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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大學 111 學年度碩士班（含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招生考試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致無法參加筆試/面試考

生補救措施 

一、依據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 111 年 2 月 7 日公告，目前全國維持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本校

111 學年度「碩士班」及「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依招生簡章原訂期

程於 111 年 3 月 5 日（星期六）、3 月 6 日（星期日）如期辦理。 

二、另依據教育部 111 年 1 月 28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0601 號函，為兼顧考生權益及招生公平，

提供確診或居家隔離等無法應試考生之相關補救措施，爰訂定本校補救措施。 

（一） 適用對象：已依簡章完成報名程序之考生，因考試當日為「確診」或「居家隔離」等因素，

依規定無法外出致無法到校參加筆試、面試等實體考試，並依限提出申請經本校審核同意

者。 

（二） 補救措施及申請期限（考生得二擇一）： 

1.申請全額退費（原招生簡章規定）。 

申請退費的考生，應於 111 年 3 月 4 日（星期五）前，以原色掃描衛生主管機關開立之

「居家隔離通知書」或醫院開立之「確診證明書」等，併同招生簡章附件「報名表退費申

請表」及「本人帳戶存簿封面」掃描檔，以電子郵件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

（whitice@mail.nutn.edu.tw）申請退費，不再參加本項招生考試。 

2.以資料審查/視訊面試取代筆試/面試（依教育部訂定之補救措施）。 

（1）考生應於 111 年 3 月 7 日（星期一）前，以原色掃描衛生主管機關開立之「居家隔離

通知書」或醫院開立之「確診證明書」等，以電子郵件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

（whitice@mail.nutn.edu.tw）申請補救措施。 

（2）電子郵件寄出後請務必來電確認（06-2133111 轉 242），本校將於 111 年 3 月 9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前回覆審核結果。 

（3）審核通過之考生，應依各招生系所之補救措施（如附件一、二）繳交審查資料或參加

視訊面試。 

①資料審查辦理方式：若需再繳交審查資料者，請依各招生系所指定之資料審查項目（如

附件）彙整裝袋，於 111 年 3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送達至本校招生委員會，

逾時不予受理。 

②視訊面試辦理方式：由各招生系所訂定並通知考生，考生應依報考之招生系所規定時間

準時參加視訊面試。請依本校招生考試視訊面試規範辦理。 

（4）各項補救措施評量方式及錄取標準依各招生系所規定辦理，考生不得異議。 

（三） 錄取結果 

1.錄取名單將於 111 年 3 月 28 日（星期一）於本校首頁公告。 

2.本項考試招生名額依教育部防疫補救措施方案規定，得以外加名額方式辦理，不占原考試

入學之招生名額，以兼顧所有考生之權益。 

 

 



 2

三、視訊面試規範 

（一） 申請視訊面試者，請依本校招生委員會公告期限內提出，並經審核通過後，以電子郵件通

知考生招生系所排定之視訊面試時間。考生應依排定時間參加視訊面試。 

（二） 視訊面試當天，請考生個人就位於無干擾之空間，並備妥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提供查驗。 

（三） 各系所得要求面試開始前進行連線測試，測試時間由各系所訂定，測試完成後，考生須在

線上等待面試。 

（四） 視訊面試時，若考生未能準時應試，面試委員得等候 5 分鐘（透過螢幕錄影以紀錄時間），

5 分鐘後考生如仍未上線，視同缺考；各系所另有規範者，從其規定。倘因考生之視訊設

備或網路問題而無法進行視訊面試，則面試成績以缺考計，考生不得要求補試。 

（五） 視訊面試時，不得有其他人員在場。為確保面試過程不受干擾，且考生須接受面試委員之

指示，利用攝影鏡頭環繞掃視所在場所，以資證明。 

（六） 視訊面試之標準、面試委員人數、面試時間應與實地面試一致。 

（七） 視訊面試過程應全程錄影及錄音，且相關資料由本校保留至少 1 年。 

（八） 視訊面試有一定之風險。所有不能歸咎於本校之風險，由考生自行承擔，請考生提出申請

前務必審慎評估。 

（九） 凡頂替或採用其他舞弊情事應試者，經檢舉查證屬實，將依本校招生簡章考試試場規則，

取消考試資格並通知其相關學校或機關依規定究辦。已入學者者開除學籍，並應負法律責

任，且不發給任何有關學業之證明。畢業後始發覺者，除勒令撤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

撤其畢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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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招生系所補救措施（確診或居家隔離等無法應試考生適用） 

一、 碩士班 

招生系所 
補救 
措施 

原考試 
項目 

補救措施說明 

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理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視訊面試 筆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筆試成績。 
教育學系教學科技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資料審查、

