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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政治大学 

电话 886-2-29387892~3 

传真 886-2-29387495 

电子邮件信箱 mainshow@nccu.edu.tw 

网址 http://www.nccu.edu.tw 

地址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 2段 64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是台湾顶尖大学之一，以人文社会学科着称的综合大学，兼具教学与研究、兼顾理论与实

务、均衡国际化与本土化，强化人文社会与科技间之对话，促成学术研究的多元发展，培育具有

人文关怀、专业创新、国际视野的领导人。 

 2.设有文、理、法、商、社会科学、外国语文、传播、国际事务、教育及创新国际 10 个学院、

37 个学士班(含学程)、55 个硕士班(含学程)、38 个博士班(含学程)，其中 6个全英语学位学程

（国际研究英语硕士学程、国际经营管理英语硕士学程、国际传播英语硕士学程、应用经济与社

会发展英语硕士学程、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亚太研究英语博士学程)。在学生约 16000 多人，

专任教师 672 人，研究人员 15 人。全球校友超过 10 万人，在各行各业成就非凡。 

 3.109 学年度学杂费基数约新台币 25820 至 29980 元间，学分费另计，每学分费新台币 3310 元

(MBA 学位学程、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及国际经营管理英语学程之学杂费及学分费另计)，110 学

年度收费标准以网页公告为准。 

 4.住宿费:硕士生每学期为新台币 11150 元至 33150 元(视舍区及房型而定)，博士生为新台币

13850 元至 33150 元(视单人房舍区、栋别而定)。大陆学生就读本校硕博班第 1年且未曾在台湾

取得大学以上学位者保障住宿，第 2年起采抽签决定。各学期宿费标准以学务处住宿辅导组网页

公告为准。 

 5.生活辅导与照护：安排住宿、健检、入学辅导说明会、师生座谈会、举办节庆关怀活动及社团

辅导，并协助办理保险、入台签证申办、急难救助申请等。 

 6.本校提供全校性奖学金奖助优异硕博新生，惟「新生奖学金申请表」须与系所规定报名应缴资

料，於陆生联招会规定报名期限内一律采线上上传，申请资讯请至陆生联招会「优秀陆生奖助学

金」查询系统(https://rusen.stust.edu.tw)查询。 

 7.其他未尽事宜依本校学则及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传播学院博

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履歷（電腦打字 1500 字以

內）、2.研究計畫（電腦打字 5000 字以

內）、3.碩士論文、4.大學及研究所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文

件或證明、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

文件 

1.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传播学府，在东

亚地区素负盛名。 

 2.本院教研资源丰沛，在传播理论研

究、研究方法、以及资讯设计等前瞻

领域均有杰出表现。 

 3.研究教学强调跨域合作，近年来研

究重点则强调媒体叙事、劝服策略、

新媒体科技与发展。 

教育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2.碩士

論文、3.自傳與讀書計畫、4.研究計

畫、5.推薦函、6.英語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術發表著作、2.其他有利審查資

1.以培养高级教育学术研究人才，对

教育学术及实务革新，提供更开创性

的贡献作为发展的重点。 

 2.着重高深学术和高级专门实务运作

之探讨，藉科际整合与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的训练，从事理论研究及专题研



2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料、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讨。 

 3.入学後可於「教育行政组」、「教育

心理与辅导组」择一领域修读。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論文、2.推薦函、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攻讀博士班計畫

（5000 字以內；須包含擬研究論題、動

機、學習或研究計畫、生涯規畫、自我

能力評估等項）、5.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已發表之學術論文至少

一篇）、2.大陸研究生招生統一考試成

績單、3.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4.新

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兼顾义理与文学、古典与现代，继

承传统，与时俱进，具全方位学科架

构。2.与大陆地区、欧美日韩等学界

交流密切，拥有丰沛国际化学术资

源。3.鼓励发展个人兴趣，开放校际

多元选课，具弹性开阔的学术视野。

4.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计

画，重视科际整合与跨领域学习。5.

强化基础训练与方法论思考，鼓励开

发新议题，培养专业学术研究人才。

6.拥有众所钦羡的优良传统，卓越师

资、坚实课程、自由学风，具学术优

势地位。 

金融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

單；往屆畢業：碩士班畢業證書、大學

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

以內）、3.讀書計畫（3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英語能力證明、3.新生

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教育目标：吸收精通财务金融及财

务工程理论且具备良好实证研究技能

之学生，训练其具备高深数量方法、

商品评价之技能以及熟练运用研究领

域资料库之经验和能力，以培育出能

独立从事财金领域相关研究和优质教

学的高级人才。 

 2.设有银行研究中心及财务工程研究

中心供学生在研究领域尽情挥洒及精

进。 

 3.提供优秀师资及研究阵容，在财务

工程、商品定价、计量分析及金融机

构管理等学术领域，获得肯定。 

国家发展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500 字以內）、2.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3.碩士學位論文（無

學位論文者，得以其他論文著作替

代）、4.畢業證書（非應屆畢業生者方

需繳交）、5.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3.新

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基础，强调

跨学科、跨领域训练，广招不同背景

学生，以「发展研究」为轴心，配合

师资专长与学生潜力，辅以社会科学

理论与方法的训练，进行政治、经

济、社会、永续发展理论与政策的教

学研究，在多元包容的学术环境下，

提供陆生宽广学习环境。 

 2.长期与大陆学术交流，两度获选陆

委会「两岸专业交流绩优团体」，建立

共同研究与实践之互动模式，持续推

动互信合作，形塑两岸学生优势互补

模式。 

心理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2.碩士

論文、3.自傳（電腦打字 1000 字以

內）、4.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5.推

1.本系为台湾培育心理学人才的重要

机构，积极鼓励具有人文社会关怀的

跨领域研究；从在地的关怀，延伸至

与国际接轨，也呼应国际学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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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薦函（2位推薦人）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專題報

告、各項學術活動成果、外語能力等證

明文件、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

件 

趋势。 

 2.依研究领域分四大组：实验与发

展、社会与人格、工业与组织、谘商

与临床；除要求学生对个别领域专精

的知能，也要求其他领域知识的修

习。 

 3.理论与实务结合，「学」与「术」

并重，奠定就业或深造之深厚竞争

力。 

法律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電腦打字 2000 字以內）、2.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3.大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4.碩士論文、5.往屆

畢業及國外學歷往屆畢業，另繳交碩士

畢業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外語能力證

明（含英語、德語、日語及法語等修課

或檢定證明）、專業研究成果或證照、

推薦函 2 封、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

備文件 

1.全方位法学研究领域之学术环境及

资源。 

 2.最多元法学师资的提供。 

 3.国际化、整合化、专业化的诉求。

英国语文学

系文学组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及碩士班英文相關科系畢業證

明、2.推薦函（2 位推薦人）、3.大學及

碩士班歷年成績單、4.英文研究計畫

（3 至 5 頁）、5.有關英語教學之英文研

究報告一篇（12 至 20 頁）、6.下列任一

英文考試成績單：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

試、全國英語等級考試、托福紙筆測

驗、托福 CBT 電腦測驗、托福 iBT 網路

測驗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大學部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

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本组以英美文学研究为主，强调学生

文本阅读之分析与批判能力。课程均

衡分为文学理论、断代、文类、主题

作家、整合、比较文学各类，务使学

生能独立探索文本、理论、及文本生

成与社会情境间的关连，亦训练期能

进一步检视各种研究方法，找出研究

切入点，以精确详述及批判特定文本

中所展现之文化现象。并纳入文学批

评与文学理论，强化社会情境、文本

与理论之对话。博士班课程以专题课

程为主。 

外交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中英文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3000 字以內）、

4.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成績總平均及排

名）及碩士班成績單、5.外語優異表現

或其他成就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外籍生就读，

校院系级交换生计画协助学生出国短

期进修。专任教师定期研究心得分

享，邀请校外学者、专家、驻台外交

人员演讲座谈，透过老师授课及课程

讨论营造全球化学习环境。 

 2.区域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

为课程核心。在全球化多元视野下，

各区域特色逐渐彰显；东北亚、东南

亚、俄国与东欧、欧盟、南亚、中

东、非洲、北美及拉丁美洲等九大区

域国际关系课程，外交政策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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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欧洲经济整合课程。 

社会工作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2000 字以內）、3.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研究所歷

年成績單、5.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如 GRE 或 TOEFL、2.

其他個人能力或成就之證明（如工作經

驗、證照、獲獎紀錄、論文或研究報告

等）、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由本所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专长师

资提供长期照顾、家庭、儿少、精

神、原住民、直接服务等社会工作专

业训练。 

 2.理论与实务并重的紮实训练，培养

学生具有政策规划与直接服务的能

力。 

企业管理学

系学术组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考生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考

生 資 料 表

https://ba.nccu.edu.tw/ ）、 2. 自 傳

（15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5000 字

以內）、4.碩士班歷年成績單、5.推薦

函（規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曾入選國際或全

國性賽事或曾擔任校內外社團社長、副

社長或其他傑出表現之證明文件、3.相

關學術著作、4.碩士班時期在校/系排

名、5.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企管教育界拥有优秀师资，培育企

管理论与实务研究人才。2.训练过程

严谨紮实，每周安排 1 次全体博生导

师课演讲，内容以学术研究搭配各领

域现况为主，以期提升博生视野及对

各领域发展的了解。3.履获科技部

「奖励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候选

人撰写博士论文奖」在全国企管系所

博士班中表现第一。4.博生研究表现

优良，论文多发表於 SSCI、SCI、

TSSCI 等级以上期刊；毕业生就业於

各公私立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 

政治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3.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往屆畢業

及國外學歷往屆畢業者，另繳交畢業證

書、5.研究所歷年成績單、6.碩士論文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其他

經歷、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在政治哲学领域，是全国相关系所

师资最齐全者，主要从事理论建构的

工作，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方法论和国

际政治理论两方面。 

 2.在计量政治学的发展，长期与本校

选举研究中心合作，在教学与研究实

作上提供最丰富的学习资源。 

 3.在区域与前瞻性议题的发展上，近

年更结合本校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资

源，在两岸与东亚政治的比较研究

上，以及在环境、性别、宗教等前沿

议题方面，已经发展出不错的能量。

社会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3.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碩士畢業

證書（應屆畢業生可免）、5.碩士班歷

年成績單、6.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其他

經歷、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博士班侧重训练社会学专门研

究的人才，并为社会学界储备师资。

 2.博士班课程设计主张理论思辨与经

验实作的训练并重，旨在发扬创新论

述与独立研究的专业能力。 

 3.必修课程共四门，包括「社会理

论」、「高等量化方法」、「高等质化方

法」与「公共议题与社会学专题」。此

外，学生可再依照个人兴趣搭配专业

选修课程，其中涵盖「共同专业领域

课程」和「其他专业领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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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4.本系积极延揽杰出优秀人才，加入

本系师资阵容。 

公共行政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碩士班歷年成績單、3.往

屆畢業：碩士班學位證書、4.英語能力

檢定證明、5.研究計畫、6.碩士論文、

7.參與學術研究證明文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2.新生

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研究领域：行政管理、政策管理、

跨域管理。 

 2.系所特色：本学系旨在培养行政实

务领导者、跨部门管理者及学术研究

者等各类人才，课程设计以训练学生

具备「公共行政与政策分析的专业知

识整合」、「独立实务调查与学术研

究」及「全球公民社会的责任与价

值」三项核心能力为目标。 

经济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請至本系網頁下載，推薦

人需有一位任職於學術機構）、2.大學

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總表、3.自傳、4.

