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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甄選與築夢！ 

序一 

近年來，本校同學們最常選擇的升學管道不外乎是技專校院的「甄選

入學」與「登記分發」。在準備甄選入學的過程中，雖然坊間有許多的面

試指南或秘笈可以作為參考，但如果有一本擷取本校學長、姊之前參加甄

選入學經驗的彙編，讓同學們做參考，那將更能貼近同學們的需求、讓同

學們準備起來更能得心應手。 

    高職生除了以準備技專校院的「統一入學測驗」外，本校也有一些同

學會朝著大學的「學科能力測驗」去做努力。但因為「腳踏兩條船」、「蠟

燭兩頭燒」的結果，「學科能力測驗」的成績多半不如預期，因此在大學

「個人申請入學」的準備上，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理想的目標。 

  輔導室的老師們考量各位同學未來升學管道多元化，為了協助同學們

完成未來的夢想，自 89 年度起，每年向應屆畢業的同學們蒐集最寶貴的

實戰經驗（包括在校學業成績、筆試或面試的題目、感想與建議），編輯

成《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技專校院甄選入學、其他招生入學管道－指定項

目甄試：年面試經驗談》一書，給同學們做參考。多年來已蒐集不

少歷屆試題，這是結合輔導室、教務處註冊組及多位熱心學長、姊們的努

力，提供寶貴經驗與心得，給同學們提供指引的方向。期盼同學們能參考

學長、姊們參加申請、甄選入學的心路歷程、寶貴經驗，循著前人的成功

經驗，通過甄試，順利地進入「你所愛」的學校就讀。 

  每一個生命，都具有不盡相同的意義，讓我們努力規劃自己的未來！

最後提醒同學們：在「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技專校院甄選入學」選擇

校系（科）時，一定要選擇比自己實力高一、兩成的校系（科）；若是憑

「登記分發」即可進入的校系（科），那又何必要辛苦選用「甄選入學」

的方式呢？加油！你的未來不是夢，好好努力吧！  

封面感謝 1062108 廖德翰同學製作，也感謝 1062017李欣容同學提供比稿。 

 

              全體輔導教師  吳佳珊、游青霏、趙慧敏、陳玨汝 

                                 黃韻文、姜金桂、鄒韋民     謹識 

                    1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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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序二 

～ 在參閱「108面試經驗談」之前， 

            請先知道準備面試題目的方向！ ～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技專校院「甄選入學」辦理面試已行之有年，

不管是面試的型式或是題目，都有可遵循的方向；面試的題目固然千變萬

化、也很強調隨機的臨場反應，但是這並不表示不需要事前的準備。下足

準備的功夫，即使同在緊張的情況之下，因為你的多一分練習，勝出的機

會就會比別人還要大！ 

    或許你想申請、甄選入學的校系（科），在《108 年面試經驗談》裡並

沒有列出來，但是仍然可以參考其他學校同一學群的系（科）的題目，不

必太執著於非得要同一校系（科）才覺得有參考價值。102 年以前的內容，

由於年代久遠、不符現行要求或是過於尋常可見，則會刪掉此一部份內容。

若是同學們想要申請、甄選入學的校系（科）較特別，請主動上網蒐集相

關訊息、請教師長以及學長姊，一定能有所助益。最忌「什麼都不問」或

「什麼都不準備」的隨性態度，那麼就會平白喪失一個申請、甄選上好校

系（科）的機會。 

    面試題目類型很多，當你不知該如何著手準備時，可先從下列幾個主

題開始： 

1.個人部份： 

一定要準備 1 分鐘（至少）的「自我介紹」（最好事先擬草稿、熟記，

但在現場時千萬不可「背稿」），包括你的人格特質，特殊的興趣、專長，

以及跟申請、甄選系（科）有關的生活（學習）經驗。而非天馬行空或

是說些我有幾個家人等瑣碎的事情。教授們通常會再經由「自我介紹」

的內容，引伸其提問問題；所以強調自己的優點、特色以及熟悉備審資

料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相關的其他題目有：「說說你的優、缺點！」、

「為什麼本校要錄取你？」、「有什麼特殊的經驗（表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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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意願： 

想申請、甄選某校系（科），一定有你的動機，這也是教授們想要瞭解

的。尤其是較特殊的系（科），如設計類、藝術類、餐飲類等，同學們

擔心考不上，但是教授們更擔心他們所錄取的人是不適合的。除了你本

身的意願、學習的動力外，建議可以上該校系（科）的網頁，仔細瞭解

該系（科）強調的特色為何（與他校相較有何勝出的地方？），並且不

忘結合你過去的學習經驗，這樣會更有說服力。相關的題目有：「你為

什麼覺得你適合唸本系（科）？」、「說說看本系（科）有什麼特色？」、

「本系（科）吸引你的課程內容有哪些？」、「進入本系（科）後如何規

劃你的大學生活？」…等。 

3.價值態度： 

這類的題目，較為五花八門，主要是想要瞭解同學們的價值觀或處事能

力；舉凡人際關係、對時事的看法或其他假設性的問題，都有可能被提

出來。同學們可參考手冊內容，回答時應把握誠實、不浮誇、積極、正

向的原則。教授們要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透由你的應對、進退來瞭解

你是否是個「可」愛、「可」造就的學生，千萬莫讓教授們認為你是位

對人、事、物都持負面、消極態度的人。此外，面試前所發生的重大新

聞時事（不管是全球性的或是臺灣的），都是值得注意準備的方向。 

    若是有特殊的才藝或想讓教授們瞭解的事情，一定要在開頭的「自我

介紹」中就帶到這個部份。有些同學一進面試場地後立即主動邀請教授們

欣賞、指導他的作品或獎章，分享他曾有的榮耀（當然最好是很特別的獎

項），這些動作都可讓冗長且近乎千篇一律的面試過程，帶來耳目一新的

感覺。最後，不要忘了你「真誠、可愛的笑容」！ 

口試的題目，其實都不難；但要回答的好，就需要事前的準備！先

仔細地蒐集相關的資料，再架構出答案的內容；然後自己對著鏡子自問自

答做練習，再邀請師長或同學們擔任模擬口試的委員，檢討你的答案或表

現。如此反覆的練習之後，相信你在面試時的表現，會更有自信！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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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學－特殊選才 

一、公立大學 

1.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序號：83.） 

（一）提供人：10509××  周（108 級） 

1.第一階段：審查（※佔總成績 50％） 

        《特殊經歷證明》、《學歷證明文件（影本）》、《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

（正本）》、《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2.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系主任） 

          T1    T2    T3 
           （計時員）                

    S 

   ※由 3 位教授（系主任、1 位男教授、1 位女教授）負責面試。系

主任會先做「自我介紹」，再跟我講解面試的規則。接著就讓

我先「自我介紹」2 分鐘（1 分半鐘時會響鈴），再來就由 3 位

教授來輪流發問（針對我的《審查資料》中他們有興趣的內容

來發問），總共問了 3 個問題。面試的時間大約 5 分鐘，時間

到時會響鈴。 

       （2）題    目： 

           自我介紹。（※2 分鐘） 

           你參加的「臺北最強實境解謎－勇闖摩天輪」，是一個什麼樣的

活動？ 

           你參加「國際志工」的活動，最令你難忘的經驗是…？ 

           如果你上大學之後，發現你對「課程」不感興趣，你會怎麼做？ 

       （3）準備方向： 

           只要對自己的《審查資料》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就能輕鬆應對。 

      3.感想與建議： 

面試的時間非常短，教授們不會問太多的問題，也不會問太難回答的問

題。要把握重點，用心把自己的《審查資料》準備好，並對自己在《審

查資料》中所列出的各項經歷，都要牢記在心中，那你就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通過面試。 

 

2.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序號：101.） 

（一）提供人：10519××  賴（108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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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階段：審查（※佔總成績 30％） 

        《學歷證明（影本）》、《歷年在校成績及全校名次證明》、《自傳及申請

動機》（限 500 ~ 1,000 字內，英文書寫）、自選作品（1 件）。 

      2.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70％） 

       （1）過    程： 

                        （外籍男教授）    （外籍男教授） 

                    T1    T2    T3 
                           

                    S1    S2    S3 

                       （我） 

 ※由 3 位教授（2 位外籍男教授、1 位女教授）負責面試，面試時

間總共 15 分鐘，全程都用英文對話。 

   每位考生按照順序大約會被問到 3 個問題：A.先進「準備室」

閱讀一篇文章（文章題目：Death Penalty。類似《新聞文學》的

文章，總計大概是 14 號字、滿版），閱讀時間 15 分鐘，之後

由學姊負責抽問 1 個題目。B.教授從我寫的《自傳》內容中提

問 1 個問題。C.教授再隨興問 1 個問題。 

       （2）題    目： 

           How do you think about if one got the death sentence but later he was 

innocent？ 

           You said you are looking forword to teach in India，how about it？ 

           在你的人生中，你曾經遇到什麼樣的難題？你是怎麼解決的？（※

英文） 

       （3）準備方向： 

           面試前要多看一些英文的文章，多做一些準備。 

      3.感想與建議： 

       （1）「中山－特殊選才」雖然有要求「TOEIC」的成績，但還是以比

賽經驗和成績（得名）為主。如果你也想參加「大學－特殊選才」

招生，在準備的時間上就會跟「學測（1 月）」考試有衝突，跟「統

測（5 月）」考試就不會衝突到。 

       （2）參加「大學－特殊選才」的招生，讓自己先有 1 次實際的「面試」

經驗，也挺好的。「大學－特殊選才」無論在「學校」和「名額」

方面，都比「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好很多，但就是要提早做準備。 

 

財務管理學系（序號：111.） 

（一）提供人：10509××  周（108 級） 

1.第一階段：審查（※佔總成績 50％） 

        《學歷證明（影本）》、《在校成績證明（含班級、年級名次證明）》、符

合本系選才篩選條件之證明文件、《自傳、讀書計畫及申請動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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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函》1~2 封（教師或其他相關人士）、其他（競賽、社團、幹部、英

數檢定、證照…）。 

      2.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TB.    TC.    TA. 
                           

    S 

  ※由 3 位教授負責面試。面試單位會把《審查資料》彩色影印給每

位教授看。原本是說 3 位教授每人會問 2 個問題、考生在聽完 6

個問題後再一起回答…，結果 B.教授竟然連續問了 4 個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3 分鐘） 

            A.教授的問題： 

               a.在你成長的過程中，讓你感到「最挫折的事情」是…？ 

               b.讓你感到「最得意的事情」是…？ 

            B.教授的問題： 

               a.你在「投資競賽」中獲得優異成績的關鍵是…？ 

               b.「保險實習」是什麼？ 

               c.「實商」APP、QRcode 應用在哪邊？ 

               d.最近有沒有讀一本書要分享？ 

 C.教授的問題： 

               a.你認為自己 3 個最大的「優點」…及「缺點」…。 

               b.你 40 歲時最理想的狀態會是…？ 

教授們在我的回答中，再延伸問了幾個問題…： 

               a.你在「實商」銷售點券成功的關鍵是…？ 

               b.你知不知道「Hope85」是什麼？ 

               c.你為什麼想要去參加「國際志工」的活動？ 

               d.你上一次去參加「國際志工」主要的活動內容是…？ 

               e.你是跟哪一個團體一起去參加「國際志工」活動？原因是…？ 

               f.你當時會選讀「士商」的原因是…？ 

               g.簡單描述一下你的家庭狀況…。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不要只準備一個層面的東西，對自己的過去要很孰悉，

更要想清楚自己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3.感想與建議： 

重點還是要孰悉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面試時不要緊張，也不要

一直去想專業上的問題，面試教授們想問的都是與你切身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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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序號：134.） 

（一）提供人：1041×××  張（107 級） 

1.第一階段：審查（※佔總成績 40％） 

《備審資料》、《歷年成績單》…。 

2.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S 

            ※2 分鐘「自我介紹」，3 分鐘問答，總共被問了 3 題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英文） 

          請問你的專業與「運輸」的關連性…？ 

          你的《小論文》是研究 VR 的，請問 VR 對「運輸業」將會帶來什

麼影響？ 

      （3）準備方向：（略）。 

3.感想與建議： 

       「特殊選才」是最近才興起的新型態升學方式，可以讓本身參加很多競

賽、且對該領域有興趣的同學試試看。每個學系都有不同的錄取標準，

你會遇到的對手有許多是僑生、留學國外的學生…，都具備有良好的英

語能力。你一定要多練習英文面試，再加上學校所學的專業知識，就能

有很大的機會通過面試。 

 

4.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序號：147.） 

（一）提供人：10512××  林（108 級） 

1.第一階段：審查（※佔總成績 40％） 

        《歷年在校成績（正本）》、《自傳》（以〈我為什麼要唸政治系〉為主

題）、《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於政治相關領域有特殊成就或

表現…。 

      2.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S 

   ※由 3 位男教授負責面試。感覺上他們人都很好，但問的問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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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難回答的…。 

       （2）題    目： 

           請用 1 分鐘說明一下你的《小論文》中所提到的「轉型正義」…。 

           為什麼不追究當年荷蘭人占領臺灣的事件？這是「選擇性」的「轉

型正義」嗎？ 

           「歷史考古」與「轉型正義」一樣嗎？有什麼不同？所以我們應

該由歷史學家去進行「轉型正義」嗎？ 

           說明一下你所讀到的「羅爾斯」、「康德」…。 

           什麼是《本體論》？ 

           你當初為什麼會就讀「高職」？ 

       （3）準備方向： 

           對你自己寫過的《小論文》，一定要很孰悉…，剩下的，也無法準

備。因為「There is no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cannot be ask…」，「政

治學系」跟其他學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也就是在這裡。 

      3.感想與建議： 

       （1）建議：想報名「大學特殊選才－政治學系」的學弟、妹們，一定

要及早把《自傳》準備好！前年，「政大－特殊選才（政治學系國

際關係組）」的《自傳》，要求 6,000 字以上。今年，「中正－特

殊選才（政治學系）」的《自傳》，要求「A4－6 頁」以上，我自

己就寫了 8,000 字！也不用擔心自己是支持什麼政黨，《政治學》

無關那些東西哦！教授們要看的是你的邏輯能力和特點。 

       （2）感想：想想自己這一路走來，也是不容易。當初自己被《西洋政

治哲學》深深吸引，在圖書館借了許多書來閱讀…。想讀「政治學

系」的人，心中一定會有一些想改變現實社會的抱負…，如果你們

也有這種近似妄想的浪漫情懷，我只想跟你們說：繼續努力吧！ 

       （3）分享一句卡謬的名言：「除了沒用的肉體自殺和精神逃避，第三

種自殺的態度是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學弟、妹們如有問

題，歡迎寄 e-mail 到我的信箱（karta345647@gmail.com）來詢問我。 

 

5.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序號：198.） 

（一）提供人：1043×××  林（107 級）                       ※正取 

1.第一階段：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60％） 

      2.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 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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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前 5 分鐘，會先至面試場地外等候…。面試教授們人很好，

先讓我坐下後，再請我「自我介紹」。 

 （2）題    目： 

     自我介紹。（※不用講太多，不然教授們會不知道要問什麼） 

     為什麼要報考本校？為什麼要選讀「應用數學系」？ 

           問數學題：（1）畫 cosQ、secQ 的圖。 

         （2）為什麼 sin
2θ+cos

2θ=1。(※畢氏定理) 

     是否有學過「計概」？都學些什麼？ 

           今天跟誰一起來？爸、媽覺得這裡如何？你自己覺得這裡好嗎？ 

 （3）準備方向： 

           《審查資料》的內容一要記清楚，怕教授們會問。「臺東大學－應

數系」面試很注意「三角函數」（六個函數的圖和定義），一定要

看熟。 

3.感想與建議： 

       （1）第一次去面試是為了上大學，本來以為會很輕鬆，因為有問過去

年考上的學長，他說：《審查資料》不亂做，就一定能去面試，之

後就看面試的成績了。 

       （2）報到之後，覺得好緊張；坐在面試場地外面等待時，會更覺得緊

張（因為聽到面試教授很大聲地在指責前一位考生…）。沒想到進

去之後，發現教授們人都很好。記得：要面帶微笑，有禮貌！ 

 

6.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序號：208.） 

（一）提供人：10509××  周（108 級）                       ※備取 

1.第一階段：審查（※佔總成績 50％） 

        《自傳》（含申請動機）、國際性或全國性創業或商管相關競賽獲獎、

實際創業或擔任中階以上管理幹部經驗、擁有商管或財金等相關證照

4 張以上、其他特殊成就或表現且具備佐證資料（特殊能力或技術檢

定證明、得獎紀錄等）。 

      2.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由 3 位女教授負責面試。在我座位前面的桌上，放著 1 張倒蓋

的《面試題目卷》。 

       （2）題    目： 

           自我介紹。（※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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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桌上《面試題目卷》上的問題作答（※先想 3 分鐘，再用 3 分

鐘作答）： 

             A.桌上有 1 個綠色「水壺」，成本$300，有大量庫存。你是「銷

售經理」，年終全看水壺的業績，你會如何去銷售？ 

             B.我們都知道「網路買書」相對便宜，但「實體書店」還是不斷

在經營，你認為他們的「獲利模式」是什麼？ 

           你如何在讀書期間考取那麼多的《證照》？ 

           你為什麼要去「打工」？  

           你怎麼想到要去考業界的《證照》？ 

           你還有申請其他的校系嗎？  

           我們的系分 4 個學群，你想選哪一個學群？ 

           除了「金融」以外呢？ 

           你有想要補充說明、讓我們給你加分的嗎？ 

       （3）準備方向： 

           對自己的「經歷」要熟記在心裡。平時可以多去了解一下企業獲利

的方式。 

      3.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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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一、公立大學 

1.（034.）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034212） 

（一）提供人：911××  唐（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8 11 8 5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S 

※桌上放著 4 份資料，每 1 份都有 2 張圖片，自選其中 1 張做說明。 

（2）題    目：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picture？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in English but go study design in American 

in the future？ 

（3）準備方向： 

面試的題目，會與《審查資料》有關，所以一定要熟記《審查資料》

的內容。 

4.感想與建議： 

好恐怖！面試教授共有 5 位…，很緊張！ 

 

2.（035.）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035262） 

（一）提供人：208××  林（105 級）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7 4 8 5 3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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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紀錄 

 S 

※敲門進去後，教授們先請我坐下；坐下後，再開始詢問一些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學測」及「術科」成績多少？ 

為什麼不報考「競技學系」？要報考「體育學系」？ 

除了「體育學系」，還有報什麼系？ 

國中練田徑，對你有什麼影響？ 

高中練田徑，對你有什麼影響？ 

（3）準備方向： 

如果高中有「體育」專長的話，面試前一定要把所學習到的東西好好

弄清楚。 

4.術科（體育）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項目 
60 公尺立

姿 快 跑 

20 秒反覆

側 步 

1 分鐘屈膝

仰 臥 起 坐 

立 定 連 續

三 次 跳 

1600 公尺

跑 走 
百分等級 

成績 55.93 53.57 61.42 67.36 50.35 89.02 

5.感想與建議： 

       能通過體育學系「第一階段篩選」的考生，「術科」成績一定都在「頂

標」。面試時，不用當場給教授送《審查資料》，他們不會看的。 

 

運動健康科學系（035292） 

（一）提供人：202××  林（105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7 7 8 6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1                        S12 

S2                      S11 

S3                  S10 

          S4  S5  S6  S7  S8  S9 

※會給 2 個題目，然後給我們 8 分鐘的時間、12 位考生一起討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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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討論完畢，就從第一位開始做 1 分鐘的總整理（報告），時間

到，換第二位報告…，以此類推。 

（2）題    目： 

    「體育賽事」對臺灣的影響…？ 

          討論一項有關「健康促進」的問題…。（※聽說其他組是討論其他

的題目，但都跟「體育」有關） 

（3）準備方向： 

          平時多看與「體育」有關的新聞。有空的話，可以對比較特別的體

育新聞內容，做更深入的探究與了解。 

4.術科（體育）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項目 
60 公尺立

姿 快 跑 

20 秒反覆

側 步 

1 分鐘屈膝

仰 臥 起 坐 

立 定 連 續

三 次 跳 

1600 公尺

跑 走 
百分等級 

成績 60.10 53.57 56.90 61.51 58.04 90.13 

5.感想與建議： 

（1）在這 8 分鐘的時間裡，要多發言，把你之前所知道、所看到的東

西，都講出來，讓教授們知道你平時都有在關注「體育」方面的

事務。 

（2）在 1 分鐘的個人總整理（報告）時，可以趁前面的考生在做報告

時，抓住自己要報告的重點及時間。2 個討論題目的內容，都一定

要回答到。 

 

（二）提供人：208××  林（105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6 4 11 8 37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1                        S12 

S2                      S11 

S3                  S10 

          S4  S5  S6  S7  S8  S9 

※12 位考生，在 1 間試場內，面對 3 位教授做面試。 

（2）題    目： 

與「體育」相關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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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康促進」相關的主題…。 

            ※教授們先給我們 8 分鐘的時間，以 12 位考生為 1 組討論這 2 個

主題。之後，每位考生給 1 分鐘的時間報告。在討論及報告當

中，教授們就在做評分。本組討論的方向以「旅外運動員」和

「老人運動」為主。 

（3）準備方向： 

因為是「隨機」出題，不會事先公告，所以無準備方向。 

4.術科（體育）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項目 
60 公尺立

姿 快 跑 

20 秒反覆

側 步 

1 分鐘屈膝

仰 臥 起 坐 

立 定 連 續

三 次 跳 

1600 公尺

跑 走 
百分等級 

成績 60.37 57.55 70.48 58.59 58.26 96.93 

5.感想與建議： 

我覺得面試最需要的就是「臨場反應」和「勇於表達」的能力。面試教

授們在評分時，都不發一語，看的就是我們的「溝通能力」和「團隊意

識」，所以面試前「口語表達」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三）提供人：908××  詹（102 級）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6 4 4 9 6 2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S6   S5  S4  S3  S2  S1 

                T2 

S12  S11  S10  S9  S8  S7 

                      T3 

※不用做「自我介紹」，教授們會給 2 個題目，1 個是有關「運動時

事」的題目，1 個是有關「健康促進」的題目。小組討論 10 分鐘，

每一位考生再做 1 分鐘的報告。在小組討論時要多發言，教授們會

一直在觀察你的表現。 

（2）題    目： 

如「過程」說明。 

（3）準備方向： 

          要多注意近期發生與「運動」相關的時事。要多了解「怎樣吃才健

康」的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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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術科考試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項目 
60 公尺立

姿 快 跑 

20 秒反覆

側 步 

1 分鐘屈膝

仰 臥 起 坐 

立 定 連 續

三 次 跳 

1600 公尺

跑 走 
百分等級 

成績 51.19 57.40 62.19 54.45 57.59 81.78 

5.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沒有那麼可怕啦！ 

 

3.（036.）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036252） 

（一）提供人：317×× 李 （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1 6 11 6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        T1  T2  T3 
                  計時人員 

                                  S 

※簡單的「自我介紹」，每一位教授輪流發問，時間 6 分鐘。 

（2）題    目： 

簡單「自我介紹」。 

          為何想申請我們系？ 

          有閱讀過那些與「科普」有關的雜誌？（※《自傳》內容） 

          你是讀外文，那你認為你在我們系裡有什麼優勢？ 

          試著用你的方式解釋一個定理…。（※自己準備） 

          你要如何用現有的資源開創「科普」的另一片天？ 

（3）準備方向： 

找一個自己喜歡的科學定理，多吸收一些科學方面的知識。 

4.感想與建議： 

       本系為偏向「理工」的校系，因此準備上較為困難。面試前一天，記得

要睡飽；面試時請保持平常心，別不懂裝懂，如果有不會的，就說不會

沒關係。「科普」資料要看熟。 

 

4.（038.）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03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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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人：317×× 李 （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1 6 11 6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先個別「自我介紹」1 分鐘後，面試教授們會針對每個人的《自傳》

內容提問問題（2 分鐘），接著再請每一位考生挑一張擺在前方桌

上的一張圖來加以說明（1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就《自傳》內容提問問題…。（※2 分鐘） 

          看圖作答…。（※2 分鐘） 

（3）準備方向： 

          對《自傳》的內容一定要熟悉，「申請動機」一定要有，如能結合

自身經驗會更好。 

4.感想與建議： 

      （1）本系面試的重點在於對「公共議題」的了解，因此「時事新聞」一

定要非常孰悉，最好可以帶出自身的經驗。「看圖作答」時有許多

圖可以選，但要做答不是那麼容易，建議：只要看到有興趣的畫，

要趕快拿起，以免別人下手為強。 

      （2）對於《自傳》內容一定要非常熟悉，以免教授一問三不知，白白將

錄取機會拱手讓人。 

 

資訊管理學系（038112） 

（一）提供人：317×× 李 （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1 6 11 6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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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會先請每個人簡單的「自我介紹」，面試教授們再提問問題。教授

們問完每一道題目後，由每一位考生依序回答，時間大約 10 分鐘。 

（2）題    目： 

簡單的「自我介紹」。（※含「申請動機」） 

          我們系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你會如何利用臺東的環境來度過大

學的 4 年？ 

          請解釋「智慧」及「知識」的差別…。 

          請說明「資管」有哪些出路？你想朝什麼方向去發展？ 

          對於我們系，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3）準備方向： 

上網詳閱、熟記本校系的相關資訊便可。 

4.感想與建議： 

      （1）本系的面試，主要是要測試考生的「口語表達」及「思考」能力，

建議：面試前一天晚上盡量早點睡，才能確保隔天頭腦是清醒的。 

      （2）面試時要盡量把自身的優點表現出來，讓教授們覺得非錄取你不可！

教授們問你的問題，請“一定＂都要回答。最後，請務必要請保持

平常心，從容應對，才不會搞砸了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教授們不

會吃人的！ 

 

資訊工程學系（038162） 

（一）提供人：006××  李（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自然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2 7 11 9 4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         T1   T2 
                  計時人員 

                                  S 

※分成 3 場次，A.場次：「自我介紹」，B.場次：說明「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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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C.場次：補充說明。每場次約 2 分鐘。 

（2）題    目： 

請簡單「自我介紹」。 

          為什麼會想報考本校系？ 

          請簡單敘述《讀書計畫》內容…。 

          你是否有心理準備到本校生活？ 

          你的「英文」、「數學」好不好？  

          你是否有報考其他校系？你會優先選擇哪一校系？ 

（3）準備方向： 

上網查詢歷年的面試題目，多做練習。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放輕鬆！要多微笑。 

 

二、私立大學 

1.（005.）東吳大學 

歷史學系（005022） 

（一）提供人：318×× 李（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1 5 12 7 47 

2.審查資料：（需繳交，不佔甄選總成績）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S 

※個人面試。全程都問關於《自傳》的問題，一人 10 分鐘，一次面

對 2 個教授，教授就像在跟自己聊天一樣。進去之前會有學長、姊

帶你，並陪你聊聊天、舒緩心情。 

（2）題    目：（※都是有關我自己《自傳》的問題） 

為什麼高職生要讀普通大學、要考「學測」呢？ 

          高中生活最難忘的事…。 

          未來想做啥？ 

（3）準備方向： 

要熟記《自傳》內容。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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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的師生人都很好，也常會傳簡訊來提醒。這是我參加過唯一的

「個人面試」，跟「團體面試」差蠻多的（像問題的範圍、你要回答的

時間、以及能展現自己的時間…等）。 

 

哲學系（005032） 

（一）提供人：306×× 彭 （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1 3 13 6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S 

※面試內容多半是問關於你做的《小論文》，所以《小論文》千萬不

可以亂做，也不可前後矛盾。內容不用太多 2,000 字以內，面試前

請再看一下自己做的《小論文》，其他都是一些「公關」的問題。 

（2）題    目： 

你為什麼要選讀「哲學系」？ 

          你為什麼這麼多科目被當？ 

          …。 

（3）準備方向： 

做好《小論文》，面試前熟讀。哲學系面試許多問題都圍繞在《審查

資料》裡的《小論文》中，其他的資料大概做一下就好，教授們很少

過問。 

4.感想與建議： 

       《自傳》和《讀書計畫》考完「學測」後就該準備一下，第一階段錄取

離上傳《審查資料》只有 2 個禮拜的時間，而且每個系要求的《審查資

料》也都不太一樣。面試別太緊張，一緊張就容易說錯話、結巴，把話

講清楚比較重要。 

 

（二）提供人：310×× 蔣（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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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1 5 11 7 4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S 

          ※分成 2 場次，一個人面對兩個教授的面試。第一場問在學校的情

況及高中三年的課業，另一場會針對你《審查資料》裡的《小

論文》提問，和你討論你的想法。 

            我差點和教授吵起來…，哈！哈！要儘量讓自己心平氣和…，哲

學系的教授會給你一種「沒事找事做」的感覺！ 

（2）題    目： 

為何你「國防」課被當？ 

          為何你「數學」不好、還可以當「數學小老師」？ 

          你的《小論文》有提及柏拉圖的「愛觀」…，他的愛的終極目的是

什麼？ 

（3）準備方向： 

擁有一顆平靜的心，把自己的《審查資料》看熟，有自信的眼神，對

哲學的熱情。 

4.感想與建議：（※略）。 

 

政治學系（005042） 

（一）提供人：310×× 蔣（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1 5 11 7 4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     T1   T2   T3 
                  計時人員 

                                S  

※刺激的個人面試，教授們一開始會先幫你暖身，讓你介紹自己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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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上他對你好奇的地方、重點。桌上會放籤筒和問題本，

抽 2 個題號與題本裡對應的題目，選擇一題較有把握的回答，教授

會根據你的回答做進一步的質疑，這個時候不要被嚇到，好好表達

自己的觀點就好。 

（2）題    目： 

請先介紹一下你自己…。（※2 分鐘） 

          你會用什麼立場表達自己的對政治與公共政策的態度？（※抽籤題） 

          你會「投書」還是「抗議」？打電話到立委辦公室？ 

          你《審查資料》裡說的「教會」是…？請介紹一下…。 

（3）準備方向： 

一定要多注意「時事新聞」、「國際政治」，要多看報紙，要上官網

把其他學校的政治系拿來比較，看看「東吳」的優勢是什麼…。一定

要想辦法滿足教授們的虛榮心，千萬不要怕表達。 

4.感想與建議： 

      （1）學弟、妹們~，不要太沒自信！我們在「士商」都讀了三年，要知

道高中生不會比我們強到哪裡去；甚至我們比他們會的更多，態度

更好…。起跑點其實差不多，教授們不會期待我們了解多少，如果

都會，就不用去唸大學了，對吧！ 

      （2）教授們想看的是你的熱情…、你為什麼非這個系不讀…、你多在乎

這個社會…，然後再看你怎麼把心裡的想法表達出來。表達能力是

從小日積月累的結果，短時間的增強很困難，教授們想看的就是這

個，當然也很難在這段時間準備什麼…。 

      （3）再說一次：要對自己有信心、我想唸、因為我愛這個系…，把自己

真誠的表達出來，比臨時準備的知識重要多了。加油！最後：我就

讀「北士商」，我很驕傲！哈！哈！哈！ 

 

社會學系（005052） 

（一）提供人：310××  蔣（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1 5 11 7 46 

2.審查資料：（※需繳交，不佔甄選總成績） 

3.筆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測驗名稱：小論文 

       （2）測驗內容： 

 請問「社會科學」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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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和其他像「政治學」、「經濟學」的社會科學有何關

係？ 

           討論「新南向政策」…。 

       （3）準備方向： 

            上網找考古題，會發現每年都不太一樣，出題的教授和系主任，

有的 2 年就換一次，當然方向也會不同，但其實大同小異（可以

看《見樹又見林》或《圖解社會學》），最重要的還是關心時事

和社會議題。 

      4.團體面試及認識本系：（※需達 60 分，不佔甄選總成績） 

 這個部份不算成績，只要有去就好，可以放輕鬆一點。是 45 個人在一

個教室給你看一些學校介紹而已，不過還是要有心理準備，遇到可愛的

教授會教你上台說說話…之類的。平時要訓練自己的膽量和口語表達，

可以找機會多在班上上台公佈事情。 

5.感想與建議：（※略）。 

 

英文學系（005072） 

（一）提供人：1041×××  張（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5 8 6 4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筆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測驗名稱：英文文法、閱讀與寫作。 

       （2）測驗內容：有文法題、單字題、閱讀測驗，寫一篇 250 字作文。 

       （3）準備方向： 

           寫考古題練手感，一定要注意能否在 70 分鐘內做完。 

4.感想與建議： 

對於不擅長面試的我來說，「東吳－英文」只看《審查資料》和再考一

次英文，反而對我較好。但第二階段考試一定要做「考古題」，看題型

大致如何，熟悉它的考法，在當下比較不緊張。考試當天，一定、一定

要戴手錶；因為那裡沒有，不然就會跟我一樣，因為沒手錶緊張的要命，

怕寫不完，一直趕。 

 

（二）提供人：318××  陳（106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2 10 8 45 



2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筆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測驗名稱：英文文法、閱讀與寫作 

       （2）測驗內容： 

           第一大題是「選擇題」（一般選擇、克漏字），共 30 題，一題 2

分，共 60 分。題目幾乎都是文法題，單字題大概只有 5~10 題，

單字程度大概是 7,000 單，文法的選項都出得很像，只有細節的

不一樣。 

           第二大題是「寫作測驗」，共 40 分。給你 1 篇短文，閱讀完後以

自己的觀點寫出超過 250 字的心得。這次的短文內容是「考試會

降低高中生對於自然科目的興趣，所以應增加實作課程…」。 

       （3）準備方向： 

            筆試的考題好像每年都不一樣（之前的「考古題」還有要你總結

一篇文章或是短篇閱讀測驗）。「寫作測驗」應該是寫得越多越

好，但不能超過面試單位給你的紙量（給了好多頁，你也不用擔

心）。選擇題不是畫卡，是要你寫題號，然後在旁邊寫答案，也

是寫在和「寫作測驗」相同的紙面上。 

4.感想與建議： 

（1）進入考場時覺得很驚訝，因為並沒有要求考生不能將書包帶到自

己的位置。坐定後，監考老師就說：你們坐好後就可以開始寫了。

並沒有統一開始寫的時間。答案紙的格式也會讓人嚇到，而且監考

老師不會統一說格式，不懂怎麼寫要自己問（但我們這個考場的考

生都沒問什麼）。 

（2）筆試的題目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時間很還蠻充裕的，不過「寫作測

驗」還是要盡早下筆，不要想太久。在考試前可以先進入考場，大

概在考試結束前 10 十分鐘前會清場。不用太緊張，把平常實力發揮

出來就好了。 

 

（三）提供人：318××  林（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2 7 6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筆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測驗名稱：英文文法、閱讀與寫作 

       （2）測驗內容： 

第一大題－文法及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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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題－克漏字。 

第三大題－寫作測驗（250 字以上）。 

題    目：考試對臺灣學生的影響。 

       （3）準備方向： 

           多寫「考古題」，練習手感，因考試時間僅有 70 分鐘，所以「速

度」很重要。 

4.感想與建議： 

「東吳－英文」沒有面試，所以準備「筆試」及《審查資料》是非常重

要的，成績各佔 30%（「學測成績」佔 40%）。 

 

日本語文學系（005082） 

（一）提供人：10517××  曾（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3 -- -- 1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T4 

     

                    

                 S1                                S8 

                   S2                           S7 

                               S2   S3   S4   S5   S6  

        ※採「4（1 位男教授、3 位女教授）對 8」的方式進行「團體面試」，

全程約 50 分鐘。 

          第一部份：先用中文做 1 分鐘的「自我介紹」，教授們再從考生的

《審查資料》來提問問題（每位考生大約會被問到 2~4 題，每位

考生的答題長度會影響他的答題數，平均每位考生大約會有 2 分

鐘的時間被提問和作答）。 

          第二部份：跟讀。每位考生會被隨機叫號，再複誦日籍教授所唸的

單詞（可能是發音極為相似的 2 個詞）、句子（有主詞、動動、名

詞等句構完整、有意義的句子），約有 5 題。 

          第三部份：搶答。 

（2）題    目： 

自我介紹。（※中文、1 分鐘） 

          你說你有寬廣的「國際觀」，請問你最近所關注的「時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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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會想選讀「日本語文學系」？ 

你認為臺灣與日本的文化，有何「異」、「同」之處？ 

是什麼樣的因素讓你對日本有興趣？ 

          來臺的日客，明顯較訪日的臺客少，請問你會如何對日人推薦臺灣

來促進觀光？（※搶答題） 

（3）準備方向： 

          多上網了解一下日本的歷史、政治、經濟…的概況，平時也要多注

意一下國際時事（不只限定日本一地，只要是重大的國際時事，

都包含在內）。 

          「自我介紹」一定要好好準備，描述自己專長、特色的內容要具體，

面試時一定要熟記裡面的內容。也可以利用在校內上「日語課」

的時間，為自己準備 1 份日文的「自我介紹」，到時候說不定就會

派上用場…。 

          面試前多瀏覽網路上「面試經驗分享」及 IOH 平台上的影片…。

將歷年的面試題目，拿來模擬作答（1 題最多以 30 秒的時間來回

答，不具特色、不夠具體的部份要再修改），而且要再三的演練…。 

          上網查閱本系的教學理念、課程內容及社團活動…等，面試教授們

一定會問到與本系相關的問題。 

4.感想與建議： 

        輔導老師：要為學弟、妹整理這些《面試經驗談》…，真是辛苦您了！

大家一起加油！ 

 

德國文化學系（005092） 

（一）提供人：318×× 郭（106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3 2 8 5 41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S 

※2 分鐘「自我介紹」，再根據《審查資料》問問題。 

（2）題    目： 

          為什麼不選讀「輔大」？（※這是基本問題，大家都一定會拿「輔

大」來跟「東吳」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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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德語」的有哪一些國家？ 

          學「德文」，最重要的是聽、說、讀、寫的哪一個？ 

          畢業後想做的工作？ 

4.感想與建議： 

要做好準備。不要緊張，面帶笑容，妝不要太濃。 

 

物理學系（005112） 

（一）提供人：006××  李（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2 7 11 9 49 

2.物理學科筆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測驗名稱：物理筆試。 

（2）測驗內容：高一~高三「物理」課程內容。 

3.觀察報告：（※佔甄選總成績 35％） 

看短片《指向性物理現像》，寫報告。 

4.感想與建議：（※略）。 

 

2.（007.）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007202） 

（一）提供人：10517××  施（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3 7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每位考生先做 1~2 分鐘的「自我介紹」，面試教授們再提問問題…，

之後再從考生回答的內容來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2 分鐘）。 

請說一下讓你們印象最深刻的「服務人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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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還有報考哪一些校系？ 

…。 

（3）準備方向： 

要多看「時事」…，也要了解一下「社工」與「志工」的差別。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人都很好。要面帶微笑，要注意聽其他面試考生的回答，

說不定可以把別人的回答轉化成為對你有利的另外一種答案。 

 

3.（008.）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008262） 

（一）提供人：021××  李（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9 11 13 13 5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T1  T2  T3           T1  T2  T3 

                     

               S1 S 2S3 S4 S5 S6         S1 S2 S3 S4 S5 S6 

※分 2 個試場面試，每一個試場都有 3 位教授、6 位考生。3 位教授

各提問 1 個問題，大多數的問題都是依照考生的順序作答，只有少

數 1、2 個問題是「搶答」的。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們學校的「迎新活動」會表演什麼？ 

          問一些有關於《自傳》的問題…。（※教授們會針對一些考生提問） 

你對「資管」的了解有多少？ 

你為什麼要轉讀「資管」？（※指定） 

（3）準備方向： 

《自傳》的內容要熟記。 

4.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輕鬆應對！通常教授們對「職校」的考生比較有興趣。 

 

中原大學與美國天普大學商學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008372） 

（一）提供人：10519××  唐（108 級）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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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9 14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3（有 2 位是外籍教授）對 1」、「全英文」面試，共 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3 分鐘，但沒有真的在計時） 

…。（※接著再從我的「自我介紹」的內容來提問問題…） 

你對美國的「天普大學」的了解有多少？ 

你未來的生涯規劃是…？ 

（3）準備方向： 

英文的「口說」一定要加強，也要多上網解一下本系的相關資訊。 

4.感想與建議： 

        本系是新成立的，學費有點貴，如果想去就讀，要先跟家長討論一下。

面試就放輕鬆，教授們人都不錯！ 

 

4.（009.）東海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009032） 

（一）提供人：217××  張（105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6 11 7 49 

2.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S 

           ※面試教授有 2 位（其中 1 位是外籍教授），採「2 對 1」的方式

進行「英文面試」。 

（2）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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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喜歡「英文」？ 

為什麼會想選讀「東海」？ 

你所認識的「外文系」…？ 

          將來的規劃…。（※上述是幾個比較基本的問題，教授們會根據你

所回答的內容，繼續問下去） 

（3）準備方向： 

臨場的反應及回答問題的能力，是要靠平時訓練出來的，如果基本功

有打好，就不用太擔心了。「自我介紹」一定要準備，因為裡面的內

容，很可能會被教授們沿用在後面問很多相關的問題…。 

3.感想與建議： 

       「面試」很重要，因為教授們會覺得：從面試中可以認識的你，會比在

「審查資料」裡來得多。不要覺得「面試」很可怕，教授們不會給你太

大的壓力；可以講的，就儘量講，不要簡短回答。「東海」很大，小心、

別迷路！ 

 

（二）提供人：911××  唐（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8 11 8 54 

2.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英文面試」，3 位考生一起看 1 部「影片」，看完後分別進入 3

個不同的試場接受面試。會先給 1 張紙（when watching video），

上面有一些影片中專有名詞的英文注釋。 

（2）題目： 

What do you want to do after learning English？ 

What are the points you saw form the video？ 

          What do you see from this photo？Make a story from this photo？（※

教授拿出 1 張圖片） 

（3）準備方向： 

因為不看《審查資料》，所以更要加強面試的準備。「口語能力」一

定要好，「聽力」要加強，因為「影片」的對話速度有點快。 

4.感想與建議： 

       「東海」真是超美的學校，適合學「語文」。用心準備，有機會就去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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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009392） 

（一）提供人：217××  張（105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5％）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6 11 7 4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S1   S2   S3 

※採「2 對 3」的方式進行面試，教授們都面帶微笑。一開始，會先

請你做「自我介紹」，然後會根據你那組的特質，繼續問問題（像

我這組，教授們看我們的英文程度好像還不錯，就叫我們用英文做

「自我介紹」）。面試過程中，教授們也會不斷地介紹學校及該系

的特色，不會讓你感覺太可怕。 

（2）題    目： 

自我介紹。（※中文） 

自我介紹。（※英文） 

…。 

自己想 2 個問題，回問教授。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清楚說出你的「個人特質」、「申請動機」。英文

「自我介紹」還是要準備，就算沒有被要求要做，也至少能讓自己

心安。 

    有點驚訝沒被問到「專業知識」及「時事」，但建議還是要多關心、

準備一下。其他的問題也要預先準備好，該校系的網頁，要多看，

會有幫助的。 

4.感想與建議： 

       好像不管哪一個學系，每年的「面試方式」都不太一樣；可以的話，就

多方面去準備。不要讓自己太緊張，不然腦筋會轉不過來！這所學校的

環境，很棒！很適合學習。 

 

5.（012.）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012152） 

（一）提供人：1041×××  周（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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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13 6 8 8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S 

          ※進入面試場地，先做「自我介紹」，教授們會根據你所說的內容

再提問問題。面試時間限制為 6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2 分鐘） 

…。（※從「自我介紹」的內容提問問題） 

對臺灣的「公共衛生」議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你的看法是…。 

如何藉由本系所學來改善臺灣的現狀？ 

未來想從事哪方一方面的工作（※「公衛」分 3 個組） 

你最有興趣的科目是…？（※例如：流行病學、醫管…等） 

你在「高職」學到什麼？跟一般高中不同的是什麼？ 

你「英文檢定」的分數是…？ 

你高中畢業後，到大學入學前，想要做些什麼？ 

（3）準備方向： 

          了解要報考的學系是在學些什麼…，之後的分組，要選擇什麼…。

「自我介紹」要好好準備（中、英文都需要）。 

4.感想與建議： 

      （1）我會被錄取，算是有點僥倖，因為我的「學測」成績並不高，所以，

「面試」就真的很重要。要多上網查閱一些相關資訊，多了解本系

之後的出路，這樣才能找到自己真的興趣在哪裡？ 

      （2）教授們人都很好，在「自我介紹」時，一定要抓住他們的目光，讓

他們對你有興趣。當教授們對你有興趣時，他們就會開始搶著問你

問題，這就是最佳的時機，一定要將自己的想法充分表現出來。再

來，就是要有自信！面試時，一定要看著提問問題的教授，要有自

信的回答每一個問題，但不要誇大自己。 

 

6.（014.）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014012） 

（一）提供人：10513××  張（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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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3 -- -- -- 1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2 

     

                                      S 

              T1                                  T3 

     

            入口        S                             S      出口 

        ※報到後，先到一間大教室去休息、做準備，現場會播放影片介紹本

系，有問題也可以直接詢問現場的教授。 

          之後，被叫號進入面試場地，有 3 張面試桌，依序「1 對 1」跟面

試教授們（2 位男教授、1 位女教授）做面試。面試結束，從另一

扇門出去，填妥《問卷（回饋單）》後就可以離開 

          教授們都很親切，就像在跟你聊天一樣，還會給你一些建議…。在

現場服務的學長、姊，人也都很好！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有在學「二胡」？學多久了？為什麼想學？ 

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想從「商科」轉讀我們「中國文學學系」？  

你對本系的印象是如何？ 

          你還有報考了哪一些校系？如果我們和另一個校系同時錄取你，那

你會選擇哪一個校系？ 

你未來想做什麼？ 

（3）準備方向： 

          不用太緊張，因為是「1對 1」面試，就像在聊天一樣。教授們提

問的問題，完全不可怕，都是從你的《審查資料》的內容中來提

問，所以一定要熟記你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 

          教授們都已事先看過你的《審查資料》，除非你有新增資料，一般

來說是不用帶任何的紙本資料進入面試場地，就算你帶了，教授

們也不會要看。雖然這一次面試沒有問到我的「自我介紹」的內

容，但還是要充分準備好，以防萬一。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不需要太緊張，但《審查資料》真的非常重要，教授們對你的

第一印象就是從你的《審查資料》中產生的，做得好不好？可能會

直接影響「面試」和「錄取與否」。所以一定要把「士商」這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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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與各項活動的證明、感想，清楚呈現在你的《審查資料》裡。 

      （2）「淡江」比較重視學生的才華，本系尤其重視學生的作品，「高職生」

對他們而言，不但不會扣分、甚至覺得很棒！如果你的專長及優勢

項目能夠跟本系的特色相結合，那就更好了！實際走了一趟「淡江」、

參加過面試後，能多了解一下本系的教學理念、課程內容…，增進

一些師生的理解，對你未來 4 年的大學生活，絕對會有一定程度的

幫助。 

      （3）「淡江」的校風很自由，教授們不會干涉太多，如果你來就讀，就

可以隨心所欲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但也意謂著你需要有更大的「自

制力」…。學弟、妹們，先事先做好你們的「生涯規劃」吧！加油！ 

 

英文學系（014072） 

（一）提供人：10517××  童  （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英文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 13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2 

     

                                      S 

              T1                                  T3 

     

           入口         S                             S       出口 

         ※此次面試，採「跑關制」，每一位面試教授都會要求你先做簡單的

「自我介紹」，以便讓他們來認識你、並且從中提問問題。面試

過程無需感到緊張，面試教授不會刻意刁難你，你只要表現出自

信，凸顯出你自己的特色。唯有坦蕩、獨特，才能吸引教授們的

注意而願意錄取你。 

           全程不能攜帶任何文件或是《審查資料》，以保障此次面試的公平

性。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為何想報考本校系？ 

你有哪些特色和興趣？ 

你對自己未來有規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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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士商」參加過什麼社團？ 

（3）準備方向： 

          第一位教授要我先做簡單的「自我介紹」，再從我的「自我介紹」

延伸問了一些問題…。因此在回答問題時，一定要詳盡，並且要

懂得引導風向…；因為教授跟你只是初次見面，並不認識你，他

就會從你的回答延伸再問其他的問題。你的每一個回答，就很重

要了！  

          第二位教授的問題（參加過什麼「社團」），我在「士商」參加「服

務隊」的經歷，就可以拿出來講了。至於你們，不管在「士商」

參加過什麼社團，都可以盡情去發揮一下。回答這一個問題的重

點，在於你的反應能力，因為教授不認識你，所以你想講什麼都

行，只要你能講得出來。 

          在準備面試時，一定要先上網詳閱本系的網頁內容，才能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面試的方式很多（有「3 對 1」、「1 對 1」或「團體」…），

問的問題其實都是「大同小異」，面試前一定要在家裡先「模擬演

練」幾遍（將「自我介紹」的時間由 1 分鐘延長至 2 分鐘），因為

正式面試時你一定會緊張，怕你一緊張就會忘記要講什麼了！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最重要的是「不要背稿」。「背稿」真的很危險，因為只要你一

緊張，就會忘記，越緊張就越容易在教授面前變成「啞巴」。當個

「啞吧」，比講得爛更慘；講得爛、你至少還有機會，要是你什麼

都講不出來，就會第一個被刷掉。 

      （2）準備面試，其實不一定要花很多時間，我只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做

準備。要記住：因為面試時教授們都是從你的《審查資料》來認識

你並延伸提問問題，你的回答，一定也要貼近你自己的《審查資料》

的內容。如果你的回答與你的《審查資料》有出入，那就完蛋了！ 

      （3）「全英文面試」時，你的「英文文法」有可能會出錯，但那不是問

題，只要你有東西可以講、不當啞吧，你就有勝算了！面試其實不

難，一定要把你緊張的心情控制下來，就把它當成跟教授們做個簡

單的聊天，那就成了！ 

 

（二）提供人：1041×××  張（107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英文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5 8 6 4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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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    程： 

A.教授：             B.教授：             C.教授： 

                    T1                 T2                 T3 

                    

                  S1  S2              S1  S2             S1  S2 

            ※2 人一組，每個教授會問 1~2 個題目，2 人輪流回答。 

（2）題    目： 

    When you are under the pressure, how would you handle it？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here? 

    How do you improve your English in you leisure time? 

    What would you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3）準備方向： 

        找輔導老師做「模擬面試」，因為是英文面試，最好可以找一位英文

老師一起做。 

4.感想與建議： 

      （1）我很驚訝教授沒有要我做「自我介紹」，但還是準備比較保險。其

實面試的題目都不會太難回答，而是都是常見的考古題。如果有準

備比較不會那麼緊張。不過也不用太緊張，教授們沒有「黑臉」的，

每個都笑笑的，所以人安心不少。 

      （2）面試當天，在「休息室」都有系上的學長、姊及老師開放諮詢有關

學校的一切。所以要報考的人，也可趁這個機會深入了解「淡江」，

看看這個校系是否適合自己。 

 

（三）提供人：911××  唐（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8 11 8 5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A.教授：             B.教授：             C.教授： 

                    TA.                TB.                 TC. 

                    

                    S                  S                  S 

            ※3 位考生一起進入面試場地，輪流與 3 位教授做面試。過程約 5

分鐘，全程用英文面試。 

（2）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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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授： 

What’s your 「study plan」？ 

B.教授： 

Do you like Lady Gaga？What do you like about her？（※因為我的

《審查資料》中有放有關 Lady Gaga 的《小論文》） 

Do you know another language“Japanese”？ 

C.教授：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in English Departments of Tamkang 

University？ 

What do you like about American？ 

（3）準備方向： 

把《審查資料》看熟，把一切和自己喜歡英文的理由扯上關係。 

4.感想與建議： 

一定要很清楚自己為什麼想唸英文，教授們會針對這一方面問問題。 

 

法國語文學系（014082） 

（一）提供人：1041×××  奚（107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3 2 7 6 3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輪流「自我介紹」後，教授們會隨機抽問考生，每人大約 3 個問

題，對比較有興趣的考生會問的比較詳細。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爸爸曾經在法國留學，那他支持你來讀「淡江－法文」嗎? 

