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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甄面試準備

 大學推甄，分為筆試、術科和面試，大部份學

生們最頭疼和關心的就是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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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不代表「口試」！
 「面試」除了具有個人口才、答題技巧之外，
還要看看你們的應對方式及臨場反應。

 其他的細節如服裝打扮、精神態度適不適合這
個學校及科系也是老師教授們會注意的。

 面試沒有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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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不代表「口試」！
以面試做為評量的目的，在於觀察並瞭解考生的：

 「個人特質」，如個人價值觀、學習態度、興趣等；

 「個人能力」，如表達能力、思考能力、特殊才能等；

 對於所選「科系」的興趣和認同等。

面試這一關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想要有
突出的表現，並獲得青睞，必須在事前做好萬
全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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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應注意事項(1)：
 (一)面試前的注意事項

1.認識自己要甄試的科系特色及教學研究內容，瞭解自
己為什麼要進入這個學系？及將來如果有機會進入此
科系，你的讀書計劃是什麼？

2.平時多關心時事，多閱讀書報雜誌和此科系相關書藉，
並蒐集資料，好好充實學科知能及背景知識。

3.針對面試充分準備，包括：瀏覽相關知識，設想面試
教授可能的提問，徵詢資源人士的意見、嘗試作答，
可針對這些問題擬備自己獨特的答案。

4. 與老師、家人或朋友彩排或進行模擬演練、面試。

5.訪談學長、學姐，參考歷年屆古題，注意每年考試方
式，做週全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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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應注意事項(2)：
 (一)面試前的注意事項

6.熟悉自傳、小論文作品內容，以便面試時適當表現自
己的專長與特點。

7.詳細閱讀學系所寄發的通知單，並按通知單所載內容，
妥善準備面試。

8.清楚面試地點，並留意到達面試地點的交通狀況及所
需時間。

9.事先準備好面試要穿的服裝，服裝儀容應講求端莊、
大方及整齊清潔，盡量避免標新立異，如佩戴過於前
衛誇張的飾物。

10.面試前一天放鬆心情，充足睡眠，切勿晚睡，保持
充沛的體力，以便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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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應注意事項(3)：
 (二)面試當天注意事項

1. 面試當日應守時，提早出門，出發前不忘再檢查攜
帶的證件及文具。

2. 衣着要整齊，儀容要整潔。在面試進行前數分鐘，
應先整理儀容，並確保手機已關。

3. 先敲門，然後進入會見室。有禮貌地與面試老師打
招呼，待面試老師邀請才就坐。坐姿要良好，並應挺
直身子。保持微笑，口齒清晰，回答問題時態度要從
容，讓面試老師留下深刻印象。

4. 口試時，要聽清楚問的題目是什麼？如果不清楚可
再禮貌地問一下。回答問題時要確切肯定、言簡意賅、
切合題旨、有條有理，避免漫無邊際的打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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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應注意事項(4)：
 (二)面試當天注意事項

5. 面試委員可能會根據你回答的內容，再進一步追問。
因此，談話的內容要環繞在你所熟悉的事項，讓面試
委員對準你所專長的部分發問，坦白承認不懂回答的
問題，切勿「自吹自擂」、賣弄自己不懂或不會的，
或與面試委員非理性的爭議，否則場面會很尷尬。

6. 要以平常心應試，保有高中生應有的自信、禮貌與
風度，不要過分關心自己和別人臨場表現的優劣，縱
使某一項目考壞了，也一定要繼續下去，不放棄任何
可能獲得錄取的機會。

7. 除了學業成績外，特別指出你非學業方面的強項和
所參與的課外活動。說出你如何能在那幾方面為該校
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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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應注意事項(5)：
 (二)面試當天注意事項

8. 留意非言語方面的表達，與面試老師保持眼神接觸，
不時點頭以示明白或同意；避免不適當的動作，如坐
立不安或誇張的手勢。

9. 回答時引用事前蒐集的相關學校資料，證明你對目
標學校的熟悉。這樣可以顯示你準備充足，並令人留
下良好的印象。面試結束時，如果面試老師問你有沒
有問題，可提出明智的問題。問一些與學校的特色或
近期發展相關的問題，要深入和具體，以顯示你的洞
察力。這樣可顯示你真的對該校感興趣，並熱切期望
獲錄取。

10.最後，誠懇地感謝面試老師給你面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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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應注意事項(6)：
 (三)如何表達自己