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2.其他

有利審查資料如：研究報告、學術著

作、獎學金證明、GRE 或 TOEFL 成績

等、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在课程上，本系博士班提供严谨的经

济理论课程，同时搭配数量方法与实

证分析的训练，并佐以完善的养成计

画与严格的毕业要求，使博士生具备

严谨的专业知能。另一方面，在国际

化趋势下，除需具备一定英文能力，

修习以英语授课之专业课程外，未来

积极推动博士班双联学位并使博士生

至国外着名大学蹲点研究及参加国际

研讨会且为论文报告人，期使博士生

具备高度国际观，并提升自我研究与

创新能力。 

财务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碩士班歷年成

績單、3.碩士論文（應屆生得繳交初稿

或口試本）、4.自傳（1000 字以內）、5.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術發表著作、2.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如推薦信 1 封、學術作品或其他有

利審查資料）、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

應備文件 

1.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及发表高品

质学术论文之人才。 

 2.培养具有创新思考能力以从事国际

重要财务议题研究之人才。 

 3.培养具有人文素养、全人关怀与学

术伦理之高等财务教育人才。 

 博士班必须完成必修与选修学程之训

练，在必修课程方面，目的使学生拥

有紮实深厚之财务理论根基；在选修

课程方面，学生可依个人未来发展方

向与兴趣，融合财务管理专长，发挥

至相关学术领域。 

国际经营与

贸易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考生基本資料表（限一頁，請至國

貿系網頁招生資訊處下載，依格式詳填

並簽名）、2.自傳（1500 字左右）、3.學

習計畫（1500 字以內）、4.大學及碩士

班歷年成績單、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術發表著作、個人能力或成就證

明，如全國性競賽、語言成績、特殊經

歷等有利審查資料、2.新生獎學金申請

表及應備文件 

1.培育国际经营相关领域的研究与教

学人才，课程专精於国际商学领域之

理论基础、洞悉问题与找出研究主题

能力。提供有兴趣於两岸经贸及全球

化经济问题之同学完善的训练。 

 2.本系博士生研究表现优良，文章多

发表於 TSSCI、SSCI 或 SCI 等级以上

之期刋，学术研究能力深获肯定，就

业情况良好，多任教於各公私立大学

或任职着名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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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传播学院传

播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履歷（15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文

件或證明、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

文件 

1.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传播学府在东亚

地区素负盛名。 

 2.教研资源丰沛，在传播理论、研究

方法及资讯设计前瞻领域表现杰出。

 3.研究教学跨域合作，近年研究重点

强调媒体叙事、劝服策略、新媒体设

计。 

 4.扩充创新知识版图，培养未来传播

领域专业人才。学生依传播与文化、

新闻与资讯传播、想像叙事与互动、

电讯传播政策与管理、整合传播、科

学与风险传播、两岸传播七专业择一

修习或与学业导师谘商经院核可自组

专业。 

金融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往屆

畢業：大學畢業證書及大學歷年成績

單、2.自傳（1000 字以內）、3.讀書計

畫（3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英語能力證明、3.新生

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以培育金融专业人才为宗旨，

教学着眼於「银行经营管理」及「财

务工程与创新」两大主轴。 

 2.成立银行研究中心及财务工程研究

中心，探讨银行经营管理实务和财务

工程相关研究，以储备未来优秀的银

行经营管理和财务工程人才。 

 3.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兼具的师资，

并广邀业界及学术界优秀校友经验分

享，业界广大人脉为本所学生一大就

业优势。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電腦打字 1500 字以內）、2.

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

成績單、4.往屆畢業及國外學歷往屆畢

業，另繳交畢業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外語能力證

明（含英語、德語、日語及法語等修課

或檢定證明）、專業研究成果或證照、

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全方位法学研究领域之学术环境及

资源。 

 2.最多元法学师资的提供。 

 3.国际化、整合化、专业化的诉求。

国际经营与

贸易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考生基本資料表（限 1 頁，請至國

貿系網頁招生資訊處下載，依格式詳填

並簽名；考生入學後，須依考生基本資

料表中所勾選之組別作為未來主修領

域）、2.自傳（1500 字左右）、3.學習計

畫（(15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大學時期個人能力或成就證明，如

全國性競賽、語言成績、特殊經歷等有

1.连续 2 年获全球商学管理硕士排名

47。名次为台湾之冠，亚洲排名第

2。 

 2.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签订学生交换

合作，促进双方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3.课程强调跨领域整合，划分成国际

经济组、国际财管组、国际企管与行

销组，以及国际经贸法等四个发展领

域。多元课程规划，并推动国际交

流。 

 4.推动学生至企业职场实习，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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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利審查資料、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

備文件 

了解职场脉动与需求，提高未来就业

竞争力。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學術論文至少一篇）、2.

大陸研究生招生統一考試成績單、3.具

學術研究潛力資料（如:學術報告等）、

4.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重视义理、辞章、考据，也重视现

代学术发展，融通古今，规模完整，

具全方位学科架构 2.与大陆地区、欧

美日韩等学界交流密切，拥有丰沛国

际化学术资源 3.鼓励发展个人兴趣，

开放校际多元选课，具有开阔学术视

野 4.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计

画，重视科际整合与跨领域学习 5.加

强基础训练，鼓励开发议题，深化学

术研究能力 6.拥有众所钦羡的优良传

统，卓越师资、坚实课程，自由学

风、和谐环境，具有学术优势地位。

会计学系会

计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簡

要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畫

（15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含證照等）、2.英語能力

證明、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4.新生獎

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於 2013 年荣获国际 AACSB 会计

认证，为台湾第一且唯一获得国际认

证肯定之研究所。 

 2.硕士班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专兼

任师资学养兼备，并具丰富实务经

验。另於课程中规划：法律与会计、

大数据以及管理会计等学程，提升专

业竞争力。 

 3.与美国顶尖大学（如：伊利诺香

槟、密西根州立及普度大学）和新加

坡管理大学等校签订国际双联学位，

增进学生国际化视野。 

财务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

傳（1000 字以內）、4.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術發表著作、2.英語能力證明、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4.新生獎學金申

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提供财务金融相关领域的完整

训练，并结合商学院其他系所师资与

资源，可依照个人性向及未来职场就

业需求，提供证券投资、公司理财、

投资银行、金融保险、财务会计、证

券市场、财务工程与金融创新等的相

关课程。 

 2.本系硕士班采小班教学制，师生比

率高、互动频繁，有利於教学研究。

 3.本系 2010 年 8 月通过 CFA 审核，

成为台湾的第一位正式会员。 

 4.多位老师担任企业独立董事，教学

结合理论与实务，课程设计多元且具

应用性。 

心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電腦打

字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3000 字

以內）、4.推薦函（2位推薦人）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專題報告、

1.本系为台湾培育心理学人才的重要

机构，积极鼓励具有人文社会关怀的

跨领域研究；从在地的关怀，延伸至

与国际接轨，也呼应国际学术发展的

趋势。 

 2.依研究领域分四大组：实验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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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各項考試競賽及學術(藝)活動成果、外

語能力等證明文件、2.新生獎學金申請

表及應備文件 

展、社会与人格、工业与组织、临

床；除要求学生对个别领域专精的知

能，也要求其他领域知识的修习。 

 3.理论与实务结合，「学」与「术」

并重，奠定就业或深造之深厚竞争

力。 

数位内容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履歷（15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文

件或證明、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

文件 

1.国内第一所融合传播学院与理学院

(资讯科学)的硕士学位学程 

 2.提供跨领域结合的独特机会，培养

学生叙事能力、资讯科技能力、数位

内容应用能力，亦即「数位内容的创

新力与整合执行力」 

 3.结合传播学院累积数十年厚实的研

究与教学基础，及大学丰沛的人文艺

术、社会、心理、智财、行销、创新

与创造力相关科系的支援 

 4.结合传播与资讯科技，特色发展的

四群研究主题：数位叙事、数位文

创、使用者经验设计与智慧环境。 

辅导与谘商

硕士学位学

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與讀書計

畫、3.研究計畫、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學術發表著作、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4.新生獎學金申

請表及應備文件 

1.教育目标以培育具有方案规划能

力、以社区及系统为工作模式，扮演

发展、预防、教育及矫治功能角色的

学校辅导与社区谘商专业人才。本学

程具有谘商与心理辅导、青少年偏差

行为等相关领域专长教师。 

 2.教学目标(1)培育人文素养，自我

反思生涯发展(2)培养科学态度，有效

解决遭遇问题(3)提昇多元文化敏感

度，契入助人专业成长(4)深化谘商辅

导的本质学能，理论与实务互补(5)落

实终身学习，全球视野的在地关怀。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表格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推薦人需有 1 位任職於學術機構）、2.

大學歷年成績單總表、3.自傳、4.讀書

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2.其他

有利審查資料，如：研究報告、學術著

作、獎學金證明、GRE 或 TOEFL 成績

等、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本系在总体经济、个体经济与计量经

济三个领域皆有完整发展，并扩至产

业经济、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国际

金融、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等领域。

此外，人工智慧经济学与环境经济

学，是有别於其他经济相关系所的特

色领域。本系持续与国际各大学加强

学术交流，目前已与澳洲昆士兰大

学、日本广岛大学、东北大学、国际

大学，签订双联学位，以及教师间学

术交流。 

  

政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3.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

1.在政治哲学领域，是全国相关系所

师资最齐全者，主要从事理论建构的

工作，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方法论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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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成績單、5.往屆畢業及國外學歷往屆畢

業者，另繳交畢業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其他

經歷、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际政治理论两方面。 

 2.在计量政治学的发展，长期与本校

选举研究中心合作，在教学与研究实

作上提供最丰富的学习资源。 

 3.在区域与前瞻性议题的发展上，近

年更结合本校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资

源，在两岸与东亚政治的比较研究

上，以及在环境、性别、宗教等前沿

议题方面，已经发展出不错的能量。

幼儿教育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與讀書計

畫、3.研究計畫、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學術發表著作、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4.新生獎學金申

請表及應備文件 

1.为全国顶尖、综合型大学(非师范体

系)设立的幼儿教育研究机构。2.拥有

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学、行

政学等领域学术资源，培养全方位幼

儿教育领导人才与菁英为目标。3.在

教育学院资源整合发展下，师资阵容

坚强，含幼教专长、教育行政、领导

管理、谘商辅导，兼具理论与实务经

验。4.台湾幼教产业起步较早，在师

资培育、经营管理、课程教材开发等

相对成熟，本所招收大陆学生，期能

为大陆幼教产业市场培育专业领导人

才。 

资讯科学系

资讯科学与

工程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3.未來

研究計畫、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專題報告、

各項考試競賽及學術(藝)活動成果等證

明文件、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

件 

1.本系师资专长以人工智慧、多媒

体、巨量资料、金融科技、区块链、

人机介面、电脑动画、网路通讯、资

讯安全等领域为主，并以资讯科技与

各领域相互整合作为积极努力的目

标。 

 2.本系硕士班招收一般组与跨领域组

学生，同时进行资讯科技理论与技术

的研究及跨领域的资讯应用发展。 

科技管理与

智慧财产研

究所科技管

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經歷資料表（請至本所網頁下載

https://tiipm.nccu.edu.tw/）、 2.自

傳（1000 字以內）、3.讀書學習計畫

（3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參加各項考試競賽或社團活動證明

文件、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所整合管理、科技、法律三大知

识领域，以智财为核心，链结创意、

创新到创业的发展，建构有效之创新

价值体系。结合理论与实务，加强产

学合作，并积极推动校际、国际和两

岸的学术交流，培养高优质跨领域人

才。 

 2.本所科管组在教学内容上特别强调

产业智慧与企业知识、经营能力(资源

整合)与管理方法(组织创新)、科技通

识与人文法律素养并重等三大特色。

 3.除重视课堂的参与讨论外，并积极

推行多元化教学方法。 

社会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研究計

1.本系硕士班着重培植学术研究及专

业实务的人才。 



10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畫、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3.新

