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名 系名 問題內容

大同大學 材料工程學系

＊唸一段英文短文並翻譯。

＊用英文回答問，題目：自己最擅長的科目（英文）。

＊如果生活中家用電器使用的交流電全部改為直流電會有什

麼問題及困擾？

＊在固定電壓下，分別串聯及並聯相同規格的燈泡且燈泡數

相同，何者比較耗電？如果改成分別通入相同的電流，何者

會比較耗電？

＊化學：畫出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的分子

結構式。

大葉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德

文組

＊自我介紹 (英文會比較好)。

＊學德文對現在資訊化世代有什麼幫助。

＊對德國的了解。

＊選系動機

大葉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自我介紹＊生活有許多不良設計的商品，請舉例

＊你覺得設計要以人為樂以人為善 以人為惡 以人為利<哪

一個?

＊你同意達爾文的物競天擇說嗎?

＊你覺得設計師要有什麼特質(國際觀，對大多數的人)?

＊對於工業設計或教授有什們問題要請教嗎?

中山大學
管理學院(管理

組)

＊三十秒自我介紹

＊說說你有什麼缺點？如何改善？

＊一分鐘自我介紹。

＊用兩個成語形容中山大學的優缺點。

＊你對於ECFA的看法？你贊不贊同？

＊對於大陸觀光客的看法？你認為如何管理比較好？

＊高雄市設立自行車道，你的看法？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對於消費卷的看法？影響？贊不贊成發放第二次消費卷？

＊你看過什麼管理書籍嗎？

中山醫學大

學

應用外語學系日文

組

＊日文簡短自介。

＊還有報哪所?如果都上你會選哪所?

＊高雄那麼多學校，為什麼選擇我們學校?

＊對日本文化的看法?

中央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你如何學習英文和數學？

＊在學業表現上最好的科目？為什麼？

＊高中三年印象最深刻的事？

＊（針對個人）你就讀高職？怎麼會來考普通大學？

中原大學 應用數學學系

＊自我介紹(展現個人特色)。

＊現場抽籤解題:還有選系動機、選校動機、是否選填其他學校

等問題

＊(-1，3)跟(3，3)成一直線，線上一點(4，k)求k值?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

學系

＊一分鐘的自我介紹＊報考動機。

＊英文：1.唸一段英文短文並翻譯之。

        2.用英文回答問題，題目：請明確的介紹一下自己

的學校（英文）。

＊數學：排列組合的問題（塗顏色）。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

＊都問備審的問題

＊你讀中山工商?就是那個排球很有名的?

＊你最喜歡什麼科目?＊還報什麼科系?＊本系的課程?

中原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  中文自我介紹＊  個人特質、優點。

＊  談談你的成績。

＊  中山工商在哪？在高雄私立學校的排名如何？高雄國立的高

職有哪些？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

系

＊用英文自我介紹。

＊你哪個科目比較好?哪個比較爛?

＊你為甚麼選我們學校?

＊第一階段通過哪幾間學校?什麼系?已經面試幾間了?

＊你把我們學校放在第幾志願?上了會來讀嗎?讀了會轉系嗎?

＊我們有個學生也是中山工商的，你認識嗎?

＊怎麼來的?

＊有什麼問題要問教授嗎(舉手提問，限1人)?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系設計組

＊請簡單介紹你今天的服裝  ＊為什麼穿這樣? 平時的穿衣風

格?

＊2分鐘自我介紹  ＊最喜歡的動畫?

＊時事題，最近有間設計公司在高雄立足，你們知道嗎? (時事

題)，有人知道嗎?

＊你們提的都與動畫有關，為何不選他校動畫系?或是選本校動

畫系？

＊一個好的設計?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你對元智的看法？你對藝設的看法？對自己深入的剖析。

＊你們對教是裡面的裝置哪一個有興趣，為什麼？

＊你們甚麼時候來北部的？和誰？你弟弟多大？

＊南部也有學校，為什麼選擇元智？

文化大學 法律學系法律組

＊自介、選系動機、未來規劃、是否有其他系。

＊自介、不適合法律系的原因。

＊是否有其他學校。

＊(因為是熱音社，問鼓、主唱、吉他、琴，何者最像法律系)。

文化大學
法律學系財經法律

組

＊選系動機、是否有其他系(像聊天的形式)

＊動機、自己的特質、自己在補充英文自介

文化大學 法律學系法學組

＊申請動機＊為什麼數學考不好？

＊畢業想從事何種行業？＊有報其它學校的法律系？

＊讀書計劃※還有其它問題嗎？

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從高雄來的嗎？

＊住飯店？

＊為什麼會選我們學校？

＊看圖說故事(4張圖)。

＊天氣問題對你會不會有影響



文化大學 國貿學系

＊中英文（分2關）。＊英文→抽題目。

＊中文→家庭、志工、有無報考其它學校  （沒有自我介紹）。

＊學測考幾級分？ ＊高中三年來最有成就感的事？

＊高中較優以及較劣的科目？ ＊為什麼想來我們學校？

＊除了上課時加強英文，你還會用什麼方式加強英文？

＊未來讀書計劃？

＊你覺得自己的什麼優勢或特質？

文化大學 哲學系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駭客任務」？

＊如果你在那種世界裡，你如何知道或不知道你存在於哪種世

界？

＊認識／不認識自己的定義。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

系

＊抽題目(A.B場各4分鐘，2位嚴肅的教授，一位助教，小教

室)。

  1.印象最深刻的廣告(平面)。

  2.進入大學前有什麼規劃。

＊延伸題

--(夢騎士廣告)—他的廣告與公司的業務並沒有直接關係，你同

  意這個看法嗎?

台中教育大

學 數位內容科技學系

＊為何填報此系?

＊會寫程式嗎?

＊技術不錯，為何不報科大?

＊未來需要寫程式，有信心嗎?

＊介紹一下自己的作品

＊未來想做什麼工作?

＊最後剩30秒，有什麼要補充的嗎?

＊作品集的圖是用什麼軟體作的?進入學校，除了讀書想最先做

什麼事?

台北市立體

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學系

＊近期最新或影響大的運動時事進行討論。

＊對健康促進進行討論(第一部分，共八分鐘，採小組討論)。。

＊以一分鐘個人做結，有投影片(上面有題目)。

台東大學 教育系

＊家庭背景＊備審資料是自己做？用哪些程式？

＊你覺得當老師需具備何種特質？

＊英文自我介紹＊你最喜歡哪個老師（用英文回答）

＊你有怎樣的經驗？這對以後有何幫助？

＊少子化問題，你還想讀教育？  ＊參賽經驗。

＊你有怎樣的特質要讓我們錄取你？

台南藝術大

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學

系

＊依序簡短自我介紹。

＊對你來說畫畫是什麼?

