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6
Step by step —

撰寫讀書計畫
陽明大學認知心理學教授─洪蘭曾說：「夢想會決定一個人的智商。」因此如
何計畫自己的夢想並且逐步實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讀書計畫」四個字從字面上
來看，似乎是在寫大學四年如何完成學業的計畫，但其實教授們是在看一個學生如何
規劃大學四年來達到個人的夢想，更進一步看出學生對於四年後的粗略規劃為何，甚
至還可以看見學生對自己未來大規模的生涯規劃藍圖。
「讀書計畫」，簡單來說是指看一個人未來做什麼事情或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可
以讓他「沒有遺憾」。而「計畫」意味著如果想要達到期待的生活境界，從現在開始
到那個時間點的過程裡，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讀書計畫的內容方向
大學四年，每年有何專業課程規劃
校系資源運用：這所大學有什麼師資、設備與專長，
幫助你的學習潛能得到發揮，實現願望
社團生活規劃：希望參加哪些社團？學到什麼？

人際交往或個人成長目標

進一步的求學計畫、研究（進修計畫）

職場生涯藍圖的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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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書計畫的內涵
若想要將讀書計畫寫得好、寫得完
善，除了前面提及思考自己的夢想之外，

為自己做些什麼事。以下分別說明讀書計
畫三個重要內涵（圖8）：

還要回頭連結自己的目標，與未來幾年能

實現目標
的步驟

讀書
計畫

多元能力
的培養

課餘興趣的培養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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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計畫的內涵

我的夢想如何達成
在撰寫讀書計畫之前，同學們不妨先

參考音樂製作人李恕權寫的一篇文章「五

後，必須有計畫性的把如何達成目標的過
程寫出來。

年後，你要做什麼？」內容講述當時任職

首先，將焦點集中在目標達成的部

休士頓太空總署的李恕權，在某次與友人

分，再將目標完成的時間設定在大學畢業

對談中，友人問他：「Visualize what you

後的2年，所以大約是6年的時間（醫學系

are doing in 5 years？」讓他對於完成音

及某些學校藥學系、法律系除外，可自行

樂的夢想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完成夢想

調整時間）。現在請同學們依照下面的步

的第一步就是必須設立自己的目標。

驟逐一思考：

在前面的章節中，一直指導同學們在
選擇某科系要特別強調動機與未來展望，
而本章節則是在教同學們當你設定目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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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 ttp://blog.sina.com.tw/srs168coc
o/article.php?entryid=575698%0A%0
9%09&comopen=1

西？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從事什麼樣的

你正在進行規劃的呢？【大二】

工作或正在念什麼研究所？【社會新鮮

一 年後呢？你錄取了什麼大學科系？你

人或碩士】

會去讀嗎？還是另有選擇呢？【大一】

假 如 六 年 後 你 有 期 待 要 做 的 事 情 ， 那

半 年後呢？是升大學的暑假，你該為自

麼，將時間往前推，四年後你必須要完

己做些什麼呢？【高中畢業】

成什麼樣的事情？比如大學必須畢業或

三 個月後呢？你必須完成哪些事情呢？

者其他想輔修雙主修的學分要完成？又

【高三下學期】

或者有哪些與你目標相關的能力可以達

如果把時間向前推得近一點，一個月或

到某些程度？【大四】

者一個禮拜，甚至是此時此刻呢？逐步將夢

三年後呢？你會準備進修還是工作呢？對

想執行的時間與此刻的自己靠近，就會發

於自己未來的目標你會做哪些調整？或者

現，想要追求夢想並非是遙遠的事情，而是

你進行到什麼樣的程度呢？【大三】

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做準備。

Chapter 6

兩 年後呢？你在做什麼？有哪些事情是

讀書計畫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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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後 ， 你 想 做 什 麼 ？ 你 擁 有 哪 些 東

