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涯計劃書 範本二 

系級：資訊管理學系 

生涯計劃書 

自

我

分

析 

個人特質 

(包含個性、能

力或興趣) 

1. 穩重、負責：對於自己分內的工作都力求盡善盡美，即使面對困難

仍能保持冷靜，把事情做到最好。 

2. 合群性佳：勇於參加班上團體比賽，及體育賽事，為班上貢獻一份

力，進而發揮所長，取得好成績。 

3. 主動積極：在課業方面積極學習，不斷力求進步。 

4. 其他興趣及專長： 

(1) 曾學習過二胡及鎖吶，並在新竹城隍廟北管團團體演出。 

(2) 對資訊產品的製作及規格感興趣。 

(3) 對於電腦繪圖及 flash 動畫製作略懂。 

學歷 
學

歷

1.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四技日間部 

2. 磐石高級中學 資料處理科 日間部 

 

證照/研究 

1. 勞委會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技術士證 

2. 勞委會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技術士證 

3. 勞委會 會計事務丙級 技術士證 

4. 電腦技能基金會 PhotoImpact 10.0 進階級 

5. 電腦技能基金會 PowerPoint 2003 專業級 

6. 電腦技能基金會 WORD 2003 專業級 

7. 電腦技能基金會中文輸入 進階級 

8. 電腦技能基金會英文輸入 實用級 

9. 電腦技能基金會 EXCEL 2003 進階級 

10. 電腦技能基金會 Internet Explorer 6.0 進階級 

11. 電腦技能基金會 專業中文秘書人員 

12. 電腦技能基金會 專業企劃人員 

13. 電腦技能基金會 專業行銷人員 

14. 電腦技能基金會 專業 e-Office 人員 

15. 電腦技能基金會 專業人事人員 

 

社團表現 

1. 資訊管理系系學會社員(98-1~98-2) 

2. 動漫社(98-2~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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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參與 

 
○活○動○名○稱    ○時○間 ○主○辦○單○位

校

內

1. 環保教育知能活動 

2. 性別平等 

3. Windows 7 講座 

4. 國際證照泛論講座 

5. TOEIC 講座 

6. Linux 相關證照講座 

7. CCNA 講座 

8. 幸福人生方向盤~生涯規劃 

9. 學生講座 1：直到路的盡頭

～從歐亞大陸到中東，我看

見了什麼？ 

 

98-2 

98-2 

98-2 

99.9.15 

99.10.6 

99.10.13 

99.11.24 

99.3.26 

99.3.22 

 

服務學習中心 

諮商輔導中心 

資訊管理系 

資訊管理系 

資訊管理系 

資訊管理系 

資訊管理系 

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輔導中心 

校

外

1. 99 台北資訊展 

2. 故宮博物院-大英博物館 

3. CWT23 

99.12.11 

96.5.10 

98.12.12 

台北市政府 

國立故宮博物院 

CWT 同人誌科技公

司 

SWOT 分析 

S 

1. 主動積極的態度：面對問題時，我會主動的去解決，並且積極

尋找解決的辦法，然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習，我沉浸於此

感到樂此不疲。 

2. 豐富的專業知識：在盤石及明新時學到不少專業技術及知識，

考取了不少證照。 

3. 打工經驗：服務業打工一學期的經驗，學習到與顧客的互動、

同事間的互動及團結、與長輩及上司的相處，還有最重要的是

如何發揮自己的專業，做到最好。下學期想善用目前所學到的

應對方式在企業中實習。 

4. 情緒穩定、易相處：我的性格較溫和，不易與人衝突，並且有

適當的幽默感，對待他人謙虛有禮，自然不做作，大部分的人

我都能和他們相處的很好。 

5. 有耐心及毅力：在打工時，我發現我面對繁多雜亂的工作，我

仍然能抱持著決心及毅力不厭其煩的完成工作，並且得到老闆

的讚美。 

W 

1. 外語能力需加強：未來工作上使用外語的機會非常多，因此更

要加強閱讀、對話能力。 

2. 專業能力尚未足夠：證照數量還太少，而且真正企業中會用到

的技術、知識還未能掌握。 

3. 缺乏企業實習經驗：雖然已有打工經驗，學到不少人與人相處

的方式，但非本科學以致用，仍然需要進入業界實習。 

O 1. 資訊管理領域廣泛：資訊管理是結合資訊技術與管理知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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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未來就業出路廣泛，可以從事系統開發類(程式設計師、軟