1.自我介紹的秘訣：說話音量要適中，說出自己的姓名
要堅定而有自信，讓對方清楚聽到自己的姓名。

2.深呼吸的好處：當我們處在緊張的情境，呼吸會變得
急促，氧氣的供應量也明顯不足，接下來會使我們更
加的緊張，甚至有失常的現象。為了克服自己的緊張，
做幾次深呼吸是有用的，透過內在語言告訴自己放輕
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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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應注意事項(7)：
 (三)如何表達自己

◦ 3.破除心理的障礙：有90%以上的人害怕在眾人面前
說話，真正的原因是缺乏自信。只要破除「我天生內
向，不善言詞」的迷思，每個人都可以有效地發揮這
方面的潛能。

◦ 4.有效表達自己的魅力：說話的時候眼睛要看著甄試
委員，面帶微笑，可加上肢體動作、表情、手勢的輔
助。講話的音量、速度及語調，都是有影響力的。當
然言之有物是最重要的，天花亂墬是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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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題型
 面試的題型大致可分為四大類

1.一般性考題 (個人問題)

2.專業性問題

3.時事、常識性問題：

4.即席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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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題型
 1.一般性考題(個人問題)：

➢甄試委員開始通常會請考生做簡單的自我介紹，談談
自己的優缺點、興趣和嗜好。

➢初步瞭解後，接下來的問題隨興而問，目的在瞭解考
生除了讀書之外的其他特殊能力與興趣。

 通常這些問題是：

➢為何選擇該系？對該系有何認識？

➢報紙上的時事，你的看法如何？

➢大學生活有何期望？這段時間有何計劃？

➢大學四年有何計劃？畢業後想要做什麼？

➢最喜歡和最討厭的科目為何？如何去學習？

➢針對自傳的內容問些高中參加社團的情形，或參加校
內外比賽的心得。 14



面試的題型
 2.專業性問題：

➢主要是評量考生對學科的熟練能力，以及評鑑考生對
報考科系衍生出的相關能力。

➢各大學高度的自主性，可能想招收具有溝通協調、創
造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之領導人才，或者由「專業能
力背景」及「興趣」兩角度選才，以彌補用紙筆取材
之缺失。

 平時應多培養：

➢1.語文理解能力：瞭解對方表達的語義能力。

➢2.語文流暢能力：迅速組合並清晰流暢表達的語義。

➢3.擴散性思考能力：發揮獨特、流暢、變通與創造性
思考能力。

➢4.聚斂性思考能力：發揮推理(符合邏輯概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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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題型
 3.時事、常識性問題：

➢主要在評量同學的社會觀、國際觀，考驗同學是否博
學多聞且具備基本的人文素養。

➢同學們多閱讀報紙社論、瞭解國際情勢、經濟動態、
目前國家社會政策等，並多發表對事件的看法、多聽
演講、多參加及觀摩辯論比賽，便能增加此方面的相
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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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題型
 4.即席演講：

➢演講的題目不一定與該科系有關，主要是針對能
夠測試出學生的口試能力、組織能力、臨場表現
為主。

➢同學可在面試前，準備好下列常見的問題：

1.請用一分鐘介紹自己。

2.為什麼選擇本校？

3.具有什麼升學或就業目標？

4.談談曾參加的課外活動，在課外活動學到什麼？

5.說說你的閱讀習慣或難忘的學習經歷。

6.你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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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型態
可分為：
 個人一次面試

 團體一次面試

 個人多次面試

 團體多次面試

 其中以個人一次面試、個人多場面試最常被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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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型態
 1.個人一次面試：由一位或數位面試委員對一
位學生，進行一般知識或專業知識之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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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型態
 2.團體一次面試：由兩位以上之面試委員對一
群學生，採個別詢問、團體討論觀察、閱讀資
料後意見發表等方式評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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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型態
 3.個人二次或多次面試：學生須轉換不同的面
試考場，面對一位或多位面試委員，問你不同
的問題，採口試、實驗、小論文等方式評量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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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型態
 4.團體二次或多次面試：由多位面試委員對一
群學生，採個別說明、團體討論或看電視後發
表意見等方式來評量。部分校系採取小組討論，
小組考生共同討論主題，隨機抽取主席，每位
成員發言數分鐘，評量者在旁看考生之間的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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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當下的重點
 眼神要堅定、

 態度要自然、

 表情手勢都應以輕鬆為主，

 侃侃而談、冷靜理智，

 應對要得體，不要搶話或過份安靜，

 不清楚的問題，儘量確定後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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