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中國文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文史哲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社會領域
(3)藝術領域，或藝術才能班及藝術才能資優班之藝術才能專⻑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課程旨在培養學⽣閱讀、
欣賞、創作研究中國文學的能⼒，
上傳資料重質不重量，並應盡量彰
顯⾃我特⾊。
⼆、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社團活動經驗
3.擔任幹部經驗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表現情
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歷史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文史哲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社會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訓練著重培養歷史專業能⼒，
並結合社會脈動，開設「實習課」
與「公眾史學」等課程，以期達學
⽤合⼀，使學⽣順利接軌職涯。在
選才⽅⾯，重視申請者的求學動機
(含學習歷程之反思)與探究式學習
活動的報告、實作成果，以下扼要
說明本系的選才理念：
⼀、修課紀錄
1.重視修習與學系相關領域課程，
同時重視學⽣對修課的反思⼼得。
(請於學習歷程⾃述中具體說明)
2.學業成績重點：以社會領域與語
⾔領域為優先，其次參考學業總成
績(類組、班排百分比)。
⼆、課程學習成果
1.重視能展現歷史與⼈文領域課程
的閱讀及學習表現(含學習歷程、學
習成果及反思；亦可於學習歷程⾃
述中呈現)。
2.重視社會領域探究活動的學習表
現。
3.成果重質不重量。
三、多元表現：⾄少具備⼀項即
可，以歷史與⼈文領域為主，其他
為輔。
四、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3.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項議題的觀
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哲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文史哲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社會領域
(4)綜合活動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旨在培養專精與宏觀兼具
的哲學⼈才，訓練其思考能⼒，並
啟導對社會文化的關懷與瞭解，以
及對⼈文與社會的多⽅⾯關注，俾
有所貢獻於國內⾼等教育與學術思
想的發展。選才⽅⾯，重視申請者
之思辨表現、求學動機與具體學習
成果。
⼆、修課紀錄準備指引
本系屬文史哲學群，著重語文領
域、社會領域、數學領域和綜合活
動領域(⽣命教育)之部定必修、加
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
及綜合型⾼中之相關課程。
三、課程學習成果準備指引
著重學習成果品質，請提供能展現
你哲學思考和邏輯推理的課程學習
成果。
四、多元表現準備指引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如校內外活動
經驗、競賽成果等。
五、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其他 1.學⽣認為有利審查資料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政治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法政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社會領域
(2)綜合活動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以培養具「政治學基本學
識、和具公共論說及組織能⼒」之
⼈才為⽬的；促使學⽣能「開拓全
球視野、瞭解政治事務、掌握社會
脈動、關懷公共利益」。
⼆、選才⽅⾯，重視申請者對⾼中
學習歷程之反思、就讀動機以及未
來的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三、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3.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擔任幹部經驗
2.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3.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社會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社會⼼理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社會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東吳⼤學社會學系秉持「了解
社會，服務社會」創系宗旨，致⼒
培養具社會學基本學術能⼒、資料
分析及創新創意能⼒的⼈才。歡迎
具有關懷社會熱情，樂於思索社會
現象，並有志於社會實踐的學⽣參
加甄試。
⼆、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社團活動經驗
3.服務學習經驗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社會⼯作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社會⼼理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社會領域
(3)綜合活動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依循『多元、合作、⾏
動』之系特⾊培育社會⼯作專業⼈
才，適合有志於從事社會⼯作服務
相關領域的同學選讀。社會⼯作之
實踐立基於對社會問題的掌握、實
事求是的⾏動⼒、跨專業的合作
⼒、堅定的社⼯專業倫理等，因此
本系選才重視申請者的社會觀察能
⼒、知識實踐能⼒、團隊合作能⼒
等⾯向。
⼆、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服務學習經驗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英文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外語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社會領域

