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 1、甄試日期: 4月17日(六)～4月18日（日）

2、試務中心：設於圖書暨行政資訊大樓四樓L417，試務中心聯絡電話：03-5186223、5186221、5182814。

3、面試時間及地點：各學系指定地點(參下表)，結束時間依當天實際應考人數而定，當日將視面試作業進行狀況微幅調整，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個人面試順序查詢：至本校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報名及查詢系統，登入後點選【查詢與列印甄試考場及時間表】下載。

   (2)若需調整面試時間，請直接與各學系助理聯繫，以利甄試時間之調整。

   (3)各學系 4月17日~4月18日面試順序概以各學系系網公告為準。若姓名因造字系統造成亂碼或缺字，敬請考生及家長見諒!!

4、應試當天請攜帶「具相片之身分證件」及「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通知單」應考。

5.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校甄試當天各出入口均設有體溫量測等相關檢疫管制作業，請考生及陪同者多加配合，進入校園請全程佩戴口罩。

   (1)考生如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或呼吸道症狀，需配戴口罩，並依本校標準流程通報衛保組，處理相關後續作業。

   (2)搭乘大眾運輸者，請務必配戴口罩，以避免無法進入車站或被拒絕乘車。

【臨時停車證】
正門_工程一館(E棟)、研

發大樓(I棟)

南側門_建築一館(A棟)、工程二館(S棟)、

綜合一館(M1)、管理一館(M2)

   (4)陪同親屬進入各學系提供之休息室或場地時，請配合掃描QR扣並登錄相關資訊。

   (5)進入校園或休息區時，請維持室外1公尺、室內1.5公尺之社交距離，並請全程配戴口罩。

6、相關招生訊息及資料下載請至本校招生資訊查詢。  網址：http://admission.chu.edu.tw/

7、中華大學校區平面圖【連結】 中華大學交通路線圖【連結】 中華大學接駁車【連結】

院別 系組名稱 日期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甄試時間

結束時間視當天實際應考人數而定

甄試人

數
面試試場 休息室

4/17 下午12:40~13:00 下午01:15~04:00(每生/8分鐘) 69

4/18 上午08:40~09:00 上午09:15~12:00(每生/8分鐘) 45

4/17
上午08:40~09:00

下午01:10~01:30

上午09:00~12:00(每生/5~8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8分鐘)
35

4/18 上午08:40~09:00 上午09:00~12:00(每生/5~8分鐘) 12

4/17
上午08:40~09:00

下午01:10~01:30

上午09:00~12:00(每生/5~8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8分鐘)
40

4/18 上午08:40~09:00 上午09:00~12:00(每生/5~8分鐘) 17

4/17
上午08:40~09:00

下午01:10~01:30

上午09:00~12:00(每生/5~8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8分鐘)
34

4/18 上午08:40~09:00 上午09:00~12:00(每生/5~8分鐘) 15

E204

E204

E204

工程一館E204

工程一館E204

E201、E203、E301、E312 E212

資電

學院

E513

E304

電機工程學系

（03-5186391）
工程一館E212

工程一館E204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應用組（03-5186741）
E342-2

資訊工程學系

 -智慧軟體設計組（03-5186741）

中華大學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試場

   (3) 自行開車到校應試者，請配合本校相關檢疫作業，並依本校寄發之通知單將車輛依保全人員指示，(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停至『考生專用停車場』 。

       【 甄試通知單連結】下載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組（03-5186417）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報名及查詢系統
登入後點選【查詢與列印甄試考場及時間表】下載

http://admission.chu.edu.tw/var/file/47/1047/img/674/5338376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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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chu.edu.tw/p/412-1000-674.php?Lang=zh-tw
http://www1.chu.edu.tw/p/412-1000-674.php?Lang=zh-tw
http://www1.chu.edu.tw/p/412-1000-522.php?Lang=zh-tw
http://admission.chu.edu.tw/var/file/47/1047/img/438646738.pdf
http://admission.chu.edu.tw/var/file/47/1047/img/674/533837627.pdf
http://admission.chu.edu.tw/var/file/47/1047/img/674/533837627.pdf
https://ex.chu.edu.tw/wexam/login.aspx


