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徵公司 網軟股份有限公司 應徵代碼: G  

個人資料 

姓名:雷 OO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三年級 A班 

手機:0979-123-456 

地址:********************* 

E-mail:*******@gmail.com 

專業技能 

 作業系統: Windows

 程式語言: C++、C、Java、Python、ASP.NET(VB)

 套裝軟體: Microsoft Office

 資料庫: MySQL Server

 繪圖軟體：Dream Weaver/PhotoShop/Unity 3D

教育狀況 

2018年 9月-目前 元智大學資管系 3年級 

 平均成績:84.57，約在班排名前 10%

 相關選修之課程:

課程 程式設計(一) 資料結構 視窗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 

成績 70 82 100 90 

課程 資料庫管理 網 程式設計 ASP.NET 

成績 86 93 

參與活動 

 2018年 8月 叡智夏令營

興趣 

 喜歡玩益智遊戲、解謎遊戲，訓練邏輯能力

 聽音樂，放鬆心情，調整思緒

 看心理學的書，從書中獲取知識

人格特質 

 挑戰自我，克服困難:元智大學有一個畢業門檻是需要游泳游 25公尺，我是一個很怕水的人，

漂浮學了 1個月才學會，每次要前進時，總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到目前學了快 10個月的游泳，

現在已經算是會換氣了，雖然還是需要練習才能通過，但至少我已經慢慢通過我心裡的那關。

 執行力強:在團隊合作中我傾向於做一個執行者，在做資料庫的專題時，我是被分配為網站製作

者，整理好大家的意見，把能夠行得通的意見以實際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負責任:在求學過程中擔任過許多幹部，認真的把老師所交代的工作給做好，得到老師跟同學們

的青睞。

<修改前>



應徵公司 網軟股份有限公司 應徵代碼: G  

個人資料 

姓名:雷 oo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三年級 A班 

手機:0979-****** 

地址:新北市********* 

E-mail:**********@gmail.com 

專業技能 

 作業系統: Windows

 程式語言: C++、C、Java、Python、ASP.NET(VB)

 套裝軟體: Microsoft Office

 資料庫: MySQL Server

 繪圖軟體：Dream Weaver/PhotoShop/Unity 3D

教育狀況 

2018年 9月-目前 元智大學資管系 3年級 

 平均成績:84.57，約在班排名前 10%

 相關選修之課程: (課程排列方式有依怎樣條件或邏輯分類嗎? 看到程式設計一二沒放一起)

課程 程式設計(一) 資料結構 視窗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 

成績 70 82 100 90 

課程 資料庫管理 網 程式設計 ASP.NET 

成績 86 93 

參與活動 

 2018年 8月 叡智夏令營 （多說一些：例如，該夏令營的活動目的/妳參加的動機/學習到了

什麼..可以呼應到該實習工作需求的）

興趣 

 喜歡玩益智遊戲、解謎遊戲，訓練邏輯能力

 聽音樂，放鬆心情，調整思緒

 看心理學的書，從書中獲取知識(，有助於………)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嗎?

人格特質 

 挑戰自我，克服困難:元智大學有一個畢業門檻是需要游泳游 25公尺，我是一個很怕水的人，

漂浮學了 1個月才學會，每次要前進時，總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到目前學了快 10個月的游泳，

現在已經算是會換氣了，雖然還是需要練習才能通過，但至少我已經慢慢通過我心裡的那關。

(真的不簡單，但擔心舉這個例會有點冒險，因公司常以效率為重，擔心讀者看了會想他工作可

能沒辦法等你花時間慢慢前進…,不知有沒有例如哪次程式作業很難，妳積極運用資源，…拼到

很晚，終於突破困難解決問題)

 執行力強:在團隊合作中我傾向於做一個執行者，在做資料庫的專題時，我是被分配(推派)為網

站製作者，(負責)整理好大家的意見，把能夠行得通的意見以實際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負責任:在求學過程中擔任過許多幹部，認真的把老師所交代的工作給做好，得到老師跟同學們

