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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歷

台中市立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 英文能力檢定
台中市立黎明國中

台中市立大墩國小

108年10月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等級A

￭ 班級幹部經歷

￭ 志工經驗
一年級下學期：總務股長

英文小老師

二年級上學期：總務股長

二年級下學期：總務股長

三年級下學期：總務股長
數學小老師

￭ 社團經歷

一年級：廣播研究社

二年級：投資理財社
（擔任公關一職）

經濟學系

關懷心

積極

同理心

自省

￭ 個人特質

106年11月 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合格

106月12月 八校聯合大義賣

107年 5月 花現STEAM創意競賽 攝影

107年 7月 牛頓科學營 隊輔老師兼攝影

￭ 特殊表現

107年11月～108年5月 校內綠光計劃
同儕輔導活動

108年5月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107學年度第2學期 GMO檢定實作

簡 歷 表
簡
歷
表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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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一、家庭影響
自

傳

「生活的巨變，使我成長、堅強、獨立」

我是個生長於單親家庭的孩子，父母在國小四年級時離異，離異

之後我與媽媽一起生活，生活突然的改變讓我一度不知所措，經過一

段時間的沉澱，我好像突然一下子長大了，我開始懂得體諒媽媽的辛

勞，知道自己要更獨立，不要造成媽媽太沉重的負擔，也慢慢能感受

到媽媽的心情變化，開始和媽媽聊天、談心事、聊人生，從一個原本

無憂無慮的小孩，瞬間蛻變成懂事並且獨立的小孩。

「適應生活的能力來自家庭的改變」

由於家庭的改變，我必須在短時間內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腳步，

努力讓生活回歸正常，因此這也造就了我之後承受生活變化的能力，

我會設法調適好自己的心情，努力適應接下來的生活，因為我相信想

辦法適應遠比抱怨來得有意義。

二、理念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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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是要超越別人，而是要超越自己。」

在學習過程中，比起與別人處處比較，我更在意自我成長，我追

求的是比前一天的我更好，而不是超越某個人，因為有些事情對其他

人很簡單，但對自己卻是一大挑戰，我認為突破自我比超越他人更能

獲得成就感，立下自己生命中的里程碑，比任何其他外在的名次、獎

項更來得有意義，因為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一無二的，優點、缺點、

興趣、專長、能力都不盡相同，如果要永遠仿造別人追求人生，那自

己的人生就會變得索然無味，毫無獨特性，因此我認為超越自己，比

超越他人更加重要，我應該做的是規劃好自己的人生，勇於突破自己，

那才是我生活的最高信仰。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可是我們的未來是自己去改變的。 」

我並非在很完美的家庭下成長，但我並不會因此氣餒或是自暴自



自

傳

棄，反而將這些看似阻礙的事情，化成前進的動力，因為我深深相信

一個人的出生並不會決定一個人的未來，未來成功與否取決於實際行

動與自我價值觀。只要我努力朝我想要的未來努力，比別人多付出一

點，我相信有一天一定會讓我的生活有所改變。除此之外，我也感謝

老天爺讓我生在不那麼完美的家庭，因為我相信我經歷過的這些會成

為往後生命中的養分，讓我不管是在人際、家庭、待人處世上更成熟。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三、活動參與及人格養成

投資

理財社

聯合寒訓

人 格

養 成校內

綠光計劃

智慧鐵人

創意競賽

• 領導能力

• 溝通協調能力

• 危機處理能力

• 自省能力

• 關懷心

• 同理心

• 表述能力

• 勇於挑戰

• 善於傾聽

• 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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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動
機

