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學群 

1.成功的企業家都不是學管理出身，那是不是學管理出身的都不會成功？ 

2.你對“早起的鳥兒被蟲吃”有何看法？ 

3.你覺得一個管理者要具備什麼特質？你呢？ 

4.什麼是「知識經濟」 

5.對投資與投機如何下定義。 

6.Please explain what is “e-commerce” in English？ 

7.Please explain what is so-called “datcom revolution” in English？ 

8.企業家與商人有何不同 

9.企管都在學什麼? 

10.中了５０萬獎金，你將如何做投資？ 

11.服務業&研發業的利潤皆大於製造業,如果你是製造業的總經理,該如何看待此

問題? 

12.看過哪些人的自傳？ 

13.解釋以下名詞-共同基金、行動商務、智慧財產權 

14.對於台灣是否適合作為一個科技島？ 

15.說一說何謂企業管理？ 

16.請解釋何謂「智慧財產權」？ 

17.請解釋何謂「電子商務」？ 

18.擇善固執對一個企管人是優或缺點 

19.你認為當管理者該具備什麼條件？ 

20.何謂大眾運輸？ 

 
逢甲交通工程與管理 

筆試  

(1)高速鐵路對台灣日後之影響。  

(2)交通安全所要面對的問題及解決之道。  

面試  

(1)從自傳及讀書計畫中找問題。 

(2)交通及運輸的重要性。 

(3)台南火車站與台中火車站的最大差別。 
 
靜宜觀光事業 

右一教授：是妳父母的工作影響你來選這科系嗎？ 

右一：妳知道要修第二語言嗎？  

右一：請妳用英文自我介紹。  

右一：妳先前有到過靜宜，看到了什麼？ （我提到一個看夜景的好地方） 

左一：妳的英文發音不錯，誰影響妳？  



1 學長、姐如何向你介紹本及本系？  

1. 英文自我介紹。（記得要準備充分）  

2. 如何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4 為何要參加慈光社、愛心基金之類的社團？  

 

海洋商船 

1. 自我介紹，選校系動機？  

2. 漏油事件所造成的影響？  

3. 現在所處的方向？  

4. 辨別方向工具有那些？  

5. 商人的「商」跟商船的「商」有何不同？  

6. 比較海運及其他航運  

 

海洋商船 

1.      入系動機。 

2.      未來出路。 

3.      如何挽救英文?(因為我的成績實在不是很好) 

4.      影響自己最深的書。 

5.      你覺得本系所學對你有何幫助? 

6.      你覺得自己能跟上學校課程進度嗎? 

7.      想念，你畫的女孩嗎?(因為我放了一張女同學的素描)還記得上面打油詩嗎? 

8.      為什麼想考救生員?(我附了救生員證照) 

9.      如何分辨書中觀念的對錯? 

 
大葉休閒事業管理 

面試 

1. 大學畢業後的計畫？  

2. 高中社團對你的影響？  

3. 上大學後，若課業與社團、打工衝突要怎麼辦？  

學科測驗 

1. 翻譯一篇英文（英翻中，參考用，不算成績）  

2. 題目不難，普通程度的人都能看懂。  

 

大葉休閒事業管理 

面試 

全部的考生分成三組，每一組有兩個學長帶隊，就跟營隊一樣，然後每一組都有

個別教室，再來進行 30 秒的機智問答，有二個教授評分，題目是抽籤決定，我



抽到題目是「你對作弊的看法」，我還記得其他題目：「你對同性戀的看法」、

「如果中了樂透，你會如何使用」、「要怎樣做好垃圾分類」…等等。  

然後是跳韻律舞，旁邊有三、四個教授在打分數，所以不要混，跟著前面的老師

跳就好了。  

最後一項是機智遊戲，有三個機智遊戲，每結束一種機智遊戲，就會要我們說出

自己對這個遊戲的感想，而在玩遊戲的過程中，教授們還是一直在打分數，也就

是說教授們從頭到尾都在打分數，這樣才能看到我們最真的一面。  

 
中華交通管理 

1. 自我介紹（2 分鐘）。  

2. 說明你自己的讀書計畫。  

3. 如何消除自己的壓力。  

4. 假如你是交通部長，你要如何整頓交通。  

5. 就你所看到的，新竹市的交通和台南市的交通有何不同。  

 
銘傳觀光 

面試： 

1. 為什麼選擇本系？  

2. 一間旅館的經管人通常是住在旅館內，知不知道他大概的生活狀況？  

3. 一間旅館的經營人平常要如何，才能把旅館經營好？  

4. 說說未來的理想？  

5. 你社團中所謂的「自學辦法」是指什麼，請你解釋一下。  

6. 你在校的成績如何？為什麼？  

小論文：周休二日對國民休閒生活與遊憩活動的影響。（時間 80 分鐘，橫寫，

無格，不限字數） 

 
實踐觀光管理 

學科測驗：英文作文（My study plans in the future） 

面試：多位教授對 1 位學生 

1. 你對新臺灣人的定義有何看法？  

2. WTO 對全球的經濟有什麼影響？  

3. 考二句英文句子（要多閱讀英文課外讀物才能回答的好  

 

