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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面試 — 一般題型參考 

 

1. 自我介紹。 

2. 英文自我介紹。 

3. 根據備審資料進行問答。 

4. 自傳是怎麼完成的？製作過程？ 

5. 備審資料都是自己做的嗎？有誰幫忙？提供什麼意見或

協助？ 

6. 備審資料準備的來源是…。 

7. 那位老師為什麼要幫你寫推薦函？推薦函是你先寫好再

讓他簽名的嗎？ 

8. 說說看家庭背景對你的影響。 

9. 談談和父母的互動。描述成長環境。 

10. 反問教授一個問題。 

11. 報考動機。為什麼不選他校或他系？ 

12. 對本系或本校的印象與了解如何？ 

13. 對我們系的網站有什麼印象？ 

14. 同樣是○○系，你覺得我們和別人有什麼不同？ 

15. 你為什麼不讀 X 大的○○系，而是選我們選校？ 

16. 假如你的分數可以 X 大，你會選我們嗎？ 

17. 為什麼不申請其他更好大學的科系？因為申請不上那些

科系才選我們嗎？  

18. 你選冷門的科系，是不是因為成績不好？ 

19. 如果推甄申請沒上，考試分發入學會不會再選我們系？ 

20. 如果上了五個校系，你會把我們系填到第幾志願？第一

志願是什麼，第二志願是什麼…。 

21. 進入本系後，和你原先想的不一樣，你會怎麼做？ 

22. 你是想唸本系，還是為了進我們學校？ 

23. ○大和◎大哪個比較好？ 

24. 申請哪些學校哪些科系？ 

25. 有誰建議你考本校？他的理由是什麼？ 

26. 你的讀書計劃是怎麼寫出來的？ 

27. 你的讀書計劃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給個數據的話呢？ 

28. 談談未來理想與生活規劃。 

29. 上大學之後想專攻什麼？ 

30. 對未來從事的行業，有什麼規劃？ 

31. 你從事這方面(本系畢業生以後從事的)工作的動機？ 

32. 你是為了錢才來當○○(譬如醫生、牙醫師)的嗎？ 

33. 工作當中，喜不喜歡和人接觸？喜不喜歡從事需要和人

接觸頻繁的工作？ 

34. 你想去哪個跨國企業工作，你覺得自己的適應力如何？

(針對未來就業需要到國外工作的科系) 

35. 你有什麼夢想？曾經有過哪些夢想？ 

36. 說說看你的人生目標？你打算要怎麼去達成？ 

37. 假如以後你對社會甚至全人類有很大的貢獻，你希望是

什麼樣的貢獻？ 

38. 誰是你崇拜的對象？為什麼？ 

39. 你讀過哪些傳記，最欽佩哪一位？ 

40. 二十年後你會是怎樣的一個人？ 

41. 請提出一個對人類有貢獻的人。 

42. 最近有沒有什麼社會變動或社會現象特別引起你的注意? 

43. 在目前社會問題中，你最關心什麼？ 

44. 請擧一件時事，表達你的看法。 

45. 你的特色？你喜歡你的什麼特色？優缺點？ 

46. 請描述一下自己的個性。 

47. 你和別人不同的地方？ 

48. 談談你高中三年的生活。 

49. 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50. 最近一年發生的三件大事？ 

51. 常上網嗎？常上哪些網站？ 

52. 你使用電腦嗎？常用電腦做什麼？常用那些軟體？ 

53. 有沒有參加社團？什麼社團？感覺怎樣？學到什麼？對

課業有影響嗎？ 

54. 說一說你讀書以外的生活經驗。 

55. 做過什麼家事？特別喜歡、特別擅長和特別討厭的家事

分舉一件？ 

56. 你喜歡看什麼書？從中獲得什麼啟示？ 

57. 你看過哪些和本系有關的書籍？評論一下。 

58. 請你談一篇你最有心得的文章。 

59. 請描述六個月內看過的一本書以及這本書對你的影響。 

60. 你平常閱讀那些書？ 

61. 看那些電影？請說一說內容及心得。 

62. 你所看過最有創意的事物是什麼？ 

63. 你喜歡看什麼電視？ 

64. 說說看一則令你印象深刻的廣告。 

65. 平常做什麼運動？ 

66. 你有什麼興趣？ 

67. 請列舉你的什麼興趣和本系相關。 

68. 當過義工嗎？當過多久？有什麼心得？ 

69. 說說看你幫助人的經驗？ 

70. 說說看你幫助同學解決問題的經驗。 

71. 當幹部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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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說說你的專長。 

73. 請說一說你參加校內外比賽的情形？ 

74. 你的學測好像考得特別好，有沒有出乎意料之外？ 

75. 到目前為止，你最有成就感和最沮喪的事是什麼？ 

76. 你如何度過挫折？ 

77. 人際關係中，你認為什麼是最大的困擾？為什麼？ 

78. 如果遇到和你個性不合的人怎麼辦？ 

79. 請介紹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80. 你最得意的事？你最難忘的事？ 

81. 談談影響你最深的人、事、物。 

82. 請講一個感觸最多的故事。 

83. 說一件你最感動的事。報紙上令你感動的事？ 

84. 你的座右銘？你對人生的看法？說說看你的價值觀？ 

85. 有沒有你最敬佩的師長？或是最不喜歡的師長？ 

86. 介紹一下你所就讀高中的特色。 

87. 高中生和大學生有什麼差別？ 

88. 你對大學生的認識？ 

89. 有沒有參加過本系的營隊活動？感覺怎樣？ 

90. 聽說高中生沉迷網咖，你有什麼意見？你如何避免自己

沉迷，或你認為如何可以避免沉迷？ 

91. 你去過網咖嗎？感覺怎樣？對於連線遊戲的感覺？ 

92. 最喜歡的科目？最不喜歡的科目？為什麼？ 

93. 說說看你各科的讀書方法？不論喜歡或不喜歡的科目，

自己如何學習? 

94.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你最喜歡哪個單元？ 

95. 印象最深刻的○○實驗(自然組)？ 

 

 

 

 

甄選入學面試 — 英文題型參考 

 
 

1.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2. What are y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English? How do you learn English? 
3. Apart from English, which subject or course have 

you found most interesting? And why? 
4. What is your greatest hope about your future? 
5. What is your special skill? 
6. What do you want to be in your future? 

7. What is your favorite occupation? 
8. Tell us about you and the members of your family? 
9. What are some of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10. Could you describe your senior high school and 

your school life? 
11. Describe a book you have read recently and say 

why you enjoyed it. 
12. What are you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your 

school? 
13. Why do you want to enter OO University instead of 

other school? 
14. What is your impression on this Department and 

University? 
15.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our school? 
16. How do you think a friend or teacher who knows 

you well would describe you? 
17.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18. What is your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19. Please describe a teacher who influenced you the 

most? 
20. What do you think you do best in senior high 

school? 
21. Can you give three accomplishments that you are 

most proud of? 
22. How do you get along with other people? 
23.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for a successful life: luck 

or effort? 
24. Who is the one that you worship? 
25. If you a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go aboard, what 

country would you most like to go and why? 
26. What has been your biggest disappointment and 

success in your life? 
27. If someone gives you one billion dollars and you 

have to spend it out for one month, what would you 
do? 

28. What else would you want to tell us? 
29. Except English, which language will you want to 

maj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