＊照你們這樣說，以後怎麼以此為生?(因為我們的回答不約而同

都是:溝通的媒介、抒發的管道等等)。

＊你們有沒有報考北部的學校?和我們學校的差別?

＊未來畢業後有沒有什麼打算?

＊你不是美術班的，作品集都怎麼準備的?(我身邊三位都是美術

班的)

＊你為什麼穿這樣?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

系

＊請說說你創作的動機。

＊我知道你是從高雄來的，可以說說南部與東部的不同嗎?

＊可以談談你最喜歡的書嗎?為什麼?

＊在未來你希望能從事何種工作?

＊請用一種動物形容自己。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

系

＊請你說說印象最深刻的展覽或參訪文化的相關經驗

＊你有想過從事什麼嗎?你有過什麼夢想?

＊你有什麼問題想問我們嗎?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為何選擇外文系？

＊有沒有讀過文學作品，例如小說或詩?

＊擔任創世志工時做了什麼?

＊為什麼想來我們學校?

＊你說你來自高雄，那你有沒有申請高雄的校系?

＊如果你被我們學校錄取，你會來嗎?(因本人有申請義守，教授

覺得如果被義守錄取，學生會選擇義守而不會選亞洲)。

＊因備審有放小論文，所以有被問到小論文的題目。

＊你有什麼問題想問?

＊對本系的了解

＊本系除了語文能力還包括文學，你喜歡文學嗎？

＊是否只選擇本校＊社團的經驗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為甚麼想讀幼教?

＊還會繼續進修英文嗎?

＊幼教與國企妳會如何取捨?

＊你明明選文學系較幼教系多，為何選了幼教？

＊如果南華、佛光、亞洲都錄取你，你還會選擇我們嗎?

＊你父母知道你選擇幼教嗎？他們的反應？

＊才藝表演－我是說故事的，但只有一分鐘，到最後我也沒說

完。

＊高中學商，為什麼不繼續念商？

＊醫管和幼教會如何抉擇？

＊為什麼在明道大學選中文系？

＊父母同意妳到中部念書嗎？

＊現在已是少子社會，你認為幼教有什麼發展？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1分鐘自我介紹（只要姓名、住址、證照….）。

＊你還有報哪些學校？＊還有什麼問題要問？

＊如果文化和亞洲都上，你要來讀嗎？

亞洲大學
休閒管理系與旅遊

事業組

＊為什麼報本校休管？

＊還有報什麼學校？如果都上了你會選哪間？

＊休管畢業後要做什麼？

＊用英文形容一下今天的天氣。

亞洲大學
財經法律、科技法

律

＊美國遊學團。

＊行儀比賽。

＊法官、書記官、檢察官三合一問題。

＊財法、科法選哪個？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理學系

＊你的備審有英文閱讀心得，可否英介？

＊你還有上什麼校系？

＊你為什麼選擇本系？

＊你所報的科系是需要細心的，但是你還有什麼特質適合本系？

＊為什麼選亞洲大學?

＊第一階段錄取了5個志願，你如何決定?為什麼?

＊醫管和幼教何者優先?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自我介紹。

＊問和其它報考學校比起來，你比較喜歡哪一間？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自我介紹＊你有到校園參觀?最喜歡哪裡?

＊為什麼要選這個系，還有選擇哪些系?那你會如何選擇?

＊讓你進入的話，你一定會就讀嗎?

＊專業科目：你往後想往哪方面發展?從事什麼工作?

＊視覺傳達:放投影機，選出作品的作者。

＊現在有10件作品.3天內要完成.但是不管你多努力都無法

完成，請問你要如何解決？

＊曾經遇到甚麼挫折最印象深刻。

＊你對我們系了解多少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
＊Q：0.1.2.4.6.9.12，□→？

＊空問概念＊圖案推理。

亞洲大學 心理學系

＊簡短自我介紹（大約一分鐘）。 ＊級分數 。

＊高中印家最深到的活動。

＊就讀此科系，父母贊同or不贊同。

＊為什麼會讀心理系。

＊還有報其他什麼學校＊還有什麼問題要問教授。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

＊自我介紹3分鐘  ＊申請動機找問題問

＊父親在做什麼    ＊還有申請什麼學校

＊在班名次最後一名，為何學測成績47級分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系

＊就備審裡提到，你是英語資優班又曾參加政大的廣播電視營，

為什麼不選擇語言和傳播的科系？

＊何謂社工？＊妳報了其它什麼校系？妳的排序？

＊妳覺得妳有什麼優勢值得我們錄取妳？

亞洲大學 保健營養系

＊你對於生物、化學感興趣嗎？

＊你對於化學中的實驗課中的理論有想要理解嗎？

＊如果你錄取我們科系，那未來你想走哪方面學程？

＊父母對我們學校評價如何，有何需改進的？

＊自我介紹(含英文)。＊你讀化學的狀況。

＊為什麼現在都會把奈米和妝品做結合。

＊什麼東西會和奈米做結合。

亞洲大學 財務金融系

＊保德信志工是什麼?

＊你申請了實踐會計、亞洲財金、長榮會計、長榮國企，為什麼

送這麼多?範圍那麼廣?

＊如果你錄取了，有什麼打算?



