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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習歷程反思

就學期間，我透過課內學習和課外探索，發覺對「 資訊 」與 

「 數據 」領域深感興趣，我擅長將資訊應⽤在⽇常中，藉由開發程式、或導

入數位⼯具來提升⽣活效率、幫忙周遭的⼈解決問題。為了進入政治⼤學資訊

科學系學習資訊技術與數據分析的知識，個⼈於課內、課外做了下列準備：

課內學習：加強數理英⽂、建⽴實驗探究能⼒

課內學業部分，個⼈在⾼⼆即確定往資訊學群發展，因此選擇到數理資

⼯學群學習，我主要加強數學學科，藉由⾃⾏練習額外搜集的題庫、課後觀看

學校線上影⽚複習來達成，我也參加模聯社團加強英⽂聽讀與溝通能⼒，在⾃

學程式語法時也以查詢英語⽂獻為主，確保有銜接⼤學課程的基本知識。

此外我在⾃然探究實作課程培養實驗態度與團隊實作能⼒，我與組員以不同果

實形狀為研究主題，設計實驗並實地搜集素材，我應⽤數據分析的經驗，負責

⽤ Excel 軟體整理實驗資料製作報表，我也透過探究課程學習與同學團隊合

作、討論不同意⾒的優缺點並找尋共同接受的實驗結論。

課外多元表現：累積程式開發、數據分析經驗 

課外部分，我為了提前準備進入資訊科學系的知識，著重強化「 資訊程

式 」、「 數據分析 」兩⽅⾯的技能學習與經驗積累。

在資訊領域中，我⾃學程式開發與網站架設，藉此理解程式語法和資訊技術的

原理，也在設計演算法間接訓練邏輯，例如我開發⼀款幫⾼中同學查詢各⼤學

校系分則的 LINE 聊天機器⼈，公開⼀個⽉內破萬使⽤者︔線上教學期間，我

發現多數教師不習慣 3C 操作，建⽴網站《 教師吧 》彙整 Google Meet 教學資

源，協助⽼師轉型線上教學，這都是我⾃學程式開發後的實作成果。 

（ 下⾴還有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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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部分，我在⾼⼀開始經營個⼈部落格《 ⼯常張 Shawn 》，我使⽤ 

Google Analytics 定期檢視網站與⽂章的數據來調整寫作主題，⾸年就有五⼗萬

瀏覽量︔我也曾擔任科技媒體《 蘋果仁 》的⽂章 / 社群編輯，我⼀⼈獨⽴經營

之下，半年內 IG 帳號累積 1.2 萬追蹤者。

我透過經營品牌 Instagram 與個⼈網站學習數位⾏銷，我也運⽤ IG 和網站數據

分析⼯具洞察變化與趨勢，調整經營模式與題材，有效提升品牌帳號與⾃⼰網

站的瀏覽量與曝光。

跳脫離島框架，累積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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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離島限制，⽤所學幫助他⼈

個⼈在課內加深數理與英⽂學科之外，也在課外建⽴資訊、⾏銷領域的

經驗，學習程式開發、數位⾏銷與數據分析。我跳脫澎湖的地理框架，透過網

路極⼤化⾃學網站寫作、程式設計，還擁有媒體社群編輯的⼯作經歷，我對資

訊科技的興趣在實務中得到印證，這是⼀般同學沒有的經驗。

個⼈並沒有因為離島資源較本島少⽽放棄學習機會，⽽是主動發揮網路無弗屆

的特性幫助⾃⼰成長，進⼀步累積⾃⼰的課外作品與實作經驗。

我也把對資訊科技的認識與知識，⽤來解決⽣活問題與協助他⼈，例如我發現

紙本簡章過於厚重不易翻閱，我就運⽤程式開發的技能另外建⽴更好上⼿的

LINE 機器⼈，成功幫助許多⾼中同學免費、更⽅便的找校系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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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計畫

學習⽬標

個⼈希望以⾃身對資訊應⽤的興趣與相關發展，和之前從業科技媒體之

內容⾏銷等經驗加以發展，深入學習資訊於企業的應⽤、數位⾏銷、數據分析

的知識，於未來能協助企業運⽤資訊科技與數據優化營運，因此將在⼤學階段

透過系內課程、課外⾃主學習奠定相關知識與能⼒。

修課規劃表
 

若進入貴系，我將以下列計畫修習⼤學學程：

• ⼤⼀、⼤⼆除了完成⼀般必修，群修計畫選擇：

i) 資訊安全

ii) 資訊視覺化

• 選修課程預計選擇：

i) 機器學習概論

ii) 社群媒體概論

iii) 計算機概論

• 運⽤臺灣聯合⼤學系統，跨校選修資訊⼯程課程

我個⼈計畫在⼤學，深入學習資訊系統管理與數據分析兩領域的知識，以達到

協助企業運⽤資訊科技的⽬標。初期除了必修，我會選修資訊底層技術為主的

課程，增加基礎技能，此外由於我在⾼中也有經營媒體 Instagram 社群經驗，

因此亦選修相關課程來加深社群媒體⽅⾯知識。

（ 下⾴仍有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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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個⼈入學前（ 暑假到開學前 ）的前置計畫表： 

