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科系 題目

大仁科技大學 餐飲管理系

＊兩位教授對兩位學生）＊  對於本系的瞭解如何？希望在大仁學

到什麼？

＊  詢問備審資料中菜單設計的相關問題。

中台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系

＊為何不繼續讀應用外語？

＊為何對本科系有與趣？

＊擔任幹部，是否曾經與同學發生衝突？如何決問題？

＊擔任幹部，若是老師的想法與同學不合，會怎麼做？

＊若是沒被錄取，怎麼辦？

中台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組

＊自我介紹。

＊如果其它學校錄取了你，你要讀哪間？

中州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依據成績單上所修的學分問基本的電子學問題。

＊針對備審資料內容的專題報告問相關問題。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歐姆定律(Ω)是什麼？

＊高中時的資訊實習有上什麼東西？

＊數位電子學在教什麼？

＊你在電腦硬体裝修學到了什麼？

中國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電晶體有什麼功用？

＊所謂的「通訊」包括哪些？

文藻外語學院 日文系

＊日本首相及天皇是誰  ＊高中最感挫折的課程。

＊小組報告的優缺點(再依回答延續)

＊大學要有髮禁嗎？為什麼？

＊日文系的就業課程及管道？

＊對大學生打工的看法？

＊喜歡日本的甚麼節目？(再依回答繼續問)

＊對文藻英文畢業門檻的看法。

＊知道宮崎駿嗎?

＊高中最特別的經驗或課程。

＊紅白歌唱的由來，紅和白分別是甚麼意思。

＊高中時期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書。

＊對於上課點名的想法是？ ＊對於服裝限制的想法是？

＊對於老師的期望是？ ＊對於大學四年以及未來的規劃？

文藻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學系

(全英面試)

＊看圖說故事，隨意抽選一張圖片解說。

＊文章解讀，隨機選取一篇文章，有30秒時間做準備，念完文章

  後，教授隨機抽問文章裡的問題。

＊不計時自我介紹及問答；

＊你的朋友都如何形容你?

＊你最喜歡的電影?

＊大學四年有什麼計劃。

＊還申請哪些學校？

＊分辨中師和外師的差別？



文藻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五分鐘讀一段文章，分享心得。

＊期望在我們學校四年學到什麼?

＊對於我們的課程有什麼了解，最喜歡哪個?

＊給你一支彩色筆，你會選什麼顏色，畫出什麼圖，代表什麼意

義?

＊畢業門檻?

＊對西班牙文化的了解(節慶、藝術、文學)。

＊給一篇文章，讀5分鐘，分享心得(故事：正面思考模式)

文藻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學系

＊(給一張圖片，須用英文講故事給教授聽)講完故事後，外國教

   授會從你的回答中抓問題問你，因此不可以亂掰。

＊(考法國一些地裡、人文、文化等知識)(也是全程英文)。

＊(中文問答)此關為系主任(人超好的，nice)。

＊念中文短文，唸完問內容大意，並問關於文章的情境題。

＊跟著唸兩句法文。

＊你今天面試怎麼來?你面試完要做什麼?

＊如果你報的學校都上了，那你會來讀我們學校這個系嗎?

＊你在來面試的路途上在想什麼?未來的計劃?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事務系 ＊個人喜歡哪一類國際事務問題？

文藻外語學院 翻譯學系

＊2009年在高雄舉辦了什麼運動賽事?

＊(英文)在打籃球時你是什麼職位?

＊(英文)為何想讀我們學校?

＊(英文)有沒有在看什麼運動節目?

＊奧林匹克有哪些運動項目?你有去看過嗎?