增強經濟分析能力

▪ 培養國際觀

在這個全球化的世代，各國之間環環相扣，產業之間的連結

都十分密切，因此我希望我能培養良好的國際視野，分析各國

之 間的經濟狀況，用更廣的視野看世界，進而幫助台灣經濟在

國際 上有更傑出的表現。

▪ 增強經濟分析能力

現在房價高漲，但薪水卻毫無起色，造成許多人買不起房子

的情形，而我認為這跟台灣現在的整體經濟有一定的關係，若我

能擁有專業的經濟分析能力，利用有限的資料，預期未來的景氣

發展，那就可以幫助民眾找到合適的買房時機，減輕大家的負擔，

因此我希望能進入經濟系，厚實自己的經濟專業知識，並且在未

來運用在實務上。

▪ 社團課程驅使

我高二社團參加「投資理財社」，在課程中老師會盡量以我

們能思考的方式向我們解釋現在的股市市場，雖然有些較專業的

用詞或說法還是依然不太清楚，但卻讓我對這個領域有了興趣，

因此我希望在大學四年能夠慢慢增強我在經濟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也能實際運用在實務上。

成大

經濟學系

培養國際觀

社團課程驅使

一、申請動機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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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經濟分析能力



申
請
動
機

下二圖是社團老師推薦使用的APP「股市大富翁」中我從2018年11 

月到2020年3月的資產情形。 備註：股市大富翁是一款透過虛擬投資鍛

鍊投資股票能力的一款應用程 式，一開始程式會先給玩家一筆投資金

，玩家藉由這筆投資金自由買賣 股票，股票行情比照實際情況。

▪ 心得感想：

這個遊戲讓我體會到投資股票一定有賺有賠，而且股票市場的

波動也會隨實際現況所影響，像是從左下圖就可以明顯看出股票從

今年過年後就有下跌的趨勢。雖然玩這個遊戲時賠的比賺的多，但

是我相信只要我再多學習一些分析股市的技巧，我一定能在這方面

有所進步。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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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計
畫

二、讀書計畫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6

短

程

▪ 持續擴充英文單字量

▪ 養成閱讀英文文章的習慣

▪ 複習高中公民經濟部分

▪ 多關注國際、國內相關時事

▪ 閱讀《不當行為》

中

程

▪ 努力完成系上學業

▪ 兼任家教，貼補學費，減輕家人負擔

▪ 積極參與系內活動，開闊自己的視野

▪ 持續提升外文能力，為交換學生做準備

▪ 爭取交換學生機會，開拓國際視野

▪ 爭取實習機會，將所學運用於實務上

▪ 關注國際議題，和同儕交流意見與想法

長

程

▪ 一邊工作，一邊就讀研究所，持續擴充自己的實力

▪ 擔任國際志工，體會社會疾苦

▪ 持續關注社會狀況，發揮所學，回饋社會



社
團
參
與

投資理財社

聯合寒訓

由於與友社的距離較遠，溝
通與協調更顯得重要與艱困，身
為社內的公關，我依舊透過社群
軟體聯繫，並且順利的完成此次

的活動規劃及相關事項。

由於和參訪公司的溝通問題
，到活動前一天我們才被告知預
約尚未成功，經過各幹部緊急開
會討論，另行安排地點讓學生參
觀，最終化解這場緊急危機。

反 省

活動之後我們也討論出這次
活動的缺失及改進空間，並且找
出表現優異的地方，給下屆學妹
作為活動承辦的參考，也作為我
下次辦理活動的經驗參考。

我在此活動中擔任公關、隊輔的職位，安排社員參訪風傳

媒、股票博物館，提前準備交通資訊，帶領社員搭火車、捷運

完成此次的寒訓，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東西。

領 導 溝通協調
此活動中我擔任小隊輔一職，

學習到如何帶動小組氣氛，細心
謹慎地照顧每個人，領導組員順
利完成這次活動。

危機處理

一、社團參與－投資理財社 建中、北一女聯合寒訓

▲ 寒訓大合照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7



二、特殊表現－校內綠光計劃 同儕輔導活動

「應該讓別人的生活因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

此活動主旨在幫助剛入學學妹適應高中生活，給她們課業 及心

靈上的關心和協助，而我希望我能實際付出行動去幫助、

關懷這些還在適應高中生活的學妹，因此我主動參加這次活動，

希望能為她們盡一份心力，讓她們在這個陌生環境感受到安全

感及歸屬感。

特
殊
表
現

同理心

表述

能力

此活動讓我學
會如何關懷、
傾聽、給予他
人力量。

關 懷

在活動中我學
會如何運用說
話技巧安撫學
妹，讓對方心
情得到緩解。

此活動讓我更
能站在別人的
角度思考，並
且嘗試理解對
方的感受。

▲ 綠光培訓小組合影
▲ 綠光培訓證書▲ 綠光服務證書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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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表現－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特
殊
表
現