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2.硕士班的课程设计依照研究方法范

畴及师资专长领域分类，试图提供学

生基础研究所需的专门知识，进而为

将来的进阶研究奠定工作基础。 

 3.必修课程共计四门，当中包括「社

会学理论」、「统计方法与分析」、「社

会学研究方法」与「当代社会研究与

思辨」。除此以外，同学可再依照个人

兴趣搭配专业选修课程。 

 4.本系积极延揽杰出优秀人才，加入

本系师资阵容。 

国家发展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3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非應屆畢業生者方需

繳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3.新

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基础，强调

跨学科、跨领域训练，广招不同背景

学生，以「发展研究」为轴心，配合

师资专长与学生潜力，辅以社会科学

理论与方法的训练，进行政治、经

济、社会、永续发展理论与政策的教

学研究，在多元包容的学术环境下，

提供陆生宽广学习环境。 

 2.长期与大陆学术交流，两度获选陆

委会「两岸专业交流绩优团体」，建立

共同研究与实践之互动模式，持续推

动互信合作，形塑两岸学生优势互补

模式。 

风险管理与

保险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1000 字

以內）、4.推薦函、5.英語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2.新生獎學金

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研究领域：保险与风险管理、精算科

学、保险法规与监理、退休金与社会

保险。 

 系所特色： 

 1.师资阵容涵盖保险与风险管理、财

务、精算与法律等专业领域，为台湾

师资最优、结构最完整之保险与风险

管理与保险学系。 

 2.与保险市场最具领导品牌公司合作

「保险实务讲座」课程，强化本系学

生的实务经验，并协助保险业与相关

产业发掘培植具优秀潜力的企业新生

代。 

历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與研究計畫、3.相

關學術著作或論文、4.英文或其他外語

能力證明、5.大學歷年成績單、6.其他

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研究所以中国近现代史、近代

中外关系史等领域为发展中心，近年

来开拓世界史、医疗史、社会史等研

究领域，并成立『身体与文明研究中

心』，研究成果丰硕。 

 2.大陆史学界近年来在中国近现代

史、医疗与社会史两二大领域的研究

发展迅速，与本系擅长领域多有契

合。相信透过招收陆生到本所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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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对於提升两岸学术交流、增进双方认

识和理解必能有所裨益。 

企业管理研

究所(MBA 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經歷審核表（請至本所網站下

載，務請簽名確認）、2.大學以上成績

單 總 表 、 3. 英 文 能 力 證 明 （ 請 附

TOEFL、IELTS、TOEIC 之一，或其他同

級英檢成績）、4.學習與生涯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表（表格請至本所網站下載）

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2.新生獎學金申

請表及應備文件 

政大 MBA 最受企业青睐，连年荣获企

业用人评比第一。 

 1.致力培育全球企业领导人，重视体

验学习及个案教学；并为特色领域，

开设多元化模组课程 

 2. 享 有 商 学 院 丰 沛 资 源 ， 广 及

EMBA、IMBA、企业家班、科技班及企

管系校友人脉优势 

 3.强调国际接轨及实务元素，邀请多

位知名学者及具实务经验的高阶主管

协同授课 

 4.师资坚强、设备完善、校友网络深

广，更有众多企业实习、交换学生、

商务研习及移地教学成果，领航学

界。 

教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與讀書計

畫、3.研究計畫、4.推薦函、5.英語能

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術發表著作、2.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旨在培育具备全球视野之教育

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实务人才。 

 2.本系提供丰富且多元的课程，以

「教育基础理论与方法」为主轴，结

合四大发展领域目标：「教育行政」、

「教育心理」、「谘商与辅导」、「教育

科技」领域，致力经营融合教学与研

究的学习环境，提升学生成为具备国

际视野、知识创新、专业素养和研究

能力的教育人才。 

法律科际整

合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電腦打字 1500 字以內）、2.

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

成績單、4.往屆畢業及國外學歷往屆畢

業，另繳交畢業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外語能力證

明（含英語、德語、日語及法語等修課

或檢定證明）、專業研究成果或證照、

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全方位法学研究领域之学术环境及

资源。 

 2.最多元法学师资的提供。 

 3.国际化、整合化、专业化的诉求。

统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3.

讀書計畫（2000 字以內）、4.應屆畢

業：大學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大學

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3.學

業成績總平均及排名證明、4.新生獎學

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硕士班目标在於培养理论与实

务应用并重之统计专业人才。 

 2.本系於 1958 年成立，於 1968 年创

设台湾第一所统计研究所硕士班，

1988 年成立博士班，成为台湾第一所

具备完整统计教育的学系。 

 3.本系重视统计教育之基础理论训

练，各门专业课程强调实际问题的应

用。身处资讯爆炸的巨量资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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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我们更重视学生对於统计软体与程式

语言的娴熟度。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A4 紙 2 頁以內）、2.研究計畫

（A4 紙 6 頁以內）、3.生涯規劃（A4 紙

2 頁以內）、4.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

單；往屆畢業：大學畢業證書及歷年成

績單、5.英語能力證明（請附 TOEFL、

IELTS、TOEIC 之一，或其他同級英檢成

績）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2.推薦

函、3.學術期刊及研討會論文發表、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5.新生獎學金申請

表及應備文件 

1.为台湾率先成立的资管系，是国内

最完善的资讯管理人才养成场所之

一。 

 2.首次参加 Financial Times MS in 

Management Ranking 2019，进入全球

百大，排名第 96，全台资管系第一。

 3.师资阵容坚强，着述甚丰，论文发

表於国内外学术期刊及学术会议，亦

进行多项研究计画。 

 4.本系教学资源丰富，教育目标在培

养建构创新资讯管理理论之研究人

才，着重英文教学，培养学生全球移

动力。 

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計

畫（5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報告、學術作品等其他有利審

查之參考資料、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

應備文件 

本系以(1)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2)

西方哲学的深入探索，(3)人文社会科

学的哲学基础研究，(4)科技之人文价

值反省为特色，并以培养学生发展出

处於当代社会应有的哲学基本素养为

本系之教育目标。 

图书资讯与

档案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研究計畫（或讀書計畫）、

3.大學歷年成績單、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4.新生獎學金申請

表及應備文件 

1.本所为台湾唯一提供完整档案学教

育之研究所，具有独特性。课程有三

大模组：图书资讯学、档案学、出版

研究与数位科技应用，学生修课弹

性。2.本所积极发展数位课程，并通

过认证，提供学生多元化学习。3.本

所专兼任教师学养俱丰，皆具备丰富

之教学及实务经验，执行国家型计画

多样，研究成果丰硕。4.本所具有优

质 教 学 设 备 与 环 境 。 5. 本 所 为

iSchools 成员，每年举办国外学术参

访活动，与国外及大陆相关系所交流

互动频繁热络。 

社会工作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2000 字以內）、3.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檢定證明，如 GRE 或

TOEFL、2.其他個人能力或成就之證明

（如工作經驗、證照、獲獎紀錄、論文

或研究報告等）、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

及應備文件 

1.由本所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专长师

资提供长期照顾、家庭、儿少、精

神、原住民、直接服务等社会工作专

业训练。 

 2.理论与实务并重的紮实训练，培养

学生具有政策规划与直接服务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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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会计学系税

务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簡

要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畫

（15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含證照等）、2.英語能力

證明、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4.新生獎

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 2013 年荣获国际 AACSB 会计认

证，为台湾第一且唯一获得国际认证

肯定之研究所 2.硕士班课程理论与实

务并重，专兼任师资学养兼备，具丰

富实务经验。自 2003 年起，本系硕士

班首创税务组，为台湾唯一会计与税

务并重之硕士班。课程中规划法律与

会计、大数据以及管理会计等学程，

提升专业竞争力 3.与美国顶尖大学

（如：伊利诺香槟、密西根州立及普

度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等校签订

国际双联学位，增进学生国际化视野

地政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位推薦人，表格請至地政

學系網頁下載）、2.自傳（15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8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總表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學業成績總

平均排名、已發表之學術論文著作、社

團經驗、工作經驗、語言成績、全國性

比賽獲獎證明書或特殊服務證明等。、

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台湾唯一结合人文社会与理工科技

之地政学系，为学习、研究土地(不动

产)专业知识之重镇。 

 2.教学着重於不动产专业理论、土地

管理、土地资源规划(区域与都市计

画)及土地测量与资讯实务技能之培

养。 

 3.培养不动产学术研究、公私部门之

土地使用规划与管理、不动产经营管

理、估价及测量资讯等专业人员。 

财政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3.

讀書計畫（3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新生獎學金申請

表及應備文件 

1.本系有完备优秀之师资及课程规

划。研究领域包含公共经济、租税政

策、社会福利与医疗财政、公共支

出、地方财政及租税规划。 

 2.根据「我国大学经济会计、财税金

融、贸易行销四学门声誉排名之研

究」，本系总排名位列经济学门中「第

2名」。 

 3.大陆学生在本系就读，可学习我国

财政体制，并可在中国大陆整体经济

发展政策中，发挥构思及指引的关键

角色。 

国际传播英

语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以英文撰寫之自傳及履歷（1500 字

以內）、2.以英文撰寫之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4.英語能力證明（TOEFL、CBT、iBT、

TOEIC、IELTS、CET、TEM 等英語能力測

驗考試之中任一種測驗成績）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或證明、2.新生

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针对当前国际传播之内容与现象进

行研究。 

 2.满足亚太地区跨国传媒对人才的需

要。 

 3.课程重点为国际传播研究，侧重跨

文化情境下的传播研究、亚太传播研

究。 

 4.培养国际沟通之领袖人才。 

外交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外籍生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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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3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含成績總平均及排

名）、5.外語優異表現或其他成就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校院系级交换生计画协助学生出国短

期进修。专任教师定期研究心得分

享，邀请校外学者、专家、驻台外交

人员演讲座谈，透过老师授课及课程

讨论营造全球化学习环境。 

 2.区域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

为课程核心。在全球化多元视野下，

各区域特色逐渐彰显；东北亚、东南

亚、俄国与东欧、欧盟、南亚、中

东、非洲、北美及拉丁美洲等九大区

域国际关系课程，外交政策与亚洲、

欧洲经济整合课程。 

科技管理与

智慧财产研

究所智慧财

产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經歷資料表（請至本所網頁下載

https://tiipm.nccu.edu.tw）、2.自傳

（1000 字以內）、3.讀書學習計畫

（3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參加各項考試競賽或社團活動證明

文件、3.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所智财组有别於一般人对於智慧

财产偏重法律层面的传统印象，包含

科技、管理、法律三个领域，发展出

极具特色的智慧财产管理研究，培育

兼具国际观、学术基础与实务理念的

跨领域人才。 

 2.强调理论与实务之结合，课程规划

着重在智慧财产创造、保护、管理与

应用，同时兼顾与国际及两岸智财布

局之接轨，授课教师多数具有丰富业

界资历，加以所上学生背景多元，有

助於结合跨领域思维，衍生创新思考

之智财管理价值。 

劳工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4.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含生涯規劃及學習計

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獎學金證

明、英語能力證明、學術著作、研究成

果、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强调人文科技整合之研究与发展：

本校素来为国内社会科学之重镇，教

学与研究得以充分运用此一丰富资

源。 

 2.国际化程度高，强调国际学术交

流：本所定期办理国际研讨会，并视

需要邀请国外知名大学教授担任客

座；与国外大学签订合作协定，时有

学生及教师之交流。 

 3.理论与实务并重：本所基於理论与

实务并重，以达本所毕业学生素质之

一致性。 

日本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研究計畫（以

日文撰寫）、3.自傳、4.有關日語語言

學、日本文學或日本歷史文化相關之研

究報告一篇（5000 字以上）、5.日本語

能力測驗（JLPT）二級以上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2.新生獎學金

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课程以日语语学、日本文学、日本

历史文化为三大主轴，针对各项领域

加强研究生对於相关领域课题之研究

能力。 

 2.结合外语学院在语言上之资源，配

合学校之高教深耕计画，开设跨国跨

校之国际课程。 

 3.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演讲

或担任短期讲学教授，期使学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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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拓展国际视野，并加深研究领域的专