3.學業總成績

⼀、修課紀錄之準備指引：
1.⾼中職在校成績單-是否有修習與
英文或外文相關領域科⽬或課程。
2.具體說明選修英文或外文相關領
域科⽬或課程動機與理由（可於學
習歷程⾃述中說明）。
3.具體說明修習與學系相關領域科
⽬或課程後⼼得（可於學習歷程⾃
述中說明）。
⼆、課程學習成果準備指引：
1.請提供英文相關課程之書⾯報
告、實作作品或社會領域探究活動
之成果與反思。
2.重質不重量。
三、多元表現準備指引：下列項⽬
無需全部具備，⾄少⼀項即可：
1.⾼中英文相關⾃主學習計畫與執
⾏成果。
2.校內外與英文相關之服務學習經
驗、競賽表現或活動參與紀錄，如
社團、營隊、國外交換等。
3.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4.英語文檢定等相關證明。
四、學習歷程⾃述應說明近程、中
程、遠程之讀書規劃，並解釋申請
英文學系動機。
五、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3.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服務學習經驗
3.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4.檢定證照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本語文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外語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社會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以培養學⽣學習及研究⽇
本語文學為宗旨；以培育通曉⽇本
語文、熟知⽇本國情、具有國際視
野並能促進台⽇文化交流之⼈才為
⽬標。
⼆、修課紀錄：著重語文、社會領
域及外語課程選修與成績表現；並
重視與本系相關的學科表現（如國
文、英文、歷史、地理等）。
三、課程學習成果：著重修習外語
文及社會領域課程之專題成果或相
關研習之書⾯報告。
四、多元表現：⾃主學習計畫與成
果反思、擔任幹部經驗、語⾔檢定
證照等；另可檢附學⽣認為有利審
查之資料。
五、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擔任幹部經驗
3.檢定證照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德國文化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外語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社會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屬於外語學群，參考部定
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及
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如英
文、國文、第⼆外語德語、歷史、
地理、公⺠與社會)等修課紀錄進⾏
綜合評量。
⼆、本系旨在招收學習外語能⼒較
強或對德國文化具強烈學習動機之
學⽣。
三、取得⾼中第⼆外語德語學分及
成績、預修⼤學德語專班學分或德
語檢測證明者，將酌予加分。
四、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無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檢定證照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表現情
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數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數理化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數學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著重基礎數學的養成訓
練，課程兼重理論與應⽤，歡迎對
邏輯推理、數學應⽤、資訊安全、
密碼學、數據分析、⼈⼯智慧、訊
號處理、影像處理、統計應⽤、中
學數學師資領域等有興趣的同學來
報考。
⼆、本系在選才⽅⾯重視申請者之
數學表現與學習態度。
三、多元表現項⽬重視特殊優良表
現證明，得包括：校內外、班級等
競賽或其他表現成果與反思。
四、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項議題的觀
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表現情
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物理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數理化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數學領域
(2)⾃然科學領域
(3)科技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學系教師皆為國內外知名⼤學畢
業之博⼠，我們在物理演喻教學、重⼒
及宇宙學、⽣醫物理、固態和光電領域
皆學有專精，在國內外具有⼀定的學術
地位，可以培養學⽣在不同的領域發
展。
