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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數學系(數學組、應用數學組)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5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1.本系希望學生於高中階段選讀數學 A 及數學甲，並特別重視學生在這些科目之學習成

果與表現。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為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及

科技領域，重視學生在這些領域的學習成果與表現。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建議學生參考中學生小論文格式或科展作品說明書格式撰寫書面報告，內容請呈現自己

的創見與發現。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對於探究與實作作品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本系著重各階段歷程之展現

與歸納整理之結果。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學生的自主學習計畫呈現須包含完整計畫之規劃與實際執行結果，成果展現須包含個人

成長與反思兩個層面 

J.競賽表現 

學生實際參與過的數理相關競賽皆可羅列，請註明該項競賽之等級(校內、區域性、全國

性或國際性)。若所列競賽為非教育主管機關所主辦之競賽，請敘明該表賽之參與人數及

個人表現之 PR 值與獎項等。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生的非數理相關的優良表現，請自行羅列並敘明主辦單位、參與學校數或人數及個人表

現或獎項等。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請敘明高中階段所參與之多元表現項目對目前學習階段之影響 (限 800字以內)。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請敘明高中學習歷程對目前學習階段之影響 (限 1000字以內) 

P.就讀動機 請敘明就讀本系之動機 (限 500字以內)。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請敘明錄取本系後之學習計畫與未來之生涯規劃 (限 1000字以內)。 

其他 R.有利於審查之高中資料 請自行羅列有利於審查之高中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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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依高中(職)階段之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能井然有序地呈現課程學習成果之檢討及回饋。 

C.實作作品 
高中(職)階段個人或團隊製作之課程學習成果或作品。若為小組團體成果或作品，請務必

敘明負責部分或個人貢獻。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高中(職)階段個人或團隊製作之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若為小組團體成果或作

品，請務必敘明負責部分或個人貢獻。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具體陳述自然科學相關之學習成果。 

J.競賽表現 參與全國科展或校內化學相關競賽成果。並有競賽前的準備或參與比賽的心得。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具體陳述在學科以外之學習經驗，如職場學習或校外研習活動，應提供證明文件與相關成

果。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如有其他特殊優良表現，請檢附成果及證明文件。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說明自身表現成果與申請科系之間的關聯性，並呈現出自己在其中學習收獲與不足之處，展

現探索並思考的過程。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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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就讀動機 具體說明為什麼想要申請本系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若進入本系，想學到哪些能力？如何有序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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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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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數理相關修課狀況 

課程 

學習 

成果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學習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或心得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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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參與校內物理相關活動的動機及心得（請列舉並檢附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選讀本系動機（為何想要就讀物理系？人格特質為何適合就讀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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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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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本系參採學業總成績及自然科學領域成績，並以在校成績相對表現作為參考依據，實施綜

合評量。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1.可提供高中階段個人或團隊製作之課程學習成果或作品。若為小組團體成果或作品，請

務必敘明負責部分或個人貢獻。 

2.實作成果及報告說明檢討及回饋，重視成果的歷程與反思。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1.可提供高中階段個人或團隊製作之課程學習成果或作品。若為小組團體成果或作品請務

必敘明負責部分或個人貢獻。 

2.實作成果及報告說明檢討及回饋，重視成果的歷程與反思。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本系能以自主學習內容與生物領域相關性及表達完整性實施評量為主並，並參酌數學、其

他自然科學或語文領域之學習成果(校內外學習活動)。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具體陳述在學科以外之學習經驗，如職場學習或校外研習活動，與生物領域相關者尤佳，

可提供證明文件。 

L.檢定證照 
請提供檢定證照相關資料。（例如各類英文檢定、其他英語文相關活動紀錄等），本評量重

點在於活動學習品質的評量，活動的數量不為評量重點）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不限形式、規模、地點或主題的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在高中學習階段，多元學習的反思與心得。 

學習 

歷程 

自述 

P.就讀動機 敘述申請本系的動機及與生物科技系的連結。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可針對個人過往學習經驗（例如課程學習或專題）、學習歷程與自我反思為基礎，加以延

伸並擬定未來學習計畫，以及畢業後就業或升學的規劃。 

其他 R.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可自行提供其他任何能讓大學老師更認識申請學生的相關資料文件或心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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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C.實作作品 

 提供藝術或設計相關作品(含展覽作品) 