培養自己哪些能力
大學生活裡除了夢想的達成之外，還

有什麼值得培養的能力？以下可分成兩個

被動思考
被動思考的部分在於大學能提供我們

層次來思考：

哪些資源。如果說選定的科系是幫助我們

主動思考

達到未來理想生活的跳板，那麼一所大

除了所選擇的科系之外，是否有想過

學所提供的資源則更是幫助我們拓展個人

自己還想培養哪些能力與見聞，像是外語

眼界與能力的重要關鍵。例如：有沒有適

能力的培養，或者參與課外活動。若想增

合的學程供學生們選擇？是否有提供輔系

加對自己選擇科系更多元的認識，可考慮

或雙主修的資訊？有無提供交換學生的機

性質相關的社團，如就讀心理系，即可參

會？這些資源都有助於我們多方充實自己

與輔導中心的志工團，幫助自己更了解心

的能力。

理系的方向；若僅單純考量個人興趣，如
對公眾議題感興趣，則可參與學生會或系
學會，而這些都能培養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及領導能力。
另外，同學也可選擇參與校外活動來
充實自己，如國際性的學生會或到一些機
構提早實習，甚至是打工累積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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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興趣的培養可以豐富我們的生命
對於夢想或目標的達成，多數同學撰

何經營與安排自己的生活，例如：就讀中

寫時都會聚焦在如何讓自己去達到這些夢

文系的同學可以撰寫參觀展覽的重要性，

想或目標。倘若在讀書計畫裡面，能再加

以培養個人的美感。另外，可思考一下未

入對於大學生活的經營，特別是個人興趣

來的你會如何累積自己的人脈？而在與人

或與人互動的經驗，則可以讓教授們看見

互動的過程裡面，你所重視的是什麼？抑

同學的人格特質與發展潛能。

或有什麼休閒娛樂與運動習慣是自我期許

在讀書計畫裡可以著墨如何在大學裡
培養自己的興趣，且內容不一定要與所就

能持之以恆的。諸如此類都可以併入讀書
計畫的小篇幅裡撰寫。

讀的科系相關，因為興趣可以代表個人如

綜合上述的介紹，同學可以發現到，讀書計畫要寫得好的祕訣就是必須對自己的未來
有初步規劃。不論所選擇的科系是自己長久期盼的或者是直到考試前才開始考慮的，都可
以根據你既有的資料來規劃未來。必須一提的是，不管是對於大學生活的期盼，或者是對
自己生命的期待，這些都不應受限於科系的選擇，而是隨時隨地即可投入思考與規劃的。

相關網站
Career就業情報網

http://www.career.com.tw/

提供目前巿場上的就業情形。職場充電站裡提供職涯諮詢感想、
履歷面試技巧等主題，可幫助同學深入了解、分析各行業的職場
生涯與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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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讀書計畫的撰寫可以分成幾種形式，
每一種形式都有其優缺點，同學可以根據

讀書計畫的呈現方式

二、讀書計畫的呈現方式
的關鍵並不在多，而是能不能清楚的展現
個人企圖心與生涯的規畫。

自己的特色與創意來編排。撰寫讀書計畫

01

近程、中程與遠程規劃的基本款式
此款是最常被使用來撰寫讀書計畫的

習、交換學生、社團、語言能力的培養，

方式，優點在於同學可以分門別類，根據

以及其他課外活動的內容，甚至有沒有考

時間的遠近來規劃自己的生活。然而，缺

慮取得什麼樣的專業證照等。另外，這些

點在於許多人都採用相似的方式來撰寫，

圍繞在系所課業之外的生活經營，是想豐

不易引人注目。

富系所所期待的能力，還是多元專長的發

坽近程（錄取至上大學前）

展，也是同學可以耕耘的方向。

通常同學會從此階段開始撰寫，可以

奅遠程（大學畢業之後）

讓教授們了解到，即使考上該科系，仍會

意指同學在大學畢業之後，對自己的

有計畫的規劃自己的生活。同學可以從以

未來職涯發展有無規劃，例如：報考研究

下幾個向度來撰寫，如課業安排、課外學

所或者就業，甚至有同學會規劃考取哪方

習、出國、休閒活動或志工服務等，並依

面的證照，這些安排都是觀察同學如何去

照個人期待來做安排。

實現夢想的關鍵。

夌中程（大學四年）
這段時間是需要同學重點著墨的部
分，但不該只有圍繞「課業」的向度來下
筆，建議可加入一小段落論述個人期待
（如從大學課程的安排中，期望能培養什
麼樣的能力）、其他學程或雙主修的修

小提醒
上將科
書計畫
讀
在
切忌
劃照
課程規
的
上
同
系網頁
會顯示
樣
這
，
單全抄
人的
規劃個
真
認
程
學沒有
依賴課
只
，
活
大學生
規劃。