⼆、本學系在選才⽅⾯重視申請者之物
理相關科⽬及活動表現與學習態度。
三、參考網址：
https://meic28.wixsite.com/suphysics
四、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度公
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及準備指
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3.⾃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社團活動經驗
3.擔任幹部經驗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項議題的觀
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化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數理化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然科學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以培養優秀化學⼈才為⽬
的，訓練學⽣具備紮實的化學理論
與實驗操作基礎，依個⼈性向並配
合社會脈動，學⽣可選擇修習不同
課程，以期未來發揮所⻑。
⼆、依此教育⽬標，評量學⽣在數
理化相關學科的學習熱忱與能⼒展
現之準則：
1.修課紀錄：著重⾃然科學領域(如
化學、數學、物理)等科⽬之成績表
現，並將參考英文、⽣活科技等科
⽬之修讀情形與成績。
2.課程學習成果：著重⾃然科學領
域探究與實作之成果及⼼得/反思。
3.多元表現：著重⾼中⾃主學習之
計畫、歷程與⼼得/反思。
4.如有修習化學、數學、物理等課
程之實驗報告、專題研究，或與⾃
然科學領域相關之學習⼼得、書⾯
作業與實作作品等，皆可視為學習
成果(得於其他有利審查項⽬中呈
現)。
5.另有與數理⾃然學科相關之校內
外活動、社團活動經驗，或科展競
賽成果(以校內表現優先)，或其他
有助於展現學習成果之項⽬，皆得
視為多元表現成果(可於其他有利審
查項⽬中呈現)。
三、詳細內容可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學習歷程
⾃述 1.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微⽣物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命科學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然科學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以微⽣物學為主軸，培養
具有發展⽣命科學各領域之科技⼈
才。教學兼重理論與實驗，同時注
重⼤學論文教學和指導，增強專業
探究能⼒，適合有志於進入學術界
或環境、食品、醫藥和⼯業等相關
產業界發展的同學。
⼆、在選才⽅⾯，重視申請者之學
習成果、多元表現與求學動機，重
質不重量，以校內表現為優先。
1.學習成果：著重國語文、英語
文、化學、⽣物等科⽬選修與成績
表現；並注重修習化學、⽣物等課
程之專題成果與⾃然科學領域相關
研習之書⾯報告及探究與實作成
果。
2.多元表現：⾼中⾃主學習計畫與
成果、社團活動經驗、擔任幹部經
驗、特殊優良表現證明(如科展競賽
成果等)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少具備⼀項。
3.求學動機：⾼中學習歷程反思著
重修習⽣物科⽬或相關課程之動機
與⼼得，並請說明申請本系動機(可
於學習歷程⾃述中敘明)。
三、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社團活動經驗
3.擔任幹部經驗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理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社會⼼理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課程設計著重各應⽤⼼理
學領域之實務技術的訓練，並建立
與企業及醫院合作機制，提供學⽣
實習及⾒習機會。課程分為「認知
⼼理學」、「社會與性格⼼理
學」、「發展⼼理學」、「⽅法與
計量⼼理學」、「⼯商⼼理學」、
「臨床⼼理學」、「諮商⼼理學」
等不同領域。本校師資培育中⼼，
提供⼼理系學⽣修讀輔導類科教育
學程的機會，讓未來有志成為國、
⾼中輔導教師的學⽣，具備更廣的
就業選擇。
⼆、修課紀錄：著重國文、英文及
數學等科⽬之修讀情形與成績表
現。
三、課程學習成果：著重修習各類
課程之專題成果，或與科學領域相
關研習之書⾯報告。
四、多元表現：著重⾼中⾃主學習
計畫與成果、社團活動經驗、參與
社會服務活動、⼼理學有關之學習
成果、曾修習⼼理系相關科⽬先修
課程；另可檢附學⽣認為有利審查
之資料；以校內表現為優先。
五、所有資料準備重質不重量。
六、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社團活動經驗
3.服務學習經驗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法律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法政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社會領域
(4)科技領域
(5)綜合活動領域