的青睞(肯定)。

<建議修改意見>



我的選擇 

 公司的經營理念

在貴公司的官網看到貴公司主要是幫助非營利組織的資訊問題，讓公益團體可以利用資訊

科技幫助更多的人，在看到的當下我是十分驚嘆的。我沒想過會有一間公司把此方針當作經營

理念，相信我可以從中完成我想要幫助大家的心願，利用我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幫助更多

的人。 

 NPO整合平台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軟體，頁面有通過無障礙檢測 A級的架構也結合捐款、會員、志

工、訂房、訂單、金流等管理系統，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去維護，還有提供各式各樣的功能，

讓老幼都可輕鬆操作，我想成為更新、維護這個系統的人員之一，提供大家更優質的服務。(這

段有工作的明確目標很好) 

 成功案例(雲端)

隨著網路越來越發達，雲端變得越來越重要。看到貴公司有許多成功人性化的案例，覺得

這是一個值得去學的技能，但這部分我不是很熟悉，覺得自己可以朝這部分做加強，能有更多

的延展性才能協助更多的人。 

看完了這麼多貴公司的資訊(有事先做過功課很好，可說明在哪裡看到)，公司的經營理念令我最為

深刻，主要不是為己利益而是為他人利益，這點令我非常感動，全心全意致力於協助非營利組織，

創造出更多的社會價值，這點與我的理想是相符合的，因此希望能夠到貴公司學習，一方面提升自

己的專業技能，另一方面跟著貴公司（的腳步）協助更多的公益團體(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我的選擇 

 公司的經營理念

在貴公司的官網看到貴公司主要是幫助非營利組織的資訊問題，讓公益團體可以利用資訊

科技幫助更多的人，在看到的當下我是十分驚嘆的。我沒想過會有一間公司把此方針當作經營

理念，相信我可以從中完成我想要幫助大家的心願，利用我所學到的知識幫助更多的人。 

 NPO整合平台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軟體，頁面有通過無障礙檢測 A級的架構也結合捐款、會員、志

工、訂房、訂單、金流等管理系統，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去維護，還有提供各式各樣的功能，

讓老幼都可輕鬆操作，我想成為更新、維護這個系統的人員之一，提供大家更優質的服務。成

功案例(雲端) 

隨著網路越來越發達，雲端變得越來越重要。看到貴公司有許多成功人性化的案例，覺得

這是一個值得去學的技能，但這部分我不是很熟悉，覺得自己可以朝這部分做加強，能有更多

的延展性才能協助更多的人。 

看完了這麼多貴公司的資訊，公司的經營理念令我最為深刻，主要不是為己利益而是為他人利益，

這點令我非常感動，全心全意致力於協助非營利組織，創造出更多的社會價值，這點與我的理想是

相符合的，因此希望能夠到貴公司學習，一方面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另一方面跟著貴公司協助更

多的公益團體。 



應徵公司 網軟股份有限公司(軟體工程師) 應徵代碼: G  

個人資料 

姓名:雷 OO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三年級 A班 

手機:0979-***-*** 

地址:****************  

E-mail:*******@gmail.com 

專業技能 

 作業系統: Windows

 程式語言: C++、C、C#、Java、Python、ASP.NET(VB)、HTML

 套裝軟體: Microsoft Office

 資料庫: MS SQL Server

 繪圖軟體：Dream Weaver/PhotoShop/Unity 3D

教育狀況 

2018年 9月-目前 元智大學資管系 3年級 

 平均成績:84.57，約在班排名前 10%

 相關選修之課程:

課程 資料結構 網頁設計概論 資料庫管理 

成績 82 83 86 

課程 程式設計(一) 程式設計(二) 網際網路程式設

計 ASP.NET 

視窗程式設計 

(C#) 