          除了法國的語言外，還有什麼法國的事物對你啟發很大的？ 

          你對系上的哪一些課程有興趣？           

（3）準備方向： 

          因為教授們會從《審查資料》的內容出題，所以一定要熟悉自己的

《審查資料》。可以去學一些法文的「問候語」，在面試時當場問

候教授們，會讓教授們對你的印象更深。建議：去輔導室找輔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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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作「模擬面試」，會讓你對面試更有把握。 

4.感想與建議： 

      （1）「自我介紹」時，盡量控制在教授們規定的時間內，否則可能會被

打斷，進而影響到接下來面試的狀態。 

      （2）教授們面試時都面無表情，但不一定代表他們不滿意你的回答，只

要保持微笑，誠實應對，然後不要太緊張，就有很大的機會被錄取。 

 

（二）提供人：1041×××  鄒（107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4 2 6 4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中間坐的是男教授，兩邊坐的是女教授，男教授很親切，右邊的

女教授較常從我的《自傳》中找問題問我。 

（2）題    目： 

自我介紹。（※不到 1 分鐘） 

          你說你愛「表演藝術」，是怎樣的藝術？ 

          將來有想過到法國當地從事「藝術行政之類的工作嗎？ 

          在《自傳》中提到，你利用 youtube 自學法文，請說明一下你學習

的狀況？ 

          可以說一小段法文嗎？ 

（3）準備方向： 

          一定要讀熟自己的《審查資料》，因為教授們會從這些內容延伸問

題。自己準備面試的可能問題時，請從自己的《審查資料》裡的

內容提出題目，歷屆面試考古題也準備一下。 

          事先進行「模擬面試」，可能會有效（不！是超有效的）。可以改

善不太好的答題內容、凌亂思路及緊張心情。 

4.感想與建議： 

       面試很像在聊天，放心作答及有自信即可。如果可以的話，去找一些本

系的教授作品或與相關之獲獎記錄，讓教授們對你印象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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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人：1041×××  郭（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 （※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5 9 4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3 位教授會隨機問問題，主要以《審查資料》中的內容為主，所以，

《審查資料》要記熟。需要做英文的「自我介紹」。 

（2）題    目： 

為什麼想學法文？ 

          未來「人生規劃」與法文的關聯？ 

          對於本系課程的了解？最有興趣的是？ 

          …。（※針對個人《審查資料》的內容提問問題） 

（3）準備方向： 

    《審查資料》記熟很重要，教授們都有仔細看過，一定會追問。 

          有學過其他外文、應外科的，有「多益」或其他英文能力證明的考

生，都會被要求英文做「自我介紹」。 

4.感想與建議： 

本系似乎非常看重英文能力，《審查資料》要記熟，小心回答即可。 

 

（四）提供人：009××  洪（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5 12 5 4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T3 

                           

                               S  

※簡略地「自我介紹」，感覺很像聊天，教授們人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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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簡略地「自我介紹」。 

          為何想學法文? 

          「在校成績」狀況。 

          說明自己的「近程計畫」。 

          說明自己的「未來計畫」。 

（3）準備方向： 

上網查詢題目，找老師做「模擬面試」。 

4.感想與建議： 

法文系的教授們人都很好，很像聊天。全程都用中文面試。 

 

德國語文學系（014092） 

（一）提供人：009××  洪（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5 12 5 4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C.場地：                  B.場地： 

                              T3 

                                                   T2 

                              S 

                        A.場地：                   S 

                                   T1 

                         S 

※以「闖關」的方式進行面試，教授們人都很好。 

（2）題    目： 

   你為何想選讀「淡江」？動機是…。 

   你在學校參加過的「社團」…。 

   你最近看過、印象最深刻的 1 本書是…。 

   你未來想從事的工作是…？ 

（3）準備方向： 

找老師做「模擬面試」。 

4.感想與建議： 

        德文系的教授們都很用心，會在看《審查資料》時做筆記，從中問問

題。教授們人都很好，平常心面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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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文學系（014102） 

（一）提供人：1041×××  鄒（107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4 2 6 4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3 位女教授，坐中間的很幽默，坐右邊的很年輕且親切，坐左邊的

默默在打分數…。 

（2）題    目： 

Why do you want to apply for our department? 

          以西班牙語系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有哪一些？（※1 位考生講 2 個，

不可重覆） 

          很多大學都有「西文系」，你為何想選讀「淡江－西文」？ 

          你也選了淡江其他語言學系，如果都上了，會如何抉擇？   

          請跟我一起唸這個單字…。（※西班牙文） 

（3）準備方向： 

          一定要讀熟自己的《審查資料》，因為教授們會從這些內容延伸問

題。自己準備面試的可能問題時，請從自己的《審查資料》裡的

內容提出題目，歷屆面試考古題也準備一下。 

          事先進行「模擬面試」，可能會有效（不！是超有效的）。可以改

善不太好的答題內容、凌亂思路及緊張心情。 

4.感想與建議： 

       面試很像在聊天，放心作答及有自信即可。如果可以的話，去找一些本

系的教授作品或與相關之獲獎記錄，讓教授們對你印象更深。 

 

（二）提供人：009××  洪（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5 12 5 4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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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    程： 

                          T1  T2  T3 

                           

                              S 

※有 1 位教授頗兇的，面對他時，答題比較不順利。其中有 2 位教授

用中文問問題，1 位教授用英文問問題。 

（2）題    目： 

為何想學「西語」？ 

          「在校成績」如何？ 

          對淡江的印象如何？（※英文問答） 

          說明自己的「短程計畫」。（※英文問答） 

（3）準備方向： 

多上網查詢面試題目，和老師多做練習。 

4.感想與建議： 

有 1 位教授比較兇，問題很犀利。其他 2 位教授都還好，其中有 1 位教

授用英文問問題。 

 

日本語文學系（014112） 

（一）提供人：1041×××  郭（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 績 11 14 5 9 4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S7 

          ※面試為 7~8 人一組的「團體面試」，第一部份為抽題，限時 1 分

鐘，前面的人回答的時候，下一位抽題並接著回答。第二部份為

隨機搶答，教授們丟問題然後搶答，不過基本上，只要有舉手就

能回答，題目約 6~8 題。 

（2）題    目： 

          印象最深刻的挑戰或困境…，如何克服？ 

          有無作過弊？ 

          形容一個朋友…，還有他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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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近有什麼時事？ 

          必買的日本產品…？為什麼？ 

          學習日文若被說是「媚日」…，你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為什麼有些大學生會被罵「腦殘」？ 

       （3）準備方向： 

          因為沒有「自我介紹」，所以隨機應變很重要。可以先查日本的時

事，在很多題目都可以用上，但也要有基本了解，不然被追問可

能答不出來。 

          可多研究日本的文化、文學、藝術、偶像都可以準備，隨機應變都

會用上。不要結巴，時時面帶微笑，所有題目都盡量回答。 

4.感想與建議： 

      （1）因為我們不是高中生，「學測」分數可能較低，到了第二階段複試

「學測成績」佔 50%，面試（佔 30%）和《審查資料》（佔 20%）

就更重要了，要好好發揮才會拿高分。 

（2）面試氣氛很輕鬆，教授人都很好，大方應答，盡量多回答。 

 

（二）提供人：1041×××   鄒（107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4 2 6 4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S7 

          ※3 位女教授面試，用抽題方式，每人 1 題，限 1 分鐘。可以搶答，

不限 1 人回答，限 30 秒。 

（2）題    目： 

    A.抽  題： 

你認為你的同學覺得你是怎麼樣的人？  

           你在班上的「人際關係」好嗎？ 

           你在 FB 上有看過「網路霸凌」嗎？你會如何應對？ 

           面試前，你是如何緩和你的緊張？   

          B.搶答題： 

「淡江－日文」有什麼特色吸引你？  

           你在高中印象最深刻的比賽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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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我一個你有興趣的日文字詞…，並說明理由？ 

           如果今天你被分手了，要如何應對？ 

           你有日本偶像嗎？說明原因…。（※只要是日本人都可以） 

           給我能夠錄取你的理由…。 

（3）準備方向： 

          一定要讀熟自己的《審查資料》，教授們會從這些內容延伸問題。

準備面試時，請從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提出題目，歷屆面試

考古題也準備一下。事先要練習做模擬面試，改善不太好的答題內

容，凌亂思路及緊張心情。 

4.感想與建議： 

        面試很像在聊天，放心作答及有自信即可。 

 

（三）提供人：1043×××  張（107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S                  S  

 ※教授們提問，學生作答。 

（2）題    目： 

          就讀動機？ 
          對日文的認識？ 
          為何不報考其他學校，要報考「輔大」？ 
          若能順利進入本系就讀，你的「時間」的安排…？ 

      （3）準備方向： 

上網詳閱本系的地圖、課程內容及校系介紹…。 

4.感想與建議： 

「團體面試」比較難，「個人面試」比較容易。 

 

（四）提供人：318××  李（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1 5 12 7 47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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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8 人面試。每個人抽一題回答，之後有 3~4 題的搶答題，但其實只

要你舉手就會讓你回答。教授有 3 位，人都很好，從頭到尾都笑笑

地對待我們，而且是 3 位很有氣質的女教授。抽題回答 1 分鐘，其

餘 30 秒。 

（2）題    目： 

A.抽問題：  

我抽到的問題是： 

你最近看了什麼新聞？ 

什麼類型的新聞，你最有興趣？ 

其他人抽到的問題是： 

你有沒有翹過課？對翹課的看法？ 

你最喜歡的科目？ 

你最喜歡聽的歌曲及類型？ 

          B.搶答題： 

            如果大學課程不符合你所期待的或你無法適應的話，你會怎麼

辦？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會做什麼？ 

            用一句話說明你來到淡江一路上的風景。 

            你覺得你的未來是怎樣？ 

       （3）準備方向： 

隨機應變，正面一點，獨特一點！ 

4.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人都很好、很親切，所以讓我感覺比較沒那麼緊張。回答

就慢慢清楚地說，要微笑看著教授們，不要太緊張，因為只有一次

機會，所以就不後悔的努力到最後。 

       （2）我覺得面試是非常有趣的體驗，結束後都挺開心的，還可以順便

逛逛學校，認識一下可能是未來的同學們。 

 

（五）提供人：009××  洪（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5 12 5 4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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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以「3 對 8」的方式進行面試，有「搶答」及「抽問題回答」這 2

個部份。 

（2）題    目： 

A.抽問題：（※很生活化） 

我抽到的問題是：「考上後第一件想做的事」。 

          B.搶答題： 

對「淡江」的看法。 

            面試完想做什麼？ 

            「跨界」的話，想學什麼？ 

            若能參加「大三出國」，想去哪一間學校？Why？ 

            除了日文，還有什麼額外想學的？ 

       （3）準備方向： 

上網找資料。 

4.感想與建議： 

       「抽問題」都很生活化，約有 1 分鐘的準備時間。「搶答題」基本上有

舉手就可以回答。教授們人都很好。 

 

俄國語文學系（014122） 

（一）提供人：009××  洪（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5 12 5 4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4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播放我做的「PPT」，然後問問題，時間共計 8 分鐘。 

（2）題    目：（※問「PPT」中的相關問題） 

你參加過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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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所讀的書」的看法。（※「PPT」中有介紹托爾斯泰） 

          …。 

（3）準備方向： 

要用心做「PPT」。 

4.感想與建議： 

      （1）「PPT」大概分 2 部分：「高中生活」和「俄國文化」。約 5 分鐘

播放時間，結束後問問題；因時間有限，不會問太多問題。 

      （2）要熟悉自己做的「PPT」，不用太緊張。 

 

（二）提供人：912××  林（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3 7 9 7 4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4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在「等候室」等待，監試人員會依序叫名字、核對資料。面試

時間會比原先預定的時間延後 1 小時。考生依序進去面試的，

有 3 位教授，分別是系主任、副教授和助教。 

一開始，教授們並沒有要我做「自我介紹」，我一進去就直接做

「PPT」的簡報，我選的題目是：高中生活。（※題目有 3 個，

A.高中生活。B.個人興趣。C.介紹俄羅斯有關的…。）簡報中幾

乎都是放照片，我沒有放多餘的文字。教授們會邊聽邊點頭，

偶而會微笑，但俄羅斯人的助教，就面無表情。 

老實說，我在等待面試時超級緊張，但一進去就不會了，緊張程

度大概從 80％掉到 20％。面試時間很短，只有 6~8 分鐘，中間

有 5 分鐘是在做「PPT」的簡報。 

（2）題    目： 

「PPT」簡報。（※5 分鐘內要講完，基本上是用中文講述） 

你為什麼要選讀「俄文系」？ 

請問北士商帶給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3）準備方向： 

  上本系網頁瀏覽相關訊息，收集本系歷年的面試資料及題目。 

「PPT」簡報盡量以圖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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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揣摩會由《審查資料》引申出的相關問題，先準備好答案。 

4.感想與建議： 

（1）學校很大，若不熟悉環境，會很難找到面試的場地。建議考生：要

提早 0.5 ~ 1 小時到達面試的學校。緊張是一定會的，但一進入面試

場地，就放手一博吧！反正這也是最後一站了。在等待時會很緊張，

建議：可以在外面的走廊走走。因為坐著只會讓自己更惶恐！ 

（2）一定要熟悉「PPT」的簡報中放了什麼？下一頁是什麼？不能連自

己做的東西都弄不清楚。無論在「PPT」簡報或回答問題時，都要

保持微笑。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加油！ 

 

管理科學學系事業經營組（014262） 

（一）提供人：019××  吳（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3 7 9 7 4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4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S          S   T3 

                           S 

                         

   T2 

          ※3 位教授會分開坐，考生就像闖關一樣，依序去面試，時間約 5~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 

英文「自我介紹」。 

「小論文」是怎麼製作的？ 

有關「儀隊」的事…。 

          說說「實習商店」…。 

          對本系課程有什麼樣的了解？ 

          「英文能力」如何？ 

          對未來有什麼規劃？ 

          大學會參加「社團」嗎？ 

（3）準備方向： 

          要對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和要申請入學的校系夠了解，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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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問倒。 

4.感想與建議： 

有一位教授會一直不斷的反問你問題，但心平氣和、繼續回答就好。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014532） 

（一）提供人：318××  黃（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2 1 8 6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40％） 

3.團體面談：（※需達 60 分，佔甄選總成績 10％） 

（1）過    程： 

                       T1    T2    T3 

                                  

                               
                              

           ※每位考生先「自我介紹（英文）」1 分鐘，再抽人回答問題（每

人一題）。 

（2）題    目： 

你的「夢想」是什麼？我們這個系要如何幫助你實現夢想？ 

          你同意「蘭陽校區」有一天要穿著正式嗎？為什麼？（※敘說「同

意」或「反對」的原因） 

在學習過程中，你遇到不會的字，會如何處理？ 

你的「組員」不參與組內的工作，你會怎麼處理？ 

          你怎麼在「課業」與「玩樂」中取得平衡？ 

          在學習的過程中，你發現自己對我們這個系沒興趣，你會怎麼做？ 

          你想在我們這個系裡學到什麼？ 

（3）準備方向： 

    要做「模擬面試」…，要了解本校系在學什麼…，「自我介紹」要背

熟。 

4.感想與建議： 

        提早出門避免塞車遲到。抽人問問題時可以聽別人如何回答，自己在

回答時要大聲、有自信。 

 

（二）提供人：217××  張（105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S1 S2 S3 S4 S5 S6 S7…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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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6 11 7 4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40％） 

3.團體面談：（※佔甄選總成績 10％） 

（1）過    程： 

                     T1    T2    T3 

             S 

                             

                            
        問題回答區 

          ※教授會先介紹學校，再讓考生依照「座位順序」依序做「自我介

紹」（限時 1 分鐘）；之後，再依序抽問問題（最多想 3 分鐘），

然後去「問題回答區」回答問題；最後，再開放讓考生們問問題。

全程都用英文對話。 

（2）題    目： 

自我介紹。（※英文） 

          What are your opinions of getting boy/girl friend as a collage 

student？ 

（3）準備方向： 

    問題的範圍很廣，有的是問「時事」，有的是問「對生活中某些事情

的看法」。這個問題的回答，還蠻重要的，因為「自我介紹」大家都

很厲害。問題的答案沒有對、錯，教授們想聽的是「你的想法」。 

4.感想與建議： 

「淡大－蘭陽校園」是一個真的蠻偏遠、但景色怡人的地方。由於是「團

體面談」，讓人更容易緊張，但只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就會比較敢去

面對一大群人了！ 

 

7.（015.）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班 （015092） 

（一）提供人：10519××  唐（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9 14 -- -- 11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5％） 

（1）過    程： 

S1 S2 S3 S4 S5 S6 S7…

將近 6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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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             S              S  

          ※面試有 3 關，都是「1 對 1」的面試。 

（2）題    目： 

A.第一關：（中文面試） 

介紹一下你自己以及未來的生涯規劃…。 

你說你以後要出國，想去哪裡？原因是…。 

B.第二關：（英文面試，在測驗英文口說的能力） 

你最近看過什麼電影？介紹一下電影的內容…。 

你說你以後要出國，想去哪裡？原因是…。 

C.第三關：（中文面試） 

你為什麼想讀大學？ 

為什麼你會想報考本系？ 

（3）準備方向： 

要上網解一下本系的狀況…，也要準備好自己未來生涯規劃的方向。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放輕鬆，不要太緊張！面試教授們人都不錯，提問的問題，都不

會太難。因為本系是「全英語學士班」，蠻重視英文能力的，面試前一

定要加強「英文口說」的練習。 

 

外國語文學系（015222） 

（一）提供人：10519××  唐（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9 14 -- -- 11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1  T2  T3  T4 

     

                  S               S1  S2  S3  S4  S5 

          ※先在 A 場地做「1 對 1」、「全英文」的面試，接著「5 人 1 組」被

帶至 B 場地做「4 對 5」、「全英文」的團體面試。最後填寫 1 張《問

卷》（問你關於系上的事物有那些是讓你印象深刻的，現場也有陳

列一些系上的資料讓你參閱…）後就可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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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A.場地：  

你今天是如何來到「逢甲」的？ 

花了多久的時間？ 

為什麼想來唸我們系？ 

有考「TOEIC」嗎？考幾分？ 

B.場地： 

          桌面上有很多張卡片，每位考生抽 1 張，有 6 分鐘的時間，讓大家

一起用抽到的卡片討論（可以用中文）、編寫出一個故事…。 

用英文說出故事的內容…。 

（3）準備方向： 

面試前，要先上網解本系的狀況…，也要加強自己英文口說的能力。 

4.感想與建議： 

        「逢甲－外文」是比較偏文學的，不喜歡閱讀文章的學弟、妹，要慎

重考慮一下。「團體面試」時可以多發表一下自己的想法，但也要尊重

其他人的發言。面試時不用太緊張，在現場服務的學姊們人都很好。 

 

8.（017.）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017012） 

（一）提供人：101××  吳（104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5 8 10 7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助教 O1   O2 

                            S 

※先在「休息室」等候，會有系裡服務的學長、姊來叫考生的名字、

到面試場地外面等待。進去面試場地，助教會唸名字讓教授們知道，

但我還是自己說了一次：「教授好，我是！」。3 位教授會

輪流問問題，問完說聲「謝謝教授」，就可以離開了。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讀的是「商科」，為何要來申請「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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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學校裡有發生過甚麼事、或有什麼人讓你想來讀「哲學」？ 

          你在《自傳》中有提到「垂直式」的閱讀，那是什麼意思？ 

你說你有廣泛閱讀，你閱讀什麼？ 

  ※回答一些活動或參與時，會被反問：「這跟哲學有什麼關係？」 

（3）準備方向： 

要熟記《自傳》內容，教授們很會抓重點深入問問題。回答的內容要

能說服自己、也要能說服別人；要會抓重點、能舉例，想想日常生活

中哲學與自己的關係。 

4.感想與建議： 

（1）不要緊張，至少不要被看出你很緊張。回答問題，不要結巴，「哲

學」很注重流暢度與自信。（※系上服務的學姊說的）有考生的家長

會向你打聽面試的問題及相關訊息，但不要透漏。 

（2）教授們真的是 3 種臉：A.「不屑」、B.「認真反問」、C.「好人」。

但還是要平均一下自己的視線；問問題的教授，要多看他一下，其他

2 人，加減瞄一下。就只有 5 分鐘的面試時間，想好再答，就可以了！

雖然，教授們和考生的距離，是有點太近了。 

（3）不要穿「士商」的制服。建議：男生－西裝（襯衫）＋西裝褲，女

生－襯衫（西裝）＋西裝褲。不要穿太貼身的褲子，褲腳要到腳踝，

勿太短；女生不要穿套裝，這樣會很不像學生、老成。額頭瀏海夾到

旁邊，不要蓋眼。鞋子要有一點跟、人會比較挺（約 2 公分跟就可），

平底會比較沒精神（鞋子到休息室再換就可以了）。我當天穿著是：

公主頭＋OB 的西裝外套和襯衫、傑丹奴的西裝褲和 390 包鞋。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017022） 

（一）提供人：218××  林（105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7 8 9 9 45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學長、計時 

     

     S  

※進入面試場地，我就先給教授們送上我《簡歷（三摺頁）》，教授

們請我坐下，開始問問題。先問我在士商讓他們感興趣的活動，接

下來再問《讀書計畫》的內容，為什麼想從「應外科」轉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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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間還穿插一些「文大」課程的說明。 

（2）題    目： 

你叫什麼名字？ 

可以請你說明「小小說書人」的活動過程嗎？ 

講解一下自己的《讀書計畫》…。 

為什麼想要考「研究所」…？再考《教師證照》？ 

想去哪裡當「交換學生」？為什麼？ 

為什麼想轉讀「中文系」？ 

（3）準備方向： 

          上網找學長、姊提供歷屆的面試題目，做模擬練習。有空，就對著

鏡子練習講話；面試說話的時候，讓自己盡量不結巴。 

4 感想與建議： 

（1）其實教授們和學長、姊們人很好，不用太緊張。面試過程中，教授

們也不會太刁難你。如果有時間，就多準備 1 份《簡歷（三摺頁）》

送給教授們，他們會很喜歡。 

（2）面試前，可以向學長、姊打聽一下今天面試教授們的喜好，這樣就

可以投他們的喜好來回答問題。 

 

日本語文學系（017052） 

（一）提供人：10518××  黃（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3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敲門，再進入面試場地，面試教授們確認你的身份後，就會請

你就座，再開始問你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接觸日文已經有多久了？ 

          你在《審查資料》中有提到說你曾經參加過你們學校「接待日本人」

的活動，請問那是在做什麼的？ 

你為什麼想選讀「文化－日文系」？你想在我們系裡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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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放榜後你被錄取了，你確定會來我們系就讀嗎？ 

          你有沒有問題想要問我們？ 

（3）準備方向： 

要上網查閱一下本系的相關資訊，對於本系的一些特殊的活動，要有

基本的認識。面試時一定要強烈表現出你想學習日文的企圖心，面試

教授們才有可能會錄取你。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人都超好的，面試過程完全就像在跟你聊天一樣；不用緊

張，要面帶微笑。加油！ 

 

（二）提供人：10519××  周（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 6 分鐘。先做「自我介紹」後，面試教授們會依據你的

「自我介紹」及《審查資料》的內容來提問問題（例如：家人的

看法、從活動中學到的經驗、上大學後想做什麼事情、有沒有想

去留學…）。面試教授們人都很好，不會讓人感到害怕，只要把妳

自己真實的想法傳達給教授們知道，面試就會很快地結束了！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的家人對你報考本系的想法是…？ 

          你有報考其他的校系嗎？ 

          上大學以後，你有想要參加什麼「社團」？或是選修其他的「輔系」？ 

          你有想過要去參加「短期留學」嗎？ 

（3）準備方向： 

面試時被問的問題，大多偏向《審查資料》的內容，只要熟記你的《審

查資料》的內容，大概就不會有問題了。 

4.感想與建議： 

        本系的面試教授們和服務的學長、姊們，人都很親切；6 分鐘的面試時

間，沒有我想像的久，很快就過去了。我覺得只要能熟記自己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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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的內容，面試教授們就不會太刁難！ 

 

（三）提供人：10519××  詹  （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1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有服務的學長、姊會把考生們帶到現場去報到，報到後在「休息

室」等候，家長們會被帶到隔壁場地去聽「說明會」。面試時間約

6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的興趣是看小說…，是看哪一類型的小說？為什麼？ 

          你高中是讀「英文」的，為什麼想來唸「日文系」？ 

你今天是怎麼來「文化」的？是誰帶你來的？  

          你還有報考其他 2 個校系，比較一下本系跟他們的差異在哪裡？ 

          你喜歡看翻譯文學的書嗎？ 

（3）準備方向： 

此次的面試，我並沒有特別上本系的網頁去查閱什麼資料…，只有大

概思考了一下怎樣去回覆面試教授們的問題而已。 

4.感想與建議： 

        《審查資料》一定要自己確實、好好地做…，到面試時，就算面試教

授們再深入地問你問題，你一定能輕鬆回答，而不會支支吾吾的不知

所措。「文化」的面試氛圍還蠻輕鬆的，不會讓人覺得古板或有壓力，

也讓我更能發揮我真正的實力！ 

 

韓國語文學系（017062） 

（一）提供人：10518××  黃（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3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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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敲門進去後，面試教授們就會請你就座，先要你做「自我介紹」

後，就會開始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對「語言」有興趣嗎？ 

          簡單介紹一下你的「家庭狀況」…。 

          你想「出國留學」，光靠你自己打工賺錢應該會不太夠，家裡人會

資助你嗎？（※想「出國留學」的事是我在《審查資料》中說的） 

          你平常會閱讀哪一方面的書籍？ 

          你是「士商」的學生，你覺得「商業」跟「韓文」可以怎樣來做結

合？ 

          你想在我們系裡學到什麼？如果放榜後你被錄取了，你確定你會來

我們系裡就讀嗎？ 

（3）準備方向： 

面試教授們很在乎考生是否對「語言」有興趣…，也很重視考生去國

外交換學生的意願…，一定要展現出你的企圖心，這才是最重要的。 

4.感想與建議： 

        雖然面試教授們看起來蠻嚴肅的，但其實人都很好，不用太緊張。有

興趣選讀本系的學弟、妹，可以把握時間先去考一下「TOPIK（韓國

語文能力測驗）」，應該會蠻加分的！ 

 

（二）提供人：018××  吳（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4 9 8 7 5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 



54 

 

※敲門進去後，教授們會先請你坐下，然後請你開始「自我介紹」（用

中文、英文或韓文皆可）；之後，就問問題。結束後，就可以離開。 

      （2）題    目： 

          為什麼會對韓文有興趣？ 

          可以聽聽你的英文嗎？（※可能是因為我讀「應外科」的關係） 

          想當「交換學生」嗎？家裡的「經濟狀況」是否許可？ 

          有報考其他的校系嗎？ 

          如果 2 個校系同時錄取，你會來「韓文系」嗎？（※問了 2 次） 

      （3）準備方向： 

有學過韓語的話，可以準備韓文的「自我介紹」；如果講得好，應該

能加很多分。 

4.感想與建議： 

       談吐自然就好，進門記得要「問好」，出來也要說「謝謝」。不用太緊

張，沒有所謂的「黑臉」，教授們都好像在跟你聊天；面試的系主任，

讓人有「奶奶」的親切感…。「打扮得體」很重要，但不用太過正式。 

 

英國語文學系（017082） 

（一）提供人：10518××  黃（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3 --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3 對 1」、「全英文」面試。進入面試場地前要先敲門，進去後面

試教授們會請你坐下，就要你開始做「自我介紹」…。 

（2）題    目： 

自我介紹。 

          請介紹一下你的家庭狀況…。 

          為什麼想選讀「文化－英文系」？  

          你高中時在學校裡學了很多不同的「英語課程」，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回答：「電影欣賞」） 

          你有特別喜歡哪一部電影嗎？ 

          如果放榜後你被錄取了，你確定會來我們系裡就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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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準備方向： 

此次面試，特別注重「口說」，不需要用到太難的詞彙，只要能和面

試教授們流利溝通，就 OK 了！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人很好，不用太緊張。在「士商」就學期間，可以多去考

一些語言類的《檢定證明》，一定會大有幫助的。加油！ 

 

（二）提供人：1041××× 黃（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2 2 9 5 3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敲門進去跟教授們打招呼，教授們說坐下再坐。然後「自我介紹」

完等教授們問問題，結束後謝謝再離開。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的興趣…。 

未來想從事什麼工作？ 

未來的「生涯規劃」是…？ 

（3）準備方向： 

英文的「自我介紹」，是一定要事先準備的。多練習回答考古題…，

把「自我介紹」練到熟。 

4.感想與建議： 

       最重要的是不要緊張，冷靜下來再回答教授們的問題。坐的時候，記得

要坐正，抬頭挺胸，並直視教授們。 

 

（三）提供人：018××  吳（103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4 9 8 7 5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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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全程用英文面試，進去後教授們很熱情地對我說：「Good morning！」

然後請我坐下；接著用英文做「自我介紹」，開始問問題，結束後

出去。 

      （2）題    目： 

自我介紹。 

          看圖說故事。（※有 3 張蓋起來的圖片，任選其中 1 張說故事，有

30 秒時間可以思考） 

為何喜歡英文？ 

你剛去哪？（※因為我把面試時間往後調，先去另一個系面試)  

          你為何想去另一個系？ 

          有兄弟姊妹嗎？ 

          你住哪裡？你上了文化，會住宿嗎？ 

          若 2 個系都被錄取，你會去讀哪一個系？ 

（3）準備方向： 

英文的「自我介紹」，是一定要事先準備的；最好先練練「口說」，

以免回答不出問題。 

4.感想與建議： 

      （1）不用太緊張。雖然全程說英文，但只要是看你「有無基本的英文溝

通能力」，不需用很難的字。 

      （2）教授們問的問題，多是閒話家常；口說流暢的話，被錄取應該沒什

麼問題。 

 

（三）提供人：912××  鄧（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3 5 8 6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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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面試場地，有 4 張紙在桌上。教授們請我選 1 張，上面是「四

格漫畫」；有 2 分鐘的時間來想，要編一個故事。之後，3 位教授

會輪流問問題，面試時間約 7 分鐘；可是，有的時候時間到了，教

授們還是會繼續問。我面試時，時間就有超過。 

（2）題    目： 

看圖說故事。（※四格漫畫） 

          你的優點是什麼？那你可以怎麼利用這些優點去學習或是擴張你

的「人際關係」？ 

有什麼方法可以有效地學習英文？那你學習英文的方法是什麼？  

你為什麼會選擇我們學校？ 

為什麼「翻譯學」對你有幫助？ 

你都看哪些雜誌？ 

（3）準備方向： 

參考歷年來學長、姊參加面試時被問到的題目，著手去模擬回答問

題，然後再延伸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 

我被問到的問題，大多是有關我自己的特點、讀書方法或選擇這個

校系的動機…等，可以從《審查資料》去加強準備。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前，一定會很緊張；但當叫到你時，就拋開一切想法，奮力一

博吧！準備面試時，可以上網查閱歷年學長、姊面試的題目。 

（2）可以找老師們幫忙做「模擬面試」，多練習幾次。如果在「模擬面

試」時老師們的問題一時回答不出，回家就要重新思考一遍，整理出

自己的答案來。 

（3）面對鏡子練習，蠻有效果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表情，緊張時會不會

有小動作…；從鏡子中可以清楚看出，並可以立即改正。練習面試時，

模擬會被問到的題目，要多一點；這樣，當你真正在面試時，才不會

慌亂。 

 

法國語文學系（017092） 

（一）提供人：10517××  林（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7 13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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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 

※3 對 1「全中文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中文）。 

為什麼你會想選讀本系？ 

為什麼你會對「法文」感到興趣？ 

你有看過法國的「電影」或「小說」嗎？ 

          你在高中三年，如何能同時兼顧「排球校隊」、「實商負責人」、「社

團」的工作及課業？ 

          你的「多益英語測驗」的成績還不錯，怎麼沒有考慮把「英文聽力

測驗」再考一次？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準備好，要熟悉自己《審查資料》的內容。回答問題

時要清楚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千萬不要被面試教授們牽著鼻子走。 

4.感想與建議： 

        要面帶微笑，不要緊張！面試教授們人都很親切，就把它當作是比較

正式一點的聊天就好〜，加油唷！ 

 

（二）提供人：903××  陳（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2 6 9 7 4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A.試場（※英文）        B.試場（※中文） 

                  T1   T2                  T3 

                   

                    S                      S 

※等候唱名、依序進入面試場地。 

（2）題    目： 

          你為何會穿那一件外套？（※因為我穿了 1 件很特別的外套） 

          為什麼選擇「文化－法文」？ 

          有申請其他的「語文學系」嗎？如果都上了，你會選擇哪一個系？ 

          …。（※問與《審查資料》有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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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面試方面，問題不太記得，但大致上都像在聊天，沒有太困

難的問題。 

（3）準備方向： 

把《審查資料》的內容記熟。 

4.感想與建議： 

        中文面試的教授很和善，把《審查資料》看熟，回答肯定、有自信，

就 OK！英文面試的教授們也很 nice，不要緊張，一定回答得出來。 

 

德國語文學系（017102） 

  （一）提供人：1041×××  蔣（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2 2 11 5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7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有 3 個面試場地，都是「1 對 1」的面試。A.場地：是英文面試，

B.場地：是中文面試，C.場地：是英文面試。 

     （2）題    目： 

          看圖描述…。（※英文面試） 

          為什麼選「德文系」？（※中文面試） 

          未來想做什麼工作？ 

（3）準備方向： 

     準備英文「自我介紹」。想清楚為什麼選「德文系」的理由。 

4.感想與建議： 

放鬆，不要太緊張。 

 

（二）提供人：009××  楊  （103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0 7 8 5 41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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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有 3 個面試場地，都是「1 對 1」的面試。 

  A.場地：是中文面試，B.場地：是英文面試，C.場地：是德文面試。 

     （2）題    目： 

         你學語言的經驗…，以及選讀「德文系」的動機。（※中文面試） 

         用英文形容教授們所展示的照片。（※英文面試，很難） 

         教授會先教你 10 個德文單字，要你跟著唸一遍…。之後，他會考你

記得幾個單字。（※德文面試，基本上教授是想聽你發音的部分）。 

（3）準備方向： 

平常心！ 

4.感想與建議： 

積極回答，不要怕講錯，大方一點，加油！ 

 

法律學系法學組（017172） 

（一）提供人：318××  黃（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2 1 8 6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報到完到休息室等待人員叫號，再進教室進行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舉出自己熟悉的事（正、反面）…。（※講到時間結束） 

（3）準備方向： 

 看一些考古題。 

4 感想與建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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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017182） 

（一）提供人：318××  黃（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2 1 8 6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報到完到休息室等待人員叫號，再進教室進行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為何會想報考我們這個系？ 

          為何會想選讀「文化」？ 

          未來的規劃…。 

（3）準備方向： 

了解「文化－法律」和其他校系的不同之處，多練習面試。 

4 感想與建議：（※略）。 

 

（二）提供人：217××  李（105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0 5 7 6 3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S                      S 

          ※我分配到的座位離教授蠻近的，第一位是年輕的教授，第二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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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年紀的教授。 

（2）題    目： 

「自我介紹」。（※中文、簡短） 

當初為什麼會讀「職校」？ 

可以用英文「自我介紹」嗎？ 

          為什麼想選讀「法律學系」？你知道讀「法律學系」出來能當什麼

嗎？ 

你還報考了哪些校系？那你最喜歡哪一所學校？ 

有什麼想問我的嗎？ 

你有看過什麼「電影」或「書」是影響你很大的？ 

平時有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嗎？ 

對於「廢死」的看法？ 

有沒有要補充的？（※最後） 

（3）準備方向： 

注意「時事」。 

4 感想與建議：（※略）。 

 

經濟學系（017202） 

（一）提供人：10520××  陳（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9 6 -- 1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4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場地在「大成館」2 樓，報到後在「休息室」等候叫號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說說看最近與「經濟」有關的時事…？ 

…。（※從我的《審查資料》提問問題） 

你有沒有問題想問我們的？ 

（3）準備方向： 

一定要孰悉、了解最近與「經濟」有關時事、新聞，回答問題要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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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要謙和、有禮。面試教授們都很有耐心。 

4.感想與建議： 

        面帶微笑，不要緊張。要加油！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017212） 

（一）提供人：906××  楊（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0 5 12 6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C.試場： 

                   T1                 T2                  T3 

                   

                S1 S2 S3             S1 S2 S3             S1 S2 S3 

          ※面試場地有 3 個，每一個場地都是 1 位教授對 3 位考生。3 位考

生一起進入面試場地，教授們會先放鬆考生們的心情。問的題

目很活化，教授們也一直誇考生們很好、很不錯。使用「搶答」

方式回答的問題不多（我只碰到 1 題），教授們幾乎會輪流讓

每一位考生回答問題，且都有補充回答的機會。 

            面試時間到，外面的學長姊會敲門，並帶考生們到下一個面試場

地。 

（2）題    目：（※未依順序排列） 

自我介紹。 

你是「高職生」，為什麼會報考「學測」？ 

若「大學」不是你想像的那樣美好，你會怎麼做？ 

所以你已經考慮過了？（※連接上題的回答） 

          早上，我（教授）碰到 2 位計程司機為了排班順序起爭執，若你趕

時間要搭車，你會如何處理？ 

          英文短文翻譯及英文問題回答。（※跟本系有關，用中文翻譯及回

答） 

新聞時事相關問題…。（※跟該系有關） 

※同組其他考生被問到的問題： 

未來想從事什麼工作？ 

要如何真正的實行你的「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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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準備方向： 

要非常了解本系在學什麼及未來的出路。可以先上本系的網頁看看，

順便認識一下本系的教授們。 

「自我介紹」要簡短、有重點。相關的時事、新聞，要清楚。 

4.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人都很好，不用緊張、太過擔心；要抓準時間，表現自己。

可以上網看看教授們的相片，面試看到本人時就不會過於陌生。 

（2）不要什麼都沒準備就去面試，瞭解本系的課程、相關新聞及未來出

路是很重要的。至於要如何去改善問題的方法，也要事先準備好，以

防萬一。 

（3）大家幾乎都穿得很正式，整齊是基本要求。有些人有化妝。鞋跟不

要太高及太吵，我覺得：3cm 可以！當然也有人穿很高＋大聲！ 

 

國際貿易學系（017362） 

（一）提供人：119××  李（104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13 6 7 4 3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分 3 個場地面試，都各有 1 位教授面試，C.場地是英文面試。 

（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之後，對「自我介紹」的內容提問問題） 

有沒有《證照》？ 

          B.場地： 

自我介紹。 

知不知道臺灣有加入哪些「貿易組織」？ 

「學測」英文考的怎麼樣？ 

          C.場地： 

唸 1 篇英文文章（※有關「國貿」的）…，並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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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準備方向： 

要記熟自己的《審查資料》，多讀有關商業的文章，要去多了解貿易

組織，像 TPP、亞投行…之類的。 

4.感想與建議： 

放輕鬆，盡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達出來。教授們人很好，沒有問很難

的問題。平常要多唸英文文章。 

 

（二）提供人：913××  張（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12 6 8 6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分 3 個面試場地，每個試場面試時間為 5 分鐘，每個試場都是以「1

對 1」的方式進行。進入試場，就要有禮貌向教授問好，教授說坐

下才能坐下。回答問題時，要全程微笑，結束時要對教授說謝謝。 

（2）題    目： 

給你 30 秒，讓教授幫你加分，任何事情都可以說。（※不關系裡

的東西也可以） 

你還申請了哪一些校系？上了，你會去讀嗎？ 

你為何想要選讀本系？  

「國貿」和「國企」的差別為何？ 

…。（※問與《審查資料》有關的問題） 

唸 1 篇英文文章。 

（3）準備方向： 

          《審查資料》的內容要熟記，抄自網路上的文章也要記住、想過，

教授們會用英文或中文問你有關《審查資料》裡的東西。 

我沒有被問到「時事題」。要多唸英文文章。 

4.感想與建議： 

      （1）一開始當然會緊張，不過教授們比想像中的好很多，就很像聊天。

「有禮貌」和「微笑」是最重要的，問到不會回答的問題，就要「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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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說不會」，不要裝會。 

（2）唸英文文章時，發音要標準，不要求快。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017372） 

（一）提供人：1043××× 江（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12 4 7 6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進門先讓抽一支籤，從上面的號碼依序問問題。計時 5 分鐘，時

間快到時，學長、姊會敲門提醒。 

（2）題    目： 

為何想報考我們學校？ 

          高中三年，讓你成長最多的事情是…？你期望大學四年能在我們系

上學到什麼？ 

    除了本系，你還有報考了哪一些校系？ 

    畢業後的生涯規劃？ 

    有沒有「打工」的經驗？ 

    有沒有考過「全民英檢」或「多益」之類的《英語證照》？ 

          既然你對大陸有興趣，為何不直接以「學測成績」報名大陸的大學？ 

（3）準備方向： 

熟記《審查資料》的內容。 

4.感想與建議： 

一開始很緊張，進門後發現教授們人都很好，每個人都面帶微笑，面試

過程像在聊天。不要因為回答不出來就隨便講一個答案，如此反而激發

他的好奇心而繼續從你的回答中問問題。面試過程相當愉快。 

 

（二）提供人：1043××× 林（107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9 4 8 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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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考場人員會先敲門，確認後進去，教授會叫你抽籤，問你抽到的

題目。 

（2）題    目： 

你對於臺灣人才流失，有什麼看法？政府該如何因應？ 

你有沒有祟拜的企業家…？為什麼？ 

（3）準備方向： 

多看時事、新聞。對於臺灣人才的流失，要有多一點想法及策略。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可能會裝嚴肅…，要放輕鬆，想好再回答。題目聽不清楚，要有

禮貌的再次詢問，在做回答即可。 

 

（三）提供人：119××  李（104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13 6 7 4 3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一進面試場地，教授們先叫我抽 1 支籤，然後叫我回答我抽到的問

題；之後，再隨機提問問題。 

（2）題    目： 

如何規劃大學生活？ 

有沒有閱讀過有關商業的書？ 

未來想以甚麼方式來創業？ 

（3）準備方向： 

熟記《審查資料》的內容。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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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過緊張！可以先預設幾個問題（可能被問的），讓自己先回答看

看。多練口語技巧。 

 

（四）提供人：913××  張（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12 6 8 6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是以「3 對 1」的方式進行。先抽號碼，教授們會從準備好的

題目中挑出你抽中的題號來問問題。要有禮貌，面帶微笑；面試結

束走出試場，都要注意禮貌！ 

（2）題    目： 

自我介紹。（※中、英文） 

如果你是教授，你會錄取具備哪些條件的學生？ 

「國貿」和「國企」的差別為何？ 

（3）準備方向： 

中文和英文「自我介紹」要準備，各 1 分鐘。 

4.感想與建議： 

盡可能的表現自己，但絕不要誇大。有 1 位朋友的英文並不好，卻向教

授們說「很好」，結果全程都被用英文做面試。 

 

觀光事業學系（017392） 

（一）提供人：10518××  黃（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3 --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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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 

          ※進入面試場地前要先敲門，進去後面試教授們會請你坐下，就可

以開始做「自我介紹」…。面試場地空間很大，面試教授們也蠻

親切的。 

（2）題    目： 

自我介紹。（※外文能力佳，應該會比較加分） 

          你以後想走「飯店」方面的工作嗎？（※我在《審查資料》中有提

到） 

          你的外語能力不錯，那你可以用日文做「自我介紹」嗎？  

          大學四年，你有什麼打算？（※我回答：想到國外的飯店實習） 

          到日本的飯店實習，要有日文的證照，你可以嗎？ 

          你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的嗎？ 

（3）準備方向： 

對本系的特殊課程及活動，要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了解。「觀光系」

很重視「外語能力」，面試前一定要把英文的「自我介紹」準備好。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人都很不錯！緊張是一定會的，但緊張的同時，一定要展

現出你想要被錄取的企圖心。再加油！ 

 

（二）提供人：1043×××  陳（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英 聽 總級分 

成績 7 12 4 8 5 A 3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預備座位 

          ※報到後，先聽系主任的講座…，再到「預備座位」等候…，最後

再進入面試教室。 

（2）題    目： 

自我介紹。 

最喜歡本校系網頁的哪一個部份？ 

家人有沒有誰影響你很深？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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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中，印象最深刻的活動？ 

高中三年有沒有特別哪一位老師令你很喜歡？ 

有沒有申請其他的大學？ 

還有什麼問題想問教授嗎？ 

（3）準備方向： 

    沒有特別方向，教授們頗隨興。 

4.感想與建議： 

       別緊張，務必放輕鬆。《審查資料》要請師長過目，多詢問師長意見。

請師長協助做「模擬面試」，面試要有禮貌。 

 

（三）提供人：906××  魯（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2 6 7 6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學姊叫我先敲透明玻璃門，看到教授們點頭，就可以進去面試了。 

（2）題    目： 

請做 30 秒鐘的英文「自我介紹」。（※必考） 

為什麼想來選讀本系？（※必考） 

你從「商職」轉考大學，所以對商有基本的認識囉？ 

你覺得「商業類」哪一個科目最難唸？為什麼？ 

有跟國外來臺的觀光客交流的經驗嗎？ 

（3）準備方向： 

          本系非常重視英文表達能力，英文的「自我介紹」一定要好好準備。

「必考題」一定要充份準備，其他就看臨場反應了。 

4.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不會刁難考生，他們也不希望自己系的風評太差；所以，要

放輕鬆，別緊張。還有要活潑，笑容也很重要。 

（2）衣服不用穿得太正式，穿得太正式，反而會容易緊張。 

 

資訊管理學系雲端服務暨巨量資料組（017412） 

（一）提供人：314××  黃（106 級）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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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8 4 10 7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S 

※學長、姊會帶我們進去面試的教室（進去前要敲門，除非學長、姊

有先敲），一定要向教授們問好。左邊的教授問完一輪問題才換右

邊的，過程不超過 15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簡短的） 

對「資管系」的了解…。 

「程式設計」的成績沒有特別突出，上大學會不會更跟不上？ 

畢業後想讀「研究所」？還是「就業」？ 

你會想自己創業嗎？ 

那你想創什麼業？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樣的「個人特質」適合創業？ 

（3）準備方向： 

          面試前一定要多練習，並且要替所有艱澀的問題都想一個答案。去

本系的官網多了解一些相關的資訊（課程內容、特色…）。 

4 感想與建議： 

（1）《審查資料》要把自己的優點全寫出來，不要寫缺點；所寫的人生

經歷也一定要與本校系有相關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要學到了什麼…。

不要寫一些自己只有略懂的事物，因為教授們有可能會問得更深入，

萬一答不出來，反而會被扣分。 

（2）準備《審查資料》的過程，雖然很麻煩，但卻能更讓自己更了解自

己的優、缺點。要找時間去你想申請的校、系門牌旁拍照，再放進

《審查資料》中，讓教授們覺得你真的很想來唸。面試當天，也要

準備幾本精裝版的《審查資料》讓教授們翻閱，雖然現在都是電子

化，但他們有可能根本沒有認真看，而你如果沒有再印給他們看，

他們有可能會亂問一些你不會的…；印給他們，就可以盡量引導他

們問一些你自己擅長的東西。 

（3）在面試時千萬不要緊張，因為教授們問的問題，你只能想幾秒後就

要回答出來，萬一你一緊張、腦子就會空白…，就完蛋了！說真的，



72 

 

面試對原本就內向、臨場反應不好的人，是比較沒辦法加分的。 

 

（二）提供人：218××  鄭（105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8 5 8 9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S              S  

          ※我有做《三摺頁》送給教授們，那是我自己做的（教授們對於「補

習班」做的，一下就看出來，而且不是那麼喜歡）。教授們都是

以《三摺頁》上我所敘述的事情，來對我提問問題。 

（2）題    目： 

怎麼會想來報考「文化」？ 

高中的生活經驗…。 

課外活動的經驗…。 

專業問題：「電腦」包含什麼？什麼是 CPU？你如何寫程式？ 

未來想做什麼？（※要很明確又快速地回答，不然會讓教授感覺你

很敷衍又沒有想法） 

（3）準備方向： 

放輕鬆就好，當做聊天，沒什麼好緊張的。事實上，我也沒做太多的

準備，就去面試了。 

4 感想與建議： 

（1）「面試」主要是測試你的臨場反應－「會就是會、不會就是不會」

而已，如果事前準備太多、給自己太大的壓力，最後換來的是「對

答不流利」，還不如保持一顆自然的心去面對。 

（2）我打聽過，「學測」成績比我高的考生，都「備取」到 30~50，雖

然我的「學測」成績低，但我卻是「備取 1.」。雖然，「面試」前

我沒有做太多的準備，但結果卻也得到「高分」！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017442） 

（一）提供人：10517××  林（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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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7 13 6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S              S 

          ※報到後等候面試的時間，系主任會在現場演講、介紹本校系，讓

考生及家長們能更進一步認識本校系。面試場地有 3 關，每一關

都是「1 對 1」、「全英文」面試。每一關面試時間為 5 分鐘。 

（2）題    目： 

簡單「自我介紹」（※英文）。 

          對於剛剛系主任的演講，你有什麼問題想問的？或是覺得印象深刻

的地方？ 

          你為什麼想報考本系？你對本系的了解有多少？除了本系外，你還

報考了哪些校系？           

          你對高中的那些「課程」最有印象？你在學校參加過什麼「社團」？  

          用一個「單字」來形容一下你自己…，為什麼？遇到爭執時，你會

如何去面對？  

          你會如何去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你和家人的相處的模式

是…？ 

          你知道你的「多益英語測驗」的成績，已經通過本系的畢業門檻了

嗎？大學畢業後，你對自己要求及目標是…？ 

          你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的？  

（3）準備方向： 

要多練習英文的 speaking，不要害怕開口說英文，再爛的英文，教授

們都聽得懂。英文的「自我介紹」，一定要準備好。也可以事先準備

好幾個想回問面試教授們的問題。 

4.感想與建議： 

        面試就只是用英文在跟教授們聊天，只要說得順口，就沒問題；但也

要想清楚後再回答，千萬不要隨便亂講，萬一講錯話，就不妙了！加

油〜，別緊張！ 

 

新聞學系（017452） 

（一）提供人：10520××  陳（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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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9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場地在「大成館」1 樓，報到後在「休息室」等候叫號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平常你會看哪些類型的媒體文章？（※我答：「科技」） 

你是在那些平台上瀏覽這些文章的？ 

你認為未來的「科技」會如何發展？它的隱憂是…？ 

你喜歡哪一位作者的文章？ 

（3）準備方向： 

要上網了解一下本系的概況（教學理念、課程內容）、最近的時事、

自己喜歡的媒體類型機相關資訊…。回答問題要順暢，不可斷斷續續

的。面試是很硬的，要加油！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是很硬的，要加油！ 

 

（二）提供人：009××  楊（103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1 -- 10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助教○          S 

※先敲門，然後進入面試教室。坐在中間的教授會先提問問題，坐在

兩旁的教授也會接著提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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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自我介紹。（※30 秒） 

          身為「媒體人」，應具備什麼特質？你認為哪幾家媒體具備？ 

          舉出 2 個議題…，並分析…。（※除了「太陽花學運」） 

（3）準備方向： 

          我事先準備中、英文的「自我介紹」，但並沒有用到。平常心準備

就好，多留意時事。 

4.感想與建議： 

眼神很重要，3 位教授都要對到眼。「新聞系」大家都穿得很正式，態

度、禮儀很重要。 

 

（三）提供人：018××  林（103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2 6 8 5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學姊 

※序號前 10 號的，先在面試地點旁的休息室等，快輪到你時，會被

叫出來站在面試場地外面等，面試時間大概 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中文） 

          為什麼想進 「新聞系」？ 

          平常有看新聞的習慣嗎？用什麼管道？ 

          最近比較注意哪一則新聞？有什麼看法？ 

          會和家人討論嗎？意見不合，怎麼辦？ 

          「應外科」的同學，出來會唸什麼系？你為什麼要跟別人不一樣？ 

          平常會看財經類報導或是國外的新聞嗎？ 

          如果進入「新聞系」，希望能學到什麼？ 

          在暑假期間，要做什麼事？ 

（3）準備方向： 

努力讓自己不緊張。可以的話，英文的「自我介紹」還是要準備一下

比較好，因為不知道教授們會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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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想與建議： 

      （1）不用太緊張，教授們都面帶微笑，有親切感。學長姊也會輪流到你

面前跟你聊天，來舒緩你的情緒。 

      （2）如果面試時間有衝突，最好提前打電話去協調。若當天才提的話，

他們會要你自己選擇先去哪系，故意讓你做出抉擇。 

      （3）面試時一定要面帶微笑。能隨身帶著《審查資料》最好，因為有些

教授都沒看過上傳的資料。 

 

（四）提供人：906××  魯（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2 6 7 6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的教授有 3 位（2 男 1 女），女教授坐中間。 

（2）題    目： 

為什麼想唸本系？（※必考） 

平常從哪些管道看新聞？（※必考） 

舉出一個最近的國內新聞，說說你的看法…。（※必考） 

當你覺得還想更加瞭解某一個議題時，你會怎麼做？  

你能分辨「新聞」與「謠言」的差別嗎？ 

新聞有分「口語」、「文字」，你認為你是哪一種？為什麼？ 

（3）準備方向： 

這是一個需要廣泛去做準備的系，「時事」一定要瞭解，並記下自己

的看法；並要瞭解新聞這個行業的分枝，例如：文書類、口語類…等。 

4.感想與建議： 

頭腦一定要保持清晰，教授們會問很多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回答也要

有建設性。 

 

廣告學系（017462） 

（一）提供人：10503××  樊（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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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坐接駁車上文大，下車後有學長、姊接待，不用擔心會迷路。 