挑戰

溝通
能力

傾聽

這是我第一次和同學組隊參加校外競賽，對我來說是

一次很珍貴的經驗，即使最後沒有得名，但這次的經驗讓

我了解到走出校園的重要，不僅校內活動，校外活動更要

積極參與，才能有更廣的眼界。

在此活動中，我體認到溝通的重要性，唯有透過溝通，

才能將彼此的意見整合歸納，一起分析、討論解決問題的

方向與看法，以彌補自己思慮不足之處。

在這次經驗中我了解到在團隊中，傾聽占了很重要的

一部分，我必須多方接收訊息，接受對方不同的意見，才

不會導致自己一意孤行，做出不好的決定，再者，我認為

傾聽也是一種尊重，在團隊中，每個人都有發表建議的權

力，而不是唯我獨尊，一概駁斥他人的發表。

▲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參加證明▲ 組員合影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集體是力量的源泉，眾人是智慧的搖籃。」

9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封面

成
果
作
品

內頁

▲ 選修課（探索世界GO！）成果發表-花博行程設計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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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頁

摺
頁
設
計



證

明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 服務學習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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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獎懲明細



證

明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 全民英檢中級合格證書

▲ 五學期幹部證書 ▲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等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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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明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陳亭余

▲ 八校聯合大義賣 服務證明

▲ 牛頓科學營 服務證明 ▲ GMO檢定實作高瞻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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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方献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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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Personalities

喜歡動腦思考分析
邏輯清晰
擅長和人團隊合作
專注力高

幹部經驗Cadre Experience

高一上國文小老師
高一上選修看電影學英文小老師
高一下國文小老師
高二上電影社幹部:活動

修課&檢定 Courses & Certificates
高一下 Arduino C實作課程
高二下英文博客
多益 770分
學測英文聽力 A級

特別經驗Special Experience

高一下日本教育旅行
國二奧林匹亞數學競賽
國二卡內基課程
國三英文會話寒假營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方献霖

興趣嗜好Hobbies

音樂製作
電影影集
電腦遊戲

About Me



家庭 獨立自主
爸媽從小就對我的教育學習沒有太

大的限制，國中也是選擇家旁的偏

鄉國中就讀，他們認為開心念書比

較重要，比起明星國中的升學壓力，

過得開心有自主想法才是他們注重

的。家裡還有一個小我8歲的弟弟

比我更需要父母的陪伴，讓我意識

到需要學會為自己負責，加上爸媽

不會苛求我的成績，所以上進的動

力是源於自己，知道自己是可以達

得到的而去努力。

偏鄉 力爭上進
國中時父母選擇附近的國中就讀，班

上只有20人，一年級只有3個班，因

此要維持好名次並不太難，但是上了

好的高中之後，成績直接掉到班排倒

數，當時的我不習慣自己居然考得如

此差，於是決定認真念書證明自己讀

偏鄉國中不代表比別人差，也慢慢的

往上爬，爬到了高三上一次班排第5的

好結果，也讓我學到了努力能克服自

己的弱勢，且有努力上進的心加上好

的資源便能造就成功的自己。
國中領市長獎時全家照

簡圖說明

家庭與學校



個人特質及優點

邏輯思考X解決問題

探索新知X愛好實作

● 園遊會我們這組賣炸薯條，遇上
人潮太多製作來不及的狀況，在
大家手忙腳亂之時，我分配我們
這組的人力，像是分配收銀只需
1人，反而分配在原料跟炸薯條
的部分更需要多點人，因為我合
理分配後成功紓解這次的危機。