3.學業總成績

⼀、⼀般⼈常誤解法律學習只是背
誦法條運⽤法典，其實，本系主要
在培養學⽣能獨立思考、具備邏輯
思辨能⼒，對各項議題充滿法律研
究興趣與熱忱、富含國際觀的學
⽣。多⽅涉獵⼈文科學或是⾃然科
學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有助於⽇後
進入本系理解各種法律規範內涵與
運⽤。
⼆、本系學⽣畢業後，⼀般給⼈的
傳統印象就是擔任司法官或是律
師，但實際上，本系很多畢業校友
在⼤學時期，以修習輔系或雙主修
⽅式跨領域學習，培養第⼆外國語
⾔能⼒(⽇文或德文等)，為⽇後多
元的職涯鋪路，例如：出國留學進
修，以同時取得外國律師證照，或
進入學術領域授課，或擔任企業主
管、執⾏法律遵循業務等。
三、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3.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服務學習經驗
3.競賽表現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經濟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財經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學業總成績

⼀、在資源有限、慾望無窮的⽣活
中，如何才能作出最適合的選擇？
經濟學以嚴謹的邏輯思考、科學的
資料分析來研究個⼈與社會應該如
何作決定。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和我
們⼀起學習、思考這些問題。
⼆、修課紀錄:著重英文、數學等科
⽬之修讀情形與成績表現。
三、課程學習成果:以語文及數學領
域相關課程之書⾯報告、實作作品
或學習成果綜合評分。
四、多元表現:可提供經濟、財⾦主
題活動，「數理」、「外語」、
「資訊」相關能⼒佐證資料，以為
審查參考。
五、歡迎數學表現好的同學，除了
考數學A，也可同時加考數學B。
六、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檢定證照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本系⾃訂個⼈資料表
2.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會計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財經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社會領域
(4)科技領域
(5)綜合活動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旨在培養敬業樂群的會計
專業⼈才，在商學管理、財務⾦融
的基礎上建構專業的會計智識與能
⼒，並強調國際觀與專業倫理，適
合以會計專業作為職涯規劃的同學
就讀。
⼆、在選才⽅⾯，本系重視申請者
之能⼒特質與求學動機、多元表
現、以及具體學習成果：
1.修課紀錄：強調整體學習表現
（類組、班排名百分比），並著重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等科⽬學習
表現。
2.課程學習成果：著重修習語文、
數學、社會領域、科技領域等課程
之專題成果、書⾯報告或實作作
品。
3.多元表現：著重⾼中⾃主學習計
畫與成果、特殊優良表現：如與本
系相關的學科表現（語文、數學、
社會領域、科技領域）及各類活動
或競賽的經驗、成果與收穫。
三、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3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本系⾃訂個⼈資料表
2.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企業管理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管理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學業總成績

⼀、本系選才理念：培養兼具廣度
與專業知識的T型管理⼈才、推動兼
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與研究、強調
學⽣態度與能⼒的養成、以及拓展
學⽣的國際視野與多元發展。選才
重視申請者之特質、多元表現、求
學動機與具體學習成果。
⼆、學習準備建議⽅向：
1.修課記錄：歷年成績單，著重學
⽣整體學習表現。
2.多元表現：包含社團活動、擔任
幹部經驗、檢定證照、特殊優良表
現證明等多元能⼒展現，著重學習
歷程、成果、收穫(反思)。
三、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無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社團活動經驗
2.擔任幹部經驗
3.檢定證照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佐證個⼈能⼒特⾊資料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管理學群及財經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
評量。

2.學業總成績

⼀、為因應全球經貿活動與國際企
業經營趨勢，本系以「培養國際
觀、⼈文素養之經貿與商管⼈才」
為宗旨。
⼆、為增進國際競爭⼒，學⽣須通
過英語能⼒標準才能畢業。
三、本系屬管理學群及財經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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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綜合評量。
四、修課記錄：歷年學業總成績，
著重學⽣整體學習表現，請提供修
課成果以為評量參考。
五、多元表現：包含⾼中⾃主學習
計畫與成果、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
品、特殊優良表現證明等多元能⼒
展現，著重學習歷程、成果與收穫
(反思)。
六、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無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3.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本系⾃訂個⼈資料表
2.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財務⼯程與精算數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財經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評量。