＊一開始進去就請你先抽一篇英文文章，給你一分鐘閱讀後，翻

成中文念出來(抽到的題目是有關於「奧林匹克」的)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學系
＊青年學習是什麼性質之社團？用什麼方式傳遞知識？

＊你讀過哪三本書？古典之學唸過哪一本書？

台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你是什麼科系？

＊有做過專題嗎？題目是？

＊你們學校的專題是怎麼做的？

＊專題製作過程？遇到的困難？如何解決？

＊數學問題(微分、機率)

＊建教班的形式？

＊30秒自我介紹？

台北海洋技術

學院
輪機工程系

＊為何想報考此學校？

＊家人反對讀此科係嗎？會支持嗎？

＊對這科系有多少的認知。

＊有無證照。

＊對於以後要出海跑船有沒有意願？

＊在船上的主要工作在作什麼？

＊備審資料怎麼做？

台南女子技術

學院
財務金融系

＊在銀行、證劵、股票裡，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個？為什麼？

＊財務金融需要考哪些證照？

＊備審資料相關問題，例如：請解釋一下何謂奈米科技？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旅館管理學位學程

＊What is your name？where are you from？when is your

birthday？

＊從哪裡知道有這個科系？

＊對於今天有看到老師、學長、學姐有穿旅館管理的制服，有什

麼感覺？

＊為什麼想讀這個科系？＊進了這個科系後，會怎麼讀這個科

系？

＊統測成績幾分？

＊和備審裡的報考動機有關。

＊中山工商英資班和應外有甚麼不同？

＊對於需要穿制服和許多生活規矩會反對嗎？為什麼？

＊家中幾位兄弟姐妹？就讀學校？

＊中文面試5分鐘(自我介紹、需要具備哪些特質)。

＊英文面試5分鐘(自我介紹、需要具備哪些特質)。

台灣首府大學 餐旅管理學系

＊兩位同學相互自我介紹。

＊學測共申請幾間，分別為何科系，第一階段通過幾間？準備要

去幾間的第二階段甄試。

＊假如身在A公司工作一、兩星期，B公司要拉你跳槽，會怎樣？

＊像我拿3張証照後，其他人可能沒，那教授上課或許就無法跟

上我的進度，那我該怎麼辦？

台灣首府大學
應用外語（日文

組）

＊  對日文的接觸如何？喜愛日文的原因？

＊  未來想朝哪一方面發展？

＊  想就讀這裡的原因？

＊  興趣及專長？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我對你的名牌很有興趣，怎會做這個造型?為什麼寫呱呱呢?

＊你想走我們設計組還是行銷組?

＊如果我們學校的弘光電視台要做一個節目(有關文化)，那你會

  想做什麼節目，才會吸引年輕人看?

＊假如你有一條繩子，那繩子可以做什麼?

＊房子有什麼形狀?(我不了解他要問的是什麼…？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為什麼會來弘光，南部也有其他學校？

＊如果其他學校的幼保也上，你怎麼選擇？

＊對我們學校的網站有甚麼建議？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怎麼會想從外語跳到資管?

＊你認為你具備什麼特質進入本系?

＊你知道我們的課程有哪些嗎?

＊如果打工和課業衝突，該以何為重?

＊報我們學校是為了到中北部和脫離父母嗎?

＊那你有什麼問題要問我們嗎?

弘光科技大學 護理系
＊對植物人泰莉的看法？

＊對羅倫佐的油事件有什麼感想？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理系
＊你有過夢想嗎？你的夢想是什麼？

＊你的統測考幾分？你覺得自己考得好不好？

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你如何面對挫析。

＊家庭背景對你的影響。

＊二十年後你會做什麼工作？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學系

＊自我介紹1～2分。

※你有到吳鳳的網站參關過嗎？

＊你如果被錄取了，你會來讀嗎？

吳鳳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基電問題。

＊現場實作：操作電腦，打開word文件，輸入文字及插入圖片。

＊現場實作：計算題。

＊英語對話。   ＊有關液晶電腦相關問題。

＊LED跟LCD有什麼不一樣？  ＊硬碟有幾隻腳？

＊硬體裝修的相關問題(丙級)？

＊現場實作：數學，例如y＝x＋1要怎麼畫？

和春技術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有沒有要再考乙級証照？

＊丙級証照中考的是什麼？

＊因為有取得證照的關係，現在請你組裝一台電腦有沒有問題？

和春技術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問專題是做哪方面？

＊問報考的科系會有哪些課程與科目？

＊提問專題報告：何謂太陽能？又有什麼發展？

和春技術學院 傳播藝術系
＊備審資料中專題報告的相關問題。

＊最近連戰和胡景濤的談話內容是什麼？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歐姆定律(Ω)是什麼？