（2）題    目： 

你有哪些「特質」是我們非錄取你不可的？（※「抽題目」） 

你想從「商科」轉讀「廣告學系」，原因是…？ 

（3）準備方向： 

「抽題」的出題方向，完全沒有辦法事先掌握，就只能發揮你的想像

力來說服面試教授吧！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時有點緊張，因為旁邊還坐著一些系裡的學長、姊，讓我有點害

羞。不過他們好像也沒有在聽，所以我就很勇敢地把我自己想說的話

都說出來了！ 

 

（二）提供人：10512××  郭（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做「自我介紹」（30 秒），再從旁邊的籤筒中抽一個問題回答。

面試時間約 8~10 分鐘，不能帶《審查資料》或《作品集》進入面

試場地。 

（2）題    目： 

「自我介紹」（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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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月內，讓你印象深刻的廣告…。（※抽到的問題） 

          你真的有點進去看過廣告內容嗎？請你大概描述一下裡面的內

容…。 

你有哪些「特質」是我們非錄取你不可的？（※「抽題目」） 

你會常回馬來西亞去玩嗎？ 

（3）準備方向： 

多上網瀏覽一些廣告影片…。 

4.感想與建議： 

        本系面試的教授們比較嚴肅，但還是別緊張，他們問的問題，還蠻好

發揮的！  

 

（三）提供人：318××  丁（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0 2 8 6 3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紀錄生            
               ○紀錄生         S 

               攝影機○ 

          ※進去坐下，旁邊有籤筒要抽一題，唸完後開始回答，教授們接著

我回答的內容繼續提問，沒有「自我介紹」。我抽到的是有關本

系的「畢業展」的內容，會問內容還有展覽的主題，再來是參加

過什麼比賽。 

（2）題    目： 

          本系的「畢業展」，你有沒有看過？你對這項展覽的了解有多少？

（※抽題） 

這個展覽的主題是…？內容是…？如何完成這個展覽？ 

          我們系分成 3 個組別，是哪 3 個組？ 

你參加過的比賽有哪些？請說明一下…， 

（3）準備方向：（略） 

4 感想與建議： 

       本系的網站，必看！面試時要多笑，我進去時，教授們都很嚴肅，幾乎

都不笑，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多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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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學系（017482） 

（一）提供人：10503××  樊（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2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5％） 

（1）過    程： 

           T1   T2   T3 

     

                         S 

※坐接駁車上文大，下車後有學長、姊接待，不用擔心會迷路。 

（2）題    目： 

自我介紹。 

  ※接下來的問題是從《審查資料》中提問的。 

「製作人」的工作是什麼？ 

「拍攝廣告」最特別的事是…？ 

（3）準備方向： 

要熟記自己《審查資料》的內容。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教授們的年紀都不小了，我進去面試的時候，坐在間中間位置

的教授，一直在打呵欠…。，一定要放鬆心情、採取獨特一點的方

式來回答問題…，要讓他們不感到無聊，才可以哦！  

（2）服務的學長、姊們人都很好，會跟你聊天。 

 

（二）提供人：10509××  邱（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1 2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5％）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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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 

          ※面試時間 8~10 分鐘，8 分鐘到會響鈴，10 分鐘到一定要結束。3

位教授輪流從《審查資料》中提問他們感到興趣的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的父、母親從事的工作是…？（※因我的父母是「從業人員」） 

          你要如何行銷「行動支付」？如何解決「安全」疑慮？（※從我的

《行動支付專題製作》中提問問題…） 

          你平常會涉略哪些類型的網站？介紹一下…，特色在哪裡？ 

          你加入「學生會」後，會想辦理什麼活動？ 

          你為什麼會想來選讀我們「大眾傳播學系」？ 

          你還報考了哪一些校系？ 

（3）準備方向： 

          要熟記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自我介紹」也一定要事先要準

備好。也要事先想好自己要報考本系以及為何不報考其他校系的原

因。要多上網瀏覽、吸收新知…。新聞、時事一定要知道、了解。 

4.感想與建議： 

        「大眾傳播學系」是比較活潑的學系，適合「個性外向、喜歡與人交

往」以及「對廣告及公共關係有興趣」的人就讀，對有創意及行動力

的人，更為有利！學弟、妹們，要加油！  
 

（三）提供人：10512××  郭（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5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5％） 

（1）過    程： 

           T1   T2   T3 

     

                         S 

※3 位面試教授都很親切，面試時間約 8~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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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電子商務」，你會怎樣設計網站來宣傳馬來西亞？會用

什麼媒介宣傳馬來西亞？ 

你平時有沒有使用什麼媒體？Youtube 訂閱誰？ 

          馬來西亞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可以介紹給我們知道嗎？說說臺灣

跟馬來西亞 3 個不同之處…。 

          你知道馬來西亞的土地面積是臺灣的幾倍嗎？要如何招攬人力到

馬來西亞工作？ 

          你為什麼想唸「大眾傳播學系」？它分成 3 個學群，你喜歡哪一個？

你想學到什麼？ 

你有沒有製作過「影音作品」？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時要多描述一下自己的個性、特質…。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都很好，面試就好像在聊天一樣。可能是我在《審查資料》

中提到媽媽是外國人，所以面試教授們就問了很多有關馬來西亞的問

題。哈、哈…，我就賺到了！  

 

（四）提供人：319××  陳（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0 2 10 7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5％） 

（1）過    程： 

           T1  T2  T2 
       ○開門的學姊 

   S 

※先報到，經過漫長的等待，終於被學姊帶上樓去面試。有分考生休

息室跟陪考休息室，可以滑手機…….。 

（2）題    目： 

自我介紹。 

簡述成果作品，參賽的事情…。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很重要，看熟自己的《審查資料》也很重要。 

4.感想與建議： 

陽明山上會塞車，而且很塞！早上 7 點去，也塞！不是先到先面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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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號碼在後面的，還有得等…。有問題，可以向學長、姊提問。可能因

為我的「自我介紹」是用英文，教授們沒有延伸提問，所以學弟、妹可

以考慮用英文做「自我介紹」，因為我「正取 30」！哈！ 

 

都市計畫與開發管理學系（017492） 

（一）提供人：234××  王（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6 5 4 5 6 2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問「申請動機」和《審查資料》中的問題。 

（2）題    目： 

 教授們問「申請動機」和與《審查資料》內容有關的問題…。 

（3）準備方向： 

    多瀏覽、了解本系網站上的各項資訊…。 

4.感想與建議： 

 有禮貌，誠實回答問題，就能有好成績。 

 

（二）提供人：905××  張（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0 7 9 6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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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試場，等教授們說「請坐」、再坐下。「自我介紹」2 分鐘，

並說明為什麼想來就讀本系；之後，再從籤筒抽 1 個問題來回答。

面試時間大約是 5 分鐘左右。 

（2）題    目： 

「自我介紹」（※2 分鐘）並說明為什麼想來就讀本系？ 

請問本系的介紹的內容…，未來的出路…。 

未來想從事什麼行業？為什麼？ 

有沒有申請別的校系？ 

如果申請的校系都上，還會選擇本系來就讀嗎？ 

（3）準備方向： 

網站上系所介紹的內容及《自傳》都要熟記。要看一下最近發生的新

聞，萬一被問到相關的問題，才不會措手不及。 

4.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感覺都蠻好的，真的不用太緊張。保持微笑，講話不要太小

聲或不清楚。可以事先擬好「自我介紹」的草稿，講起來就會比較通

順。 

（2）面試前，可以找校內的老師或輔導老師協助進行「模擬面試」，演

練面試的情境，從中找出找出準備不足的地方，多做加強。像我面試

前 1 天，發現我對於未來職業和出路的敘述不夠具體，隔天面試時就

真的被問了；還好我事前有把資料都查好。 

（3）最後，既然都走到剩「面試」這最後一步了，就好好準備。多準備

並不會吃虧，總比在面試現場「回答不出」來得好啊！加油囉！ 

 

戲劇學系（017552） 

（一）提供人：906××  曾（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9 6 11 7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學姊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白線，不能超過） 

 ○                   S（站定位置） 

     ※一到現場報到，就先抽「舞台語言表現」的題目，所以愈早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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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愈早抽。面試前，會先到 1 間教室裡準備，不能再出去、

不可大聲活動影響隔壁的面試。 

      一進入面試場地，就先做 1 分半鐘的「自我呈現」，表演完畢，

再做「舞台語言表現」，然後由教授們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呈現」。（※時間是 1 分半鐘，我表演的題目是「單口相聲」） 

「舞台語言表現」。（※現場抽題） 

     你這「單口相聲」的表演是自己寫的稿嗎？花了多少時間準備這個

表演？ 

你的表演，觀察力蠻細膩的，你常有這樣的表演嗎？ 

     那麼請你用台語演講的方式做「自我介紹」。（※因上一題我的回

答有講到我常用「台語演講」） 

你剛進來「文化大學」，對周遭有什麼感覺？ 

（3）準備方向： 

準備好 1 分半鐘的「自我呈現」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用多費心。只

要真心喜歡「戲劇」，自然可以回答得宜。 

4.感想與建議： 

（1）報考「戲劇學系」，就一定要真的喜歡「戲劇」。1 分半鐘的「自

我呈現」，把自己最厲害的絕活表演出來，就對了！「自我呈現」的

內容一定要熟記，免得緊張、忘記了。「舞台語言表現」不要只是「朗

讀」，要帶點情緒和動作。 

（2）大家都很緊張，教授們也都清楚（大家很緊張），所以真的不要害

怕，大家都一樣。在準備的教室裡，學姊會跟大家聊天，就放輕鬆地

聊吧！到要進入面試場地前 3 分鐘，再想一下自己的表演。 

 

音樂學系（017572） 

（一）提供人：221××  黃（105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1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6 2 6 5 29 

2.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鋼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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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彈 4 分鐘的曲子，彈完之後，教授們就問問題，回答完畢，就換

下一位考生。 

（2）題    目： 

為什麼你想來報考我們學校？（※教授只問我這一個問題） 

（3）準備方向：（※略）。 

3.術科（音樂）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項目 主修（鋼琴） 副修（聲樂） 樂 理 視 唱 聽 寫 

成績 82.79 79.43 82.00 81.57 69.00 

4.感想與建議： 

    沒有想像中的可怕，教授們還蠻親切的。先模擬可能被問到的問題、

想好要回答什麼內容，真的有用，回答起來，也比較不會卡卡的。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017602） 

（一）提供人：1041×××  郭（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自然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9 3 10 5 38 

2.體適能測驗：（※佔甄試總成績 30%） 

（1）1600 公尺測驗（女生 10 分鐘內，男生 8 分 30 秒內） 

      （2）反覆橫跳 20 秒 

3.面    試：（※佔甄試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 

     ※我分到的組別是先「面試」再測「術科」，所以先穿面試的衣服

去指定教室等，之後叫名字去面試會有時間換衣服，準備去測術

科，測完術科就結束了。 

（2）題    目： 

          簡單「自我介紹」。 

為什麼會想報考我們這個系？ 

有參加過什麼「運動比賽」嗎？ 

最擅長的項目是什麼？ 

未來有什麼規劃？（※工作方面） 

      （3）準備方向： 

         多了解本系在做什麼，想一想，大概會問什麼問題，自己該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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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想與建議： 

      （1）面試時間每個人限 3 分鐘，所以，在面試之前一定要準備才不會浪

費自己的面試時間在想問題上。 

      （2）面試教授們都很友善，不用太緊張，把自己的特色跟想法上的決心

展現出來。基本體能方面也要準備，因為成績佔的比面試還要重（面

試 20%、術科 30%）。 

 

（二）提供人：015××  王（103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自然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8 6 10 8 43 

2.體適能測驗：（※佔甄選總成績 30％） 

      （1）20 秒反覆橫跳測驗－SIDE STEP 

（2）閉眼單足立－FOOT-BALANCE WITH EYES CLOSE 

（3）1 分鐘改良式波比測驗－Burpee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在預備教室裡準備，輪到自己之後，會被學長、姊帶到面試場地。 

（2）題    目： 

          為什麼選擇「文化」？ 

知道本系在做什麼嗎？ 

對「未來規劃」為何？ 

會設計「網頁」嗎？ 

（3）準備方向： 

         「體適能測驗」要好好準備，因為佔分比重（30％）蠻高的。面試的

時候，不要緊張，教授們人都很親切。 

4.感想與建議： 

       面試不要緊張，教授們人都很親切，輕鬆應對，但回答要有重點及內涵。 

 

9.（018.）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一般組（018012） 

（一）提供人：1041××  黃（107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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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2 2 9 5 3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3 人先叫到面試的教室外等，然後再一個一個叫進去，前面的桌子

會放一支錄音筆。敲門進去後，裡面有 3 位教授面（一位是外籍

教授）。等教授們問完問題，說謝謝再離開。 

（2）題    目： 

最喜歡的一本書？內容情節…。 

想從事什麼工作？ 

…。（※問與《審查資料》有關的問題） 

（3）準備方向： 

          是「全英文」面試，要準備好英文的「自我介紹」。事先要多練習

面試。 

4.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冷靜下來。教授們問問題的時候，思考幾秒再回答是可以的，

但不要太久。回答的時候，眼睛要看著教授。 

 

西班牙語文學系一般組（018032） 

（一）提供人：903××  陳（102 級） 

1.學測成績：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2 6 9 7 46 

2.審查資料： 

3.面    試：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在報到處等候唱名，被叫到後，學長、姊會帶你到樓下面試教室外

等候。依次輪流進入教室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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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 

有考「英文檢定」？英文程度如何？ 

是否有參與「社團」？擔任「幹部」？ 

          B.場地： 

            為何穿那件外套？（※我穿了 1 件很特別的外套) 

巴西與其他中南美洲國家有何差別？ 

巴西有什麼農作物？ 

C.場地： 

  西班牙文是怎樣的語言？ 

            …。 

（3）準備方向： 

看熟「相關國家」的資料及準備好「自我介紹」的內容。 

4.感想與建議： 

平常心看待，教授們很和藹可親，就像聊天一樣。把自己的專長盡量說

出來，但不要造假。 

 

法律學系一般組（018132） 

（一）提供人：219××  吳（105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1 5 8 5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3.語文表達能力測驗：（※佔甄選總成績 20％） 

        採計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國文」之「語文表達能力測驗」成績。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約 8~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中文、2 分鐘） 

    原讀「應用外語科」，為何要報考「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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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報了哪些校系？ 

    如果你是律師，你是否會幫鄭捷辯護？ 

    有1位很貧窮的媽媽，為了養小孩偷奶粉，你會不會抓她？為什麼？ 

    請用英文講一段話…。（※什麼類型的都可以） 

（3）準備方向：（※略）。 

5.感想與建議：（※略）。 

 

10.（019.）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019062） 

（一）提供人：217××  賴（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11 4 8 6 37 

2.審查資料：（※需繳交，不佔甄選總成績） 

  個人資料、讀書計畫、履歷表、獎狀…。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略）。 

（2）題    目： 

自我介紹（※中文） 

          你學校的「商概」課，在教些什麼？（※根據《審查資料》內容提

問問題） 

自我介紹（※英文） 

為什麼會想報考這個系？ 

…。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簡潔、有力，並點出自己「為什麼會申請這個系」。

要注意禮貌及服儀。 

4.感想與建議： 

       雖然目前榜單公告只是「備取」，但經過這一次的面試，也讓我更了解

該如何準備「統測－甄選入學」的《審查資料》。其實《審查資料》的

準備並不難，只是要花很多時間，可以參考範本、但不要完全抄寫，也

不要過度誇大自己。 

 

（二）提供人：019××  吳（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2 10 9 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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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A.試場：（※中文）             B.試場：（※英文） 

                   T1  T2  T3                     T1    T2 

                    

                 S1  S2  S3  S4                      S 

          ※分中文和英文的面試。中文面試是 4 位考生一起面試，大約 20 分

鐘。教授們會分別指定考生回答問題。英文面試是 1 位考生面試，

時間 5 分鍾。 

（2）題    目： 

A.試場：（※中文） 

自我介紹。 

            為什麼不繼續讀「外文」類的系？ 

            還有報哪些學校？ 

            說說有關「儀隊」的事情…。 

            你的強項是哪一科？ 

B.試場：（※英文） 

            英文「自我介紹」。 

            說說「實習商店」…。 

            說說「儀隊」…，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3）準備方向： 

《審查資料》的內容要記熟，問題都從《審查資料》裡頭問。 

4.感想與建議： 

      （1）「中文面試」就放鬆去聊天，時間很短。當教授指定你回答的時候，

能多講就多講；盡量把自己的優勢表現出來，跟其他人分出差異。 

（2）「英文面試」慢慢講就好，就算說出來的話不成句子或文法不對也

沒關係，盡量表達自己的想法。 

 

（三）提供人：912××  徐（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13 4 9 7 41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A.試場：（※中文）             B.試場：（※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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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T1    T2 

                    

                 S1  S2  S3  S4                      S 

          ※序號在前的考生，先進行中文面試，40 分鐘後再進行英文面試；

序號在後的考生，則相反。英文面試過程，全程以英文交談。2 場

面試都完成者，可以先行離開。2場面試皆著重個人的《審查資料》，

從中出題。 

（2）題    目： 

A.試場：（※中文） 

  自我介紹。（※中、英文皆可、1 分鐘） 

            你是「應用外語科」的學生，為何不考慮本校的「應用外語學系」，

而選擇這個系（「事業經營學系」）呢？ 

            能不能跟我們說說你這篇英文《小論文》的內容…？為何會做這

篇《小論文》？是課程指定？或是自發性的呢？  

用 1 分鐘推銷自己，說出讓教授們錄取你的理由…。 

B.試場：（※英文） 

自我介紹。（※全英文、1 分鐘） 

你在寫這一篇英文《小論文》時，曾遇上了什麼困難？ 

你最喜歡哪一本英文小說？從中學習到了什麼？ 

            說出 management（管理）與 business（商業/經營）的定義或不

同之處…。 

（3）準備方向： 

多了解一下最近發生的「時事」。 

4.感想與建議： 

      （1）《審查資料》的內容要熟記。有做《小論文》的同學，若有得獎，

要放進《審查資料》中，會比一般高中生吃香。 

      （2）面試過程中要保持微笑，語調儘可能輕快、有自信，以肯定的語氣

回答。切記：音量要夠大，且字正腔圓；切勿慌張，冷靜回答問題。

中、英文口語表達能力好的同學，一定要來參加本系的「面試」。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019102） 

（一）提供人：10520××  吳（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4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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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採「3 對 5」、「團體面試」的方式，分 3 個階段進行。有 2 間教室

當「休息室」，環境還不錯。學校建築是古蹟，假日有很多人來外

拍，校區很小，不到 5 分鐘就可以走完。假日校內餐廳不營業，

可以到校外去吃飯，現場也有提供簡單的飲食。 

（2）題    目： 

    A.第一階段：棉花糖（創意）工作坊－ 

     考生 5 個人一組，給 20 支義大利麵條（生的），一個棉花糖，200

公分紙膠帶，1 捆棉線。5 個人合作，想盡辦法把將棉花糖堆高。 

     先各自畫好草圖（2 分鐘），再合作討論（6 分鐘），實作（18分鐘）。 

    B.第二階段：面試－ 

     自我介紹。 

     你參加「學測」考試，「國」、「英」、「數」3 科的級分數是…？ 

     你在高中時參加過什麼「社團」？ 

C.第三階段：「大同 iF 得獎作品」觀後感－ 

     先播放「大同 iF 得獎作品」的影片給考生們看，再寫下關鍵字（有

提供白板及白板筆讓考生使用）。 

     用 1 分鐘的時間講述「觀後感」。 

（3）準備方向： 

面試提問的問題不多，但《審查資料》還是要準備寫。 

4.感想與建議： 

        第一階段的「棉花糖（創意）工作坊」超好玩的！雖然剛開始時會緊

張，但到後面，大家都快變成好朋友了！不知道是為什麼？面試竟然

提早結束了！ 

 

11.（020.）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020022） 

（一）提供人：10519××  賴（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0 13 -- -- 1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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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1   S2     S3 

          ※3 位考生同時接受 3 位教授面試，輪流回答問題。 

（2）題    目： 

「歷史」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 

《族譜》、《地圖》、《地方誌》做成一個史實，要怎麼排序？ 

如果在學習上遇到課本沒有提到的問題，你會怎麼解決？ 

為什麼你的《成績單》上只有一個學期的「歷史」科的成績？ 

（3）準備方向： 

《自傳》要好好寫…，對「歷史」是要多看看。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提問的問題，都不會很難，可以多上網去查詢一些相關的

資料。 

 

（二）提供人：310××  蔣（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1 5 11 7 4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3 個學生一組的「團體面試」，會更有競爭的感覺。教授們都滿親

切的，不用太緊張，有自信的舉手，會有很大的幫助。不要被教

授們的問題嚇到，他們只是想知道你在想什麼，然後看你的表達

能力。放輕鬆，好好說自己的想法就好。 

（2）題    目： 

          有人說：讀歷史可以「鑑往知來」，可以從歷史學習，未來不會再

犯同樣的錯。有人說：人永遠學不到教訓。你支持哪一種想法？

為什麼？ 

為什麼「二次大戰」的納粹要屠殺猶太人？ 

我們該不該把類似第二題的歷史傷口，拿出來討論？為什麼？ 

          十九世紀以來的戰爭，對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正面」及「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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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請詳述…。 

（3）準備方向： 

          可以上網看看學長、姊的一些經驗談。如果想更了解本系的相關資

訊或教授們的話，可以去官網或系臉書去私訊一下學長、姊…。 

    在學校時，可以多和老師說話，增加一些和長輩溝通的經驗感覺。 

4.感想與建議： 

      （1）學弟、妹們~！在「北士商」的你們，如果想認真地考「學測」，

我只能說：下這樣決心的你們，很勇敢！但現實的世界實在有太多

的不確定性…，對未來的緊張與不知所措…，而且也不是身邊的每

個人都會支持你…。但如果你想要的未來夠明確、夠真實，你也夠

渴望的，那些對自己的懷疑有時候就不那麼重要了！ 

      （2）走到現在的你，所經歷過的那些辛苦…，我都知道；每天日復一日

的想放棄…，我也知道。對未來的賭注，為了自己跟環境打仗，這

些你都咬著牙撐過來了。我相信：面試一定難不倒你的，加油！去

寫下你自己的未來，當這一切都結束以後，希望你可以和我一樣學

到很多課業以外的東西。最後：我讀「北士商」，我驕傲！哈哈！ 

 

（三）提供人：318××  李（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1 5 12 7 47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3 對 3 的「團體面試」。有一起回答的題目，也有從《自傳》中或

隨機提問的問題 

（2）題    目： 

    A.團體問題－ 

     如果學校課程和你想要的不同或你不喜歡，你會怎辦？ 

 我們可以從歷史上得到教訓嗎？ 

 高中最印象深刻的一段歷史…。 

    B.針對我的《自傳》提問的問題－ 

     你有看臺灣 Bar，你怎麼去想這個 You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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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高職生」，為什麼會想要讀「普通大學」？ 

    C.其他考生被問的問題－ 

     歷史系的必修課很少，你將會怎麼安排你的空閒時間？ 

（3）準備方向： 

熟記《自傳》內容。要能隨機應變。可以從其他人的回答中找到自己

可以延伸回答的答案。 

4.感想與建議： 

       「歷史系」真的要對歷史有興趣再去填報，不要像我一樣，貿然填報完

了之後才後悔…。它是一個很深奧的系，而且之前都有考「筆試（申

論題）」。不過課程內容很豐富，可以學到的知識、能力也很多。 

 

景觀設計學系（020042） 

（一）提供人：10505××  倪（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0 13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2 位考生同時接受 3 位教授面試。考生先報出就讀的學校、姓名，

再抽題目回答…，之後教授們再提問 2~3 個問題。 

（2）題    目： 

你覺得「景觀設計師」是在做什麼的？  

在臺灣，你覺得有哪一個景觀最吸引你？  

我們系開的哪一些課程，讓你覺得有興趣？ 

※其他考生被問的題目： 

你最喜歡高中校園裡的哪一個景觀？ 

你的《作品集》裡的畫作，是什麼時候畫的？ 

（3）準備方向： 

  一定要事先瀏覽本系網站內容，也要先上網查閱、熟悉一下與本系

相關的面試考古題。 

4.感想與建議： 

      （1）因為面試時間只有 3 分鐘，一定要把握機會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

出來。面試的氣氛很輕鬆，不用太緊張，但一定要注意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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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去面試的校系，都會有你第二階段複試報名的校系資料，在面試

時絕對不能欺騙面試教授。 

 

護理學系（020102） 

（一）提供人：318××  林（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7 13 2 7 5 3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4 

                                      

      S             S 

                              

                                     

                 

※有 3 個面試場地。A.、B.場地是「1 對 1」面試，C.場地是「團體

面試」，要選一個「隊長」，過程不能講話，一起並做出題目要求

的，最後是帶到小房間寫面試心得。面試時間約 25~30 分鐘。 

（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有什麼「特色」會讓我們想錄取你？（※抽題） 

    B.場地： 

     看圖說故事…。（※我抽到有 15 張小圖的圖，花 2 分鐘描述）。 

    C.場地：（※6 人一組，選隊長，由隊長抽題） 

            我們抽到的題目是做出兩個同心圓，間距 30 公分，然後以自己年

齡的大小排在 30 公分的距離中，如從小到大（※過程中不可講

話）。 

（3）準備方向： 

          訓練膽量，多練習面試（找老師做模擬）。你所回答的內容，都要

跟「護理」有些關聯，要找找過去三年中你是否有服務的對象並加

在《自我介紹》中。 

4.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都很好，別嚇自己，要冷靜（護理師需要的特質）。穿著要

自在、乾淨，而且要行動方便，因為「團體面試」時可能需要蹲姿。 

   

T3 工 

具 
 工 

具 
T5 

  

  S1 S2 S3 S4 S5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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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看圖時不能停太久，而且說的話要有組織。「學測」成績看很重（50%

學測、35%面試、15%審查），所以「學測」成績也不能太差。 

 

義大利語文學系（020312） 

（一）提供人：318××  林（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2 7 6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T4 

     

                   S1    S2    S3    S4 

          ※「81 取 32」。教授們（3 位臺籍、1 位義籍）會照順序問問題，

最後是義籍教授會用英文發問，需用英文回答，過程約 15 分鐘。 

            教授看到我的《審查資料》中有提到會唸義文的數字 1~10，就

有請我唸一遍…。 

（2）題    目： 

    申請動機。 

    有看過本系的網站嗎？對系上活動或課程有看過嗎？ 

    為什麼會對義大利有興趣？ 

    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Can you tell me more abort your interest？（※英文提問） 

（3）準備方向： 

學姊有說：教授們很重視系的網站。所以一定要看！自己的「申請動

機」與「未來發展」，也要準備好。 

4.感想與建議： 

       如果只是裝表面上對義大利有興趣，教授們一定會看得出來；一定要找

一個自己跟義大利夠強烈的 Bond，他們才會有興趣聽下去…。 

 

應用美術學系（202562） 

（一）提供人：019××  宋（103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9 11 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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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5％） 

      3.設計與藝術基礎測驗：（※佔甄選總成績 10％） 

      （1）內容：範圍為高中課程及「生活美感」常識。 

（2）題目：今年的題目為 25 題「選擇題」。 

（3）準備方向： 

          要注意近代有名的「藝術作品」和「作者名」（這次考得有點多），

送分題一定要掌握，其他就跟術科的「美術鑑賞」雷同。 

4.基本設計：（※佔甄選總成績 15％） 

      （1）內容：紙為 8 開，限以鉛筆應試。 

（2）題目：今年為多張與葉子的照片組合。 

（3）準備方向： 

          網路上的歷屆試題，幾乎找不到。但「基本設計」的考題類型，跟

術科考試的「素描」很像。紙張尺寸較小，不會太複雜，「素描」

程度不錯的，就不用太擔心。 

      5.術科（美術）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6.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10％） 

      （1）過    程： 

                      T1       T2       T3        T4 

                                                              
             ○計時人員                                                       

              

                            S1               S2 

 ※面試時間總共 5 分鐘，「自我介紹」完就只剩 3 分鐘。因為順序

關係，是前一位考生先回答，時間很短，回答完最後一題，問題就

結束了。 

（2）題目： 

自我介紹。 

          請用 1 種動物形容你的對手…。（※對手是指「另 1 位考生」） 

          介紹《作品集》裡，最喜歡的 1 件作品…。 

（3）準備方向： 

          雖然網路上也有學長、姊留下的問題，但很少。好好準備「自我介

紹」，這很重要，一定要在短時間內好好的推銷自己。 

7.感想與建議： 

（1）面試時，雖然教授們都很和藹，但還是很緊張。跟我一起面試的女

生，遠從彰化來，光這點我就覺得被打敗了。她一直很強調自己對本

系的「熱愛」與「動機」，而我沒有，這一點給了我一擊重挫，所以

「熱愛」與「動機」很重要。 

（2）雖然我覺得我沒有表現得很好，但我面試的成績不低，有自信的把

門 

 

投影片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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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想說的表達出來就好，不用緊張。因為本系的計分項目很多，每

一個都要好好準備，才不會像我一樣被其他項目拉下來。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020582） 

（一）提供人：008××  陳（103 級）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4 4 8 5 31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1   T2 

     

                       S                          S  

          ※因為我的專長是「柔道」，所以面試教授們的問題都是繞在「柔

道」上轉，也會問些未來的打算和準備或是對本系的了解。 

（2）題    目： 

          「柔道」的「道」如何解釋？ 

          「運動健康管理」的「管理」，你認為是什麼？ 

          如果將來你有機會推廣「柔道」，你會以什麼方式去推廣？ 

          除了「柔道」，還從事過什麼運動？ 

          高中 3 年，給自己訂的目標是什麼？ 

          你的「柔道」理念？ 

          上了這個系的話，你有何安排？  

          大學畢業後，打算從事什麼工作？ 

      （3）準備方向： 

          面試的衣服要正式，因為第 1 次見面的印象很重要。別緊張，可以

事先請校內不熟的老師幫你做面試，或是自己對著鏡子面試。要準

備 1 份「自我介紹」。 

4.感想與建議： 

       不要把「面試」想成是一種考試，可以把面試的教授們當成長輩，就想

成只是在和長輩們聊天，就不會感到那麼緊張。態度要自然，如果過於

緊張，就會沒辦法好好表現。 

 

（二）提供人：015××  蔡（103 級）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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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4 9 8 6 37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1   T2 

     

                       S                          S  

          ※先簽到，等叫到名字後到第一間教室面試。之後，再到第二間教

室面試，結束後即可離開。 

      （2）題    目： 

          針對《審查資料》內容提問問題…。 

          你對「運動」的看法。 

          「運管」是在做什麼的？ 

          學了「運管」之後，以後可以從事什麼工作？ 

          給我們 1 個「錄取你而不後悔」的理由…。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平常心，教授們人很好。 

 

12.（040.）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040102） 

（一）提供人：10512××  鄭（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8 9 4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審查資料》中的「自我介紹」、「申請動機」，內容要有創意，裡面可

以放進自己的繪畫作品、近期電影及傳播媒體的相關資料…。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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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自我介紹」…，之後教授們會依你「自我介紹」的內容提問

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在「士商」是就讀「商業」類科，為什麼會想報考本系？ 

你對 Netflix 互動式電影《黑鏡》有什麼想法？ 

          你知道什麼是「3D 列印」嗎？如果你會使用，你會想列印什麼？ 

面對「壓力」，你會如何解決？ 

（3）準備方向： 

事先也不知道面試教授們會問什麼問題，一定要熟記自己的《審查資

料》的內容…，多準備與「自我介紹」有關以及可能延伸出來的問題。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人都很好，只有一位比較嚴肅一些。喜歡畫畫的學弟、妹

們，可以考慮選讀這個系，只要是有學過畫畫的，都有可能會考上。 

 

（二）提供人：10520××  吳（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4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可以提早（30 分鐘）到「元智」，有學長、姊會引導你到「資訊學

院」4 樓 1 個叫「聲色場所」的地點報到，裡面會投影、播放歷屆

學長、姊的優秀作品。面試完就可以離開。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前幾天中研院在進行「黑洞直播」，不論你是否知道此事，假設中

研院想要在直播前進行推廣、讓更多人參與直播，如果是你，你

會如何推波？ 

你們知道什麼是「蒸氣龐克」嗎？請大略說明一下…。 

如果你有 1 家「雞排店」，你會如何進行「創意行銷」？ 

面對「壓力」，你會如何解決？ 

（3）準備方向： 



102 

 

          在「創意思考」上的訓練，很重要，平時要多練習。對藝文圈的基

本常識要具備，對於藝文界的時事，也要多加注意。 

    衣服穿著（襯衫、西褲…）要正式，可以簡單、但不失莊重就好。 

4.感想與建議： 

      （1）「自我介紹」一定要用心準備，事前要找人多練習口說。面試前要

自我催眠、讓自己感覺良好一下，不然面試時一緊張，講話就容易

結巴…，事情就不妙了！  

      （2）面試教授們在你答題時都會很專注地凝視著你，但你也不要害怕，

儘可能要把自己包裝得更精采一些，讓面試得很辛苦的教授們也能

因為看到你而振作一下精神…。 

 

13.（043.）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043362） 

（一）提供人：911××  劉（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7 12 6 6 4 35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T3  T4 

                       

                             S 

          ※在排定的時間內去報到，學長、姊會帶到「等候區」等待（學長、

姊都超親切的）。面試時間約 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對本系的了解有多少？ 

你是否有參觀過「展覽」？ 

你的優、缺點有哪些？  

如果你申請的學校都上了，是否還會選讀本系？ 

你幾歲時回到臺灣？（※與《審查資料》內容有關） 

你在學校的成績為何不太理想？ 

你在學校有沒有辦理「展覽會」的經驗？  

（3）準備方向： 

          把《審查資料》與本系網頁內容看熟，然後放輕鬆、不需要太緊張。

越活潑越好，教授們都在找這樣勇於表達自己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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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想與建議： 

       把本系的網頁內容看熟，對本系要有認同感，若教授問你：「會不會來

讀本系？」你一定要很肯定回答說：「會！」不要緊張，放輕鬆，要有

自信！  

 

14.（045.）義守大學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國際學院）（045332） 

（一）提供人：911××  劉（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英文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7 12 6 6 4 35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C.試場： 

                    T1                 T2                 T3 

                    

                    S                  S                  S 

※在排定的時間內去報到，學長、姊會帶到等待區等候，叫到號碼就

直接進入面試場地面試。每一個場地的面試時間約 5 分鐘，本系為

「國際學院」，幾乎都用英文面試。 

（2）題    目：（※皆用英文回答） 

A.場地：（※外籍老師面試，英文問、英文答） 

What novels do you like to read？ 

Do do have a writing habit？ 

Have you ever attended a speaking contest？ 

B.場地：（※外籍老師面試，英文問、英文答） 

 Introduction。 

            Would you like to take tourism and hostipality as you future 

career？ 

C.場地：（※外籍老師面試，英文問、英文答）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ourism and hostipality？ 

Why would you choose this department and school？  

（3）準備方向： 

要練好口語，因為都需要用英文表達，英文聽力也必須加強。越活潑

越好，教授們都在找這樣勇於表達自己的人才。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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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為「國際學院」，為全英文教學環境。建議：英文不佳者要多練習，

不然面試時會很辛苦；就算勉強考上，到時候上課也很難跟得上進度。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影視娛樂組（國際學院）（045342） 

（一）提供人：911××  劉（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英文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7 12 6 6 4 35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C.試場： 

                    T1                 T2                 T3 

                    

                    S                  S                  S 

※在排定的時間內去報到，學長、姊會帶到等待區等候，叫到號碼就

直接進入面試場地面試。每一個場地的面試時間約 5 分鐘，本系為

「國際學院」，幾乎都用英文面試。 

（2）題    目：（※皆用英文回答） 

A.場地：（※外籍老師面試，英文問、英文答） 

Do you like shopping？ 

What TV shows do you like to watch？ 

Introduction。 

Which countries have you been to？ 

B.場地：（※外籍老師面試，英文問、英文答）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school and why you choose it？  

What do you think we can bring to you？ 

C.場地：（※中文問、中文答） 

自我介紹。 

未來的目標、方向。 

你有什麼優、缺點？ 

（3）準備方向： 

要練好口語，因為幾乎都用英文表達，英文聽力也必須加強。越活潑

越好，教授們都在找這樣勇於表達自己的人才。 

4.感想與建議： 

本系為「國際學院」，為全英文教學環境，建議：英文不佳者要多練習，

不然面試時會很辛苦；就算勉強考上，到時候上課也很難跟得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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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學系（045382） 

（一）提供人：319××  陳（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社會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0 2 10 7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C.試場： 

                    T1                 T2                 T3 

                    

                    S                  S                  S 

※先到「討論室」等待，接著按照順序進辦公室面試，共有 3 個面試

場地：A.試場：個人與社團經驗、B.試場：專業能力、C.試場：對

本校系的了解。 

（2）題    目： 

自我介紹。（※中文或英文） 

          給你看一張有關「不負責任的駕駛行為」的圖片，說出重點...。（※

給 30 秒思考…） 

          說說你的「個人特質」、「社團經驗」…。 

          你為什麼會想來唸我們系？ 

          我們系為什麼要錄取你？ 

          這邊的周遭環境，你覺得如何？ 

          你最喜歡哪一家「報社」？ 

          你最喜歡的科目是…？為什麼？ 

          你沒有其他問題想問我們的？ 

（3）準備方向： 

深入了解本校系的相關資訊及特色。 

4.感想與建議： 

       去南部面試，最好前一天就到，避免一大早趕車去會精神狀況不佳。本

校的停車場很偏僻，要提早去探路。 

 

15.（046.）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品牌行銷組－臺北校區（046012） 

（一）提供人：021××  李（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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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9 11 13 13 5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為 8 分鐘，有 1 位教授比較嚴肅，問比較多問題，其他 2

位都笑笑的，偶爾插一點話。 

（2）題    目： 

自我介紹。 

          為什麼要讀「企管」？ 

          從《自傳》中提問一些問題…。 

          你知道最近有什麼「國際事件」嗎？ 

（3）準備方向： 

《自傳》要記熟，要熟悉這所學校、這個系。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都很好，當作聊天、自然應答就好了。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臺北校區（046022） 

（一）提供人：10501××  林（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8 -- -- -- 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敲門進去後，先向教授們問好…，教授說請坐，再跟教授們說一

聲謝謝、再坐下。教授們接著就開始問問題…。 

（2）題    目： 

簡短的「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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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選擇「銘傳」？ 

說說「企業管理學系」的課程大概是在學些什麼？ 

你在「高中」時參加過什麼「服務隊」？ 

面對「壓力」，你會如何解決？ 

          最近在報紙、新聞、周刊上流行的一些「時事」議題，說說你的看

法…。 

你在「上台報告」時會不會緊張？ 

（3）準備方向： 

要多上網查閱本系的相關資訊（教育理念、課程概要、合作企業…），

多關心「時事」…，要熟記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人都很好，以平常心面對即可。面試時要面帶微笑，要輪

流跟面試教授們保持眼神的交流…。 

 

（二）提供人：10510××  楊（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 -- -- 1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報到後，先至「音樂廳」內等待…，等待期間，會有系裡的教授介

本系的相關資訊；要仔細聽，對接下來的面試會有幫助。之後，

會有學長、姊叫號（5 個人 1 組），再帶至面試場地外等候…。然

後再依號碼一個一個進入面試場地。 

          一個人的面試時間約 7~8 分鐘。7 分鐘一到，學長、姊會敲第 1 次

門提醒；8 分鐘一到，會再敲第 2 次門。面試完畢，填妥《意見分

享單》後，就可以離開。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的「讀書計畫」是…。（※從錄取前到「大四」） 

說說你的「打工經驗」…。 

說說你在學校的「幹部經驗」…。 

你在學校參與過哪些活動？（※「班級迎新」、「實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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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士商」學到那些相關的專業科目（※如：「電子商務」、「商

業概論」）？請詳細說明一下該科目的內容…。 

說說看最近的「商業新聞」…。 

有關本系，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3）準備方向： 

面試教授們幾乎都從我的《審查資料》來提問問題…，所以一定要熟

記你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避免回答問題時有出入…。 

4.感想與建議： 

      （1）銘傳大學的校園裡樓梯很多，女生不建議穿有跟的鞋，否則上、下

樓梯會超級困難…，穿平底的皮鞋就好。 

      （2）面試教授們和系裡的老師人都很好，超級親切的。面試時教授們還

會笑著問你問題，好像自己家裡的長輩在關心你那樣…；所以千萬

不要緊張，就把他們當朋友一樣在聊天就好，但也要注意禮貌，別

讓自己的舉止太輕浮。 

      （3）聽學長、姊說：銘傳喜歡活潑的學生。所以面試時一定要帶著笑容、

別讓自己的表情太嚴肅，這樣肯定能讓你加很多分！ 

      （4）一定要熟記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教授們幾乎都從裡面提問

問題。教授們提問的問題，都不會太難回答；如果真的回答不出，

就直接說不會，或是引導他們提問其他的問題，千萬不要支支吾吾

的…，浪費時間！ 

 

會計學系會計審計組－臺北校區（046042） 

（一）提供人：10505××  倪（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0 13 6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進入面試場地，先向面試教授們打聲招呼，要有禮貌。面試時間

約 7~8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本系的哪一些「課程」吸引你來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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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會想選讀「會計學系」？ 

如果你上了大學，發現自己讀不下去，你會怎麼辦？ 

「銘傳」的校園，有哪些地方最吸引你？ 

          你認為自己「最擅長的科目」是什麼？ 

你還報考了哪一些校系？為什麼？ 

（3）準備方向： 

要先上網查閱本系的相關資訊。面試前，面試單位會做本系特色課程

的介紹，要認真聽，面試時對你的答題，絕對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氣氛很輕鬆，就當作是在聊天，但要注意禮貌。系裡面有你報考

其他校系的資料，絕對不能欺騙面試的教授們。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臺北校區（046072） 

（一）提供人：10520××  陳（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 -- -- 1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15％） 

（1）過    程： 

           T1   T2   T3 

     

                         S 

          ※報到後在「休息室」等候，順便聽取介紹本系的「說明會」…，

之後再被叫號進入面試場地。 

（2）題    目： 

自我介紹。 

          如果你是「講師」，台下有聽眾在使用手機，你會當眾制止他嗎？

（※抽題目）  

…。（※從我的《審查資料》提問問題）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一定要順暢，回答問題不要中斷，眼神要環視面試教授

們，不要亂飄移。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時要面帶微笑，面試教授們都很有耐心，千萬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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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人：1041××× 李（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15％） 

（1）過    程： 

           T1   T2   T3 

     

                         S 

           ※一開始是在「會議廳」裡等候，快輪到你時，學長、姊會先叫你

到面試場地外預備，面試時間約是 7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並介紹一下士商。 

你對臺灣的產業有何看法？你可以給予哪些建議？ 

為何不繼續就讀「國貿」相關的校系？ 

你對於「經濟」課程瞭解多少？ 

（承）你認為你進入本系之後，可以應付得了嗎？ 

（3）準備方向： 

自己找好資料，可以找輔導老師做「模擬面試」。 

4.感想與建議： 

       一進面試場地時超緊張的，但教授們人很好，他們都是面帶著微笑的。

《審查資料》內容要熟記，教授們都會從裡面提問問題。「學測」成績

也很重要，因為到了第二階段還是會看「學測」成績（佔 50%）。 

 

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臺北校區（046112） 

（一）提供人：10505××  倪（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0 13 -- -- 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進入面試場地，要先打招呼，面試教授們說「坐下」再坐下。面

試時間約 7~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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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自我介紹。（※2 分鐘。之後的問題都從《審查資料》中提問的…） 

看到你的「全勤」獎狀，請你敘述一下得獎的經歷…。 

你的「英文」好像不錯，請你敘述一下學習的過程…。 

請你用英文「自我介紹」1 分鐘…。 

你還報考了哪一些校系？（※英文問答） 

          你會如何提升自己比較弱的科目？（※英文問答） 

你對自己「多益測驗」的成績滿意嗎？  

（3）準備方向： 

          要多瀏覽本系網站資訊。面試前，系裡會做特色課程的介紹，一定

要認真聽…，面試時一定會有相當程度的幫助。英文的「自我介紹」，

一定要事先準備好。 

4.感想與建議： 

        這個系蠻看重英文的，一定要事先做好準備。面試氣氛很輕鬆，就當

作是在聊天。系裡面有你報考其他校系的資料，絕對不能欺騙面試的

教授們。 

 

（二）提供人：1041×××  劉（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2 3 10 7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自我介紹」完，教授們就開始問問題，過程像聊天一樣。 

（2）題    目： 

自我介紹。（※2 分鐘） 

為何想唸我們這個系？ 

你的「興趣」…？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2 分鐘比較困難，事先要準備和背稿。 

4.感想與建議： 

過程中不要太緊張，平常心，教授們人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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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人：1041×××  李（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3 4 9 5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為什麼會想來報考我們系？。 

如果所有的面試學校都錄取，你會優先選讀哪一所學校？ 

（3）準備方向： 

          大部份的面試都是多位教授面對一位考生。要微笑應對，注意禮貌，

一定要向教授們問好。「入學動機」最為重要，是決定你是「正、

備取」的關鍵因素。不確定的提問，就不要硬答。事前不用多準備，

只要放鬆心情就好啦！ 

4.感想與建議： 

不要太緊張！因為教授人真的都很好（這絕對不是「客套話」）。 

 

新聞學系－臺北校區（046162） 

（一）提供人：10503××  樊（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銘傳大學的校區比較陡峭，會有接駁車載你到本系面試的大樓，

車程很快，標示也很明確，不怕會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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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你會推薦使用哪種管道或方式接收新聞？（※「抽題目」） 

你喜歡的科目是…？ 

你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  

          你還有報考其他學校的「新聞系」嗎？想上哪一所？ 

          你覺得「銘傳－新聞學系」和「世新－新聞學系」的差異是…？ 

（3）準備方向： 

要多看新聞，要上網查閱本系的相關資訊系（教育理念、課程…），

也可以比較一下你想報考的同一個系的其他學校在教學理念及設備

上的差異…。 

4.感想與建議： 

        我好像是我這個面試時段的第二位被面試的考生，3 位面試的教授人都

很親切，面帶笑容，一直叫我不要緊張…。你看！好的教授一定會讓

面試的過程更順暢。 

 

（二）提供人：319×× 陳（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0 2 10 7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需達 70 分，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進去之後坐下，接著就拿起麥克風回答問題。，提早報到，可

以參加類似「說明會」的活動，可以在那邊吃餅乾、喝茶。 

             學姊會帶考生們參觀各種教室、VR實驗室或電台之類的地方，

最後有抽獎活動，獎品有馬克杯、餅乾…等。 

（2）題    目：（抽題目） 

    你參加的「社團活動」？ 

    你的「休閒活動」？ 

    你的「興趣」？ 

          《新世紀福爾摩斯》運用「部落格」的傳播方式…，請問還有什麼

東西也是運用同樣的方式來傳播的？（※延伸題） 

（3）準備方向： 

          一定、一定、一定要準備考古題！教授們會根據你的回答來延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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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題，因此清楚知道、掌握自己回答的內容是很重要的。 

4.感想與建議： 

 最好是開車上去面試，不然那個樓梯爬完就快斷氣了…！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臺北校區（046192） 

（一）提供人：10517××  林（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7 13 6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是「3 對 1」、「全英語」面試，其中有一位面試教授是外籍教授。

面試前的等待時間，會有教授在現場演講、介紹本系，讓考生及

家長們對本系能有更多的了解，也會有外籍學生來跟你聊天、聊

本系…。 

          在聽演講的過程中，會陸續叫號、讓考生進場去面試。 

（2）題    目： 

簡單的「自我介紹」。（※英文） 

          你爸爸、媽媽的專業是什麼？ 

          如果你爸爸、媽媽的專業面臨危機，你會如何去面對？ 

          從你報到後到現在，有外籍學生跟你聊過天嗎？聊天的內容是…？  

          用一個「單字」形容一下你自己…。為什麼？遇到爭執時，你會如

何去面對？  

          我們想要錄取的是能「hard working」的人，你認為你自己就是這

樣的人嗎？為什麼？ 

          你有沒有問題想問我們的…？  

（3）準備方向： 

英文的「自我介紹」，一定要準備好。一定要事先想好「要進入本系

就讀的動機」，儘可能要越強烈越好！ 

4.感想與建議： 

        面試場地的氣氛還蠻嚴肅的，教授們的問題，一定要想好再回答。說

得順口就好，不要緊張〜，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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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教學與文化溝通組－桃園校區（046232） 

（一）提供人：10509××  邱（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英文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 11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外籍教授）T1   T2   T3 

     

                         S 

          ※面試時間 5 分鐘（全英文面試）。面試教授中有 1 位是「外籍教授」，

但不要慌張，只要把你腦袋裡的想法弄清楚，再慢慢地、清楚地

表達出來即可，不一定要像外國人講得一樣快…。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為何想來報考本系？ 

          你為何想當「老師」？（※我在「自我介紹」時說的…） 

          當「老師」需要有什麼特質？ 

          你對哪些網站有興趣？上「潮流網站」和上「教會」有什麼共同點？

（※我在「自我介紹」時有說到自己是「基督徒」…）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及「報考動機」，一定要事先準備好。最重要的是「要

有自信」、要敢開口說英文…，被問到的問題，就算你不會回答，第

一時間也不要說不知道…。 

4.感想與建議： 

      （1）相較於其他「英文學系」的課程，本系比較重實務、不重文學…。

畢業的學長、姊大多是「出國深造」和「當英文教師」。 

      （2）本系的學風比較拘謹，但校舍及資源算是很新，面試教授們也蠻親

切的。 

 

（二）提供人：911××  曾（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13 4 10 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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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資料：（※不佔甄選總成績） 

3.面    試：英語面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敲門進入面試場地，先向教授們問好（要展現笑容），然後他們會

各別問幾個問題。 

（2）題    目：（※皆用英文回答） 

你的個性如何？請舉例說明。 

請簡短「自我介紹」。 

你的「社團」在做什麼？  

你最喜歡的英文課是…？ 

（3）準備方向： 

多看歷屆面試的題目，多上網了解本系的簡介。 

4.感想與建議： 

        建議學妹們：在北部的大學面試時，一定要穿套裝。回答問題時一定

要「大聲回答」，展現自信心！不管怎麼樣都要回答。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046252） 

（一）提供人：10519××  周（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 -- 1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報到後會先有「說明會」（介紹本系的現況及「短期交換學生」的

經驗分享）…，再來才分組、叫號面試。 

（2）題    目： 

請說明一下你的「申請動機」及「未來規劃」…。 

你有報考其他的校系嗎？ 

          說 1 件讓你覺得「最沮喪」、1 件「最感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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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日文的過程中，如果遇到困難，你會怎麼辦？ 

          你是如何「紓壓」的？ 

          大學的環境和高中很不一樣，你會如何去適應？ 

          日本和臺灣有什麼不一樣？ 

          你在「士商」當過幹部，學到了什麼樣的經驗？ 

（3）準備方向： 

面試教授們所提問的問題，大部份還是圍繞著《審查資料》的內容在

問…。要如何回答？還是要看當時的臨場反應…，也是在考驗考生的

靈活度。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有人扮黑臉，有人扮白臉，有時候問的問題，會讓你當場

不知所措…；但只要誠實回答，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二）提供人：10519××  詹  （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1 --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有系裡的學長、姊會帶你到面試場地，報到後先在「等候室」裡

休息，「等候室」裡同時會進行家長的「說明會」，考生可以一面

聽教授介紹本系的課程及學長、姊的留學經驗…，一面等候面試。

被叫到號後，學長、姊會帶你進入面試場地，他們都很親切，會

要你不要緊張…。面試時間約 8 分鐘，出來填寫完《問卷》，就可

以離開。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的《審查資料》中有提到說你國中時有「住校」的經驗，磨合的

情況是…？ 

          你「住校」是住在那裡？有被人嫌棄過的經驗嗎？  

為什麼你國中會選讀那一所學校？ 

          你還有報考哪一些校系？都是與「日文」有關的嗎？ 

（3）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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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上網查閱一下你所報考的校系的相關資訊，找出各校系的特色，

彙整之後才能具體回答面試教授們提問與報考校系有關的問題。 

          至於其他的問題（住校經驗、報考動機…），都與我的《審查資料》

有關…，只要我的《審查資料》沒有加水過的、沒有吹牛皮，以

我面試時的臨場反應及給教授們的回覆，應該都沒有問題。 

4.感想與建議： 

      （1）「銘傳」的面試教授們都蠻親切的，從頭到尾都面帶微笑，讓人很

難當場評估自己會不會被錄取？不過面試的氛圍不緊張，問的問題

也不刁難、蠻親民的，雖然我的準備不太充份，但我覺得：我的回

答，卻是我去面試的 3 所校系中最好的。 

      （2）聽很多人說：面試教授們根本不會在乎你高中之前發生的事。而我

在面試時好像補充了太多面試教授們不知道的事情（《審查資料》中

沒有提到的），他們也好像興趣缺缺的樣子，讓我覺得好像白忙一

場…。但沒想到他們竟然會問我「國中住校」的事…，還真讓我嚇

了一跳！。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046292） 

（一）提供人：10520××  吳（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 -- 11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以 5 位考生為單位，面試前會被叫到面試場地前等候。學長、姊