长。 

 4.日本姊妹校约 42 所，出国交换机

会高。 

应用数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往屆

畢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

成績單；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

書、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600 字

以內，請以 A4 格式繕打，含就讀本系

碩士班之動機）、3. 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2.新生獎學金

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研究领域包含「机率」、「作业研究」、

「微分方程」、「离散数学」、「动态系

统」。 

 系所特色： 

 1.培育具有学术潜能之应用数学人

才； 

 2.培育数理教育人才； 

 3.培育工商界所需之数据科学、财务

金融、保险精算、资讯等高阶数理人

才。 

日本研究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中文自傳（電腦打字 1000 字以

內）、2.中文研究計畫（2000 字以內）、

3.大學歷年成績單、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通過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N3(含)

以上有效期限之證書、2.或通過英語能

力測驗 TOEIC 多益測驗 600 分(含)以上

有效期限之證書、3.或通過 TOEFL 托福

500 分(含)以上有效期限之證書、4.新

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学程强调当代日本政治、外交、经

济、社会的研究与实务人才培育。 

 2.本学程课程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

法、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日本政治经

济等面向之结合。 

 3.本学程重视日本政治、日本经济、

日本社会及日本外交等各领域的专业

知识培育。 

公共行政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大學歷年成績單、3.往屆

畢業：大學學位證書、4.英語能力檢定

證明、5.研究計畫、6.參與學術研究證

明文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2.新生

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研究领域：行政管理、政策管理、

跨域管理。 

 2.系所特色：本学系旨在培养行政实

务领导者、跨部门管理者及学术研究

者等各类人才，课程设计以训练学生

具备「公共行政与政策分析的专业知

识整合」、「独立实务调查与学术研

究」及「全球公民社会的责任与价

值」三项核心能力为目标。 

宗教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及履歷表、3.

研究計畫、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相關著作資料、2.英語能力或

其他外語能力證明、3.新生獎學金申請

表及應備文件 

1.以广义的综合宗教研究为范围，不

偏向任何单一宗教传统。  

 2.以多元、科际整合进路为方向，不

囿於某一学派、理论或方法。 

 3.宗教理论与实际兼具，特别着重国

内宗教现象的观察、分析与诠释。 

英国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英文相關科系畢業證明、2.推

薦函（2 位推薦人）、3.大學歷年成績

單、4.英文研究計畫（3 至 5 頁）、5.

有關英美文學或英語教學之英文研究報

1.本系硕士班分为文学及英语教学 2

组，可择一申请。 

 2.文学组课程引导学生由解读文本中

探讨特定议题，并助其探索西方新兴

理论及近年文史资料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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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告一篇（8 至 12 頁）、6.下列任一英文

考試成績單：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

全國英語等級考試、托福紙筆測驗、托

福 CBT 電腦測驗、托福 iBT 網路測驗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2.新生

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3.英语教学组课程则旨在建立学生英

语教学与语言习得之专业知识，并助

其连结理论与英语教学实务，使学生

未来不论就业或修读博士皆能游刃自

如。 

国际研究英

语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英文，1500 字以內）、2.學習

計畫（英文，1500 字以內）、3.應屆畢

業生請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往屆畢業

生請繳交大學畢業證書與歷年成績單、

4. 英 語 能 力 檢 定 證 明 （ TOEFL 、

IELTS、TOEIC）、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2.新生獎學金

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跨领域课程，分别从政治学、经济

学及国际关系等学门，分析全球议

题。 

 2.核心课程奠定理论基础，并结合当

代重要国际议题，独创「国际合作发

展」与「国际策略管理」之双轨课程

制度，凸显专业性并提升知识广度。

 3.全英语精致教学、小班制、国际化

之教学环境。 

 4.以培育全球各地之国际专业人才为

使命，招收各地有志朝各国政府机

构、非营利组织、各类基金会等发展

的学生。 

资讯科学系

智慧计算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3.未來

研究計畫、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專題報告、

各項考試競賽及學術(藝)活動成果等證

明文件、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

件 

本系在政大以人文社会见长的环境

中，规划培养人工智慧在跨领域整合

应用的人才，如人工智慧与数位内容

(智慧多媒体与数位人文)、人工智慧

与金融科技(智慧金融运算)、人工智

慧与智慧治理(社群网络)等方向。 

应用经济与

社会发展英

语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申請書（請至學程網頁下載）、

2.其他足以證明個人專業工作或學習成

就之資料（TOEFL、IELTS 成績或工作證

明等）、3.大學以上最高學歷之成績單

暨畢業證書、4.推薦函（2位推薦人）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议题导向的科际整合，以经济分析

为基础，涵盖「社会安全福利」、「经

济政策分析与评估」及「环境与资源

经济」三大领域。 

 2.全英语授课，提供本籍生与外籍生

国际化之教学环境。 

 3.本学程毕业生可进入企业担任管理

工作，或是进入政府部门参与制定及

执行政策，或进入非营利组织及智库

从事产业及政策分析，出路广泛。 

教育行政与

政策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與讀書計

畫、3.研究計畫、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學術發表著作、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4.新生獎學金申

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所教育目标为培养专业、前瞻、

卓越之教育行政与政策领域学术研究

人才及学校行政领导管理人才。 

 2.本所教师学术专业知能卓着，表现

杰出，理论与实务并重，强调提升学

生就业适应能力与竞争力，并进而学

用合一，以促进国家教育行政领域之

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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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国际经营管

理英语硕士

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簡歷表（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

https://imba.nccu.edu.tw）、2.英文

申請書（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

3.essays（請參考本學程網站）、4.有

效年資證明（如：在職證明書或公司證

明文件）、5.英文能力證明（TOEFL 成績

或其他證明）、6.提供 GMAT 或 GRE 成績

者優先考慮、7.最高學歷成績單、8.最

高學歷畢業證書、9.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全英语授课。 

 2.招收一半本国生一半外籍生。 

 3.三分之一政治大学师资，三分之一

业界师资，三分之一国际师资。 

 4.校友遍布全球六十余国。。 

 5.交换计画及双联学位计画。详细资

料 请 参 考 IMBA 网 站 ：

https://imba.nccu.edu.tw 

应用物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以上歷年成績單、2.讀書計

畫、3.推薦函、4.自傳（600 字以內，

請以 A4 格式繕打；含就讀本所動機、

未來研究方向）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 GRE 成績、

得獎證明等、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

備文件 

研究领域: 

 1.凝态物理与尖端材料的计算与实验

 2.核磁共振与生物医学 

 3.复杂系统模拟及社会物理 

 本所特色: 

 与本校心脑学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学术合作，合聘教师，使

用其先进实验设备，有效提升师生学

术研究能力，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韩国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大學歷年成績單、3.研究

計畫、4.有關韓語語言學、韓國文學或

韓國文化相關之專題研究報告一篇

（5000 字以上）、5.語文能力證明（包

含第二外國語）及其他有利審查相關資

料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课程规划：韩国文学、语言学、韩

语教育、韩国学。 

 2.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

轮流办两岸研究生论文发表会。 

 3.韩国姊妹校约 28 所，出国交换机

会高。 

 4.每年举办 1-2 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供多元学术交流管道。 

斯拉夫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總表、2.自傳、3.

學習計畫（申請動機、擬研究領域

等)、4.俄語語言學或俄國文學報告一

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研究领域：俄国文学、俄语语言

学、翻译研究。 

 2.拥有优质斯拉夫语文专业师资。 

 3.积极培育优质斯拉夫语文人才，充

实学术专业领域。 

 4.提供多元学习环境，鼓励学生热心

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5.可修习斯拉夫语文学程。 

亚太研究英

语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資料表（請至本學程網頁下

載 ，

https://www.asiapacific.nccu.edu.t

w）、2.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專業工作或學

程成就之資料（如 TOEFL、IELTS 成績

或工作證明等）、3.大學歷年成績單、

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者須

1.学程具备亚太区域研究与实务专才

发展特色。 

 2.学程规划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两

岸及国际关系跨领域之多元视野。 

 3.学程为全英语授课、提供本籍生及

外籍生国际化之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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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繳交）、5.推薦函（2位推薦人）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俄罗斯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自傳（含生涯規劃）、2.學習計畫、

3.大學歷年成績單、4.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本所为台湾俄罗斯区域研究之主要

教学研究单位，课程安排包括俄罗

斯、中东欧、欧亚地区之政治、经

济、社会、历史、文化与国际关系等

多元化课程，教学内容强调科际整

合。 

 2.重视国际学术合作交流：不定期邀

请国际学者担任讲座，开设区域研究

专题课程，或进行演讲座谈。 

中东与中亚

研究硕士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含生涯規劃)、2.學習計畫、

3.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成績總平均及排

名)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或其他外語優異表現之成績證

明、2.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本硕士学位学程结合土耳其语文学

系、阿拉伯语文学系、外交学系及俄

罗斯研究所的教学研究能量，发展全

国唯一针对中东、中亚研究之学术机

构，由中东、中亚地区诸语言及文化

出发，深入研究中东、中亚地区之语

言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发展、族群

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现况，为

国家培育中东、中亚地区学术人才，

进而促进我国与中东、中亚地区间学

术、文化、政治、经贸等领域之交流

与合作。 

神经科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位推薦人，並請推薦人簽

名）、2.大學歷年成績單、3.履歷及自

傳（以不超過 1000 字為原則）、4.曾參

與研究工作證明、5.未來研究計畫（以

不超過 6000 字為原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研究领域包含神经系统之发育新

生、学习记忆、药物成瘾和病变退化

等议题，结合基因遗传转殖、细胞分

子生物、生理药理和动物行为等实验

技术，探讨基础的神经细胞机制和临

床神经医学的预防和治疗。 

 2.结合跨领域研究团队发展认知神经

科学、医疗大数据和精准医疗等整合

研究。 

民族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研究計畫、3.相關學術論

著或論文、4.推薦函、5.大學本科以上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2.新生獎學金

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课程规划以民族学、民族志与民族

史为核心，教研方向以中国大陆少数

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为主，并旁及汉

人社会与周边国家地区的族群和文化

现象。重点包括：民族认同与识别、

文化变迁与社会适应、比较民族政

策、民族宗教与民族教育等。 

 2.本系旨在培育民族学与人类学专业

以及民族实务工作的人才，并透过人

文关怀的普世价值，来强调民族和文

化现象的存续性及其理性认知，以因

应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多元民族文化发

展与适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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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语言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書（2 位推薦人）、2.大學歷年

成績單總表正本 1 份、3.研究計畫（含

專長領域、未來研究方向及其相關背

景）、4.語言學研究報告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新生獎學金申請表及應備文件 

1.理论与应用发展并重。 

 2.有丰富的语言资源提供语言共同性

和多样性的研究。 

 3.教师与学生学术研究风气甚佳。 

 4.有 4 个专业工作室/实验室，提供

优良研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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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清华大学 

电话 886-3-5162464 

传真 886-3-5162467 

电子邮件信箱 dga@my.nthu.edu.tw 

网址 http://www.nthu.edu.tw 

地址 新竹市光复路二段 10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教师学术研究表现杰出，已有 19 位教授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台湾院士比率最高的学

