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職場體驗學習報告書 

一. 個人基本資料 

姓    名  出生日期  

報考校科系                                                         (依招生簡章填寫科系全銜)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電子郵件  

學    歷 畢業學校 學制班別 
起 

年/月 

迄 

年/月 畢業/肄業 

      

服務單位 部門 職稱 
起 

年/月/日 

迄 

年/月 
公司電話 

      

      

二. 自傳與報考動機 

1. 自傳可包含成長背景、個人特質、興趣等。 

2. 報考動機包含： 

報考本科系的理由、對於科系的認識(可參考各學系網站上所列出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課程地圖)、個人特質如何與本科系的專業結合。 

 

三. 職場體驗學習及雙週誌重點摘錄 

1. 工作內容與工作特性： 

例如說明擔任職務的工作內容、目標及該職務在整體公司或產業扮演的角色等。 

2. 工作帶給個人之成長： 



(1) 知識：透過職場體驗如何延伸及發揮原本在學校所學習到的專業，或描述在職場所學習

到的有別於校內新的資訊或概念。 

(2) 技能：在職場獲得的新技術，或過去在學校及生活中學習到的技能如何在職場體驗中活

用並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3) 態度：除了描述自己在職場中面對主管、同事、廠商與客戶時應對進退態度的成長外，

也可以描述自己在加入計畫前後，面對生涯規劃與發展時價值觀的不同。 

3. 職場體驗學習經驗對就讀大學的優勢： 

參考上述三點的職場學習與收穫，描述自己整體的成長與改變，並且說說看這些體驗結果

如何結合大學課程學習，實現個人的發展目標。 

4. 雙週誌重點摘錄；綜整 2年來雙週誌有關職場體驗學習之亮點經驗，例如： 

(1) 可以讓自己成長或印象深刻的職場事件。 

(2) 其他重要的收穫與學習。 

(3) 呈現自己階段性的成長與改變，例如從剛進入職場到現在的不同。 

(4) 參與計畫期間的獲獎紀錄、專業檢定或比賽經驗，例如：績效獎金、最佳員工等。 

 

四. 讀書計畫及未來生涯規劃 

1. 大學期間的讀書計畫： 

可以參考科系所開設的課程、課程地圖、職涯進路及發展、學校及學系相關修業規範等。 

2. 期待於大學主動學習及培養的重點方向。 

3. 未來畢業之後的生涯規劃。 

 

五. 在校期間多元表現 

1. 參與社團、擔任志工、擔任班級幹部、參加校內外競賽或工讀等之經驗描述。 

2. 取得證照、專業檢定、獲獎紀錄、研習活動、短期進修等特殊表現。 

 



六. 推薦信、技能證照或其他優良成果等佐證資料 

1. 推薦信：推薦人可為職場導師、主管或求學期間師長。 

2. 以上各欄佐證資料：包含上述求學期間或在職期間競賽獲獎證明、考取的證照、作品或

參與研習活動資料等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照片。 

 

 

 

注意事項： 

1. 本報告書為申請「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或「個人申請」之重要備審資料，

請務必詳述填寫，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利各大專校院審查。 

2. 本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附件，請填寫後依各相關入學管道招生簡章規定，完成網

路上傳（PDF檔）作業。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職場體驗學習報告書附件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推薦信 

 

申請人姓名：  

申請就讀科系：                  

說明：本推薦信之目的在協助瞭解申請人工作或就學狀況，其內容不對外公開。 

 

請推薦人填答下列各問題： 

1. 本人與申請人的關係：□職場導師  □單位主管  □師長 

2. 本人對申請人了解程度：□非常熟  □熟  □有點熟  □不熟  認識申請人______個月 

3. 本人與申請人接觸的機會：□頻繁 □偶爾接觸 □認識但不常接觸 

4. 在本人與申請人接觸的經驗，在下列各向度中，申請人之表現是：(請在下表適當處打勾) 

評估項目 
極優秀 

90%以上 

很優秀 

80%～90% 

優秀 

70%～80% 

佳 

60%～70% 

尚可 

60%以下 

無機會 

觀察 

學習動機       

工作熱忱       

溝通表達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思考分析       

領導能力       

5. 申請人其他重要優點或特殊表現： 

 

 

 

 

 

 

6. 整體而言，本人 □極力推薦，□推薦，□勉強推薦，□不推薦 申請人就讀貴系。 

推 薦 人：          女士/先生 

任職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請參加就學配套青年，務必於選擇報名校系後，列印推薦函寄件封面。並提醒推薦人

以掛號於各管道備審資料截止上傳時間前(含)在彌封處簽名（蓋章），寄至申請人欲申請之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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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學習及國際體驗報告書 

一. 個人基本資料 

姓    名  出生日期  

報考校科系                                                         (依招生簡章填寫科系全銜)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電子郵件  

學    歷 畢業學校 學制班別 
起 

年/月 

迄 

年/月 畢業/肄業 

      

體驗學習單位 部門 職稱 
起 

年/月/日 

迄 

年/月 
單位電話 

 (部門若無，免填) (職稱若無，免填)    

      

二. 自傳與報考動機 

1. 自傳可包含成長背景、個人特質、興趣等。 

2. 報考動機包含： 

報考本科系的理由、對於科系的認識(可參考各學系網站上所列出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課程地圖)、個人特質如何與本科系的專業結合。 

 