體工程師等)、網路安全類(網管、資訊安全工程師等)、企業

電子化類(ERP 規劃師、資料庫設計師等)、管理類(會計人員、

營運管理師等)這四大類組，或者繼續攻讀研究所，學習更深

的領域。 

2. 企業電子化的重要性：企業電子化能夠減低企業成本、人力開

銷、提高效率，因此企業電子化不管在現在還是未來都是相當

重要的。 

3. 企業缺乏人才：其實職缺還是很多，並非是失業問題，而是缺

乏具備專業技術人才。 

T 

1. 資訊管理系人數眾多：目前大部分各校都有資管系，因此未來

求職競爭激烈，要在如此競爭激烈的環境下嶄露頭角，得下一

番苦心。 

2. 資訊管理領域廣泛：由機會中所提及的四大類組，延伸出來的

各行所具備的能力都不盡相同，不僅得鑽研相關知識技術很

久，還要找到適合自己並且感興趣的工作。 

3. 企業較少僱用新人：大部分職缺，企業都想僱用有經驗的社會

人士，因此我要更努力充實自己，並且從企業實習中賺取寶貴

經驗。 

生

涯

規

劃 

短程目標 

(大二) 

1. 專業能力： 

(1) 班級成績排名前五名 

(2) 口頭報告達到平均水準之上 

(3) 各種大小考試 80 分以上水準 

2. 證照： 

(1) 通過 ITE 相關證照 

(2) 取得 TOEIC 證照 

3. 訓練及培養經驗： 

(1) 利用寒暑假至科學園區內的企業工讀實習 

(2) 面試時能保持好狀況 

(3) 能用英文做自我介紹 

(4) 擔任班級幹部 

中程目標 

(大三、大四) 

1. 專業能力： 

(1) 通過 TOEIC 600 分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 

(2) 完成畢業專題 

(3) 在校成績平均 90 

2. 證照： 

(1) 通過 LPIC-1 認證 

(2) 通過 LPIC-2 認證 

(3) 通過國際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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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過 ERP 認證 

(5) 通過 Microsoft 系列認證 

(6) 通過 Cisco 系列認證 

(7) 通過 Java 相關證照 

3. 爭取企業實習機會 

4. 確認自己的興趣，並確立未來職涯方向 

5. 確認是否要考研究所或是進入職場 

長程目標 

(畢業~) 

1. 進入職場或唸研究所 

2. 出國深造 

3. 持續進修考取證照 

4. 在進入職場後，十年內成為一名頂尖的 MIS 人員或者工程師 

計

劃

執

行 

短程計劃執行 

(大二) 

1. 每天至少讀書兩小時，並且每次考試和作業都有 80 分以上 

2. 口頭報告達到８０分以上水準 

3. 訓練自己站在台上能自然表現，並且說話調理分明，意義清楚 

4. 每天都一定要唸英文，還有背單字 

5. 有課業及證照問題，下課時多去詢問助教 

6. 站在鏡子前訓練自己英文自我介紹及面試並且能保持好儀態 

7. 多注意企業職缺需要什麼樣的人才，然後多往那方面加強 

中程計劃執行 

(大三、大四) 

1. 參加學長姐開的證照班，通過更多國際認證 

2. 撰寫自傳、生涯規劃、作品集、履歷、並且請指導老師看過 

3. 跟同儕互相練習面試，並不斷改進缺點 

4. 多蒐集資料，以利撰寫專題 

5. 做性向測試，了解自己的興趣、性格未來適合從事哪種工作 

長程計劃執行 

(畢業後 5年) 

1. 去職訓局參加訓練，學習更多職場技能 

2. 從研究所畢業後，更提升自我能力 

3. 工作之餘，也要充實自己，利用資訊相關書籍自我進修 

4. 向工作上的長輩多請教問題、多多指教自己 

5. 勤奮上進的工作，得到上司肯定、青睞 

6. 和同事相處和睦，並且建立起良好的團隊關係 

我的人生座右銘 
1. 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訣 

2. 未嘗苦難者不知甜蜜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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