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店高中102學年度 
 
   為自己出征－ 
               高三個人申請 
       審查資料、面試說明會 

高三輔導教師  許予宸  主講 



學測成績公佈了，接下來呢？ 

 1、這次學測成績失常了嗎？ 

                                                          ─考慮指考 

  2、這次學測成績異常高分？ 

                                                           ─試試個申 

  3、科系志向明確，平常有相關經歷？ 

                                                            ─把握個申 

  4、每科分數都很平均，擅於面試表達？ 

                                                            ─試試個申 

  5、某些科目成績突出，符合想要科系採計的加權科目？ 

                                                            ─把握指考     



進來聽這場說明會之前，期待你已經做到… 

• 用自己學測成績，比對想要科系之大學，第一
階段篩選標準是否有達到？ 

 

• 找出自己的6個志願，可以分為夢幻(高1、2級
分)、實際(剛好)、備案(低1、2級分)，但切記就
算是備案志願，也是你願意讀的大學 

 

• 夢幻、實際、備案比例依個人狀況調整： 

    1.   不排斥指考者夢幻、實際比例可以高一點 

    2.   個申一定要上者實際、備案比例可以高一點 



基本工作：查詢個申第一階段篩選標準 

注意：103年頂標、前標分數提高 

 
最好查詢前3年篩選標準(102、101、100) 



基本工作：查詢個申第一階段篩選標準 

102怎麼查？─官方版：Google「漫步在大學」 

     



基本工作：查詢個申第一階段篩選標準 

 101、100怎麼查？ 

                         ─官方版：Google「大學甄選入學」 

https://www.caac.ccu.edu.tw/caac103/
dispense.php 

網址改為102、101、100 



基本工作：查詢個申第一階段篩選標準 

 



基本工作：查詢個申第一階段篩選標準 

怎麼看篩選標準？ 

 檢定標準 篩選順序 

地
理
學 

國 英 數 社 自 總 順序1 順序2 順序3 超額 

前 前 均 前
  

均 -- 總(5) 60 自(4) 12 數(3) 9 63 

1 2 

3 

A生 國14(頂) 英15(頂) 數5(後)  社13(前) 自11(前) 總58(均)  

B生 國15(頂) 英15(頂) 數13(頂)社13(前)自11(前) 總67(頂)  

C生 國13(頂) 英13(前) 數11(前) 社13(前)自12(前) 總62(頂)  

D生 國14(頂) 英14(頂) 數9(均) 社13(前) 自12(前) 總62(頂)  

數學檢定沒過 

順序2沒過 
/順序3沒用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基本架構 

1. 自傳 

2. 讀書計畫 

3. 在校成績單 

4. 競賽成果/作品/英文檢定(掃描存檔) 

5. 學生幹部/社團參與 

6. 其他值得參考資料(視情況附上相關測驗資
料，如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 在撰寫之前需注意的原則： 

1. 面試常根據備審資料的內容提問，因此資
料需要誠實準備。 

2. 每個科系通常會收到上百份的資料，又得
在一星期內閱畢，因此如何「說服教授」
是關鍵─重質不重量。 

3. 不是呈現自己有多好，而是自己跟科系有
多配？ 

4. 注意簡章資料指定頁數、上傳期限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自傳篇─可用資源 

• 建議撰寫前可以先整理出自己的幹部/社團/競
賽成果/服務時數/證照等等相關加分資料 

• 查看簡章/上網查科系希望學生有的特質、能力 

• 參考學長姐自傳範本 

• 參考大學科系雜誌介紹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自傳篇─寫作原則 

1. 構思撰寫大綱：內容綜合優勢+科系所需特質 

• 家庭狀況─家庭管教方式/價值觀對自己啟發/影響 

• 求學歷程─學習態度/特質/學科/人際/特殊表現/活動 

• 個人專長/興趣 

• 幹部/社團/比賽經驗─和此科系的關聯？ 

• 申請動機(讀書計畫比重大) 

                                               ─對科系的了解/理由/適合原因 

• 未來生涯規劃─夢想/適合能力、特質/階段性目標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自傳篇─寫作原則 