會從旁找話題跟你聊天，旁邊備有《大學四年必/選修課表》和

介紹數位媒體的書籍給考生參閱。 

            面試時間約 7 分鐘，進入面試場地前要先敲門，進去後要向面試

教授們問好。面試教授們人都很好，就像朋友一樣，都面帶微

笑，感覺還挺俏皮的。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還報考了哪一些校系？已經被錄取了哪一些校系？ 

          如果都被錄取了，你還會來「銘傳」嗎？你為什麼會想選讀本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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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你自學的嗎？（※問的是我《審查資料》的內容）你想來

本系學些什麼？你的家人支持你嗎？ 

          既然你是「職校生」，在學習本系課程的基礎能力上，應該是不成

問題吧？ 

（3）準備方向： 

要上網查閱一下本系的相關資訊（教育理念、課程內容…）。面試時

要放輕鬆，把自己想表達的都說出來，就可以了！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是長輩們在跟孩子聊天一樣，氣氛很輕鬆…，

每一位考生都是面帶笑容從面試場地走出來。 

      （2）面試教授們聽完我的「自我介紹」、看完我的《審查資料》，似乎對

我很感興趣，還當場發出「哇！哇！」的呼聲！其中一位女教授（挺

嚇人的，不過也超可愛的）還很雀躍地反覆向我確認會不會來讀「銘

傳」。然後…，我就當場被錄取了。 

      （3）服務的學長、姊們人都很好，很喜歡跟考生們聊天，也很樂意被提

問、回答問題。 

 

（二）提供人：321×× 蘇 （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0 5 10 6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需達 70 分，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一樓有休息室、二樓教室面試，由學長、姊叫號帶位，面試教授

有 3 位。《作品集》傳閱，最右邊的教授旁有電腦，應是看《審

查資料》，面試時間 7 分鐘，5 分鐘有一次鈴聲，7 分鐘有第二次

鈴聲。2 分鐘「自我介紹」，之後是問答。 

（2）題    目： 

    怎麼會想報考「銘傳」？ 

    對「銘傳－設計大樓」的感想？ 

    講一個你可以被錄取的特點…。 

    對未來有什麼規劃？ 

    為什麼想做「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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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做「動畫」最重要的要素是什麼？ 

    請舉例說明讓你印象深刻的「動畫」…。 

    你還有報考其他校系嗎？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清楚、流暢，2 分鐘時間很充足。可以再補充想選的

組（有分「動畫」與「遊戲」），明確要志向。準備一個喜歡的相

關作品的感想，要講得深入。 

4.感想與建議： 

      （1）「銘傳－數媒」的教授們都非常親切，不用緊張。且在外等候區和

學長、姊聊天、分享，也能放鬆心情，最主要是要表現出「熱情」

且「非這系不可」。 

（2）我的「學測」分數是篩選後的最低標準，但可以好好把握「面試」

來逆轉。往年「備取」到 60、70 都很有機會，所以不用太擔心！ 

 

（三）提供人：218××  林（105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7 8 9 9 45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開始面試時，教授們會先請你做「自我介紹」3 分鐘，然後再問問

題（例如：為什麼想讀這個系？為什麼要選擇你？…之類的問題）。

面試過程中，教授們也不會太刁難考生，像是在聊天一樣，也會向

考生說明本系的課程內容。 

（2）題    目： 

自我介紹。（※3 分鐘） 

為什麼選擇「銘傳」？ 

你報考了哪些學校？哪些系？ 

你有什麼比別人特別的「優勢」？ 

未來有什麼規劃？ 

為什麼不只報考「設計類」的系、還報考了「中文系」？ 

（3）準備方向： 

   對鏡子或找朋友多多練習講話，才不容易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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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想與建議： 

（1）面試時不需要太緊張，學長、姊都會很熱情的幫助我們。面試前，

也可以向學長、姊問問這次面試教授們的喜好，面試答題時，就可

以順便提到，吸引教授們的注意力。 

（2）面試過程輕鬆，很像在聊天。教授們還會跟你說：不用太緊張，我

們只是在聊天而已！ 

 

 （四）提供人：019××  宋（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9 11 7 5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前先進行「手繪測驗」（題目：「畫出教室裡的 2 樣東西」，

並構圖表現明暗。時間：30 分鐘）。面試時，我把另外準備好的「作

品集」遞給教授們，他們開始翻閱，然後一片靜默，也沒要我「自

我介紹」。然後教授們開始問問題，我就一直處於被動狀態，他們

問，我答，就這樣結束了。不過，我有在回答裡多延伸一些東西。 

（2）題    目： 

          誰帶你來的？ 

你的家人支持你選讀本系嗎？ 

《審查資料》裡有張得獎獎狀，是否有在《作品集》裡？ 

知道「數媒」分哪幾組？ 

進入大學，有什麼計畫？ 

什麼時候開始學畫的？ 

「水墨畫」去哪學的？（※《作品集》裡的） 

很喜歡看日劇嗎？（※《作品集》裡有日本明星的「人像素描」）  

          滿意「手繪測驗」的作品嗎？為什麼？如果給你多一點時間，你要

怎麼改？ 

（3）準備方向： 

銘傳超級貼心，網路上都有學長、姊的面試經驗談。 

4.感想與建議： 

      （1）保持笑容，展露自信。好好準備，其實不用想太多，放鬆去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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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人都很好也很幽默。銘傳真的很貼心，還有學長、姊會跟你聊

天、抒壓。 

      （2）如果教授們問的問題不夠深，你可以想辦法延伸，推銷自己。《作

品集》很重要，要用心準備，可以多印 1、2 本給教授們看。 

      （3）要仔細了解本系在學些什麼，還有一些「教學計畫」。我有跟教授

們說：我想參加「海外交換生計畫」，會加強外語、保持學期成績…。

我想這些應該是會幫我加分的。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046482） 

（一）提供人：10512××  鄭（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0 9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面試場地分成 3 間教室，都是「1 對 1」的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對本校系的了解…？ 

          你有什麼「特殊才藝」？ 

          你在求學及生活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你未來的「職業規劃」是什麼？ 

          你做過什麼樣有創意的事或生活經驗？ 

          前面跟你面試的兩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你的妹妹跟你差幾歲？ 

          你對 Line 貼圖行銷、販售的想法是…。 

          士商的「電子商務」和「專題報告」的課程內容是…。 

（3）準備方向： 

要上網了解本系的相關資訊（教育理念、課程內容…）。要熟記自己

《審查資料》的內容，對自己讀大學及未來的生涯，要有具體的規劃。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和系裡的老師、學長姊人都很好，也很活潑。面試時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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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緊張，就當作是在聊天。 

 

（二）提供人：10520××  陳（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9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報到後先在「休息室」等候，可以順便聽取介紹本系的「說明會」

及參觀系上學長、姊的「成果作品展」，再被叫號、進入面試場地。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與「新聞學系」的關係是…？不同之處在哪

裡？  

你知道「資訊傳播工程」在業界中的定位是在哪裡？ 

（3）準備方向： 

要上網多了解一下本系的相關資訊及特色…。《審查資料》中如果有

呈現相關的成果、作品，一定會更好！ 

4.感想與建議： 

        一定要多上網了解一下本系的相關資訊（課程內容、特色…）。 

 

16.（047.）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047012） 

（一）提供人：10503××  樊（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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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場地：                   B.場地： 

           T1   T2                            T1   T2 

     

                       S                          S  

          ※在「傳播大樓」新聞學系的辦公室進行面試。 

（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 

     從《自我介紹》及《審查資料》的內容延伸問問題…。 

    B.場地： 

唸一段英文報紙…。（※現場提供） 

你會想從事哪一方面的新聞工作…？（例：社會、娛樂…） 

你有哪一些特質是跟別人不太一樣的？ 

（3）準備方向： 

多看新聞、時事。多練習英文的口說，讓自己跟面試教授的英文的對

話能更流利一些。 

4.感想與建議： 

      （1）要先決定好自己對哪一方面的新聞比較有興趣，再下功夫去鑽研、

了解。近期的時事、新聞（不管是政治或其他的…）要多去關心一

下，面試教授們一定都會問你的看法。 

      （2）面試教授們人都很好（黑臉的那一位只是長得比較兇一點…），不

要緊張。用心說出自己的想法，才是做重要的！ 

 

（二）提供人：319××  陳（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0 2 10 7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4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試場：（※中文）        B.試場：（※英文） 

          T1   T2                   T1   T2 

                       

                       S                         S 

          ※分兩個場地面試，A.試場：中文面試，問一些與本系相關問題。

B.試場：英文面試，抽 2 個題目，1 題跟自己有關，1 題跟本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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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2）題    目： 

A.場地：（※中文面試） 

平時興趣？休閒？ 

為什麼想唸「新聞系」？ 

從回答延伸題問…。 

B.場地：（※英文面試） 

平時興趣、社團、休閒？ 

要想成為「好記者」，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3）準備方向： 

          多參考「考古題」，先準備好英文回答，回答不出來別慌，教授們

都會幫你。 

4.感想與建議： 

 英文很重要~~！其實也沒有用上「自我介紹」。 

 

（三）提供人：911××  唐（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4 8 11 8 5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4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試場：（※中文）        B.試場：（※英文） 

          T1   T2                   T1   T2 

                       

                       S                         S 

          ※B.場地面試要先抽籤（上面有號碼），抽到幾號，就對應到幾號的

題目做答。每一個場地面試的時間約 4~5 分鐘。 

（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30 秒） 

 你為何從小就對「新聞」耳濡目染？ 

 為什麼你唸「高職」要考「學測」？如何準備？ 

B.場地： 

 How do you study English？ 

 How do you tackle the difficulties when learning English？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be a journalist of CNN，and they ask you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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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to a country for job，Israel or Rurria？Why？ 

（3）準備方向： 

不用特別關心「時事」，但要有極度的熱忱。講話千萬不要死板，因

為「新聞學系」很在意你的表達能力。 

4.感想與建議： 

       多上網看看本系所開的課程，可以得到很多的 inspiration。原本就不太

有心為本系做面試的準備，反而能以平常心面對。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047052） 

（一）提供人：924××  林（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1 8 9 5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程： 

A.試場：                B.試場： 

       T1  T2  T3               T1   T2 

                       

                      S                       S 

※面試分 2 個場地，A.試場的教授們問的是與《審查資料》有關的問

題，B.試場的教授們問的是與未來有關的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問與《審查資料》有關的問題…。 

未來的展望…。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略）。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047062） 

（一）提供人：10509××  邱（108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11 --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50％） 

      （1）《自傳》包含「自我介紹」影片，長度限 1 分鐘以內，於《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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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提供影片網路觀賞連結。內容形式不拘，惟需有考生本人入鏡，

錄影設備等級不限，勿後製、剪輯，成品上傳網路。 

      （2）影片要簡短描述自己的專才及興趣（如：活動經驗、特殊事蹟…），

並且要和本系的特質相聯結。 

3.面    試：無。 

4.感想與建議： 

      （1）在準備「學測」考試方面，「高職」學生比起「普通高中」的學生

來說是處於競爭劣勢。一定要儘早確定方向（最晚在前 1 年的 7 月

就要下決定），努力去做準備，不然就會來不及。 

      （2）對學業成績中下（班排成績在後段）、對商業科目沒興趣、對未來

生涯抉擇不確定的高職學生來說，報考「學測」、參加「大學個人申

請入學」招生，是一個蠻不錯的機會。雖然說要跟「普通高中」的

學生競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你肯努力，你一定就有

機會在一群普通高中的學生中脫穎而出。 

 

資訊傳播學系（047082） 

（一）提供人：10512××  郭（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0 --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1）因為「國貿科」三年級時有「電子商務」的課程，剛好本系也有相

關的課程，可以在《審查資料》中多敘述一些自己在這一科目的學

習心得及成果。 

      （2）高二時參與「士商四月天－商業季」「實習商店」活動的過程、成

果及相關的照片，要放進《審查資料》中，一定會吸引面試教授們

的注意，絕對會給你加很多分數…。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共 7 分鐘，要先做 1 分鐘的「自我介紹」。一進入面試場

地，坐在中間位置的教授就叫我要放輕鬆、不要緊張…，坐在右

邊的教授看著我一直笑，也只問了我一個問題。面試過程很自在，

就像是在跟教授們聊天一樣。 

（2）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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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1 分鐘） 

          你在「士商」唸「國貿」，為何想要選讀「資訊傳播學系」？是什

麼原因讓你對「資訊傳播」有興趣？ 

          高中時，你有拍過 Vlog，你身邊的人有什麼評語？有沒有高中課

程以外的其他作品？ 

          有沒有上本系的網站看過？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對本系最感興

趣的課程是…？ 

          師長及父母對你選讀本校系的意見？你是否還有詢問過其他人的

意見？ 

你有沒有報考其他的校系？你想從其他的校系學到什麼？ 

          你媽媽是外國人，你有沒有「雙重國籍」的身份？你會不會講馬來

西亞話？ 

分享一下高中時期發生過、且對你影響很深遠的事…。 

（3）準備方向： 

          在《審查資料》中要儘可能把自己的特質描述出來，讓教授們能多

認識你。我覺得教授們提問的問題都不難，他們只是想聽我的回

答、來進一步認識我…。 

          要多上本系的網站瀏覽一下本系的相關資訊（教育理念、課程架

構…）。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都很親切，千萬不要太緊張！記得：一定要面帶微笑，仔細

聽完問題…，想一下…，再回答。千萬不要急著搶答而搞砸自己被錄

取的機會。 

 

傳播管理學系（047112） 

（一）提供人：021××  李（103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9 11 13 13 5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T1  T2  T3              T4  T5  T6 

                              → 

                     S                     S 

※有 1 位教授應該是負責記錄的，另外 2 位教授問問題。 



129 

 

（2）題    目： 

為什麼想讀這個系？ 

          你的未來志向？ 

          從《自傳》內容提問問題…。 

（3）準備方向： 

熟記《自傳》內容。 

4.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放輕鬆就好。 

 

英語學系（047232） 

（一）提供人：1041×××  周（107 級）                       ※錄取 

1.學測成績：（※採計英文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7 15 3 5 4 3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有 3 間面試教室，各有 1 位教授負責面試，每場次 5 分鐘，全英

文面試。 

（2）題    目： 

A.場地： 

  有大約 12 個電影 CD 盒，教授會請你選 1~2 個，講劇情…。 

B.場地： 

            先做「自我介紹」。教授再給你 1 條鐵絲，請你做 1 個東西，並

加以解釋。桌上大約有 10 張名信片，教授會請你選 1 張，並加以

解釋…。  

          C.場地： 

            桌上有 6 本書，教授問：「如果你在無人島上，你可以有一本書，

你會選哪 1 本？」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準備好，《審查資料》的內容要熟記。 

4.感想與建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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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人：318××  林（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英文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2 7 6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                           ○                          ○ 

          計時       S            計時      S            計時      S 

 ※有 3 個面試場地，「1對 1 面試」，每場次 5 分鐘，全英文面試。 

（2）題    目： 

A.場地： 

           請從桌上提供的書中選出一本對「標題」有興趣的，再說自己的

看法…。 

           你平常有「閱讀」的習慣嗎？都看些什麼？ 

           比起「閱讀」，你是不是更喜歡「聽音樂」？ 

           你最「喜歡的歌手」是誰…？為什麼？他的家鄉在哪？ 

B.場地： 

桌上一黑板寫著：→抽籤，我抽到 teacher，她就問（空格）什麼

讓你印象深刻？再問為什麼與相關問題…。 

抽到 letter，黑板翻面寫：與（空格）有關的電影或文學，並加以

描述…，之後再問相關問題。 

          C.場地： 

           你為什麼想選讀「世新－英文」？ 

           你期待能在本系學到什麼？ 

           畢業後要讀碩士或就業？ 

           碩士要在哪裡讀？國內或外？為什麼？ 

           你未來的職業是…？ 

           你覺得本系的課程，對你想從事的職業有幫助嗎？ 

           請從桌上的明信片中選一張有興趣的…，為什麼？ 

（3）準備方向： 

 事先準備：看本系的課程與活動…，剩下的就臨場發揮了~！ 

4.感想與建議： 

 進去前很緊張，但實際上「1 對 1」時其實還蠻行的。面試最重要是要

有自信，講多比不講好，可以多了解一下本校系的校風或特色，像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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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所問的問題，就明顯與「傳播」有關。 

 

日本語文學系（047252） 

（一）提供人：318××  李（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1 5 12 7 47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T4 

 

      S1                 S6 

                 S2   S3   S4   S5   

          ※4 位教授對 6 位考生，中間兩位是日籍教授。有 1 題為現場讓我們

6 位考生直接討論他所給的主題，並在最後各自總結說給面試教授

們聽。 

（2）題    目： 

          你未來大學 4 年的規劃及未來想做的事？（※用日文問） 

          團體討論題目：現場 6 位為 1 個團隊，現在你們要去日本舉辦「臺

灣展」，要怎麼辦？（※提想法，直接討論） 

          說說你對「世新」的初步印象…。 

（3）準備方向： 

 隨機應變，考時放輕鬆不要緊張。 

4.感想與建議： 

 「世新」的面試，是我遇過最有趣的面試。教授們人都很好，即使我們

是最後一批的考生，他們依舊笑臉面對我們！「世新」有「英、日雙修

班」，同時對英、日語都有興趣的，可以來本系試試看。 

 

17.（050.）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校區（050042） 

（一）提供人：10501××  林（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8 4 5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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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敲門進去，向教授們問好…，教授們說請坐，要跟教授們說謝謝、

再坐下。再報上自己的號碼及姓名，教授們就會開始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為什麼你會選擇「實踐」？ 

未來你會比較想去「餐廳」/還是「飯店」實習？ 

          「實踐」在國外有很多姊妹校，你有最想去哪一間學校交流嗎？（※

我有回問教授們實踐大學「海外實習、交流」的相關問題…） 

          《審查資料》上提到你曾參加過「2017 臺北世大運」的閉幕式表

演…，你是擔任什麼角色？ 

          「大學個人申請」你報考了的 4 個校系，有 3 個是我們「實踐大學」

的系，如果全部都錄取了，你會如何安排你的「志願序」？ 

你「上台報告」時會不會緊張？ 

（3）準備方向： 

一定要多上網查詢本系的相關資訊（教育理念、核心計畫、課程概要、

教學特色、姊妹校、合作企業…）。要熟記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

容。「自我介紹」時口氣要清晰、流暢…。可以上網查閱一些「考古

題」做參考、準備。 

4.感想與建議： 

       （1）事前要做好準備。進入面試場地前，一定會很緊張…，但進去之

後就會發現：教授們人都很好。接下來就要放鬆心情，不要緊張，

冷靜地思考教授們提問的每一個問題，準備回答…。 

       （2）可以提前去報到，報到後到面試前會有一段空檔時間，系主任或

學長、姊們會對面試的考生做校系的介紹，要注意聽，說不定面

試時教授們就會提問相關的問題…。 

       （3）面試時一定要面帶微笑。「自我介紹」和回答問題時，要輪流和教

授們保持「眼神交流」…，千萬不要固定看著同一位教授。要有

自信，要有禮貌！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校區（050112） 

（一）提供人：1041×××  吳（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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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4 5 10 5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來本系參加面試的原因？ 

          各系所之間的差異？ 

          為何要選擇「實踐」？ 

          對「實踐」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3）準備方向： 

 教授們問的問題，都不會太專業。要事先準備好「自我介紹」的內

容。要事先猜想他們會問的問題及試想答案回答。 

4.感想與建議： 

不要背稿，但要事先準備好自己要講的內容。要微笑、有自信、有禮貌。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050122） 

（一）提供人：10501××  林（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8 4 -- -- 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敲門進去，向教授們問好…，教授說請坐，要跟教授們說謝謝、

再坐下。再報上自己的號碼及姓名，教授們就會開始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134 

 

你有上過本系的「官網」嗎？ 

          為什麼你想選讀本系？ 

說說你對本系的了解有多少？ 

          我們「實踐」有 3 種「實習制度」，說說看你對哪一種比較有興趣？…

為什麼？（※第一種：境內實習－在國內實習，有薪水。第二種：

境外實習－在國外實習，沒有薪水、但可一次拿到學位。第三種：

我忘了。） 

          你想在「境內」、還是「境外」實習？想去哪一個國家？ 

（3）準備方向： 

要上網查閱本系的相關資訊（教育理念、核心計畫、課程概要、教學

特色、姊妹校、合作企業…）。要關心最近的「時事」。「自我介紹」

時口氣要清晰、流暢…。可以上網查閱一些「考古題」做參考、準備。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人真的都很 nice！不要緊張，一定要將自己的想法說明清楚。

面試時要保持微笑，要輪流和面試教授們眼神交流。 

 

（二）提供人：220××  陳（105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0 5 9 8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提早 30 分鐘報到，報到完先到「預備教室」準備，可以帶準備的

資料進去看。之後，學長、姊會將考生一一叫出去，到另 1 間「面

試教室」去參加面試。整個面試時間約 5 分鐘，教授們會計時。 

（2）題    目： 

    自我介紹。 

    為什麼不繼續學「設計」？那其他同學會選讀什麼系？ 

    你第二階段只上「實踐」，你覺得「實踐」好在哪裡？ 

    實踐有交換學生，如果有機會，你會想去哪一間姊妹校？ 

    之前有學長進了「企管」，之後又轉回「設計系」，你會嗎？ 

    你最喜歡的「企業家」是誰？ 

（3）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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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們會問一些與自己及企業有關的問題，可以先上網查閱之前被

問過的題目。 

    穿著方面，雖說「乾淨」、「整潔」就好，但幾乎還是都穿「套裝」。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都很好。只要有先模擬過題目，正式回答時大部份都能很流利。

面試前，要先上網了解本系的未來發展方向、課表及相關的事務或活動

（如：交換學生…等）。 

 

（三）提供人：019××  吳（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2 10 9 7 4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只有「英文面試」，在外面等候的時候，學長、姊會讓你抽 1 支籤，

應該是會被問到的問題。面試時間大概 5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英文） 

          如何克服「壓力」？ 

          你能帶給我們什麼？你對本校、系，能有什麼貢獻？ 

          「應外科」有什麼活動是讓你印象深刻的？ 

（3）準備方向： 

「英文面試」要找老師多練口語。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時間只 5 分鐘，一定要把握時間回答，多說就對了。單字不要亂用，

文法不對沒關係。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050192） 

（一）提供人：318××  林（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2 7 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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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計時 

                         S1   S2   S3 

※「3 對 3」、團體、英文面試，會依座位順序問一樣的問題。 

（2）題    目： 

為什麼想讀「實踐」？為什麼選「應外」？ 

你說對「課程」有興趣，是什麼課程呢？ 

為什麼對那一門課有興趣呢？ 

學英文，除了聽、說、讀、寫以外，還想學到什麼？為什麼？ 

（3）準備方向： 

要事先想好答案…，要夠有說服力的動機…，臨場反應要夠好。 

4.感想與建議： 

  面試前可以跟其他考生聊天，消除緊張感。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050482） 

（一）提供人：911××  曾（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13 4 10 8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3 位教授面對 3 位考生做面試，每位教授約問 2~3 個問題，由考生

們輪流作答。 

（2）題目： 

自我介紹。（※30 秒） 

你的「個性」如何？ 

願意離家住校嗎？ 

問與《審查資料》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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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讀書計畫」？ 

用一句話說服教授們錄取你…。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略）。 

 

（二）提供人：918××  林（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9 6 12 7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進入試場，教授們會先說明面試的流程，然後小聊一下，讓考生

們心情緩和一點，才開始面試。「自我介紹」是由第一位考生先

做，接下來問題由第二位考生先答，問題由第三位考生先答；

每一位考生輪流擔任第一位先答者。 

（2）題    目： 

   怎麼會想來「實踐」就讀？（※緩和情緒的問題） 

   自我介紹。（※時間：30 秒） 

   你覺得你的父母瞭解你嗎？為什麼？（※抽題） 

         你喜歡哪一種類型的「電影」？為什麼？ 

         你喜歡哪一個「演員」？為什麼（※這兩題是外籍教授問的） 

（3）準備方向： 

    多記點英文單字吧！這樣詞彙多，感覺也強很多。講話速度要適中，

口齒要清清晰。 

4.感想與建議： 

覺得緊張是必然的，但不要因為慌張而亂了自己說話的節奏，也別因為

自己答得不好而哭喪著臉。不管怎樣，「笑容」很重要；有笑容，自信

自然就會來到你身邊！ 

 

觀光管理學系航空旅運組－高雄校區（050522） 

（一）提供人：10501××  林（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英文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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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 4 -- -- --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70％） 

（1）過    程： 

           T1   T2   T3 

     

                         S 

          ※敲門進去，先向面試教授們問好…，教授說請坐，回說謝謝、再

坐下。再報上自己面試的號碼及姓名，教授們就會開始問問題…。 

（2）題    目： 

請簡短的「自我介紹」…。 

之前有拿過任何一種的《語言證照》嗎？ 

          為什麼你想選讀「觀光管理學系旅運航空組」？ 

          本系對「語文能力」非常重視，如果你被錄取了，未來你會如何安

排你的「讀書計畫」？ 

（3）準備方向： 

要多上網查閱本系的相關資訊（教育理念、核心計畫、課程概要、教

學特色、姊妹校、合作企業…）。熟記自己的《審查資料》的內容，「自

我介紹」時口條要清晰、流暢…。可以上網查閱一些「考古題」做參

考、準備。 

4.感想與建議： 

      （1）報到後到面試前，會有一段空檔時間，系主任或學長、姊會做「校

系簡介」，可以聽一下…，或許對面試會有一些幫助。 

      （2）面試時一定要保持微笑，要輪流和教授們「眼神交流」。千萬不要

緊張，面試教授們真的都很溫柔！回答問題前先要冷靜地思考一下，

再回答…。椅子坐 1/2，會讓你比較有自信。 

 

（二）提供人：911××  曾（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13 4 10 8 4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6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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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 

※3 位教授面對 1 位考生做面試；每 1 位教授約問 1 個問題，面試時

間約 5 分鐘。 

（2）題    目： 

從臺北到高雄，很遠嗎？ 

請問你覺得當「導遊」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你覺得你自己具備什麼優勢？ 

（3）準備方向： 

多看歷屆面試的題目，多上網了解本校系的簡介。 

4.感想與建議：（略）。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校區（050642） 

（一）提供人：918××  林（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社會一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9 6 12 7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進入試場，教授們會先說明面試的流程，然後緩和地聊一下天，

之後便開始面試。本系的教授們，很注重「禮貌」，進入試場，

一定要向教授們打招呼、問好。 

（2）題    目： 

怎麼會想來「實踐」就讀？ 

對於本校、系，你的瞭解有多少？ 

          你只有申請「應用日文學系」嗎？你會去「應用英語學系」嗎？（※

一定要誠實回答，教授們有你的資料） 

為什麼會想要學習「日文」？ 

有「日文」的基礎嗎？ 

      （3）準備方向： 

          多上網瀏覽該系的網頁，並熟記相關內容，讓教授們知道你有下苦

心去瞭解「應用日文學系」。所有的問題，最好都要「據實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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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想與建議： 

（1）「應用日文學系」的面試，真的比較像在聊天，大概是用我比較熟

悉的中文問答吧！教授們也沒明確告知是第幾個問題，就順順地問下

來。 

（2）「笑容」依然很重要。最後要離開時，說一聲「謝謝教授」；想做

作一點的，就把椅子靠回去，教授們會覺得你「真是有禮貌」！  

 

應用日文學系日本實習組－高雄校區（050672） 

（一）提供人：10519××  詹  （108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二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1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1 -- --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8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有接駁車送考生到校門口，學長、姊會接待到面試場地，報到後

先在「休息室」（家長另有 1 間）休息，接著陸續叫號（5 人 1 組）、

被帶至面試場地的門口，先填 1 份《問卷》後再進去面試。面試

結束，再填寫 1份《問卷》，就可以離開了。 

（2）題    目： 

你申請本系的「動機」是…？ 

本系每年都有「留學」的機會，你會想去哪些地方？  

          你選讀本系與其他校系的「志願序」是…？原因是…？ 

          本系與其他校系的差異有哪些？ 

          說說看你和「日本文化」交流的經驗…。 

          你有一定要選讀臺北的大學嗎？是否會因為本系地處偏遠、就降低

你就讀的意願？ 

（3）準備方向： 

          要上網查詢系的相關資訊…，要先評估一下面試教授們會提問的問

題，模擬可能的回答…。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教授們提問的問題都不會太難，感覺上只是在確認考生們的就

讀意願。有一位教授有點兇，會發出嘖聲、打斷考生的回答…，讓

人覺得很緊張！  



141 

 

      （2）建議：面試時一定要表現大方、得體…。更重要的是，要表達出自

己「非本系不讀」的決心！我的個性比較鬆散，面試當時回答問題

時的表現也不是很積極，我從面試教授們的反應中就覺得自己應該

不會被「正取」…，出來結果果然是「備 15」。在此鼓勵學弟、妹們：

面試時一定要強烈表達出自己「非本系不讀」的決心！ 

 

18.（051.）長榮大學 

美術學系－應用藝術組（051812） 

（一）提供人：321××  李（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7 4 8 5 35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1）《審查資料》最少需要 5 件作品，可標註題目、年份、尺寸、媒材，

也可加註自己的創作理念和心得。《自傳》精簡就好，但要有重點。

附檔可以放獎狀和社團、幹部經驗…。 

      （2）面試需準備 5 件原作，題材不限，建議以「繪畫」為主。如報考「應

用藝術組」，也可以帶立體作品。要拿出自己最滿意的作品喔！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計時學姊 

                              S 

          ※先向教授們問好，之後開始做「自我介紹」，介紹完教授們對於

我的生活問了一些細節…，然後要我開始介紹帶去的作品…。 

            介紹完，他們問我：是否填報別的學校？我說：有報別校的獨招，

但還是比較想讀「長榮」。他們問：為什麼？我說「長榮」的

哪些、哪些…比較好。他們問：可是他校比較近（新竹），長

榮比較遠，你家裡不反對嗎？我說：不會，距離不是問題。後

來教授們又問我這兩天在臺南的住宿和狀況，我照實回答。最

後，他們說：面試結束後可逛一下他們的系館。我道謝後，他

們就請我離開了。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以前住在大陸哪裡？（※我小時候在大陸長大） 

   介紹一下你的「作品」…。（※教授們有針對作品提一些小問題…） 

   是否有報考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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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會比較想讀哪一所學校？「長榮」什麼吸引你？ 

   你家住在在哪裡？怎麼來「臺南」的？ 

   這兩天你住在哪裡？ 

   你剛才有逛過校園嗎？面試結束後可去看看我們系的系館…。 

（3）準備方向： 

         面試要帶自己最滿意的 5 件作品，建議：可以是「畫作」，也可帶「立

體作品」，但不推薦攝影作品與多媒體。要對自己的作品很了解，對

自己的想法也要很清楚。面試時要有禮貌，口條清楚，有自信。 

4.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人都很好很和善，不用緊張，就當作是在跟他們聊天，但一

定要向他們表達自己想讀這一所學校的意願很高（每一間學校都是）。

面試前要多多了解一下你要面試的校系的師資、環境、歷史…等。

最重要的是：平時要好好累積一些作品，不要讓教授們覺得你這個

人沒有東西可以拿出來給別人看！ 

      （2）服裝簡單，清爽、乾淨即可，不用穿套裝，讓別人印象好就好。 

 

19.（065.）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065052） 

（一）提供人：916××  王（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1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7 3 10 6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5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由學姊帶進面試場地，剛開始很緊張，但教授們親切地叫我往中

間坐，就比較放鬆了。 

（2）題    目： 

為何從「商科」轉換到「傳播學群」？ 

對於「大眾傳播學系」的了解有多少？ 

想鑽研哪一部份？ 

未來的職業規劃為何？ 

來過本校的「虛擬攝影棚」嗎？ 

若同時錄取本校的 2 個系，你會選讀哪一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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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準備方向： 

老實說，我並沒有特別去做準備，只是以平常心應試。 

4.感想與建議： 

（1）回答問題時，要從容不迫，遇到不會回答的問題時，不能愣在那邊，

可以試著回答：「關於這方面，我還沒有深入了解，但我…。」 

（2）有任何延伸性的問題出現時，反應也要夠快，要在教授還沒問完之

前，先預估他大概會問什麼，才能有多一些的時間思考。 

 

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065072） 

（一）提供人：916××  王（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兩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1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7 3 10 6 38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5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面試場地在「虛擬攝影棚」，裡面空間很大，桌子就擺在正中間。

二樓有導播室，有教授們及學長、姊坐在裡面看面試過程。 

（2）題    目： 

為何從「商科」轉換到「傳播學群」？ 

是如何準備「學測」考試的？ 

若同時錄取本校 2 個系，你會選擇去讀哪一個系？ 

平常在家裡，會看哪一類型的電視節目（新聞、談話性、綜藝…）？ 

喜歡看哪一個主持人主持的「綜藝節目」？ 

對於小 S，外界有很多批評她的毒舌，你有什麼看法？ 

你的《審查資料》有做「職業訪談」，是怎麼列出題目的？ 

如果受訪人是你的「爸爸」，那你要如何準備題目？ 

最後你有什麼話想說的…？ 

（3）準備方向： 

老實說，我並沒有特別去做準備，只是以平常心應試。 

4.感想與建議： 

（1）回答問題時，要從容不迫，遇到不會回答的問題時，不能愣在那邊，

可以試著回答：「關於這方面，我還沒有深入了解，但我…。」 

（2）有任何延伸性的問題出現時，反應也要夠快，要在教授還沒問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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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先預估他大概會問什麼，才能有多一些的時間思考。 

 

20.（079.）真理大學 

 人文與資訊學系一般組（079012） 

（一）提供人：121××  黃 （104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0 2 12 4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採「3 對 1」的方式進行。過程也很輕鬆，3 位教授都有問問

題，也說我的「廣設」背景蠻適合他們的科系，也說我的術科成

績不錯、但因面試學校面試前的準備出蠻多的狀況，導致面試沒

有準時開始。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最近看甚麼書？喜歡哪些作者？ 

你最近有看哪些展覽？最喜歡哪個？為甚麼？ 

你還有報哪一個學校、科系？ 

你如果被我們錄取了，是否會來本系就讀？ 

你如何將「設計」和我們的課程做結合？ 

你對我們系有甚麼建議或問題？ 

( 3）準備方向： 

把自己的《審查資料》再多看幾遍，「自我介紹」也要事先想好。 

4.感想與建議： 

       我覺得面試學校事前的準備應該還可以更完善一點，不然當天出問題會

影響到之後面試的流程。教授們都很好，問的問題也都不會讓人答不出

來。我除了太緊張、講話有點快之外，基本上都還 OK。 

 

台灣文學系（079082） 

（一）提供人：121××  黃 （104 級）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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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0 2 12 4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採「3 對 1」的方式進行，整個過程不會太嚴肅。每位教授都

有問問題，問題也沒有太著重在「台文」這塊，由於我是「設計」

背景的關係，在「產學合作」方面有較多的說明。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最近看過哪一些書？ 

   會看「武俠」小說？最喜歡哪個角色？看哪一個作者的書？ 

   知道我們有「產學合作」嗎？ 

   還有報考哪一個校、系？ 

   喜歡「新聞編輯」，怎麼不報「大傳」的系？是不是分數不夠？ 

         如果本系錄取了你，你能保證會來讀嗎？其他的系是不是也問過這

個問題？你怎麼回答？ 

   你覺得「設計」跟「文學」要怎麼結合？ 

 ( 3）準備方向： 

把自己的《審查資料》再多看幾遍，並準備好「自我介紹」。 

4.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都很好，問的問題也不會讓人回答不出來，只要有事先熟記

《審查資料》及準備好「自我介紹」，面試時不要過於緊張，基本

上就沒問題了。 

（2）要注意《審查資料》及「面試」所佔的分數比例，不要隨便應付，

因為是「錄取」和「落榜」只是一線之隔。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統計與精算組（079092） 

（一）提供人：917××  賴（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7 6 4 6 7 3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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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有 10 分鐘的面試時間，先做 3 分鐘的「自我介紹」，之後，就是

教授們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3 分鐘） 

你的「數學」這一科，是怎麼唸的？ 

你為什麼不選讀「科技大學」？ 

是什麼原因讓你申請本系？為什麼不申請「企管」之類的系？ 

（3）準備方向： 

《自傳》內容要熟記，教授們會從中引申提問問題。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以後的時間，感覺就比較輕鬆了。教授們都很好，不會給

你太大的壓力。 

 

理財與稅務規劃學系（079212） 

（一）提供人：101××  吳 （104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5 8 10 7 42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3 Ｔ4 

                         

                       S               S 

          ※總共有 2 次面試，面試場地相隔 1 間教室，時間各約各 3~4 分鐘。

先報到，然後到休息室，工作人員會叫名字至面試教室外準備。

進去後先說：「各位教授好，我是！」教授們會請你坐下，

然後開始面試，面試完後，說：「謝謝教授！」再離開。 

（2）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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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簡單「自我介紹」。（※1 分鐘） 

你在學校參與很多活動，請問你印象最深的是…？（※有回答原因） 

為甚麼想要來「財政稅務」？你是從哪裡有接觸到相關的資訊？ 

你還有報其他所學校嗎？是甚麼系？有錄取嗎？ 

那是你想要讀的系嗎？你想讀那一個系嗎？ 

你家住在哪裡？ 

（3）準備方向： 

要熟記《自傳》內容。學校有考租稅的活動，可以拿來當接觸經驗談。

想好為甚麼要來這所學校、這個系。 

4.感想與建議： 

（1）「真理」的面試十分輕鬆，完全不用緊張，教授們人都很好，可以

很輕鬆的談話和表達想法。也許是因為我有報另一所學校的「哲學系」，

並且有備取，B.場地的教授們就開始說他們的系可以延伸高職所學，

出路也很好，薪資也很高，「哲學」就比較差，希望我可以好好考慮

他們的系。 

（2）比起「文化」的面試，真的是超輕鬆！連在坐「休息室」裡都等候

時，都不覺得有壓力，還聽到對面「金融」的面試教室傳來教授們大

笑的聲音…。 

 

經濟學系（079222） 

（一）提供人：903××  許（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7 6 4 6 7 3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3 Ｔ4 

                         

                       S               S 

          ※有 2 個面試場地。先敲門進入第一個面試場地，面試完畢，再進

入第二個場地面試。 

（2）題    目： 

A.試場： 

簡單的「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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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什麼？ 

你在學校裡參加的「社團」，是在做什麼的？你擔任什麼幹部？ 

B.試場： 

大學 4 年，有什麼計畫？ 

你在學校有唸到哪一些的「商業科目」？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要記得「微笑」，要有禮貌！ 

 

運動管理學系（079282） 

（一）提供人：10506××  劉（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8 5 5 -- 9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依《簡章》公告：A.面試由 2~3 位面試委員以面對面方式與申請

學生面談，主要評量學生基本素養、應對溝通能力。B.「審查成

績特優者」得逕予錄取，不須參加本系之面試，錄取名額至多 8

名，總成績為《審查資料》佔 100%，擇優錄取。 

            我的《審查資料》做得很好，被直接錄取，不必參加面試。 

      （2）題    目：（略）。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1）我會報考「學測」的原因是：我認為大學新生的名額，有 7 成是開

放給考「學測」的考生，我想我也可以去試試看…。所以，我就抱

著輕鬆的心情、在沒有壓力的狀態下去應考。我也覺得：今年的「學

測」試題，對於為「學測考試」認真準備 3 年的學生來說，應該是

非常簡單的…。 

      （2）我認為最困難的部份是在「選填志願」方面。因為每一個校系的「學

測成績採計方式」、「成績比率」…都不一樣，因此，考生們就需要

先找出錄取機會較大的校系…，再從中找出自己喜歡的校系，所以，

就需要先上各大學的網站去查閱相關的資訊，再確認自己想要選讀

的校系，才能上網去報名「第二階段複試」。請學弟、妹們一定要

先做好這一門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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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真理大學－第二階段複試」錄取的方式比較特別，因為我的《審

查資料》做得很好，不需面試、就直接被錄取了，因此沒有辦法提

供面試的資訊給學弟、妹們參考，真是抱歉！在此預祝學弟、妹們：

未來的升學、考試，一切順利、成功！ 

 

（二）提供人：913××  徐（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2 5 8 5 4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T4 

                   

                         S 

          ※一開始，教授們會先和你聊一下（問你：住哪裡？怎麼來？…），

之後就開始問問題。剛開始都用英文問，後來就問一些有關未來

規劃的問題。整個面試過程約 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英文） 

為何會選擇申請「真理大學」？（※英文問答） 

為何想選讀本系？ 

有沒有要再精進英文？ 

為何選擇「運管」而不是「觀光」？ 

「運管」是什麼？ 

以後會想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3）準備方向： 

要多上網看看本系的簡介。 

4.感想與建議： 

很緊張！第一次遇到這種場合。記得：要有禮貌，放鬆心情面對教授們

提出的問題。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079292） 

（一）提供人：313××  陳 （106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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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5 4 10 8 36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本項目得分 84 分。內容包含自傳、讀書計畫、成果作品、競賽成果、

社團參與證明及證照證明…，佔「甄選總成績」成績 20%。只要描述

一下自己的專長及興趣即可。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前 10 分鐘報到，面試時間到會有學長、姊帶去面試教室，接

著教授們就會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分 30 秒） 

你對於本系的瞭解…。 

你對於本系有興趣之課程…。 

「運動」和「傳播」要如何結合？ 

 (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練過，本系的課程也要先了解一下，問題多從《審

查資料》中提問。 

4.感想與建議：（略）。 

 

（二）提供人：015××  王 （103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8 6 10 8 4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在預備教室準備，輪到自己時，會有學長、姊來帶到面試室讓

教授們面試。 

      （2）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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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你為何選擇「運資傳系」？對「運資傳系」的了解？ 

你喜歡的「科目」是…？ 

如果遇到不喜歡的「科目」，你會怎麼辦？ 

如果被錄取了，你會來本系就讀嗎？ 

( 3）準備方向： 

         要了解本系的相關資訊，要多去系網爬文…。 

4.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教授們人都很好。遇到不會回答的問題，不要急，不要緊張。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旅遊組（079322） 

（一）提供人：313××  陳 （106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佔甄選總成

績 5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5 4 10 8 36 

2.審查資料：（※需繳交，不佔甄選總成績） 

  內容包含在校成績、自傳、成果作品、競賽成果及社團參與證明…等，

《審查資料》要上傳，但不算甄選成績，所以描述自己的興趣及專長，

並選讀該系的動機即可。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面試前幾天會公佈考生的面試時間，面試前半小時要先報到。到

面試時間前，學長、姊會通知考生預備，採「3 對 3」或「4 對 3」

的方式面試，教授們發問一個問題，3 位考生依序回答，想先回答

的可以先舉手。 

（2）題    目： 

自我介紹。（※簡略的） 

你申請了哪一些學校？哪一些系？ 

為什麼會想選讀我們系？ 

如果同時錄取我們系跟別的校系，你會選擇哪一邊？ 

對於「觀光」，你有多少的認識和興趣？ 

      （3）準備方向： 

          多看本系的歷屆的問題…，了解一下教授們想要問什麼…，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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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這個系…。 

4.感想與建議： 

 不用太緊張，當作在跟教授們聊天就好。 

 

航空事業學系（079342） 

（一）提供人：10517××  曾（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12 13 -- -- 10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採「3 對 5」方式進行「團體面試」。先從 1 號到 5 號依序做「自

我介紹」…，面試教授們再從《審查資料》中或自行提問問題…，

本組的 3 位教授都有提問問題。本組沒有「搶答」，其他組因時

間充裕，有進行「搶答」。 

            面試期間，系裡有辦理「航管系《審查資料》及面試」的演講，

是由系裡的教授主講…，因沒有強制一定要聽，所以我沒去。 

（2）題    目： 

    A.我的問題： 

 自我介紹。（※1 分鐘，以英文或其他國語言亦可） 

 除了「真理－航管」，你第一階段還通過哪一些校系？ 

 你對「奧客」的了解跟認識是…？你有什麼看法？ 

B.本組其他考生的問題： 

 大學四年，你的「生涯規劃」是…？ 

 你為什麼會想選讀本系？ 

 你為什麼會選讀本校而不是其他的學校？ 

 你所具備適合就讀「航管系」的特質是…？ 

 你未來想成為「空服員」還是擔任「地勤」工作？原因…。 

C.其他組的「搶答」題： 

 你想來報考「真理－航管」的原因…？ 

（3）準備方向： 

要上網了解本系的相關資訊（教學理念、課程安排…），要多關心一

下與航空有關的「時事」、「新聞」…。事先模擬與面試教授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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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自己能簡短、清楚地向教授們說明自己的觀點及適任本項工作的

原因…。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時，知道的可以多講…，但要慎言，不清楚的，就要說：…還

沒很清楚，希望能在  貴系學得更多、更好！一定要傳達自己強烈

的動機，說不定就會感動面試教授們，就把你錄取了！ 

      （2）面試時的言行表現要活潑，千萬不要過於死板，以致於面試教授們

對你沒有任何的記憶點…。一定要把你最棒的部分呈現出來！ 

      （3）面試前一定要多做練習，做好充分的準備，面試時才能把妳的亮點

充份彰顯出來…。 
 

21.（133.）明道大學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133112） 

（一）提供人：813××  張（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社會、自然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1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5 4 9 6 33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60％） 

（1）過    程： 

          先確認面試時間及地點（本校在彰化縣埤頭鄉），如果條件允許，

可以提前一天到當地住宿，一來時間會比較充裕，二來不會因趕時

間造成心情緊張、甚至因交通上的變數而延誤面試的時間。 

（2）題    目： 

這間面試的教室，大約有幾坪？ 

你未來想當老闆？還是當員工？  

如果系上有球隊，你會想加入嗎？ 

你要如何融入大學生活？ 

你為什麼決定由「商科」轉唸「工科」？ 

（3）準備方向： 

多上網詳閱本系的課程內容。 

4.感想與建議： 

（1）重要的是「引起注意」而不是「標新立異」，你可以說：「我這人

就是這樣！」你可以保持你的特色，但人家並不一定要錄取你！你可

以用很多方法引起注意，但我建議的方向是：開朗、積極。 

（2）如果你看過我的《面試經驗談》，那你可以再去向老師拿我的《自

傳》看看，我相信你的絕對沒有我的精彩…。但這都沒什麼，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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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能拿出東西與人一較高下。如果你沒有這種雄心壯志，那你還申

請什麼大學？等著被「分發」就好了！ 

（3）這時代日新月異，「跟不上就被淘汰」是天經地義。你要確定「你

想過的生活」，注意：是「生活」，不是「工作」，工作只是你「達

到你想要過的生活」的方法而已，只有少數人才能將工作與興趣結合。

所以不要奢望，隨時掌握時事脈動，但不要隨便跟著風潮走，培養一

項「實打實作的真功夫」，每天都要有進步！ 

 

22.（134.）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134022） 

（一）提供人：920××  高（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6 5 7 6 34 

2.審查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前 30 分鐘，就要到面試場地前準備，等候被叫名字。一開始，

先做「自我介紹」，之後，教授們就開始發問。面試的時間為 5

分鐘。不嚴肅，很像在聊天。 

（2）題    目： 

自我介紹。 

讀什麼高中？有沒有「打工」的經驗？ 

在大學如果「打工」，會和學業有衝突，你會怎麼做？ 

你知道這個系在學什麼嗎？內容是什麼？ 

你是怎麼得知這個系的？ 

「健康」的英文怎麼唸？「健康產業」的英文…？ 

（3）準備方向： 

多上網了解本系在學什麼，這點很重要！答不出來，就不好了。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要多練習，才不會緊張。服裝穿著要正式。最好早一點到

達該校，因為校區超大，不太容易找到面試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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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四技－申請入學 

一、私立科技大學 

1.（249.）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士林校區（249002） 

（一）提供人：208××  熊（105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1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6 5 3 8 5 27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試總成績 60％） 

（1）過    程：（※略） 

（2）題    目： 

自我介紹。（※是誰、哪裡畢業、興趣…） 

你是如何知道本校系的？ 

你就讀本校系的意願/興趣…，是否強烈？ 

你會不會游泳？ 

…。（※聊天） 

（3）準備方向： 

也沒需要多準備什麼，平常心面對就好；教授們問什麼，就回答什麼，

不用太緊張。 

4.感想與建議： 

跟教授們的對話，輕鬆、自在就好。記得：進入面試場地，要先向教授

們「問好」。這很重要，要給教授們最好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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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一、私立科技大學 

1.（214.）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85-062） 

（一）提供人：1042×××  張（107 級） 

1.備審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2.快速設計素描：（※佔甄試總成績 30％） 

（1）過    程： 

          給 1 張白紙，上面會有一些線條，要在 30 分鐘內利用這些線條完成

一張畫作，題目不限，面試的時候要解釋創作理念或故事。 

      （2）準備方向： 

          平時要多練習如何在短時間內想到題目並畫完它。 

3.面    試：（※佔甄試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T4 

     

     S 

          ※一進去面試的教室，面試的教授們都很友善的替我們講解面試規

則。「明志」的面試，不是搶答式的，而是輪流回答，時間有

20 分鐘，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盡量用精簡的句子表達自己的

想法，一方面是為了怕教授覺得太冗長，沒有興趣聽完，一方

面也是因為我國文不太好，哈哈哈哈〜！ 

            運氣很好的是：同一場面試的其他 3 位考生，在回答問題或是談

吐方面也比較沒有自信，回答問題時也講得太久了…，所以，

也可以明顯看的出來教授們一直會想要結束這個話題。而且面

試時的座位，距離教授們不遠，所以會不小心看到教授們打的

分數…，還蠻有趣的〜。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主要圍繞在大學的「生涯規劃」） 

          高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門課程？為什麼？ 

          你對大學的哪一門課程比較有興趣？為什麼？ 

          講一個自己最喜歡的「設計師」…。（※我當時問：能不能講自己

喜歡的「導演」？教授說：沒有問題！這點我覺得可能也有加分，

哈哈哈！！） 

          說明一下自己的「作品」…。 

      （3）準備方向： 

          一定要先去「明志」的官網查課表，這點非常重要！然後也要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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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充實自己，哈哈哈〜，因為在問「設計師」這一題時，有 1 位

考生回答「沒有」，非常可惜！ 

          也要記得看本校系有沒有特殊要求或是畢業門檻有哪些？如果自

己過去已經有相關經驗，也可以提到，像是「多益」幾分、游泳

有考過試…等等經驗。然後要多上網瀏覽一下以前學長、姊的面

試經驗分享。最後要記得：不要緊張，要面帶微笑！ 

4.感想與建議： 

       我覺得面試很棒的一點是：如果自己當場的表現夠亮眼，面試的當下，

就可以感受到教授們的熱情，也能給他們留下良好的印象！現場面試的

過程，其實大部分和「模擬面試」差不多，如果在學校裡有充分的練習，

現場的面試的表現，一定會有明顯的進步，談吐也一定會比之前更有內

容和重點。最後祝學弟妹們：也能考上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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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一、公立科技大學 
1.（101.）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101014） 

（一）提供人：1042××× 林（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 88.5 96 78 80 69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T6 T7 

                

                      S 

          ※面試時間 5 分鐘。先做 3 分鐘的「自我介紹」，之後教授們就根

據我的「自我介紹」來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3 分鐘。我「自我介紹」完，7 位教授們互相進行

了我不理解的眼神交流，我努力讀出「他們好像不知道要問什麼」

的信息…。） 

          你覺得國外和臺灣不同地方有哪些？（※因我在「自我介紹」中有

提到海外見學與比賽的經驗…。才一下子，5 分鐘就沒了）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真的不要緊張！「臺科大」的教授們，好像很不想出來當面試官的樣子，

都很口拙，但人都很好。把握住 3 分鐘「自我介紹」的時間，好好吹噓、

展現一下自己的長處吧！ 

 

2.（102.）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102018） 

（一）提供人：019××  陳（103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11 84/15 88/14 90/12 80/14 4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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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地點：會議室（像士商的國際交流中心）。共分 A、B、C 三

組，每組分 2 階段面試，我是 A 組第二階段。每人面試時間是 8

分鐘，時間到，學姊會按鈴，答完該題，面試結束。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是「應外科」的，所以英文很好喔！有考取相關《證照》嗎？ 