亞洲大學 會計資訊系

＊請自我介紹＊對本系的了解？

＊為什麼選填本校？

＊若全部科系都上，是否選本系？＊申請動機？

＊對證照了解多少？

亞洲大學 資訊科學系

＊申請動機？

＊自我介紹30秒

＊最愛哪個課程？

＊有些報考其它、若皆有上要選哪個？

＊平常都做些什麼？P.s他會拿走別人一份備審資料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系

＊對亞洲大學有什麼感想？＊與家人相處如何？

＊什麼是生活競賽？

＊如果銘傳跟亞洲都上了，選哪個？為什麼？為什麼選亞洲？

＊為什麼要讀亞洲？

＊我們系有什麼讓你想讀的原因？

＊備審有老師指導嗎？（教授直接說：「中山每次來時，備審都

做的很棒！」。

＊資傳和數媒你要選哪個？

＊長榮與開南的特色？  ＊自我介紹。

＊你還有報什麼科系。  ＊你擅長的科目。

＊英文自我介紹。 ＊我們科系和其他科系，你會選哪一

個。

＊你認為我們學系在電腦方面會學到什麼。

＊聽你的英文自我介紹中，可以知道你未來想從事**行業，那你

認為需要具備什麼條件。

亞洲大學 資訊與通訊

＊你是怎麼來亞洲的？

＊還有報哪問學校？什麼系？

＊上了到開學這段期問有什麼規劃？

＊有關自傳內獎狀的問題＊有無在運動？

亞洲大學 數位媒體設計系

＊姓名、自我介紹、會什麼電腦軟體，除了office之外的有什麼

特殊專長、跳舞、等等、有自己的blog嗎？

＊你怎麼排版，是用原本的表格樣式還是自己設計的？有閱讀過

什麼設計類雜誌，喜歡哪個設計品牌，哪個大師，為什麼？

＊接著用投影片播放前面幾張是一些大師的作品要問你作品名稱

，誰的作品，後面是邏輯、與空間概念未來的出路想怎樣？

＊創意思考，水跟火撞在一起會形成什麼

＊如果要給作做一部動畫，你會怎麼構思？

＊一個50元硬幣一張100元鈔票會讓你想到什麼？or一個圓形和

一個正方形合在一起會想到什麼？

＊對上一階段哪些部份有懊悔的部份？

＊如果要從三位學生中錄取一位說說你們的優點還有申請哪些學

校哪些科系？

如果亞洲上，還會去其他學校面試嗎？＊為什麼要讀我們學校？

＊你有填不一樣性質的學校，為什麼？

＊你有填亞洲的資傳和數媒，如果你兩個都上了你會選哪一個？



明道管理學

院
光電能源系

＊最值得提的人是誰？為什麼？

＊最喜歡的科目是什麼？

＊印象最深刻的高中活動是什麼？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為什麼選中文系？

＊英語研究社的內容？

＊面試前一天在做什麼？

＊最欣賞那個作家？最喜歡他那本書的哪段？

＊筆試：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申論《孔子·為政篇》

東海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如果你是一位政府官員，要在ABCD這四個地方蓋高中，你選哪

一個地方?為什麼?請你說服教授。

＊你對我們「日本語言文化交流」的文化定義了解多少?

(要在空白紙上作筆記)1-2mins之後到面試教室裡，教授會一直

圍繞著那個主題問問題，有時教授會對你的意見發問，或是請你

說明對別人的看法。

東海大學 哲學系
＊四位教授＊念英文4~5行。

＊自我介紹。＊問備審。

東華大學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

士班

＊你會不會說族語（用族語問）。

＊哪裡來的？＊父母親是什麼職業？

＊成績為什麼越變越差？

＊用英文自我介紹＊花多少時間準備（用英文問）

＊什麼是indigenous？（用英文問）

金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

系

＊一人一分鐘自我介紹。

＊對本系的了解。

＊個人數學能力。

＊問教授一個問題。

金門大學 建築學系

＊五分鐘自我介紹。

＊本校建築系讀幾年。

＊建築系偏理工科，文學的你會如何應付。

＊在道場裡你學到哪些東西。

金門大學
國際暨大陸事務學

系

＊自我介紹。

＊為何想進入本系?

＊對我們課程有什麼了解?

＊未來想從事哪種行業?

＊從外籍學生身上學到什麼?

＊唸一段英文來聽聽(看你有什麼專長，他們會教你發揮一下吧

我想)

金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學測幾級分?英文的級分?

＊為甚麼選我們系?

＊曾拿到什麼英語證照?

＊取得GEPT中級了嗎?

＊覺得最難的是什麼證照?

＊畢業後想做什麼?

＊為何想成為國際海外志工?

＊對於飢餓30的經驗、看法、影響 ？

＊你認識力克胡哲?他帶給你什麼影響?

＊你曾經當過女童軍，有何影響?



金門大學 護理學系

＊中山工商是職校或...？

＊備審資裡面的活動心得？

＊是否對護理"辛苦"的工作了解？

＊高中自然成績普通，對自然有概念？

＊高中就讀社會組，自然比自然組差，怎麼加強？

＊與誰到金門？

＊為何選金門？

金門大學 觀光管理學系

＊你還有選其他系，會來我們系嗎?

＊為甚麼選應英?學英文的用途?

＊考取什麼與觀光相關的證照?打算考取什麼語言方面的證照?

＊出國遊學的方式是寒暑假去，還是其他?想去哪?

＊備審所附上的報告(地理PPT、專題)都是團隊合作嗎?

＊在中山大學資訊管理營學到了什麼?(課程方面)

＊你曾看過力克胡哲的書也聽過演講，他帶給了你什麼影響?

＊楊百翰大學演唱(我提及中山特有的國際文化季，將文教所舉

辦的活動

  作結合)

＊談談行儀比賽，那是什麼?

＊備審後面的料理作品是你煮的嗎?在家或學校?為甚麼會煮?

長榮大學 休閒管理系

＊自我介紹。

＊為何選擇本系?

＊為何選擇長榮大學就讀?

＊比別人更適合本系的原因

長榮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讓同學了解系所要學哪些東西以及未來發展。

＊參觀校園、系所特色教室。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筆試 : 中英閱讀、寫摘要。

＊聽、說 : 聽力測驗、口說測驗(自我介紹、故鄉特色、與親人

的回憶)。

＊英文文章摘錄(100字)。

＊中文文章摘錄(150字)。

＊英文聽講(listening&Speaking)。

＊中文寫作:請寫出你在大學時的計畫或對自己的期盼。

＊英文閱讀測驗(要求做英文摘要):內容有關核能發電廠要蓋與

否。

＊英文閱讀測驗:禽流感的新聞。

長榮大學 護理學系

＊除了到醫院院當護士，還是可在哪裡工作？

＊對護士最近抗議的看法？

＊有兄弟姐妹嗎？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你有參加過英文歌曲比賽，有得名嗎？

＊可以現場唱一下嗎？＊還有報哪一個學校，最想上哪裡？

＊為什麼想讀大傳？

長榮大學 科技工程與管理系

＊請解釋全國奈米科技創意應用競賽的過程＊解釋遠哲科學競賽

過程

＊如何加強數學？

＊為何就讀高職學校，而非公立高中？＊讓學校錄取你的原因？



長榮大學 健康心理學系

＊一分鐘自我介紹＊當你未來面臨挫折時，你會怎麼辦？

＊如果順利進入我們系，請問你未來會選擇什麼出路？

＊你的數學能力不太好，我們都課程有微積分，要如何克服？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企業與一般企業有有什麼不同＊介紹一下中山工商。

＊ 約等於？＊y＝X2是直線還是曲線＊若是曲線則開口向上

還是向下

＊英文自我介紹兩分鐘＊還有沒其他學校的什麼系？

＊從備審資料裡問問題＊為什麼會報考本系＊大三通過Taiwan經

濟有什麼

  影響？＊大三通有哪三通？

長榮大學 會計資訊系

＊你是從何得知有關於會計？

＊你家鞋店多大。

＊對於收支平衡的概念，如何？

＊你喜歡會計嗎？

＊大學都是原文書，你的英文如何？？

＊就讀意願高不高？

＊為什麼想來讀會計？

＊你的英文還算有點突出數學考那麼爛，還來報會計？

＊有申請哪些學校，科系？

＊一天的讀書時間？

＊成大的校園更大為什麼不去報？

＊面試怎麼準備？

長榮大學 醫務管理學系

＊用三個句子介紹自己，為什麼選擇長榮醫管？

＊你認為醫院該不該營利，講原因。

＊什麼是醫務管理？醫院有哪些工作是醫管的範圍？

＊大學4年，你要辦一個腳踏車環島，要如何規劃?

