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 110學年度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國際組、APCS組共同辦理)  

大學個人申請『認識本系與邏輯測驗』時程表 

面 試 日 期 110年 4月 22日（星期四） 

學 系 聯絡 人 吳安蕎助理 聯 絡 電 話 03-8905016 

報 到 地 點 
第一梯次---理工學院二館國際會議廳(壽豐校區理工二館 4樓 A407 室) 

第二梯次---理工學院二館國際會議廳(壽豐校區理工二館 4樓 A407 室) 

注 意 事 項 

一、為配合量防疫措施，請考生提前 20 分鐘到達考場測量體溫，並攜帶有效身

分證件正本，準時辦理報到。 

二、為確保應試權益及甄試順利，請儘早安排交通事宜，本校考生專車相關訊

息，請參閱本校招生網頁。 

https://exam.ndhu.edu.tw/p/406-1104-175736,r2404.php 

三、請考生主動通報旅遊史：在考試當日前 14天內，有境外旅遊史應主動通報。

考生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致無法參加第二階段甄試，應於本校

第二階段報名期間或報考學系(班/組)甄試前 1天，盡速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

出申請及檢附相關文件(相關申請須知請參閱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應變措施；若為健康追蹤及自主健康管理者，則應全程配戴口罩

並移至備用試場應試。※相關疫情防治，請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 

https://www.cdc.gov.tw/。 

四、為防疫及健康之考量，請考生及陪考人員自備並全程配戴口罩，於甄試過程

中，試務人員查核身分時，請配合暫時取下口罩。 

五、為避免考場因人員過度集中而發生交叉感染，本次開放陪考人員至多 1位，

須量測體溫配戴口罩並填寫陪考人員健康調查表，若額溫超過 37.5℃以上，

則不得陪考。 

六、本次「團體面談與認識本系」活動提供餐盒，可自由選擇留下用餐或帶走，

請配合填寫用餐調查表。https://reurl.cc/zbkW3e 

內容相關說明 

一、 依簡章規定考生必須親自到校參加團體面談與認識本系活動，未參加者不予

錄取。 

二、 本系辦理『認識本系與邏輯測驗』梯次及時間如下： 

第一梯次 09：00~11：00 

第二梯次 14：00~16：00。 

三、 本系辦理『認識本系與邏輯測驗』內容包含如下： 

1. 本系簡介(含師資與課程介紹) 

2. 系學會及學長姊介紹 

3. 教學環境介紹 

4. 邏輯測驗 

四、 為落實防疫工作，僅開放一名家長參與認識本系與教學環境介紹活動，進行

邏輯測驗時家長請依組別至家長休息室等候，並配合保持與他人 1.5 公尺以

上距離。 

五、 本系家長休息室為理工二館三樓 C303 教室、C305教室。 

 

https://exam.ndhu.edu.tw/p/406-1104-175736,r2404.php
https://www.cdc.gov.tw/
https://reurl.cc/zbkW3e


 

大學個人申請『認識本系與邏輯測驗』時程表 

第一梯次上午 09：00至上午 11：00 (國際會議廳-4樓 A407室) 

時間 項目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本系簡介(含師資與課程介紹) 

09：20～09：40 系學會及學長姊介紹 

09：40～10：20 教學環境介紹 

10：30～11：00 邏輯測驗 

組

別 
參加分組名單 

第 

一 

組 

10003101 徐翊恩 10224641 陳以薰 10015541 張維安 

10022213 張晉誠 10241615 莊承哲 10020834 吳陶樂 

10026640 黃雅欣 10243623 蘇紘睿 10022024 魏一凡 

第 

二 

組 

10027423 陳樂融 10245225 陳韋良 10047914 莊閔凱 

10030813 張繼元 10248111 吳品範 10053434 林哲陽 

10031402 顏均慈 10271317 章駿睿 10058806 顏芊芹 

第 

三 

組 

10043336 李捷銨 10273416 王緯綸 10070707 楊崴宇 

10043932 張閔勛 10273733 李俊諺 10095304 陳秉凡 

10045123 林泰學 10287223 楊秉樺 10097908 王盛弘 

第 

四 

組 

10065513 鍾薰琦 10294127 劉彥霆 10116335 陳文賢 

10070842 李原誌 10296328 劉柏均 10116736 陳世惠 

10075041 王永恆 10299205 鍾凱威   

第 

五 

組 

10103726 曾道茗 10294201 林子辰 10211301 林芝蓁 

10149515 鍾侑衛 10298019 葉心凌 10237141 劉芸甄 

10149535 劉時軒 10303231 賴盈軒   

第

六

組 

10159632 黃芷盈 10072727 黃裕恒 10256231 陳定寬 

10177911 吳秉軒 10113630 陳躍心 10298212 萬星容 

10221819 張巽閎 10243613 黃楷生   



 

大學個人申請『認識本系與邏輯測驗』時程表 

第二梯次下午 02：00至下午 04：00 (國際會議廳---4樓 A407室) 

時間 項目 

13：30～14：00 報到 

14：00～14：20 本系簡介(含師資與課程介紹) 

14：20～14：40 系學會及學長姊介紹 

14：40～15：20 教學環境介紹 

15：30～16：00 邏輯測驗 

組

別 
參加分組名單 

第

一

組 

10003037 林庭毅 10113629 侯柔安 10299632 王新景 

10027128 蔣樂樂 10120002 莊英聖 10069303 王于蒨 

10032903 謝典恩 10147715 黃怡慈 10131705 詹立安 

第

二

組 

10049630 方俊翔 10203310 蔡京融 10227817 林于喬 

10049806 胡竣凱 10205541 許薰云 10001313 胡媛梅 

10050427 江偉綸 10205817 簡翊宸 10006712 郭伯閣 

第

三

組 

10050633 袁翊欣 10220041 葉學瑀 10015204 邱薇蓁 

10058418 鄭宇崴 10228617 游睿騏 10025631 林彥豪 

10058701 吳苡煖 10235515 杜佩真 10029713 朱弘晉 

第

四

組 

10058703 李姿儀 10255625 蕭均澔 10079411 張愷恩 

10059125 褚尚准 10259217 江家薰 10079802 康于珊 

10070020 周珥豪 10278109 江興平 10080321 邱聖鈞 

第

五

組 

10075617 吳奇駿 10281208 陳靖杰 10091233 簡暐哲 

10079136 許少華 10293633 梅漢亘 10135024 林芷嫻 

10085301 陳孝宗 10294435 林芷安 10138025 羅宜軒 

第

六

組 

10086606 張文瀚 10294901 吳少櫰 10154229 郭恒沂 

10087322 羅永宸 10040803 武貞宜 10238003 陳奕潔 

10091139 謝鎬宇 10067203 林千郁 10279102 趙苡璇 

10102109 王柏爍 10290427 潘苡禎 10303640 黃咸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