三. 體驗學習及雙週誌重點摘錄 

1. 體驗學習類型：○ 志願服務    ○ 壯遊探索    ○ 達人見習  ○ 創業見習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企劃核定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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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驗學習主題與目的： 

例如說明執行期間，志願服務以環境保護為主題，目的是學習保育方式並導覽民眾了解自然

環境；壯遊探索以踏查臺灣小百岳為主題，目的是體驗臺灣之美並增進生物多樣性知識。 

3. 體驗學習執行情形： 

(1) 執行內容簡表 

體驗學習類型的執行區間、執行主題、地點、單位名稱等，請列表呈現。例如- 

起迄年/月 

(期程) 

體驗類型 執行主題 地點 單位名稱 備註 

106.8.1~107.12.31 

(為期 1年) 

志願服務 

(為主) 

服務老人 嘉義市 OO 老人安

養中心 

安養中心提供

住宿 

107.1.1~107.7.31 

(執行期間的假期) 

壯遊探索 

(為輔) 

登山健身

探索山岳

之美 

臺灣小百岳

選 擇 000 、

000…等 10座 

無 假日參加登山

社學習登山技

能、爬山壯遊 

(2) 執行內容說明 

具體說明執行企劃的內容，例如體驗學習過程當中的發現、遇到挫折或困難時如何面對解決、

經費來源與實際支用情形…等。 

(3) 執行成果 

具體說明達到執行目的情形，帶來的改變與影響等。 

4. 體驗學習帶給個人之成長： 

(1) 知識：透過體驗學習如何延伸及發揮原本在學校所學習到的專業，或描述在體驗學習過程

所學習到的有別於校內新的資訊或概念。 

(2) 技能：在體驗學習過程獲得的新技術，或過去在學校及生活中學習到的技能如何在體驗學

習中活用並促進個人成長。 

(3) 態度：除了描述自己在體驗學習過程中面對單位主管、同事、民眾時應對進退態度的成長

外，也可以描述自己在加入計畫前後，面對生涯規劃與發展時價值觀的不同。 

5. 體驗學習經驗對就讀大學的優勢： 

參考上述的體驗學習與收穫，描述自己整體的成長與改變，並且說說看這些體驗結果如何結

合大學課程學習，實現個人的發展目標。 

6. 雙週誌重點摘錄；綜整 2年來雙週誌有關體驗學習之亮點經驗，例如： 

(1) 可以讓自己成長或印象深刻的體驗學習事件。 

(2) 其他重要的收穫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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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呈現自己階段性的成長與改變，例如從剛開始執行企劃到現在的不同。 

(4) 參與計畫期間的獲獎紀錄、專業檢定或比賽經驗等。 

(5) 其他體驗學習過程相關紀錄，例如相片圖文(5~10 張，附圖說)、影像錄影(提供 youtube

連結網址)、臉書粉絲專頁或 IG (截圖摘要圖文 5~10則，並提供連結網址)。 

四. 讀書計畫及未來生涯規劃 

1. 大學期間的讀書計畫： 

可以參考科系所開設的課程、課程地圖、職涯進路及發展、學校及學系相關修業規範等。 

2. 期待於大學主動學習及培養的重點方向。 

3. 未來畢業之後的生涯規劃。 

五. 在校期間多元表現 

1. 參與社團、擔任志工、擔任班級幹部、參加校內外競賽或工讀等之經驗描述。 

2. 取得證照、專業檢定、獲獎紀錄、研習活動、短期進修等特殊表現。 

 

六. 推薦信、技能證照或其他優良成果等佐證資料 

1. 推薦信：推薦人可為體驗學習單位導師、主管或求學期間師長。 

2. 以上各欄佐證資料：包含上述求學期間或體驗學習期間競賽獲獎證明、考取的證照、作品

或參與研習活動資料等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照片。 

 

 

注意事項： 

1. 本報告書為申請「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或「個人申請」之重要備審資料，

請務必詳述填寫，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利各大專校院審查。 

2. 本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附件，請填寫後依各相關入學管道招生簡章規定，完成網

路上傳（PDF檔）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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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學習及國際體驗報告書附件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推薦信 

 

申請人姓 名：  

申請就讀科系：                  

說明：本推薦信之目的在協助瞭解申請人體驗學習或就學狀況，其內容不對外公開。 

 

請推薦人填答下列各問題： 

1. 本人與申請人的關係：□單位導師  □單位主管  □師長  □其他______________ 

2. 本人對申請人了解程度：□非常熟  □熟  □有點熟  □不熟  認識申請人______個月 

3. 本人與申請人接觸的機會：□頻繁 □偶爾接觸 □認識但不常接觸 

4. 在本人與申請人接觸的經驗，在下列各向度中，申請人之表現是：(請在下表適當處打勾) 

評估項目 
極優秀 

90%以上 

很優秀 

80%～90% 

優秀 

70%～80% 

佳 

60%～70% 

尚可 

60%以下 

無機會 

觀察 

學習動機       

學習熱忱       

溝通表達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思考分析       

領導能力       

5. 申請人其他重要優點或特殊表現： 

 

 

 

 

 

 

6. 整體而言，本人 □極力推薦，□推薦，□勉強推薦，□不推薦 申請人就讀貴系。 

推 薦 人：          女士/先生 

任職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請參加就學配套青年，務必於選擇報名校系後，列印推薦函寄件封面。並提醒推薦人

以掛號於各管道備審資料截止上傳時間前(含)在彌封處簽名（蓋章），寄至申請人欲申請之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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