＊醫院需要資金來蓋新的大樓、設備，你要如何幫醫院籌錢?

南華大學 文學系

＊可以請你說說參加「慈愛社」的動機嗎？

＊你的閱讀心得寫得很豐富，可以介紹其中一篇嗎？

＊我看你和家人相處得不錯，怎麼會對卡夫卡、魯迅這類的作家

有興趣？(可能覺得我的個性跟文學的屬性反差太大) /對教授要

有禮貌之外，看到學長姐也要問好/面帶微笑/雖然教授有一份備

審，但是建議最耗多帶1-2份，不用彩色，黑白即可/。。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 ＊自己會擬什麼樣的遺書內容？＊自己想要什麼類型的葬禮？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

＊自我介紹（中文，英文）。

＊有無寫過程式＊對電腦有什麼認知。

＊請問你對我們校系有沒有什麼問題？

屏東教育大

學
特教系

＊為什麼讀高職？

＊報考動機＊對他們的那項課程最感興趣？

＊4年後出路＊如何紓解壓力？

＊老師有幫忙輔導你面試嗎？＊3個優點

2



屏東教育大

學

應用科學與推廣

學系

＊你平常都從哪邊得到科學資訊？

＊你曾經讀過軍校國中部，為何不繼續直升高中部？

＊本系的課程在學些什麼？

＊遠哲科學競賽比賽內容是什麼？得到哪些獎項？

＊談談你最有印象的科學實驗。

＊最歡的科學家是誰？

＊如果從本系畢業，將來想從事哪方面的 工作？

＊你在「Discovery」、「國家地理頻道」中，最吸引你的

是哪些單元？

＊試著說出「浮沉子」其中的科學原理？

＊請說說你對相對論的了解？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相對論？

＊「空氣砲」製作過程？用了哪些材料？怎麼知道誰的威力

比較強？「空氣砲」的訣竅在哪裡？

屏東教育大

學
應用數學系

＊請先畫出一個三角形，然後設它的邊分別為a、b、c，設

其中一個角度為α、β或γ，再來請寫出餘弦定 理；那請

問cos90°為多少，當cos90°與餘弦定理結合，可以推出什麼

，那把它化簡，會變成什麼公式。

＊那請問正弦定理的公式是?

＊請舉例1個排列組合的例子，那它有多少種組合?再舉出1

個生活上排列組合的例子，那它有多少種組合?

＊什麼是二項式定理 (因為我突然忘了，所以教授就出了一

個二項式定理的題目)，請寫出它的一般式。(ps.2關都是桌

上都有一張白紙，並且是每個學生都是算數學，沒有人不

同)

真理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日

語組

＊自我介紹(中文)。。

＊封面照片是你小時候嗎？

＊學術學程社會組是甚麼嗎

＊除了寫詩，你還有甚麼興趣

＊你還有報考哪間學校

＊假如我們錄取你的話，你能適應這個環境嗎？

國立台灣藝

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是甚麼？

＊你看過甚麼戲劇？

＊你為什麼要念戲劇系？

＊聲姿表情肢體(給你一張稿讓你表演)。

＊才藝表演(三分鐘，自己準備，建議不要唱歌跳舞，要突出一

點)。

＊即興表演(一分鐘，給三個關鍵字，自己編一個表演；我選擇

爺爺<奶奶>、夜店、眼鏡)。

國立台灣

體育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自我介紹2分鐘＊當過的幹部經歷。

＊備審資料是自己做的嗎?(請說明應用了哪些軟體)？

＊你是如何參加高雄縣的海報比賽?

＊說說奈米營的心得＊為何備審資料沒有先放特殊經歷、參

與活動。

＊你備審做的不錯，那你有考過電腦方面的證照嗎?

＊其他的問題大概都是從自我介紹裡發問，所以自我介紹很

重要!



國立台灣體

育大學
運動管理學系

＊自我介紹＊為什麼要取得備審資料中的證照？

＊對運動行銷的認知（因為我有說我是因為運動行銷才報考

的）。

＊從公立普高轉到私立高職對這樣學測分數覺得如何？

＊學測最高是哪一科？英文幾級分？

＊何謂運動管理？

＊如果我是一位球團管理人員，要如何管理這項運動或相關賽

事？

國立屏東教

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你除了報這個系還有哪些？這些科系差別那麼大，為什麼選擇

幼教系？

＊你目前沒有和孩子24小時相處過？你小孩哪個地方很討厭？

＊如果有一個小孩在哭，你要如何做？那如果是一群小孩在哭

呢？

＊你說和小孩像一家人？那就是沒有把你當老師囉？那你要怎麼

辦？

＊有一堆吸管，你會如何應用在教學上？你剛才是針對數學方面

，那有其它的用法嗎？

＊你懷疑有一個小孩有過動傾向，你會如何做？如果你經查證就

定那小孩真的有過動傾性，那你又會怎麼做？

＊說故事－現場抽題，思考20分鐘，講三分鐘－一個難忘的夢境

(剩30秒

  按 一下短鈴，剩10按長鈴)。

國立屏東教

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在你成長的過程中，有無讓你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你曾遇過甚麼樣的挫折？

＊看過甚麼影片或書籍

＊錄取你的三個理由？

＊小論文(50分鐘)：自訂題目→甲學者：「教育無他，為愛與榜

樣而已。」乙學者；「教育不是只有愛而已。」，試對此兩位學

者的主張做出評述。試寫出此兩位學者看法的關係，引申出特殊

教育教師應具備哪些條件。

國立屏東教

育大學
教育學系

＊綜合高中的定義。

＊有無認識的教育學長。

＊給我錄取你的理由。

＊你認為你有甚麼特質當老師(舉三個例子)。

＊如果我們系和特教系你都被錄取了，你會選哪個系？

國立海洋

大學
水產養殖科系

＊你養的魚是什麼科的？

＊你所知道的養殖最主要是養哪些？怎麼養殖？

國立海洋

大學
通訊與導航學系

＊請自我行銷＊中山到底在哪裡?

＊知不知道最近的國內外大事?

＊依據學測成績不同會談不一樣的內容。

＊朗讀並翻譯一篇英文(有長有短)＊你的英檢中級如何?

＊火箭是如何升空的?＊火箭的構造如何?＊微積分?
國立暨南國

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讀書習慣。

＊讀過的書和參與的活動對你的影響。



國防大學理

工學院
環境資訊與工程系

＊自我介紹（兩分鐘）＊報考動機（意願）。

＊你瞭解軍校有體能的要求嗎？

＊假如在軍中你被孤立排斥時，你會怎麼做＊你如何擴展你的人

際關係。＊對於這科系的瞭解，請說明一下（ex未來有什麼相關

工作）。

淡江大學 西班牙文系

＊Can you tell me your goal?(英文面試)。

＊Which ability that you think is an interpreter need to

have?