1. 構思撰寫大綱：內容綜合優勢+科系所需特質 

大眾傳播學群  
１. 對人的興趣、對事的好奇─家庭影響/特質/求學經歷 
２. 遇到問題的「思考模式」 ─社團/幹部/競賽  
３. 談談自己「隨機應變」的經驗─求學經歷/幹部/競賽  
４. 語文、行動、溝通能力─求學經歷/證照/競賽  
５. 平日接觸媒體的習慣─興趣/申請動機未來規劃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自傳篇─寫作原則 

2. 先擬草稿：先求有再求好 

• 寫完大綱開始架構內容 

• 反覆檢視─無錯字、用詞正確、用字精準、 

      每段都有重點、字數約800-1200字(約2、2.5面) 

3. 精彩開頭：為段落下標題、提高教授閱讀興趣 

4. 圖文並茂：自傳提到的資料需有「證據」，請  

                            附上照片/獎狀/證書/證明，註解 

5、反覆檢視：內容、資料是此科系需要的嗎？ 

                         



讀書計畫篇─可用資源 

• 各校各科系網站─校系特色、對學生的期待、 

                            課程安排、師資設備、畢業出路 

• 參考學長姐讀書計畫範本 

• 參考大學科系雜誌介紹 

                           ─著重未來就業市場、所需能力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讀書計畫篇─寫作原則 

1. 可以分為遠、中、近程─遠程(未來進修/職業) 

      中程(大學四年安排)、近程(錄取後到開學前) 

2. 展現對該科系未來走向有足夠了解 

3. 展現自己的時間管理能力(勿寫不實際的規劃) 

4. 遠、中、近程內容可涵蓋： 

      精進的學科/交換學生/雙(輔)修/證照/ 

       社團/打工等等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在校成績單篇─寫作原則 

1. 加強標註強項科目。 

2. 加強標註科系需要的科目(視狀況)。 

3. 若各學期成績有落差，請輔以說明 

      EX. 高二成績下滑，原因？ 

             如果之後又遇到相似狀況，該如何處理？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在校成績單篇─寫作小技巧 

1. 強調成績進步的趨勢/科系注重科目的表現 

2. 可以用圖表呈現─搭配進步原因、動力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模擬考1 模擬考2 模擬考3 學測 

數學 

英文 

國文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競賽成果/作品/檢定/幹部/社團參與─寫作原則 

1. 求精不求多 

2. 限高中階段(除非國中有非常特殊、優異成果) 

3. 應搭配在自傳、讀書計畫中說明，成果與科系
之間的關聯 

4. 想看到的是啟發性，非資料堆積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整體備審資料─寫作小技巧 

1. 絕對是先求有再求好、重要性由高至低 

2. 點石成金，創意發想，努力推銷自己 

 
１００學年上學期 地理科小老師 

１００學年下學期 學藝股長 

１０１學年下學期 衛生幹事 

１０２學年上學期 數學科小老師 

１００學年上學期 地理科小老師（自願擔任） 

１００學年下學期 學藝股長（同學推舉） 

１０１學年下學期 衛生幹事（老師指派） 

１０２學年上學期 數學科小老師（同學推舉） 



進階工作：撰寫個申備審資料 

整體備審資料─轉PDF檔 

1. Word編輯：另存新檔存成PDF檔 

 

 

 

2. PDF轉檔工具：線上轉檔(免下載) 
https://www.nitrocloud.com/ 

       

https://www.nitrocloud.com/
https://www.nitrocloud.com/
http://www.pdfonline.com/convert-pdf/


數理化學群：科展相關經驗、對甄選系所做功課 
醫藥衛生學群：團隊合作、問題解決、人文社會胸懷 
生物資源學群：熱忱和使命感、有想法 
地球環境科學學群：邏輯推理、企圖心、臨場反應 
建築與設計學群：作品有個性、對作品高度熟悉、創意、  
                                    多元思考、國際觀、團隊合作 
教育學群：自主學習能力、合作、情緒管理佳、熱忱 
法政學群：自我特色(語文、社團)、表達能力、邏輯 
社會心理學群：相關興趣、自主看法、熱忱、同理心 
大眾傳播：行銷能力、表達能力、批判思考 
外語學群：語言證明、多元才華 
文史哲學群：思考自主性、表達能力 
管理學群：相關經驗、應對進退 
財經學群：動機、時事新聞 