          英國的倫敦市長為解決市區人口太多的問題，所以利用里程計費，

請問：他在解決哪一種經濟問題？ 

          「全球暖化」日益嚴重，請問是哪一種外部性？請詳細敘述。請問：

要如何解決？相關的條文有哪些？ 

          從臺北到雲林，有多種交通方式，客運、臺鐵…，請問：你會選擇

何種交通工具？why？ 

（3）準備方向： 

準備好「自我介紹」內容，多練習學長、姊之前被問過的題目。 

4.感想與建議： 

（1）「雲科－財金」是出了名的愛問「時事題」的學校，範圍太大了，

真的無從準備起。與其看「新聞」，不如把課本讀熟，剩下的再看臨

場反應。在這種情況下，「自我介紹」成為唯一可以事先準備的項目。 

（2）教授們人都很好！但我答錯時，教授們會一再逼問，最後還是會呈

現不耐煩的表情。 

 

視覺傳達設計系（102027） 

（一）提供人：322××  王（106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6/12 89.75/14 80/13 86/14 74/12 405.75/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術科考試：（※佔甄選總成績 10％） 

      （1）內    容：靜物素描。（※得分：81） 

      （2）準備方向： 

          練習在短時間內一邊與教授進行面試、一邊畫素描，素描有基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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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以及俐落的線條即可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靜物 

               

              S1  S2  S3 

           ※術科考試與面試同步進行，回答教授們的問題時要先舉手。 

（2）題    目： 

高中三年，你做過最瘋狂的事情是…？ 

學習「視覺傳達」，對自己家鄉能有什麼貢獻？ 

上大學之後，最想改變自己的地方是…？ 

…。 

（3）準備方向： 

一定要參加科裡舉辦的「模擬面試」！要向學長、姊詢問或上網查詢

歷屆的面試試題，並且加強練習「自我介紹」的部分。 

5.感想與建議： 

面試時不能帶任何東西進入試場（「術科考試」的用具，也是系上提供

的），不用特別準備個人的《簡歷》或《作品集》去面試。「雲科－視

傳」真的很棒！歡迎加入~~~！ 

 

（二）提供人：220××  王（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13 88/14 64/10 84/14 79.67/1

3 
397.67/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靜物 

               

              S1  S2  S3 

           ※在教授們前面，擺著茶壺、玻璃杯、罐子、盆栽，選擇 3 樣來

組合、素描，使用系裡準備的用具（事先帶去的麥克筆、素描

鉛筆、《作品集》都沒有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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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畫、一邊面試。因為當時有 1 個人缺考，所以我們的面試

時間是 16 分鐘（如果 3 個人的話，是 25 分鐘）；根本畫不完，

我旁邊的考生也沒畫完。可以不用看著教授們回答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本校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嗎？ 

系上有什麼課程是你感興趣的？ 

對「雲科」的第一印象。 

在高中 3 年，有沒有討厭的人或事、物？ 

擅長的「電繪軟體」？ 

畢業以後，有看過什麼電影或小說嗎？請說出你的心得。 

（3）準備方向： 

在學校有參加過「模擬面試」，之後，再多練習，就沒什麼問題。「自

我介紹」的內容，一定要熟記。教授們很親切，就像在聊天一樣，很

輕鬆。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的內容要記熟（1 分鐘和 3 分鐘的，都要準備比較好）。

上網查都可以找到之前的問題，先預想好答案，再和同學一起互相練習，

很有用！「雲科」真的很大，最好提早去看一下面試的場地及位置。 

 

工業設計系（102026） 

（一）提供人：1042××× 蔡（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92 86.5 80 78 75 65 

      2.術科測驗：（※佔甄選總成績 20％） 

       （1）給兩張椅子，解構它們去畫其他椅子，愈多愈好。 

       （2）設計一個手提式藍牙喇叭 

3.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 

               

               S 

          ※好像在做「身家調查」…。 

（2）題    目： 

          為什麼想讀「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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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興趣」是…？ 

          你家住在哪裡？ 

          你還選填了哪兩個校系？ 

          你為什麼想來「雲科」？ 

          你為什麼要這樣設計「藍牙喇叭」？ 

          …。（※其他的問題像是在聊天一樣） 

（3）準備方向： 

          一定要帶「上色用具」！《通知單》上面說不用帶是騙人的！ 

5.感想與建議： 

       「雲科」好遠，可以早一天去，但那邊沒什麼好玩的（因為不熟）。一

定要帶「上色用具」，還好當天有朋友幫我！嗚、嗚、嗚！！ 

 

數位媒體設計系（102032） 

（一）提供人：1042××× 魏（107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 85 76 76 84 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術科測驗：（※佔甄選總成績 10％）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照號碼就坐，依序「自我介紹」1 分鐘，教授們會輪流問問題。 

（2）題    目： 

    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動畫」的導演、監製…？ 

    有沒有來過我們學校？對我們學校印象如何？ 

為什麼會想來「雲科」？ 

          進入本系後，你希望進到哪一個組？（※動畫組、遊戲組、數位加

值組） 

4 年後，你會在什麼地方？ 

如果地球是「方」的，會發生什麼事？（※機智問答） 

（3）準備方向： 

          多加強一下「素描」跟「畫圖」速度吧！把近幾年出現的題目，先

想好答案，「自我介紹」時要大聲，微笑、而且要自然，不要像

是背稿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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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前如果有時間，先去校園看看、拍照，然後把照片放進《作品

集》裡，就能加一點分。 

5.感想與建議： 

      （1）務必注意服裝、穿著。許多別校的考生都穿的不像要去面試的樣子，

穿正式一點，代表你對面試的看重。術科考試不用帶太多的畫具，

考試時間很短，大概也只能用到一枝筆而已，除非你畫圖畫得很快，

不然帶再多也用不到。 

      （2）《作品集》裡多放一些跟本系有關的作品，尤其是相關的「專題」

很重要，這兩個部份最好能放在教授們前面讓他們能直接看到。面

試時要微笑回答教授問題，口齒清晰，說得清楚比說得快重要。 

 

（二）提供人：220××  陳（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0/13 85.25/1

3 
68/11 78/13 80/13 391.25/6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進入面試場地，教授們先出「描繪設計」的題目（題目是：「10

年後的我」－我畫的是很抽象的繪製科技的自己），然後開始面

試（一邊畫一邊面試）。3 位教授輪流問問題，過程都很輕鬆；

教授們跟你對談，很像在聊天，整個面試時間 15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2~3 分鐘） 

如果要製作自己的「公仔」，會用什麼來代表自己？ 

4 年後，你會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來會來「雲科」？ 

如果地球是「方」的，會發生什麼事？（※機智問答） 

（3）準備方向： 

關於「雲科」的校系資料，要事先查清楚、熟記；本系未來的出路，

也要事先弄清楚。 

如果被問到喜歡或敬佩的人，不要和其他人答一樣，也不要答很常

見的名人。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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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試時不用太緊張，平常心就好。教授們都很 NICE，只要回答清楚、

能讓教授們在短時間認識你就好。 

（2）最好做 1 份 DM 送給教授們看，這樣你在「自我介紹」時，他們可

以看著 DM、順便了解你。 

 

（三）提供人：222××  黃（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6/13 90.5/14 84/13 74/12 76.33/1

2 
410.83/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整體來說還蠻輕鬆，像在聊天一樣，教授們還蠻愛笑的。面試時

間 15 分鐘，結束前 3 分鐘會響鈴，結束時再響一次鈴。一開始，

教授們會先出「描繪設計」的題目（題目：畫出「10 年後的我」。

內容：想到甚麼就畫甚麼，時間不多。 

            建議：只要帶鉛筆和代針筆。除非你可以不打鉛筆稿，就可以直

接用麥可筆畫），要邊畫畫、邊面試（回答問題）。「自我介

紹」和回答問題時，可以不用看著教授們。（※是教授們說的，

但我覺得還是看著教授們比較好，比較能加深他們對我的印象） 

（2）題    目： 

          影響你最深的老師。 

「未來」你覺得你會在哪裡？ 

「雲科」是你的第一志願嗎？ 

為什麼會選擇本校/系？ 

假如地球上有 3 顆太陽，你覺得世界會變怎樣？ 

假如你有「超能力」，你會想要怎樣的超能力？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多練習，不要死背，差不多就好。回答類似上面的第

、題時，你的回答一定要能跟別人觀點不同、獨特，教授們才會

對你有比較深刻的印象。 

4.感想與建議： 

      （1）不用太緊張，放輕鬆就好，當作是在聊天；講錯沒關係，就繼續講。

如被問到像上述第、題的題目時，就憑你的感覺回答，不要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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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複雜，也不要覺得自己答得很爛，就亂了陣腳、失去信心。像我

覺得我回答的很普通，但是意外有戳到教授們的點。如果是「搶答

題」，沒有搶到而變成最後回答，也不用擔心。重點是：要講得比

別人好，才更重要；而且，也可以透過別人的回答，想到新的點子。 

（2）建議：要上本系的官網，熟記系所簡介、課程介紹，有可能會被問

到他們系分了哪 3 組或其他相關問題。 

 

應用外語系（102038） 

（一）提供人：1040×××  吳（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 98.5 84 84 72.5 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英文口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 

                 

                S 

           ※進入試場會先抽題目(一小段的中翻英)，再簡單的介紹自己後，

再把剛剛抽到題目唸一遍。再「自我介紹」後，教授們就會接著

問問題。 

      （2）題    目： 

          你大學 4 年的「讀書計畫」是甚麼？ 

          高中三年，你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你覺得你個人最大的優點是甚麼？ 

      （3）準備方向： 

          面試前準備題目，不一定會被問到，事前的準備就是讓自己心安一

點而已。最重要的是臨場不要緊張，平常心面對，才可以好好發揮。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最重要的是你自信的笑容，要讓教授們覺得你朝氣十足。講話要大

聲、清楚，速度放慢一點沒關係。不要緊張，就可以發揮得很好。 

 

（二）提供人：911××  陳（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2/11 98/15 88/14 78/12 87/14 4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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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英文口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等待的時間很久，真正的面試時間只有 5 分鐘。過程、氣氛沒有

很凝重。 

      （2）題    目： 

自我介紹。（※接著就從「自我介紹」的內容延伸問問題） 

你自己的「個人特質」。 

為什麼會選擇「雲科」？ 

請說明「一個成功的人」的定義？ 

是否只要有錢就算成功人士？ 

（3）準備方向： 

可以先練習下列這些題目，設想一下如何應對： 

Please briefly introduce yourself.（※1 minute） 

What are some of your strength and weakness？Give examples. 

          Why do you want to apply to our school？What do you hope to learn 

in the college？ 

What are some of your hobbies？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at school？Why？ 

What’s the book you read recently？What do you think of it？ 

What’s your favorite movie？Why？ 

Who is the person you respect most？Why？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 in college？ 

          Why do you want to change your major and have a new major of 

Tourism（or Japanese or Spanish or Mass Media）？ 

What are some of your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 

What are some of your goals for the future？ 

Who is the person that you admire most？Why？ 

          Do you read magazines or newspapers once in a while？What are 

they？ 

Give at least one example and explain why you are reading them.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Facebook or Twitter？ 

How do you describe your personalities？ 

          Do you prefer to work alone or work in a term？Please give three 

reasons of your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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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 you choose our university as your first choice？ 

          Can you tell me some of the features of our department？And 

explain why they are attractive to you？ 

What certificates do you have？How did you prepare for it？ 

4.感想與建議： 

（1）雖然面試有點麻煩，但如果你真的很想進入本系就讀，就得有所準

備。放輕鬆不要緊張，一緊張，你就輸了！ 

（2）面試「外語系」，「英文口說」跟「如何應對」真的很重要；不要

一個問題只回答一個句子，可以多講一點。面試的時間真的蠻短的，

所以要好好把握回答問題的時間。 

 

3.（10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103040） 

（一）提供人：1041××× 林（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2.家政群幼保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92 75.5 96 72 78 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 （※佔甄選總成績 15％） 

（1）過    程： 

        T1  T2  T3 

                

                   S 

          ※先是「面試」，接著是「術科實作」。「術科實作」就是「說故

事/律動/兒歌」3 選 1，可以帶「道具/音檔/故事書」進去，我是選

「說故事」（沒準備任何東西），大概講了 3~5 分鐘，講完，教

授們會問一些問題，時間到就可以出去了。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從「商管」跨考到「幼保」，你的心境轉換是如何？ 

          來報考本系的，大多都是本科（幼保）的，那你要如何加強自己的

弱科（例如:專業科目）…？ 

          你在《自傳》中提到說你媽媽曾經在「公幼」教過，有什麼令你印

象深刻的事…？ 

      （3）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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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去「圖書館」看童書，並留意作者導讀部分，能讓自己更加了解

各個故事想要表達的意義，其實我遇到的教授都沒有問到很專業

的問題，只是真的要對自己的《備審》很熟，不然容易出糗。 

          「自我介紹」的準備也要很熟，不要唸起來像背稿。 

      4.術科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15％） 

      （1）說故事。 

      （2）教授們提問的問題： 

          你講的這個故事，能帶給小朋友什麼樣的啟發？ 

          你覺得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凸顯出你什麼樣的「個人特色」？ 

          在「士商」有沒有相關的表演課或說故事練習？ 

          沒有的話，那你是如何準備的？ 

5.感想與建議：（略）。 

 

4.（10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104020） 

（一）提供人：902××  江（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12 88/14 76/12 86/13 94/15 418/6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先報到、簽名（記得帶《身份證》），等學長、姊叫號、面試。

是「3 對 3」的方式，面試時間只有 5 分鐘。3 位教授輪流提問問

題目，如果第一位教授先出題，就由坐對面的第一位同學先回答，

以此類推。 

（2）題    目： 

請問你們來「北科大」，最想要了解的問題是甚麼？ 

請問你們一走進面試教室的門、看到我們 3 位（教授），對我們

的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請用「一個字」來形容我們 3 位（教授），中、英文都可以。 

最欣賞哪一位「古人」？為什麼？ 

要不要「自我推薦」一下…？ 

（3）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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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準備 1 分鐘的英文「自我介紹」，結果還是沒用到，面試的「考

古題」就免了。我是穿士商制服去面試的。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真的不用太緊張，剛開始我也在想「要不要準備考古題？」、

「要穿什麼衣服去面試？」，可是因為已經放暑假了，我也懶了，就

「順其自然」吧！而且之前也有聽學姊說她自己「面試是穿制服去的」。

好吧~，那我也穿制服囉！不過到現場一看，幾乎沒有人穿制服，都

穿得很正式。所以在服裝上，是可以準備一下。 

（2）至於面試題目，「考古題」應該沒有教授會再問了；上面那些題目，

看起來都是教授們臨時想的，所以就是考「臨場反應」囉！不過「3

對 3」的面試方式有缺點，就是很容易受到旁人回答的影響，答案容

易被抄襲。大概的面試過程就這樣。還有，教授們看起來人都很好，

每個人都面帶微笑，所以真的不用緊張！ 

 

（二）提供人：909××  黃（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14 92/14 76/12 84/13 88/14 428/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以「3 對 3」的方式進行面試，時間大約是 5 ~ 6 分鐘。 

（2）題    目： 

你最喜歡的「歷史人物」？ 

從面試前在門口等、到進入面試的教室裡，你的感覺是什麼？ 

請你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我們 3 位…。（※指面試教授們） 

請「自我推薦」一下…。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這次的面試其實很輕鬆的，教授們都很和善，而且像是談話性質，比較

沒有太大的壓力。建議學弟妹：面試前一定要將自己的心情放鬆，如此

才能在面試期間保持原來的實力，答題時才不會結結巴巴，或是說不出

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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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人：909××  林（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13 82/13 80/13 84/13 88/14 416/6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先到休息室報到，發給你名牌和水，然後在休息室等待面試。

在休息室裡會播放有關「工管系」的影片，「工管系」的學長

也會不時的來和我們談天。在面試場地旁的教室，有一位教授

在作「Q＆A」的活動，主要是回答大家對「工管系」的一些

疑問；任何有關「工管系」的問題，都可以問他。 

             面試時是 3 人一組，沒有特別要考生做「自我介紹」，也沒有

發英文文章要我們唸和翻譯。過程像是談天，面試時間不長；

所以面試時，可以不用帶《備審資料》。（※這是教授們說的，

因為他們都看過考生們的《備審資料》） 

（2）題    目： 

你最不想和哪一種人合作？ 

你最喜歡做的事？你對它有多瘋狂？ 

          你有買過「樂透」嗎？你媽媽現在要去買樂透，但旁邊有一個婦女

帶著小孩在乞討，你會怎麼做？  

（3）準備方向： 

平常心囉！北科大的教授們給人的感覺都蠻和藹可親的。問題的答案，

基本上也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要你流暢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即

可。 

4.感想與建議： 

（1）在學校時參加過「北科大」在士商所辦的「說明會」，那時候就可

以強烈的感受到「北科大」對士商同學的喜愛！在面試時，也能感

受「北科大」教授們的親切感。 

（2）各位學弟妹，如果你想留在北部，可以考慮放掉「商業經營系」來

選擇「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因為目前各大企業都缺乏「工管人才」，

而「商經系」所能學到的知識，「工管系」都能學到，但是「工管

系」能學到的「工程管理」，卻是「工管系」才有的專業知識。簡

單來說，「工管系」要取代「商經系」，是很容易的；反之，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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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且「工管系」所學的內容，絕對沒有各位學弟妹想像的這麼

可怕！詳細的事宜，就請自行上網查詢囉！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104022） 

（一）提供人：1041×××  陳（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0 94 92 94 88 71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T3 

                   

                    S             S              S  

           ※分為 3 關，都是「1 對 1」面試，每一關 4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我們這個系，你的了解有多少？ 

如果你成功了，你最想感謝的人是誰？ 

你有何資格進入本校就讀？ 

你的「讀書計畫」（暑假與大學 4 年）是什麼？ 

大學畢業後，你會想做什麼？升學？就業？ 

對於「英文」與「電腦」這兩方面，你有何看法？ 

（3）準備方向： 

          1 分鐘的「自我介紹」很重要，一定要把自己的優點全都講出來，

教授們會針對你講的內容，繼續問你問題。對本系的了解，一定

要很充份，這點很重要，教授們一定會問到。 

          當教授問你「有什麼資格進入本系」時，千萬不要被他的話嚇到；

其實他只是想知道：你有多大的能耐，值得他錄取你？。這只是

另類的「自我介紹」，所以要更加強在自己的優點上，把它發揮

到極致。 

4.感想與建議： 

（1）其實面試真的不難，只要有參加過校內辦理的「模擬面試」，針對

你被校內「模擬面試」的老師打槍的部份稍做加強，真的就夠了。教

授們也是老師，他們會問的點，也都大同小異，所以真的不用太緊張，

把它當做和老師們純聊天就好。教授們人都很好，都面帶笑容，雖然

會有 1~2 位教授可能扮「黑臉」，但他的黑臉你可以無感，不要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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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到，一樣有話就說，不要緊張。 

（2）面試只是看你會不會緊張以及你的「口語表達能力」好不好，最重

要的是你一定「要有自信」，不要畏畏縮縮的，這樣就會被扣分。特

別是講話，千萬不要結巴、要有條理。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104024） 

（一）提供人：1042×××  郭（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 88.5 88 78 81 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實    作：設計思考與創意（※佔甄選總成績 40％） 

       （1）題    目： 

           問答題。 

           以三視圖畫等角立體圖…。 

           畫素描…，做設計…。 

       （2）準備方向： 

           多練習「素描」。 

      4.感想與建議： 

       考試加油！及早決定要選讀哪一科，《專題》要好好努力！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104025） 

（一）提供人：1042×××  蔡（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92 86.5 80 78 75 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實    作：（※佔甄選總成績 40％） 

（1）題    目： 

    申論題：（※20 分） 

      你覺得「一顆石頭」跟「一隻蝴蝶」，哪一個才是好的設計？ 

    圖  學：（※30 分） 

            給「三視圖」畫「等角圖」。（※題目好像有錯，還有要注意畫

得視角） 

          素  描：（※50 分） 

            給一隻鳥（忘記是什麼鳥）跟檯燈做融合，做出不同融合比例（100%



173 

 

的鳥、75%鳥與 25%檯燈、…、100%）的檯燈。 

      （2）準備方向： 

          快樂畫 d（`･∀･）b…，多檢查（ • ὼ•́ ）…。記得要帶手錶，早點入

場放東西。 

4.感想與建議： 

       「北科大」有校貓，讚！考試的教室有些破爛，但是他們的「教學大樓」

還不錯；校園也很漂亮，商圈也方便。 

 

應用英文系（104030） 

（一）提供人：919××  王  （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8/12 100/15 76/12 92/14 90.5/14 436.5/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做 1 分鐘左右的英文「自我介紹」，教授們再依據「自我介紹」

的內容來提問問題；原則上是先問 1 個大問題，再深入提問其他

的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英文，1 分鐘左右） 

你的「夢想」是什麼？ 

請大約說明一下你對未來的規劃。 

…。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緊張是一定會的，但是記得保持笑容。 

 

文化事業發展系（104033） 

（一）提供人：202××  鄭（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20.藝術群影視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4/13 98/15 96/14 84/14 96/15 4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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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T6 （6 位面試教授，2 男 4 女） 
       （桌子） 

                S1       S2 

          ※進入面試場地，先做「自我介紹」（教授們會先點看誰先來），

之後再從「自我介紹」裡面提問問題（並非搶答）。教授們會針

對 2 位考生提問不同的問題。 

（2）題    目： 

舉 1 個你最近看過的「創意作品」…。 

你說你和別人的創意不一樣，那你能說出 1 個不一樣的創意嗎？ 

          桌上有1個破了一角的杯子，請看一下紙上的敘述，回答你的想法。

（※桌上的紙上寫著：這是摔破的杯子，但杯子說「我不是垃圾」，

請你想一想，說出為什麼？） 

 你們有問題想問我們嗎…？ 

（3）準備方向： 

          保持穩定的心情。「自我介紹」的內容，是教授們提問問題的來源，

因此一定要用心準備「自我介紹」的內容，面試時，謹慎地將它講

出來！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很重要，不要把自己其實沒很強地方的講的很強，教授們

會用問題來證明你到底是「自稱很強」還是「真的很強」；如果被發現

根本是自己在「老王賣瓜」，那接下來你就完蛋了！ 

 

5.（105.）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建工校區（105002） 

（一）提供人：916××  孟（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64/10 56/9 60/10 72/11 82/13 334/5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10％） 

（1）過    程： 

                       T1   T2 

                        

                      S1  S2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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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們會依序叫考生入座面試。教授們都不會太嚴肅，放鬆心情回

答問題就好！問題不會很刁難，生活化的問題較多。 

（2）題    目： 

自我介紹。 

大學 4 年，你想要如何來讀書？ 

你想趁這個暑假做些什麼事？ 

舉例說出生活中與「土木」有關的東西…。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時要強調自己的優點與長處，言語要流暢，就所知道的

盡力去回答。服裝、儀容讓自己與別人覺得舒服就好！ 

4.感想與建議： 

面試一開始，當然會很緊張，但整個面試過程是很輕鬆的。教授們會發

問題給你，你就正常回答就好，音量要大一點，讓教授們聽得清楚。把

這個面試當做「你在跟學校老師說話」的心情就好。 

 

會計系－燕巢校區（105017） 

（一）提供人：1040××× 邱（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管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級 分 86/13 83/13 84/13 74/12 86/13 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自我介紹…教授提問問題…結束。 

       （2）題    目： 

           「營業毛利」和「營業淨利」差別在哪裡？ 

           「會計」有哪些「報表」？ 

           高中三年，你覺得「滿意」以及「不滿意」的地方？（※對自己） 

           對於大學，你有哪些具體的規劃？ 

           你為何會參加與自己個性反差很大的「社團」？ 

           你如何讓自己的英文更好？ 

           你最近有讀過哪些「課外讀物」？ 

       （3）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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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記自己《備審資料》的內容，多了解一下自己，多關注時事。 

4.感想與建議： 

       不用太緊張！「自我介紹」要事先準備好，面試時才不會一直卡卡的。

教授們人都很好，要記得面帶微笑就好。 

 

（二）提供人：1040××× 許（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管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級 分 72 76 96 88 94 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2）題    目： 

           自我介紹。（※2~3 分鐘） 

           高中 3 年，你「最滿意」與「最不滿意」的事情…。 

           「會計」有哪幾張「報表」？ 

           「營業淨利」與「營業毛利」的差別在哪裡？ 

           你為什麼想要報考我們這個系？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放輕鬆，認真回答就行，不用太緊張。 

 

（三）提供人：1040××× 潘（107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管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級 分 90 75.25 80 88 86 6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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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們全程笑臉迎人，毫無任何壓力，氣氛很好。 

       （2）題    目： 

           高中三年你「最滿意」的事？ 

           高中三年你「最不滿意」的事？ 

           「會計」有 4 大「報表」，是哪 4 大？ 

           甚麼是「營業毛利」？ 

           甚麼是「營業淨利」？ 

           大學 4 年，你有什麼計畫？ 

           「人工智慧」對會計有甚麼影響？我們該如何防範未然？ 

           …「（※依《自傳》內容提問）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緊張」是一定會的，但只要相信自己能做得到，那就一定會成功！就

把「面試」當成你人生之中一個特別的經驗吧！ 

 

國際企業系－燕巢校區（106018） 

（一）提供人：302××  安（106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管外語群（一），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專 二 
（※跨考） 

總  分/ 

總級分 

分   數 / 
級 分 

86/13 97/15 76/12 90/14 74/12 83/13 
423/66 
432/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進入面試教室後，教授們會先和考生們打招呼，然後請考生們坐

下，一旁有人在錄影，面試時間大概 10 分鐘。同一個問題，由 3

位考生輪流回答…。 

（2）題    目： 

    你為何認為自己適合就讀「國際企業系」？ 

    高中生活，什麼事情是讓你最難忘的…？為什麼？ 

    請用英文說一句話或一段話…。 

 在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中，你最嚮往去哪一個國家？為什麼？ 

（3）準備方向： 

可以準備簡短的「自我介紹」，但不需要硬背，內容可以提及你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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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興趣（和報考的校系有關較佳）。跟本校系有關的近期新聞或新

事物，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4.感想與建議： 

      （1）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大型、正式的面試，當下真的超級、無敵緊張，

手一直在抖。雖然我報考的是商業類的科系，但我面試當時穿著的

服裝是件刷藍色亞麻材質的襯衫（長袖），黑色合身長褲及灰色帆布

鞋，和當時其他要面試的考生差很多（都穿著白襯衫、黑褲、皮鞋

或套裝等），當下有點小不安，覺得自己的穿著較不正式，但事後的

面試成績證明（成績為 91 分）：面試教授們對穿著不是那麼在意。

但如果面試學校有要求穿著，請務必遵守規定，穿白衫、黑褲、皮

鞋也較不會出差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服裝要保持乾淨整潔，頭髮

盡量不要遮住五官或臉。 

      （2）有考生在預備的教室裡一直不停反覆背誦中文和英文《自傳》，但

實際面試的時候，教授們並不喜歡考生用背的，可以記下大概的內

容，再依問題調整答案。但要背下來也是可以，因為有些面試教授

們會請你做「自我介紹」，這個時候就記得要簡短，說重點。 

      （3）有些面試的教授會非常嚴肅，但那可能是在看你的應變能力，所以

不管遇到的是什麼教授，記得帶著微笑，回答前想一下再說，不要

太緊張，聽到問的問題後都會給你想一下，回答盡量用一句完整的

句子說出，語氣要肯定。 

      （4）如果遇到「團體面試」的話，不要因為前面考生的回答而影響你自

己的作答，不要怕說他的答案比你的好就改成和他說得很像或類似

的，要對自己有信心！可以多準備幾份備審資料供教授現場看，或

是一個小摺頁本（內容為自己的優勢重點，證照紀錄等）。不一定會

強制規定，像我沒準備也沒什麼影響。 

     （5）最後就是「禮貌」很重要，一進去之後，先和教授們問好，教授們

請你坐下後才坐，面試結束後也務必記得要和教授們致謝。各位學

弟、妹們：「統測」考完，很爽！我懂。但《備審資料》可以早點開

始準備，才不會出現來不及的狀況〜。記得：面試時要保持微笑，

盡量放鬆〜！祝大家：都能考上理想的學校！ 

 

（二）提供人：212××  李  （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6/13 87/14 80/13 84/13 78/12 415/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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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面試地點：高應大建工校區中棟2樓中208自學中心（系友中心）。

考生和家長個別有休息室，以組為單位做準備，我是第五組，

由學姊帶入，並告知你該坐哪個位置。我一進面試場地，就把

我另外準備的《備審》和《簡歷表》，交給面試教授們，依序

作了 1 分鐘「自我介紹」，面試全程都有攝影機錄影，也有計

時。 

            跟我同組的（包括我）都沒能在 1 分鐘內完成「自我介紹」，當

然會被打斷，但絕對不用緊張，因為表定我們這 1 組時間只有

10 分鐘，時間都很趕。基本上每一位教授都只有問 1 個問題，

其餘時間都是讓考生回答問題。 

（2）題    目： 

          你考過那麼多的《證照》，進入大學後，有沒有想往哪 1 項《證照》

方面精進？ 

          談談你自己的「優勢」及「劣勢」…。 

          如果外商公司現在有 2 個工作職缺，1 個在歐美，1 個在東南亞，

你會選擇哪 1 個？為什麼？ 

（3）準備方向： 

          一定先要非常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動機、優缺點。再看看本系網

頁（最好看到不想再看） 大一到大四的課程、學些甚麼…？ 

          再看看新聞，了解時事；雖然教授們大部分都沒有時間問有關「時

事」的問題，但還是必須準備、以防萬一。 

4.感想與建議： 

      （1）親身經歷過面試之後，我真的、真的想跟要即將要參與面試的學弟

妹說：「不用緊張！」進入面試場地，看到 3 位教授們都笑笑的，

說實在我真的很錯愕，心想：「可能是運氣太好吧！」感覺就沒那

麼恐怖了；但我之前在外面偷窺的時候，明明看到他們的臉都臭臭

的。即使教授們臉再臭，只要充分準備，也沒什麼好緊張的，絕對

不能被那幾張臭臉打敗！想像他本人一定非常慈祥呀（催眠自己一

下）~、他只是想嚇你！像我這種在全班面前說話都會結巴的人，都

這樣覺得「不用緊張了」；只要有自信，一定做得到的！ 

（2）你如果真的想進去那間好學校，一定不能讓自己沒準備好。面試前，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那真的很對不起你所用心製作的《備審資料》！

面試前，和旁邊的人聊聊天，是紓解緊張非常有用的方法！因為在等

待的時候，一定是最緊張的！祝：一切順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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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訊系－燕巢校區（105019） 

（一）提供人：1040××× 邱（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管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級 分 86/13 83/13 84/13 74/12 86/13 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每位考生先做 2 分鐘的「自我介紹」。 

       （2）題    目： 

           製作有關「金融議題」的簡報，做報告…。（※5 分鐘以內，不

得超過） 

           …。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一定要剛好 2 分鐘。 

4.感想與建議：（略）。 

 

運籌管理系－第一校區（105051） 

（一）提供人：904××  張（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12 78/12 76/12 70/11 94/15 392/6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T4              T5    T6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一組 8 位考生，依序進入 A.、B.、C.三個面試場地，分別由 6 位不

同的教授進行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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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A.試場： 

           自我介紹。 

B.試場： 

           你在大學 4 年的「自我期許」…。 

           你在高中時參加過什麼「社團」或「聯會」？ 

C.試場：（※白板上寫了 4 個題目，自己舉手回答） 

           你對「12 年國教」的看法…。（※優、缺點） 

           你對本系的哪一個「課程」最有興趣？ 

           你對大學的期許。 

           …。（※忘了） 

（3）準備方向： 

          教授們問的問題都很普通，不用太緊張，也不用花太多的時間去準

備。 

4.感想與建議： 

不用太緊張，只要敢講話、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即可。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第一校區（105057） 

（一）提供人：1040×××  王  （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5％）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94 79 80 84 90 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 專業術科：（※佔甄選總成績 15％） 

        「領導能力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的？」選擇一個觀點回答…。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1  S2  S3  S4  S5 

           ※每位考生先做 2 分鐘的「自我介紹」。 

（2）題    目： 

    你大學畢業後，希望成為怎樣的人？（※只有 1 題） 

（3）準備方向： 

          多看一些名人故事（例如：馬雲、google 公司創始人、柳井正…）。 

5.感想與建議： 

 多上網找一些資料（超商或一些知名的企業…等等）…。 



182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第一校區（105061） 

（一）提供人：1040×××  吳（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9.商業與管理學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 82 88 86 92 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邏輯分析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10％） 

        做一個簡單 ppt（與「風險管理」有關），在 4 分鐘內跟教授們報告。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             S              S  

          ※分為 3 關，都是「1 對 1」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家住在哪裡？ 

          …。（※問了幾題可以自選的題目，例如：大樂透中獎機率、公司

債、分錄…） 

          你喜歡看的書…。 

          …。（※問一些「時事」題） 

      （3）準備方向： 

          平常心！教授們人都很好，就當作聊天。 

      5.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都很好，就盡量以平常心去面對，當作一次聊天，就可以有好

結果。 

 

財務管理系－第一校區（105064） 

（一）提供人：917××  姚（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14 90/14 64/10 80/13 82/13 404/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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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 

※一開始就是先「自我介紹」3~5 分鐘，教授們會針對你「自我介紹」

的內容提問問題。例如：社團裡學到什麼？最喜歡什麼科目？一定

要考取相關的《證照》，要了解自己想要甄選入學的系「上些什麼

課」，教授們一定會問。 

（2）題    目： 

自我介紹。（※3~5 分鐘） 

在「社團」裡學到什麼？ 

最喜歡哪一個科目？ 

臺灣的「物價上漲率」是多少？ 

問與經濟相關的問題，如：臺幣貶值，會造成什麼影響？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要有自信！氣勢壓過人、就成功一半。熟記「自我介紹」的內容，保持

微笑，別太緊張。可以遞自己的「名片」給教授們，讓教授們對你印象

深刻！儘量要考取相關的《證照》」。 

 

會計資訊系－第一校區（105065） 

（一）提供人：202××  蘇（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

分 
80/13 90/14 96/15 78/12 92/14 436/6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3           T1  T2  T3  T4 

             

      S1  S2  S3            S1   S2   S3 

          ※面試分 2 個場地，A.場地是做「自我介紹」之類的，B.場地就會問

你關於「會計」的問題。面試過程算是蠻輕鬆的，教授們都很和

藹，而且他們也要我們不要緊張，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表達出來。 

（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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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校的第一印象及優、缺點。 

你的「弱勢科目」是什麼？ 

還有報考哪一些校系？（※不管有沒有通過第一階段都要說） 

B.場地： 

本系是「會計資訊系」，那你認為「會計」和「資訊」要如何結

合在一起？ 

先舉一個例子…，然後再問你是什麼「會計科目」？（※答案是

「備底存貨跌價」） 

「編製 1 份正確的財務報表」這句話，你覺得是對？是錯？ 

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教授們的…？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一定要準備好，要多了解與本系的相關專業知識及內容，

最後就是要有「穩健的台風」啦~！ 

4.感想與建議： 

       不用緊張，表現自然，講話不要結巴。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準備與練

習！ 

 

（二）提供人：909××  朱（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12 90/14 76/12 90/14 94/15 424/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3           T1  T2  T3  T4 

             

      S1  S2  S3            S1   S2   S3 

          ※A.試場：3 位教授是用點名的方式問問題，都是問些基本、不用

準備就可以回答的問題。沒有「自我介紹」，也沒問「未來規

劃」、「報考動機」！ 

            B.試場：4 位教授一樣是用點名的方式問問題，問的幾乎都是專

業的問題；但如果教授問的問題有 1 位考生不知道，也不會追

問，主要是希望考生們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說出自己的想法。 

（2）題    目： 

學校有沒有積極推廣「會計乙級檢定」？如何推廣？ 

          舉 1 個最近發生的「時事」，並請提出看法…。（※同組 1 位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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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戴勝益的儲蓄論」，我是舉「會計修法」…） 

          請問：有沒有聽過「現金的穩固盈餘」？說說你們的想法。 

          有沒有聽過什麼是「一ㄥ ㄐ一ˊ檢定」？（※到現在我還是不知

道它是什麼） 

（3）準備方向： 

多準備一些專業知識。雖然面試時沒有做「自我介紹」，我也沒被問

到「未來規劃」、「報考動機」，但其他考生還是有被問到，《備審

資料》還是要準備一下比較好！ 

4.感想與建議： 

（1）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悲劇！一是：面試當天、報到之後，教授們忘了

叫我的號碼，原本上午 9：18 分就可以面試完畢的，卻一直拖到 10

點多才弄完。再來就是：教授們問了我們很多學校沒教的東西，但其

他 2 位考生竟然都知道！ 

（2）我的建議是：面試前要多準備專業的知識。學校沒教的東西，

要自學。不要緊張，教授們都很親切。服裝要整潔，不要太隨便。 

 

應用英文系－第一校區（105066） 

（一）提供人：1040××× 吳（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文類，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 98.5 84 84 72.5 67 

      2.聽力測驗：（※佔甄選總成績 20％） 

       題目是以日常對話為主，所以語速會比「全民英檢」的快。並且 CD 一

播就要答題了，沒有範例題可以先熟悉。答案就在 CD 中，需邊聽邊回

答問題，將答案寫在《答案卡》上。 

      3.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3  T4 

             

        S                     S 

          ※分成兩個場地，每一場地都有 2 位教授面試。A.場地：先「自我

介紹」，再對你「自我介紹」的內容提問問題（所以「自我介紹」

一定要準備有趣/有故事/有經驗的事）。B.場地：會先抽題，教授

們會依你抽到的題目問問題（也有可能是想問甚麼、就問甚麼）。 

      （2）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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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場地： 

           自我介紹。 

           你學校辦的「實商」，是個什麼樣的活動？ 

           …。（※接著問有關「實商」活動的內容…） 

           你覺得臺灣的「英語學習環境」如何？ 

           你平常怎麼學習及練習你的英文？ 

          B.場地： 

在高中的課程裡，一個禮拜上幾堂英文課？ 

英文課都在上些什麼？ 

課本的內容裡，有哪些是讓你印象深刻的…？ 

為什麼你對「國際貿易」有興趣？ 

 （3）準備方向： 

           我沒有特別準備「英聽」、看美劇，只有去習慣一下「語速」而已。

多了解一下本系的課表。先把自己當成教授，檢視一下自己的「自

我介紹」或《自傳》內容，嘗試問自己一些問題…。 

5.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有很友善的，也有很討人厭的…，平常心回答就好，不要慌了陣

腳。考聽力的時候，要先確定你有《答案卡》，因為最後才看到的話，

就沒有時間可以謄寫上去了。 

 

航運管理系－楠梓校區（105073） 

（一）提供人：212××  李  （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6/13 87/14 80/13 84/13 78/12 415/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T4  T5  

                                   

              S              S              S 

          ※面試地點：高海大楠梓校區寰宇樓 2 樓航管系專業教室。分 3

個場地面試，A.場地是「1 對 1」，B.場地、C.場地是「2 對 1」，

面試時間各約 3 ~ 5 分鐘。考生和家長的休息室在同一間，以編

號為單位做準備，我是 14 號。由學姊帶入面試場地，並告知進

去後該怎麼做；每位考生都有一個資料袋，資料袋裡面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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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去的《備審資料》。 

            在 A.場地準備時，學姊告訴我要一進去就把我的資料袋交給教

授（教授坐在最中間、最前面的位置），把資料袋交給教授之

後，我就走到講台上的位置坐下。A.場地的面試教授是系主任

（之前在士商的講座有看過他），有「自我介紹」，其他 2 個

場地都沒有，問的問題也沒有重複。面試過程都會計時，流程

大多一樣。 

（2）題    目： 

A.場地： 

有先看過我們系上的「課程」嗎？最想往哪方面探索？為甚麼？

（※這題必考） 

最近有沒有瀏覽到與「航運」相關的資訊？說說看你的想法…。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都可以） 

既然來到這裡了，有沒有對於系上有一些好奇的地方？可以提出

來…。（※意思是：換你提問了） 

B.場地： 

 你參與的「社團」有哪些？ 

           參加了《小論文》和其他專業競賽，大概都得到甚麼獎？在競賽

中負責哪一部分的工作？ 

           你的興趣是…？（※好像有問到「我的興趣」之類的問題，因為

我記得我有說到：我喜歡寄「國際明信片」~） 

C.場地： 

你想過「從臺北到高雄唸書」會有甚麼轉變嗎？會遇到什麼問題

甚麼需要克服的？ 

你以後想往哪一個方面去發展、就業？（※我答：國際物流公司） 

可以舉出有哪一些是你知道的「國際物流公司」嗎？（※我答了

幾個…） 

通常你都是如何去獲得這一類訊息的？ 

在英文方面，你想要如何去精進？（※我答：想利用暑假充實、

考多益） 

開始準備了嗎？怎麼準備？以你現在程度，預估會考幾分？ 

你通常都怎麼把希望實現？ 

（3）準備方向： 

我準備的方式是：首先要非常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動機、優缺點，

然後看看系網（瞭解系上的課程簡介，大一到大四學些甚麼，最好看

到爛掉），再以所學去看看新聞，了解時事。 

4.感想與建議： 

這個系的面試，做得非常仔細，畢竟它想要在 68 位考生中錄取 34 位。

想要面試這個系的學弟、妹，必須要想好很多問題，才不至於被考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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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個校系面試的比重佔 35％，要下功夫了！不過還是那句老話：

不用緊張！^0^！ 

 

6.（107.）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107022） 

（一）提供人：1041××× 王（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管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級 分 13 13 11 13 13 6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術科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15％） 

       會先給你 3 個程式題目，第 1、2 題是「配合題」，讓你去排序他們給

你的程式碼。第 3 題也是程式題，可以自由發揮，最後的答案都要填寫

在紙面上。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15％） 

（1）過    程： 

       T1   T2   T3 

             

                    S 

           ※進去前先敲門，進去後跟教授們問好，走到椅子邊後教授們會請

你坐下，接下來開始問答。 

（2）題    目： 

    在求學過程中，有沒有寫出哪一個程式讓你的成就感最大？ 

    你有沒有做過《專題》？是做什麼…？ 

    你想加深學習哪一個科目？ 

    你的「在校成績」並不好，在班上會感到壓力大嗎？ 

          從的「在校成績」中，並沒看到特別出色的科目，請給一個我們能

錄取你的理由…。 

（3）準備方向： 

          高二「上機班」的考卷、講義拿出來，讀懂就好。若是學程式的，

要想好哪個程式最值得拿出來講，並且要有條理的跟教授們解釋這

個程式可以運用到什麼函數。參加「模擬面試」，練好「自我介紹」，

《讀書計畫》看熟，《專題》好好做（10 顆星）。 

 4.感想與建議： 

  找要用心，一定會有回報〜，加油喔！還有《備審》要好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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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系（107031） 

（一）提供人：903××  郭（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管群，佔甄選總成績 7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12 88/14 60/10 86/13 82/13 390/6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10％） 

（1）過    程： 

       T1   T2   T3 

             

                    S 

          ※服務人員會帶你至面試場地外、讓你坐下等待。面試的時間蠻長

的，應該有 5 分鐘以上。進入面試場地前，要先敲門，教授們會

請你報編號及姓名，然後請你坐下，開始面試。 

（2）題    目： 

「財務金融」的範圍大致分為保險、證券、銀行 3 類，請問你比較

喜歡哪一類？ 

你知道這 1 類是在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嗎？ （※從我上 1 題的答案

延伸提問） 

你住在「蘆洲」？為什麼叫「蘆洲」？（※因我的《備審》說我住

在「蘆洲」） 

你比較喜歡哪 1 個科目？為什麼？ 

…。（※比較重要的就是這些，其他的我忘了）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虎尾的教授們，感覺蠻好的，很輕鬆的就聊了很多話。 

 

多媒體設計系（107034） 

（一）提供人：1041×××   殷（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20.藝術群影視類，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58 67.5 88 74 84 59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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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1   S2   S3 

（2）題    目： 

你想來報考我們這個系的原因是…？ 

…。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不用準備太多。 

 

企業管理系（107038） 

（一）提供人：202××  林（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68/11 74/12 84/13 78/12 80/13 384/61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有 3 個面試場地，各有 1 位教授面試。考生先在等候室等待，唱

名之後，進入面試場地，就開始面試。 

（2）題    目： 

A.場地： 

            跟我聊柯 p、川普…。 

            …。 

B.場地： 

先叫我唸 1 段英文文章…、再做翻譯…。 

假如你是公司的主管，有 2 個人可以升級，你會選哪 1 個？ 

假如這 2 人的資歷都一樣，你要怎麼選？ 

C.場地： 

            拿出 6 張圖片，叫我串聯成故事…。 

你有什麼事情或創意可以分享？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準備，《備審》的內容要熟記。面試時要冷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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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清楚後才回答。 

4.感想與建議： 

學校辦理的「模擬面試」，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經過那次的訓練之後，

讓我在真正面試的時候，才不會那麼緊張。 

 

7.（109.）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109017） 

（一）提供人：209××  晏（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1/11 66/10 52/8 72/11 52/8 312/4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4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 

              

              S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我們系要錄取你的 3 個理由…。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1）聽說今年是澎湖科大第一次辦理「面試」（面試地點：北區－新北

高工；中區－臺中家商；南區－三民家商、澎湖科大），面試的題

目比較簡單；我覺得：往後的面試的題目，應該會更豐富、更多元

化。 

（2）別緊張！面試時，要帶著自信以及微笑，用心的向教授介紹自己。 

 

8.（110.）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110026） 

（一）提供人：202××  謝（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0/11 82.5/13 68/11 74/12 80/13 374.5/6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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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S1  S2  S3  S4  S5 

           ※進入試場，不必做「自我介紹」，直接抽題目回答，回答前要先

報名字。 

（2）題    目： 

          未來的科技發展逐漸重要，你既然要學「企管」，那你覺得你應該

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你的未來規劃是什麼？你覺得 10 年後你會在做什麼？ 

將來你們想要去哪 1 個國家？（※因為每位考生都有說要去國外） 

（3）準備方向： 

          歷屆面試題目要看熟，每題都要會。「自我介紹」要準備好，雖然

我不用做「自我介紹」，但我可以利用「自我介紹」的內容，回答

教授們的問題。學校的網頁上，放置有學長、姊留下的《面試經驗

談》，可以做參考。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時，從頭到尾都要記得「微笑」，面試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緊張，

要給教授們好印象，教授們交待的事（例如：回答前要報名字），一定

要做好、做滿。 

 

流通管理系（110030） 

（一）提供人：903××  郭（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12 88/14 60/10 86/13 82/13 390/6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S 

           ※一開始先抽題目，然後在面試場地外面等待；等上 1 位考生離開、

再敲門進入。我的座位與教授們的距離蠻遠的，所以講話時需稍

微放大音量，讓教授們能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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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是我抽到的） 

自我介紹。（※1 分鐘） 

          大學 4 年，對於課程、社團參與及未來目標的規劃。（※時間 3

分鐘） 

          從我說的規劃裡，提問一些相關的問題…（※如：我說要考取證照，

教授們就要我舉例說明是哪些證照…）。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我覺得「自我介紹」的部分應該要準備充足，因為 1 分鐘的時間其實很

長，像我講完「自我介紹」之後，大概還剩 20 幾秒的時間，就不知道

該說什麼了。 

 

休閒產業管理系（110033） 

（一）提供人：1041×××  潘（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7.餐旅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 87.5 88 80 86 581.5/6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面試和實作在同一場地。先面試、再實作。 

（2）題    目： 

解釋一下「休閒產業」…。 

有沒有報考其他學校？如果都上的話，你會選擇哪一個校系？ 

你未來想進入什麼行業？想擔任什麼職位？ 

你覺得到本系來就讀的學生，需要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你對於大學課程，有沒有想法？想學到什麼？ 

（3）準備方向： 

要看熟自己的《備審》，特別是《讀書計畫》。本校系的課程，也要

稍微看一下。最好記住一些課程的名稱，因為教授們會要你舉例。 

4.中西式餐具擺盤（※佔甄選總成績 10％） 

  限時 1 分鐘。擺出一人份的中式或西式餐具，沒有給菜單。 

5.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知道我是「外語群」轉考「餐旅群」後，一直用半中文、半

擺盤位置 各類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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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跟我說話，口音很重，聽不懂沒關係，適時點名，嗯幾聲，一

直微笑表示認同就好。不用太快回答問題，多一點舉例，自己說的

話更有說服力。 

      （2）「擺盤」一定要好好練習，他們沒有給菜單，讓你自己判斷需要什

麼，所以，一定要上網找影片、好好練習一下。像我就亂擺，教授

原本一直誇我，甚至說我是人才，很歡迎我…，結果「擺盤」擺完

之後，教授馬上就變臉了。 

 

應用英語系（110036） 

（一）提供人：906××  邵（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4/13 96/15 68/11 72/11 78/12 398/6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在五樓休息室等候，1 次叫 5 個號碼上去六樓準備面試。面試時

1 次只進去 1 位考生，面試的教授有 3 位、且都不是外籍教授。全

程都用英文問答，時間大概 3 ~ 4 分鐘，他們有在計時，時間到，

不管我有沒有回答完，他們都會要我停止回答，換下一位面試。

靠近我的桌面上，好像放了類似錄音機的東西（不確定）。 

（2）題    目： 

你的中文名字是…？ 

你「高職」讀哪一個科？ 

你未來想做什麼？ 

你為什麼想唸「應用英語系」？ 

你為什麼想選讀我們學校？ 

（3）準備方向： 

教授們都是問一些很基本的問題。我覺得：如果你的發音很標準的話，

應該會更受教授們的青睞！ 

4.感想與建議： 

（1）教授們都很好，不會故意問很刁難你的問題，就像是用英文在跟你

聊天一樣。如果他們問的問題你可以回答更多，就儘量回答。因為

面試有時間限制，所以你的回答如果時間長一點，你被問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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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少一點。 

（2）如果聽到沒學過的英文單字，也不要驚慌，抓大概的意思去回答就

好。不要因為不懂就停頓太久或不回答，就算不懂，也要就你聽懂

的部分去回答。 

 

9.（111.）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111001） 

（一）提供人：1041××× 徐（107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0.衛生與護理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13 14 10 14 14 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團體情境互動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S7 

※回答對「護理工作」及「社會議題」有關的看法…。 

（2）題    目： 

    問與工作有關的議題的看法…。 

    問與社會議題的看法…。 

    …。 

（3）準備方向： 

          多關心時事。 

     4.感想與建議： 

       就把想說的都說出來就好，不要太口語化。 

 

（二）提供人：219××  徐（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0.衛生與護理類，佔甄選總成績 55％）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6/12 89/14 88/14 86/13 82/13 421/6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採「團體面試」的方式，大約 8~9 位考生 1 組。 進入面試場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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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會先讓組員互相交流，並選出「組長」、負責抽題目和帶領

大家在面試時討論問題。進入試場後，組長先抽出題目，大家面

對教授圍成 U 字型、按照編號入座，鈴響後開始討論問題。 

          討論期間，教授們不會出聲做任何提示，由組長帶領大家針對題目

討論 20~23 分鐘，直到鈴響結束。每位考生都要發表意見、時間

最長 1 分鐘，1 分鐘到會鈴響 1 次，由下 1 位考生繼續。討論期間，

會提供紙筆做記錄，面試結束後紙筆要繳回，不得攜出試場。 

（2）題    目： 

 你問過最好的問題是什麼？什麼是「好問題」？ 

（3）準備方向： 

          面試題目，可以參看歷年的考古題或多看新聞，增廣見聞。 

          面試前的「組員交流」很重要，可以幫助放鬆心情，進去面試也比

較不會緊張。而「組長」的責任更是重要，要帶大家輪流發言而

不冷場，若大家都發言完畢，也要一直丟相關的問題、經驗給組

員回答或分享。 

4.感想與建議： 

（1）進去面試，真的不用緊張，如果能志願當「組長」更好。如果想自

願當組長，可以在面試前先規劃一下我們這 1 組的討論模式，在組

員交流時提出來。我在這 1 組被推舉為組長（可能因為一開始特別

愛講話吧），大家也非常熱烈、回應話題，所以我們這一組討論的

狀態還不錯。 

（2）進去要記得保持微笑，坐姿要好一點，教授們不會說話指示，所以

不用擔心要回答任何問題，也不用特別準備「自我介紹」。但如果

能把「自我介紹」結合在你發表的意見當中，更能加深教授們對你

的印象。 

 

健康事業管理系（111005） 

（一）提供人：1040×××  賴（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68 90 76 86 78 6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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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你抽的題目回答，然後教授們再從你的回答中問你問題。一

個人是 4 分鐘，沒有「自我介紹」。 

（2）題    目： 

    假如你被指派去調查病患對於診所的滿意度，你會怎麼做？ 

（3）準備方向： 

          我覺得其實沒辦法準備，因為完全無法預測面試的題目是什麼。但

其實都不難，就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回答。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都蠻好的，就當作進去聊天這樣，太緊張的話，反而會不知道

