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資料 Personal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 Preferred Name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戶籍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郵遞區號 Zip Code (                  ) 

 

生日 Date of Birth 年齡 Age  

通訊地址 Current  Address                 郵遞區號 Zip Code (                 ) 

 
行動電話 Mobile Phon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Address 

 
住家電話 Home Phone 

(      ) 

血型 Blood Type (選填) 

 A  B  O  AB         

性別 Gender (選填) 

男 Male  女 Female 

是否領有殘障手冊?  (選填)   

是 Yes    否 No 

如是，原因:                              

應徵職務 Job Objective 

婚姻狀態 Marital Status (選填) 

單身 Single 

已婚 Married 

體格 Physical State (選填) 

身高 Height      Cm 

體重 Weight      Kg 

是否具有原住民身份?  (選填) 

是 Yes    否 No 

駕駛執照 Driving License 

機車  汽車 

兵役狀況 Military Service Status  (選填)                  

未役  役畢: 役別/退伍日               /西元               免役，請說明原因：                      

交通方式 Transportation 

機車 汽車 大眾運輸 

學歷 Education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科系 

Major 

學制 

School System 

畢業與否? 

Graduated? 

就讀期間 Period 

起年月~迄年月(西元) 

From~To（YYYY/MM） 

研究所/博士 

Master/Doctor  
  

日間部 

夜間部 是 否  

大學/專科 

University/College 
  

日間部 

夜間部 是 否  

高中職  

Sr. High School 
  

日間部 

夜間部 是 否  

其他  

Others 
  

日間部 

夜間部 是 否  

論文題目 Topic of  Thesis : 

家庭狀況 Family Members (選填)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服務機關 Company 職稱 Title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服務機關 Company 職稱 Title 

        

        

        

語文能力 Language Ability  

語言 

Language 

讀 Reading 寫 Writing 聽 Listening 說 Speaking 

精通 fluent,中等 fair, 略懂 insufficient 

英文 English     

     

語言證書 

Certificates 

 □TOEIC        分/       年取得 □其他語言證書                 

  成績:        /       年取得  

人員資料表     PERSONAL PROFILE 

報到日期：                員工編號：                 應徵日期：    年    月    日 

照  片 

Photo 

神揚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技能 Professional Skill  

辦公室應用 □ Excel □ Word □ PowerPoint □ Outlook □ 其他 Others :             

作業系統 □ Windows 系列 □ Mac OS □ Linux □ UNIX □ 其他 Others :             

程式設計 □ C# □ Java □ PHP □Objective-C □ 其他 Others :             

網頁技術 □ HTML □ Dreamweaver □ JavaScript  

資料庫 □ Oracle □ MS SQL □ PostgreSQL □ 其他 Others :             

軟體開發 □ OOP □ OOAD □ UML □ 其他 Others :             

設計美工 □ Photoshop □ Illustrator □ CorelDraw □ Sketch up □ 其他 Others :             

其他專業證照:                                                                                 

工作經驗 Work Experiences (請從現職由上而下填寫) 

*本欄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欄位* 

公司名稱/任職部門 

Company / Department 

職稱 

Job Title 

職務內容 

Responsibility 

離職原因 

Reason for Leaving 

薪資 Salary 服務期間 Service Period 
年資 

Seniority 月/時薪 年薪 
起年月~迄年月(西元) 

（YYYY/MM-YYYY/MM）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徵信調查 Reference Check 

(請列舉二位前任工作主管，可供本公司徵詢您的工作狀況) (Please Specify Two Prior Supervisors’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Reference) 

姓名 Name 公司 Company 職稱 Job Title 關係 Relationship 聯絡資訊 Contact Info. 備註 Remark 

      

      

您是否曾經至神揚保代面談相關職缺?   否   是，面談職缺：               ，面試日期:     /   /    

您是由何種管道獲知此應徵訊息?   親友推薦                       公司網站   人力銀行   顧問公司   徵才活動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聯絡方式：(H)                    (M)                   

期望薪資 Expected Salary：月薪:           年薪:            可到職上班日期 Availability：                      

 

請詳閱下列說明： 

一、神揚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員工招募及聘僱管理等業務之合理關連特定目的範圍內，必須取得並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本

表)，您並同意神揚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於營運地區範圍內，以書面或電子之方式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自簽

署本條款起至蒐集目的完成日止。 

二、您得自由選擇填具個人資料，惟若其提供之資料不足或有誤時，將影響您應聘之權利；您得透過撥打本公司電話：(02)22183588，   

    洽人力資源管理處，行使如下權利：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刪除。 

三、本人保證本表內所填寫之各項內容屬實，同時允許神揚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代表對相關機構進行徵詢，如有不實、虛構等

情事，同意神揚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保留任何處分權利。 

   

         簽名 Signature                                                   填表日 Application Date 

 

   

                                 __                                                                                 __ 

 

 

 



自   傳  Autobiography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search?ei=UTF-8&p=+%E8%87%AA%E5%82%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