準備指引：1. 作品創新與創造力的說明。 

              2. 作品整理感染或吸引力的呈現。 

              3. 作品理念的說明。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多元表現 

1. 參與校內或校外社團、活動經驗：包含社會服務、國際交流的校際或校外的活動 

2. 參加國內外設計相關競賽或相關成果作品 

3. 提交多元表現綜整心得並完整說明以及與本系專業學習的相關性 

G.社團活動經驗 

J.競賽表現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準備指引：1.具備說明為何想申請本系？(有那些契機或事件等) 

          2.高中期間就讀本系所做的準備，就讀後想學習哪些相關課程？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有利審查資料 

準備指引：其他未列於前述項目的優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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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5%、面試 15%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資訊」、「工程」與「數理化」學群之修課成績表現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內容能涵蓋選課緣由，並簡單扼要地陳述學習此課程之收穫、反思與回饋。 

C.實作作品 不限學群課程或多元學習的實作成果作品與應用理論基礎之關聯性，作品的完整性。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資訊」、「工程」與「數理化」學群相關之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成果。該學習過程的

紀錄、具體收穫與結論為審查重點。 

多元 

表現 

G.社團活動經驗 參與社團經歷具體事證與收穫簡述。 

H.擔任幹部經驗 擔任幹部經歷具體事蹟與收穫簡述。 

J.競賽表現 不限領域的競賽表現成果，資訊、工程與數理化學群類競賽成果尤佳。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不限形式、規模、地點或主題的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能舉出印象深刻事例，陳述參與社團與各類服務或競賽表現個人的動機與收穫。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能具體描述高中學習過程中，個人的強項與劣勢，如何克服困境或調整學習方向。 

P.就讀動機 在學習歷程自述能看出考生由反思中發掘興趣與志向的過程，決定就讀學群的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未來學習計畫中能呈現主動蒐集相關學群之科系的發展特色，訂定個人職涯的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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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25%、面試 25%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自然科學領域、科技領域及數學領域修課紀錄。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請提供 

 學生書面報告學習歷程軌跡、反思，與報考學系的關連性。 

 課程學習過程解決問題的思考邏輯、學習歷程反思…等。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請提供個人或團隊探究與實作成果，若是團隊作品，請說明團體課程中自已的貢獻，及對這

門課程的學習歷程反思、解決問題的思考邏輯。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請提供課程學習過程解決問題的思考邏輯、學習歷程反思…等。 

G.社團活動經驗 請提供參與校內外社團、活動經驗，包含社會服務。 

J.競賽表現 自然科學領域、科技領域及數學領域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請提供自然科學領域、科技領域及數學領域的特殊優良表現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說明高中(職)參與競賽、活動過程，參與動機、解決問題的思考邏輯、學習歷程反思…等 

學習 

歷程 

自述 

P.就讀動機 
請說明申請本系的動機，對於本系探索與瞭解，高中期間有做好哪些就讀電子系的準備，如

課程或事件…等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請說明就讀電子系的學習規劃，就讀期間專業能力培養及畢業後的期許。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可自行提供任何有助於讓大學老師更認識、了解你所具備的能力或個人特質之相關有利審查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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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 APCS組)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30% 

（APCS組：審查資料 25%、面試 15%、APCS 2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1.學科相關課程或高中修課記錄之具體事蹟。 

2.與資訊科技議題相關之選修課程(包括程式語言與設計、數位資訊科技、計算機應用或

軟體開發及應用等)之具體事蹟。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課程學習成果之書面報告(佐證文件如課程作業及專題報告)。 

C.實作作品 資訊科技議題相關的實作作品(佐證文件如程式作品或資訊科技相關專題報告)。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自然科學領域相關之學習成果及作品(佐證文件如自然科學作業或相關專題報告)。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自主學習計畫及涉獵各方常識之證明文件(例如:小論文、專題作品、讀書心得等)。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資訊科技及程式設計相關作品成果。 

L.檢定證照 資訊科技技能(如程式設計) 或外語及數理等領域之能力檢定證明或證照。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資訊科技領域之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說明多元表現成果之心得感想及與學系之間的關聯性。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描述自我人格特質、闡述解決問題的邏輯。 

P.就讀動機 說明自我學習方法與入學申請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描述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展現對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具備開發潛能及興趣。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APCS 或 CPE 檢定證明或符合左列有關之能力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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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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4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高中三年內，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及科技領域在校表現，以課程學分及學

業分數表示。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建議包含課程作業、學習單及學習心得。 

C.實作作品 科技領域相關成果或個人作品集。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建議包含發現問題、規劃與研究、實驗結果分析與討論及學習反思與心得。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建議提供自主學習記錄表、書面報告或成果發表照片等。 