4/17
上午08:40~09:00

下午01:10~01:30

上午09:00~12:00(每生/5~8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8分鐘)
34

4/18 上午08:40~09:00 上午09:00~12:00(每生/5~8分鐘) 18

4/17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10分鐘)
43

4/18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17

4/17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10分鐘)
40

4/18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21

4/17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10分鐘)
32

4/18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14

4/17
上午08:30~09:00

下午12:30~01:00

上午09:40~12:00(每生/7~10分鐘)

下午01:40~05:00(每生/7~10分鐘)
25

4/18 上午08:30~09:00 上午09:40~12:00(每生/7~10分鐘) 18

4/17
上午08:30~09:00

下午12:30~01:00

上午09:40~12:00(每生/7~10分鐘)

下午01:40~05:00(每生/7~10分鐘)
31

4/18 上午08:30~09:00 上午09:40~12:00(每生/7~10分鐘) 20

4/17
上午08:30~09:00

下午12:30~01:00

上午09:40~12:00(每生/7~10分鐘)

下午01:40~05:00(每生/7~10分鐘)
43

4/18 上午08:30~09:00 上午09:40~12:00(每生/7~10分鐘) 12

4/17
上午08:10~08:30

下午12:20~12:40

上午08:40~10:40(每生/5~8分鐘)

下午12:50~02:10(每生/5~8分鐘)
39

4/18
上午08:40~09:00

下午12:20~12:40

上午09:10~10:00(每生/5~8分鐘)

下午12:50~01:30(每生/5~8分鐘)
16

4/17
上午10:10~10:30

下午01:50~02:10

上午10:40~12:00(每生/5~8分鐘)

下午02:20~05:00(每生/5~8分鐘)
52

4/18
上午09:40~10:00

下午01:10~01:30

上午10:10~11:40(每生/5~8分鐘)

下午01:40~05:00(每生/5~8分鐘)
44

4/17 面試前4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30分鐘)

下午01:30~05:00(每梯/30分鐘)
34

4/18 面試前4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25分鐘) 11

4/17 面試前4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30分鐘)

下午01:30~05:00(每梯/30分鐘)
37

4/18 面試前4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25分鐘) 18

4/17 面試前4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30分鐘)

下午01:30~05:00(每梯/30分鐘)
36

4/18 面試前4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25分鐘) 12

E204

M215

M212

M407-A M140管理一館M140

工程一館E204

M226管理一館M309

管理

學院

工業管理學系

 -(甲組)（03-5186592）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應用組（03-5186524）

M220管理一館M309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系統設計與智慧製造組

（03-5186524）

工業管理學系

 -(乙組)（03-5186592）

資電

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智慧機械組（03-5186507）

機械工程學系

  -航空技術組（03-5186507）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應用組)（03-5186509）

M213

M207

機械工程學系

  -智慧自動化組（03-5186507）

綜合一館M210

綜合一館M144 M144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生醫光電組)（03-5186509）
M205

M209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材料應用組)（03-5186509）
M203

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組（03-5186741）
E515

M309

M220管理一館M309
資訊管理學系

  -手機軟體設計組（03-5186524）



4/17 面試前4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30分鐘)

下午01:30~05:00(每梯/30分鐘)
40

4/18 面試前4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25分鐘) 14

4/17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10分鐘)
28

4/18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10分鐘) 16

4/17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15分鐘)

下午01:30~04:00(每梯/15分鐘)
34

4/18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15分鐘) 27

4/17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10-15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10-15分鐘)
18

4/18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10-15分鐘) 17

4/17 面試前3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10-15分鐘) 16

4/18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10-15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10-15分鐘)
15

4/17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生/10-15分鐘) 17

4/18 面試前3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10-15分鐘) 16

4/17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10:30~12:00(每梯/2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梯/20分鐘)
10

4/18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30~12:00(每梯/20分鐘) 19

4/17 下午01:00~01:30 下午01:30~04:00(每生/10分鐘) 3

4/18 上午08:30~09:00 上午09:00~12:00(每生/10分鐘) 2

4/17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30分鐘)

下午01:00~03:00(每梯/30分鐘)
36

4/18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30分鐘) 19

4/17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30分鐘)