● 就讀二類組的我接受理科跟數學
的薰陶，造就腦袋邏輯好且能客
觀的分析事情。

● 在上課時學到新的思考方式都
會感到特別新奇，有些還能推
翻我以前錯誤的觀念，這種學
到新知導正錯誤而進步的感覺
讓我很有成就感。

● 高一下時選修arduino課程，
裡面需要很多的邏輯思考像是
要怎麼編寫讓事情的發生連貫，
最後作業是自己想一個計畫並
實作出來，我和隊友想出了一
種風扇，能在電腦超過一定溫
度時開啟加強散熱。

和同學討論中

● 守時觀念是從小培養而來，在求
學階段“遲到”是從未發生過的
事，因住離校較遠校車都是6點
15分就到站，但是未曾錯過校車，
所以守時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時
間管理的基本。

● 做好時間管理~在準備學測時我
便善用此原則，適度分配來加強
較弱科目，到大學之後我依然會
保持這習慣只有做好時間管理才
能掌握時間。

時間管理X掌握時間



高專注力X自主學習

高一到高三上成績成長圖，從倒數5名到班排第
5

善於擇友X團隊合作
● 我認為朋友是一輩子的資產，可

以在困難時互相扶持，我可以教
別人我擅長的科目，並從中檢視
自己也能得到成就感，而別人也
能教我他擅長的，所以我和身邊
的人都保持良好互動，因為朋友
多是有益無害的。

● 而課堂中常常會需要分組合作完
成作業，這個時候如果有效率的
分配每個人力，可以達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在團隊合作時我會擔
任分配主導的工作，提議大家都
提出意見並公平分配每個人的工
作，讓每個人發揮專長並發揮價
值。高一時日本教育旅行和日本高中生

合作討論

● 高一時成績慘不忍睹，幸好當
時有意識到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開始改變自己力爭上進，才從
校排264名爬到120名。而努
力的背後是每天的晚自習，時
常留在學校或是清大的圖書館
讀到10點。

● 而我的補習班有特別的教學方
法是考完試後不會給你答案要
自己去嘗試解，重視的是自己
理解的過程，所以我從國中就
養成自己去尋找答案。而這樣
的習慣使我在學習時能夠從根
本去了解學習事情，自己推理
一遍之後更能掌握得當。



因為從小時候就喜歡英文歌而且在
玩很多遊戲時都會接觸到英文，接
觸到不會的單字就去查或是從前後
推敲意思，而我怎麼增進自己英文
實力呢?我在看英文影集及影片時，
時常開啟英文字幕或是單純用聽的
練習英文跟英文聽力。

電影影集~培養實力 樂於閱讀~日積月累

因國中小學校推動書香閱讀,且無升
學壓力漸漸養成了閱讀習慣,舉凡傳
記漫畫,小說…覺得閱讀是一種樂趣，
之後也讓我在學習上有很大幫助,可
以很快理解題目意思,在寫作上或與
人溝通方面也獲益良多。

興趣與嗜好

音樂創作~揮灑創意

在高一時夢想成為音樂製作人而自
己學用電腦軟體做音樂，不只在學
校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高二時
也跟朋友合作一首歌當作期末作業，
在製作音樂的過程中，要從零開始
編，從鼓組到主旋律一步一步把自
己的想法付諸實現。
而我也有參與學校的畢業歌製作，
想找回因課業而無法實現的夢想，
和朋友合作的過程中我倘若找回當
初的夢想。

正在製作音樂的我



選擇經濟系

高一時，堂姊考上台大經濟系，因為她的原因開始對經濟
系有了了解及興趣，也問了她很多有關經濟系的問題，而高
二上課時學到了機會成本的概念，更開始感到了濃厚的興趣，
並覺得能在有限資源內達到最好的選擇可應用在很多方面上，
例如念書時分配時間跟花錢時花在刀口上此類事情上，像是
我在準備學測時就貫徹了這個想法，就把可以用的時間理性
的分析跟安排如何運用，如適當分配休息跟喜歡不喜歡科目
交錯安排。
而未來我希望能成為統計精算或市場分析方面的工作，於

是經濟系變成了我的好選擇。

為什麼羅馬數字沒有零?因喜歡數字所以在數學上就奠定了
好的基礎，國中時也代表學校參加奧林匹亞數學競賽，有優
異的數理能力，加上理組生的理性讓我可以清晰冷靜的分析
事物，我也能從不同角度去審視一件事情，做出最好的判斷。

3.思考社會現象新角度

1.邏輯思考

經濟系能給我....

