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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111學年度學士後獸醫學系第二階段面試 

111學年度學士後護理學系面試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考生面試公告 
 

公告日期：111年5月20日 

一、 考生應遵守下列規定方得進入試場： 

1. 考生須配合量測體溫，量測結果有異常者，須配合複檢。 

2. 考生須佩戴口罩。 

3. 考生須出示本會指定之證明文件，無相關證明文件或未能出示者，

應至指定地點由試務人員確認身分後方得進入考區。 

4. 屢經勸導或處置仍故意不配合上述事項者，禁止進入考區；強行

進入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二、 考生若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

制」對象，包括「居家檢疫、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之個案」或「自主

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個案」或「尚未痊癒或尚未

解除隔離之確診者」，請於111年5月25日(星期三)前向本校提出視訊

面試申請，申請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二。 

三、 當天考生初檢量溫時若有發燒情形(額溫達37.5℃(含)或耳溫達38℃

(含)以上)或呼吸道等症狀，由試務人員先引導至複檢量溫站，原則

上於10分鐘內完成2次複檢，如複檢量溫仍為發燒狀態，試務人員將

引導考生移至防疫試場採遠距視訊面試，考生不得拒絕或要求於考

試後給予救濟；故意不配合者，以缺考論處。 

四、 因疫情變化仍具不確定性，為避免考試期間考區人員過多造成群聚，

本次考試不開放陪考人員，敬請家屬在戶外等候，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 

五、 考生報到時須配合試務人員查驗身分，暫時脫下或拉下口罩至可辨

識身分，查驗後應立即戴上口罩。 

六、 本公告未盡事宜，得依其情節提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亞洲大學 

111 學年度學士後獸醫學系考試入學招生 

視訊面試規範 
 

一、 考生面試期間若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被衛生主管機關列為「居家檢

疫、居家隔離或自主防疫之個案」或「自主健康管理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

之個案」或「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離之確診者」。導致無法親至本校參加面試並

附有證明者，方得提出申請視訊面試。 

二、 考生欲申請視訊面試者，須簽署切結書，併同申請表(招生處網頁→【表單下載】列

印使用)及相關證明文件，於面試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或傳真方式送交本校招生處。

未依規定提出申請，一律不予受理。 

三、 申請視訊面試若獲審核通過，將由招生學系排定視訊面試時間，並以電子郵件方

式傳送通知。 

四、 視訊面試前，招生學系與考生須進行連線測試。正式視訊面試開始 30 分鐘前完成

連線測試；經測試完成後，考生須在線上等待面試。 

五、 正式視訊面試時，考生須配合出示身分證明提供查驗。未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者， 

將無法參加視訊面試，以缺考計。 

六、 當正式視訊面試時間已到，若考生未能準時應試，面試委員得等候 5 分鐘(透過螢

幕錄影以記錄時間)；5 分鐘後考生如仍未上線，視同缺考，考生不得要求補試。 

七、 考生須選擇適當之場所進行視訊面試，確保面試過程不受干擾。視訊面試時，不

得有他人在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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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視訊面試過程全程錄影及錄音，且相關資料至少保留 1 年。 

九、 視訊面試之標準、面試委員人數、面試時間與實地面試一致。 

十、 若考生申訴，並證明為可歸責於本校「校內網路環境」故障，而導致面試無法進

行，可再進行視訊面試一次。 

十一、 凡頂替或採用其他舞弊情事應試者，經檢舉查證屬實，將依「亞洲大學試場規

則及違規處理」要點辦理，取消考試資格。若已入學者開除學籍，並應負法律

責任，且不發給任何學歷證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勒令撤銷其學位證書外，

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十二、 若疫情升溫提升至三級以上屬全面實施，另訂三級以上視訊面試規範。 

附件一 



亞洲大學 

111 學年度學士後獸醫學系考試入學招生 

視訊面試申請表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日) (夜) 

(行動) 

報名系組 1. 2. 

視訊面試地點 
(空間確保不受干擾，且網路穩定、

電源充足) 
視訊設備 

 

申請理由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被衛生主管機關列為： 

□居家檢疫個案 □居家隔離個案 □自主防疫個案 

□自主健康管理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 

□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離之確診者 

 

檢附文件 

□衛生機關開立之「居家隔離通知書」 

□主管機關開立之「居家檢疫通知書」 

□其他： 

本人因故無法親自到校參加 111 學年度學士後獸醫學系考試入學招生面試，欲申請以「視訊面

試」方式評比，絕無異議。此致 

亞洲大學招生委員會 

考生本人親自簽名：   

註： 

1. 請於面試前 3 日將本表、切結書及相關佐證文件儘速 E-mail 至

admission@asia.edu.tw 或傳真至本校招生處(傳真：04-23321059)，並請來電

再次確認(04-233223456 轉 3132-3135)。 

2. 審核結果將以 E-mail 通知考生。 

－－－－－－－－－－－－－－－－－－－－－－－－－－－－－－－－－－－－ 

審核結果回執聯（以下欄位考生勿填） 
審核結果 主管核章 

 

