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 112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面試時間、地點及順序分配表 

一、甄試日期： 

111年 11月 11日(星期五)～11月 20日(星期日)，依各系所自訂面試時間及地點。 

二、考前提醒： 

1.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為配合校內防疫管理措施，提醒所有考生進入校園時

請配戴口罩。(陪考人員不能進入校園) 

2.考試當天考生汽車可停至凱旋路、凱旋七路本校『凱旋收費停車場』；另本校不提供機車停

車位置，請考生自行至校外停放。 

3.考生進入學校各大門時應示出「應考證明」供警衛人員識別。 

4.考生應試時，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照、IC 健保卡或有效期間內

之護照等具有照片及身分證字號之身分證明)，以備報到時查驗。 

5.為保護自己及他人，考生面試過程須全程配戴口罩，惟試務人員核對考生身分時，請配合暫

時取下口罩查驗，辨識身分後再戴回。 

6. 逢甲大學校區平面圖、交通路線圖。 

※未採逕行錄取之系所：(111年 11月 8日下午 2時陸續公告) 

系(所、學位學程) 面試時間 
大樓 

名稱 
面試地點 

面試 

順序 

化學工程學系 11月 18日下午 1時 30分起 學思樓 

報到：學 515 

面試：學 514、521 

   711-1 

面試 

順序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11月 13日上午 9時起 
理學 

大樓 

報到：理 409 

面試：理 404、406 

           理 407 

面試 

順序 

會計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9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 1101 

面試：商 1107 

面試 

順序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1月 12日上午 9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學 8樓太學

廳 

面試：商 806 

面試 

順序 

財稅學系 11月 12日上午 9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 1117 

面試：商 1113 

面試 

順序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

學系 
11月 18日下午 1時 30分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 901 

面試：商 907 

面試 

順序 

統計學系統計與精算碩士

班 
11月 11日下午 2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 1017 

面試：商 1011 

面試 

順序 

經濟學系 11月 11日下午 2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學 8 樓太學

廳 

面試：商 806 

面試 

順序 

財經法律研

究所 

法律學組 11月 19日下午 1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 613 

面試：商 615 

面試 

順序 

法律專業組 11月 19日上午 9時起 
面試 

順序 

行銷學系全球行銷碩士班 11月 13日下午 1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 408 

面試：商 409、410 

面試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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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系 11月 17日下午 1時 30分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 1215 

面試：商 1207 

面試 

順序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1月 19日上午 10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 1001 

面試：商 1009 

面試 

順序 

中國文學系 11月 19日下午 2時起 
人言 

大樓 

報到：人 904 

面試：人 901 

面試 

順序 

外國語文學系英文研究所

碩士班 
11月 11日上午 10時起 

人言 

大樓 

報到：人 803 

面試：人 802 

面試 

順序 

文化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

學程 
11月 19日上午 10時起 

人言 

大樓 

報到：人 807 

面試：人 802 

面試 

順序 

電子工程學系 11月 11日上午 9時起 電通館 
報到：電通 122 

面試：電通 120、121  

面試 

順序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11月 13日中午 12時 30分起 資電館 
報到：資電 418 

面試：資電 419、426 

面試 

順序 

建築碩士學位學程 11月 13日上午 9時起 忠勤樓 
報到：忠 509前 

面試：忠 509 

面試 

順序 

※採逕行 錄取之系所：(自 111年 11月 14日下午 2時起陸續公告) 

系(所、學位學程) 面試時間 
大樓 

名稱 
面試地點 

面試 

順序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碩士班 
11月 18日下午 1時 30分起 工學館 

報到：工 209 

面試：工 210 

面試 

順序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11月 18日下午 1時 30分起 工學館 
報到：工 221 

面試：工 215、223、

410 

面試 

順序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9時起 工學館 
報到：工 509 

面試：工 504 

面試 

順序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9時 30分起 科航館 

報到：科航 401 

面試： 

   A組：科航 405 

   B組：科航 428 

面試 

順序 

電聲碩士學位學程 11月 18日下午 2時起 工學館 
報到：工 106 

面試：工 106 

面試 

順序 

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

程 
11月 18日下午 2時起 學思樓 

報到：學 711-2 

面試：學 711-2 

面試 

順序 

數據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11月 18日上午 10時起 
理學 

大樓 

報到：理 201 

面試：理 214 

面試 

順序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9時起 學思樓 

報到：學 315 

面試：A組：學 209 

   B組：學 409 

面試 

順序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9時起 
理學 

大樓 

報到：理 215 

面試： 

 A組：理 B07 

 B組：理 B07A 

面試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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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1月 20日上午 9時起 
商學 

大樓 

報到：商學 8樓太學廳 

面試：商 804A、804B 

面試 

順序 

資訊工程學系 11月 18日下午 1時起 資電館 
報到：資電 235 

面試：資電 247、224 

面試 

順序 

電機工程學系 11月 18日下午 1時起 資電館 
報到：資電 330 

面試：資電 331、332 

面試 

順序 

通訊工程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10時起 電通館 
報到：電通館 220室 

面試：電通218、217-1 

面試 

順序 

土木工程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9時 30分起 土水館 
報到：土 305 

面試：土 303 

面試 

順序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11月 18日下午 1時起 土水館 
報到：土 306 

面試：土 303 

面試 

順序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9時 30分起 忠勤樓 
報到：忠勤樓 4F中庭 

面試：忠 418 

面試 

順序 

運輸與物流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9時 30分起 
丘逢甲

紀念館 

報到：2樓第一國際會 

      議廳 

面試：紀 108、412 

面試 

順序 

土地管理學系 11月 18日上午 10時起 學思樓 
報到：學 313 

面試：學 301 

面試 

順序 

智慧城市碩士學位學程 11月 18日上午 9時 30分起 
丘逢甲

紀念館 

報到：紀 406B 

面試：紀 408 

面試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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