一. 基礎

二. 確定

能夠有系統的分析事情，並看出事件中的因果關係。避免錯誤
歸因的可能，且找出問題的源頭。

2.統計分析能力
透過統計分析可以了解到不同事件間的相關性，並使用數據客
觀的呈現，判斷實驗結果的準確性。統計分析也可以使人們，
剔除若有似無的因果關係，並在最後做出準確的假設。

社會上常常發生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我認為經濟系可以使
我有能力透過假設並驗證的過程，來了解這個社會的運作。除
此之外，經濟系也能使我具備發現問題的能力，且更深入的探
索社會上的經濟問題。

WHY ECONOMICS?

申請動機



近
期

語言 GOAL:磨練英文能力
HOW:閱讀英文書籍、看外國影集跟影
片、空閒時聽ICRT電台

課程 GOAL:先修微積分
HOW:每周六去補習班用電腦學習微積
分課程
GOAL:了解大一課程內容
HOW:上網查詢相關資料、詢問堂姐課
程內容

旅行 GOAL:規劃火車國內環島旅行

大一 大一時不能只玩樂荒廢課業，要好好學
習奠定良好基礎才是，像是經濟學原理、
統計學、微積分，而除了課業我也希望
可以參加社團，並培養不同興趣，而參
加社團更是培養人際關係的重要地方，
而除了這些之外我也希望可以輔修或是
雙主修工資管系。

大二 大二時的總經個經及統計更是經濟學的
一大重點，我希望能用大一所學去好好
學習，除了講師所教授的內容外，會更
一步與同學針對課程再作互相研討，讓
我的基礎更加紮實穩固。

大三 除了修完大三的基礎課程外，我希望可
以去國外交換學生，除了增廣見聞之外
更是磨練英文跟人際關係的一大利器。

大四 大四我決定按照自己的興趣去選擇要修
哪些課程，我對於程式設計也非常感興
趣，所以我打算去修電資學院的課程，
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中
期



在大一到大四我希望做到把經濟系本身學好另外
再多學資訊相關的課程。
畢業後我希望繼續攻讀研究所，選擇管理或是經
濟類的研究所深造自己，最後再出去找一份可以
學以致用的工作，一展長才。

長
期

，



特別經歷及修課

在高一上時參加了學校跟日本的
姊妹校合作舉辦的日本教育旅行，
在期間有兩天都是待在姊妹校和
他們的高中生互動，而在語言不
通的狀況下用英文和比手畫腳溝
通，甚至還分組一起完成一份學
習單，這次活動讓我增加見聞也
加強我的溝通合作技巧。

高一下時選修了我感興趣的
Arduino C課程，內容是結合程
式語言跟實作，而我不只加深學
習了程式語言更和同學完成了一
個作品，我們做出了感溫風扇，
能在電腦溫度過高時自動開啟幫
助散熱，而平常則關閉。

高一日教旅行大合照

Arduino C 電路設計圖

高一日本教育旅行

高一修程式實作課程



高三程式+實作成品

考完學測後，同學找我一起實作Arduino專題，而我們經
過討論交換想法之後決定製作自動感應垃圾桶，經過蒐集
資料及和老師討論之後，開始動手實作，而在其中我們人
數有7人，於是分工合作非常重要，在了解每個人的專長興
趣之後，分配每個人的工作後，而我的部分是程式碼。
而我在這次實作中又對程式語言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且也
更加強和人溝通合作的能力。



