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110 學年度暑假轉學生」入學考試簡章修正對照表 

修正 

頁碼處 

項目 修正前簡章 修正後簡章 說明 

P.2 目錄 口試日期、地點及時間 口試日期、地點及時間 刪除口試地

點 

P.3 

 

重要日程表 ◎本學年度暑假轉學考

全面免筆試，採「書

審」或「書審及口試」。 

◎本學年度暑假轉學考全

面免筆試，採「書審」或

「書審及口試（一律採取

視訊方式辦理）」。 

新增口試一

律採取視訊

方式辦理。 

口試 口試(一律採取視訊方式

辦理) 

新增一律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 

依中文系、社工系、公

行系、東南亞系、資管

系、管理學院學士班、

資工系、教政系及諮人

系終發組之自訂時間及

地點。 

依中文系、社工系、公行

系、東南亞系、資管系、

管理學院學士班、資工

系、教政系及諮人系終發

組之自訂時間及地點。 

刪除口試地

點。 

P.8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中國文學系： 

一、書面審查（60%） 

1.大學歷年成績單。（10%） 

2.自傳 1 份。（25%）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25%） 

二、口試（4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 年 6 月 28 日(一) 

地點：人文學院中國語文

學系會議室 

 3.因應疫情得採視訊方式

進行。 

中國文學系： 

一、書面審查（60%） 

1.大學歷年成績單。（10%） 

2.自傳 1 份。（25%） 

3. 其 他 有 利 審 查 之 資 料

（25%）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

理）（4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合

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 年 6 月 28 日(一) 

地點：人文學院中國語文學

系會議室 

 3.因應疫情得採視訊方式進

行。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修正 

頁碼處 

項目 修正前簡章 修正後簡章 說明 

P.9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

系： 

一、書面審查（50%） 

1.申請動機 (含自傳 )。

（20%） 

 2.與社會服務相關之經歷

(含社會參與)。（30%） 

二、口試（50%） 

1.相關知識的潛力。（30%） 

2.回應與對話邏輯性。

（20%）   

3.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4.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

(一) 

地點：人文學院社會政策

與社會工作學系系辦會議

室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申請動機(含自傳)。（20%） 

 2.與社會服務相關之經歷

(含社會參與)。（30%）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

理）（50%） 

1.相關知識的潛力。（30%） 

2.回應與對話邏輯性。（20%）   

3.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4.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一) 

地點：人文學院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系系辦會議室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P.9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0%） 

2.自傳、經歷。（15%） 

3.作品或相關著作、報

告。（25%） 

二、口試（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評分標準：言辭(5%)、才識

(20%)、反應能力(5%)、組織

與分析能力 (20%) 

3.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

(一) 

地點：人文學院公共行政

與政策學系系辦會議室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10%） 

2.自傳、經歷。（15%） 

3.作品或相關著作、報告。

（25%）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

理）（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合

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評分標準：言辭(5%)、才識

(20%)、反應能力(5%)、組織與

分析能力 (20%) 

3.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一) 

地點：人文學院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系辦會議室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修正 

頁碼處 

項目 修正前簡章 修正後簡章 說明 

P.10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東南亞學系： 

一、書面審查（30%）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0%） 

2.自傳、經歷。（10%） 

3.作品或相關著作、報

告。（10%） 

二、口試（7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

(一) 

地點：人文學院 4樓東南

亞學系會議室。 

東南亞學系： 

一、書面審查（30%） 

1.大學歷年成績單。（10%） 

2.自傳、經歷。（10%） 

3.作品或相關著作、報告。

（10%）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

理）（7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合

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

(一) 

地點：人文學院 4樓東南亞

學系會議室。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P.11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資訊管理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30%） 

2.自傳、經歷。（10%）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競賽、外語能力證明、社團

參與證明或作品等)。（10%） 

二、口試（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

(一) 

地點：管理學院 R439。 

資訊管理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30%） 

2.自傳、經歷。（10%）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競賽、外語能力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或作品等)。（10%）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

理）（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合

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一) 

地點：管理學院 R439。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P.12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管理學院學士班：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附名次

證明）。（20%） 

2.自傳（含報考動機）、讀書

計畫、經歷。（15%）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競賽、外語能力證明、社團

參與證明或作品等)。（15%） 

二、口試（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

查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管理學院學士班：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附名次

證明）。（20%） 

2.自傳（含報考動機）、讀書

計畫、經歷。（15%）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競賽、外語能力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或作品等)。（15%）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

理）（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修正 

頁碼處 

項目 修正前簡章 修正後簡章 說明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6月28日(一) 

地點：管理學院255會議室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6月28日(一) 

地點：管理學院 255會議室 

P.12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資訊工程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15%） 

2.自傳、讀書計畫。（15%）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科學競賽、程式專題或作

品、外語能力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等)。（20%） 

二、口試（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6月28日(一) 

地點：科技學院三館資工

系辦 R211。 

資訊工程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15%） 

2.自傳、讀書計畫。（15%）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科學競賽、程式專題或作品、

外語能力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等)。（20%）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

理）（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合

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6月28日(一) 

地點：科技學院三館資工系

辦 R211。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P.15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20%） 

2.自傳、經歷。（20%）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社團、參與證明、競賽、外

語能力證明等)。（10%） 

二、口試（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6月28日(一) 

地點：教育學院 2樓

A205-1。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一、書面審查（50%） 

1.大學歷年成績單。（20%） 

2.自傳、經歷。（20%）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社團、參與證明、競賽、外語

能力證明等)。（10%）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理）

（5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合

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6月28日(一) 