府。 

 2.本校紧邻素有台湾矽谷之称的新竹科学园区，高新科技产业密集，距台北车程仅 1小时，交通

便捷通达，校园环境优美。本校有理学院、工学院、原子科学院、人文社会学院、生命科学院、

电机资讯学院、科技管理学院、竹师教育学院及艺术学院等 9个学院及清华学院，计有 26 个学

系、11 个院学士班、30 个独立研究所、10 个学位学程、14 个硕士在职专班(其中 8个隶属系

下)。师资阵容坚强，研究环境优良，在多个领域中具有最先进的研究，学术成果卓越。本校坚持

教育理念，课程规划极富弹性，教师学养俱佳，有高度教学热忱，在多项学术指标上，本校教师

表现均为两岸三地大学中之首位，为台湾最具知名度的综合大学。 

 4.本校与大陆 80 余所主要大学有长时间而密切的学术合作交流，师生之间的互访与协同研究等

极为密切，有利大陆优秀学生无缝接轨。此外，本校与世界各知名学府亦交流密切，目前签有学

术合作协议之大学、学术机构共有 310 所，合作版图遍及五大洲。 

 5.本校对研究生设有成绩优异奖学金，本校录取後，由院、系所推荐，并经奖学金审议委员会审

核通过，入学後发给奖学金，续发依本校大陆地区学生入学奖学金办法办理。 

 6.本校大陆学生 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含学分费）收费，约新台币 47,300 元至 54,000 元间(以

学杂费基数加上 10 个学分费计算)供参，2021 年实际收费依本校公告收费标准计收。 

 7.本校协助处理学生住宿问题，住学生宿舍者依该学期本校学生宿舍收费标准计收。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科技管理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

交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

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畢業

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大學及研究所

成績單、2.推薦函、3.自傳、4.研究計

畫書、5.碩士論文或其他學術著作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得獎紀錄等有利

資料。 

1.为台湾此领域研究重镇，科技政

策重要研究智库，专精於创新与创

业，扮演产官学重要桥梁。师生比

为台湾科管系所最佳，教学研究资

源丰富。 

 2.藉由与业界合作、知识库建立、

网站资讯交流、研讨会举办及论文

研究等方式进行多元交流。 

 3.积极迈向国际化：於美、欧、大

陆地区寻求知名大学建立策略性合

作夥伴关系。 

 4.以更宽广的格局进行学术研究，

考量企业面观点纳入政府角色，以

知识性、前瞻性及全球化为本所定

位。 

教育与学习

科技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2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佔分

25％、4.大學、碩士班歷年成績及碩士

1.博士班成立於 2002 年，目前共有

20 位博士级专任师资。 

 2.课程色括共同课程与专精课程。

专精课程分为三个领域，分别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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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論文，佔分 25％、5.足以證明專業表

現之文件影本 1 份，例如：專題作品、

研究報告、發表論文、傑出表現、重要

獎勵、專業證照(如外語能力證明)、參

加學術活動及修習教育學分相關證明資

料等），佔分 50％ 

育理论、课程与教学及教育政策与

行政。学生必需选择其中一个领

域，予以专精。 

 3.本系博士班旨在培育教学、教育

研究、学习科技与文教事业之人

才，除了培养学生独立执行研究能

力外，亦兼重教育基础理论以及当

代文化现象之探究，并透过所际、

校际及国际资源交流与学术研讨，

以扩展师生学术视野及研究品质。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

交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

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畢業

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大學及研究所

歷年成績單、2.碩士論文(初稿)、3.簡

要自傳(中文，限 A4 一頁)、4.研究計

畫(英文，限 A4 一頁)、5.推薦函 

师资阵容坚强，有多位国际知名教

授。本系 43 位专任师资，研究领域

涵盖人工智慧、计算机网路、IC 设

计、多媒体、嵌入式系统、生物资

讯、演算法等。有 3 位教授曾任清

华大学校长，多位教授有创业成功

上市经验。产学计画与大型计画研

究资源充沛。学生毕业後可选择至

业界工作或从事学术研究。 

  

跨院国际博

士班学位学

程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研究所歷年成

績單、3.碩士論文、4.簡要自傳、5.研

究計畫、6.英文能力證明、7.推薦信 2

封、8.學經歷表（請自本學程網頁下

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及其他有力審查資料 

跨院国际博士班学位学程结合清华

各学院与跨领域师资，与国外一流

大学合作，引进课程、师资等教育

资源，如英国利物浦大学、印度理

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等。藉由学程

弹性化修业规定，给予学生多元修

课空间，打造跨领域顶尖人才。学

生毕业後授予指导教授所属学院之

学位（除清华学院与艺术学院外）。

学杂费基数每学期 33000 元，学分

费每学分 5000 元。申请时请着名报

名组别（一般组/人文组/人工智慧

组/科技艺术组）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2.學力

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畢業證書

影本、大學學位證書影本；往屆畢業

者，繳交大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

大學及研究所學位證書影本；國外學歷

往屆畢業者：大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

本。）、3.往屆畢業者繳交碩士論文；應

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4.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5.研究計畫(2000 字以

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方向有四个重点：古典文

学、学术思想、语文学与华语文教

学、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

生可配合自己性向选择研究方向，

也可多方选修不同领域课程，厚植

学术根柢。 

 2.师资多元，教学研究表现在中文

学界属顶尖水准。研究生获补助出

国参与国际交流机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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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學術報告 

化学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

交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

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畢業

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大學及研究所

成績單、2.推薦函、3.簡要自傳、4.讀

書與研究計畫、5.碩士論文，應屆生繳

交初稿或口試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資格審查之文件資料(如著作、

獎學金及其它獲獎資料證明、英語能力

證明、專業證照或成果等)。 

1.最先进的研究领域：包括精密制

程技术、生物技术、高分子科学与

工程、奈米科技与能源环境科技等

前瞻领域。2.坚强的师资阵容：教

授的研究成果卓越，荣获多项重要

学术奖项与荣誉。本系 2014 年化学

工程领域 QS 排名 39。3.弹性的课

程规划：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除

了非化工本科系毕业之硕士与博士

班学生需修「化工原理」课程外，

并无其他必修课程之规定。 

  

工程与系统

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及大學畢業證書與學位證書

影本(或相關學力證明)、2.研究所及大

學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4.簡要自

傳、5.讀書計畫、6.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3.其

他有利助審資料 

本系为一强调跨领域研究及科技整

合之系所，研究发展领域横跨先进

能源科技、智慧奈微科技与系统

等，欢迎工科、核工、奈微、电

机、机械、光电、材料/化工/化

学、物理、生科、医工等理工相关

学系(所)同学报名；师资阵容坚

强，近四十位顶尖师资，杰出教学

奖获奖率超过三分之一；获 IEET 国

际工程教育认证，课程内容及学生

学习成果受国际认可，并推广英语

课程，强化学生国际竞争力，提供

众多奖学金与出国交流机会。 

  

系统神经科

学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2.推薦

信、3.自傳（限兩頁以內，須包含求學

動機、升學目標）。、4.學習研究計畫

(格式自訂)。、5.學位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名次證明、專

題報告、著作、論文發表、語文能力證

明、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加社團

活動情形、工作經驗證明、證照、專利

或發明、全國性競賽成績單、個人榮譽

事蹟證明） 

1. 师资阵容坚强，院内各所提供多

样性的课程给不同领域的学生。2. 

研究资源丰富，配置多项先进仪

器，进行尖端、多元、应用的研究

主题。并与国外大学及研究机构进

行学术交流。与生技产业界和医界

(长庚纪念医院、荣民总医院及马偕

医院等)有良好的研究伙伴关系。3. 

位置特殊，座落於全国仅有的生医

科技聚落，四周有国卫院、工研院

生医中心、同步辐射中心、食品科

学研究所、科学园区及竹北生医园

区等，拥有极大的研发能量。 

统计学研究

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研究所歷年成

績單、3.碩士論文、4.簡要自傳、5.研

究計畫、6.推薦信、7.個人履歷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清大统计所设立之宗旨为培育兼具

统计理论思维与实务分析能力的统

计专业人才。设有博士班及硕士班

应用学程（数据资讯、工业统计、

生物统计）。现有专任教师九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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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究领域涵盖产品可靠度、制程品

管、实验设计、生态与医学统计、

生物资讯、时间序列分析等。教师

们学有专精、潜心研究、认真教

学，亦积极参与产学实务并致力推

广统计教育。本所学习资源丰富，

读书研究风气良好，确为有志进修

者提供了最佳的学习环境及丰富的

学程选择。 

服务科学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2.學士班歷年

成績單、3.碩士論文、著作或畢業作品

等(如非以英文撰寫，請提供英文摘

要)、4.推薦書、5.個人資料表(系所網

頁下載)、6.英文能力測驗證明(如：

TOEIC、TOEFL、GMAT、GRE) 

清华大学服务科学所跨领域的国际

博士学位学程,旨在培养研究人员解

决与服务相关的重要问题,研究领域

於下列四者之一:服务行销与管理,

服务设计,服务资讯系统,或商业分

析。我们的毕业生均为顶级学术机

构的教学研究人员,或为世界一流组

织的高级研究人员,目前在北美,欧

洲,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知名机构

从事研究和教学。 

科技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

自傳、4.研究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得獎紀錄等有利

資料。 

1.为台湾此领域研究重镇，科技政

策重要研究智库，专精於创新与创

业，扮演产官学重要桥梁。师生比

为台湾科管系所最佳，教学研究资

源丰富。 

 2.藉由与业界合作、知识库建立、

网站资讯交流、研讨会举办及论文

研究等方式进行多元交流。 

 3.积极迈向国际化：於美、欧、大

陆地区寻求知名大学建立策略性合

作夥伴关系。 

 4.以更宽广的格局进行学术研究，

考量企业面观点纳入政府角色，以

知识性、前瞻性及全球化为本所定

位。 

服务科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轉學生需包含轉學

前)、2.推薦函、3.個人資料表(本所網

頁下載) 

1.为台湾第一个专研服务科学的研

究所。强调科技与人文结合，以期

在服务内容发展或提供的过程中提

高满意度，达到服务创新带来的价

值。 

 2.服务科学为跨领域的学习环境，

以服务科学为核心，连结服务创新

与设计、服务行销与管理、资讯系

统、商业分析四大模组，植基於深

厚的人文素养，培育服务创新与创

业能力的菁英领袖。 

 3.强调产学合作与产业实习，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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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生具备服务科学的理论与实务，同

时具有进入服务为主产业的先备知

识。 

国际专业管

理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影本、2.最高學歷之歷年

成績單(請提供中、英文版)、3.IMBA

個人資料表(系所網頁下載指定格式)、

4.英語文能力測驗證明(TOEFL、IELTS

或參考 IMBA 官網英文能力對照表)、5.

以英文撰寫之研究(讀書)計畫、6.推薦

函兩封。以上資料皆以英文呈現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資料(無則免繳):(如:工作經

歷證明、個人學術或專業領域獲獎或優

異表現等)" 

1.两年期全职的 MBA 硕士班，课程

及师资由「科技管理学院」各系所

提供；招生对象为来自全球各地、

不限商管背景之大学毕业生(具 2 年

以上实务经验者佳)。2.教育目标在

於培养学生成为具备国际观并重视

企业伦理的企业中阶经理人才；配

合国内商管专业教育之需求，强化

国际认可的专业知识并以「科技管

理」为重点特色。3.全英语授课，

课程规划除了培养学生具备核心的

管理知识，亦提供多元的选修课程

以培养学生在个别领域的专长。 

计量财务金

融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或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

繳交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或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畢業者：

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或研究所)成績

單。、2.推薦函、3.簡要自傳(500 字

內)、4.讀書計畫(1000 字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1000 字內)、2.英語能力

證明影本、3.專業成果。 

1.本系研究领域包括银行风险管

理、财务计量经济、衍生性金融商

品定价、财务工程、不动产财务管

理、保险学、投资学、国际金融、

宏观经济、数据金融与金融科技。

 2.本系强调数理能力的培养，课程

涵盖经济、数学、统计、资讯四大

领域，以期培养出具有紮实数理分

析基础，了解金融市场需求的高阶

人才。 

 3.本系师资优异，理论实务并重、

多门选修课是由金融实务界领袖所

开设，极受学生欢迎，在课程设计

上较其他类似系所更具前瞻性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成績

單。、2.推薦函、3.簡要自傳(600 字以

內)、4.讀書與研究計畫(6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利申

請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作、論

文、獲獎資料等) 

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具经济动向与问

题之敏锐分析及领导能力：1.本系

师资坚强教学经验丰富，皆拥有欧

美一流大学博士学位。2.本系师资

研究领域广阔，包含多项经济学前

瞻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常见於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在理论与实证都

有杰出的贡献。3.本系与国际学术

社群交流频繁，研究生有许多机会

与国外学者进行学习交流。4.本系

提供多元化专业课程，造就学生坚

实完整的经济思考、分析能力。5.