TOEIC:770分

英文寫信馬拉松是為
了世界上不人道的事
件發聲，累積許多人
的力量積少成多影響
世界。

英文相關檢定及證書

學測英聽:A



社團幹部證明

我在高一時因緣際會進入了電影社，社團裡的大家也都很
友善，不只認識一樣喜歡電影的朋友，更感覺進入一個大
家庭。
而高二時我選擇繼續留在電影社，但是我決定為社團裡的
新進學弟妹和同屆同學們服務，所以當了社團幹部負責活
動方面，擔任期間舉辦過交換禮物以及主持每次的投票-選
擇看甚麼電影，我也從中學到要怎麼主持活動。



班級幹部證明

高一時和同學一起擔任國文小老師，而分內工作包含登記成
績及發考卷，甚至要使用Excel把資料打成表格給老師，也因
此我學會了使用部分Excel的功能
而高一上擔任看電影學英文選修的小老師，不只要幫老師處
理電腦事務還常常要上台示範。
課堂最後的作業是選一部電影的片段去配音，不只考驗英語
發音還要發揮創意。



參考３
資料皆為學長姊意願性提供 僅供參考



自傳 

11.個人簡介  

姓名 許博勛 

住址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76 巷 7 號 3 樓 

家庭成員 

/工作單位 

（父）許廷安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母）張舒晴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妹）許博甯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四年級 

就讀高中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班級幹部經歷 高一下：圖書股長 

高二上：服務幹事 

高二下：服務幹事 

高三上：康樂股長 

高三下：學藝股長 

社團幹部經歷 高二上：魔術社活動長 

高二下：魔術社活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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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angle

Rect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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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背景 

獨立自主的成長過程 

從小到大，父母並未加諸給我太大的壓力，讀書對我而言，

是自己的選擇。父母告訴我，如果不喜歡唸書，可以學個一

技之長，不論餐廳學徒或工地做工，他們都不會反對。雖然

他們不會給我讀書壓力，但我深知對現階段的我而言，讀書

是最輕鬆的路，因此，即便沒有壓力，我也不會荒廢課業。 

3.個人特質 

喜歡與人互動，外向活潑，擅長製造歡笑，也樂於嘗試完成

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追求成就感。喜歡與各式各樣的人來往，

以便拓展自己的視野。此外，對自己有興趣的事物會比較執

著，會專心精研投入其中。 

4.社團經驗 

①2015～2017 板橋高中魔術社活動長 

 高一時因直屬學長推薦而加入魔術社，由於魔術社當時人

很少，甚至面臨倒社，因而與學長與同屆社員擁有濃厚感情，

並於短短一年內多次公開表演，以提升魔術社在敝校內的名

氣。高二時，由於名氣的提升，魔術社員由原本 14 人擴增

至 50 人，並擔任活動長一職。 



②2016～2017 板橋高中合唱團男低音部員 

 校內高一班級合唱比賽發現自己對合唱的興趣，於是加入

了板中合唱團，並擔任男低音部員。 

於 2017/3/4 獲得全國學生歌唱比賽—混聲合唱優等；同

年 4/22 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福佬語系優等。 

5.課外活動參與 

①休士頓 NASA 太空總署營隊(2013/1/19~2/7) 