視訊面試 
筆試 
面試 

1.以資料審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

筆試、面試成績。 
2.考生需再繳交審查資料（如附件

二）。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視訊面試 筆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筆試成績。 
特殊教育學系輔助科技碩士班 視訊面試 筆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筆試成績。 
體育學系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視訊面試 筆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筆試成績。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文化觀光資源碩士班 

資料審查 筆試 
1.以資料審查成績取代筆試成績。 
2.考生需再繳交審查資料（如附件

二）。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臺灣文化碩士班 

資料審查 筆試 
1.以資料審查成績取代筆試成績。 
2.考生需再繳交審查資料（如附件

二）。 

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與應用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應用數學系碩士班 資料審查 面試 
1.取消面試，全面採計資料審查成

績。 
2.考生不需再繳交審查資料。 

數位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數位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公費生【特殊】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數位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公費生【偏遠】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材料科學系碩士班 資料審查 面試 
1.取消面試，全面採計資料審查成

績。 
2.考生不需再繳交審查資料。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綠色能源科技學系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音樂學系碩士班 
退費、 
資料審查 

筆試 
術科 

1.音樂教育專長辦理退費。 
2.樂器演奏(唱)專長以資料審查

(主修曲目影音檔)成績取代筆試

成績。 
3.考生需再繳交審查資料（如附件

二）。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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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所 
補救 
措施 

原考試 
項目 

補救措施說明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公費生【偏遠】 
資料審查、

視訊面試 
筆試 
面試 

1.以資料審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

筆試、面試成績。 
2.考生不需再繳交審查資料。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動畫媒體設計碩士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資料審查、

視訊面試 
筆試 
面試 

1.以資料審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

筆試、面試成績。 
2.考生不需再繳交審查資料。 

行政管理學系碩士班 視訊面試 筆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筆試成績。 

經營與管理學系科技管理碩士班 
資料審查、

視訊面試 
筆試 

1.以資料審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

筆試成績。 
2.考生需再繳交審查資料（如附件

二）。 

二、 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招生系所 
補救 
措施 

原考試 
項目 

補救措施說明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教學碩士班（假日班） 資料審查 面試 
1.取消面試，全面採計資料審查成

績。 
2.考生不需再繳交審查資料。 

教育學系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資料審查 筆試 
1.取消筆試，全面採計資料審查成

績。 
2.考生不需再繳交審查資料。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臺灣文化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資料審查 面試 
1.取消面試，全面採計資料審查成

績。 
2.考生不需再繳交審查資料。 

國語文學系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綠色能源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音樂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資料審查 
筆試 
術科 

1.以資料審查(專長主修演唱/奏影

音檔)成績取代筆試成績。 
2.考生需再繳交審查資料（如附件

二）。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行政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經營與管理學系 
科技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經營與管理學系 
高階管理碩士在職專班（EMBA） 

視訊面試 面試 以視訊面試成績取代面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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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需再繳交資料審查之系所清冊 

招生系所 資料審查項目 

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一、相關工作經驗年資及證照。 

二、相關專業工作成就（含獲獎紀錄、著作、其他足以證

明個人專業工作成就之資料）。 

三、5 年內研習訓練紀錄與綜合心得（心得字數限 1000

字以內）。 

四、學習計畫。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文化觀光資源碩士班 

一、大學或最高學歷歷年成績單正本一份，須附學業成績

名次證明書，並註明全班（組）人數。 

二、自傳與生涯規劃。 

三、論文研究計畫書（含研究背景及目的、相關研究回顧、

研究方法、預期成果等）。 

四、其他有助於甄試之優良表現資料，例如：專題研究報

告、學術性著作、研究成果或得獎之作品。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臺灣文化碩士班 

一、大學或最高學歷歷年成績單正本一份，須附學業成績

名次證明書，並註明全班（組）人數。 

二、自傳與生涯規劃。 

三、論文研究計畫書（含研究背景及目的、相關研究回顧、

研究方法、預期成果等）。 

四、其他有助於甄試之優良表現資料，例如：專題研究報

告、學術性著作、研究成果或得獎之作品。 

音樂學系碩士班 樂器演奏(唱)專長主修曲目影音檔 

音樂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專長主修演奏(唱)影音檔 

經營與管理學系科技管理碩士班 

一、基本資料： 

(一)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須附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並

註明全班人數。 

(二)自傳一份（含學習經歷、申請動機、研究與工作經驗）。 

(三)讀書與生涯規劃。 

二、特殊表現： 

學術研究、競賽成果或社會服務及公益參與及其他有利

評分之文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