G.社團活動經驗 參與校內外社團、活動經驗：包含社會服務。 

H.擔任幹部經驗 擔任班級、學校或社團幹部經驗。 

J.競賽表現 科技領域相關如：生活科技競賽、能源競賽、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等。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學習心得-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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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建議具體個人學習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及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收穫。 

P.就讀動機 具體說明為何想申請本系?(因為什麼契機或事件等等)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個人大學時期學習計劃。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可自行提供任何有助於讓大學老師更認識，了解您具備的能力特質等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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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語文能力測驗 20%、面試 2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著重同學的語文等相關科目與其成績表現。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提出語文課堂相關之報告、成果或心得、小論文等。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自主學習計畫能否與未來志向相結合？計畫執行成功有哪些方面？計畫執行之特色為

何？未來還有哪些可以精進的地方等都可加以說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說明自身表現成果與自己與申請科系之間的關聯性，並在心得呈現出自己在其中學習收

穫與不足之處，展現主動學習、探索並思考的過程。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重視同學們對過去學習歷程的反思，檢視自身學習成效，並有條理且具邏輯性說明未來自

身學習方向與目標。 

P.就讀動機 結合自身過去學習經歷與興趣，具體說明想要申請本系之原因。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對於未來學習領域有明確的認識，在入學後如何有序達成想學到的能力，以及規劃未來生

涯發展。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另請檢附自認特殊優良表現證明，以利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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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5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本系屬外語學群，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課程等修課紀錄及

學業成績進行綜合評量。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本項次由同學自行勾選最佳之 2 件課程學習成果交送校系審查，課程學習成果應為英語

相關課程之書面報告（或實作作品）及社會領域課程中之探究活動相關學習成果等書面資

料各一份。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

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本項次請同學盡可能詳細描述高中學習英語或其他課程時，如何應用各項方法、策略、自

學、共學或尋求其他管道協助，來幫助自己解決學習上之困難同時完成自己的學習目標，

請佐以相關成效及說明，如提供具體表現成果或檢具相關佐證紀錄，並綜整以上成果呈現

自己多元表現之心得或感想。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請反思就讀高中學習期間自己的學習歷程，並規劃將來就讀英語系四年間的課程學習計

畫，請考量自身人格特質與未來專業成長、生涯規劃、職涯發展相互連結在一起；此項目

請同學先介紹並描述高中求學經歷以及申請本校英語系與過去高中求學階段間的連結，

內容盡可能清楚完整，切勿簡述。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提供外語能力相關有利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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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20%、面試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高中（職）期間修課紀錄。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具體說明高中（職）期間課程學習成果。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

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1.請提供高中（職）參與地理相關個人或團隊之探究與實作活動成果，若為小組團體成果

或作品，請說明負責部份及個人貢獻。 

2.實作活動成果及報告說明檢討及回饋，本系著重各階段學思歷程之展現與歸納整理之結

果。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提出具體說明高中（職）期間所參與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G.社團活動經驗 提出具體說明高中（職）期間所參與社團活動經驗。 

L.檢定證照 請提供檢定證照相關資料，並說明與報考本系的關聯性。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提出所參與特殊優良表現證明之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具體說明高中（職）期間多元表現之經歷與心得。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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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參與動機及學思歷程。 

P.就讀動機 具體說明申請本系的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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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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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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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高中在學期間語文領域、社會領域及綜合活動領域修課紀錄。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學生書面報告所展現之適性學習歷程軌跡。 

C.實作作品 學生實作作品所展現的個人特色及作品完整性。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提交高中自主學習計劃與執行成果，並說明與本系專業學習的相關性。 

G.社團活動經驗 高中(職)階段參與社團比賽、社團演出等社團相關活動證明。 

I.服務學習經驗 高中(職)階段參與校內、外服務學習相關活動證明。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社團活動及服務學習之外，學生其他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說明參與各項學習或服務活動中遇到的困難或挑戰、如何解決，以及所獲得的收穫及啟

發。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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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求學經歷以及學習歷程中曾遭遇之困難或問題的解決方式、處理過程。 

P.就讀動機 

1.說明為什麼想申請本系（有何契機或事件等原因）。 

2.說明對本系學習內容的了解。 

3.說明自己哪些個人特質適合就讀教育學系。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說明就讀本系之未來出路規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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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其他未列於前述項目的優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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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25% 面試 25%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語文領域或數學領域在校成績證明。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說明課程學習過程與反思，並呈現學習成果。若能說明課程作業作品與本系之關聯性尤