2.學業總成績

⼀、本系教育⽬標在厚植學⽣之財
務數理基礎，培養具有實作能⼒之
財務精算專業⼈才。適合對數理、
商管或財務數據分析相關領域有學
習興趣之學⽣申請。
⼆、學習準備建議指引包含：
1.修課記錄：
(1)參採申請⼈於⾼中階段所修習課
程之總表現(在校學業總成績)。
(2)參採申請⼈於⾼中階段修習與學
系相關領域科⽬之經歷或表現(數學
領域課程之修課經歷或課程成績)。
2.多元表現：參考申請⼈於求學階
段的⾃主學習計畫與成果、特殊優
良表現證明(如曾經參與的各種校內
外活動表現、經歷與證明)。
三、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無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社團活動經驗
3.擔任幹部經驗
4.檢定證照

學習歷程
⾃述

1.⾼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其他
1.本系⾃訂個⼈資料表
2.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資訊管理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資訊學群及管理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合
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教育⽅向重視創新科技及
配合國家社會需求，有關學科之準
備建議以英文及數學為重點，旨在
提⾼新知涉獵之基本素養及邏輯運
算等思維訓練。
⼆、爰此，選才重點如下：
1.修課紀錄：
(1)學業成績參考重點：學業總成績
(如班、校排名)及各課程學習表
現。
(2)修習與本系有關領域之科⽬或課
程表現，並說明動機、⼼得、規劃
及與個⼈能⼒之連結（可於學習歷
程⾃述中敘明）。
2.課程學習成果：著重歷程、成果
與⼼得(反思)。建議以英文及數學
相關課程的書⾯報告或實作作品為
主，亦可提供各類競賽與專題製作
之表現。
3.多元表現：⾃主學習計畫與成
果、特殊優良表現證明，如參加社
團、校內外活動、社區服務及相關
經驗之表現、收獲與⼼得。
三、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報告
2.實作作品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述

1.就讀動機
2.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其他 1.其他有利審查項⽬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本表僅係⼤學學系招⽣選才時，於申請入學第⼆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向，並非指學⽣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
例如：A學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之「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若學⽣未能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A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但另提供「服務學習經驗」，學系仍會以學⽣所提供之多元
表現情形，據以綜合評量。

東吳⼤學-資料科學系

項⽬ 內容

學習準備
建議⽅向

修課
紀錄

1.本系屬數理化學群及資訊學群1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中之課程2 等修課紀錄進⾏綜
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數學領域
(2)科技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學院著重資料科學跨領域應
⽤，以「整合」與「創新」為核
⼼，以「實務運⽤」為導向，致⼒
培育具實務經驗之⾼應變⼒的跨領
域數據⼈才，適合有志於透過數據
⼒來解決各個領域問題之同學，
如：國際經貿、財務⾦融、法律、
醫療、教育、社會、⾏銷、經營與
管理等。
⼆、在選才⽅⾯，重視申請者之多
元表現、求學動機與具體學習成
果：
1.修課紀錄：著重數學及科技領域
之科⽬選修與成績表現。
2.課程學習成果：著重修習數學、
資訊與科技等科⽬之專題實作作
品。
3.多元表現：著重⾃主學習計畫與
成果及與本系相關的學科表現（如
數學、物理、資訊、科學等）、服
務學習經驗、科展或與本系相關之
競賽成果、⾜以展現個⼈學習成果
之非修課紀錄作品；此外，另可檢
附學⽣認為有利審查資料。
三、詳細內容得參閱本校招⽣學年
度公告之「書⾯資料審查重點項⽬
及準備指引」。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多3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實作作品

多元
表現

學⽣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多10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中⾃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服務學習經驗
3.競賽表現
4.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學習歷程
⾃述 1.就讀動機

其他
1.本系⾃訂個⼈資料表
2.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備註１：⼤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中輔導及學習準備，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改變，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向。
備註２：綜合型⾼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般科⽬、專精科⽬)。
備註３：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國⺠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

備註４：學⽣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中，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讓⼤學學系看⾒學⽣的文化特質、能⼒與熱忱；如原住⺠學⽣可呈現原住⺠族文化與語⾔表現成果，以及對原住⺠族於當代社會所⾯臨各
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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