國一寒假參加了「休士頓 NASA 太空營隊」，是一個結合「科

學」、「管理」與「太空主題」的研習課程。NASA 老師將要

進行的課程內容，以專案的形式讓學員進行分組團隊實務演

練，在預算之內完成指派的任務：像是火星探測車的研發、

火星基地規劃、兩截式火箭製作與發射等，以主題性與開放

式的帶領方式，學習到預算管理、時間管理、對專案背景的

基本認識，還有團隊合作等，開拓了國際觀的視野。 

②新加坡花菲衛理中學交換學生（2013/6/3～6/6） 



國一下學期獲選參加與新加坡Fairfield High School短期交

換學習，這是我第一次用全英文上數學、化學、物理等科目，

也體驗到不同的教育系統，在新加坡，七點就要上學，兩點

半放學。放學後強制參加類似台灣學校社團的 CCA 

(Co-Curricular Activities)，包括藝術、體育。新加坡每個學

校不同的 CCA 會定期舉辦比賽或表演，在 CCA 表現優異的

學生在升學時享有加分資格。個人覺得這個制度很不錯，「強

迫」學生玩，要學生能”work hard, play hard”，而非死

讀書。 

③ 香港大學參訪(2016/4/17~4/22） 

高一時獲選參訪香港大學，六天的時間，旁聽全英文授課的

醫學、化學與經濟等課程，我被震懾，也被深深吸引。印象



深刻的是港大教授們不會因為我們是高中生而「放水」，依

舊是照常以全英文授課，以及努力和我們互動。港大的心理

學教授在我們旁聽時，請我們上台發表自己的意見，當時真

是緊張，只能勉強的給出短短的意見，在那一刻，我明白除

了英文能力尚不足夠，思辨能力也待加強。 

        （圖為我與港大化學材料系教授Benny Chun合照） 

另外，也參訪了香港當地中學，在與該校學生交流後，發現

自己的世界觀實在狹隘，當他們對世界時事侃侃而談時，我

卻只能點頭附和，此趟香港學校參訪的體驗，給了自己太過



渾噩度日的警惕。 

④ 會計師公會「2016 會計教育向下紮根」（2016/1/25） 

由於父母從事與財金相關工作，高一寒假時參加會計師公會

舉辦的一日小營隊，概略了解會計師這個行業及其考試範圍，

雖然一天的時間很短，但體會到專業的重要，各行各業均應

有札實的理論基礎，才能落實於實務，與時俱進。 

⑤ 藍帆志工團 

藍帆志工團由板橋高中學生組成，舉辦各項志工活動，例如

老人看護及唐氏人士陪同活動等。 

老人照護是志工團所有活動中，我最常參加的。第一次去照

護老人之前，原本我是抗拒的，直到在陪伴老人的過程當中，

發現老人們從原本的死氣沈沈到稍拾起活力，讓我明白他們

要求的不多，只是想要有傾訴的對象，這讓我體會到社會關

懷的重要。 

 



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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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與增進英文能力 

①閱讀英文雜誌、文章 

②聽英文歌、看美國影集 

③持續去英文補習班上課 

閱讀經濟相關書籍 

① 思辨賽局：看穿局勢、創造優勢的策略智慧 

② 資本社會的 17 個矛盾 

遠 

 

程 

中 

 

程 

  學業 

①系所規定課程 

②參加英文檢定考試 

 目標： 大二結束前 TOEIC 900、 

畢業前 TOEFL iBT 85 & GMAT 700 

  ③輔修與程式設計相關科系 

其他 

①到企業擔任與財金相關的工讀生 

②參加海內外志工營隊 

 

畢業之後 

①考取研究所： 

選擇財經相關的研究所（經濟、會計或財管等） 

②就業： 

優先選擇金融業或會計師事務所 

 



申請動機 

受到父母從事財金工作的影響，我對財金議題有興趣，

尤其是社會科學與商學之根本-經濟系。經濟學能拿來分析社

會現象。比如 Gary S.Becker 的經濟學帝國主義，George 

A.Akerlof 的信息市場概念，還有我最有興趣的賽局理論等

等，都讓我很是著迷。另外， 貴系課程的設計著重於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所需修習的課程有基礎的經濟學原理、有經

濟分析工具領域、應用經濟領域及自由選修其他課程等，我

希望用自己不錯的數學邏輯力加上經濟學理論，幫助我拓展

財務金融的視野。最重要的是，  貴系在台灣的經濟系數一

數二，非常優秀，且成功大學有優良與完整的校系，可以輔

修其他科系，優化跨領域的學習，讓我毫不猶豫地設定  貴

系為第一志願。 

 



其他 

 

（附件一）KPMG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行長林琬琬會計師推薦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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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香港大學參訪證明 （附件三）會計師公會活動參加證明 

（附件四）2016 寫信馬拉松行動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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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藍帆志工社 參與證明 

（附件六）板橋高中綠光幹部研習營 參加證明 （附件七）班級、社團幹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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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扶輪社授予板中合唱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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