＊圓的定義是什麼？要怎麼畫圓？

＊直線的定義是什麼？

＊高中時有上過那些與有關本科系的科目？

和春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什麼叫二極體，請加以說明？

＊二極體有幾支腳？

＊TTF邏輯電路如何運作？

＊（14）10轉16進制？

＊專題報告LCD相關問題＊何謂〝液晶〞？

和春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有學習VB嗎？說說看對那個有興趣。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自我介紹的題目（從自我介紹中發問）。

＊高中三年的專業科目問題，以及大學之後的課業問題（了解程

度，不會就直接說），英文句子翻譯。

＊老師講學校的作息與課程，然後從內容中問你對於學校的作法

有何感想。

東方技術學院 食品科技系

＊如果一年級烘焙學的課程是在教導學生取得丙級證照，可是你

已取得了，那你打

  算怎麼規劃自己？

＊如果給你一包麵粉，你能說出它的特性及用途嗎？

東方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現場實作：問圖示中的電路是多少？並計算。

＊備審資料中，專題報告的相關問題。

＊現場實作：數學和專業題目，例：V：I×R。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管理學系

＊什麼是學術學程？

＊客家文化有什麼特色？怎麼表達？

＊去過哪裡旅遊？

＊英文自我介紹＊餐飲管理跟我們系有什麼不一樣？

＊知道我們科系要考什麼職照？

＊你怎麼知道我們科系的？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組

一個盒子裡面很多問題，企管系抽1個問題，資訊傳播系抽3個問

題。

＊第1關針對抽到的問題回答(南台企管排在第一志願嗎？為什

麼？(2分鐘)。

＊第2關＂自由發揮題＂講什麼都可以，最好講興趣、專長，讓

教授可以幫你加分(2分鐘)。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在未來有沒有想從事的行業？（主要題目）

延伸問那妳對這個行業有什麼了解？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車組

＊汽車和機車何者較省油？何者馬力較大？那一個加速比較快？

＊讀南台你知道要花費多少錢？請說明？

＊扭力板手的使用時機和使用方法？

＊大學4年後想從事哪方面工作？

＊汽油引擎和柴油引擎的差別？

南台科技大學 餐飲管理系 如果進入南台要如何增進自己的技能。

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汽車組

＊車子行駛中要克服那些阻力？

＊什麼是可變式汽門？

＊曾學過什麼專業課程？

南開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機就字面來說，是指學習什麼東西？

＊高中時學電子，為何報考電機工程而非電子工程？

屏東商業技術

學院

行銷與流通管理產

學專班

＊你對新東陽了解多少？

＊你對新東陽的據點知道哪些？

＊你做過最瘋狂的事是？

＊ （一位廠商對一位學生）

＊ 行銷是什麼？如何管理一家門市，讓門市經營很好？

面試廠商：全家。

＊你會考駕照嗎？

＊你為什麼四家廠商你會選全家？

＊之前在統一超商工讀你學到了什麼？你成長了什麼？

＊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建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會問二題數學問題※會有一句英文問你是否看得懂。

＊是否有報考其他學校科係，你會選擇那一所。

＊備審資料裡的小論文。

建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考英數偏低，所學的專業科目是否受到影響？

＊備審資料中，專題報告的相關問題。

＊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另一所大學跟建國會選哪一間？

＊高雄離彰化遠，為什麼要選擇建國？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自我介紹。

＊X＝y函數怎麼畫圖？

＊要如何清楚告訴人家你想買的螺絲的尺寸？

＊如何形容挫刀的尺寸？

＊為什麼會想報考他們學校？

＊將來會打算半工半讀嗎？

＊不會覺得學校離家太遠嗎？

＊比實的動機，介紹一下他的內容，成品說明。

＊鉗工裡銼刀的規格尺寸，形狀例如：幾吋，方銼。

＊車床裡車刀的材料介紹，刀子種類，需用哪種砂輪機磨，例

如：鵭鋼材料車刀用

  綠色的砂輪機。

＊學校課程：事業的部份：力學教哪些？靜力，動力？精密量測

跨校教學內容：真

  圓度測定機，粗糙度百分比。

＊是否有去他們學校網站看過課程！裡面課程中那科較喜歡！

＊為什麼要選擇這問學校？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唸一篇英文文章並翻譯。＊解釋戴維寧定理。