＊為什麼你好像沒考甚麼證照？

＊我們現在並沒有要求學生寫小論文，你為什麼要寫?(同上一題

的教授)。

＊你會如何讓自己追上其他同學？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為什麼想選擇我們學校？

＊你為什麼想考學測？因為我看你的資料好像是高職生。

＊你能秀一段法文嗎？(不管哪個外文科系，我建議都要先準備

一小段)。

＊你還是想成為一位翻譯嗎？

＊你想來台北讀書嗎？

＊你還有報考哪間學校？

逢甲大學 水利工程資源保育

＊平時有看什麼課外讀物?＊平時讀書讀幾個小時?

＊家人對你有何期望?

＊水利的工作要到戶外測量，要跋山涉水，你能勝任嗎?

＊水利工程對鹽水溪有何影響?

＊在台灣學英文最大的障礙是什麼?

＊鹽水溪的以前和現在有什麼不同?

＊你們家有幾個人?每人一天用幾公升的水?哪一天用最多水?

＊一立方公尺是多少立方公分?＊一度水是幾公升?

＊你家鄉附近有什麼水庫?

筆試題目：

＊水資源節是哪天?＊水庫為何蓋在河川上游?

＊什麼是河川「優氧化」?＊吳郭魚多對河川較好還是較不好?

＊台灣河川有何特性?例舉三種。＊森林砍伐有哪些後果?例舉三

種。

＊西部沿海颱風對台灣有何災難?例舉三種。

＊舉三種節約家庭用水的辦法。＊哪三種氣體會造成溫室效應?

＊如何有效節約家庭用水量?＊為何豪雨過後，自來水無法供應?

＊台灣年平均雨量是多少公釐?＊台灣降雨有哪三個途徑?＊一度

水多少錢?

＊台灣自來水的主要來源?

＊物理(選擇、填充、簡答、計算)

逢甲大學 光電學系
＊物理（光線折射、反射，司乃耳定律，角動量）

＊英文（自我介紹、英文對話）＊數學問題（三角函數）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

學系

＊自我介紹〈中、英文都要準備〉＊飛機構造＊白努力定律

＊三角函數相關問題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英文問題（單字、句子意思）

＊自我介紹＊數學問題（機率、球場座位、邏輯）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不

分系

＊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英文，閱讀一段短文，念出來並翻譯＊數學，向量的定義

，兩個

  向量怎麼相乘？

＊物理，速度和速率有什麼不同，單位是什麼？

逢甲大學 運輸管理系

＊從備審資料裡面提問。

＊大多數以運管的部分有關的，比如：對於高捷的看法，高鐵對

台鐵影響（並無專業問題）…etc盡量談跟運輸有關的。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學系

＊自我介紹〈中、英文都要準備〉。

＊依照你的備審資料出問題。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

＊報考動機。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的定義。

＊本系的的課程內容？

＊微分。  ＊你的優缺點？

＊你家到這多少km？＊你的讀書態度？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一篇英文，英文念一次中文翻譯一次。

＊報考哪些科系？  ＊爸爸工作。

＊定義一下本系。  ＊有什麼問題？  ＊對消費券的看法？

逢甲大學 都市計畫系

＊英文自我介紹。＊申請動機。

＊報考哪些科系？

＊如果從外海游到一個島，會注意島的哪些地方？

＊說一個笑話。   ＊封面做得很好。

＊定義一下本系。  ＊有什麼問題。

逢甲大學 運輸科技管理系

＊你家住哪？＊你家附近有什麼交通工具？

＊你出去玩都搭什麼？＊公車、火車、捷運有什差別？

＊你認為交通所帶來的方便？

＊你籃球打什麼位置？哪招最強？

＊你家附近有什麼好吃的？

＊交通的定義？ ＊高捷的優缺？

＊你的優點＆缺點？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爸爸的工廠對環境造成的問題？

＊報考哪些學校？＊讀書計書的英文？

＊特殊經歷的英文？

＊自我介紹＊報考哪些科系？

＊最擅長的科目 ＊本系英文名稱

＊全球暖化英文 ＊定義一下本系

＊如果環工和資工上了，會讀哪？

慈濟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本系有文學和語言學，你會想去哪一門？

＊如果你可以成為一種車，你會想要變成哪種車子？

＊如果你可以寫一本小說，你會寫哪一種小說？

＊如果你可以成為故事裡的一個人物，你最想當哪個人物？

＊請問我們要如何減少臺灣的垃圾量？如何讓大家能夠擁有一個

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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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工業管理學系

第一關英文面試

＊自我介紹。

＊唸短文並翻譯。

＊未來想成為什麼？

＊為何想讀義守？

＊美國遊學去了哪裡？

第二關＊備審是用何種軟體做的？＊平時用電腦做啥？

＊小論文的題目。

＊對於大學畢業英文檢定門檻有何看法？

＊未來規劃？

＊系上的教授哪些擅長品管？

＊高中與大學有何差別？

第三關最擅長的科目？講幾句英文來聽？第二擅長？

＊三角涵數解釋？機率解釋？今天如何到義大？行儀比賽是什

麼？英文取得

  哪些證照？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理學

系

＊為何申請本校？

＊你還有申請哪間？

＊最近有關心什麼時事嗎？

＊報考動機＊除了家人及師長外，還有誰影響你最深？

＊30秒自我介紹（中文）

＊就讀本系後，你最想鑽研哪個領域，為什麼？

＊為何選讀本校？＊英文自我介紹30秒

＊給5個國家城市名字，要說出分別是哪些國家的首都？

＊台灣總統？行政院長？美國總統？當時選舉與美國總統敵對的

事？美國總統是哪一政黨？

＊從本校系畢業後有何打算？

＊是否做過以本系相關的事務？舉例說明＊你認為本系在學習什

麼？

＊簡單介紹你的學校？

＊過去有什麼令你印象深刻的事？

＊在學校曾參與什麼令你印象深刻的活動或比賽？說明內容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牛頓三大定律基本定律

＊筷子插入水中，會像折斷的樣子，是什麼原理

＊老花要戴什麼鏡片？

＊警鈴速率應該一樣，但越遠越慢，越近越快，是啥原理？

＊用三個英文單字形容自己

＊What＇s  ＂vivid＂?<因為我有說到>

＊有啥興趣，以支持教授錄取你

＊知道我們系的教授嗎?那上一個教授是誰，教什麼科目，

那我是誰，教什麼科目?

＊自我介紹    ＊報考原因

＊<翻備審>喔~你之前有參加過高醫生物營

＊還報哪些科系？兩者的差別，之後會選哪?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理

＊自我介紹(中英)

＊念一篇英文文章

＊為何選擇本系?(中英)

＊為何選擇義守大學就讀?