历届毕业生於学界及业界皆有优异

之发展。 

科技法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1.本所拥有丰富的五大研究领域：

生医科技法学、资讯通讯法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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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

交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

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畢業

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大學及研究所

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慧财产权法学、环境能源法学、比

较国际法学领域。 

 2.本所位处科学园区、工研院所在

地，具备地缘优势。并以理论与实

务并重之教育训练，培育兼具科学

与法学研究能力之跨领域专业，能

以高度国际化及融合传统与非传统

的法律训练，造就下一世代的人

才。 

教育与学习

科技学系课

程与教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2000 字以

內)、3.學習計畫(5000 字以內)，佔分

30 ％、 4. 大學歷年成績單，佔分

40％、5.足以證明專業表現之文件影

本，例如：專題作品、研究報告、發表

論文、傑出表現、重要獎勵、專業證照

(如外語能力證明)、參加學術活動及修

習教育學分相關證明資料等，佔分

30％ 

硕士班成立於 1993 年，目前共有

21 位博士级专任师资。本系的课程

设计结合理论与实务，议题讨论开

放且多元，旨在开阔研究生宽宏视

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藉此提昇学

术研究与专业实务品质。 

 特色说明: 

 1.培养教学、教育研究、学习科技

及文教事业人才为目标。 

 2.积极发展学生数位学习之专业知

能，融入课程与教学及文教行政等

课程，以培养各类教育专业人员。

教育与学习

科技学系行

政与评监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2000 字以

內)、3.學習計畫(5000 字以內)，佔分

30 ％、 4. 大學歷年成績單，佔分

40％、5.足以證明專業表現之文件影

本，例如：專題作品、研究報告、發表

論文、傑出表現、重要獎勵、專業證照

(如外語能力證明)、參加學術活動及修

習教育學分相關證明資料等，佔分

30％ 

硕士班成立於 1993 年，目前共有

20 位博士级专任师资。本系的课程

设计结合理论与实务，议题讨论开

放且多元，旨在开阔研究生宽宏视

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藉此提昇学

术研究与专业实务品质。 

 特色说明： 

 1.培养教育经营与发展、教育研

究、学习科技及文教事业人才为目

标。 

 2.积极发展学生数位学习之专业知

能，融入课程与教学及文教行政

等，以培养各类教育专业人员。 

教育心理与

谘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推薦函、2. 簡要自傳(2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本系

碩士班分 3 組招生，請於此項資料中敘

明欲選讀之組別)、4.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本系碩士班分 3 組招生，請於

此項資料中敘明欲選讀之組別)、5. 大

學歷年成績單、6. 英語能力證明影

本、7. 心理與輔導諮商之相關學、經

驗證明 

本所旨於培养学校、社区与业界之

心理研究与谘商辅导、工商组织等

跨领域专业实务人才；强调科研与

实务创新并重，着重学生个人整

合、在地实践与文化反思。专业训

练与科研主题包括 1.谘商心理：个

别与团体谘商、谘商督导、游戏治

疗、正向心理、表达性治疗、多元

文化谘商等。2.专精心理：认知心

理、测验统计、教育与发展心理、

社会与文化心理等。3.工商心理：

人事与组织心理、消费与品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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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理、员工协助与职场健康等。 

学习科学与

科技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歷年成績

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大學

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傳(限 2

頁以內)。、4.個人資料表(格式自訂，

限 1 頁以內)。、5.學習研究計畫書 (字

體 12 號，限 6~8 頁以內，須包含報

考動機、學術興趣、研究計畫等) 。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名次證明、2.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

料，如：專題報告、著作、論文發表、

語文能力證明、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

證明、工作經驗證明、證照、專利或發

明、全國性競賽成績單、個人榮譽事蹟

證明。 

学习科学与科技研究所以学习科学

理论为基础，致力结合学习情意的

认知发展、学习行为的科学探就，

以创新思维研究与应用学习科技，

触发学习活动与促进学习动机及效

能，乃至形塑出深远的社会文化脉

络。领域包括学习科技、虚拟与扩

增实境、科学教育与动画、数位人

文与新素养、巨量资料与数据分

析、教学策略与课程设计、悦趣学

习与媒体设计、语言学习与认知心

理、社群学习与人机互动介面、数

理教育等。 

数理教育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學位證書影本、2. 大學歷年成績

單、3. 簡要自傳(1000 字內)、4. 讀

書計畫(1000 字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本所旨在培育理论与实务并重之数

理教育教学及学术研究人才，促进

数理教育学术发展，同时协助中小

学数理教育辅导创新，推动产学建

教合作，创造企业实习经验。发展

方向如下：1.发展数理教学实务课

程，提升中小学数理教师教学效

能。2.钻研数理教育相关理论、议

题，提升学术研究能力。3.推动与

国外知名学者或大学交流，提升学

生国际观与数理教学专业能力。招

生对象包括中小学老师、一般大学

毕业有志从事数理教育及相关产业

工作者 

幼儿教育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推薦函、2. 簡要自傳(2000 字以

內、3. 讀畫計畫(1000 字以內)、4.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5. 大學歷年

成績單 

1.本班培育宗旨为培养幼教研究与

实务领导人才。2.课程目标包括：

培养幼儿教育研究知能、提升幼教

相关理论融入实务之能力，以及培

养幼教议题关注与思辩之能力。3.

本系共有 13 名专任教师，皆有博士

学位,专长领域涵盖完整，授课内容

包括：幼儿发 展、幼教课程与教

学、幼儿文学、亲职教育、幼儿园

行政以及幼儿艺术等，课程中亦安

排实务参访活动，有助於了解台湾

幼教实务现况。4.本系师生互动良

好，依据学生之需求拟定论文计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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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特殊教育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2. 簡要自傳

(2000 字以內)、3. 讀書計畫(1000 字

以內)、4. 特殊教育之相關學經歷證明

(研習、活動、獲獎、專業證照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 

1.培育具有特殊教育科际整合能力

之专业人士。 

 2.系上 12 位专任教师均具美国、

欧洲及国内博士学位，专业涵盖特

殊教育、职能治疗(康复治疗)、心

理学、生命科学等领域。 

 3.开设学习与认知异常、沟通障

碍、学前特教、自闭症与情绪障

碍、多重障碍、资赋优异及肢体障

碍相关的基础课程、专门课程和论

文，给予学生整合性的特殊教育专

业训练。 

 4.积极推动系所师生参与国际交

流，拓展新视野。 

运动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6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600 字以內)、

4.研究計畫(600 字以內) 

1.课程优势：自 2020 年起更名为运

动科学系，课程除维持运动指导及

体育学系体育教学的师资培育优

势，加入运动科学领域课程。 

 2.师资优势：目前有 14 位专任教

师(具博士学位者 13 人)，合聘教师

35 位。 

 3.教学环境设施有体育健康教学大

楼、体育馆、田径场,桌球室、普通

教室、研究生教室、综合球场、网

球场、游泳池、韵律舞蹈教室、 健

身房等；另有运动生理、生化、生

物力学、人文、心理学等实验室。

环境与文化

资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2. 自傳(1000

字以內)、3. 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4. 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以环境和文化资源为发展重

点，契合永续发展之环境资源，加

强环境教育在地方社群的实践；活

化历久弥新之文化资源，整合人文

社会学科相关领域的原理与方法，

探索环境与文化相关资源的研究议

题，应用於区域及在地的社区研

究。发展领域乃奠基於环境为文化

的载体，文化为环境的内容此概念

之上，以「环境经营管理」与「区

域文化发展」两大专业发展领域，

发展观光游憩、社区营造、环境教

育及文化资产等相关资源的整合与

应用。 

台湾语言研

究与教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2. 簡要自傳、

3. 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例如：

本所成立於 1997 年，为第一个致力

於台湾语言与语言教学之研究所。

师资与课程规划涵盖台湾语言(涵盖

闽、客、原住民语及华语)、语言研

究和语言教学等层面，强调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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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各項著作或論文發表等) 教学兼具的实务取向，目的是培养

台湾语言研究与教学等相关领域的

专业人才。所提供之课程以语言研

究为本，语言教学为用，透过语言

分析能力的养成、台湾语言知能以

及语言教学研究知能的提升，使学

生具备语言教学所需之学科知识以

及学科教学知识。 

通讯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

傳、4.研讀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及

其它(如獎學金及其它獲獎證明、參加

社團活動情形、全國性競賽成績、個人

榮譽事蹟證明等)。 

本所於 1999 年随着行动通讯和网际

网路的爆发而成立，至今仍引领世

界在 5G 前瞻通讯、人工智慧、大数

据以及物联网等热门技术的发展。

 1.师资雄厚：本所教师在教学与研

究上均有卓越表现，包含多位 IEEE 

Fellow、国家讲座等国际级通讯网

路及讯号处理专家。 

 2.研究资源丰富：本所拥有多项先

进之通讯及网路设备。并强调独立

思考及创新设计能力之培养与训

练，要求学生参与研究计画，以验

证所学和获取经验。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中

文，限 A4 一頁)、3.研究計畫(英文，

限 A4 一頁)、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利申

請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作、論文

發表、獎學金及其它獲獎資料證明、參

加社團活動情形、工作經驗證明、證

照、專利或發明。 

师资阵容坚强，有多位国际知名教

授。本系 43 位专任师资，研究领域

涵盖人工智慧、计算机网路、IC 设

计、多媒体、嵌入式系统、生物资

讯、演算法等。有 3 位教授曾任清

华大学校长，多位教授有创业成功

上市经验。产学计画与大型计画研

究资源充沛。学生毕业後可选择至

业界工作或从事学术研究。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

簡要自傳、4.研究計畫(含研究方向或

研究題目)、5.指導教授意向說明書：

請依個人研究方向或研究題目，就本系

【電力組】或【系統組】專任師資及其

研究領域，說明希望獲得指導之教師資

本系硕博士班拥有 28 位学识丰富的

专 任 教 师 ， 多 位 获 得 IEEE 

Fellow、国家讲座等荣誉。研究特

色为前瞻、系统整合、跨领域先进

技术，包含智慧电网、再生能源、

电力电子、电机控制、马达驱动、

电力系统、人工智慧(深度学习、机

器学习)及其晶片实作、大数据、机

器人、多媒体讯号处理、通讯、控

制、系统生物资讯、神经工程、量

子计算与量子通讯、生医影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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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訊(或已有聯繫詢問指導之教師資訊)。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題報告、

著作、獎學金及其它獲獎證明、參加社

團活動說明。 

体电路设计与测试、计算机系统、

固态储存系统、生医电子等领域。

资讯系统与

应用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中文，限 A4

一頁)、3.讀書計畫(中文，限 A4 一

頁)、4.研究計畫(英文，格式自訂，限

A4 一頁)、5.學歷證明(1)應屆畢業

者，繳交大學歷年成績(2)往屆畢業

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3)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

影本、大學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利申

請之資料，如：專業成果、其他競賽獲

獎資料等) 

1.本所具优秀之教师在多媒体技

术、数位内容、资讯安全与管理、

人工智慧、生物资讯、社群计算等

相关技术领域皆有深入研究，可训

练学生从事跨领域技术之整合应

用。 

 2.本所强调国际化，提供英语授

课，有极多位从中南美洲、东南亚

来的国际学生(含陆生)就读。 

 3.本所定期举办国际学生相关活

动，以促进国内外学生学术研讨及

文化交流。 

  

电子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簡

要自傳、4.讀書計畫、5.研究計畫 

1.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行，本校

「电机电子领域」列全球第 70 名。

 2.学习构思、分析、研判、设计、

模拟到元件制作，培养独立思考、

研究规划及创新设计之能力，并鼓

励跨学域之研究计划。 

 3.教授多获教育部、科技部及各学

术基金会所颁之杰出研究奖。 

 4.多数教授参与「清大-台积电」

联合研发中心尖端半导体研究计画

案。 

 5.紧邻科学园区，与业界及学研等

单位合作密切，并有大型企业提供

暑期实习。 

光电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2. 推薦函、3. 