＊現場實作：解兩題基電的題目。

＊什麼要往高雄跑到彰化。

＊進到本校後，想選哪一組

＊問基礎英文。

＊對本校此系了解多少。

＊為何想讀本校。

＊未來在大學四年的計劃。

海洋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  自我介紹＊  英文文章測驗＊  問學校的成績。

＊  證照相關問題。

＊  考程式執行的「迴圈」。

＊  考程式如何撰寫。

＊  寫出1加到10程式執行。

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
電子工程系

＊自我介紹。

＊對本校系有何了解。

＊甄選入學是否有報其他校系，是否通過第一階段。

＊在高職哪些科目學得較佳。



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
應用日語系

＊一分鐘自我介紹（日文與中文）

＊未來想要從事什麼行業？

＊你有什麼優缺點嗎？

＊你住在大寮鄉啊，大寮鄉有什麼有名的東西嗎？

＊為何選擇我們學校 ＊為什麼要選擇本系？

＊看你的英文成績蠻不錯的，來個英文自我介紹吧！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what job do you

want to do？

＊你有考過數學檢定啊，AMC是什麼樣的檢定呢？

＊高中時期與同學的相處 。

＊高中時期最有印象的事。

＊未來規劃 ＊幹部經驗 ＊在校成績。

＊為什麼要學日文。

＊非常重視你有無學過日文一定要帶備審去，教授並未做很

多的功課一定要帶備審去，教授並未做很多的功課。

＊日文學了多久。

＊日文學了多久＊為什麼要學日文(非常重視你有無學過日

文)。

高雄餐旅大學 旅館管理系

＊心目中的旅館。

＊如果觀光客抱怨飯店，如何回應。

＊興趣。

高雄餐旅大學 餐飲管理系

＊最喜歡的茶最喜歡種?你認為該搭配什麼吃?

＊學過的調酒中最有印象或最喜歡的調酒是?你認為該搭配什麼

吃?

＊是否知道台灣有米其林餐廳?位置?

＊可以國外實習的國家有? ＊企業中你最喜歡的企業家是誰?為

什麼?

＊為何選讀我們科系? ＊高中生活中最有成就感的事。

＊最喜歡的餐廳。 ＊興趣是什麼。 ＊對學校的瞭解。

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資訊工程系

＊簡單自我介紹介紹及說明對本系的報考動機(原因)。

＊用一分鐘敘述為何想進入本系。

＊問兩三道數學題目。

＊自我介紹及敘述為何選資訊工程系，為何選擇高職而不選高中

就讀。

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專題做什麼，當中學到什麼。

＊高中最有成就的事。

＊高中哪一科學得很吃力。

＊高中哪一科學得很佳。

＊曾學過哪些程式語言。

＊數學及英文能力如何。



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觀光管理系

＊英、日文自我介紹。

＊學了三年的日文為什麼只拿到N5 ?

＊你認為高應大的親善大使是什麼 ?

＊實習中學到什麼 ?實習中令印象最深刻的是什麼 ?

＊實習中有不好的主管嗎 ?

＊你的優缺點是什麼 ?

＊未來如果有機會實習你希望到哪個部門 ? 為什麼 ?

高鳳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管理

＊妳讀的是應用外語、為何要选擇本校的休閒事業管理？

＊將來畢業妳想繼續升學，還是就業？想往哪個國家發展呢？

＊中山現在推行3＋4的活動，你對此事有何看法？

＊如果高鳳沒有錄取妳，妳會怎麼辦？

＊妳只推高鳳嗎？沒有推他校的科系嗎？

高鳳技術學院 數位遊戲設計

＊目前母校（中山）的績效概況→教授對這十分興趣

＊進入此科系想學什麼？

＊此科認知多少？

＊所接觸的專業如：程式的認知。

＊在校（中山）時學到什麼？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餐旅管理系

＊幹部經驗及社團經驗。

＊曾感受到的服務內容及工作經驗，講一下感想。

＊分別說出自己的一個優點及缺點。

＊希望在大學生涯中，可以學到什麼？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系汽車組
＊甄選報考幾間？