＊是否看過本系的網站?對於本系的網站有那些地方是你特別喜

歡的?

＊對於雞排博士的看法?

＊喜歡課程安排的哪個部分?

＊為何想申請本校?

＊對於畢業門檻有什麼看法?

＊大學四年的計畫

＊未來出路

＊對雞排博士的看法?

＊4.30秒加分機會

＊please briefly introduce yourself

＊what personality suit for our department?

＊念英文短文並回答短文的內容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系

＊自己較弱的科目。  ＊對自己最有影響力的人。

＊念一段英文文章，分析文章 ＊WTO是甚麼。

＊用一句話描述你的高中。

＊說一件最近令你印象深刻的國際貿易的時事。

＊現在有多少單字量  ＊未來你想往哪方面發展。

＊說出三個理由讓我錄取你。

＊高中你參加甚麼社團？在社團時間，你們都在做甚麼活動？

＊平常怎麼充實自己的英文。

＊念一篇英文文章，並且分析此篇文章的內容。

＊自我介紹  ＊大學4年的規劃。

＊最後30秒加分。  ＊對於大學後的社團活動如何規劃？

＊出社會從事哪方面工作  ＊對雞排博士的看法？

＊用韓文自我介紹(加分)。   ＊唸2段英文文章。

＊為什麼本科系要錄取妳(用英文回答)  ＊最近時事？

＊有什麼興趣、嗜好？

＊有沒有看什麼課外讀物是有關商業的？名字是？

＊覺得一個國貿人員要具備什麼？

＊有沒有到我們網站去看過？那你看到了什麼？

＊對於北韓和南韓開戰，你覺得是否會影響台灣？

＊對大陸旅客來台的看法？

＊你的優缺點？曾遇到什麼挫折？

＊對打工看法？

義守大學 國際觀光餐旅系

＊有沒有服務人群的精神

＊閱讀過哪些英文課外小說或雜誌

＊如果進入本系後，如何克服全英文授課的困難？

＊為什麼選擇本校之本系？(中英)

＊說明觀光與餐旅的差別

＊未來想當什麼？

＊自我介紹 ＊唸一篇英文文章

＊問有關備審的資料



義守大學 會計系

＊一分鐘自我介紹。

＊英文自我介紹。

＊為什麼要讀會計。

＊遇到要求做假帳時該怎麼辦？

＊你最大的缺點是什麼？要怎克服？

＊有申請哪些學校與科系？如果所報的學校都中了，會選擇我們

學校嗎？為什麼？

＊為何想讀會計系？(中英文皆有問)

＊有認識的人讀義守嗎？

＊你同意做假帳嗎？

＊翻一句英文。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系

＊來自哪間學校？會說日文嗎？

＊用英文做自我介紹(連2關)

＊你偶上國我們學校的網站嗎？你對課程安排的看法如何？

＊為什麼選擇我們學校？上了會來讀嗎？

＊你知道我們學校有分「文化」和「貿易」嗎？想要選擇哪方面

的學習？

＊你選擇「文化」，以後的就業方向為何？

＊想必剛才前兩關的教授都有教你用英文自我介紹吧！那可以談

一下你的高中生活嗎？→用英文回答

＊有去過日本嗎？如果有日文演講比賽你會參加嗎？

＊你覺得你有哪個特質適合讀我們學校？

＊請問你的申請動機是什麼？

＊請用英文、中文自我介紹。

＊請問在社團有擔任幹部嗎？

＊你申請了哪些學校和科系？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該系課程內容包括？ ＊未來畢業後的計劃(工作)？

＊申請該系的原因動機？  ＊英文自我介紹？

＊進入該系後的讀書計劃？ ＊讀過哪本英文文學作品？

＊請問 linguist literature是什麼？ ＊有問題要問教授嗎？

＊你的休閒活動是什麼？

＊你想在我們系學到翻譯、文學還是教學的課？

＊有做過什麼校外活動嗎？

＊你瀏覽本系是用中文版還是英文版？

＊如果選隻動物來比喻你自己，那你會選？

＊在校有參加哪種社團？

＊你的興趣？

義守大學 醫務管理學系

＊你對醫管了解有多少？

＊未來想做什麼？

＊我們的課程上些什麼？

＊父母親是否支持你讀醫管。

＊假如上我們學校會不會來讀。

＊唸文章、翻譯文章、自我介紹。



義守大學 護理學系

＊問家人身體狀況，有病痛如何處理？

＊問有關N7N9禽流感？

＊身體有何系統？

＊大學分組報告若同學搭便車你該怎麼做？

＊紓解壓力的方法？

＊南部許多護理學分，為何來義守？

＊此系網站看到了什麼？

＊健康的定義？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人民幣進入台灣有何看法？

＊優缺點、自我介紹、備審相關問題？

＊有其他上榜科系為何不選？

＊學測成績  ＊自介個人特質、念文章

＊參與活動分享  ＊從哪裏來？

＊如果台灣與大陸合作交流，有何看法？

＊從哪可看出想要從事貿易？ ＊有出國的經驗嗎？

＊有參與過哪些社團？

義守大學 工業管理系

＊自我介紹、問備審內容。

＊哪裡畢業？高職是念電機電子分面，為何現在要走工業管理？

對本系的瞭解有哪些？為何要錄取你？

＊英文自我介紹。

＊念7句英文句子並翻譯＊參加過哪些社團？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系

＊  溫室氣體主要包含？＊  化工與化學的差別為何？

＊  溫室效應的主因＊  本科系的學習內容＊  簡述奈米技術

＊  半導體與金屬的特性＊  高中的生涯規劃

＊  英文自我介紹  ＊  翻譯一篇英文新聞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系

＊英文自我介紹。  ＊翻譯一篇英文新聞。

＊高中三年感想是什麼？

＊你未來對自己的期許和夢想是什麼？

＊考數學基礎題目＊翻譯英文句子

義守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總共40題選擇題、一題作文＊作文：若如果你想當一個人，你

最想當誰？

＊選擇題大致都跟孝古題差不多

義守大學 廚藝系

＊  簡單自我介紹。未來想學什麼？對廚藝系瞭解多少？

＊證照、未來出路、想開什麼店？

＊念一些有關餐飲的單字、英文自我介紹、簡單英文對話

義守大學 應用數學系

＊  自我介紹＊  什麼是質數？什麼是奇數？什麼是偶數？0是什麼

數？

＊  寫出任何一個曲線方程式。

＊  為何想就讀本校本系？未來想學什麼？

義守大學 醫務管理學系

＊自我介紹（大約一分半）＊英文自我介紹＊為何選擇醫管？

＊為何選擇我們學校醫管？

＊為什麼要唸大學？（教授用英文唸，學生也用英文答）

＊你想在醫療體系工作還是從事其他方面的行業？

＊你有何特質讓我們錄取你？

嘉義大學 中國語文系

＊自我介紹。

＊司儀經驗。

＊志工經驗－自己爭取或學校提供。

＊社團－對動漫很感興趣。

＊現場介紹南宋展(曾擔任南宋展志工)。



嘉義大學 森林暨自然資源系

＊唸一段英文文章並翻譯。

＊說出認識的樹種。

＊中山普通科與一般高中有何差別？

＊在校成績較高是什麼原因？

＊有沒有看過環保相關影片？

＊你認為Taiwan森林是否砍伐嚴重？為何？

嘉義大學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

理系

＊為何填報此系?