地點：教育學院 2樓 A205-

1。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修正 

頁碼處 

項目 修正前簡章 修正後簡章 說明 

P.15 壹、招生系級及

報考規定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

發展組： 
一、書面審查（40%） 

1.大學歷年成績單。（20％） 

2.自傳、讀書計畫。（10％）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社團參與證明、競賽、外語

能力證明  

等)。（10％） 

二、口試（6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

合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日

期：110年 6月 28日(一) 

地點：教育學院 3樓 A302

研討室。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

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

組： 
一、書面審查（40%） 

1.大學歷年成績單。（20％） 

2.自傳、讀書計畫。（10％）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社團參與證明、競賽、外語能

力證明  

等)。（10％） 

二、口試（採取視訊方式辦

理）（60%） 

1.參加口試資格：書面審查合

格者擇優參加口試。 

2.口試日期及地點： 

日期：110年 6月 28日(一) 

地點：教育學院 3樓 A302

研討室。 

新增口試採

取視訊辦理

文字及刪除

口試地點。 

P.22 柒、口試日期、

地點及時間 

 

柒、口試日期、地點及時

間 

一、口試日期：110年6

月28日(星期一)。 

二、口試地點：本校各

學系指定地點 

 

柒、口試日期、地點及時

間 

一、口試日期：110年6月

28日(星期一)。 

二、口試地點：本校各學

系指定地點 

 

刪除口試地

點。 

P.24 拾、錄取報到 

 

拾、錄取報到 

二、錄取生若於 110年

7月 26日（星期一）仍

未收到成績通知單及錄

取通知書函，可電：

(049)2918305查詢或親

至本校教務處招生組申

請補發。未依上述方式

辦理致逾期報到者，事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補救措施。  

三、報到時間： 

(一)正取生： 

1.應於 110年 7月 28日

拾、錄取報到 

二、錄取生若於 110年 7

月 26日（星期一）仍未

收到成績通知單及錄取通

知書函，可電：

(049)2918305查詢或親至

本校教務處招生組以書面

申請補發。未依上述方式

辦理致逾期報到者，事後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

措施。  

三、報到時間： 

(一)正取生： 

1.應於 110年 7月 28日

1.錄取通知未

收到之補發以

書面申請。 

2.報到方式改

為網路線上報

到。 



修正 

頁碼處 

項目 修正前簡章 修正後簡章 說明 

(星期三)下午 1時至 5

時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辦理報到。 

(二)備取生：正取生報到

後如尚有缺額且有備取

生之學系，依備取名單

順序，以掛號通知備取

生依規定時間至本校辦

理報到手續。 

四、備取生遞補作業：

依備取名單順序遞補至

招生名額足額或至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上

課日止。 

五、凡正、備取生未依

規定時間至本校辦理完

成報到手續者，以自願

放棄入學資格論，事後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

辦報到，其缺額依備取

名單順序遞補。 

六、錄取生(含正、備取

生)辦理報到時，應由本

人親自或由本人親填報

到委託書（如附錄九）

委託他人，持以下證明

文件(須與報名表上所載

報考資格及學歷相符之

資料證件)辦理報到事

宜：  

(一)錄取通知書正本（繳

驗後歸還）。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繳

驗後歸還）。 

(星期三)下午 1時至 5時

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報到。請於 11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

至 110 年 7 月 28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前至本校

網路報名系統線上報到(網

址：

https://exam.ncnu.edu.tw)。 

(二)備取生：正取生報到

後如尚有缺額且有備取生

之學系，依備取名單順

序，以掛號通知備取生依

規定時間至本校辦理報到

手續網路報名系統線上報

到(網址：

https://exam.ncnu.edu.tw)。 

四、備取生遞補作業：依

備取名單順序遞補至招生

名額足額或至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開始上課日止。 

五、凡正、備取生未依規

定時間至本校辦理網路報

名系統 (網址：

https://exam.ncnu.edu.tw)完

成報到手續者，以自願放

棄入學資格論，事後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辦報

到，其缺額依備取名單順

序遞補。 

六、錄取生(含正、備取

生)辦理報到時，應由本人

親自或由本人親填報到委

託書（如附錄九）委託他

人，持以下證明文件(須與

報名表上所載報考資格及

學歷相符之資料證件)辦理



修正 

頁碼處 

項目 修正前簡章 修正後簡章 說明 

報到事宜： 正取生線上

報到後，仍須將以下文件

以掛號寄至本校註冊組；

備取生以掛號寄至本校各

學系： 

(一)錄取通知書正本（繳

驗後歸還）。 

(二)國民身分證正影本

（繳驗後歸還）。 

P43 附錄六 

報名優待表 

 

□符合申請條件 

繳費帳號： 

  繳費密碼： 

□符合申請條件 

繳費帳號： 

繳費密碼： 

刪除繳費帳 

號及繳費密 

碼 

P46 附錄九 

報到委託書 

報到委託書 刪除 1.因應疫情

不宜現場

報名，己

修改為線

上報到及

郵寄學歷

證明等文

件，故刪

除委託報

到書。 

2.附錄九後

之附錄依序

遞移。 

P60-61 附錄十七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 110 學 年度

暑假轉學考第二

階段 口試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應試防

疫措施 

 增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0 學

年度暑假轉學考第二階段

口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應試防疫措施 

因應疫情增列

防疫措施，

以利試務作

業依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