自己在講什麼。在外面想回答的時候，可以先預想一下，教授們會從你

這回答裡問些什麼，進去面試時也可以應答如流。 

 

（二）提供人：202××  邱（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4/13 93/14 72/11 92/14 94/15 435/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每位考生先按照順序做「自我介紹」，接著由女教授依照「自我

介紹」的內容提問問題。之後，再由其中 1 位男教授開始介紹本

系的相關資訊，並詢問各位考生有無問題需要發問。最後，再由

另外 1 位男教授問我與另 1 位男同學問題，就結束了。 

（2）題    目： 

          《小論文》在實作上，有無特別經驗？ 

在《小論文》實作的過程當中，學會了哪些事情？ 

除此本系，你還有報考了那些校系？ 

我回問教授：有關本系未來「實習」的細節…。 

（3）準備方向： 

多看官網內容（包括本系的簡介或課程規劃）真的有所幫助，在「自

我介紹」當中講出與本系有關的東西，教授們會對你另眼相看。 

本系有一些跟其他系不同的特色，也要稍微了解，畢竟對報考校系

瞭若指掌，才能展現出你對本校系的熱情，教授們才能感受到你那

份熱誠。因此，「真心」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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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想與建議： 

（1）平常心面對面試，多準備、熟悉一些相關的資料，自然比較不會緊

張。從 你一入進面試場地的態度，教授們就能看出你的個性；所以，

要能從容不迫，大氣的展現你的自信，而不是畏畏縮縮、唯唯諾諾。 

（2）「自我介紹」通常是第一關，要把你的優勢在這時候毫不掩飾地表

現出來。首先是「證照」或「英文檢定」，再來是得獎細目，接著是

在班上或服務隊擔任幹部的經驗，都要一項一項呈現出在這當中，你

學習到了什麼。最後，就是「報考動機」，更要具體說明。 

（3）本系的官網，真的要看清楚。以我自身的經驗：「北護－健管」有

與國外的學校合作，若到澳洲留學，能拿到「雙學士學位」。面試前

我有看到此一資訊，在面試當日，一聽到教授們跟我們分享此一訊息，

我馬上點頭如搗蒜；因此，教授們在作後半段介紹時，眼睛是沒有離

開過我視線的。 

（4）「統測」成績若亮眼，教授們也會對此提出問題（當時我旁邊的考

生就是如此被問）。比較特別的是其中 1 位教授只對我提問：「還報

考哪些校系？」，依我個人的猜想：應該是推甄級分比較高的關係；

據實以告即可，不必多加任何贅詞。 

（5）在穿著方面，雖說「白襯衫窄裙低跟鞋」是基本款式，但我當

天穿了「藍襯衫制服褲實商高跟鞋（7 公分）」。其實，內涵才是

最重要的，外表真的不用砸大錢去治裝。「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學弟妹們：祝你們順利！學姊永遠為你們加油！士商第一名的啦！哈

哈哈~~~！ 

 

（三）提供人：904××  林（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2/11 94/15 88/14 80/13 88/14 422/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S1  S2  S3  S4  S5  S6 

          ※教授們先叫我們做 1~2 分鐘的「自我介紹」，接著問我們：是否

了解此系？未來想朝哪一方面發展？教授會問：誰要先回答？最

好先舉手作答，主動一點，教授們會比較喜歡！針對「健康事業

管理」，也要了解它是在做什麼的；因為教授們也都強調：要了



199 

 

解這個系在做什麼，進去讀了，才不會後悔！最後教授們會問：

有什麼問題要問？這時，就可以主動問教授們一些與該系有關的

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2 分鐘） 

你對於「健康事業管理系」的了解…。 

你未來想朝哪方向去發展？（※像是：進修、去衛生局當行政人員…） 

（3）準備方向： 

          上本系的網頁了解本系課程及未來的出路，也可以上網去查閱相關

人士在網路上的經驗分享。儘量要把自己的優勢表現出來，讓面試

的教授們印象深刻一點。 

4.感想與建議： 

（1）考生自己一定要了解這個系，因為教授們蠻重視這一部份。「健康

事業管理系」主要還是屬於「商業類」的系，它與「治療病人」無直

接的關係，教授們也說：「健康事業管理」的工作，就是在醫院從事

行政人員的工作，不像醫生或護士要醫治、照顧病人。 

（2）面試時不要太緊張，教授們人都不錯。要把握每次回答的機會，好

好把自己的強項呈現出來（像是英文《證照》，因為本系很重視英文）。

回答問題要主動、積極，因為面試時間約 30 分鐘左右，6 位考生來

分，也蠻快的！最後，祝各位學弟妹們能面試順利，加油！！ 

 

（四）提供人：905××  葉（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4/13 86/13 72/11 78/12 88/14 408/6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S1  S2  S3  S4  S5  S6 

          ※先做 1~2 分鐘「自我介紹」，接著教授們會解釋一些我們錯誤的

認知並提問問題。如果還有時間，考生們可以向教授們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2 分鐘） 

你想選讀本系的「動機」…。 

本系有哪些課程或安排，會吸引你來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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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未來的規劃及就業方向是…。 

說說看…，為什麼本系要錄取你？（※可以是人格特質、能力…） 

（3）準備方向： 

          要能夠清楚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和「所具備的能力」。要上網

查詢該系的相關資訊，如：課程規劃、未來出路、相關證照、實

習的時間…等。 

          面試前要先想好「自我介紹」的內容，如：個性、特長、高職的特

別經歷、就讀動機（如果「自我介紹」沒有提到，教授們在後面

問問題時就會詢問）。 

4.感想與建議： 

（1）如果事先做好準備工作的話，會比較輕鬆。「健康事業管理系」是

著重在「管理方面」而非所謂的「護理工作」，所以在面試之前要先

弄清楚這個系所要培養的是哪一方面的人才，不然理解錯誤、很容易

讓教授們覺得你沒有事先做準備。 

（2）面試時覺得緊張是正常的，但不能讓緊張而影響你的表現；稍微結

巴也沒關係，只要你正確說出你想說的，並且態度誠懇，就不會有太

大的問題。因為是「團體面試」，所以在別人回答問題的時候，可以

思考他有哪些東西是自己能說的，但並不是都跟他說的一樣，一定要

是自己經歷過的事實；否則教授反問你的時候，就會知道你在說謊。 

（3）教授們人都很好，所以不要怕太過嚴肅而影響到表現。在你說話的

時間內，盡量的多說一點有意義的東西，如果真的想不到了，就可以

停止；教授們不會要求你要說多少，只是你講得越豐富，被錄取的機

率就越大。在教授們問「有什麼問題想問」的時候，盡量想一些問題

去回問教授們，這樣就可以加分。 

 

（五）提供人：913××  陳（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2/11 90/14 76/12 74/12 86/13 398/6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S1  S2  S3  S4  S5  S6 

          ※進入試場，考生們照順序入座，教授們先介紹自己，再請考生們

一一做「自我介紹」，之後，教授們會針對考生們的「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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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1~2 分鐘） 

因錄取名額有限，要怎樣做才能讓教授們決定要錄取你？ 

你會如何去分配的時間？ 

你會如何去解決「人際關係不好」的問題…？ 

你原本是讀「國貿科」的，為什麼想要來讀「健管系」？ 

你知道「健管系」畢業、進入職場後，是從事什麼工作嗎？ 

你知道以後「健管系」要在哪裡上課嗎？ 

你會如何規劃未來大學 4 年的生活？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好好準備，要充份了解該系的相關資訊。 

4.感想與建議： 

（1）在進入面試場地前，說不緊張是騙人的；不過，實際進入面試之後，

並不覺得可怕。教授們人都很好。要面帶微笑！ 

（2）面試前，要先想一下「自我介紹」的內容，教授們會從你的「自我

介紹」內容提問問題。也要充份了解本系的相關訊息及未來的出路。 

 

資訊管理系（111007） 

（一）提供人：202××  郭（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66/10 80/13 68/11 82/13 86/13 382/6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軟體應用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30％） 

（1）時間：90 分鐘。 

      （2）內容：以 EXCEL 的使用為主，資料排序、函數的使用和統計圖繪

製。會給一大筆的資料和考試題目，要你去完成。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第二階段複試」的訊息再「北護－資管」的官網會有詳細說明，複試

前一定要上網多看幾次，確認要考的內容。可以去找尋相關書籍做準備，

「計概」課本沒丟的話，也可拿出來看，或者上網去查詢也可以。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111008） 

（一）提供人：202××  鄭（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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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68/11 91/14 80/13 76/12 94/15 409/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3 位教授（1 女 2 男），一起面試 6 位考生，面試時間 24 分鐘。

每位考生先做 1 分鐘的「自我介紹」，接下來是「搶答題」，但

是教授們有讓每位考生都回答到。 

（2）題    目： 

你最近讀過的 1 本書？心得是…？ 

你到臺灣的哪些地方去旅遊過…？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 

本系未來有什麼課程是你想學習的？ 

你是如何知道我們系的？ 

講一下最近跟「旅遊」相關的新聞…。 

你未來想考什麼《證照》？ 

《證照》、社團、學業該怎麼安排？你覺得哪 1 個最重要？ 

講 1 個自己的優點跟缺點…。 

你未來想成為怎麼樣的人？ 

（3）準備方向： 

          本系的官網、「課程表」要熟記，與本系有關的時事，也要看一下。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蠻好的，就當作聊天，不要緊張。 

 

（二）提供人：219××  王（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0.衛生與護理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56/9 96/15 96/15 84/13 82/13 414/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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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報到教室」裡等待，面試時間到，會有學姊帶進面試教室進

行面試。先「自我介紹」1 分鐘，之後，教授們會輪流問問題；考

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約 20 分鐘結束。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想去哪裡「實習」？擔任甚麼職位？ 

高中時，你最喜歡的科目是…？ 

大學的課表裡，你最喜歡的課程是…？ 

用 3 個「形容詞」形容你自己…。 

你有沒有「閱讀」的習慣？最近讀過的書是…？ 

你最喜歡的「休閒活動」？ 

形容一下你的「高中生活」…，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用中文介紹一個臺灣的景點給外國人…。 

（3）準備方向： 

多上本系的網頁，熟記師資內容、課表及相關訊息。 

4.感想與建議： 

不用太緊張！教授們人都很好，都面帶著笑容。 

 

嬰幼兒保育學系（111014） 

（一）提供人：1041×××  林（107 級）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2.家政群幼保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92 75.5 96 72 78 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說故事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說故事實作」由其中一人抽一組圖卡，每個人會分配到一張，

10 分鐘討論故事架構和模擬，並加入與小朋友的互動 10 分鐘，

對教授們說一次故事，結束後教授會問有關故事的問題。 

      （2）題    目： 

          你覺得這個故事適合在幼兒園一整天的什麼時候跟小朋友分享？ 

          在討論過程中，你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3）準備方向： 

          多去圖書館看童書，並注意作者寫的導讀部分，可以更瞭解故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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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帶給小朋友的啟發是什麼…。 

4.感想與建議： 

       「推甄」事前要準備的東西很多，建議學弟妹們：「統測」完不要放鬆

太久，因為之後會做得很趕…。面試前也要多多練習自己的口才，「自

我介紹」也蠻重要的，以後出社會，「自我介紹」也會常常用到。就

算「推甄」沒有上也沒關係，「登分」也是一條路，但還是希望大家

辛苦之後，「推甄」就上了！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學系（111021） 

（一）提供人：1041×××  林（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6.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70 100 80 78 86 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溝通互動實境評量：（※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T4 

               

               S1  S2  S3  S4  S5  S6 

           ※先分別做「自我介紹」，接下來的問題都是舉手回答。 

      （2）題    目： 

          你選填本系動機是…？  

          若未被錄取，你會有什麼其他的計畫？ 

（3）準備方向： 

     要多演練「自我介紹」，設想教授們會提問的問題。 

4.感想與建議： 

       面試當下的氣氛很輕鬆，就當作和教授們聊天，不用緊張。記得：要坐

正，回答時問題時眼睛要看著每一位教授，不要只盯著某一個人…。 

 

10.（112.）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112013） 

（一）提供人：1041×××  石（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0 98 44 82 81 61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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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全程 4 分鐘，進去面試場地，面對 3 位教授（2 位為外籍教授），

教授們各問 1 個問題，用英文作答。 

      （2）題    目： 

          自我介紹。（※簡短，50 秒內） 

          面試之前應該看過本系的「課表」了，你對哪一個課程最有興趣？ 

          對於大三的「三明治實習」課程，你打算去哪裏實習？ 

          你之前參加過高餐主辦的「夏令營」，結業後你的瞭解及感想為何？ 

          （投影片放映一張圖片）看完這張圖片，你有什麼想法？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1）不要緊張！不要因為《面試通知單》上面寫考試內容（餐旅知識 40%），

自己又沒學過就害怕，因為 1 題都沒有出…；但還是要加減看看，以

防萬一。 

      （2）注意一下：看系裡同不同意讓考生帶書面的《備審》給教授們看。

要把英文練流暢最重要，不要怕講，敢講、就都會有機會！ 

 

（二）提供人：1041×××  梁  （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4 98 48 84 81 6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從集合報到到面試結束，大概一個半小時，但是真正面試的時間，

才短短 4 分鐘。採全英文面試，面試過程中全程錄影。學長、姊

會在我們面試前會和我們聊天、緩和我們的情緒，好讓我們在面

試的戰場上能發揮到最好。 

      （2）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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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e yourself in 15 seconds. 

          Why would you want to come to our school？ 

          What is your study plan？ 

          針對《備審資料》問問題…。 

          看一張圖 請你用英文描述你為什麼要拍這張圖…。 

（3）準備方向： 

          調整自己的情緒，不用太緊張！因為教授們人都很好。雖然只給 15

秒做「自我介紹」，但一定要請事先準備（且背熟）一個 1 分鐘的

「自我介紹」。如果教授們問起其他的問題，你可以把你沒說完的

那幾段「自我介紹」套進去用。動機很重要！ 

4.感想與建議： 

       就是不用太緊張，且不需帶任何書面資料前去面試。加油！ 

 

應用日語系（112015） 

（一）提供人：904××  詹（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6.外語群日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6/12 84/13 60/10 80/13 86/13 386/61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系主任） 

             （日籍教授）T1     T2     T3 （教授） 

                        

                             S 

          ※確認名字後，系主任馬上就丟出問題，面試時間大約是 6 分鐘（《面

試通知單》上有寫明）。3 位教授輪流問問題，日籍教授一直看我

的《備審資料》，最常問問題的是系主任。全程都以日文面試。 

（2）題    目： 

你有沒有打過工？ 

你的打工，是做什麼工作？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你有想過你畢業後要做什麼事嗎？ 

你對「服務業」的興趣如何？ 

          你知道讀本系「大三」時要去實習？那你是想去日本？還是留在國

內？ 

          端茶。（※看你端茶和放茶的姿勢。是不會很難，難就難在你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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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放茶；要盡量繞道到客人的後方，然後放在他的右手邊，這樣

才是有禮貌的！千萬別直接就丟在客人面前，會被扣分！） 

（3）準備方向： 

全程使用日文，所以要把日文的基礎打好。因為高餐很注重禮節，

該有的禮貌不能少，還要再多一些服務業該有的笑容，應答的時候，

真的要大聲一點。 

《面試通知單》上面很詳細的說明了它的評分標準，最主要的目的

是看你對「服務業」這個領域有沒有興趣，應答能力相對的就沒那

麼重要，因為我也回答的有些支支吾吾的。對那所學校認不認識不

重要，去了就認識啦~！目標明確點！ 

4.感想與建議： 

（1）剛坐下就被問問題，是有點嚇到！但問題不會刁難，雖然這中間我

有些問題是回答的支支吾吾的，但是不管如何，一定要講話！日籍教

授一直盯著我的《備審資料》看，我的《備審資料》是我拖到期限前

才做完的，但是我參加有關日本的活動很多，應該能賺到一些分數。 

（2）面試前才突然想到我好像沒有好好地準備「自我介紹」，就這樣帶

著「好像有什麼事沒做好」的心進到面試教室，就以平常心回答吧！

畢竟他們想問什麼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太緊張反而什麼都講不出來，

不如就多講一些涉及「服務業」方面的事情吧！「日語系」畢業，是

規定要有 N1 的資格，如果你考的級數越高，教授們錄取你的可能性

就越高。 

 

11.（11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113002） 

（一）提供人：202××  鄭（105 級）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68/11 91/14 80/13 76/12 94/15 409/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3 位男教授，一起面試 5 位考生。面試時間不知道幾分鐘，因為過

程嚴重 delay。沒做「自我介紹」，教授們就看著考生們的《備審》

提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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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憑什麼本系一定要錄取你？ 

你還有報考什麼學校？ 

你知道本系畢業的門檻是…？ 

你的「統測」考試，「經濟」、「會計」、「英文」，各考多少？ 

（3）準備方向： 

本系的官網要看熟，本系的《課程表》要熟記，與本系有關的時事，

也要看一下。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蠻好的，就當作聊天，不要緊張。 

 

商業設計系（113009） 

（一）提供人：220××  王（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13 88/14 64/10 84/14 79.67/1

3 
397.67/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3 位教授對 10 位考生，每個問題都只有 1 分鐘的時間回答。 

（2）題    目： 

自我介紹。 

請介紹你《作品集》裡最喜歡的 1 項作品…。 

說說你的「專題製作」的心得…。 

（3）準備方向： 

因為答題的時間很短，所以要說重點。 

4.感想與建議： 

《作品集》可以事先做好註記，才不會浪費時間在找作品上。有些考生

會將事先做好的 DM 或是立體作品（像是包裝等等）送給教授們，以加

深教授們的印象。 

 

資訊工程系（113013） 

（一）提供人：1041×××  周（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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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70 78 84 82 64 59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 （※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 

                        

           S 

            ※先問一題：為什麼要填「中科大」？其他的都是「數學題」和

「概念題」。 

       （2）題    目： 

           你為什麼會想報考本校系？ 

           問「數學題」：期望值、機率…。 

           問「概念題」：出一段數字，那要使用多少幾層迴圈來完成…之

類的題目。 

       （3）準備方向： 

           準備 VB 程式碼、亂數跟判斷質數，可能要先試用 visual stuido，因

為 visual basic 當時沒有提供，所以可能看到不是平常使用的程式，

會心慌。 

4.實    作：（※佔甄選總成績 30％） 

         專題製作、程式設計（有實作、也有用講的）。 

      5.感想與建議： 

       不管遇到甚麼事情，都要靜下心來想解決的方法，如果心慌了，什麼事

情都會亂掉了！ 

 

（二）提供人：1041×××  魏（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 57 96 88 80 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 （※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 

                        

           S 

          ※每位考生被問的題目都很類似，都是問一些跟「程式」和「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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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問題（排列組合、機率、九九乘法表的程式怎麼寫…） 

      （2）題    目： 

          你為什麼想選讀本系？ 

          生 3 個孩子，「2 男 1 女」的機率是多少？ 

          5 顆球（3 黑 2 黃），連續 2 次抽到黑球的機率是多少？ 

          …。 

      （3）準備方向： 

          找「計概老師」拿一個 VB 的程式寫，複習數學公式與程式語法。 

      4.實    作：（※佔甄選總成績 30％） 

       帶著做好的成品過去，講解功能，教授們會看程式問問題，然後問有學

過什麼程式語言…。 

5.感想與建議： 

 平常心，別緊張，對自己要有信心一點！ 

 

流通管理系（113015） 

（一）提供人：1040×××  趙（107 級）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8 70 88 80 88 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最近所關心的「國際新聞」是…。 

搶答題： 

            A.不用吸管的想法…。 

            B.唸完大學，你想要做什麼？ 

            C.你有看過本系的官網嗎？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或加強嗎？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要準備好，隨機應變的能力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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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經營系（113018） 

（一）提供人：1041×××  潘（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7.餐旅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 87.5 88 80 86 6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3  T4 

               
         S                        S 

      ※分為兩個場地面試，都是「2 對 1」的面試。 

（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家庭背景、求學經歷、興趣專長…） 

           唸一段英文文章…。（※是有關「餐旅」的，都是基本單字。BTW

不要唸太快，不要像英文 CD 那麼快） 

          B.場地： 

           自我介紹。 

           你的「在校成績」如何…？有沒有不擅長的科目？ 

           你畢業後的規劃是…？想做什麼行業和什麼職位？ 

      （3）準備方向： 

          我是「應外科」轉考「餐旅群」，所以，文章內的單字最難的單字

就是 hospitality industry，教授們有問我知不知道什麼意思？要多上

本系網站瀏覽一些相關的資訊。 

4.感想與建議： 

       「中科大」的「休閒事業經營系」，只開放給「商管」和「餐旅」，我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就說：我聽過讀觀光學系的學姊分享經驗，產生

了很大的興趣；所以，便下定決心從「外語群」自學、轉考到「餐旅群」，

希望能考上  貴校（對了，我有說查完資料後，對貴校的課程特別有興

趣，才決定轉考的！）。教授們聽完之後，一邊點頭一邊用眼神交流，

感覺很滿意我的說法。 

 

護理系（113029） 

（一）提供人：219××  徐（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0.衛生與護理類，佔甄選總成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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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6/12 89/14 88/14 86/13 82/13 421/6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             S              S 

          ※採「闖關」的方式面試，3 人 1 組，每一關各有 1 位教授，每一關

3 分鐘。鈴響前，先跟教授報名字核對身分；鈴響後，教授開始問

問題，直到時間到為止。 

（2）題    目： 

你想來讀「護理系」的 3 個理由是…。 

你為什麼選「中科」？ 

你最想在醫院的哪個部門工作？ 

你知道「護理系」的課程安排嗎？ 

你怎麼應付「護理系」的課程？ 

你知道學校「英檢」的畢業門檻嗎？ 

你有什麼問題想教授的？ 

你有什麼樣的「人格特質」適合來唸「護理系」？ 

大學 4 年，你有什麼規劃？ 

（3）準備方向： 

多思考自己選擇「護理系」的動機和理由，也要多了解進了「護理系」

的課程、學校活動…等。有空，要多上本系的網站瀏覽他們的宗旨、

特色、課程規劃、畢業門檻等，並融合在回答裡，可以展現出你想進

入本系就讀的企圖心。 

4.感想與建議： 

       進入面試場地，要注意禮貌，保持微笑，可以讓自己看起來比較有自信。

教授跟助教們人都非常好，不嚴肅，所以放輕鬆應答即可。擅長的問題，

要儘可能多回答一點，這樣才不會一直被教授丟問題，如果一直被教授

丟問題，就有可能會被教授問到自己不擅長的問題。 

 

12.（11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桃園校區（114016） 

（一）提供人：1042××× 張（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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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 84 84 72 79 6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S1   S2   S3   S4 

           ※是「5 對 4」的團體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詢問我《備審資料》的內容…） 

    你想選讀本系的原因是…。 

    你知道本系有些什麼樣的「課程」？ 

    你知道本系的「畢業門檻」有哪些？ 

    …。（※自由發問） 

（3）準備方向： 

          我覺得沒辦法事先去做準備，因為完全無法預測面試的教授們會問

的題目是什麼？但其實問題也都不難，就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去回答

就好。 

4.實    作：（※佔甄選總成績 20％） 

        設計素描－用“腦＂進行發想，用“手＂自由繪畫。 

5.感想與建議： 

      《作品集》的內容最好能和想推甄的校系互相輝映，尤其是高三的《專

題報告》，如果能和想推甄的校系的需求結合，就一定能脫穎而出。 

 

二、私立科技大學 

1.（201.）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201027） 

（一）提供人：220××  郭（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6/13 58/9 64/10 72/12 63.17/1

0 
343.17/5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中文面試：（※佔甄選總成績 15％）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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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A  教授 B  教授 C 

             桌子   

                   考生 A  考生 B  考生 C 

           ※3 位教授、3 位考生，在同一場地，分 3 組「1 對 1」面試。每 3

分鐘 3 位考生互相交換位置，直到每位考生都被 3 位教授面試完

畢為止。 

（2）題    目： 

你再「設計」以外的喜好、興趣是…？ 

你在學校最喜歡的設計科目是…？ 

…。（※問《專題》、《作品集》的相關問題…） 

你為什麼想讀「朝陽」？來「朝陽」有沒有特別想學的科目？ 

如果本系錄取了你，你真的會來讀嗎？ 

          除了「朝陽」，你還報名什麼校系？相較於你填的其他校系，為什

麼你比較想來「朝陽」？ 

          你在學校是否為「選手」？ 

          你的「在校成績」的排名？ 

          你的「統測」考試的總分和級分？「專一」、「專二」的成績？ 

（3）準備方向：（略）。 

4.術科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25％） 

（1）名    稱：創意素描－飛行載具使用設計。 

（2）內    容：8k 大小，素描技法表現。 

（3）準備方向：（略）。 

5.感想與建議：（略）。 

 

（二）提供人：221××  林  （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 /總級

分 分數/級

分 

96/15 83.5/13 60/10 74/12 45.5/7 359/5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中文面試：（※佔甄選總成績 15％）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我） 

          ※3 位考生一起進入面試場地，裡面有 3 位教授，分別進行「1 對 1」

面試。每次 4 分鐘，結束後，3 位考生互相交換位置（先是「T1



215 

 

對 S1」、「T2對 S2」、「T3對 S3」，4 分鐘結束之後，再交換位

置成「T1對 S3」、「T2對 S1」、「T3對 S2」，…依此類推）。

面試結束，需填寫《滿意度問卷》。 

（2）題    目： 

          A.T1 教授： 

你最近閱讀過什麼書？ 

你未來想做什麼？ 

你遇到過什麼樣的「挫折」？ 

你為什麼想讀「朝陽」？ 

你在班上的「成績」如何？ 

B.T2教授： 

            你的「專題」在做什麼？ 

            你在班上的「成績」如何？ 

            你住「淡水」喔？那你是搭「捷運」上學？ 

            你們「士商」的招牌很大…，還在嗎？ 

C.T3教授： 

            你在班上的「成績」如何？ 

            影響你最深的事情是…？ 

你有沒有得過獎？ 

你為什麼想選讀「朝陽」？ 

（3）準備方向： 

          熟記《作品集》的內容，了解本系的相關資訊。 

4.術科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25％） 

（1）名    稱：創意素描－搖控飛行器使用設計。 

      （2）內    容： 

          時間 1 小時。想像搖控飛行器的使用畫面（需結合 2 種物件），就

素描，不要畫太小，要有想像力。 

（3）準備方向： 

看了歷屆試題，準備素描鉛筆（找了好久）。 

5.感想與建議： 

      （1）我不太喜歡「朝陽」的面試方式，6 個人在同 1 個面試場地裡，講

話聲很吵，聽不太清楚彼此所說的話。他們還蠻注重「在校成績」

的（3 位教授，共問了 3 次），在校成績不好的人，記得要先掰好要

講什麼；絕對不要講自己笨或自己的缺點，要包裝一下！ 

      （2）學長姊都很愛聊天！有位學姊說：「要表現出想上，就會上！」。

不過，說真的「朝陽」有點偏僻…。 

 

（三）提供人：222××  方（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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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 /總級

分 分數/級

分 
92/14 76.5/12 64/10 76/13 68.83/1

1 
377.33/6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中文面試：（※佔甄選總成績 15％） 

（1）過    程： 

                  

                 

                    

                     

                   

                        

                         

          ※大概要提前半小時到「報到區」，簽到後會有人給你點心盒和水、

一些資料，然後有學長帶你去休息教室等待「術科實作」。「術

科實作」後，會 3 位考生一梯次的帶到走廊上等，這時候帶路

的學姊會講解接下來的流程，規則是：進去以後教授們會「1 對

1」問問題，每位教授是 4 分鐘，裡面會有學姊計時，時間到會

響鈴，每位考生就拿著《作品集》往右手邊挪 1 個位子，總計

面試時間是 12 分鐘。 

            每位教授都要問好，然後坐下，他們問的問題都是有套好的，不

會重複問到一樣的問題，可是過程中為了推銷自己、回答時難

免會重複一些地方。教授們也會翻閱你的《作品集》來問你問

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的《作品集》裡，你覺得最好的作品是（不只 1 項）…，說說原

因和創作過程。 

          高中 3 年裡，你最難忘的經驗是…。（※我大致說了下《自傳》中

的重點部分，然後教授會提問問題，順著回答就好。教授把《作

品集》遞給我，讓我指出來，然後談論了一下。我也有講到「實

習商店」。 

（3）準備方向： 

基本上都是我一直講，然後教授們偶爾嗯幾聲再問些細節，我猜應

該是他們也面試了 100 多個學生，很累了，反正就一直講到被打斷

為止。 

綜合甄選「朝陽」其他學系同學的說法，朝陽的教授們比較不會問

像是「有沒有選填其他系？」、「哪個系才是你的真愛？」之類的

問題，基本上是繞著「作品集」打轉，所以沒有特別覺得被為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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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4.術科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25％） 

（1）名    稱：創意素描。 

（2）內    容： 

分批進去考試，試場外面會張貼座位表，可以先行查看自己的位置。

進去後，每個人有 1 張獨立的桌子、畫紙和墊板，畫紙背面貼有姓

名和報名序號可以核對；要帶身分證，放在桌子右上角檢查。考試

時間是 1 小時整，服務的學長姊會蓋著題目卷 1 張 1 張放置，而且

會按梯次分 A、B、C、D 卷，所以沒有參考前一梯次試題的問題。

結束前 10 分鐘，會按 1 次鈴提醒，時間到，停止動作，畫紙和題

目卷都放在桌上，私人物品帶走即可。 

我這一梯次拿到的題目是「綠色能源」的聯想和表現，要求有結合

2 種以上不同的物件作畫，以速寫作法、約略表現明暗質感即可。

評分項目有作畫結構、明暗光影、創意想法等等。 

（3）準備方向： 

          知道要考「術科」，是面試前 4 天的事。原本我的計畫是將以前的

素描作品拿出來看一看，再畫點靜物、找個手感，然後上網研究

一番歷屆的「創意素描」都是怎麼畫的；但最後我什麼都沒準備，

就帶著很久沒用的鉛筆和橡皮去考試了。 

          在休息室等待的時候，我因為緊張、臨時用手機查了一下「創意素

描」的圖片，但是我畫了兩下，發現自己連手都畫不好，想來想

去，還是只有畫人了。等到進去試場，看到題目之後，馬上人品

爆發、開始畫，連偷看隔壁桌畫什麼的時間都沒有，一切就都交

給上帝了。 

          我覺得「創意素描」最忌諱的是「流於俗套」，像這次考試，畫的

是「綠色能源」，我走出教室時，看到有 1 個人畫了地球長臉、

長腳，很開心的樣子，感覺像是小學生在畫環保海報，而且地球

這麼難畫的東西還要用素描畫，建議大家：一定要挑自己畫得最

擅長的東西畫。不要一直不換筆，該深的地方，就拿最黑的、趕

快塗。筆一定要先削好，畫到沒了就拿另 1 支；雖然現場有削鉛

筆機，但是我連拿衛生紙抹暈的時間都沒有。 

          在考試的過程中，會有學長、姊稍微走動，但我不是很在意。考場

內裡面有開冷氣、很冷，記得穿外套；不要穿白的，裡面有穿白

襯衫更要注意袖子，因為術科一考完接下來就是面試，袖子會髒

掉，手也要趕快去洗。 

5.感想與建議： 

（1）雖然要考「術科」，感覺很辛苦，但我個人覺得「還好」！不過，

整個考場都是穿白襯衫的，我強烈建議：小心袖子髒掉。 

（2）「朝陽－視傳」應該是我面試 3 個校系裡最輕鬆的 1 個，也沒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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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需要準備的地方；保持記憶清晰、口條順、自信佳，應該就可以

了。無話可講的時候，教授們也會提點問題、引導你回答，不用特

別硬掰或裝逼。 

 

2.（206.）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206030） 

（一）提供人：1041×××  邱（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11 7 11 12 9 5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 4 分鐘，3 分鐘會有學長姊、敲門，4 分鐘一到會開門，

如果教授們還有問題，可繼續回答。 

（2）題    目： 

    自我介紹。（※30 秒） 

    你是否有推甄其他的校系？ 

    你為何會想要推甄本校系？ 

          如果你推甄的其他校系也被錄取了，你會選讀哪一個校系？（※我

是誠實回答，並非本校系） 

    「3D 動畫」與「2D 動畫」，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3）準備方向： 

          沒事多畫圖、臨摹。如果你很有創意或是想像力豐富，大可不必擔

心。我非科班出生，技術雖不如人，但創意與科班之間並無太大

的差距。多看看歷屆各校系的面試題目，自己回答看看，訓練一

下自己的臨場反應。 

          如果有自己的作品，可以帶去（建議：20~30 張『精華原稿』，我

全都是用鉛筆畫的圖），千萬別學「設計群」的考生印《作品集》，

教授們看到也只會翻 10 秒鐘。 

5.感想與建議： 

      （1）如果你（是「商管群」的學生、高一、高二社團是「漫研社」、

課外休閒活動喜歡畫圖、時常與社團老師互動、批改作品）很宅、

喜歡 ACG（動畫、漫畫、遊戲）…，請不必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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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雖然我的推甄「龍華」是「正取 5」，商管群（面試＋術科）只收

10 人 ，不過我最後的選擇是去就讀「嶺東科技大學」。我推甄「嶺

東－數位媒體設計系」是「正取 1（不面試，只考術科）」。「嶺東

科大」在 107 學年度開始，推甄「商管群」只收 3 人、不開放登分

（放棄「登分管道」開始把關學生的水平），但之後錄取的分數成

績是會往上升？還是下降？無從得知。有機會去各校實際看看，拓

展眼界，考完試可以去參觀「新一代設計展」，問一問在學的大學

生，或許對你們未來四年有所幫助。 

      （3）至於我為什麼不選擇「龍華」？原因是：大三、大四專題，「龍

華」是－網頁、互動裝置、動畫，「嶺東」是動畫、遊戲、影視。

學長、姊的作品（你想學畫圖的話，感覺會很空虛）學校設備（去

「嶺東」考術科時，順道參觀環境，覺得不差）學校師資（教授並

非畫圖專業）。 

      （4）科技大學的「設計系」，很少學校願意收「商管群」的學生。雖說

「龍華」分數也不算高，也算是願意收「商管群」學生的學校，如

果不介意，就加減去讀。而如果你的方向明確，那就一定要往「數

媒系」走，這樣才學到的你想要的，學長講的不一定正確，僅提供

參考。考完「統測」如有遇到問題、或是想知道推甄《備審資料》

如何準備，「嶺東－數媒系」的相關資訊，歡迎來找我。~~『Not 

everyone can become a great artist, but a great artist can come from 

anywhere.』~~ 

 

3.（214.）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214016） 

（一）提供人：916××  孟（102 級）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

分 分數/級分 64/10 56/9 60/10 72/11 82/13 334/5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依序入座，先做「自我介紹」，再回答教授們的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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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室友」有令人難以忍受的行為，你會如何處理？ 

          假如你昨天晚上熬夜讀書沒睡覺，早上 6 點又要起床，你會準時起

床？還是繼續睡覺？ 

          你是如何知道「明志」的？ 

（3）準備方向： 

上該系網頁查閱、熟記該校、系的相關訊息。 

4.感想與建議： 

       面試時要強調自己的優點，儀態要好、說話的音量要大，心情放輕鬆就

好！有關該校系的問題，就該校系的文化與特色，多做陳述即可。 

 

經營管理系（214017） 

（一）提供人：209××  張（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68/11 70.5/11 56/9 74/12 62/10 330.5/5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分 3 個場地面試，都是以「1 對 1」的方式進行。 

（2）題    目： 

          A.場地： 

你為什麼想來唸本系？ 

你對本系的了解有多少？ 

你的英文成績如何？ 

          B.場地： 

用你的話來說說－什麼是「行銷」？ 

…。（※這位教授比較會問一些專業的問題） 

          C.場地： 

你有什問題想要問我們的？ 

…。 

（3）準備方向： 

本系比較重視英文，建議學弟、妹：要準備英文的「自我介紹」。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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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輕鬆，面帶微笑，穿著要得體。教授們人都很好。 

 

工業設計系（214019） 

（一）提供人：221××  陳（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6/13 85.5/13 72/11 78/13 52.5/8 374/5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先筆試－「創意繪圖」，再進行面試，面試時間 30 分鐘。首先

大家先做「自我介紹」（每位考生約 1 分半鐘），然後輪流介紹

自己剛才筆試所畫的東西，再來就是 3 位教授輪流問問題。過程

很輕鬆，很像聊天；有時候面試教授們還會針對我們的回答提出

建議或看法。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半鐘） 

介紹筆試－「創意繪圖」的作品…。 

我們學校可以幫助到你甚麼？ 

你有沒有喜歡哪一個「設計」或是「設計師」？ 

現在有所謂的「設計資助平台」，你有甚麼看法？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準備好；自己心裡要有一個喜歡的作品或設計師；上

該系網頁了解該校系的特色、相關規定及作息時間。 

4.創意繪圖：（※佔甄選總成績 10％） 

（1）題    目：互聯網設計。 

      （2）內    容： 

          以觀光客為思考方向，設計 1 個互聯網架構的 APP 或是產品（如：

Ubike)，簡單介紹並寫出靈感來源。 

（3）準備方向： 

其實不太需要準備，就算只是畫個簡單的小圖都可以；重點是實用性

和靈感來源。面試的時候，面試教授會讓你拿著作品做介紹。 

5.感想與建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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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214019） 

（一）提供人：221××  陳（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6/13 85.5/13 72/11 78/13 52.5/8 374/5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先筆試－「快速設計素描」，再進行面試，每位考生面試的時間

是 5 分鐘。先做簡單的「自我介紹」，再輪流介紹自己剛才筆試

所畫的東西，再來就是 3 位面試的教授輪流問問題，比較嚴肅。 

（2）題    目： 

自我介紹。 

介紹「筆試－快速設計素描」的作品…。 

我們學校可以幫助到你甚麼？ 

你覺得－什麼是「好的設計」？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準備好；找個自己喜歡的作品或設計師；了解面試校

系的特色、相關規定及作息時間。 

4.快速設計素描：（※佔甄選總成績 10％） 

（1）題    目：如果我是。 

（2）內    容：如題，自己發揮。 

（3）準備方向： 

只要有基本的繪畫能力，就可以。 

5.感想與建議：（略）。 

 

（二）提供人：221××  林  （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96/15 83.5/13 60/10 74/12 45.5/7 359/5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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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    程： 

         T1   T2   T3 

                 

                  S1     S2（我） 

  ※先做 1分鐘的「自我介紹」，教授們再問題。面試時間 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 

「大學」對你而言，是什麼？ 

今天面試若要分組，你想擔任什麼角色？ 

你熟悉本校系的規定嗎？ 

你印象裡的「明志」，是什麼樣子？ 

          介紹你的「快速設計」的理念…。（※是我的「快速設計素描」的

那一張作品） 

你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的…？ 

（3）準備方向： 

上網了解本校系的相關資訊，熟記自己《作品集》的內容。 

4.快速設計素描：（※佔甄選總成績 10％） 

（1）題    目：如果我是。 

（2）時    間：30 分鐘。 

（3）內    容：很像在考「專二」。大部份的考生都用麥克筆畫。 

（4）準備方向： 

          看了官網的考題，就準備一下。當天早上才發現，那是去年的題目。 

5.感想與建議： 

        真不愧是「王永慶」的學校，氣氛很嚴肅！教授們不會笑，學長、姊

也不太講話，整棟大樓很安靜，冷氣很冷。「明志」好像比較注重考

生對該校系的了解。 

 

4.（227.）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227018） 

（一）提供人：904××  鐘（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12 60/10 28/5 70/11 60/10 292/4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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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D.場地： 

   T1            T2            T3            T4 

           

           S             S             S            S 

※面試場地共有 4 個，都是「1 對 1」的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對本系的課程，有何了解？ 

你最崇拜的「企業家」是誰？請說明…。 

你的「生活作息」是…？ 

對你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誰…？ 

…。 

（3）準備方向： 

事前並沒做太多的準備。 

4.感想與建議： 

別緊張，對自己要有自信！ 

 

流通管理系（227023） 

（一）提供人：902××  張（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

分 分數/級分 66/10 52/8 56/9 68/11 60/10 302/4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面試分二部份進行，第一部份考生先做「自我介紹」，教授們會

針對「自我介紹」及《備審》的內容提問問題。第二部份教授們

會針對該系及考生的選擇提問相關的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的專長？ 

你報考了哪一些校系？為何會想選讀本系？ 

你對什麼課程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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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如何維持自己的成績？ 

…（※問《專題》與該系相關的問題…） 

（3）準備方向： 

一定要上網了解、熟記本系的特色與開設的課程。回答問題的內容要

充實，不要冷場。 

4.感想與建議： 

一進面試場地，蠻緊張的！但在面試進行中卻覺得：好像是在聊天！如

果加點肢體語言，會更生動、有趣！ 

 

行銷管理系（227029） 

（一）提供人：1041×××  邱（107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未提供。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 （※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抽取一個題目（圖形），準備時間 2 分鐘，面試時間 2 分鐘。 

      （2）題    目： 

          將抽取到的題目（一個圖形），再給你 3 個詞，讓你串成一個完整

的故事（字數 30 字以上、100 以下），在 2 分鐘內推銷給面試教授

們。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發揮平常的創造力及想法，可以將產品的特點放大推銷，把自己想成一

個推銷員，盡所能的把產品推銷給面試教授們。 

 

（二）提供人：202××  陳（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2/11 53.5/9 56/9 74/12 70/11 325.5/5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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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有 3 間面試場地，各有 1 位教授，考生要 1 間 1 間的進去做「1

對 1」的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覺得你「外向」嗎？ 

在你的人生中，影響你最大的 1 件事是…？ 

你的「備審」資料說你當過「班長」…，你有甚麼感想？ 

…。（※問 SWOT 分析的題目…）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要把《備審資料》裡的內容記熟，教授們會從裡面找題目問你，你一定

要做好準備，才會有完美的答案。 

 

資訊科技系（227044） 

（一）提供人：902××  張（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66/10 52/8 56/9 68/11 60/10 302/4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開頭先「自我介紹」，之後教授開始問問題，從容回答就好。 

      （2）題    目： 

          我填的是「資訊科技系」；但我在「自我介紹」的時候說了我的興

趣是塗鴉，而教授反問我說：「你的興趣塗鴉是右腦的東西，但

我們邏輯思考是左腦的東西，我不確定你是不是適合讀我們系？」

然後我就想盡辦法彌補了這個回答錯誤的空缺…（※這應該算是

一個題目嗎？）。 

          教授問了我一些關於社團的問題…，再加上因為大部分時間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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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自己的事情，所以教授並沒有問太多問題，大多都是從我所

說的話去延伸問問題。 

4.感想與建議： 

 面帶微笑、面帶微笑、面帶微笑…。放輕鬆，你可以的！ 

 

多媒體設計系（227047） 

（一）提供人：922××  李（102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6/12 70/11 56/9 84/13 72/11 358/5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出口 

                        T3    S             S     T2 

                   

                                     S 

             
            入口 

                                     T1 

          ※報到地點與面試地點不同，會有服務人員帶路。面試時有 A.B.C.

三關，每一關 1 位教授，面試時間 3 分 30 秒，3 分鐘時響 1 次鈴，

結束時再響 1 次。3 位考生一起進入試場，分開去不同的關面試、

被問問題（像我就是從 B.C.A.）。每關各有各的主題，A.關

是「自我介紹」，B.關是「專業問題」，C.關是「其他問題」（如：

你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2）題    目： 

A.關： 

 你曾參加過什麼「社團」？從中學到什麼？ 

 你為什麼想選讀「德明」？ 

 你覺得你比其他人出色的地方是在哪裡？ 

 高中生活中，誰對你的影響最大？ 

 你在 30~40 歲時，會想成為怎樣的人？ 

B.關： 

 你印的《備審》，花了多少錢？ 

 你的英文好嗎？ 

 你覺得怎樣的老師才是好老師？ 

為什麼你覺得英文老師比較難相處？（※前 1 題我說：我當過英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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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老師，而英文老師比較特別…） 

你在高中時、是讀什麼科？ 

「中打」幾個字？「英打」幾個字？有考上《證照》嗎？ 

C.關： 

 你的《備審》用什麼排版？你做的《備審》，材質是什麼？ 

 製作《備審》花了多久的時間？有人指導你做《備審》嗎？ 

 你對我們系的了解有多少？ 

 眾多的課程裡，你最想學的是哪一個？為什麼？ 

 你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你有看過我們系的「畢業展」嗎？ 

（3）準備方向： 

多看一些「繪畫」的展覽，關注一下該系的「畢業展」。面試前可

以多回想一下自己以前學過的各種「軟體」，留意一下各個「動畫」

的作者、自己喜歡的角色、風格…等（例如：宮崎駿的作品，很貼

近現實生活，好人會有一片私心，壞人也會有善良的一面…）。喜

歡的理由，也要想好唷！ 

該系網頁上會公佈可能會面試的考題，也會公佈面試的方式；要把

公佈的題庫準備好、把「備審」內容記熟。面試前把之前看過的展

覽內容再回憶一下，有時間就再想一想可能會被問的問題，模擬要

回答的答案。 

         要多看輔導室編印的《面試經驗談》，也要參加校內辦理的「模擬

面試」。 

4.感想與建議： 

（1）《備審資料》一定要自己做，而且要提早完成！越早做越好，因為

《備審》不好做，而且要經過很多次的修改才能完成。 

（2）多多詢問老師們的意見，讓老師們幫忙修改，這樣才能讓你的《備

審》更完美啊！還有呀！可以讓自己的《備審》做的和別人不一樣，

顯現自己的個人特色，也會讓教授們印象深刻唷！哈哈！有問題，除

了問老師或輔導室之外，也可以問我唷！加油！ 

 

5.（237.）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林口校區（237011） 

（一）提供人：236××  蔡（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4.農業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未提供。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15％）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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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S 

※每個人的面試的時間是 6 分鐘，教授們一直問問題。 

（2）題    目： 

你為何跨考「農業群」、又報考「妝品系」？ 

你還報考了哪一些校系？ 

我們學校「登分」沒有名額，你「登分」會選擇哪一所學校？ 

你未來的出路為何？你為什麼會想選讀「妝品系」？ 

高中有「打工」過嗎？目前是否有在上班？ 

你在「社團」裡是否擔任幹部？或做過什麼工作？ 

「統測」成績是多少？ 

（3）準備方向： 

          可以詢問有面試經驗人，將問題列出，試著去回答。「自我介紹」

不要太冗長，講重點。 

4.實    作：（※佔甄選總成績 15％） 

（1）名    稱： 

     情境模擬。 

（2）內    容： 

     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認植物」（看植物、寫選項）。第二

個階段：從第一階段看到的植物，你會選擇哪個來製作化妝品？有

什麼需要檢測的？ 

（3）準備方向： 

     因為這是本系是第一年考「實作」（情境模擬），所以較難準備，

但可多充實專業知識，以防萬一。 

5.感想與建議： 

「跨群」考試，一定會遇到許多挫折，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堅持下去，

一定會成功的，畢竟這已經是人生的「最後大考」了。也希望大家：可

以追隨自己的心意與興趣去走走…，這樣一定會快樂的多了~~！ 

 

6.（241.）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務系（241017） 

（一）提供人：10519××  黃（108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2/13 90/14 28/5 90/14 80/13 370/59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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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地點在「國際事務系辦公室」，全英文面試。教授先介紹一下

本校系，之後就進行面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最愛看的「電影」是…？為什麼？ 

…。 

你對本系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3）準備方向： 

          不要太相信「官網」（上面的面試題目都很難），現場面試教授們問

的問題，其實都很簡單。 

4.感想與建議： 

放輕鬆！不要被面試的教授們嚇到（目前學校都很缺學生）。記得：要

有禮貌！ 

 

7.（245.）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245001） 

（一）提供人：202××  王（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2/11 65.5/10 68/11 70/11 74/12 349.5/5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3 位女教授面試 1 位考生。 

（2）題    目： 

影響你自己學業最深的人是誰？ 

你想選讀本系的原因是…？ 

你對本系所要學習的課程模組，了解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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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準備方向： 

一定要去本系的網站，查閱相關資訊。 

4.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面帶微笑，輕鬆回答，但也不能過度放鬆。不用過度打扮（化

妝、撲粉、口紅 blablabla~），穿著正式服裝，要有禮貌。 

 

會計資訊系（245004） 

（一）提供人：202××  黃（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12 26.5/4 64/10 74/12 86/13 324.5/51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2 位教授面試 1 位考生，先做「自我介紹」後，教授們就會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成本與「可變現孰低法」要怎麼做？ 

折舊、攤提分錄要怎麼做？ 

銷貨成本要怎麼做？ 

你進入大學後，會想選什麼「社團」？為什麼？ 

（3）準備方向： 

要熟悉自己想報考校系的專業知識 

4.感想與建議： 

面試前，要複習一下「專業科目」的內容。不要緊張！用平常心去回答

問題，要表現自信心。 

 

休閒遊憩管理系（245007） 

（一）提供人：202××  陳（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2/11 53.5/9 56/9 74/12 70/11 32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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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2 位教授提問問題，1 位教授做紀錄。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已經考上哪一些《證照》？ 

你最想拿到本系的哪一項《證照》？ 

你的大學 4 年，要如何規劃？ 

你最想去哪一個國家？如何規劃？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證照》要在高職的時候盡量拿多一點，才可以在面試的時候，介紹自

己有甚麼的能力與專業。像我，高職 3 年，就只考上 1 張，所以面試的

時候，非常的吃虧。 

 

國際貿易系（245010） 

  （一）提供人：1040×××  王（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級 分 86 61.5 60 72 60 5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40％） 

3.基本簡報能力：（※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程： 

     「簡報」實作，題目自訂，或修改現有的專題。  

（2）準備方向： 

           要反覆練習報告，不能有一絲懷疑自己的報告，練習微笑。 

4.感想與建議： 

       要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歡喜接受他人給的鼓勵…，大膽的去創造屬於

自己的未來。 

 

（二）提供人：211××  何（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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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0/13 91/14 56/9 62/10 80/13 369/59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5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 

※2 位教授面試 1 位考生，教授們很和善，也很喜好聊天。 

（2）題    目： 

    你為什麼想選讀本系？ 

    你有沒有參觀過我們的「商品展」？感覺如何？ 

    未來如果參與「商品展」，你會想擔任什麼職務？ 

    你若擔任組長，發現組員不做事，要怎麼解決？ 

    你有沒有看過本系的「課程規劃」？你對哪一方面最有興趣？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的…？ 

（3）準備方向： 

事先多參閱本校系的招生網頁，多請教就讀本校系的學長、姊「課程

概況」。可事先製作 1 份《三摺頁》，當場送交面試的教授們參閱。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都很和善，基本上不會特別刁難考生。面試現場是不會有《備審

資料》的，因此建議學弟、妹：可以準備《三折頁》或印製簡略的書面

資料，當場交給教授們參閱。 

 

8.（248.）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248006） 

（一）提供人：1040×××  許（107 級）                       ※錄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20.藝術群影視類，佔甄選總成績 2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 級 分 

分 數 84 67.5 60 68 86 5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70％） 

（1）肢體測驗： 

          在一個表演廳的舞台上，聚光燈全都會照在身上，然後先 3 位考生

一起測柔軟度，就跟著示範的人盡量做就好。 

      （2）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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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有很多人表演「魔術」，我這一梯次的另外 2 位男考生，1位「唱

歌」，1 位表演「魔術」，我是表演「繞口令」，結果都瘋狂的吃螺

絲…😅！不過，我雖然一直吃螺絲，但也沒有被罵就是，老師反而

推薦 1 位系上的教授，要我之後可以找他學習）。 

      （3）聲音表情與口語表達能力測驗： 

          測聲音表情時，考生們先做 1 次，如果教授們有想聽什麼感覺的，

會再給考生們一些提示，讓考生們再根據提示去發揮…，總之，教

授們會盡量引導考生做到他們覺得可以為止。之前都是 3 位考生一

起在考場裡考試，到此一階段，會請另外 2 位考生在外面等候，留 1

位考生在裡面做「口試」…。等我的面試時間結束，就立刻拿到《錄

取書》了。口試題目如下： 

    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跨考」？ 

    當你想跨考「藝術類影視群」時，你家人的想法是…？ 

    你為什麼想學「表演藝術」？ 

          你的「統測」考試的原始分數是…？如果你有 350 分以上，就可以

拿 10 萬獎學金和學費減半…。 

          如果本系和另外一所大學同時都錄取你，你的選擇是…？ 

（5）準備方向：（略）。 

3.感想與建議： 

       只要用心準備「個別才藝表演」就好，其餘的就當來玩的。我上網爬文，

都說這種表演的考試，就當來玩，我還不信，經歷過這一次的面試，馬

上認同這一句話。面對面試的場景，當然會很緊張，但如果就當作來玩

的，一切就好了，而且真的很好玩（如果你也是真的喜歡表演的話啦）！ 

 