＊就讀本科系的願景？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理及廚藝學

位學程

＊自我介紹。

＊為何要報考這個系？

＊用理由說服教授錄取？

景文科技大學 旅館管理系

＊英文證照有幾張？

＊專業證照有幾張？

＊對景文有震撼什麼地方？

＊我們大四有海外研習，那這個費用你打算？

＊有工作經驗？

＊為什麼選擇景文旅館系？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你在美國學到了些什麼，看到了些什麼？

＊你覺得台灣學生和美國學生有什麼不同？

雲林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

＊如果要在草坪上擺展示品，妳要擺什麼?

＊設計一副眼鏡。

＊口頭講解自己最滿意的作品。

＊講講面試場地給人的感覺。

＊為什麼想報該系?

勤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三角函數相關問題。 ＊自我介紹30秒。

＊證照考取的數量＊機械力學相關問題，如:剪應力及平面力系

，口頭簡單介紹，

  所用的單位。請簡單介紹牛頓運動定律。＊機械工程的英文唸

法。

萬能科技大學 高分子材料系

＊有哪些是需要用到高分子的東西？

＊乙級架設網站的合法光碟＊電腦需要用到哪些高分子材料的東

西？

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對生活應用與保健系的了解，與什麼相關？

＊1題英文翻譯（2段）＊進對學校對嘉南的第一印象（抽籤定題

目）2題。



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
餐旅管理系

＊為何想就讀我們學校？

＊家中排行第二，那姐組讀哪？為何不讀姐姐的學校？

＊可以解釋一下「領導菁英社」是在做什麼？

＊除了報考我們學校還有報考其他的學校嗎？

＊妳覺得妳有信心就讀我們學校嗎？

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
觀光事業管理系

＊自我介紹  ＊為何選我們學校 ＊還有推哪兩間學校。

＊最近看的一本書或參加什麼活動 ＊日文自我介紹。

＊說服我們讓你們進來的原因 ＊觀光需具備什麼特質？

＊未來出路  ＊在課堂之餘，有何個人休閒興趣？

＊覺得自己有何特質就讀此系？

＊除了嘉藥外，還有推選哪些學校，心目中的志願序為何？

＊報考動機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旅遊。

＊錄取的三個理由  ＊馬祖博奕公投看法？

＊未來想從事哪方面？為什麼？

輔英科技大學
文教事業管理學位

學程

＊對於嚴格教育的看法?

＊為何不去南華生死?

＊可以來一段經文嗎?

＊這種家庭對你產生的影響?

＊對於中山嚴格教育的看法。

＊看過許多的藝文展覽，哪個讓你印象深刻，why?

＊進入我們學校校園，那裡讓你印象深刻。

＊你讀英資班，簡短自我介紹(英文)。

＊高中三年，令你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活動)。

＊問關於英資班的外師，交換學生的事。

＊興趣，平時會作什麼運動?

＊怎麼想選我們學校，那對我們學校的看法。

＊有什麼問題想問我們嗎?

輔英科技大學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

理系

＊二分鐘自我介紹。

＊遇到壓力如何抒解。

＊談談專題實作，結困分析。

＊新世紀領袖培育營帶來的影響，印象最深刻的。

＊如何規劃未來：例考取證照、實習，以利將來的學習。

＊志工服務。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自我介紹。

＊有沒有報考英檢(非校內)。

＊大略簡述專題製作過程。 ＊自我介紹。

＊為什麼對本系有興趣。

＊大略簡述專題製作過程。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美容學位學程
＊對「健康」與「美容」的定義。

＊較喜歡我們系上健康的課程還是美容。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CM的單位？＊鐵的原量＊元素符號。

＊100c.c的水有x克，加入糖後密度變為1.1，請問這些糖水有幾

克？

＊log2＋log5＝？＊母親為B型血，父親為A型血，那你有可能是

哪種血型？

＊物理、化學、數學、生物等科目中最擅愛哪一項？



遠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教授都利用我自我介紹的時間看我的備審資料，並從其中發問