□ 審核通過 

□ 審核不通過，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生系所 

招生委員會 

mailto:將本表、切結書及
mailto:文件儘速E-mail至admission@asia.edu.tw
mailto:文件儘速E-mail至admission@asia.edu.tw


 

亞洲大學 

111 學年度學士後獸醫學系考試入學招生 
 

視訊面試應試切結書 
 
 

  本人參與亞洲大學 111 學年度學士後獸醫學系考試入學招

生視訊面試，簽署切結保證視訊面試過程中嚴格遵守相關規定，全程由本人單

獨應試，絕無任何外力介入或協助。若有冒名頂替或運用其他詐欺舞弊手段協

助應試者，經檢舉查證屬實將依「亞洲大學試場規則及違規處理要點」辦理，

則取消考試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亞洲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具切結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亞洲大學 

111 學年度學士後護理學系招生 

視訊面試規範 
 

一、 考生面試期間若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被衛生主管機關列為「居家檢

疫、居家隔離或自主防疫之個案」或「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

之個案」或「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離之確診者」。導致無法親至本校參加面試並

附有證明者，方得提出申請視訊面試。 

二、 考生欲申請視訊面試者，須簽署切結書，併同申請表(招生處網頁→【表單下載】列

印使用)及相關證明文件，於面試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或傳真方式送交本校招生處。

未依規定提出申請，一律不予受理。 

三、 申請視訊面試若獲審核通過，將由招生學系排定視訊面試時間，並以電子郵件方

式傳送通知。 

四、 視訊面試前，招生學系與考生須進行連線測試。正式視訊面試開始 30 分鐘前完成

連線測試；經測試完成後，考生須在線上等待面試。 

五、 正式視訊面試時，考生須配合出示身分證明提供查驗。未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者， 

將無法參加視訊面試，以缺考計。 

六、 當正式視訊面試時間已到，若考生未能準時應試，面試委員得等候 5 分鐘(透過螢

幕錄影以記錄時間)；5 分鐘後考生如仍未上線，視同缺考，考生不得要求補試。 

七、 考生須選擇適當之場所進行視訊面試，確保面試過程不受干擾。視訊面試時，不

得有他人在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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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視訊面試過程全程錄影及錄音，且相關資料至少保留 1 年。 

九、 視訊面試之標準、面試委員人數、面試時間與實地面試一致。 

十、 若考生申訴，並證明為可歸責於本校「校內網路環境」故障，而導致面試無法進

行，可再進行視訊面試一次。 

十一、 凡頂替或採用其他舞弊情事應試者，經檢舉查證屬實，將依「亞洲大學試場規

則及違規處理」要點辦理，取消考試資格。若已入學者開除學籍，並應負法律

責任，且不發給任何學歷證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勒令撤銷其學位證書外，

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十二、 若疫情升溫提升至三級以上屬全面實施，另訂三級以上視訊面試規範。 

附件二 



亞洲大學 

111 學年度學士後護理學系招生 

視訊面試申請表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日) (夜) 

(行動) 

報名系組 1. 2. 

視訊面試地點 
(空間確保不受干擾，且網路穩定、

電源充足) 
視訊設備 

 

申請理由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被衛生主管機關列為： 

□居家檢疫個案 □居家隔離個案 □自主防疫個案 

□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 

□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離之確診者 

 

檢附文件 

□衛生機關開立之「居家隔離通知書」 

□主管機關開立之「居家檢疫通知書」 

□其他： 

本人因故無法親自到校參加 111 學年度學士後護理學系招生面試，欲申請以「視訊面試」方式評

比，絕無異議。此致 

亞洲大學招生委員會 

考生本人親自簽名：   

註： 

1. 請於面試前 3 日將本表、切結書及相關佐證文件儘速 E-mail 至

admission@asia.edu.tw 或傳真至本校招生處(傳真：04-23321059)，並請來電

再次確認(04-233223456 轉 3132-3135)。 

2. 審核結果將以 E-mail 通知考生。 

－－－－－－－－－－－－－－－－－－－－－－－－－－－－－－－－－－－－ 

審核結果回執聯（以下欄位考生勿填） 
審核結果 主管核章 

 

□ 審核通過 

□ 審核不通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生系所 

招生委員會 

mailto:將本表、切結書及
mailto:文件儘速E-mail至admission@asia.edu.tw
mailto:文件儘速E-mail至admission@asia.edu.tw


 

亞洲大學 

111 學年度學士後護理學系招生 
 

視訊面試應試切結書 
 
 

  本人參與亞洲大學 111 學年度學士後護理學系招生視訊面

試，簽署切結保證視訊面試過程中嚴格遵守相關規定，全程由本人單獨應試，

絕無任何外力介入或協助。若有冒名頂替或運用其他詐欺舞弊手段協助應試者，

經檢舉查證屬實將依「亞洲大學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辦理，則取消考試

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亞洲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具切結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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