成績 70 90 93 100 

參與活動 

 2018年 8月 叡智網頁應用系統開發夏令營

主要課程為：資料庫語言、.NET MVC、前端課程、後端處理 

興趣 

 喜歡玩益智遊戲、解謎遊戲，訓練邏輯能力

 聽音樂，放鬆心情，調整思緒

 看心理學的書，從書中獲取知識，讓自己更了解人性並且訓練與他人的相處能力。

人格特質 

 挑戰自我，克服困難

在學資料結構時，有一個老鼠迷宮的作業對當時的我來說較為困難，我幾乎一天花了 4、5

小時做這個作業，怎麼樣都想不通為什麼邏輯上是對的但結果是錯的，在做的期間，上網查了

不少資料，也詢問了一些同學，最後終於找到問題，把這個作業做好。 

 執行力強

在團隊合作中我傾向於做一個執行者，在做資料庫的專題時，我是被推派為網站製作者，

負責整理好大家的意見，把能夠行得通的意見以實際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負責任

求學過程中擔任過許多幹部，認真的把老師交代的工作做好，得到老師跟同學們的肯定。 

<修改後>



我的選擇 

 公司的經營理念

在貴公司的官網看到貴公司主要是幫助非營利組織的資訊問題，讓公益團體可以利用資訊

科技幫助更多的人，在看到的當下我是十分驚嘆的。我沒想過會有一間公司把此方針當作經營

理念，相信我可以從中完成我想要幫助大家的心願，利用我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幫助更多的

人。 

 NPO整合平台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軟體，頁面有通過無障礙檢測 A級的架構也結合捐款、會員、志

工、訂房、訂單、金流等管理系統，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去維護，還有提供各式各樣的功能，

讓老幼都可輕鬆操作，我想成為更新、維護這個系統的人員之一，提供大家更優質的服務。 

 成功案例(雲端)

隨著網路越來越發達，雲端變得越來越重要。看到貴公司有許多成功人性化的案例，覺得

這是一個值得去學的技能，但這部分我不是很熟悉，覺得自己可以朝這部分做加強，能有更多

的延展性才能協助更多的人。 

看完了這麼多貴公司官網的資訊，公司的經營理念令我最為深刻，主要不是為己利益而是為他人利

益，這點令我非常感動，全心全意致力於協助非營利組織，創造出更多的社會價值，這點與我的理

想是相符合的，因此希望能夠到貴公司學習，一方面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另一方面跟著貴公司的

腳步協助更多的公益團體。 

自傳 

我是雷oo，目前就讀元智大學資管系三年級，平常的我喜歡閱讀書籍或者是到處走走接近大自

然，看看這個世界是否有甚麼變化。 

小時候，我常常一個人玩電腦，在懵懂無知時，因為好奇於是打開一些電腦擁有的軟體，

如:Word、Power point 等等，所以在那時奠定不少有關於資訊軟體的基礎，也因為我本身也喜歡

玩一些益智遊戲，在國小、國中學習有關於電腦的操作都十分迅速，讓我在使用資訊設備時增進了

不少的信心。 

高中時，參加了手語社，抱著學會一些手語進而知道瘖啞人士想要表達什麼的心情參加了社

團，沒想到它是一個利用手語及舞蹈來表演的社團，雖然跟原先想的不同，但我還是決定堅持下

去，最後還有當上社團的幹部，在這段時間為了要平衡社團與課業的時間，心裡所承受的壓力不

小，後來回想起那段日子，有歡笑也有悲傷，也讓我學到不少的自律以及和別人相處的技巧。 

大學期間，我參加了一個暑期夏令營，主要內容是教導一些在職場上比較會用到的技術，在其

中我學會了一點 MVC的製作、ajax還有 jQuery，這個夏令營雖然讓我每天都很累而且還必須做出

一些成果，有時真的有點想放棄，但是當我最後做出成果時，那樣的感動以及愉悅瞬間把身上的疲

勞感給消滅，讓我知道即使是自己完全沒學過的東西，只要認真努力學習再加上不放棄的精神，也

能做出不錯的成品。 

未來，我希望我能夠學會更多的知識和技能，利用這些技術回饋社會，希望貴公司可以讓我到

貴公司實習，學習貴公司的技術並且跟著貴公司幫助非營利組織，讓我成為一個會利用自己的技術

幫助他人的軟體工程師。 



作品集 

老鼠迷宮 



網頁設計(三峽老街介紹) 

首頁 

 

 

 

 

 

 

 

 

 

 

 

 

 

 

 

 

 

內容 

  

  



圖書管理維護系統(NET_MVC+ajax+jQuery) 

首頁(查詢畫面)         查詢結果 

 

 
 

  



 

修改畫面 

 

 

 

分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