～（4-5題吧！）

＊學校概況？  ＊全校乙級人數？

＊高中哪位老師使您印像深刻，為什麼？

＊參加過哪些活動使你印象深刻，為什麼？你從中學習到什麼？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理系

＊知道學校的畢業門檻嗎？

＊對我們學校校系有什麼疑問？ ＊自我介紹。

＊為什麼選擇遠東？ ＊喜歡餐飲裡哪一個領域？

＊知道本校畢業門檻嗎？

＊你最有興趣的課程是什麼？

＊你想再加考哪三張證照？

＊有沒有認識的學長姐在本校就讀？

＊除了遠東還有報哪間大學？

＊你回答什麼會延伸問。 ＊依備審問。 ＊大學畢業後想做什

麼？

＊在我們學校4年想學什麼？ ＊對我們學校有什麼瞭解？

＊可以接受在校住宿嗎？＊實習公司學到什麼？

＊你的專題做的是什麼？＊高中和大學有什麼差別？

遠東科技大學
數位媒體設計與管

理系

＊為什麼選擇本科糸？

＊看見1和8他們有什麼不一樣？

＊黃色和黑色詪你感覺有什麼不同？

＊石頭和船一眼看見他們的直覺？

＊志工證明多，會問！

＊還有選擇那種科系※為什麼想要跨科？有什麼好處？

＊本科系的應用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選系動機

＊還選擇哪個學校

＊曾經遇到什麼挫折

＊對系所的了解

樹德科技大學 行銷管理系

＊自我介紹。

＊是否會就讀本校。

＊為何選擇樹德科技大學就讀?

＊第一階段還錄取哪幾間學校。

＊是否有和家長討論過要讀貴校。

＊第一階段還錄取哪幾間學校。

＊是否有和家長討論過要讀貴校。

樹德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學

系

＊請說說你在學校生活裡令人難忘的經驗

＊令你難忘的老師

＊你有過上網玩電動玩得太晚的經驗嗎？

＊你未來有想成為甚麼或對未來有甚麼規劃？

＊你有甚麼問題想問嗎？

樹德科技大學 流行設計學系

＊自我介紹。

＊選系動機。

＊對系所的了解。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來一段英文自我介紹

＊你在海外擔任志工服務學到了什麼?

＊未來想要做什麼?

＊學校有海外實習及遊學的機會，你會選擇哪個國家?為什麼?

＊有關於我們學校的問題要問我們的嗎?

＊在英文聽、說、讀寫中哪一方面比較弱？

＊備審資料中提到會在大學畢業前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以及托福

200分以上，請問打算如何讓自己通過這些測驗？

＊備審資料中有一篇演講稿是「education in taiwan」，請問

對台灣教育和的看法？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理系

＊你有拿到哪些證照？未來還想拿到哪些？

＊有到我們學校的網站上看過嗎？看到了什麼？

＊自我介紹(興趣專長等)。

＊請用30秒到一分鐘自我介紹

＊請問各位還有填其他學校?上哪幾間呢?

＊以你的分數，有機會上國立學校夜間部，和私立學校 你會怎

麼選擇?

＊對我們學校有甚麼印象?

＊現場這麼多人裡，你覺得你的優勢在哪裡？

龍華科技大學 工業管理系

＊為何做捷運專題？

＊本身是電子學程，為何申請工業管理系？請舉一個例子適合讀

工管的證明。

龍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因為陳述中表示對數學比較有興趣，因此請說明數學比較感興

趣的章節？

＊現場實作：

1.數學中，複數在直角座標上的意義為何？（請在黑板上畫出並

解說？）

2.微分的定義？（請在黑板上畫出並解說？）

3.能否在黑板上畫出一直角座標，並畫出一抛物線及任意一點，

及過這一點之切線

4.說明〝AND〞邏輯閘有2輸入時，圖示為何？輸出為何？

5.若〝AND〞邏輯閘有3個輸入時，圖示為？輸出為何？

＊用英文簡短自我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