73

範例

申請╳╳大學醫學系
此款範例是按照中規中矩的方式來

時也愛好音樂與文學，讓教授們可以感

描述讀書計畫，加上這位同學不但本身

受到該名學生本身對生命的熱情，並認

對大學科系的學習與生活充滿憧憬，同

同學生的理想。
撰寫整篇讀書計畫時，請務必
合理衡量自己的負擔能力，避
免超出自己的負荷而引人懷

讀書計畫

疑，否則只會有減分效果

近程：（錄取～正試開學）
坽學
 校進度：繼續完成學校進度，畢竟高中生應該具備的知識，不因錄取與否而
有不同，人人都該學習完整的知識架構，才是身為學生的本分。
夌英 語能力：若有幸錄取

貴校，大學開學前，我會持續進修英語能力，加強

BBC報導的理解及大學進階英語的認識。
奅音
 樂素養：從小對古典音樂不了解，盼望獲得錄取之後，買下一整套古典音樂
專輯，認真聽過每一曲令人澎湃的樂章，希望最後到達聽到音樂便知作曲家是
誰的境界。另外，我一直在找機會完整學習一項樂器，若有幸提前錄取，就能
獲得充足的時間學習樂器，希望有朝一日能熟練木笛或其他管樂，讓中國風的
曲調成為我的「第三語言」！
妵超修學習：停課至入學期間，我將充分利用高中校內資源，課餘時間持續研讀
普生、普化、免疫學、病理學、生物化學，滿足長久以來的求知慾，彌補高中
生涯過於繁忙而無法自由進修的缺憾。
妺自
 助旅行：我迫切地想要壯遊。父親曾告誡我，要把握錄取校系至開學前這段
人生中難得的時光，藉由旅行，能學習到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經驗。我將徵求各
科老師的意見，決定地點及目標，找一個或數個同學一起自助前往，期望能在
開學之前給年輕的自己培養宏觀視野。
姏兼
 職家教：若能夠提早錄取大學，當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若能傳授三年來逐
漸摸索透徹之最佳讀書方法給學弟妹，進而勉勵更多學弟妹提早用功，更是一
大樂事！
中程：（大學）

大學課程不需要全數寫出，只需要展現出自己理想即可，
如何在課程安排之後，展現的學習動機才是最重要的

坽系統性學習：貴系能提供我一直以來最想深入了解的系統性知識。大一大二的
課程中，我將從生物、化學課程及相關實驗，厚植普通課程的根基；從醫學人
文和醫學概論，提早熟悉醫院的環境；透過小組的討論，訓練與同儕的互動，
未來才能更有效率的造福人群。大三大四的課程中，是我全力充實自己的時
光，看過了醫學系的課程之後，諸如組織學、病理學、神經科學等，皆燃起我
的熱情。更期望在大五之後的分析及實習，能及早確立自己未來的方向，讓所
學成為所用，讓更多人因我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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坽執 業：未來待我有足夠能力行醫奉獻社會時，我必不遺餘力，築夢踏實，屆

讀書計畫的呈現方式

時，病人的感激及回饋將成為灌注我生命的泉源。我時常夢想當我收到第一份

Chapter 6

遠程：（畢業後）

「妙手回春」或是「再世華佗」的匾額時，將體驗何等的成就感！
夌研究：待醫業有成時，將投入心力於醫學研究，用更為廣泛的方式幫助更多的
人，發揮自我生命的最大價值！
奅教
 育：享受國家最優質的資源，理應有義務回饋母校。待我未來充實己學，回
頭提拔學弟妹，激勵奮發，百年樹人，更進一步將助人之心傳承廣被。
妵國際視野：從醫學系實習開始至出社會投入職場，我將積極參與國際各醫學院
之交流，擴展國際視野。曾經在報導及雜誌看過，外國醫療資源多數遠不及
臺灣，甚至有些輕微症只需簡單的護理措施就能治療，在落後國家往往釀成悲
劇，使我悲從中來幾近堕 淚 ，未來若有機會，我非常樂意遠赴偏遠地方行醫濟
世，不忍再見到未及治療之事，同時也能增加自己人生歷練和生活經驗。

這名同學在畢業之後的安排十分具體，彷彿現在就想要將之
實現。這類具體的呈現方式可以讓教授們了解，你有事先做
過功課，知道從這個科系畢業之後，你有哪些方向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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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明確的圖表款式
為了方便教授們閱讀並且在短時間內