下為個⼈在學期間的學習計畫表：

計劃項⽬ 說明 原因

預習⼤學基本課程 

複習⾼中微積分、預先學習

計算機概論

在空⽩時段學習重點必修科

⽬，加快入學銜接課內課程

的速度。

程式語⾔學習

 

複習 C++ 語⾔，並⾃學 SQL 

語法

提前複習 C++ 語法，以及和

資料庫有關的 SQL 語法，入

學後能更有效率的學習專業

知識。

部落格網站經營 

增加個⼈部落格更新頻率與

內容主題，持續分享科技教

學與學習歷程製作⼼得。

透過依照個⼈經驗與所知撰

寫⽂章，協助學弟妹在⾼中

暑假安排⾃學主題或學習歷

程製作。

時間 學習內容說明 原因

⼤⼀ / ⼤⼆

 

加強基本學科，選修 Machine 

Learning、⼈⼯智慧、社群⽅⾯課

程

 

利⽤ Coursera 的 Google 官⽅課

程，⾃學專案管理、 IT ⽀援等，

並考取證照。 

 

著重基本必修，培養程式技

術之外，透過選修結合個⼈

社群經營的經驗補充學習。

利⽤ Google 線上資源學習，

提前獲得證照以利未來實習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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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畢業後的安排：

⼤三 / ⼤四

透過臺灣聯合⼤學系統選修他校

課程 

 

 

專題計畫：App 開發 

 

 

爭取科技公司 / ⾦融公司的 

實習機會 

 

 

利⽤此系統多⽅修習他校課

程，結合在校所學。 

利⽤資訊管理、 程式設計能

⼒，開發⼿機 App，以實際

運⽤雲端服務的操作、程式

開發與專案管理的能⼒。 

期望透過實習實務⼯作，瞭

解⾦融、科技公司的⼯作內

容，分析畢業前有無需加強

的技術與知識。

計畫 學習內容說明 原因

進入業界⼯作

 

 

初期以 MIS Engineer / Data 

Analyst 為⽬標職位，投入公司企

業⼯作

 

應⽤在校所學（ 資管、數據

探勘與分析 ）在過程建⽴實

戰能⼒與經驗累積，以⾃身

能⼒產⽣影響⼒，幫助企業

優化資訊領域。

個⼈網站經營

 

 

透過個⼈部落格分享在校所學、

⾃學技術筆記

 

將所學轉化為⽂字⼆次輸

出，⼀來複習學術內容，⼆

來協助網路搜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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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計畫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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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動機

申請動機

在⾼中三年裡，我⾃學了基礎的程式開發與數位⾏銷，更在我將對資訊

所知幫助他⼈時找到熱情所在，例如我在去年疫情期間，持續撰寫遠距教學相

關的⽂章時，曾被臺灣⼤學葉丙成教授轉發與肯定︔開發⼤學校系分則查詢 

LINE 機器⼈後，我也收到許多同學的感謝訊息等，上述回饋讓我知道⾃⼰的

付出和課外⾃學的知識可以幫助到許多⼈。

我發現我有能⼒、也喜歡將資訊科技⽅⾯的技能，⽤以解決⾃⼰⽣活的問題，

並進⼀步協助遇到類似問題的⼈，所以我希望能在⼤學往「 資訊科技 」這條

路繼續發展，在未來能運⽤資訊幫到更多⼈。

（ 下⾴還有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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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就讀資訊科學系，學習「 程式開發 」、「 數據分析 」來加深資訊的理

論知識與實作能⼒，並學習近年主流的⼈⼯智慧，期望未來能進入企業，協助

其運⽤資料分析現況、探討原因，與預測市場趨勢和優化業務，還能以資訊思

維解決非硬體、非資訊的問題。

為何錄取我︖

1. 專業能⼒，在⾼中已有數據分析與程式開發的作品與經驗

2. 樂於學習，課外⾃學程式語⾔，並開發作品幫助他⼈

3. 利他主義，將學習到的資訊技術服務他⼈

4. 跨域發展，結合程式、數據分析的技能相互加乘

個⼈在⾼中便發現對資訊的興趣，以及運⽤資訊服務他⼈的熱忱，因此在⾼中

累積基礎的程式開發、數據分析能⼒與實務經驗，像是開發 LINE 機器⼈或是 

Google Analytics 的操作。

個⼈亦能整合⾃身所學的能⼒，建⽴多元身份的連結，來改善⼯作的效率與⽅

法，讓每⼀個角⾊都能⽀持另⼀個角⾊，每⼀個技能都能升級另⼀個技能，讓

每⼀次經驗，都能替另⼀項專業增值 。

例如我結合程式開發和社群帳號經營，撰寫 Python 爬蟲程式爬取知名 KOL 和

國外科技媒體的 Instagram 帳號貼⽂來取得題材︔我也將數據分析經驗套⽤在

⾼⼆科展比賽，利⽤ Excel 軟體有效率的彙整實驗資料、提出洞察報告。

個⼈非常希望能進入政治⼤學資訊科學系，借助貴校豐富的學習資源與優越師

資，發展我資訊管理與數據分析兩⼤專長，未來能夠投入業界幫助企業解決資

訊技術的問題，並運⽤數據來作為關鍵決策的參考、改善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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