＊未來工作不清鬆，仍要就讀?

＊什麼社團?

＊除了PHOTOSHOP還會什麼軟體?

＊會寫程式嗎?

＊你認為什麼是數位學習?

＊有接觸過數位學習嗎?

＊本校設計課程較少，為何選擇本校?

＊何時接觸電繪?

＊FLASH學到什麼程度?

＊未來想當老師嗎?

＊對哪些課程感興趣?

嘉義大學 生物農業科系

＊報考動機，興趣、專長。

＊你認為台灣的農業有甚麼問題？

＊你覺得奈米可以跟農業結合嗎？

嘉義大學 林產科學系

＊你對本系的了解?

＊為何來報考本校系?

＊你看過的家具材料有哪些?

嘉義大學 英語教學組
＊你如何來？＊你對系上瞭解多少？

＊請用英文自我介紹。＊你如何學習英文？

實踐大學 科廣系

＊why did you choose this department？

＊你認為漫畫與科學要如何結合？

＊遠哲的問題：內容、過程＊你參加過的社團跟這科系有何關

連？

＊你做過什麼有關科學的玩具？原理？＊在社團中，你有何作

品？

實踐大學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

系

＊怎麼來本校？

＊對本系了解什麼是印象最深刻？

＊看過最近什麼新聞？描述一下＊高中最快樂的時光是什麼事？

＊為什麼要念風保？＊對賈靜雯婚變有什麼看法？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企業在學什麼。＊課程核心是………。。

＊為什麼會報考本系。

＊假如你在這所大學有報2個科系，會上那一個？

＊從備審資料裡問問題＊拿一篇英文剪報唸。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

學系

＊進到這所校園感覺如何?

＊你最能談心的人是誰?為什麼?

＊在高中過的快樂嗎?為什麼

＊有報考哪些學校?

＊你有什麼值得推薦比別人好的能力?(就是特質)

＊問一題數學。



實踐大學

(台北)
會計學系

＊簡單自我介紹2分左右。

＊我的自我介紹有說去美國(開始從此問起)？去幾天？都在做什

麼？我有說去發傳單(請我現場示範當時的情況)。

＊喜歡實踐嗎？喜歡會計學系嗎？

＊你選擇本系有什麼因素嗎？

＊教授：你說你對數學有興趣，請你背出你的手機號碼＆身份字

號碼

＊長榮-會計、銘傳-會計、北實-會計，有什麼差別？

實踐大學

(高雄)
國際貿易學系

＊簡單自我介紹。

＊每個人問一個問題。例:我們國貿系有全英語教學，你有何看

法？國貿系畢業出路有哪些？

＊唸一篇英文文章(隨機自己抽)。

＊貿易對海島型國家的重要性。

＊英文短文。

實踐大學

(台北)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

系

＊對於你不擅長的項目要如何改善?

＊為何要「民營化」?

＊朗讀一篇英文文章。

＊自我介紹。

實踐大學

(台北)

媒體創意設計學系

(創新媒體設計組)

＊自我介紹與補充自我介紹。

＊即興表演(要能夠盡量演出)。

實踐大學

(高雄)
金融管理學系

＊自我介紹。。

＊學測成績。

＊還有選其他學校其他科系。

＊怎麼來。

＊同學們都選哪間學校。

＊如何得知他們學校。

實踐大學

(高雄)
應用日文學系

＊問我還有填哪。

＊喜歡什麼語言。

彰化師範

大學
工業教育系

＊ 統測分數。   ＊ 介紹專題。

＊ 小論文題目（光纖中750HZ與800HZ能應用在何種場合？）。

彰化師範大

學
國文學系

＊為什麼不讀華文系要讀中文？

＊是不是以成績來選學校。

＊未來有甚麼規劃。

彰化師範

大學
體育系

＊  自由車專項問題＊  專攻項目＊  齒數比踩踏起來是哪種路程？

＊  術科：

(1)5分鐘80轉數以上迴轉(2)30秒全力衝刺(3)5分鐘恢復到正常

心跳。

輔仁大學 義大利語文學系
＊可以說說為什麼選擇義大利文？

＊這裡有義大利相關的圖片，你們可以說一下嗎？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你讀中山工商?是職業學校?

＊高雄也有很多學校有這門科系，為什麼來這裡?

＊你說你會關心別人，那有沒有考慮過讀心理系？

＊還報什麼科系?

＊本系的課程?那你覺得哪一科目比較困難?那你知道他是在

學什麼?

＊做過最印象深刻的實驗?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兩分鐘自我介紹。＊你覺得藝術和設計有甚麼差別。

＊你的作品集大多是電繪，那你在彩繪的部分？

＊你還報了哪些學校？

＊你學測考幾分？你覺得學科重要，還是創意重要？

銘傳大學 傳播學系

＊一分鐘自我介紹。  ＊為什麼想要報考我們學校。

＊如果正式錄取你後，你會有何規劃，想朝哪一個領域發展

＊對於自己面試打幾分。

＊最令你印象深刻的學校活動是什麼。

＊擔任志工的心得＊如果錄取你，會想來讀嗎？

＊給教授理由為何要錄取你。

＊你的人格特質有符合我們學系嗎？

＊對銘傳的了解？（抽籤）

＊畢業後出路？（抽籤）

＊月薪22000的助理導演或月薪50000的業務員，選哪個？為什

麼？(抽籤）

＊大傳的人格特質，你是否具備？

＊念傳播很辛苦，有可能會失業，為什麼還想念？

＊是否有看過傳播相關書籍、文章或新聞？

＊社團哪個印象深刻？

＊為自己面試打幾分？

＊來對哪一個部分最有興趣？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

＊不超過一分半鐘的自我介紹。

＊兩點式<直線方程式公式>＊歐姆定律的定義。

＊高壓電線需要比較粗或細？

銘傳大學

(桃園)
資訊工程學系

＊自我介紹

＊你多才多藝，為什麼要選資工

＊你會使用什麼電腦程式

＊你還填了哪些學校

＊抽一個題目(英文翻譯)

銘傳大學

(桃園)
應用日語學系

＊為什麼想選日文系

＊對自己的期許是?

＊行儀比賽?

＊最近閱讀的書籍?(最好是日本著作)

＊還有面試哪間大學?