簡要自傳(600 字以內)、4. 研究計畫

(6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利申請資料 

1. 重视建立紮实理论基础及宽广用

视野。 

 2. 强调动手实作经验：从光电相

关元件、系统、技术、仪器等基础

原理，结合讲授、实作、讨论等形

式，透过实作实际体验光电元件及

仪器之特性。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分享的

团队精神，具有全国最完备的实验

课程。 

跨院国际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3.

研究計畫、4.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跨院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华语文教

学」、「科技艺术」组，「华语文教

学」组以培养专业华语教学人才为

宗旨，结合跨学院师资资源，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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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技藝術組繳交代表作品限 5 件(可

為科技報告或科技藝術作品，至少一件

為個人獨立科技實作或科技藝術創

作。)若作品檔案過大，可另提供雲端

下載連結。、2.華語教學組繳交英文能

力證明及其他有力申請之資料 

文授课为主，本地生与境外生兼收。

「科技艺术」组以「创新研发」、

「数位艺术创作」为主，鼓励不同

背景学生进行多元跨域学习与研

究，开发具有独特价值之科技创新

研究与数位艺术表现。 

华文文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歷年

成績單。(成績單需含名次證明)、2.簡

要自傳：限 3 頁以內。、3.學習研究計

畫書：建議涵蓋研究主題、研究方向、

研究動機及背景、問題意識、研究之重

要性、參考資料/書目等相關內容。（中

文；格式自訂，限 5-10 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資料 

1.本所旨在培养华文文学、语言文

字、文化思想等研究人才。 

 2.基於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多元

文化的崛起，「汉语」或「中文」已

无法涵盖 21 世纪各地区华人的语

言、文学与文化现象，本所因应国

际语系研究之趋势，将华文书写提

升到「华语语系」的层次，达到可

置於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之世界性

流通与对话的研究高度；同时重视

各区域的华文文学，彼此对照与比

较，形成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

人类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正本；往屆畢業者，繳交畢

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

成績單正本；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

業證書影本、大學成績單正本。、2.推

薦函、3.簡要自傳（2 頁以內）、4.研

讀計畫（6頁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題報告、2.著作、3.語文能力證

明、4.獲獎證明。 

1.本所强调教学与田野研究密切结

合，以实际民族志调查做为写作的

重心，培养学生较宽广的人类学视

野。 

 2.教学重点强调理论与区域研究，

并包括以下领域：族群关系、宗

教、仪式与文化展演、医疗人类

学、物质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

消费文化、环境人类学、历史人类

学、考古学与文化资产管理等课

程。 

 3.本所师资及教学研究领域以中国

研究、汉人社会、南岛民族研究、

东南亚社会与文化研究，及考古学

研究为主。。 

  

社会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成績單、2.推薦函、3.簡要自

傳（1000 字以內）、4.進修計畫（3~5

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代表作品

(1~3 項)。 

1.师资阵容坚强：本所专兼任教师

均学有专精，热心教学并致力於研

究，在相关领域表现杰出。 

 2.横跨两岸的社会学研究：本所教

学与研究紧扣台湾社会的脉动，并

且是国内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导机

构，提供一个独特、具国际视野的

比较利基。 

 3.追求创新与在地实践：本所多年

来一直走在学术的前沿，带动国内

「性别研究」、「台湾研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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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技与社会」与「当代中

国研究」等新兴领域的发展。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 研究計畫(2000 字

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術報告 

1.研究方向有四个重点：古典文

学、学术思想、语文学与华语文教

学、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

生可配合自己性向选择研究方向，

也可多方选修不同领域课程，厚植

学术根柢。 

 2.师资多元，教学研究表现在中文

学界属顶尖水准。研究生获补助出

国参与国际交流机会多。 

外国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或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

繳交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或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畢業者：

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或研究所)成績

單。、2.推薦函、3.英文自傳(含欲就讀

理由)、4.研究計畫。、5.英語能力證明

影本，如：托福 IBT85 分(含)以上、雅

思 6 級(含)以上、多益(聽力&閱讀 785

分以上及口說&寫作 385 分以上)或全民

英檢中高級初、複試通過。、6.獲獎證

明及其他有利資料。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題報告/學術論文 

1.本所分「外国文学组」及「语言

研究语教学组」，请注明申请组别於

研究计画中。 

 2.「外国文学组」研究涵盖西洋文

学各个时期以及各种文学语文化研

究重要理论与议题。 

 3.「语言研究与教学组」旨在研究

外语教学及理论并含语言学之其他

应用。 

语言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成績

單、2.推薦函至少 2 封、3.簡要自傳、

4.研究計畫、5.大學歷年成績單、6.英

語能力證明影本、7.專題報告/學術論

文 

本所设有硕士班与博士班。本所以

汉语、汉语方言、东亚语言以及南

岛语为研究重点。本所课程兼顾理

论与实务：核心的音韵、句法以及

语意学等课程旨在培育学生解释自

然语言现象的理论分析基础，生理

语音学及田野调查则着重於训练学

生研究陌生语言的基本描写及分析

能力，而历史语言学则提供探究语

言演变的基础训练。 

  

亚际文化研

究国际硕士

学位学程(台

湾联合大学

系统)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歷年

成績單。(成績單須含名次證明)、2.推

薦函、3.研究計畫(5 頁以內，內容須

包含自傳、過往表現、報考動機、主修

本学程结合台湾联大系统四校文化

研究团队，以四大研究专题作为课

群规划之方向：(一)批判理论与亚

洲现代性(二)当代思潮与社会运动

(三)视觉文化(四)性/别研究。四大

课群师资横跨四校人文社会科系，

纵向与横向地和相关科系以及学群

教师进行跨领域的教学合作。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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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修課計畫、研究興趣及未來發展

規劃，中英文皆可)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代表作品(不

超過 3 件，論述寫作為主，中英文皆

可)、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本学程规划之课群，学生将掌握传

统专业学科之基础训练，结合跨领

域训练的能力，具足以回应当代知

识生产的学术高度与区域竞争力，

提出具有创新性的重要贡献。 

历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簡

要自傳、4.學習研究計畫書(系所網頁

下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 專業成

果。 

1.师资优越，皆为欧美名校博士，

研究领域多元，与欧、美、东亚国

际学术圈密切交流。 

 2.研究领域包含：宋元明清史、中

西交流史、台湾史、海洋史、中国

现代史、科技史、艺术史。 

 3.中西文藏书丰富(简体、英、

法、西、荷等汉学论着)，开架式收

藏，借阅方便；并购置各种常用中

英文电子资讯库（如「中国基本古

籍库」、「中国方志库」、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 等）。

台湾文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簡

要自傳(字數及格式自訂)、4.研究計畫

(字數及格式自訂)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利審

查的資料。 

1.师资阵容坚强、研究视野开阔。

 2.课程领域完整，研究方法多元，

是台湾文学研究学科的标竿系所。

 3.以台湾文学研究为主体，兼及东

亚多国的跨文化流动现象。 

 4.积极协助研究生出国交流，参与

学术会议，出版研究生学位论文选

辑《台湾文学论丛》。 

  

哲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

英文自傳(含欲就讀理由)。、4.研究計

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 

1.本所专注於西洋哲学（包括欧陆

与英美）的基础研究；尤其着重於

哲学基本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以及

各学科之基本问题、理论基础、方

法论与当代发展之探讨。2.本所教

师专长涵盖英美与欧陆两个传统，

研究议题分布不同领域，包括：心

理哲学、语言哲学、知识论、科学

哲学、政治哲学、现象学、诠释

学、康德哲学、希腊哲学、实用主

义、日本哲学，等等。3.本校馆藏

丰富，有完善的哲学专业书籍与期

刊。 

化学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1.最先进的研究领域：包括精密制

程技术、生物技术、高分子科学与

工程、奈米科技与能源环境科技等

前瞻领域。2.坚强的师资阵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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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簡

要自傳、4.讀書與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資格審查之文件資料(如專題研

究論文或報告、著作、獎學金及其它獲

獎資料證明、參加社團活動情形、英語

能力證明、專業證照等)。 

授的研究成果卓越，荣获多项重要

学术奖项与荣誉。本系 2014 年化学

工程领域 QS 排名 39。3.弹性的课

程规划：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除

了非化工本科系毕业之硕士与博士

班学生需修「化工原理」课程外，

并无其他必修课程之规定。 

  

奈米工程与

微系统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班個人資料表檔案請至本所首

頁「碩博士考生資訊」下載)。、2.大學

歷年成績單。、3.大學畢業證書、學位

證書影本。、4.簡要自傳(600 字以

內)、5.研究計劃(6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本所教育目标为：培养奈米工程

与微系统之跨领域领导人才。 

 2.本所具备特色：(1)跨领域：研

究内容涵盖生物医学微系统、光学

微系统、射频微系统、奈米结构与

元件、磁性传感器、生医材料等，

欢迎理、工、医、电资、生科学院

学生报考。(2)国际化：英语授课

85%以上，国际组织会员、国际学

生。(3)多元化：师资背景具备理、

工、医等不同领域，产学经验丰

富。(4)产学合作：教师与产业界合

作频繁，研究计画成果亮眼。 

生物医学工

程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所網頁下

載）、2.推薦信、3.學力證明及大學歷

年成績單（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歷年

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

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

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

作、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證明、參加

社團活動情形等） 

1.先进的研究领域：包括生医感测

器、生医材料工程、奈微米生物医

学等前瞻领域，均为政府相关科技

政策最重视的领域。 

 2.与邻近教学医院合作：对象有荣

总、长庚、马偕、台大新竹分院、

工研院生医所、国卫院等。 

 3.坚强的师资阵容：师资具有不同

专长与背景，可提供一跨领域合作

的平台。 

 4.弹性的课程规划：配合新竹生医

园区的需求、尊重学生的兴趣，培

养具备整合生医产业上、中、下游

全方位能力之研发人才。 

工业工程与

工程管理学

系工业工程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及畢業證書影本、2.大學歷年

成績單、3.推薦函、4.自傳（1000 字

以內）、5.學習計畫（含修課）（1000

字以內）、6.研究計畫（1000 字以

內）、7.大學畢業設計、8.英語能力證

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專業研究成

果、著作發表、專利、證照、獎學金或

其他獲獎證明 

1 本系成立於 1974 年，为台湾最早

成立的工业工程硕士班及博士班。2

教学阵容坚强，专任师资 19 位，皆

为工业工程各专门领域之顶尖教

授，近半数教授曾获科技部杰出研

究奖。3 本系在工工领域发展完

整，包括作业研究（运筹学）、智慧

制造与营运管理、人因工程、工程

管理等领域。4 开授硕士学分班及

硕士在职专班等在职教育，与科学

园区高科技公司合作执行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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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5 与国际顶尖大学建立教授互