下午01:00~03:00(每梯/30分鐘)
22

4/18 面試前20分鐘 上午09:00~12:00(每梯/30分鐘) 14

4/17 下午12:45~01:15 下午01:30~04:00(每生/5-10分鐘) 30

4/18 上午08:15~08:45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16

4/17 下午12:45~01:15 下午01:30~04:00(每生/5-10分鐘) 41

4/18 上午08:15~08:45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15

M411

A216

M406
財務管理學系

 -金融資訊管理組（03-5186525）

管理一館M309

M610、M613

管理一館M223
中華大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管理與

決策科學學士學位學程（03-5186523）

英國西英格蘭大學企業管理雙學士學位學

程（03-5186571、5186591）

管理

學院

管理一館M408-C教室外 M408-C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組（03-5186550）

企業管理學系

 -智慧運輸與物流組（03-5186550）

M226

M220

管理一館M406教室外

管理一館M408-A教室外 M408-A

建築

與

設計

學院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第一類組)  (03-5186651)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第二類組)  (03-5186651)

建築一館A216

建築一館A420

A430

A408

財務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管理組（03-5186525）

A420

景觀建築學系

  -景觀設計組（03-5186672）

景觀建築學系

 -產品設計組（03-5186672）
A309

A231

M223

M404

M309

M405

財務管理學系

  -會計資訊與稅務組（03-5186525）

資訊管理學系

  -巨量資料應用組（03-5186524）

管理一館M411教室外 M412



4/17 下午12:40~12:55 下午01:30~17:00(每生/5分鐘) 35

4/18 下午12:40~12:55 下午01:30~17:00(每生/5分鐘) 39

4/17
上午08:40~09:00

下午12:30~01:00

上午09:30~12:00(每生/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10分鐘)
37

4/18 上午08:40~09:00 上午09:30~12:00(每生/10分鐘) 11

4/17
上午08:30~08:50

下午13:00~01:20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10分鐘)
21

4/18 上午08:30~08:50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16

4/17
上午08:30~08:50

下午13:00~01:20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10分鐘)
24

4/18 上午08:30~08:50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18

4/17
上午08:30~08:50

下午13:00~01:20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5~10分鐘)
18

4/18 上午08:30~08:50 上午09:00~12:00(每生/5~10分鐘) 11

4/17
上午08:40~09:00

下午01:10~01:30

上午09:00~12:00(每生/8-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8-10分鐘)
26

4/18 上午08:40~09:00 上午09:00~12:00(每生/8-10分鐘) 22

4/17
上午08:30~09:00

下午12:30~01:00

上午09:30~12:00(每生/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10分鐘)
32

4/18 上午08:30~09:00 上午09:30~12:00(每生/10分鐘) 23

4/17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0:20(每生/10分鐘)

上午10:30~12:00(每生/10分鐘)
14

4/18 面試前30分鐘
上午09:00~10:20(每生/10分鐘)

上午10:30~12:00(每生/10分鐘)
8

4/17 上午09:00~12:00(每生/10分鐘) 1

4/18
上午09:00~12:00(每生/10分鐘)

下午01:30~04:00(每生/10分鐘)
6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會展與活動管理組（03-5186882）
研發大樓I212教室外 I206

建築

與

設計

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03-5186620）
M208

M401

M402

餐旅管理學系

（03-5186549）

人文

社會

學院

A320 A317

M206、M502

土木工程學系

（03-5186701）
建築一館A317

應用日語學系-語文組

（03-5186876）

離島視訊試場(東莞臺商子女學校)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_廣

東省東莞市中堂鎮潢

涌區上一村

面試前60分鐘完成

報到手續

如因故致視訊面試中斷，現場監

試人員與報考學系研商後，在不

影響其他考生情形下，考生繼續

應試，不得因視訊設備故障或視

訊面試中斷等情事要求加分。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

應用日語學系-觀光組

（03-5186876）
M403

綜合一館M305 M305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03-5186020）
研發大樓I322教室外 I304 研發大樓I322

研發大樓I210、I212

研發大樓I101I702、I704研發大樓I101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03-5186876）

綜合一館M208

觀光

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