就能夠對個人的讀書計畫一目了然，可採

範例1

用圖表款式，即不需要透過繁瑣的文字陳
述，就能迅速了解個人的讀書計畫。

申請╳╳大學企管系
此款範例直接將近程、中程與遠程的重點呈現出來，具體又簡要。

近程

中程

遠程

‧高中課程

‧大學課程

‧深造

‧大學先修

‧語言

‧就業

‧語言

‧國際化

‧回饋

‧科技

‧實習

‧興趣學習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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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2

申請╳╳大學企管系
此款範例是根據前頁範例1的重點內

容，再將每一階段的規劃以表格方式來
▼表3

呈現，好處在於表格的呈現，不但可以
減少贅述，又能同時掌握精簡的重點。

中程讀畫計畫

項目

說明

具體實踐

大一 開發自己，發展各方面才能。同時維持成績以
參加各式研習、講座、展覽
大 大二 利大三時申請獎學金出國留學
學
課 大三 修習外國大學課程，回國後準備進入研究所，同
程 大四 時也必須磨練面對人群的信心，以迎接將來各式 參加系上、社團大型活動
場合的挑戰
語言

範例3

繼續增強英語能力，為出國交換學生做準備

參加英文辯論社、用英文寫學習記錄或日記

國際化
學習

大三時申請獎學金到美國交換學生一年。除了
為了培養國際化的視野及探索未來職涯發展，
獎學金之外，計畫擔任家教、打工存教育基
出國交換學生對我來說是最佳選擇
金，預計一學期存一萬元

實習

利用暑假、寒假到企業實習，以便提前進入企
利用大一寒假、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到企業實習
業累積工作經驗

社團

除了課堂學習之外，社團學習也是不可或缺的 除加入英文辯論社之外，若時間允許也期待加
一環。藉由社團可參與大型活動的擘劃，以此 入貴校的服務性社團，成為能捲起衣袖而不只
累積企畫經驗、訓練溝通能力
是滿嘴空談的熱心青年

申請╳╳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此款範例是以心智圖的概念來做整

做哪些事來幫助自己培養實現目標的能

理，首先找出成為某種職業所需要具備

力。如此一來，就能夠扣緊自己所期待

的能力，再根據不同能力找出自己能夠

的職業。

作者期許自己在

努力的具體事項，也就是大學四年裡能

大學要去做的具
體事項，都與期
望自己能培養的

家具與生活用品的設計
工設系課程的學習

能力相呼應

設計過程與團隊合作

設計師該具備本

分析與評價的思考能力

科的專業能力

創意與表現

參觀故宮博物院

讀畫計畫

參加藝文活動

設計師該在設計
中蘊含文化

旁聽建築系
工設系之外

旁聽媒傳系
參加社團

加強外語

地球村的英文會話課

設計師該有良好

臺科大圖書館

的語文能力

收看相關論壇報導
2011世界設計大會

參觀國際設計博覽會
學生新世代設計工作營

此表可以看出作者除了有明確的夢想與規劃外，還緊扣著「成為
頂尖的工業設計師」這個目標，去發展各項必須具備的能力，讓
教授們清楚了解到作者的強烈動機與有計畫性的去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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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必須建立
良好的人脈關係

成為頂尖的工業設計師

遊覽臺北
尋找文化的根

扣緊實現夢想的讀書計畫款式
力養成，而不必拘泥於從錄取大學之後開

進入大學培養自己的實力，讀書計畫就可

始撰寫，因為同學已有夢想的藍圖，且清

緊扣著有關夢想成真所必須具備的各種能

楚知道自己的實現步驟。

範例

讀書計畫的呈現方式

倘若同學已有明確的方向且渴望快點

Chapter 6

03

申請╳╳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此款範例在大學課程的撰寫上，是

養。而其課外能力的培養也與其夢想的

跳出科系課程名稱的守舊寫法；這位同

實現有關，從中可以感受到其強烈的動

學在了解大學科系能提供哪些方面的學

機與渴望。

習之後，將之打散成個人各種能力的培

將大學四年想要
培養的設計師能

有關工設系的課程
創意與表現
一個好的設計，除了美感與實用外，我想最可貴的便是它的創意發想過
程。產品的造型可能會被剽竊，但存在於設計人心裡的創意是偷不走的，在╳╳