實踐服飾經營 

小論文：寫出臺灣目前服飾市場的現況 

面試 

1. 參加此學系的動機？  

2. 說出設計和經營的差別？  



3. 你最喜歡哪個設計師的作品？  

 
開南航運與物流管理 

1. 自我介紹（英文）。 

自行準備，就算沒準備也要會用單句瞎掰。  

2. 為什麼會想來本系就讀？ 

最制式化同時也是最惡毒的問題，真的要事先想好。  

3. 屏東有幾所國立高中？  

4. 父親從事何種行業？  

5. 你認為如果由本系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有哪些？ 

記得去蒐集和這個系的發展方向有關的資料，建議同學可以去看看自己要

報考學系的網頁，可以取得一個大方向的準備要領 。  

1 請先用英文自我介紹。 

2 為什麼想讀這個校這個系？ 

3 說說你的生涯規畫。 

4 高中課程中最喜歡哪個科系？為什麼喜歡？ 
 
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張安琦 

為什麼選擇就讀觀光系？ 

◎ 請用英文字自我介紹 

◎ 談談你的高中學科 

◎ 對我們的課程有什麼了解？ 

◎ 為什麼沒考全民英檢？ 

◎ 喜歡哪個日本作家？（因為我有帶我做的校刊去面試） 

之後就開始閒聊！（如：讀什麼國小…） 

 

世新觀光學系陳瑋茹 

1 果有下列工作，你要哪一種？（1）當志工，沒薪水（2）在旅行社當導遊（3）

在澎湖調查旅客滿意度 

2 果你帶團體，你喜歡哪種團體？ 

3 覺得當個導遊要具備哪些能力？ 

4 上，你要如何訓練這些能力？ 

5 覺得你在高中求學階段有哪些科目須加強的？ 

 
輔大織品服裝行銷組張逸齊 

教授的問題 80%都是從自傳提出（比較關於個人） 

ex.1 .你從哪個學校來？ 

 2 .曾參加什麼社團 



 3 .你有什麼條件 or 適合的特質可以進入服裝行銷組 

 4 .平時對服裝行銷有何涉獵 

專業問題 

ex. 1.行銷是什麼？ 

   2.台灣服裝市場與日本有何不同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管學系王長昱 

1、 一分鐘自我介紹 

2、 去過哪些國家 

3、 去過哪裡印相最深刻 

4、 從爸爸（是領隊）身上學到什麼 

5、 你覺得系上這個行業應具備什麼特質？ 

6、 怎麼增加英文能力 

7、 家裡靠近哪裡？ 

 
實踐大學服飾經營系黃皓揚 

小論文：服飾產業的認知（就自己所知道的論述） 

面試：三對一方式 

1. 自找介紹。 

2. 為何選擇此系？ 

3. 最喜歡的高中學科為何？為什麼？（針對成績單發問） 

4. 自傳中有提到打工，覺得打工會不會影響學習學校課業？ 

5. 為什麼會穿此件衣服來？ 

6 沒有比較喜歡或特定的衣服品牌？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餐旅事業管理組廖子儀 

1. 為什麼要報考本校？別的學校也有餐旅，本校有何吸引你的地方？ 

2. 你認為大學生打工重要嗎？為什麼？ 

3. 如果你是主管，如何處理蠻橫不講理的客人？ 

4. 餐旅是服務業，你認為你個人有什麼人格特質適合從事餐旅？ 

5. 你想從事餐飲工作，是美式飲食？中式飲食？還是台灣飲食？ 

面試為五分鐘，所有問題都會依你的回答，從中提出問題深入發問。 

三對一。 

 
海洋大學商船學系蔡和達 

1 自我介紹。 

2 為何選擇該系？ 

3 該系未來有何發展？ (升學、就業) 



4 未來四年學些什麼？ (科目、內容) 

5 如何區分大船和小船？ (噸位的定義) 

6 開船最重要的事？ (自由發揮) 

 

 

海洋大學商船學系黃士林 

1.請就你對本學系的認識，說明你認為本學系是學什麼？對將來的前途有何出

路？ 

2.專業知識：敘述如何區分大船和小船？如排水量約各幾噸？ 

3.現代運輸方式有很多種，請舉例說明並強調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