三、私立技術學院 

1.（410.）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410015） 

（一）提供人：10521××  林（108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 /總級分 

分數/級分 72/12 46/7 52/8 74/12 62/10 306/49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筆    試：（※佔甄選總成績 10％） 

       進行《興趣量表》施測。（※校方表示：單純是想了解考生的興趣及志

向，對「甄選總成績」沒有影響） 

4.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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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面試地點在「元智大樓」4 樓圖書室。採「3 對 5」的方式進行「團

體面試」，面試教授們先讓我們做「自我介紹」，之後再分別提問

問題。面試結束前，面試教授們會開放問答時間。 

  等待面試的期間，系上會辦「說明會」，介紹本系的教學環境、

教學理念、課程內容及特色（企業實習）…。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有沒有跟上傳的《備審資料》裡面不同的作品？（※問我《作品

集》內的作品） 

你除了「設計」以外，還有其他什麼專長？ 

你還有沒有報考其他的校系？如果有，你最想要錄取哪一個校系？ 

          如果現在我們只要錄取 1 人，請問你與他們不同的地方在哪裡？我

們為什麼要錄取你？ 

          你對本系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的內容要好好準備，做「自我介紹」時，聲音一定要夠

大。對自己的「作品」及優勢，一定要有充分的了解。服裝、穿著要

正式。 

5.感想與建議： 

面試教授們問的問題，都很簡單，主要還是在問你對本系的了解及熱愛

的程度…，只要你能順暢地回答，應該就沒有問題。 
 

醫務管理系（410020） 

（一）提供人：1040×××  王（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25％）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級 分 86 55.5 44 68 70 51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3 位教授面試 5 位考生，教授們讓我們先做「自我介紹」，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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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對「亞東」這個學校及本系的了解有多少？你為什麼會想選讀本

系？ 

          你「甄選入學」還報了哪一些校系？為什麼？ 

      （3）準備方向： 

          熟記「自我介紹」的內容，要事先了解本系的課程。 

      4.實  作：（※佔甄選總成績 25％） 

       製作「PPT」，題目有癌症、醫療單位、傳染病等 3 大主題。考試當天

會公布是考哪個主題，再由每個人抽籤抽取自己的題目，考試時間 1 小

時。期間內要完成 10 頁內的完整簡報及 10 分鐘內的口頭報告錄音檔。 

5.感想與建議： 

       甄選的校系如果有任何事前辦理的「說明會」，一定要參加。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410024） 

（一）提供人：202××  陳（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6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 /總級

分 分數/級分 72/11 53.5/9 56/9 74/12 70/11 325.5/5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3 位教授面試 5 位考生，教授們讓我們先做「自我介紹」，然後再

分別問問題。 

（2）題    目： 

你覺得你之前讀的「商業經營科」跟現在的「行銷」有什麼關係？ 

你還有報考哪一些校系？ 

假如都考上了，你會選讀「亞東」嗎？ 

你知道「遠東集團」其他的事業嗎？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 

你想選讀的校系，如果有「財團」的資助，就要去深入了解那個財團，

還有甚麼其他的相關事業，面試時對你可能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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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立大學 

1.（70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704003） 

（一）提供人：1042×××  蔡（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92 86.5 80 78 75 65 

2.備審資料審查：（※需達 70 分，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需達 70 分，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S                  S                  S 

           ※分 3 個場面試，時間都是 5 分鐘。先做「自我介紹」後，教授再

問問題。 

（2）題    目： 

    你有什麼樣的興趣？ 

    你的「英文」成績…？ 

    有沒有想當「老師」？ 

    你知道學「圖文傳播」未來的出路是…？ 

    你的「學業成績」如何？好像還不錯？ 

    我們是屬「工學院」，你是「設計群」的，進來之後會不會不習慣？ 

    有沒有競賽紀錄？ 

    你有沒有要住校？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好好準備。教授們人都很好，會邊看上傳的資料內

容邊問題。對本系的出路要有了解。 

4.感想與建議： 

       平常心！教授們都很好，真的好像在聊天一樣。會不會上，有沒有「乙

檢」加分，真的很重要！加油，一定要考上！ 

 

（二）提供人：322××  丁（106 級）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0/13 92/14 84/13 82/13 95.5/15 43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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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審資料審查：（※需達 70 分，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需達 70 分，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2  計時 

                  T3         S               S       T1 

              S 
        計時                             計時 

                        S 

                                   S         入口 

          ※每位教授旁都會有 1 位計時人員，面試時間大約 4 分鐘。《作品

集》可以帶進去，面試結束後會還給考生。 

（2）題    目： 

    A.T1 教授： 

介紹一下你的《作品集》…。 

你有沒有考「英檢」？ 

為什麼想來選讀本系？ 

          B.T2 教授： 

你大學 4 年的規劃是…？ 

…。（※從《作品集》的「自我介紹」裡提問問題…） 

「圖文傳播」要如何和國際接軌？ 

          C.T3教授： 

           「印刷」分成哪幾個時期？ 

           現在《電子書》越來越繁盛，印刷變得沒落，要怎麼解決？ 

           你對於本系有些什麼想法？ 

（3）準備方向： 

要知道怎麼把這個系的產業和國際接軌、及一些相關的專業知識。 

4.感想與建議： 

       我後來是靠「登分」上了本系，聽很多「推甄」就上的同學說，他們都

有考「乙檢」。 

 

2.（713.）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713005） 

（一）提供人：1040××× 吳（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 級 分 

分數/級分 80 96.5 92 86 82 6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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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約 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3 分鐘，含「報考動機」） 

          閱讀 1 篇英文短文，做心得分享…。（※中、英文皆可） 

          你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 

          若要購買一種「貨幣」投資，你會選擇哪一種？為什麼？ 

          …。（※從「在校成績」中比較優良的科目提問問題…）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好好準備，要熟記，要多多練習說！ 

      4.感想與建議： 

       此次面試，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二）提供人：1040××× 張（107 級）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未提供。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約 10 分鐘。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為什麼要報考我們這個系？ 

          你自己有些什麼「特點」？ 

          你對本系的了解有多少？ 

          假如在大學的課程學習中遇到困難，你會如何因應？ 

          大學 4 年內，你會如何強化你的優點、改善你的缺點？ 

      4.感想與建議： 

       「寶山校區」的地點較偏遠，交通比較不方便。面試時不要太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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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0.）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720001） 

（一）提供人：220××  陳（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94/15 94/15 100/15 92/15 69.17/1

1 
449.17/71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紀錄○  T1  T2  T3 

                  

                  S 

           ※面試當天，還包含有「速寫」（今年的題目是大三的學長製作

的劇本，考生要在 30 分鐘之內畫出場景、分鏡。不用畫人物，

分鏡也不限數量。因為完全不知道出題的方向、且每一年都不

一樣，所以也不知道怎麼準備，只能隨機應變，要注意時間）

及「肢體律動」（在 1 分半鐘會放 3 段不同類型的音樂，就隨

著音樂動動身體，主要是要有節奏感）的項目。 

             前 1 位考生在面試的時候，會先讓你抽「自我介紹」的題目，

之後有 7 分鐘的時間可以想。面試開始後，先做 1 分半鐘的「肢

體律動」（在 1 分半鐘會放 3 段不同類型的音樂，就隨著音樂

動動身體，主要是要有節奏感），然後是 1 分半鐘的「自我介

紹」（如果你講不到 1 分半鐘就結束，全部的人就會安靜待在

那邊看著你，一定要盡量講到完。時間到，就結束了，所以要

講重點，抽到的題目，可以先說就先說，不然 1 分半鐘一下子

就過了）。接著，教授們開始問問題（有 7 分鐘的時間），問

完問題，就可以離開了。 

（2）題    目： 

自我介紹－「樂極生悲」。（※今年「自我介紹」的題目是「心情

題」，我抽到的題目是：「樂極生悲」。要把「樂極生悲」融合到

我的「自我介紹」裡面。 

平常有甚麼樣的「休閒活動」？（※因為我回答：看小說和電影。

所以，教授就接著問…） 

是哪一類型的「小說」和「電影」？ 

當初為什麼要唸「高職」？而不是「高中」？ 

那為什麼現在要來報考「大學」？ 

你對未來的「電影業界」，有些什麼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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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未來在「大學」你會學到什麼？ 

（3）準備方向： 

「北藝大」的教授們比「臺藝大」的教授們嚴肅，讓人容易緊張！要

保持冷靜，注意時間，臨場反應要強。 

4.高職專題製作成果：（※佔甄選總成績 10％） 

5.感想與建議： 

（1）當初曾經問過「北藝大」的學姊：面試時需要準備甚麼？她說：不

用準備，準備沒有用，每一年題目都不一樣，方向差異也很大；如果

真的要唸「北藝大」，平時就要好好充實自己，最後 1 個月的「抱佛

腳」，是來不及的！ 

（2）面試時，「臨場反應」一定要好！「速寫」時間只有 30 分鐘，不要

想到時間都過了還什麼都沒畫。「自我介紹」也是一樣，抽題之後，

有 7 分鐘的時間可以想，不要造句，要把題目容入自我介紹當中。「肢

體律動」就放開來跳吧，反正沒人認識你！！ 

 

4.（721.）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721001） 

（一）提供人：202××  鄭（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20.藝術群影視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4/13 98/15 96/14 84/14 96/15 458/72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進入面試場地，先做「自我介紹」，結束後教授們就開始問問題。 

（2）題    目： 

你為什麼想要報考本系？ 

你和長輩一起看「電影」，之後會有什麼討論？ 

你說你有拍過影片…，可以說一下內容嗎？ 

你最近看過那些「電影」？平均多久看 1 部？ 

你喜歡看什麼樣的「電影」？具體說明是哪 1 部電影？ 

你最近看過哪 1 本書？還有看過其他小說之類的文學作品嗎？ 

你認識我們這個系嗎？ 

你有認識的人就讀我們學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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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學校有「分組」嗎？你想去哪一組？ 

說一下我們要錄取你的理由…。 

（3）準備方向： 

面試時一定，要讓自己的心情穩定下來。教授們問的問題，都不難回

答，只要好好的回答就好。面試前可以去看看電影…或文章…、書籍…，

方便你面試時回答問題。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的內容一定要熟記，教授們會從中找題目來問你。如果你

在「自我介紹」中講你甚麼都很強，你就要真的很強；否則，他們問的

問題你答不出來，你就完了！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721002） 

（一）提供人：220××  陳（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94/15 94/15 100/15 92/15 69.17/1

1 
449.17/71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攝影機 

                    

                   S 

          ※面試時間共 8 分鐘，先有 3 分鐘的「自我介紹」，可是通常不會

講到這麼久，沒關係，就照練習的講完就好。剩下的時間，教授

們會問問題，一直到時間結束。 

（2）題    目： 

          你從哪裡得知本系的？ 

          想在本系中深入學習什麼？ 

          你在「文字設計」和「媒體應用」方面的成績較差，為什麼？ 

          我們系在「3C」和「雲端」之類的應用，相當廣泛，你要如何解

決對「3C」不擅長的缺點？ 

          你有什麼《證照》？這一張《證照》是在考什麼？ 

          你要如何將高職 3 年所學的東西與大學將要學習課程銜接起來？ 

（3）準備方向： 

充分了解「臺藝－圖傳」在學甚麼？未來有甚麼樣的發展？還有，要

準備好你自己對未來的規劃。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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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用緊張，教授們都很好，面帶微笑！只要在「臺藝」的網站上好

好地了解過「圖傳」的課程，就能夠順利地回答教授們的問題。 

      （2）8 分鐘的時間，其實很短，吱、唔一下就過了。深呼吸，問題沒聽

清楚就再問 1 次教授也沒關係；用自己的話語，將自己的理念清楚

表達就可以了。 

 

5.（727.）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727002） 

（一）提供人：1041××× 黃（107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 級 分 

分數/級分 88 89 96 74 75 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待在一間教室裡等叫號（面試時間有延遲，但沒說原因），叫

號後，學姊會帶去面試教室外等候。我有帶個人《作品集》、DM、

CIS 作品、平板（放專題遊戲的截圖）進去面試場地，全程都是

在很輕鬆的聊天狀態下進行，沒有壓力。 

      （2）題    目： 

          你知道我們要學「微積分」嗎？（※是 1位女教授問的，問完還吐

槽自己說：一進來就嚇學生…） 

          你知道我們要寫程式嗎？ 

          你未來的工作，想走哪一方面？ 

          那你未來的計畫是…？ 

          為什麼你「推甄」3 間都選填「普通大學」？（※還被教授稱讚說：

你很特別…） 

          你們「士商」有幾個班啊？ 

          「統測」滿分是多少？ 

          你怎麼沒選填「雲科大」啊？ 

      （3）準備方向： 

          《作品集》、DM、動畫/遊戲作品（存放在平板或筆電裡）…要準備

好。詳閱本校系的系所簡介、課程、優點…等等，以防萬一。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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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統測」成績採計「級分」，除了「數學」1 倍外，其他科目都

2 倍，佔 50%。本系明明要學「微積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

樣採計…？ 

      （2）我的「甄選總成績」是 89.57 分、排名「備取 1」，這一屆錄取到

「備取 3」，「國北教」是我第一志願，最後也順利錄取了，反正就

是看運氣…！祝福學弟、妹們：都能順利考上理想的大學！ 

 

6.（731.）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731001） 

（一）提供人：1040××× 梁（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 級 分 

分數/級分 84 74.5 68 84 86 6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做「自我介紹」後，教授們再依《備審資料》的內容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選擇本校系的原因是…？ 

          你的「優勢」在哪裡？ 

          你的「缺點」是什麼？ 

          你有沒有報考其他的校系？ 

          你有沒有想要出國去留學的學校？ 

      （3）準備方向： 

          不要緊張，放輕鬆就好。 

      4.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面試的教授們人都很好。 

 

7.（738.）國立屏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738002） 

（一）提供人：1041××× 黃（107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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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 級 分 

分數/級分 88 89 96 74 75 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在校學業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10％） 

      4.管理問題分析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S1  S2  S3  S4  S5 

           ※先做「自我介紹」，再闡述自己抽到的「個案」的內容及想法。 

      （2）題    目： 

          自我介紹。 

          針對抽取到的「個案」，提出自己的見解…。 

          針對其他考生的「個案」，提出自己的想法…。 

          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的…？（※回問教授們問題） 

      5.感想與建議： 

       不管面試的校系有沒有說要「自我介紹」，事前都一定要準備。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738008） 

（一）提供人：1041×××  潘（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7.餐旅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 87.5 88 80 86 581.5/6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5％） 

3 觀光休閒相關常識實作（※佔甄選總成績 35％） 

（1）過    程： 

           T1    T2 

                   

                  S1  S2  S3 

           ※3 位考生一起參加「實作」，2 位教授，1 個臉很臭，1 個很友

善。「實作」時間只有 15 分鐘。 

             一進「實作」場地，教授就告訴我們，白板上寫著實作題目（題

目是：暑假期間，你的朋友要去你家玩，你會怎麼安排行程－

包含吃、住、玩。）照順序「自我介紹」完之後，就由考生自

己舉手回答實作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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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自我介紹。 

    實作題目：暑假期間，你的朋友要去你家玩，你會怎麼安排行程？ 

    你們看完本校系的網站後，有沒有問題想提問的…？ 

（3）準備方向： 

要事先看熟本校系的網站，找出本校系最有特色的課程或活動。 

4.感想與建議： 

      （1）感覺上教授們比較喜歡有幽默感的考生。我雖然說了各類的得獎經

驗和特別經歷，但是教授們好像都沒什麼反應，我下一個考生一開

口就說：「大家看我這麼黑，都問我是不是很喜歡運動？對！我是

排球校隊…。」雖然她偶爾會結巴，但教授們很明顯地對她很有興

趣。最後是「提問教授們問題」，一定要搶第一個問，不然有可能

會被其他考生問走，一定要事先多準備 1、2 個有關本校系的問題…。 

      （2）屏東大學有兩個校區，要記清楚自己被分到哪一個校區，不要跑錯

地方了。 

 

五、私立大學 

1.（804.）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804001） 

（一）提供人：202××  鄭（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 /總級分 

分數/級分 68/11 91/14 80/13 76/12 94/15 409/65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S1  S2  S3  S4  S5 

          ※5 位教授（3 女 2 男），一起面試 5 位考生，面試時間 15 分鐘。

進入面試場地，每位考生先抽 1 個題目，接著做「自我介紹」

30 秒（中、英文都可以，時間到，旁邊會有服務人員按鈴，按

鈴後就不能再說話）。 

            桌上有1篇英文文章，教授們會指定1段給你唸，也有時間限制。

接下來，教授們輪流問剛剛抽到的問題（輪到你時才能打開題

目，先朗讀 1 遍，再回答問題）。最後，是「搶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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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A.抽  題： 

第 1 位考生：你覺得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是什麼？為什麼是這項

發明？ 

第 2 位考生：高職生涯中，影響你最深的「老師」？ 

第 3 位考生：你覺得現在臺灣的「農業」怎麼樣？ 

第 4 位考生（我）：介紹 1 位自己最喜歡的人…。 

第 5 位考生：你覺得現在臺灣的「國際貿易」怎麼樣？ 

B.搶答題： 

 對於未來大學要學習的課程，哪 1 個最吸引你？為什麼？ 

 如果梨子價格上漲，對於蘋果的需求，會怎樣？ 

 你覺得現在年輕人有什麼通病？ 

（3）準備方向： 

    本校系的官網要看熟，本系的「課程表」要熟記，與本系有關的時事，

也要看一下。面試前，記得要把「經濟」課本複習一下。 

4.感想與建議： 

當作聊天，不要緊張！要勇敢舉起你的手來「搶答」。 

 

2.（815.）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815002） 

（一）提供人：1042×××  黃（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 -- -- 74 75 6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紀錄 

                   S 

           ※下午面試，才剛報到沒多久就上樓面試了。跟「銘傳」一樣，

有學長、姊陪你聊天、幫你紓緩情緒，講一些課程內容、宿舍

之類的，有問題也可以問（要認真聽，有些東西面試時剛好能

用到，我就有說到有一堂課叫做「人體動態素描」，說是有專

門請模特兒擺動作給學生畫）。 

             進入面試場地後，面對自己的最右邊坐著一位學姊（？）應該

是幫忙紀錄，中間的教授發問，左邊的教授用電腦看《備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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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右邊的教授負責看著你點頭微笑（？）。我是因為下午

才去面試的（面試教授們應該知道下午才到的，幾乎都是先去

別所學校面試過），所以，被問了一堆「銘傳」與「世新」互

相的比較問題…，感覺很像是在辯論。 

（2）題    目： 

    請說出你的「優勢」…。（※沒有做「自我介紹」） 

    「銘傳」和「世新」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銘傳」和「世新」的課程重心有何差異？ 

          「世新」的優點是…？（※可以說：分科系比較能專精動畫這方面

之類的…） 

          要是「銘傳」跟「世新」都錄取，你會選擇哪一所學校？（※「銘

傳」也有問了同樣的問題…） 

          你來本校的「交通」方式？ 

          你面試回去之後？想幹嘛？（※左邊的教授最後問的問題，可能是

覺得中間教授一直狂針對…，所以，想讓我放鬆一點問了簡單的。

總之，教授們就是瘋狂地問了一堆「銘傳」和「世新」的比較，

我被問到有點反應不過來，就胡言亂語說了一通，結果面試分數

比「銘傳」還高…）。 

      （3）準備方向： 

          還是一樣要先準備好「自我介紹」，有沒有喜歡的動畫…，它的優

缺、點及吸引人繼續玩的特質…。也要先瀏覽一下本校系的優點，

系所簡介、課程…等等，反正相關資料都要先看一遍。 

          「統測」考試的「專一」、「專二」要考高一點！「世新」採計「專

一」、「專二」的級分，占 30％。我個人「統測」考試的「專一」、

「專二」沒考好，大概是靠「面試」跟《備審》的成績拉上去、

才能被錄取的。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時間相撞，要怎麼辦？我上午跑「銘傳」，下午去「世新」（要

是距離很遠，最好請親友載送），「世新」的面試時間，我是打電

話過去，請他們幫忙從上午調到下午的（最好請助教幫你調到最後

一個）。 所以，面試時間相撞的話，就打電話過去問！記得要：注

意能調整的時間點（學校有規定什麼時間點之後，就不能調整了）。 

      （2）我「甄選總成績」85.00 分，名列「正取」，我們這一屆錄取到「備

4」。「世新」是我的第三志願，所以就沒去讀了。祝福學弟、妹們：

都能順利考上理想的大學！ 

 

3.（816.）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816001） 

（一）提供人：221××  陳（105 級）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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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6/13 85.5/13 72/11 78/13 52.5/8 374/5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以「3 對 1」的方式進行面試，時間 8 分鐘。先做簡單的「自我介

紹」，接著 3 位面試教授會從你的「自我介紹」內容提問問題（例

如：如果你介紹自己當了很多職務，他們會問有關時間分配的問

題）。過程很輕鬆，很像在聊天。 

（2）題    目： 

自我介紹。 

從你的介紹裡可以知道你在學校裡擔任了很多職位，那你會不會

跟課業衝突到？ 

你怎麼分配時間的？ 

…。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要準備好；上該系網頁了解該校系的特色、相關規定及

作息時間。 

4.感想與建議：（略）。 

 

（二）提供人：221××  林  （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96/15 83.5/13 60/10 74/12 45.5/7 359/57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 8 分鐘，最後 2 分鐘會按短鈴，結束時會按長鈴。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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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接著教授們會開始問問題。若有帶《作品集》的

原稿，教授也會請你展示。離開前，要填寫《滿意度問卷》。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跟前面的那 1 位考生同班嗎？（※還沒坐下就被問了，因為前面

連續 4 位都是「士商」的考生出擊，哈？我答：對！我們在班上

都蠻活躍的…） 

          可是他的成績比你好欸…，你會輸，怎麼辦？（※超白目的問題，

我答：我們各有優、缺點，比如：我擅長手繪、插畫，他擅長學

科，而我很有熱情…）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的「插畫」的風格？（※因為我的專長是「插

畫」，後面問的問題，幾乎都與「插畫」有關…） 

《作品集》裡，你最喜歡那 1 件作品？ 

你有沒有想過…，「插畫」可以應用在什麼地方？ 

你未來想當「插畫家」嗎？ 

你未來想嘗試的東西是…？ 

（3）準備方向： 

          要熟記自己《作品集》的內容，對自己的專長要夠了解；對自己有

充份的認知，就是最充足的準備。要上該系網頁了解一下該校系的

相關資訊。 

4.感想與建議： 

（1）「銘傳」是我第一間要去面試的學校，一開始很緊張，但進入面試

場地之後，看到教授們都笑咪咪的，就讓我放鬆許多。教授還會邊問

問題邊調冷氣，「自我介紹」會蠻認真聽的，有興趣的地方就會打斷

你（比如：我的興趣是唱歌，好死不死前一位考生也講唱歌，教授就

問：「士商」都在唱歌嗎？） 

（2）「設計系」蠻喜歡活潑的學生，有社團、幹部的經驗，盡量要拿出

來講，教授們聽了，好像都很開心。不要緊張，就好！我還抖到在教

授面前把《作品集》的原稿撒了一地（還檢不起來），離開前還又弄

掉 1 次，超丟臉的！可以儘量跟學姊聊天喔（如果有主動來找你講話

的啦）！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816002） 

（一）提供人：1042×××  黃（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3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 89 96 --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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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3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等待－學長、姊會叫號，分成 2 組（每一組有 3 位考生）在面

試教室外面坐著，在進去面試前，學長姊會幫助緩和情緒。我

要面試時，剛好面試教授們要休息、攝影機要重調…，我來回

走了 3、4 趟，一肚子×××…。 

             進去面試場地後，坐在中間的教授會提問問題，左邊的教授用

電腦看《備審資料》，右邊的教授應該是在輔助打分數（？）…。

學姊說了：教授們喜歡有想法、活潑的學生。所以，有什麼創

意就說出來吧！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想去哪一組？（※我說「遊戲組」） 

          你有沒有玩過「遊戲」？ 

          這個遊戲吸引人繼續玩下去的特質是…？（※忘記原本的題目了，

但大概是這個意思） 

          特別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實習商店」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高職三年，讓你感到最挫折的事情是…？ 

          最後，請說一些為你自己加分的話…。 

      （3）準備方向： 

          「統測－國、英、數」3 科的成績，一定要考高一點！「銘傳」採計

「國、英、數」3 科的級分，占 30％。「面試」前一定要先練習過

「自我介紹」，要先預想一下想去「哪一組」？有沒有喜歡的「動

畫/遊戲」？它的優缺、點，吸引人繼續玩的特質。也要先查本校系

的優點，系所簡介、課程…等等，相關的資料，事前都要看一遍（也

可以翻 Dcard、ptt 等論壇）。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時間」相撞，要怎麼辦？我上午要跑「銘傳」，下午要去「世

新」（因距離很遠，請親友載送），「世新」的面試，我是打電話

過去、從上午調到下午的…。所以，「面試時間」相撞，是可以事

先打電話去調整的！但要注意能調整的時間（學校有規定什麼時間

點之後，就不能調整了）。 

      （2）面試時不可以帶任何資料進去（我們這一屆不行，聽說上一屆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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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帶一樣），別讓自己帶的東西白費了！面試分數未達 70，不予

錄取！我面試甄選總成績 86.87－「正取」，這一屆，「備取」到 8。

「銘傳」是我的「第二志願」，最後放榜「第一志願」有上。祝福

學弟妹們：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學校！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816004） 

（一）提供人：904××  陳（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6/10 78/12 64/10 80/13 86/13 384/60 

2.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在休息室等候，被叫到名字後，就到面試的教室前等，等前 1

位考生出來，就可以敲門進入。進到裡面，會看到 3 位教授，教

授們面前 2 兩個罐子，先從裡面各抽出 1 張紙，之後就坐下，先

做「自我介紹」。面試時間大約 8 分鐘，面試完畢，出來填張《問

卷》，就可以了。 

（2）題    目： 

          自我介紹。 

          我抽到的第 1 張紙上的中文「成語」，解釋它的意思…。（※上面

的「成語」我不會，就沒有辦法了） 

          我抽到的第 2 張紙上的英文句子，唸出來並翻譯。（※英文句子蠻

簡單的，只是翻譯要順暢） 

          問我《備審資料》裡所放《專題》的內容。（※因為有《獎狀》，

之後我幾乎都在講《專題》在做些什麼） 

          統測的「數學」成績很低分，平時是怎麼準備數學的？（※我說：

因為班導是「會計」，所以幾乎都在讀專業科目，比較少去唸「數

學」。教授們就說：時間分配不均…） 

（3）準備方向： 

因為畢業前，我參加學校的遊學團去日本，所以沒有參加學校舉辦

的「模擬面試」。只要把「自我介紹」準備好，教授們問的問題，

儘可能多講一些。 

面試時間只有 8 分鐘，「自我介紹」及《備審資料》準備熟就差不

多了。因為我有做《備審資料》，所以教授有問我《備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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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3.感想與建議： 

（1）面試前準備了一堆的問題，結果面試時教授們只問我《備審》的東

西與平時是怎麼讀書的；所以，放鬆心情去面試，就 OK 了！當然，

是可以準備一些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讓自己心安！ 

（2）教授們還蠻重視「英文」與「數學」。面試時有 3 位教授，有 1 位

一直問我問題，另 1 位偶而插話，還有 1 位都沒說話、一直看著我。

總之，學弟妹們加油！！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816005） 

（一）提供人：1041××× 張（106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 級 分 

分數/級分 82 74.5 84 86 74 6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1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到很像「演講廳」的地方報到，之後就坐著等待…。快輪到我

的時候，有學姊會叫名字，然後被帶到「面試教室」外面預備，

學姊會開門，所以不用敲門。走到座位旁，先說「教授好」，教

授們請我坐下之後，接著就是「自我介紹」跟「提問問題」…，

結束的時候，跟教授們說聲「謝謝教授」，再走出教室、填好《問

卷》後，就離開了。教授們是 1 男 2 女，人都很好，只是男教授

講話有點小聲，要很注意聽。 

（2）題    目： 

    自我介紹（※2 分鐘）。 

          剛接觸「會計」時，你遭遇了什麼挫折？當時是如何克服這個挫折？

（※「自我介紹」中提到） 

    你是想考「會計師」的高普考？還是「公務人員」的高普考？ 

          你的英文程度如何？大學都會用「原文書」，你知道吧？打算怎麼

增加英文能力？ 

          上大學後，你會有些什麼課程外的規劃嗎？ 

          你是讀「資料處理科」的，跟「會計事務科」比起來，你涉獵「會

計」的時間比較少，為什麼會選讀「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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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會計」的分錄，你都是用背的？還是用理解的？ 

          你覺得「會計」這科，是活的？還是死板的？為什麼？ 

          你有提到有參加過我們的「甄選入學說明會」，我們蠻驚訝的…，

那我們會計學系有什麼特色？ 

          你喜歡玩 Cosplay，那你最喜歡、你扮演了什麼角色？（※在《備

審》中提到） 

（3）準備方向： 

          「銘傳大學」網站高中生專區，有以前學長、姊的面試經驗，可以

從那邊了解大部分都是問《備審》的問題，所以《備審》一定要記

熟。 

      4.感想與建議： 

      （1）「銘傳」重視英文，有《英文檢定證書》會有加分。有參加 3 月初

的「甄選入學說明會」的，多少會有加分。《備審》分數雖然只占

10%，不代表《備審」可以亂做，「甄選入學說明會」時有說明，他

們認為《備審》很多只是寫寫而已，面試比較能了解學生，還能知

道《備審》是不是憑空亂寫（有的系還只打面試分數）。 

      （2）面試的時候不用緊張，輕鬆微笑面對即可，教授們都很溫柔，一時

回答不出來的問題，可以先想一下…，再回答。 

 

（二）提供人：206××  李（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14 84.75/1

2 
56/9 84/13 88/14 400.75/6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2）題    目： 

          看你的《備審》說你喜歡閱讀？你最近看了哪 1 本書？講一下內

容…。 

    你的《備審》為什麼「嘉獎」那麼多？ 

    你為什麼選擇「銘傳」？ 

    描述一下你高職的環境…。 

          「商業循環」與「會計循環」是什麼？呆帳與備抵呆帳的實務操作，

又分為哪幾種？ 

          告訴我們：你的哪些優點，值得我們錄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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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準備方向： 

    把《備審》的內容背熟。 

4.感想與建議：（略）。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816006） 

（一）提供人：312××  廖（106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2/11 80/13 68/11 92/14 68/11 380/6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是「3 對 1」的面試。要微笑，坐著的時候不要駝背，眼睛要來回

看著 3 位面試教授，雖然只有 1 位教授在提問問題，但這代表是

這 3 位教授一起提出的。就是很平常的你問我答，可以不說自己

的缺點，但是不要說謊，教授會依你的回答接下去再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英文最佳） 

    你平時有甚麼興趣？ 

    你對「銘傳」有什麼了解？ 

          你還準備了什麼…？（※因為我準備的還蠻多的，所以教授接著就

再問我一些「時事題」和有關本系一些「課程」的問題…） 

      （3）準備方向： 

          先參考一些歷屆學長、姊的《備審資料》，再構想自己的要如何呈

現…。高中三年裡有參加過甚麼比賽或是擔任過甚麼的職務，都

要放入《備審資料》（附加照片）中。 

          「統測」考完後就要開始做《備審》了，不要等到剩下沒幾天才開

始；做好了，就請至少 3 位老師幫忙修改（最好要有「國文」老

師）。要上傳檔案前，再次確認有沒有錯字或者是格式有沒有跑

掉，無誤後就可以上傳了（最好也儘早上傳，截止上傳前網路會

塞車）。 

4.感想與建議： 

      （1）對自己的《備審資料》一定要瞭若指掌，回答問題時要完整，不要

只說一半。學校的「模擬面試」要參加，讓自己心裡先有個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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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會問甚麼問題…？自己的服裝和回答的表情是如何…？模擬面試

的時候，指導的老師們都會告訴你。 

      （2）我準備的很多題目，都沒被問到，不過多準備總是好的，一方面自

己安心，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對本系的了解，所以不要覺得沒有用

啊~！其實說不緊張是不可能的，不過只要盡量表現得沉穩、不要叫

人察覺到你的緊張就好！面試的教授和助教們人真的很好，放輕

鬆！ 

 

（二）提供人：920××  曾（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0/13 92/14 72/11 78/12 90/14 412/6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先在休息室裡等待面試，之後有學長、姊叫我的名字，然後帶我

到面試的地點。先在外面坐著等，然後學長、姊會示意我進去，

進入面試場地，教授們先要我坐下，接著就要我做「自我介紹」，

然後就問一些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高職 3 年，有沒有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情」？ 

為什麼想選讀「銘傳－國際企業學系」？ 

          「英文」和「數學」兩科的成績好嗎？英文有考過什麼《證照》？

為什麼「數學」科的成績不太好？ 

          你和 2 位兄弟相處的情況好嗎？（※因為我的《備審資料》中有提

到哥哥和弟弟） 

          對於「銘傳－國際企業學系」，你有什麼相關的問題想問教授們的？ 

（3）準備方向： 

好像都在聊天…！教授們也沒有問什麼「大問題」欸!每間學校教授

們的態度都會不太一樣，但真的不用太緊張，因為緊張會壞事！ 

可以多上該校系的網頁，了解該校系的地理位置和風評、以及面試

的考古題。會有很多學長、姊願意分享他們的面試經驗！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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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剛開始我太緊張了！但銘傳的教授們人真的都很好，我一進門就和

我打招呼並示意我坐下，讓我的緊張感都沒了！整場面試很輕鬆，不

像學校的「模擬面試」，真的是很緊張又很可怕，根本就是打壓學生

的信心…。 

（2）教授們是邊聊天、邊看《備審資料》、邊問問題，且臉上都有笑容，

讓我不用太趕、可以慢慢的回答問題。雖然準備的資料幾乎都沒用到，

但多準備就是好事！ 

（3）面試時回答問題，要盡量誠實一點；有些題目若真的不會，其實教

授們也不會說什麼，因為「不懂裝懂」是會被發現的！以上是我的感

想，yeah！我終於可以放鬆了！暑假可以好好玩了！預祝下一屆的學

弟妹都可以面試成功！^__^！ 

 

4.（817.）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817006） 

（一）提供人：202××  郭（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66/10 80/13 68/11 82/13 86/13 382/6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進入面試場地，其中 1 位女教授先說明面試的流程，接著讓考生

們做「自我介紹」，之後，教授們開始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不限時間） 

你來報考本系的原因？ 

如果不考慮任何因素（金錢、語言…），你會想去國外唸書嗎？為

什麼？ 

去國外，除了要先了解當地的文化之外，還需要做什麼？ 

你們都有學過「會計」嗎？能說出會計的報表嗎？（※有 3 位考生，

所以就變成了「搶答題」）  

你們同意這位同學說的嗎？（※有 1 位考生說出答案，教授就繼續

追問其他 2 位考生這個問題） 

報稅時，報表的順序？（※我在「自我介紹」時說到我爸是「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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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我會幫忙看報表內容…，所以教授就問我這個問題） 

（3）準備方向： 

要先把「自我介紹」準備好（長、短內容的各要準備 1 份，因為不知

道面試時會有多少時間可以做「自我介紹」）。自己講出來的東西，

自己一定要了解，不然很容易被打槍。 

4.感想與建議： 

畢業後，學校如果有辦理「模擬面試」，一定要去試。或許當時的時間

很緊湊，你還沒準備好，但「模擬面試」可以讓你體會一下面試當下的

感覺，讓你在正式面試時，可以不用那麼緊張；更何況在正式面試時，

你是「準備好的」。請千萬記得：有機會，一定要去試！ 

 

（二）提供人：206××  李（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8/14 84.75/1

2 
56/9 84/13 88/14 400.75/63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2）題    目： 

          你們 4 位都畢業於「士林高商」，請告訴我：你們有什麼優點，讓

我們願意錄取你們？ 

你們最熟悉的「會計」的章節…、內容…？ 

「銘傳」離你們學校比較近，為何會選擇「實踐」？ 

（3）準備方向： 

平常要多下功夫，做準備。 

4.感想與建議：（略）。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817009） 

（一）提供人：1041×××  曾（107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76 76 76 68 62 56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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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2）題    目： 

    你為什麼想選讀本系？ 

    你原本是讀「國貿」的，怎麼不想繼續再讀下去？ 

    你們「高職生」，選讀「普通大學」的比率是多少？ 

（3）準備方向： 

    多看學長、姊給的考古題，還有學校編印的《面試經驗談》。 

4.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要面帶笑容。教授們人都很好的！ 

 

（二）提供人：903××  陳（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54/9 76/12 76/12 82/13 80/13 368/59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在士商參加過印象最深刻的競賽活動是…。 

你喜歡看書嗎？最近讀了什麼書？ 

你對本系的了解有多少？ 

（3）準備方向： 

多上網了解該系的相關資訊，多參考該系面試的考古題。 

4.感想與建議： 

不要緊張，教授們人都很好。要表現出熱愛該系的精神，對自己要有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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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817010） 

（一）提供人：910××  陳（102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6/12 94/15 56/9 70/11 86/13 382/6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5％）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 

          ※是「3 對 1」的面試，時間 5 分鐘。先在休息室等待，再由系裡

的學長帶去面試場地。一路上學長會和我聊天，聊到一半就進

入試場；這讓我減輕很多壓力，從進入面試場地那一刻到出教

室的門，我都沒有任何一點緊張的感覺。 

            教授們就好像在和我聊天，沒有太大的負擔；我一直都保持微笑

與樂觀的心情，回答問題時超有自信的，讓教授對我說：「你

看起來很活潑、開朗！」並補了一句說：「看起來你進入本系

的機會很濃厚唷！」 

（2）題    目： 

    你是讀「士商」的？在這裡有遇到你的同學嗎？ 

          那你男朋友怎沒和你一起報「實踐」呢？（※從前 1 題的回答延伸

提問…） 

          好！那還是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你說你在「實商」時有和廠商殺價，請描述一下過程…。 

          看來你在學校參加過蠻多活動…，請問：這是你們學校的特色嗎？ 

          「士商」和「松商」水準差不多，請問：你認為 2 校的差異在哪裡？ 

          你為何想來選讀我們學校？ 

          請問你男朋友是去報考哪 1 間學校？ 

          如果你男朋友去高雄讀書，你會跟他分手嗎？ 

（3）準備方向： 

          先向一些讀過「實踐」的親友查詢該校系的相關訊息。上該系網頁，

查閱、熟記該校系的相關資料（如：課程內容、未來出路…）。畢

業典禮之後，有去找打工的工作，經歷了一些面試機會，讓我增加

一些面試的經驗，訓練我的膽量。 

4.感想與建議： 

（1）整個面試過程很輕鬆。當然，一開始也很緊張，是直到發現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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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1」的面試之後，才比較 easy！ 

（2）面試前，可以先和左右的人聊聊天、熟悉一下彼此；一方面可以化

解自己緊張的情緒，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聊天的過程了解對方的虛實、

間接打擊對方（畢竟對方也是敵人）的信心。無論如何都要保持自信，

就算自己緊張，也要讓別人感到壓力，讓別人害怕！ 

（3）我把實踐的面試，當成是去找工作的面試，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只要保持笑容，讓教授們感受到你的自信，肯定「你就是他們想要錄

取的學生」！要記得：提早睡覺，做好準備！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817012） 

（一）提供人：202××  高（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9.商業與管理群，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70/11 70.5/11 60/10 82/13 86/13 368.5/58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面試時間 8 分鐘，以「3 對 1」的方式進行。先在準備教室等候，

等下 1 位輪到自己時，再被帶到面試教室外面等候。進入面試

場地，要先向教授們問好，等教授們說：「坐下！」再坐下。

接著，就要面帶笑容、拿出最有自信的自己，說出自己所準備

的「自我介紹」。 

            記得：要多提自己出色的地方，要能夠說出「就讀動機」會更好！

回答教授們的問題，要切入重點，如能跟自己的學習內容（證

照、競賽）作結合，教授們會對你更有印象。平常心面對！離

開前一定要再次對教授們說：「謝謝！」 

（2）題    目： 

你是否有看過我們系上的網頁？ 

如果有，那你進入我們系，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除了推甄我們系之外，還報了哪一些校系？ 

我們學校有這麼多系，你為什麼會選擇我們這個系？ 

可以介紹一下你做《小論文》的心得嗎？ 

（3）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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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上網去看本校系的網頁，了解這個系的課程是在培養哪一方面的

人才，還要看看這個學校有什麼活動是自己感興趣的。「自我介紹」

一定要準備好，要分「中文」與「英文」、「長時間」與「短時間」

的。對自己《備審資料》的內容，更是要熟記。 

4.感想與建議： 

      （1）面試時不要緊張，要面帶笑容。穿著要正式，女生的長頭髮一定要

綁起來。面試前找個人或是自己看著鏡子、或者是以錄影的方式，

練習「自我介紹」。 

（2）談吐要大方，說話的音量不要太小。不要用「還好」、「還不錯」

回答問題，要把自己最有自信、最棒的地方說出來。對自己所說的事

件，要再加上一點心得，讓教授們知道你真的有參與過，要讓問題與

答案相結合。可以的話，找個人陪你去面試，這樣會讓你的心情更能

放鬆一點喔！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817014） 

（一） 提供人：1041×××  張（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74 95 68 74 72 62 

      2.備審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 （※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全英文面試。沒有「自我介紹」，面試教授們直接提問問題，每

位教授各問 1 題，每位考生各回答 3 題。 

      （2）題    目： 

          你理想中的「大學生活」是什麼？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出國，你想去哪一個國家？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應該錄取你，而不是錄取其他的人？ 

（3）準備方向： 

          可以參考一下面試「考古題」。雖然網上有人說沒有用，但我覺得

不一定啦！不用當做是即將面臨的考試，而是去和教授聊聊天、讓

他們認識你。平常心應對就好〜！ 

       4.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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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面試前一個禮拜才開始準備的（千萬別學我），我的準備方式是

列出 10 題覺得有可能會被問的，每一題都列答案，知道該怎麼回答就

好，不一定要背。很幸運的是，我被問的 3 題中，就猜中了 2 題，是

事先準備的。整場面試除了第 1 題外，其他都算蠻順利的。建議：面

試前一定要先準備多一點的題目…，矇到的希望會更大哦〜！ 

 

  （二）提供人：1041×××  石（107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15.外語群英語類，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級分 

分數/級分 80 98 44 82 81 61 

      2.備審資料：（※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是「3 對 3」的面試，每位教授各問 1 題，3 位考生輪流回答，說

的越多、越流暢會更好。全程用英文面試。 

      （2）題    目： 

簡短「自我介紹」…。 

敘述一下你未來志向…。 

本系有開設「第二外語課程」，你對哪一個最有興趣？ 

對於你未來志向，你打算如何利用學校資源來完成目標？ 

      （3）準備方向： 

          事前多朗讀英文書，邊聽自己的發音正確與否及練習說話的流暢度。

不確定發音的單字要弄熟，找朋友練習英文簡單對話以加強邏輯思

考，讓頭腦熟悉英文模式。對於本系所開的課程，要多去了解，例

如：第二外語或本系主打的學程，讓教授們知道你是有備而來。最

後，不要怕說錯，敢講就有機會， 

4.感想與建議： 

       面試不要緊張，也不用事先背太多稿，忘了反而會心慌。放輕鬆，就當

作是去聊天，反而能讓你輕鬆展現你的長處…。要先弄清楚本系面試時

准不准許帶《備審》進去給教授們看。 

 

5.（828.）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828030） 

（一）提供人：222××  方（105 級）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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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92/14 76.5/12 64/10 76/13 68.83/1

1 
377.33/6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要提前半小時到休息室等待比較保險，因為可能會有各種原因，

導致輪到你的時間提前（我前面就安插了 1 位剛剛沒在、被跳

過的考生，因為還是在公告的時間上抵達，也沒有不讓他面試，

可是還是早到比較好）。面試之前 10 幾分鐘，會先被學姊帶出

去，在外面走廊上坐著等。每位考生面試的時間是 5 分鐘，外

面會有學長計時，時間到就敲門、提醒教授們（雖然也有教授

還要繼續問問題而延長時間，但我的情況是提早一點點結束）。 

   進入面試場地，要不要敲門？要不要問好？外面帶路的學長姊

都會提醒你，所以也不用一直在心裡默念、走位。我覺得：記

得保持微笑和自信的回答節奏，比較重要。面試剛開始，會緊

張是難免的，但是面試的教授們應該是不會有想跟你吵架的類

型在，會出來面試的教授們都很會微笑，雖然偶爾也會講官腔；

只要你在回答的時候可以一直講，應該不會有故意問些奇怪問

題、逼你講話的情況發生。 

   離開面試場地前，要先向教授們說聲「謝謝」。走出面試場地

時，一定要繼續掛著「春風得意」的微笑，這樣就可以給外面

等待的「他校競爭者」製造壓力，讓自己的好朋友放鬆心情。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報考了本校 2 個系，哪 1 個才是「第一志願」？ 

（3）準備方向： 

          科內的「模擬面試」，我全部翹掉了，「自我介紹」也沒有特別寫

講稿，只有在面試前 1 天，把《作品集》裡的「自傳」那幾頁印

出來（因為我連《作品集》都沒多印 1 本），然後看熟。「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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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標色的地方，就是當初撰寫時認為自己比較特別、比別人

厲害的部分，這些講一講就差不多了。我也沒有特別講自己的個

性如何，反正接下來的問題，在閒聊中可以再多提提。 

          亞洲大學不限「1 校 1 系」，我報了 2 個系，我的第一志願其實並

不是這個系，就誠實跟教授講，教授也詳細問了問我「平常喜歡

的是哪些東西？」，經過一番聊天後結束面試，教授的結語是：

希望我以後進入「亞大」，有興趣時，還能來選修他們系的課。 

4.感想與建議： 

（1）其實真的沒什麼好怕的，就跟我都沒參加「模擬面試」一樣，面試

的第 30 秒才開始編「自我介紹」，還被講口條很好，我都不知道「真

正的口條很好」是什麼了？ 

（2）面試過程中，放鬆大腦就好！把自己以前看過所有最會耍嘴砲的朋

友跟師長講話的樣子調出來，也不用背稿，「展現獨特的自己」就可

以了，一定要「自我感覺良好」！ 

 

（二）提供人：220××  郭（105 級）                         ※備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86/13 58/9 64/10 72/12 63.17/1

0 
343.17/54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教授 A.  教授 B.  教授 C. 