＊其他大部分都是問備審裡的東西，一進去教授就很稱讚備審及

高中經歷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簡單的自我介紹(大概講一分鐘)。

＊怎麼來到本校?有沒有參觀本校?第一次來到本校?

＊你會如何學習日文?

＊你為何選擇日文?

＊有選擇其他學校的日文系嗎?

＊有看過本系的網站嗎?



靜宜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自我介紹+選系動機。＊未來想作什麼工作? 在哪裡工作?

＊介紹高雄或你家鄉(鳥松)有什麼特色?

＊你說不知道、很少出門，怎麼當文化推廣者?

＊備審有卡片、髮型、手工藝又有小論文，很多類別代表什麼?

＊你擅長的是什麼?

＊從小到現在有讀過哪位作家的作品?

＊你阿公養雞是怎樣? 你家是有四合院嗎?

靜宜大學 西班牙文學系

＊說一下文章大意 (我抽到Banana)。

＊香蕉除了降低血壓、舒緩情緒外，還有另一個什麼特別的作

用?

   (除了吃以外)

＊吃香蕉可以降低血壓，那是怎樣?

＊有一個化學藥物的單字，那是何意思? 怎麼唸?

＊英文自我介紹。

＊為甚麼想唸西文?

＊你有背你喜歡歌手的歌嗎?

＊你有看慕夏畫展，那你知道慕夏是哪國人嗎?

＊西班牙有什麼特別的地方嗎? ＊什麼現在還在建造呢?

＊除了西班牙以外，還有哪些國家是西語系呢?

＊你知道中南美洲有古文明嗎? 那是哪幾個文明呢?

＊你印象最深刻的課程(西文系)

＊靜宜的環境。 ＊備審內容。＊中南美洲有哪些偉人?

＊開始講抽到的文章。＊為什麼選靜宜。＊為什麼選西文。

＊有哪幾間大學有西文。 ＊西語系國家有哪些。

＊對西班牙文化特色的了解。

＊在秘魯的古文明是哪個。 ＊英文自我介紹。

＊對於單字背不起來的人有什麼建議。

＊可以用英文告訴我這篇英文文章的大意嗎?

＊你喜歡王建民嗎?(英文)   ＊你對西班牙的藝術了解多少?

＊你可以說說參加文藻盃比賽的收穫嗎?

＊你可以說說你英日文專題競賽是用什麼方法呈現?

＊歐洲五國是哪五國?  ＊對拉丁美洲了解多少？

＊你覺得我們學校課程哪裡吸引你。

靜宜大學 法律學系

＊對法律的看法。

＊太陽劇團有影響你甚麼。

＊在學校哪個科目最不擅長。

＊怎麼解決數學的問題。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自我介紹。 ＊喜歡學什麼語言(從自我介紹中問)。

＊說說全國英語話劇。 ＊討論我的專題。

＊描述外籍學生(問2次)。 ＊問文藻研習營。

＊除了跳舞，還喜歡做什麼。 ＊喜歡什麼舞風。

＊為什麼喜歡他們學系。

＊說故事比賽的內容。 ＊備審的內容。 ＊未來想做什麼。

＊選一個參加過的活動並敘述。

＊為甚麼選密西西比大學當交換學生地點。

＊學第二外語為何不選法文而選西文。

＊如何學習英文。 ＊對英文的熱忱

＊未來想做些甚麼？有甚麼計畫？ ＊說說看Snow College的介

紹

＊你最喜歡的電影，為什麼？ ＊可以講講去慈濟的經驗嗎？

＊甚麼是AIEF？說說你的經驗。

＊高中令你印象最深的一門課，為什麼?

＊你的高中生活似乎有許多不錯的老師，可以說說他們嗎。

＊除了我們學校你還有申請哪間學校？如果都上了，你會選哪？

＊到加拿大遊學時，印象最深刻的景點是？

＊對小論文結論的看法是？

＊製作小論文的方法、分工方式、製作時間。

＊ 如果能擔任志工。最想幫助哪些人？（大部分問題由外籍教

師提問）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談談服務學習的經驗。

＊想參加甚麼社團。

＊對於男女大學生同棟不同房睡的看法。

＊大學生要打工嗎。

＊談談家裡。

＊把備審資料看熟，就能回答99%的問題。

＊台灣可以給哪個國家當借鏡?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翻譯跟念英文文章（簡單）

＊為什麼只有參加學術性社團？不會想參加其他社團嗎？

＊學校有系籃球隊，想不想參加？

靜宜大學
寰宇管理學術學士

學程

＊1分鐘自我介紹。

＊英文短篇文章朗讀。

＊大三時期希望到哪個國家留學。

＊最喜歡國外哪個大學。

＊靜宜大學與其他大學不同的地方。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學系

＊自我介紹。

＊為甚麼對化學有興趣，舉實例。

＊中山女排。

＊最喜歡高中化學課程中的哪個環節。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中山工商是個傳統的學校，你從學校學到了什麼?

＊有沒有出過國? 最想去哪裡?

＊備審看熟，幾乎都問內容。

＊加分題 : (用英語回答)教授會選一篇備審的內容問你。

＊如何來？如何回去？

＊在菜市場成長，對你的影響？

＊為什麼想做背包客（因很少旅遊而問）。

＊早餐如何解決（因母親工作）。

＊為何今天穿的如此（POLO杉+素深牛仔褲）。

＊你的特殊專長？

＊若你愛烹飪，那你有創新料理嗎？＊學測幾分？

＊為何要來台中，不在台南？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生物資源

暨食品科技組

＊酵素的成分是什麼？請問有何功能？

＊水中可用來消毒殺菌的是什麼？

靜宜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抽數學題目，真的是高中數學的全部，進去面試還要寫白

板，講解給他們聽＊自介1~2分鐘

＊學測數學幾級分

＊還報哪些科系，為啥落差那麼大

＊未來出路，想做什麼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我的英文能力在班上如何？

＊我的數學能力在班上如何？

＊網路讀書會是怎樣的比賽？

＊我會不會寫程式？

＊我會使哪些軟体？

＊考數學題和英文題

靜宜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資管該具備什麼特質？＊部落格是什麼？

＊專業會問數學，問的有點多＊翻英文文章（有點難）

＊最常怎麼使用電腦＊英文自我介紹

靜宜大學 化妝品科學系

＊自我介紹＊奈米研習營的感想。奈米是什麼？奈米的原

理。

＊40克的氫氧化鈉是幾莫耳  那我給500毫升，請算出他的

體積莫耳濃度。

＊什麼是氧化反應＊氧化是得電子還是失電子

聯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2分鐘自我介紹。  ＊中文與華文的差別。

＊進到華文系，可能會到國外，你在心理、家人之間有什麼準

備？

＊有報考其它學校的中文系？＊有些課程會很枯躁，你有辦法承

受嗎？

＊你為什麼選請華文而不是中文？＊還有什麼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