力分成幾個向度
來撰寫，是一種
十分有創意且動
機十足的寫法，
可表現出作者明

大學裡，我希望能學到創意發想的具體過程，並在設計課程與作業中激發我的思

確的知道成為設

考與想像力。

計師需要具備的

當你有了好的構想，若不能將之成功地表現出來，縱使構想再好，別人不
能理解也是枉然。表現技法之於設計師，就好像演講稿之於講者，我想認真學習

能力，並期許自
己能夠做到

它，因為好的繪圖技巧可以讓自己的作品在對客戶提案時散發120％的魅力。我
也想在大一課程較少時，把握時間先初步熟悉Rhino、Pro/e等軟體，為之後課程
作準備。
設計過程與團隊合作
升高二那年暑假，我參加╳╳大學所舉辦的工業設計營，在營隊中認識到
產品設計從無到有的大致過程，我想透過貴系產品設計的課程，更深入地了解其
中的每一個環節。此外，在營隊中我發覺設計師並非靠著個人的創意便能無往不

作者有花心思了

利，要成為一個好設計師，更需擁有良好的團隊合作能力。

解設計系課程的

分析與思考

核心目標

大學時我想在設計的課程中，訓練分析以及評價設計行為、設計作品的能
力，也很想知道設計師如何讓他的作品與使用者互動，將想法與價值觀在使用中
潛意識般地傳達出去。
感興趣的方向
假日有空時，會去IKEA逛逛，也曾經在誠品╳╳店的北歐櫥窗看過經典而
曲線優美的Y chair。我喜歡北歐設計簡潔好看的情調，目前也對家具和生活用
品的設計感興趣，希望以後也會利用工設系的學習資源，往這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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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的撰寫都在支持作者成為
一個有深度、有廣度的設計師，且
每一個行動都有其強烈的存在理由

課外活動的參與和感想
選修輔系／旁聽課程
我認為作為一個好的設計師，對生活該有敏銳的觀察，才能發現現有設計
的缺點或不完美，進而設法改進，創造出更貼近人性的產品，也必須多方涉獵，
每件事都知道一些。大學期間，在精進工業設計本科之外，我想善用貴校全國首
屈一指，完整的設計學院，旁聽建築、視傳系的課程，不僅可以增加知識深度廣
度，親炙設計名師的風采，更能認識他系的朋友，拓展人脈。
尋找文化的根
曾經在PPaper上看見一篇包益民設計師寫的文章，我覺得很有道理。有一
段提及雖然臺灣設計在國際間屢屢獲獎，然而卻看不見屬於臺灣的特色。臺灣的
本土文化到底是什麼？又要如何將屬於我們的文化特質昇華為好的設計？我想在
大學四年裡，除了學校生活圈外，多去各地古蹟、名勝遊覽，多參觀展覽、藝文
活動，相信在未來這些人文底蘊會成為未來設計的根本、臂助。
2011世界設計大會
世界設計大會是全球設計界具有歷史意義的盛事，2011年剛好輪到臺灣舉
辦，身為一名設計系學生，怎麼可以錯過？對我來說，在國內便可以與世界面對
面的世界設計大會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必須好好把握。我想前往觀摩世界設計博
覽會，也想參加各地設計學校的聯合工作營，更希望能在演講中一睹世界級設計
大師的風采。
加強外語
一直以來英語會話是我的弱項，我希望上大學後平日依然能盡量每天固定
時間去地球村上英語會話課，儲備自己未來與國際接軌的能力，並且鍛鍊英文
會話的同時，也增進了自己的膽量與口才。另一方面，我計畫開始閱讀TIME雜
誌，閱讀美國人寫給美國人的英語，以期將讀寫學得更生活、道地。

由此可見，讀書計畫的撰寫不能只是將大學四年的課程複製貼上即可，若想要寫得出
色，必須得花些時間思考一下自己的目標，以及如何去達成這個目標，接著再以適合的方
式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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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夢

甄選加油站―我的未來不是
1.

請撰寫一份屬於你自己的讀書計畫，其內容可以根據下面的問句來開始思考。

2.

①坽我的生涯目標

3.
4.
5.
6.
7.

Ans：（參考答案）
諮商心理師。

夌要達到這個生涯目標，必須具備什麼樣的能力？（請至少寫出三項）

Ans：（參考答案）
親切、耐心且願意助人。

奅為了培養這些能力，我現在可以做的具體事項有哪些？（請至少寫出三項）

Ans：（參考答案）
①泝願意主動關心朋友並且聆聽他們的心事。
②沴閱讀心理學家相關書籍。
沊③參訪大學相關科系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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