佳。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說明高中（職）參與特殊教育相關，及其他特殊表現等之參與動機及學思歷程。 

G.社團活動經驗 請具體說明參與社團的動機、表現、心得/過程及反思。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請說明參與服務學習(校內外志工、班級 幹部、課程小老師等)的動機、心得/過程/時數及

反思。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高中期間有做好哪些就讀特教系的準備，如課程或事件等。 

P.就讀動機 請說明申請本系的動機（因為什麼契機或事件等等）以及就讀期間專業能力培養。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畢業後的職涯規劃與相對應的準備。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可自行提供人和有助於讓大學老師認識、瞭解你具備的能力特質等相關有利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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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面試 2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重視語文、數學領域的學習表現。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展現適性學習軌跡。 

C.實作作品 作品能展現具有個人特色和完整性。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

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能呈現活動成果之豐富度並與課程知識之連結性。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能深入剖析並完整表達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I.服務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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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競賽表現 
參加競賽表現(包含:科學類、語文類、運動競技、電競類、資訊類、藝術類等競賽)，請檢

附成果及證明文件。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如有特殊優良表現(如:特殊表揚等) ，請檢附成果及證明文件。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說明參與上述課外活動之學習心得。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能具體說明各種課程的學習連結與困境，闡述反思後如何嘗試加深加廣之學習克服困難。 

P.就讀動機 就讀本系動機及對本系專業領域之瞭解。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大學四年的讀書計畫及未來職涯發展方向。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除上述以外，有充份證據展現個人強烈優勢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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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重視「社會、藝術、科技、綜合」領域之學業表現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應呈現高中各項課程之學習經歷的紀錄與成果心得。 

C.實作作品 請提供能展現個人特色之美術、設計創發相關作品與成果。 

多元 

表現 

G.社團活動經驗 高中階段參與社團相關證明。 

J.競賽表現 請提供曾參與的競賽證明與表現獎項成果。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能提供自我創發之特色作品為佳。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如有其他特殊優良表現，請檢附成果及證明文件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說明參與各項學習或服務活動中遇到的困難或挑戰、如何解決，以及所獲得的收穫及啟發 

學習 

歷程 

自述 

P.就讀動機 
請說明你有的人格特質、志向或專長適合就讀本系。並具體說明對本系的認識及申請本系

動機。 

綜合 

評語 
對從事美術未來的志向與願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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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審查資料 30% 

「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與藝術設計領域相關具體成果。 

J.競賽表現 請提供競賽證明：國際、全國性、縣市或校內外所舉辦之相關美術競賽或設計競賽。 

L.檢定證照  請提供檢定證明：外語能力或技能相關檢定。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多元學習的反思與心得。 

學習 

歷程 

自述 

P.就讀動機 
1.能具體說明為何想申請本校系 (背景、事件等原因)。 

2.說明對本系專業領域的了解。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能具體說明入學後欲培養哪些專業能力？如何達成？ 

2.畢業後的生涯規劃與相對應職涯發展的準備。 

其他 R.設計作品集乙冊 

請提供藝術或設計相關作品成果及作品理念說明。 

審查重點： 

1.作品集之創意與表現力。 

2.作品集之專業完整性或邏輯規劃能力。 

3.作品集之內容編排形式、風格與美感表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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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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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評分 

類別 
評分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 

紀錄 
A.修課紀錄 

本系參採學業總成績及語文領域、綜合活動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或體育班之體育專業

科目成績，並以在校成績相對表現作為參考依據，實施綜合評量。 

課程 

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建議應提供高中課程學習成果相關書面報告或作品（體育運動相關尤佳）。 

多元 

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建議應提供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相關文件資料。 

J.競賽表現 建議應提供高中期間運動競賽表現相關證明。 

L.檢定證照 建議應提供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建議應提供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建議應提供各類技能、志工、研習、運動代表隊、多元表現綜整心得等相關證明與資料文

件。 

學習 

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建議內容應涵蓋高中學科、術科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 建議內容應完整涵蓋成長背景、求學歷程、自我特質與報考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建議內容應涵蓋大學階段學習計畫，以及個人職涯規劃與展望。 

其他 R.有利審查資料 
建議提供競賽成果(運動以外)、語文能力(英語以外)之相關證明，或任何能呈現個人具備

特性與潛力之相關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