             桌子      

                                 考生 

 ※「3 對 1」進行面試，面試時間約 5~10 分鐘。 

（2）題    目： 

你怎麼會想離開臺北、來報考臺中的學校？ 

為什麼想讀我們學校？如果本系錄取了你，你真的會來讀嗎？ 

除了我們學校，你還報考了哪一些學校？ 

為什麼高中唸「廣設」，大學想改唸「創設」？ 

你「在校成績」的排名…？ 

你在校時，班上同學平均的「設計能力」是…？ 

你在校時「設計科目」的學習成績如何？ 

你進來本校後，會不會想轉「視傳」？ 

你為什麼不想唸「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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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希望你未來走什麼樣的路？ 

（3）準備方向：（略）。 

4.感想與建議：（略）。 

 

時尚設計學系（828032） 

（一）提供人：222××  方（105 級）                         ※正取 

1.統測成績：（※報考群類：07.設計群，佔甄選總成績 50％） 

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專 一 專 二 總分/總級分 

分數/級分 92/14 76.5/12 64/10 76/13 68.83/1

1 
377.33/60 

2.備審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面    試：（※佔甄選總成績 30％） 

（1）過    程： 

                 

                   

              

                

                

                 

                  

  ※要提前半小時到休息室等待比較保險，因為前面可能會有各種

原因導致輪到你面試的時間會提前。在輪到你面試前 10 幾分

鐘，就會被學姊帶出去，先是在另外 1 間放映各種畢業展走伸

展台的投影片的教室等，等的過程中，很多學長姊會跟你聊天。

等到再 2 位輪到你時，又會被帶到面試場地外面的走廊等待，

對面又坐著 1 位學長跟你聊天；等到下 1 位就是你時，再到預

備的位置等候。這時候負責計時的學長會跟你講進去要不要敲

門、要不要問好之類的。 

    面試時間每個人是 4分鐘，外面會有學長計時，時間到就敲門、

提醒教授們。剛開始會緊張是難免的，記得保持微笑和自信的

回答節奏比較重要。面試結束，走出考場前，再說聲「謝謝教

授」就可以離開了。走出考場後，我覺得：一定要繼續掛著「春

風得意」的微笑，這樣可以給外面等待的「他校競爭者」製造

壓力、給自己的好朋友放鬆心情。 

（2）題    目： 

    你報考了本校 2 個系，哪 1 個才是你的「第一志願」？ 

          你還有甄選其他學校嗎？選擇本校的原因是…？（※可能因為上午

面試過了另外 1 個系，已經被那個系的面試教授們提過我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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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個系的面試教授們直接跳過了「自我介紹」） 

（3）準備方向： 

          進去面試前，外面引導的學長是說要先講：我是報考「精品組」或

「服裝組」的（這 2 組都是由同一批教授們面試）。但是我

講到一半，就被打斷，所以接下來的節奏也比較亂。 

          因為亞洲大學不限「1 校 1 系」，所以我報了 2 個系，但我的第一

志願其實是這個系，我就誠實跟教授講，教授也詳細解說了這 2

個系的差異性，然後再三確認我喜歡的方向和上午在另外 1 個系

的面試情形。 

          我還有甄選「朝陽－視覺傳達」。當你選擇了 2 個或 3 個志願，而

每 1 個系都不同類別的時候，教授們就會詢問你「到底真正喜歡

的是什麼？」我的回答是：「朝陽」，只是我填保險的，如果我

能上亞大，我一定要上亞大！記得：別說謊話！ 

4.感想與建議： 

（1）這次的面試經驗，比較詭異一點是到後來都在聊一些奇怪的東西。

而且我是「倒數」進去面試的，感覺教授們已經笑到臉都快癱掉了，

加上我自己狀況也不是很好，所以感覺「差強人意」。 

（2）外面接待的學長、姊，都很喜歡找人聊天，所以在外面等待的時候，

就已經很放鬆了，這一點比較沒什麼好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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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 

一、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1.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運動項目：羽球－3 個學系共 3 個名額） 

（一）提供人：1043×××  陳（107 級）                         ※正取 

     1.資料審查：（※佔總成績 20％） 

     2.術科專長測驗：（※佔總成績 40％） 

     （1）計分以最新國際羽球規則 1 局 21 分落地得分制為主，每人單、雙

打均賽 2 局；賽程與雙打搭檔對象採考試現場抽籤。 

     （2）評分標準為個人技術、比賽策略運用與作戰觀念、身心素質等。 

     3.學科能力測驗：（※「自然」級分佔總成績 20％） 

     4.面    試：（※佔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T4 

     

   S 

          ※是「4 對 1」的面試，教授們問的是一些個人的經歷及未來的生涯

方向。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高中為何讀「夜間部」？（※進修部） 

         你在「學測」方面，是如何準備考試的？ 

         如果你能進入本校就讀，要如何補齊在高職沒學到的科目？ 

         從以前至現在，你打「羽球」的路程是…？ 

         你對本校系課程的了解…。 

         你未來的願景是…？ 

         進入本校系就學後，你要如何跟上課程？ 

（3）準備方向：（略）。 

5.感想與建議： 

       平時就要紮下良好的基礎，不能因快要考試了，才臨時去練球。要時常

運動練習，保持自己良好的狀態。如果太久沒打羽球，不但手感不佳，

也容易造成肌肉拉傷。 

 

2.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運動項目：籃球（男）－5 個學系共 8 個名額） 

（一）提供人：121××  陳（105 級）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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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術科考試：（※佔總成績 40％） 

（1）考試項目： 

項 目 成 績 

五對五實戰 

（時間：12 分鐘） 

進攻表現 -- 

防守表現 

潛力評估 

（2）準備方向： 

平時好好練球。 

3.面    試：（※佔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S 

          ※坐中間的應該是教練，問題大部份是由他提問，他會給人蠻長的

時間去準備。很少人穿套裝。 

（2）題    目： 

自我介紹。 

說一下你的「籃球生涯」…。 

你在打籃球方面的「優點」是…？「缺點」是…？ 

你為什麼想來參加本校的考試？ 

你對本校的認識有多少…？ 

大學 4 年，如果學校指派你擔任與籃球相關的職務，能勝任嗎？ 

…。 

4.感想與建議： 

       如果是報考中、南部的學校，建議：前一天就先下去，比較不會因通車

而太累。考術科的時候，有機會就要表現。如果當天對自己的手感很有

自信，就全力以赴；不然，就不要硬投、硬切，那會很吃虧。面試時，

完全是看個人的表現，如果表現很差，很快就會出局了。 

 

3.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運動項目：籃球－11 個學系共 38 個名額） 

（一）提供人：121××  陳（105 級）                         ※正取 

1.書面資料審查：（※在學學業成績，佔總成績 10％） 

2 運動成就：（※佔總成績 20％） 

3.術科成績：（※佔總成績 30％） 

（1）考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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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 績 

5 對 5 實戰 

（時間：12 分鐘） 

以籃球運動綜合

技術表現評量 

-- 

（2）準備方向： 

多練球。 

4.面    試：（※佔總成績 40％） 

（1）過    程： 

               T（教練） 

     

S1  S2  S3  S4 

※打完實戰，教練就依序問考生題問。 

      （2）題    目： 

          你住在哪裡？ 

          你的志願是…？ 

          .…。 

（3）準備方向：（略） 

5.感想與建議： 

       這一所學校，術科考試是打 4 節，所以體力要自己調整好。可以表現的

時候，就要好好表現，對自己要有信心點！ 

 

四、大學進修學士班招生 

1.國立臺北大學（進修學士班－甄試入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一）提供人：1041×××  張（107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40％） 

       自傳（1,200 字內，包括求學歷程、動機、讀書計畫與生涯規劃）及其

他有助於審查的資料（例如：全職工作證明、證照、語文檢定證明、參

與相關計畫、 獲獎證明、著作、參與社團各級幹部證明、學測/統測/

指考成績、成果作品等）。 

2.面    試：（※佔總成績 60％） 

（1）過    程： 

            T 

                      

                     S 

          ※進入面試場地前，要先敲門，進去後我有鞠躬說：教授好！面試

場地裡的座椅前有桌子，坐下去後就不用擔心腳有沒有合起來



271 

 

的問題。 

            要抬頭挺胸，面帶微笑。先做 2 分鐘的「自我介紹」（自己抓大

概的時間），後面 6 分鐘是教授們提問問題。最後響鈴時，教

授們的問題還沒有問完，但也只能結束面試，然後我就鞠躬說：

謝謝教授！ 

（2）題    目： 

    自我介紹。（※2 分鐘） 

    你知道公務員有分類型嗎？你想去哪種？（※針對「自傳」提問） 

          你知道就讀本校系的「學費」是多少？你有準備些什麼？（※我回

答：準備「年金改革」、「一例一休」、「育兒津貼」…） 

          你知道年底的選舉，是在選什麼嗎？ 

          你對「育兒津貼」知道多少？預估多少人受益？你覺得有幫助嗎？

為什麼覺得實行性不大？ 

          你知道公務人員的「待遇」，越來越差了嗎？那你為什麼還想當公

務人員？ 

（3）準備方向： 

          「臺北大－進修學士班」的入學管道有兩個，一是「甄試入學」、

一是「申請入學」，我選擇的是「甄試入學」是因為我一開始還

搞不清楚狀況…。面試的教授人很好，其實沒什麼好緊張的。 

          建議學弟、妹們：「書面審查」資料，要先請老師看過。我有先請

老師改過後，「書面審查」的成績也才 60 幾分，假如我沒有老師

的協助，想必悽慘啊！啊！第二階段是「面試」，因為時間比較

早，學校的「模擬面試」也還沒進行，所以務必要多上網找資料

（面試題庫），要多關心「時事」，了解目前政府的政策。要請

老師幫忙做面試、練習回答問題。 

3.感想與建議： 

       面試時，要先思考一下教授的問題，再作回答。眼睛要直視教授，不要

顯得自己很緊張。如果被問的問題是「選擇題」，千萬不要隨自己的意

思回答，一律要依「官方的說法」回覆。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一）提供人：1043×××  蔡（107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0％） 

2.面    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S 



272 

 

           ※先到考生休息室等候，時間到，再去報到、檢查證件並抽面試順

序。總共有 4 個面試場地，會有學長、姊帶你去面試場地。 

（2）題    目： 

    簡單「自我介紹」。（※說明求學過程、家庭背景…） 

    你知道最近有關「不動產」的新聞嗎？ 

    你知道我們系要讀那些「課程」嗎？ 

    你為什麼想來就讀「進修學士班」？你是如何知道我們學校的？ 

    你想考哪一種的公職？（※「自我介紹」有提到） 

    和我們系相關的職業有哪些？ 

（3）準備方向： 

    多看本系的網站消息，多注意時事，教授們問得還蠻細的…。 

3.感想與建議：（略）。 

 

企業管理學系 

（一）提供人：1043×××  張（107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40％） 

2.面    試：（※佔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就放輕鬆與教授們好好得聊天，要有禮貌，要聽懂教授們問的問

題，「答非所問」會給教授們不好的印象。回答問題的內容，一

定要對自己想選讀的系有充分的理解。 

（2）題    目： 

    請先「推銷自己」一下…。 

    你來讀「進修學士班」，是否會把它當成轉讀「日間部」的跳板？ 

    你為什麼想要來讀「企管」？ 

    你對我們「企管系」有什麼疑問？ 

          有一天因為上班而來不及吃晚餐，你帶著一個便當來到教室，教授

已經在講課了，你會選擇吃或不吃呢？（※搶答題） 

（3）準備方向： 

     好好準備自己的「書面審查」資料的內容，要對「企管系」有所了

解，有「搶答題」一定要去搶答，要有企圖心。 

3.感想與建議： 

      （1）對自己想選讀的系，一定要非常了解，面對教授們一定要面帶微笑。

當其他的考生在回答問題時，你的眼睛一定要看著他，這是一種對

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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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面試的時候，或許會緊張，但一定要讓自己的心情放鬆，就當作是

和教授聊天、講講自己內心的話…，一定要對教授們說出自己內心

真實的想法及對未來的計畫。 

 

（二）提供人：332××  張（106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40％） 

2.面    試：（※佔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S1  S2  S3  S4  S5  S6 

          ※先由第一位考生開始依序做「自我介紹」，之後教授們會從「書

面審查」資料來詢問每位考生一個問題，回答順序同樣是從第

一位開始，當 6 位考生都回答完畢，面試就到此結束。 

            「自我介紹」是讓面試教授們認識自己非常重要的機會，一定要

好好把握。 

（2）題    目： 

自我介紹。 

          「元大證劵」的工作，是你自己找的？還是學校的實習機會？（※

從「書面審查」資料中提問的） 

（3）準備方向： 

          要熟記「書面審查」資料的內容，要詳讀本系網站的資訊，了解「企

管系」是在學什麼？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3.感想與建議： 

       「團體面試」考生沒有太多表現的機會，所以一開始的「自我介紹」非

常重要，一定要好好把握。要熟記自己的「書面審查」資料的內容，事

先模擬面試教授們可能會問的問題，練習回答。 

 

（三）提供人：218××  賴（105 級）                         ※備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40％） 

2.面    試：（※佔總成績 60％） 

（1）過    程： 

          T1   T2   T3      T4    提問問題的教授 

     

                 S1   S2   S3   S4    我 

          ※每位考生先做 1 分鐘的「自我介紹」，提問問題的教授會看 4 位

考生的「書面審審」資料，分別各問 1 個問題，面試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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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請說明得到「人氣魅力獎」的過程…。（※我的「書面審查」資料

中有提到高一暑假參加「臺科大－英語簡報營」，在「英語簡報

比賽」中獲得「最佳人氣獎」） 

（3）準備方向：（※略）。 

3.感想與建議：（※略）。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一）提供人：10403××  鄭（107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0％） 

2.面    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一進去面試場地，就先做「自我介紹」，教授聽到我是「士商」

的學生，紛紛抬起頭來看我，接著就翻閱我的「書面審查」資料…。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3333 是多少？你是怎麼算的？（※前 2 個人都回答 1,189，只有

我回答 1,089） 

          你想在本系學到什麼？ 

          如果你被錄取來本系就讀，白天有什麼規劃？ 

（3）準備方向： 

    要事先想好「自我介紹」要講的內容，現場隨機應變，不要背稿。 

3.感想與建議： 

不要背稿，慢慢講，想好答案後再回答，不要搶快。要一直對著教授們

微笑。要提早去報到，讓自己心情穩定。 

 

（二）提供人：10409××  蔡（107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0％） 

2.面    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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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考生做 1~2 分鐘的「自我介紹」，時間有限，要好好把握。 

（2）題    目： 

自我介紹。（※1~2 分鐘） 

          我們系很注重「數學」，如果進來了，你要怎麼學「數學」？萬一

被當了，你要怎麼辦？ 

          …。（※從「書面審查」的資料中問的問題） 

          你的人生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3）準備方向：（略）。 

3.感想與建議： 

  這個系非常看重「數學」，也會看在校的數學成績，要有心理準備。 

 

（三）提供人：1043×××  蔡（107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0％） 

2.面    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面試時間有延遲，比預定時間晚了半個小時。是「團體面試」，

考生按排序坐（如果有人缺考，的位置要空下）。面試教授們人

都很親切，讓人不太容易感到緊張。 

（2）題    目： 

自我介紹。（※由左到右，先簡單介紹自己） 

…。（※面試教授點名，直接問考生「書面審查」資料上的問題） 

你的「學測」成績…？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和「企管學系」的差別在哪裡？ 

你對本系的了解有多少？ 

你對本系有什麼問題想問的嗎？ 

3.感想與建議： 

       不用「搶答」問題，教授們會指定順序要考生們來回答問題。自己的「書

面審查」的資料要熟記，基本的問題教授們都是從「書面審查」的資料

中來提問的。 

 

數位行銷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一）提供人：1043×××  鍾（107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0％） 

2.面    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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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S 

          ※一開始先做 1 分鐘的「自我介紹」，之後教授們再詢問我日間工

讀的經驗以及日後的生涯規劃…，接著再以平板出示「數學題目」

進行問答。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log…。（※問有關「微積分」的問題…） 

    你有考慮選讀其它的校系嗎？ 

          你覺得「以後大學白天的工作會」和「以前高中白天的工作」會有

什麼差別嗎？ 

          你為什麼會想選讀「數位行銷」？ 

（3）準備方向： 

    要孰悉基本的數學概念和題目。 

3.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不要用背的，事前可以將「自我介紹」的內容分為個人特

質、社團活動、在校表現，工讀經驗…等去細想，面試時再將其拼湊起

來，這樣不但不用去背，才更能自然的去跟教授們對答。面試時多少會

緊張，但也不要忘了微笑及和教授們的眼神接觸。 

 

（二）提供人：332××  陳（106 級）                         ※正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0％） 

2.面    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助教 

                                   

                         S 

          ※先做 1~2 分鐘的「自我介紹」後，教授們就開始提問問題，面試

過程大約 6 分鐘。 

（2）題    目： 

你的「統測」考幾分？ 

          「統測」分數出來以後，你為什麼還會想填報這些「進修學士班」

的校系？ 

          你為什麼會想從「興趣」去結合我們這個系？它們有什麼關聯嗎？ 

未來想從事什麼工作？ 

給於每人 6 分鐘的時間，計算隨機抽到的 2 道題目…。 

（3）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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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了解「數位行銷」與一般行銷的差別。要事先規劃好自己 

    未來的就業管道。要多瀏覽本校系的官網。 

3.感想與建議： 

      （1）很感謝學校老師們幫我做「模擬面試」，讓我有充份的準備去面試。

面試結束後，我還覺得教授們問的問題太少，讓我沒能將事前所準

備好的功課，完全發揮出來。 

      （2）整個面試過程還算順利，雖然面試中竟然會進行「數學測驗」，完

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幸好我有成功答對題目。 

 

（三）提供人：206××  林（105 級）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0％） 

2.面    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            T              T  

                                 

             S            S              S 

          ※分 3 個場地面試，都是「1 對 1」。每一場地的面試時間約 4 分鐘，

等考生坐定後，教授就會開始提問問題。 

（2）題    目： 

    A.場地： 

上黑板解「數學」題目…。（※如：解方程式、指數、分數、log、

基本運算能力） 

翻譯 1 段「英文」短文…。 

你對於「經濟」、「會計」的了解是…？ 

          B.場地： 

            你為什麼想選讀「臺北大」？ 

            你未來的「職涯規劃」是…。 

            你未來想成為什麼？ 

C.場地： 

  介紹一下你在高中時參加過的「社團」…。 

  你的專長是…。 

            為什麼你的「書面審查」的資料室以「黑」色為底？有什麼含義？

風格？ 

  你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 

（3）準備方向： 

    要詳閱「臺北大」數位行銷官網所介紹的資訊及相關報導、展覽。個

人的興趣、專長、未來職涯方向…等，也要先確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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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想與建議： 

      （1）「臨場反應」還是最重要的，但是，「好的反應」是有賴於「事前

的準備」。要到黑板上解題，真的嚇到我了。不過，幸好「數學」

沒問題，但是「英文短文翻譯」，讓人心驚膽戰，沒有翻譯完整，

是我在 A.試場遇到的最大問題。 

      （2）「書面審查」的資料很重要，教授們在面試時會從中提問相關的問

題。我的「書審審查」的資料的底色與風格比較特別，所以在面試

時就被教授提問到。 

 

（四）提供人：218××  賴（105 級）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0％） 

2.面    試：（※佔總成績 5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            T              T  

                                 

             S            S              S 

※分 3 個場地面試，都是「1 對 1」。 

（2）題    目： 

    A.場地： 

            問了 3 題「數學」題（log、指數、多項式除法），1 題「英文翻

譯」。 

          B.場地： 

            你對未來有什麼規劃？ 

C.場地： 

  問我高中時期的「社團經驗」…。 

（3）準備方向：（※略）。 

3.感想與建議：（※略）。 

 

2.輔仁大學（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 

哲學系 

（一）提供人：914××  黃（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4 4 7 4 27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筆    試：（※佔甄試總成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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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    稱：基本哲學知識測驗。 

（2）內    容：（略）。 

4.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教授們會針對你的「書面資料」來發問，包括「自我介紹」30 秒

和你的報考動機。 

（2）題    目： 

自我介紹。（※30 秒） 

為什麼想唸「哲學系」？ 

你覺得「哲學系」在探討什麼？ 

你認為「哲學」對你有什麼幫助？ 

你有閱讀過哪一些有關於「哲學」的書？ 

（3）準備方向： 

          要多看一些有「哲學」的書，教授們會問你書裡的內容在說什麼…。 

5.感想與建議： 

一開始很緊張，後來就不會了；只要有準備，必能輕鬆面對。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一）提供人：10503××  樊（108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選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成績 12 10 -- -- 9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選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選總成績 4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C.場地： 

       T1               T2               T3    T4    T5 

                   

                S             S           S1  S2  S3  S4  S5 

          ※口試在「文友樓」進行，有 3 個場地，第三個場地是「3 對 5」、「團

體口試」。 

（2）題    目： 

    A.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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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擔任班上活動的負責人，你所遇到的困難有哪一些？你解決的辦法

是…？ 

班上活動需要分組，而你的同組組員都不做事，你要怎麼辦？ 

B.場地： 

你想從「商科」轉讀「大眾傳播」，原因是…？ 

你的「學測」考了幾級分？ 

你覺得你跟別人不同的特質有哪些？ 

C.場地： 

你對「假新聞」的看法…。 

你對「網美」的看法…。 

推薦一部你看過的電影…。 

你要如何行銷「輔大」？ 

（3）準備方向： 

很難說要怎麼去做準備…，就是要考驗你的「臨場應變」的能力了~！  

5.感想與建議： 

      （1）「團體口試」時需要搶答（每一個問題都要回答，不是 1 個人回答

1 個問題），我們這一組的考生，並沒有那種「非快不可、一定要搶

先」的人，都是先沉默 5 秒鐘後，才有人慢慢舉手…。這時，我就

利用這 5 秒鐘的時間來思考我的答案，還蠻有效的…。 

      （2）口試教授們問的問題，都是考生們對最近發生的一些時事、新聞的

看法…。因為我是「商科」的學生，口試教授特別問了我 1 個與「行

銷」有關的問題，我沒想清楚，就隨口說了一個很不像學過「行銷」

的答案…；教授聽了，好像不太滿意。但等榜單一公佈…，我竟然

被錄取（正取）了！ 
 

（二）提供人：1043×××  黃（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英聽 總級分 

成績 10 8 4 8 7 B 37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3   T4 

                           

                 S1  S2  S3  S4               S1  S2  S3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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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2 個場地口試，都是「團體口試」。第一個場地口試的問題問得

比較輕鬆、簡單。第二個場地口試的場面比較嚴肅，問題也比較專

業、艱深。兩個場地口試時間皆約 15~20 分鐘，由考生們輪流舉手

回答問題。 

（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30 秒） 

           你為什麼想來唸「大傳系」？ 

           平時在滑手機時，你都看些什麼？ 

           你平時的「興趣」是…？ 

           你喜歡哪一位「歌手」？原因是…？ 

           你曾經做過「最瘋狂的事」是…？為什麼？ 

           你想在本系學到什麼？ 

          B.場地： 

           你平時是使用什麼工具在關注「新聞」？ 

           如果你認為網路上的新聞有誤的話，你會怎樣去求證？ 

           你對「金正恩」這個人有些什麼看法？ 

           你對「川普」這個人有什麼看法？ 

           你認為「孫安佐事件」對媒體帶來的影響是…？ 

           你對「直播」有什麼看法？優點…？缺點…？ 

           若你今天想拍一部電影或節目，你要用什麼方法來搜集資料？ 

           你喜歡的節目有哪些…？為什麼？ 

           你喜歡的電影有哪些？為什麼？（※一定是要近期上映、而且是

在電影院看的） 

           你認為「網路節目」和「電視節目」的差別在哪裡？ 

（3）準備方向： 

          教授們問的問題，大多是對「傳播媒體」的看法，範圍很廣…，平

時要多留意社會上的「時事」和「新聞」。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會很有耐心的聽你把話說完，不要害怕自己會說錯話，拿出自信

和笑容最重要！回答問題前要先舉手，說話時語調也不能過快，以免教

授們不能了解你的想法及看法。 

 

（三）提供人：017××  張（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4 6 11 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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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50％） 

（1）過    程： 

        A.場地：                  B.場地： 

                     T1   T2                    T3   T4 

                           

                 S1  S2  S3  S4   S5          S1  S2  S3  S4  S5 

 ※分 2 個場地面試，都是「團體面試」，以搶答方式回答。 

（2）題    目： 

          A.場地： 

           自我介紹。 

           說說你自己的「偶像」是…。 

           之前有 1 張得獎照片「禿鷹和餓死的非洲小孩」，要是你是記者，

你會怎麼做？ 

          B.場地： 

           自我介紹。（※英文） 

           背 1 課高中「國文課文」…。 

           考「數學公式」…。 

           畢業後想要做什麼工作？ 

           這 2 份來自不同國家的報紙，請你說出不同的地方…？ 

（3）準備方向： 

「自信」非常重要！不用準備，拿出自信就好了。 

4.感想與建議： 

 加油！！ 

 

（四）提供人：901××  李（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8 4 10 5 37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5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T1   T2                      T3   T4 

                           

                S1  S2  S3  S4   S5             S1  S2  S3  S4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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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2 個場地口試，時間各約 20 分鐘。第一個試場問的題目比較簡

單，第二個試場問的題目比較艱深。 

（2）題    目： 

A.試場：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對於本系課程的認識？ 

           你最想在「大眾傳播學系」學習到的課程？ 

           這裡有哪一位是外聘的教授？ 

           4 年後的「職業」，你有何想法？ 

           說說你最近 1 次讀的「小說」、看的「影片」的想法…？ 

           最近 1 次看的電影，對你的啟發是…？（※要知道「導演」是誰） 

B.試場： 

           自我介紹。（※30 秒） 

           你知道 NCC 的工作內容嗎？ 

           NCC 的中文全名是…？ 

           「電信業」的費率，是由那一個單位來規範？ 

           臺灣的電影，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改善？ 

           奧斯卡有 1 部紀錄片，是由哪 1 個品牌的手機拍的？ 

（3）準備方向： 

上該系網頁，詳讀、熟記與該系有關的資訊。注意「時事」。 

4.感想與建議： 

       奧斯卡、NCC、電影、導演、電影製作公司…等資訊，口試前要充份去

收集相關的資料。不知道的問題，別搶答，就承認吧！早一點到考場去

準備，別急急忙忙的，會搞壞心情。教授們都會叫大家別緊張，但是這

是不可能的。假裝自己不緊張，把自己最好的充份表現給教授們看吧！ 

 

（五）提供人：903××  王（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7 2 12 7 37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5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T1   T2                      T3   T4 

                           

                S1  S2  S3  S4   S5             S1  S2  S3  S4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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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2 個場地口試，第一個試場比較嚴肅。每一個場地都是 5 位考

生，輪流回答或舉手搶答。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若要請你拍影片介紹你的高中，你會如何呈現？ 

臺灣電影為何比不上國外好萊塢？ 

對於于美人被老公指控外遇，如果你是記者，你會如何採訪她？ 

          如果你是記者，被訪問的人以死求你不要報導他的新聞，你還會報

嗎？ 

最近看了什麼電影？有何啟示？ 

本系系主任叫什麼名字？ 

（3）準備方向： 

          多注意一些最近的「新聞」與「時事」。要準備 1 分鐘的「自我介

紹」。上該系網頁，詳讀、熟記與該系有關的資訊。 

4.感想與建議： 

       口試時服儀要端莊，坐姿要端正。不要太緊張，保持笑容。輪流發言時，

要先舉手再回答，如果有不會的問題，不可以直接說不知道，而要說「不

清楚，回去會加強學習」。 

 

（六）提供人：917××  吳（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1 3 10 6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5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T1   T2                      T3   T4 

                           

                S1  S2  S3  S4   S5             S1  S2  S3  S4  S5 

※分 2 個場地口試，問題的範圍很廣。 

（2）題    目： 

自我介紹。 

本校是哪一年創校的？ 

本系是哪一年成立的？ 

本系系主任的名字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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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準備方向： 

問題範圍太廣了，還是要多了解「時事」吧！ 

4.感想與建議：（※略）。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一）提供人：902××  張（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10 5 9 7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5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T1   T2                     T3   T4 

                      

                       S                           S 

          ※分 2 個場地口試。考生先到休息室簽到、等候，再依順序先進 A.

試場口試，結束之後，再進入 B.試場口試。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為什麼會想選讀本系？ 

你為什麼會想跨考「學測」？ 

…。（※問有關「社團」的問題…） 

…。（※問有關「班級幹部」的問題…） 

你就讀本系後，早上時間的規劃？（※因為是「進修學士班」） 

針對《書面資料》裡的「佳句」問問題…。 

（3）準備方向： 

《書面資料》的內容要熟記。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多針對《書面資料」》內容提問問題，所以當初在製作《書面資

料》時，就不要說太多不誠實的話，以免到口試時不知道要如何「自圓

其說」。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一）提供人：1043×××  王（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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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報到後，先到考生休息室等待，接著再到考場外等待。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認為你自己進「輔大」的優勢及劣勢？ 

就讀本系後，你「白天的時間」要怎麼分配？ 

你從小到大，遭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你從中學習到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的？ 

（3）準備方向： 

          對自己的《書面資料》要完全了解，平時可以先找學校老師討論面

試可能會被問的問題題目並多練習。我被問到的題目都是「搶答」

題，如果能踴躍搶答且回答得體，就能奪得先機。 

4.感想與建議： 

       不論是《書面資料》的內容或面試，一定都要與學校老師先充份討論過，

千萬不要什麼都沒準備就上戰場。到了口試當天，放輕鬆就好，不要太

緊張，一定要面帶微笑。把自己準備好的內容清楚的講給教授們聽，就

一定能有好成績。 

 

（二）提供人：1040×××  蔡（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先做「自我介紹」後，教授們再提問相關問題，由 6 位考生進行

搶答或依序回答。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如果我們錄取你之後，大學四年你要如何自制與安排？ 

          在你目前遇到的事情當中，有哪一件事是可以證明你有「自我管理」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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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目前有遇到什麼令你挫折或難忘的事…？那你有學到什麼？ 

（3）準備方向： 

    強調自己具備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及商科的特質。 

4.感想與建議： 

       可以慢慢來回答，口齒要清晰，不要緊張，要有自信！教授人都很好，

口試就很像在聊天，所以千萬不要緊張。 

 

（三）提供人：1043×××  張（107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3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由教授們提問問題，考生可以「搶答」或「輪流做答」。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說一下在你的人生中「自我管理」的例子…。 

你的「優勢」和「劣勢」是…？要如何加強與改進？ 

你的「夢想」是…？ 

若你能順利進入本系就讀，你個人的時間要如何安排？ 

（3）準備方向： 

    上本系網頁詳閱本系的簡介及課程地圖…。 

4.感想與建議： 

 「團體口試」比較困難，「個人口試」比較容易。 

 

（四）提供人：917××  陳（102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9 3 10 8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5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S5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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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先做「自我介紹」，教授們會再提問相關的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時間 2 分鐘） 

說出你自己的「專長」是什麼？ 

大學生活要如何「自制」？ 

假如你是教授，你會錄取哪 2 位？ 

（3）準備方向： 

「自我介紹」時，要盡可能讓教授們知道：你有學「商」的特質！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及《書面資料》的內容，必須是自己的，不然會出糗的！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一）提供人：1040××× 詹（107 級）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9 3 10 8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15％） 

3.基礎素描：（※佔甄試總成績 20％） 

4.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面試教授是 1 女 2 男，其中一位是藝術學院院長。響鈴計時，時

間到就停。考場沒開冷氣，感覺很熱。有準備茶水、點心，每一

位考生都有自己的吊牌。 

（2）題    目： 

自我介紹。（※1 分鐘） 

你為什麼沒放「作品」？（※別位考生被問的問題） 

對喜歡的科目，你會付出了什麼努力？ 

          請你說出對方的優點…。（※面試教授對其他 2 位彼此認識的考生

提問的問題） 

你的《作品集》的紙質？輸出方式？ 

5.感想與建議： 

         如果穿新鞋，一定要先用吹風機吹軟，否則腳跟會被磨破。這一次口

試，有很多非應屆的考生參加，也有很多本科的考生參加，一定要把

《作品集》好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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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系 

（一）提供人：914××  蔡（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7 9 4 8 6 34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S 

（2）題    目： 

自我介紹。（※30 秒） 

高中 3 年，你是否有做報告的經驗？（※專題） 

你曾經使用過哪些電腦軟體？ 

介紹一下「北投分館」…。（※圖書館） 

你想申請本系的動機是…？ 

你的時間的安排與規劃是…。 

你是否有在打工？（將來）會不會影響到課業？ 

（3）準備方向： 

          要熟記本系網頁的相關資訊，並與「自我介紹」的內容聯結在一起。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不要死背稿，盡量要以口語化的方式介紹自己。 

 

日本語文學系 

（一）提供人：902××  陳（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9 3 10 6 38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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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試場，先向教授們問好，就開始口試，依順序回答問題。口

試結束，立即離開試場。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為何會想選讀「進修學士班」？ 

你為什麼想選讀本系？ 

你將如何分配讀書的時間？ 

你希望大學 4 年過什麼樣的生活？ 

是什麼原因讓你覺得人生充滿希望？ 

（3）準備方向： 

          要充份了解自己，先從「基本題」下手準備，盡力即可。抒發壓力，

不要想太多，「船到橋頭自然直」。 

4.感想與建議： 

      （1）臨場時好緊張，回答的東西和之前想的都不一樣。因為服裝穿著和

別人不太一樣，感覺好可怕。所以建議學弟、妹們：儘量穿制服去

口試。 

      （2）要熟記「書面資料」的內容，教授們會依據你的「書面資料」的內

容提問問題。 

 

（二）提供人：917××  吳（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11 3 10 6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都問一些很生活化的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都是從「書面資料」的內容提問問題…） 

（3）準備方向： 

熟記自己的「書面資料」的內容。 

4.感想與建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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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人：917××  陳（102 級）                         ※備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0 9 3 10 8 40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自我介紹」由第一位考生開始輪起，到第四位結束。其他的問

題，則隨機抽問。 

（2）題    目： 

          自我介紹。（※教授們會針對每一位考生「自我介紹」的內容提問

問題） 

…。（※由我的「書面資料」的內容提問問題） 

對「人口老化」、「少子化」的感想…。 

（3）準備方向： 

本系的面試很好準備，他們很重視「報考動機」。 

4.感想與建議： 

「自我介紹」的內容要好好準備、熟記，不要太隨便應付，因為教授們

很喜歡針對考生「自我介紹」的內容來嗆人…。 

 

餐旅管理學系 

（一）提供人：912××  林（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2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3 7 9 7 48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50％） 

（1）過    程： 

A.試場：                     B.試場： 

                   T1  T2  T3                   T1  T2  T3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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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 個場地口試。口試前會先在休息室等候叫號，叫到號碼後，會

請你先到 A.試場前抽題目，並且有 2~3 分鐘的思考時間（即等候前

1 位考生出來的時間）。A.試場口試結束後，再到 B.試場前抽題目，

過程同前。 

（2）題    目： 

A.試場： 

 自我介紹。（※30 秒鐘，中、英文皆可） 

           與「餐旅」相關的產業有哪一些？（※我是用英文「自我介紹」，

用中文回答問題，可能是我用英文「自我介紹」，教授們後來

就都用英文問我問題） 

           How do you describe yourself？ 

           Do you think you will be a good employee in the future？ 

           …。（※其他的題目忘了，本試場的教授們是屬於「親切型」的） 

B.試場： 

自我介紹。（※30 秒鐘，中、英文皆可。我「自我介紹」也是用

英文，但教授們這次都用中文問） 

你有去過 85℃開的「火鍋店」嗎？請問你對 85℃跨足「火鍋業」

有何看法？ 

請問你為什麼想讀本系？ 

你未來想從事什麼行業的工作？ 

在你的心目中，有哪些「旅行社」是 Number 1.的…？ 

你知道餐旅的「旅」是「旅遊」還是「旅館」？（※本試場的教

授們是屬於「侵略型」的，會咬住你的小錯誤） 

（3）準備方向： 

多上該系的網頁，深入了解該系的相關資訊。 

4.感想與建議： 

       要提早 0.5~1 小時到達口試場地，因為輔大沒有安排定點服務人員，半

途也沒有標示，所以要自己找，會花一點時間。真的要了解「餐旅」這

兩個字的意義。 

 

法律學系 

  （一）提供人：019××  葉（103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1 11 4 10 6 42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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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    程： 

                        T1  T2  T3 

                       

                       S1  S2  S3  S4 

          ※由考生們輪流回答問題。當服務人員把你叫去後，會先在口試場

地外的椅子預備，這時會先給你 1 篇等一下要問問題的文章，

大概有 15 分鐘的時間可以思考。 

            整個口試時間為 20 分鐘，回答順序是：第一題由第一位考生先

回答，之後，依序回答；第二個問題由第二位考生先回答，之

後，依序回答；…以此類推。 

（2）題    目： 

先說一下你的「報考動機」…。（※30 秒） 

          給你一篇文章，說出你的看法…。（※我的文章是有關「原住民」

持有「獵槍」的問題） 

          在你的生命中，最大的「挫折」是什麼？如果再給你 1 次機會，你

會怎麼做？ 

          如果你能就讀「進修學士班」，那白天你要做什麼？ 

          你對本系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3）準備方向： 

要確實了解自己，充分準備好自己的「報考動機」。要多閱讀一些相

關的新聞及訊息。 

4.感想與建議： 

       「Key word」很重要，有回答到「關鍵字」，教授們會特別加分。要對

自己非常有自信，講話要有「邏輯」和「條理」。教授們人都很好，所

以不要太緊張。自己的「服裝儀容」和「言行舉止」要很注意。 

 

應用美術學系 

（一）提供人：918××  林（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8 6 7 5 38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20％） 

3.術科考試：（※佔甄試總成績 25％） 

（1）名    稱：設計素描。 

      （2）內    容： 

           給你 2 張主要的圖片（核能、風力發電），擇其 1；另加入 4 張小

圖片（蝴蝶、蘋果、汽車、核廢料），至少選 2 張，結合至主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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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需劃出 1 隻手，代表身處其中。 

4.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25％） 

（1）過    程： 

                          T1  T2  T3  T4 

                           

                            S1    S2 

          ※口試時間約 5 分鐘，2 人 1 組。進去口試之前，超緊張的，但是真

的進入試場，反而比較放鬆。教授們幾乎都會面帶微笑問問題，

誠實、肯定，用親切的態度回答即可。切記：千萬別自亂陣腳，

「自我介紹」很重要！ 

（2）題    目： 

自我介紹。（※時間 1 分鐘） 

平常如何增進自己的「繪畫能力」？ 

          有看過我們的新一代展覽嗎？（※我回答：上網看過你們「畢業展」

的作品） 

          哦！那你有特別看到喜歡的設計方向嗎？ 

（3）準備方向： 

          要上該系網頁熟讀相關資訊。「設計素描」的技法及完成度很重要，

平時要多練習考古題。平時就該多累積設計方面的實力。要上該系

網頁熟讀相關資訊。我雖然沒有做過「模擬面試」，但還是建議：

要準備好才去口試會比較好。 

5.感想與建議： 

我選的系，不知是太熱門還是太難考，共 143 人報考卻只錄取 25 人；

說實在的，我能被錄取的機率，根本是「微乎其微」！ 

 

宗教學系 

（一）提供人：914××  梁  （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9 3 10 6 36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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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姊會將考生帶至試場門口，敲門後進入，教授們會先要你

做「自我介紹」30 秒。 

（2）題    目： 

自我介紹。（※30 秒） 

對「宗教學系」的認識？ 

畢業後想從事什麼工作？ 

讀進修部，那你白天的規劃是什麼？ 

你的《書面資料》中有提到將來要考碩、博士，你是認真的嗎？ 

是什麼原因讓你覺得人生充滿希望？ 

（3）準備方向： 

口試前先上網了解該系的相關訊息。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會翻閱你的《書面資料》，再依據《書面資料》的內容提問問題，

所以《書面資料》一定要用心做。教授們人都很親切，毋需緊張！ 

 

（二）提供人：914××  黃（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4 4 7 4 27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每一位教授都會提問問題。要先做「自我介紹」，說明報考動機

及興趣。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對「宗教學系」的認識？ 

你未來畢業後的出路？ 

如果能來本校就讀「進修學士班」，那你白天的規劃？ 

你為什麼想唸「宗教學系」？ 

你平常的興趣…？ 

（3）準備方向： 

          要牢記《書面資料》的內容，教授們會針對你的《書面資料》的內

容來提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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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感想與建議： 

       教授們人都很親切。 

 

（三）提供人：914××  蔡（102 級）                         ※正取 

1.學測成績：（※採計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9 3 8 6 35 

2.書面資料審查：（※佔甄試總成績 30％） 

3.口    試：（※佔甄試總成績 40％） 

（1）過    程： 

                     T1   T2   T3 

                      

                          S 

           ※口試時間很短，不會超過 4 分鐘。我 2 分鐘就口試完畢，離開考

場出來了。 

（2）題    目： 

自我介紹。 

對「宗教學系」的認識？ 

…。 

（3）準備方向： 

對自己的宗教信仰要弄清楚。多上網了解該系的相關資訊。 

4.感想與建議： 

「宗教學系」的教授們人超好的，讓人感到很親切。他們在口試時問的

問題，好像只是隨便問問的，有點「文不對題」。 

 

五、其他單獨招生 

1.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招生類別：乙類） 

（一）提供人：10521××  王（108 級） 

      1.共同科目成績：（※採計「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第二

階段總成績 25％）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級分 7 4 -- -- 10 

2.繳交書審資料： 

        通過第一階段的考生，須繳交「《作品集》資料光碟」1份（10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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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檔的電子檔，燒錄於光碟片，其中至少須含 3 件素描，其餘得以水

彩、水墨、油畫、雕塑、版畫、複媒、表演、影音…等藝術類型表現，

影音資料格式須為一般電腦程式能播放的格式）。 

      3.綜合進階測試：（※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30％） 

      （1）是用標準開的法國插畫紙，在 2 小時 20 分鐘內畫完。試場內會擺

設「靜物」，給考生 1 張「題目敘述」（題目：詮釋麥當勞化現象），

可以用「壓克力」來畫，會比較快。記得：不要單純只畫靜物，要

把它當成創意表現畫…。沒有限制繪畫材料的使用，由考生自己攜

帶、運用。 

      （2）面試時，面試場地裡有一張桌面上會放置考生在「綜合進階測驗」

時的畫作，不會每位考生都放，教授們想問問題的考生的作品，才

會被放置在上面。 

4.面試（含「《作品集》資料審查」）：（※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45％）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作 

                             S                 畫 
                                             試 

                                           測 

        《作品集》內的 3 件作品        投影幕（作品） 

          ※面試過程約 3~5 分鐘，3 分鐘到會搖 1 次鈴，5 分鐘到會搖兩次。

不會每一位面試教授都問你問題，有可能會有教授的臉色難看，

但就盡你的能力去回答問題就好…。 

（2）題    目： 

你讀的是「士商」？為什麼當初沒去讀「美術班」？ 

說明一下「廣告」和「繪畫」的差別？ 

          我們在「綜合進階測試」時，所擺的「漢堡」只被咬一口，為什麼

你的畫上的「漢堡」被咬了那麼多口？ 

          說明一下你帶來的這一張作品…。 

（3）準備方向： 

          「北藝大」的面試題目很活，網路上也有很多歷屆的考題，事前可

以自己多練習一下；事前有做練習，絕對比「腦袋空空」就上場

面是有用！ 

          當然，真正在面試時，教授們問的問題，你可能都沒有準備到，這

時候就要看你的「臨場反應」了。所以平時一定要多練習，在人

群面前說說話、訓練膽量，一定會有功效的。 

4.感想與建議： 

      （1）「綜合進階測試」的題目，一定要看清楚，不要亂做畫；當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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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法，就可以直接畫上去。作畫時，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為什麼這

樣構圖、上色…，千萬不要亂畫；因為面試時你可能會被教授抓去

問，萬一你講不出來，就不好了。 

      （2）「綜合進階測試」時不要緊張，可參考其他考生的畫作來構思自己

的畫作…。用「壓克力」來畫，顏色可以用濃一點、疊多一點，效

果會很不錯！ 

      （3）「北藝大」的面試，都不會照著固定的模式走。這一次面試，我就

沒被要求做「自我介紹」，被問到的問題，我在練習時只練習到 1 題，

其他 3 題都只能靠我的「臨場反應」了，也多虧我平時有做練習，

可以把平時練習的答案，套用過來回答教授們的問題，效果還不錯。

所以面試前一定要多做練習，臨場才能面對真正的面試場景。 

      （4）要繳交的 10 件作品，一定要挑出自己引以為傲的最佳作品。面試

時，會看到很多就讀「美術班」的考生，扛著超大的原作去…；但

也不要緊張、被嚇到，作品重要的是「質」（內涵）而不是「大小」。 

 
戲劇學系 

（一）提供人：318××  郭（106 級） 

      1.共同科目成績：（※採計「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第

二階段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3 2 8 5 41 

2.專業科目成績：（※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60％） 

（1）筆試：（※佔專業科目成績 40％） 

    得分：54 分。 

    內容：解析一首詩與根據 3 張圖片創造角色性格。 

    準備方向：要多閱讀。 

（2）面試（綜合測試+面談）：（※佔專業科目成績 60％） 

過    程： 

○○ T1T2T3T4T5T6T7T8…（很多） ○○   

       
S2 

待
考
生
2

位 

       

  S1（我）    S3 

 ○○    ○○ ※○學長姊 

            ※唸一篇文章（根據教授的指令改變角色與語氣），做一套指定

動作。表演 3 個情境（隨機）ex：黑暗、流沙、戰爭。再問一

些有關你自己的問題…，結束後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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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 

            A.長春舞台劇？ 

B.你的「網球」打得好不好？ 

C.為什麼想來報考我們系？ 

          準備方向： 

            要去「表演課」。 

3.感想與建議： 

 要放開心情、做自己，不要緊張！可以去上一點「表演課」。平常要

有「閱讀」與「寫作」的習慣，「文科」要好。面試時間不到 5 分鐘，

定要把握時間展示自己。講話要大聲一點！！ 

 

電影創作學系（甲類考生） 

（一）提供人：301××  林（106 級） 

      1.共同科目成績：（※採計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第二階

段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8 5 4 8 5 30 

2.專業科目成績：（※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70％） 

（1）作品審查：（※佔專業科目成績 30％） 

《作品集》很重要，可以從高一就開始蒐集。 

（2）面    試：（※佔專業科目成績 70％） 

過    程： 

           T1  T2  T3 

                           

S1    S2     我 

            ※每一個系的面試過程都不太一樣，「北藝大－電影創作」進去

後會先播放一首歌，讓你自己韻動、跳舞…，之後教授們再提

問問題，大概就是這樣。 

          題    目： 

            A.跳舞…。（※隨機播出的歌曲） 

            B.自我介紹。 

            C.教授們提問問題…。 

          準備方向： 

            要準備好自己的「自我介紹」。其實放鬆心情就好。 

3.感想與建議： 

 要放寬心，讓教授們感受到你自己的個人特質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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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人：201××  蔡（105 級） 

      1.共同科目成績：（※採計「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第

二階段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9 6 2 8 6 31 

2.專業科目成績：（※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70％） 

（1）作品審查：（※佔專業科目成績 30％） 

（2）面    試：（※佔專業科目成績 70％） 

過    程： 

          T1  T2  T3  T4 

                           

 S1    S2     我 

            ※面試分 2 個場地，A.場地：隨機播放音樂，考生要跟著音樂的

節奏擺動身體。B.場地：進入前會先抽題目，考生要做「自我介

紹」，並要將剛剛抽到的題目，融合在「自我介紹」中。 

          題    目： 

A.自我介紹。 

B…。（※將抽到的「題目」融入，不一定會與「電影」有關） 

          準備方向： 

多聽音樂，各種類型的都要。培養自信，但不能自以為是。 

3.感想與建議：（※略）。 

 

電影創作學系（乙類考生） 

（一）提供人：318××  郭（106 級） 

      1.共同科目成績：（※採計「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三科成績，佔第

二階段總成績 3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3 13 2 8 5 41 

2.專業科目成績：（※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70％） 

（1）作品審查：（※佔專業科目成績 30％） 

（2）面    試：（※佔專業科目成績 70％） 

過    程： 

                S1    S2    我 
○ 

               ○                                            （※○是學長、姊） 

           很多 T1T2T3T4T5T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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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抽題「速寫」（今年以情境為主）…，再做「自我介紹」，

之後教授們會問有關「速寫」的問題，接著再問一些有關個人

的問題，然後填《問卷》。 

          題    目： 

A.你為什麼想來就讀「電影創作學系」？ 

B.你以後想要拍什麼作品？ 

          準備方向： 

            多看電影、練習寫心得。 

3.感想與建議： 

 不要太緊張，要有創意。「文科」要好，面試時間不到 5 分鐘，把握

時間展現自己，講話大聲！！ 

 

動畫學系 

（一）提供人：319××  蔡（106 級） 

      1.共同科目成績：（※採計「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

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2 4 10 6 44 

2.專業科目成績：（※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60％） 

（1）作品審查：（※佔專業科目總成績 30％） 

（2）面試（術科測試＋面談）：（※佔專業科目成績 70％） 

         A.術科測試： 

內容： 

  背景、人物設定繪製，考試時間 50 分鐘。題目是：「冷峻的高山。

一名登山者失足吊掛在吊橋上，直升機援救，吊橋另一頭有狐狸正

蠢蠢欲動」。人物設定：疲累的登山者，救難勇士，飢餓的狐狸。 

準備方向： 

  多觀摩別人的作品，培養角色設計能力、場景及透視也很重要。速

度、創意也是關鍵。 

         B.面    談： 

過    程： 

      T1  T2  T3  T4 

○ 

○ 

○ 
 

學
長
姊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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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做「自我介紹」，教授們會傳閱《作品集》，面試時間 4 分鐘。 

          題    目： 

A.自我介紹。 

B...。（※會針對「術科測試」你的畫作問問題…） 

C.你喜歡什麼「動畫」？ 

D.你喜歡哪些「動畫電影」？ 

E.你為什麼想來就讀「動畫學系」？ 

F.本系大一的「教學課程」是…？ 

G.你有沒有看過本系學生的作品？ 

H.你平時對動畫的認識是從哪裡來的？ 

I.請用日文描述一下本校系…。（※因為我說我會日文） 

J.給我們一個錄取你的理由…。 

          準備方向： 

            回答問題的時間、內容，一定要長一點。對於想報考的系，真的

要有一定的認識。 

3.感想與建議： 

 回答問題的時間，真的要講長一點。至於服裝…，我穿得比較有個性

一點，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還有畫圖的速度，平時 40 分鐘綽綽有

餘，依考試連上代針描線都來不及，真的要事前多做訓練。我的《作

品集》因準備的時間不足，只有薄薄 11 頁，我想也是致命傷。 

 

（二）提供人：321××  蘇 （106 級） 

      1.共同科目成績：（※採計「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

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4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10 5 10 6 43 

2.專業科目成績：（※佔第二階段總成績 60％） 

（1）作品審查：（※佔專業科目成績 30％） 

（2）面試（術科測試＋面談）：（※佔專業科目成績 70％） 

         A.術科測試： 

          內容：畫人物、場景，紙張 A3，時間 50 分鐘。題目：陰森的森林

中有怪怪屋，裡面住著神祕老人，淘氣小男孩穿著重裝備，

帶驚嚇小女孩去探險。 

          設計：場景、3 個人物設定。 

         B.面    談：。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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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2  T3  T4 

○ 

○ 

○ 
 

學
長
姊 

   

 

    

  

     S  

            ※「自我介紹」1分鐘，回答問題 4 分半鐘。《作品集》及《書面

資料》由左向右傳閱，若有交《影音檔》，會在電腦上播放。 

          題    目： 

A.你看過我們的「系展」，最有印象的作品是…？（※我有提到說

有去看過本系的「系展」…） 

B.你在「專題」製作動畫時，擔任什麼職位？ 

C.在做動畫的過程中，你學到什麼？ 

D.你高職三年學到的東西，對選讀我們系有什麼「優勢」和「缺點」？ 

E.你可以說一下你畫這些人物和場景的構想嗎？（※針對「術科測

試」的畫作問問題…） 

          準備方向： 

            回答問題要簡短，但都要有內容。若能活潑、有創造力，能讓教

授們能留下「記憶點」，那會更好！ 

3.感想與建議： 

 「術科測試」和「面談」的速度都非常快，需要抓住重點。術科測試

的時間只有 50 分鐘，平時就要加強練習。《作品集》放你的精華作

品就好，因為是不退還的。250 人報考，只錄取 36 人，的確非常競爭，

「高職廣設」也不見得吃香；「學測」看國（30%）、英（30%）、

數（20%）、社（20%）4 科成績，共佔第二階段總成績的 40%。 

 

2.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藝術學系（招考種類：街舞－第二組 Locking） 

（一）提供人：10512××  吳（108 級）                       ※正取 

1.個人作品呈現：（※佔總成績 80％） 

       在規定的時間內（60~70 秒）展示所選組別的街舞舞風，一定要具有個

人特色的作品。 

      2.面    試：（※佔總成績 20％，其中：考生資料表－3％，高中歷

年成績單－2％，「自我介紹」及提問回答－15％）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T6  T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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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呈現完《個人作品》後，接著進行「自我介紹」，之後面試教

授們就會針對你所提供的資料提問問題…。 

（2）題    目： 

    自我介紹。 

    你為什麼想報考本校系？ 

    …。（※問我在「培訓團」中的相關問題…） 

你的父、母同意你學跳舞嗎？ 

（3）準備方向： 

放輕鬆，不用太緊張！ 

4.感想與建議： 

        一開始真的會很緊張！來參加考試的考生，看起來都很強，讓你會覺

得害怕…。但在面試的過程中，教授們都不會太嚴肅，所以放鬆把自

己最佳的一面表現出來，你就成功了！ 

 

運動藝術學系（招考種類：街舞－FreeStyle） 

（一）提供人：201××  陳（105 級） 

1.學測成績：（※採計五科成績，佔總成績 10％） 

科 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 績 6 4 2 7 5 24 

2.術科考試：（※佔總成績 70％） 

（1）考試項目： 

項 目 成 績 

FreeStyle 80 

（2）準備方向： 

「造型」一定要用心準備，妝也要專業，不要瞎瞎的！ 

3.面    試：（※佔總成績 20％） 

（1）過    程： 

           T1  T2  T3  T4  T5  T6  T7 

     

           S 

           ※現場跳完，直接面試，不會太久。主要都是坐在最中間的那位教

授在問問題，如果他對你有興趣，就會問比較多問題；其他旁邊

的人，都不會講話。 

（2）題    目： 

    你住在哪裡？ 

你的「造型」…。（※因為我的「造型」比較用心，所以就問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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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的「造型」有關的問題…） 

…。（※我完全沒被問到有關於「跳舞」的問題，被問的幾乎都是

生活化的問題） 

      （3）準備方向： 

          到本系面試，通常應該是會被問到：「選這首歌的原因」、「編舞

的概念」…。雖然我沒有被問到，但是多少還是需要準備！ 

4.感想與建議： 

（1）報考 Old school－Locking、Old school－Popping 以及 Old school－

Breaking 等 3 個組的，要多聽音樂，訓練臨場反應。報考 FreeStyle

組的，一定要知道自己專長舞風。1 分鐘很短，一定要想辦法把 1

分鐘塞滿精華；舞一定要自己編，找老師編會被「說話」！ 

（2）「北市大體」要的是「進去以後，會讓學校更好的人」，而不是「進

去以後，讓自己變得更強的人」；所以一定要有充份的準備，才能

被錄取。因為考的人多，只錄取 10 個，真的很不容易！  

 

3 陸軍軍官學校 

社會組 

（一）提供人：314××  吳（106 級）                         ※正取 

      1.共同科目成績：（※採計「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四科成績，

佔甄選總成績 100％）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成績 12 9 4 13 6 44 

2.智力測驗：（※不佔甄選總成績） 

        採用「線上作答」方式，作答時間 50 分鐘。未達 100 分以上或未完成

作答者，不予錄取。成績不計入總分。 

      3.生活與情緒適應問卷：（※不佔甄選總成績） 

4.口    試：（※不佔甄選總成績，但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才合格） 

        （1）過    程： 

           T1     T2  

                           

   S 

            ※先至「報到處」報到，會有學長帶領至休息室等候，時間到了

學長會唱名，再到隔壁的面試場地進行面試。 

（2） 題    目： 

           簡短的「自我介紹」。（※我比較直接，說完家庭狀況後，馬上

講想報考本校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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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想唸「軍校」？你的家人是否贊同？ 

除了「陸軍官校」之外，你還報考哪些軍校？ 

你的「學習能力」與「體力」是否能適應軍校生活？ 

你平常是否有參加一些「運動性」的社團？ 

將來你如果來唸了軍校，該怎麼安置你的家人？（※因為我爸爸

身體不適，需要我的照顧…） 

        （3）準備方向： 

           《智力測驗》要及格很簡單，只要上網查詢軍校歷屆《智力測驗》

的試題，或是到書局買有《軍校智力測驗》的書籍來參考就可以

了。「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的網站也有「智測系統」，可以多進

去練習考古題。 

           面試的教授們都很親切，整個過程像在聊天一樣，不用太緊張。

但要表達清楚自己的想法，不要支支吾吾或含糊不清…；聲音要

大一點，表現出自己的自信。這些在平常都可以訓練的。 

5.感想與建議： 

（1）軍校的面試，並不像一般大學一樣，會問一些奇怪的問題；相反

地問題都很直接，所以不用特別擔心。面試的服裝需要正式一點，

不要太花俏，更不能不整齊，例如：襯衫配深色長褲（男生），

女生我比較不清楚，應該也是類似。至於能不能穿學校制服去，

我個人並不確定，但我當天去是有穿。儘量穿自己正式的服裝。 

（2）報名方式：網路報名與通訊報名。網路報名不用多說，需要注意

的是通信報名，需要自備「信封袋」，大信封在網路報名之後可

自行列印，要在規定時間內，以限時掛號的方式送出去，盡量別

拖太久。 

（3）需繳交資料：《體檢資料》、《學測/統測成績單》、《智力測驗

成績單》、《學生證》影本及《身分證》影本。其中《體檢報告》

只要報考軍校一定要先體檢，具體時間可自行查閱（如果沒過標

準是不能報名的）。《智力測驗》也是在報名前考，時間自行掌

握，沒達標準可補考，但要盡快。「報名文件」有多少就寄多少

（越多越好），如果可以，就把它們裝訂成冊。《自傳》最好是

自己寫，內容盡量別太模仿網路上的。（※可能會被問到問《自

傳》內容） 

（4）因為「陸軍官校」位於「高雄鳳山」，交通比較不方便，在此建

議：未來如果要考偏遠的軍校，一定要事先知道地理位置及交通

方式。萬一沒辦法準時報到，一定要事前通知對方學校。之後如

果有人想要報考軍校，可以上網參考該校的「招生簡章」、輔導

室的資料、或是直接去詢問輔導教官。 

 



臺北市士林高商輔導室編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