與物理科展，生物及物理奧林匹
亞，曾獲物理科展第三名，生物奧林匹亞在8110名的參賽
者中，排名為252名。

他曾擔任服務股長，認真盡責，熱心班務，凡事以身作
則，於班際生活教育比賽中，屢次獲獎。他在班上人緣極
佳，臉上常面帶笑容，積極樂觀，能主動關懷同學，熱心
助人，遇到挫折，有恆心毅力，盡力去克服它，除了功課
好之外，更是一位羽球好手。常多次代表班上參加比賽，
屢獲佳績。他自國小開始，就寫了一手穩健的書法，曾獲
全國書法比賽優勝。

以上是周○○在各方面的良好表現，他心胸開闊，有愛
心，廣泛學習，堅持理想，我相信他的潛力深厚，無庸置
疑。尚祈諸位教授，給予機會，錄取進入高醫這濟世救人
的搖籃，相信他以後將是可造之才，值得本人大力推薦。



 標示出你擅長科目的成績。

 可將校系重視的科目標出，整理出三年
來的狀況，如此一來雖然總成績不佳，
仍舊可以突顯出重點科目的穩定成長。

例如：欲申請的校系重視自然科，可將
自身高中三年的物理、化學、生物及地
科等成績標出，突顯出自己的優勢。

歷年成績單的重點



其他證明與作品集

 其他證明：
學歷證明、成績單、競賽獎狀、社團、證書、證
件、健康檢查表、興趣測驗結果、性向測驗結
果、資格檢定證書、活動照片佐證¡ 。等，內
容盡量與自傳搭配。（若為學校開立的證明，
務必有學校處室章）
作品集：過去學習經驗中，特別值得教授知道的
作品，尤以高中三年相關作品為佳。如：文章心
得、重要筆記、小論文、設計作品¡ .等

 範例



 封面

 目錄

 簡歷

 自傳

 讀書計畫

 推薦函

 其他

 封底

審查資料的排版



1.封面：

 甄試校系名稱

 封面背景

 學生姓名

 甄試編號

 畢業高中

 作品名稱

審查資料的排版



 2.目錄

條列綱要

編排完整

版面配置

頁碼 ：讓教授「一打開資料就看到

想找的東西」

審查資料的排版



審查資料的裝訂

3.內文

 不同章節要有分隔頁

 內文要有頁碼，右側可使用「見出」。

4.封底

簡單大方，總結，表示感謝。

5.資料的裝訂

可請影印店幫忙裝訂成冊。



 繳交時間～當天、截止時間前寄達、截止日
之郵戳為憑、面試前N天寄達

 繳交方式～面交或是事前寄送（最好寄掛
號，並且保留收據）

 留備份～以防萬一

 多準備幾份面試用～自己熟讀，當天攜帶備
份

小叮嚀



小叮嚀

 凡有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的同
學，均需繳交一份經驗分享紀錄表經驗分享紀錄表

 審查資料請留一份給輔導室，以嘉惠
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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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面試

 3/30(三)下午13:10-16:00
 地點：圖書館、操場地下大會議室

 當日請準備好你的審查資料。



參考資源

輔導室¡ 秘笈

1.學長姐備審資料

2.甄選入學面試考古題

3.各科系面試考古題

4.其他相關備審資料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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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是屬於堅持到

最後一分鐘的人

祝福你能順利過關斬將

進入理想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