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政治大學 109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會計

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注意事項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平時請落實個人健康管理，本校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將
視疫情採取防疫措施，請於甄試前至各學系網頁查詢。
一、報到日期： 1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為配合本校因應疫情措施，請於規定報到時間提前半小時進入校園。
二、報到地點：商學院大樓 7 樓 260704 室會計系辦公室辦理報到。
三、甄試日期、時間、科目及及分組名單：
組別
第1組

第2組

時

間

甄

試

科

7：40

報到

8：00～8：35

準備、面試

8：20

報到

8：40～9：15

準備、面試

目

學測應試號碼及姓名
取消

取消
10005635 周誠恩
10006541 楊鈞幃
10012802 蔡惠棋

第3組

9：00

報到

9：20～9：55

準備、面試

10006011 連振宇
10013001 柳欣汝
10014128 邱鈺婷
10010142 賴竣閔
10014129 林允悅
10016815 梅

瑄

10015004 易旻虹
10019417 黃式傑
10024940 余亞蓁

第4組

9：40

報到

10：00～10：35

準備、面試

10020415 温

晴

10024136 林奕霆
10025004 李羑璇
10020901 許凱博
10029603 謝群翔
10158408 陳昭翰

組別

時

間

甄

試

科

目

學測應試號碼及姓名
10025124 傅筠絜
10276221 林芷彤
10044122 陳禹彤

第5組

10：20

報到

10：40～11：15

準備、面試

10026411 陳宣瑜
10068936 陳霽之
10070440 李元睿
10044224 林泓成
10057342 雷佩璇
10148405 李沛璇
10023901 李品寬
10074214 巫賢友
10267307 王子凌

第6組

11：00

報到

11：20～11：55

準備、面試

10080223 徐子涵
10092119 袁

新

10095424 楊皓宇
10094240 鄭仲凱
10282117 陳思宇
10004433 高冠奕
10023213 簡晧暐
10066033 莊宗翰
第7組

12：40

報到

13：00～13：35

準備、面試

10136532 呂杰曄
10202304 彭柏海
10315512 辛佩潔
10315040 陳

啓

10312203 潘又銘
10315610 洪建業
10099401 黃慧如
10107124 陳孟楷
10114622 陳振瑋

第8組

13：20

報到

13：40～14：15

準備、面試

10117423 陳品璇
10132337 黃子竣
10138520 陳穎寬
10135333 鍾采真
10137009 鄭宇彣
10142028 任采蓁

組別

時

間

甄

試

科

目

學測應試號碼及姓名
10145741 黃大哲
10147834 施欣妤
10071503 蕭如庭

第9組

14：00

報到

14：20～14：55

準備、面試

10149529 范佳雯
10161536 吳旻峻
10162808 張絜然
10164608 林子昕
10166012 李韋蓁
10166339 林彧潔
10190624 張育晴
10250236 黃微茹
10172936 石瀚杰

第 10 組

14：40

報到

15：00～15：35

準備、面試

10177518 鄭雅馨
10190822 蘇皇睿
10074130 陳柏亘
10191737 柯鈞為
10202913 汪鑫妤
10209105 潘宜玫
10191739 曹嘉成
10217407 張紘蒝
10234227 陳鈺琁

第 11 組

15：25

報到

15：45～16：20

準備、面試

10234938 陳彥廷
10243612 吳亮萱
10246039 陳怡璇
10247610 呂禕倩
10256033 郭旭崴
10096203 李耀宇
10176016 賴詩涵
10091809 張敏悅

第 12 組

16：05

報到

10277513 胡巽則

16：25～17：00

準備、面試

10281817 朱柔穎
10302630 林子敬
10307915 蔡

第 13 組

16：45
17：05～17：40

報到
準備、面試

取消

第 14 組

17：25
17：45～18：20

報到
準備、面試

取消

慈

四、考生注意事項：
1.考生應自備口罩，除試務人員查核身分時，須取下口罩查驗身分外，從報到開始到面試結
束，請全程配戴口罩。
2.考生務必於該場次報到時間結束前親自完成報到，懇請務必配合，謝謝！考生面試當日因故
無法於指定時間內報到者，請務必事先來電告知。遲到之考生，本系將依其他場次報到狀況，
彈性安排當日補行面試之場次，唯當日最後一組面試結束前，仍未到場之考生，將無法補行
面試。
3.每一場次口試時間共計約 35 分鐘，口試進行方式及流程請遵照現場助教指示進行。面試結束
後請聽候指示離開考場，勿與其他考生相互交談，亦不得逗留。
4.面試當天，恕不接受補件。
5.午餐、晚餐請自理。

五、考生應攜帶之物品及文具：
1.指定項目通知單暨准考證
2.國民身分證正本（附加照片之健保卡、汽機車駕照、護照、居留證）

六、考試當天請配合以下事項：
(一) 考生及陪考家長(限 1 人)請務必由本校正門(指南路二段 64 號)進入校園，於正門右側

「體溫量測站」，繳交「健康關懷聲明書」並出示「應試證明」、「陪考證明」及「有效
證件」，且配合登記身分證號，以利管控校園進出人員。
1. 健康關懷聲明書：請事先下載並列印填寫。
2. 應試證明：請事先下載並列印填寫。或持本校寄發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單暨
准考證」(本校於 4 月 1 日以限時專送郵寄)。
3. 陪考證明：請事先下載並列印填寫。
4. 有效證件：指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有照片健保卡、護照或居留證正本。
(二) 體溫量測
1. 考生及陪考家長通過紅外線熱像儀量測體溫，本校於手背核章「NCCU PASS」始可進入本校。
2. 若考生額溫>=37.5 度 C，本校將啟動隔離應試，考生請立即與教務處綜合業務組聯絡

(02)2938-7892、29387893。
3. 本校各場館設有體溫量測及進出管制，請配合各場館規定辦理(本系口試地點為商學院 7

樓，進入商學院請配合出示考生入內請出示「應試證明」及「有效證件」，並量測體溫)。
(三) 進入校園請配戴口罩。
(四) 陪考家長(限 1 人)，經量測體溫正常始得進入校園，但考生親友請勿進入商館內。量

測額溫結果>=37.5 度 C 之家長不得進入校園。
(五) 校外車輛「不開放」駛入校園

車輛請停放於校外，再步行進入本校。校園周邊停車地點如下：
萬興國小地下停車場(請點選查詢)，步行至本校正門約 5 分鐘。
木柵動物園停車場(請點選查詢)，步行至本校正門約 25 分鐘，搭乘公車至本校正門約
15~20 分鐘。
行動不便者如有停車需求請於甄試 3 日前之上班時間（08:30~12:00；13:30~17:00）電洽本
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02)2938-7892 或 2938-7893 申請。
七、若本系因疫情影響而無法在原場地甄試，本校將另行通知備援試場地點。
八、個案考生如因疫情無法到校面試/筆試，或本校全校停課無法辦理甄試時，啟動應變措施條件及
占分比例調整方式，請詳本校「招生專區」網頁公告。
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如有異動，將依疫調情形另作即時公告。
十、考生若有任何問題，請電詢本系王淑珍助教
TEL：02-29393091 轉 87041
FAX：02-29387113
MAIL：stubbon@nccu.edu.tw
本系網址：https:// acct.ncc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