教授的真心話：關於備審資料 



你只有10分鐘吸引我！ 
─與其寫多沒重點，不如有一個清楚主題或簡單生活故事 
出國旅遊經驗沒那麼重要！ 
─除非經驗與科系有相關，否則幫助不大 
只懂皮毛就別秀出來！ 
─像是提到閱讀過的書籍，若不懂得書中內涵就別提出 
給我具體事證或數據！ 
─抽象、廣泛的敘述讓人沒印象，請列舉具體事證 
展現成績以外的東西！ 
─像是設計、工學院很多特質難以在成績看到 
強調一般比賽/能力，不如展現特質！ 
─科系所需能力在大學會有訓練，因此重要的是呈現適合
這個系的特質 

教授的真心話：關於備審資料 



主要在瞭解學生的下述面向 

 1. 人格特質 

 2. 個人能力與未來發展 

 3. 個人態度 

 4. 系所相關 

 5. 備審資料相關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在面試前需要準備的功課：時事+科系網站+備審資料 

• 對系所之瞭解 

     ─課程與師資專長、所需能力、所培養之能力、  

         相關活動與意義） 

• 對系所之興趣與相關經驗 

• 系所學習內容與未來規劃的扣合 

• 專業知識 

• 專業相關時事新聞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熱情、虛心受教) 

回答重點，勿迂迴。 

勿用反詰方式。 

忌用：老師說，爸爸媽媽說。 

對問題不清楚，可發問。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面試時答題原則： 

 



走進面試會場： 

1. 敲門 

2. 微笑 

3. 直視：抬頭挺胸、注視主考官（鼻子）、
放輕鬆且表現出自信的樣子 

4. 問候 

5. 稱謂 

6. 清楚報明自己的單位名稱與姓名 

7. 等待邀請才入座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面試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1. 眼睛看教授 

2. 面帶微笑 

3. 不疾不徐慢慢說 

4. 說錯亦無妨，再說一遍 

5. 控制時間，不要超過，該停就停 

6. 誠實以對 

7. 端莊服裝儀容 

8. 開始、結束都要向教授表達感謝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面試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1. 儀態端正 

2. 坐姿端正 

3. 切勿翹腳或雙腿伸直交叉 

4. 頭手腳姿勢與擺動 

5. 避免手插褲子的口袋，也不要交叉在胸前 

6. 專注聆聽，且輪流注視口委 

7. 語氣溫和有禮 

8. 適中的音量 

9. 自信的態度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面試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1. 面試場外等待時，臭臉相待或不禮貌的行為 

2. 面試時出現批評、否定語言 

3. 面試時，只看地上、遠方，或只看前方一人 

4. 可以親切，但勿攀親帶故、過度裝熟 

5. 團體面試時，對別人的應答表現出事不關己
的態度 

6. 只在面試時保持笑容，結束後馬上變臉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常見口試問題 
• 請花1分鐘中英文自我介紹？ 
• 你有什麼特質說服我們錄取你？ 
• 為什麼想來念這間學校？ 
• 你對我們科系了解多少？ 
• 你對哪些課程有興趣？ 
• 其他申請哪些學校？會去哪間？ 
• 為什麼你高中/學測某科成績不是很理想？ 
• 求學過程中讓你最有成就感的事？ 
• 求學過程中讓你最挫折的事？ 
• 為什麼參加這個社團？學到什麼？ 
• 平常喜歡什麼休閒活動？為什麼？ 
• 最近看了什麼書？有什麼收穫？ 
• 如果你錄取了，到開學前這段時間要做些什麼？ 
• 你有什麼想問我們或讓我們知道？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面試可用資源： 

1.  輔導室：模擬面試 

 

 

 

 

 

2. 歷屆傳承展新翼手冊 

03/20(四)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放榜】 

03/20(四) 
03/21(五)         

【自由報名】 
親自到輔導室報名，每人限報名一場，逾時不候 

03/24(一) 
03/25(二) 

【繳交備審資料】 
需繳交2份備審資料給輔導室，若遲交/未交視同放棄 

03/28(五) 
    至04/03(四) 

【模擬面試】 



高階工作：面試準備 

插播：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四技二專申請入學   名額 100 名 
               
             Google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隨時注意此網站)                          
              http://issport.camel.ntupes.edu.tw/front/bin/home.phtml 
              嘉義大學  單獨招生  02/25 報名截止 

http://issport.camel.ntupes.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issport.camel.ntupes.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issport.camel.ntupes.edu.tw/front/bin/home.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