访，交换研究生，双联学位合作。

工业工程与

工程管理学

系工程管理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及畢業證書影本、2.大學歷年

成績單、3.推薦函、4.自傳（1000 字

以內）、5.學習計畫（含修課）（1000

字以內）、6.研究計畫（1000 字以

內）、7.大學畢業設計、8.英語能力證

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專業研究成

果、著作發表、專利、證照、獎學金或

其他獲獎證明 

1 本系成立於 1974 年，为台湾最早

成立的工业工程硕士班及博士班。2

教学阵容坚强，专任师资 19 位，皆

为工业工程各专门领域之顶尖教

授，近半数教授曾获科技部杰出研

究奖。3 本系在工工领域发展完

整，包括作业研究（运筹学）、智慧

制造与营运管理、人因工程、工程

管理等领域。4 开授硕士学分班及

硕士在职专班等在职教育，与科学

园区高科技公司合作执行科研项

目。5 与国际顶尖大学建立教授互

访，交换研究生，双联学位合作。

材料科学工

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非應屆畢業者，繳交畢業

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

績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

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

名次證明、4.自傳與讀書計畫(4 頁以

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專題報

告，著作，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

加社團活動情形之說明等)。 

研究领域：高性能材料、奈米科

技、智慧电子、绿能材料、生医材

料 

 系所特色：教师皆为学界翘楚、国

际能见度高、推广英语课程，强化

学生国际竞争力、研究设备世界顶

尖、众多奖学金与出国交流机会、

成立最早系友人数全国材料系第

一，学生未来发展有强力後援、获

IEET 国际工程教育认证，课程受国

际认可。 

动力机械工

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大學畢業證書(應屆畢業

者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2.大學歷年

成績單、3.個人資料表(請上本系網站

下載陸生專用表格與範例)、4.自傳

(500-1000 字)、5.讀書計畫(500-1000

字)、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題研究報告、2.英文能力證明、

3.得獎證明、各項證書等 

1.研究领域顶尖而宽广：包含热流

与能源、电机控制、固体力学与奈

微米、机械设计与制造、光机电与

生医系统、智慧机械与制造、AI 机

电资讯。2.研究与教学表现杰出：5

位教授获科技部吴大猷先生纪念

奖、2 位教授获聘科技部杰出特约

研究员、13 位教授计 25 次获科技

部杰出研究奖、12 位教授为 ASME、

IEEE、SEM 会士。3.国际评比高：

2017 QS 全球大学学科领域排名在

机械工程领域第 38 名全台湾第一。

  

工程与系统

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或相

關學力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3.

推薦函、4.簡要自傳、5.讀書計畫、6.

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本系为一强调跨领域研究及科技整

合之系所，研究发展领域横跨先进

能源科技、智慧奈微科技与系统

等，欢迎工科、核工、奈微、电

机、机械、光电、材料/化工/化

学、物理、生科、医工等理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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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3.其

他有利助審資料 

学系(所)同学报名；师资阵容坚

强，近四十位顶尖师资，杰出教学

奖获奖率超过三分之一；获 IEET 国

际工程教育认证，课程内容及学生

学习成果受国际认可，并推广英语

课程，强化学生国际竞争力，提供

众多奖学金与出国交流机会。 

  

分析与环境

科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及大學歷年成績單：應屆

畢業者，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往屆畢

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

業證書、大學成績單、2.推薦函、3.簡

要自傳(500 字以內)、4.研究計畫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資料:如專題報告、著作、英

語能力證明影本、證照、競賽成績等 

分环所植基於分析化学、生态与健

康及绿色科技等三大主题，推动环

境教育与学术研究，培育兼具分析

化学与环境科技专业的跨领域人

才，以提升绿色环境之永续发展。 

 ?分析化学领域：着重环境介质及

生物体中有害成份之分布、暴露途

径及健康风险评估的研究应用。  

 ?生态与健康领域：着重环境生态

影响评估、环境生态与人体健康互

动、环境生态维护等研究与应用。 

 ?绿色科技：致力於绿色分析技

术、环境复育和洁净能源的开发研

究与应用。 

生医工程与

环境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

傳、4.學習研究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的資料，如：專題報

告、著作、獎學金、英語能力證明影

本。 

研究领域： 

 甲组：生物晶片、生医资讯、生医

奈米材料、干细胞与组织工程、药

物传输与释放、有机合成、肿瘤治

疗、生医流行病与分子毒理等。 

 乙组：医学影像、生医讯号处理、

超音波分子影像与对比剂、磁振影

像、磁振影像导引聚焦超音波治

疗、小动物分子影像、放射治疗、

核子医学等。 

核子工程与

科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

單；國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簡

要自傳、4.讀書計畫、5.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 

1.优势特色：肩负培育台湾核工人

才重责大任，领导核能与辐射应用

发展。为此领域全球最大且师资完

整教研机构之一，研究成果与着名

大学类似系所竞争。2.师资完整、

课程丰富：教师专长多元提供优质

核工教育，课程丰富，深受学生肯

定。3.教学研究涵盖理论实务：针

对核电厂、核子科学与辐射应用相

关，也有前瞻性如新世代核能系

统、中子束应用与硼中子捕获癌症

治疗。4.推广核能与辐射教育，提

供政府与社会决策参考正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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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统神经科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

傳(限兩頁以內，須包含求學動機、升

學目標)、4.學習研究計畫(格式自

訂)、5.學位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名次證

明、專題報告、著作、論文發表、語文

能力證明、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

加社團活動情形、工作經驗證明、證

照、專利或發明、全國性競賽成績單、

個人榮譽事蹟證明。 

1. 师资阵容坚强，院内各所提供多

样性的课程给不同领域的学生。2. 

研究资源丰富，配置多项先进仪

器，进行尖端、多元、应用的研究

主题。并与国外大学及研究机构进

行学术交流。与生技产业界和医界

(长庚纪念医院、荣民总医院及马偕

医院等)有良好的研究伙伴关系。3. 

位置特殊，座落於全国仅有的生医

科技聚落，四周有国卫院、工研院

生医中心、同步辐射中心、食品科

学研究所、科学园区及竹北生医园

区等，拥有极大的研发能量。 

分子与细胞

生物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

傳(限兩頁以內，須包含求學動機、升

學目標)、4.學習研究計畫(格式自

訂)、5.學位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名次證

明、專題報告、著作、論文發表、語文

能力證明、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

加社團活動情形、工作經驗證明、證

照、專利或發明、全國性競賽成績單、

個人榮譽事蹟證明。 

1. 师资阵容坚强，院内各所提供多

样性的课程给不同领域的学生。2. 

研究资源丰富，配置多项先进仪

器，进行尖端、多元、应用的研究

主题。并与国外大学及研究机构进

行学术交流。与生技产业界和医界

(长庚纪念医院、荣民总医院及马偕

医院等)有良好的研究伙伴关系。3. 

位置特殊，座落於全国仅有的生医

科技聚落，四周有国卫院、工研院

生医中心、同步辐射中心、食品科

学研究所、科学园区及竹北生医园

区等，拥有极大的研发能量。 

分子医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

傳(限兩頁以內，須包含求學動機、升

學目標)、4.學習研究計畫(格式自

訂)、5.學位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名次證

明、專題報告、著作、論文發表、語文

能力證明、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

加社團活動情形、工作經驗證明、證

照、專利或發明、全國性競賽成績單、

個人榮譽事蹟證明。 

1. 师资阵容坚强，院内各所提供多

样性的课程给不同领域的学生。2. 

研究资源丰富，配置多项先进仪

器，进行尖端、多元、应用的研究

主题。并与国外大学及研究机构进

行学术交流。与生技产业界和医界

(长庚纪念医院、荣民总医院及马偕

医院等)有良好的研究伙伴关系。3. 

位置特殊，座落於全国仅有的生医

科技聚落，四周有国卫院、工研院

生医中心、同步辐射中心、食品科

学研究所、科学园区及竹北生医园

区等，拥有极大的研发能量。 

生物科技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

傳(限兩頁以內，須包含求學動機、升

學目標)、4.學習研究計畫(格式自

訂)、5.學位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名次證

生技所旨在培育兼具生物医药研究

及应用能力的研究生，扮演生医研

究与产业间的桥梁。本所研究领域

有：癌症的标靶药物设计、癌病

学、癌细胞转移、疫苗研发、重金

属神经毒性、检测及治疗系统的开

发、生物医学影像、人类疾病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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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明、專題報告、著作、論文發表、語文

能力證明、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

加社團活動情形、工作經驗證明、證

照、專利或發明、全國性競賽成績單、

個人榮譽事蹟證明。 

式、粒腺体动态分析、粒腺体生物

学及代谢研究、抗老化研究、生物

工程、离子通道(Panx1)之生理及疾

病研究等。这些跨领域、多向性的

协同研究对未来开发新药及新型医

疗系统的长期研究建立了坚强的基

础。 

生物资讯与

结构生物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自

傳(限兩頁以內，須包含求學動機、升

學目標)、4.學習研究計畫(格式自

訂)、5.學位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名次證

明、專題報告、著作、論文發表、語文

能力證明、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

加社團活動情形、工作經驗證明、證

照、專利或發明、全國性競賽成績單、

個人榮譽事蹟證明。 

生资所成立於 2002 年，为国内在结

构生物及体学领域最前沿的科研教

育环境。本所 14 名教师从结构的观

点来了解生物分子动态与功能并依

此来设计药物。本所有国内大学最

顶尖的研究设备如 X 光绕射仪、

850MHz 核磁共振仪、质谱仪、DGX-

A100 伺服器及低温电显周边系统来

建立分子结构与动态。本所亦与国

内外顶尖的科研单位合作，含中研

院、国卫院、日本大阪大学、英国

利物浦大学，并与後二单位建立跨

国双联博士学位学程。 

天文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研究計

畫、4.大學歷年成績單、5.英語能力證

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 

以理论、电脑模拟观测、大数据分

析等方法研究宇宙学、星系考古

学、星系团、黑洞或中子星双星、

超新星爆炸、太阳物理、海王星外

物体、恒星与行星的形成、系外行

星。有全国最完整的天文课程及天

文资讯与计算中心和高速运算电脑

丛集可参与使用国外望远镜观测，

如与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合作康卜

吞成像光谱仪(COSI)，与法国合作

制造超快天文测光仪、取得 ALMA 及

其他世界级望远镜的观测时间，参

与日本重力波探测 KAGRA 计画。 

统计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3.

研究計畫、4.推薦信、5.個人履歷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清大统计所设立之宗旨为培育兼具

统计理论思维与实务分析能力的统

计专业人才。设有博士班及硕士班

应用学程（数据资讯、工业统计、

生物统计）。现有专任教师九名，研

究领域涵盖产品可靠度、制程品

管、实验设计、生态与医学统计、

生物资讯、时间序列分析等。教师

们学有专精、潜心研究、认真教

学，亦积极参与产学实务并致力推

广统计教育。本所学习资源丰富，

读书研究风气良好，确为有志进修

者提供了最佳的学习环境及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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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学程选择。 

数学系数学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書：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歷年

成績單。、2.推薦函、3.簡要自傳(600

字以內)、4.讀書及研究計畫(600 字以

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本系有杰出师资群，研究领域包含

数论、代数、李氏群与李代数、微

分几何、代数几何、代数拓朴、多

复变函数论、微分方程、泛函分

析、调和分析、动态系统、生物数

学、科学计算及数值分析等；且研

究成果卓越，荣获多项学术奖项与

荣誉。 

 课程规划：尊重学生兴趣为优先考

量，并与外校合作课程，多元且完

善。以扎实的数学训练使学生在学

术界、科技业及金融业等方面中的

研究与创新，起着重要作用。 

数学系应用

数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書：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歷年

成績單。、2.推薦函、3.簡要自傳(600

字以內)、4.讀書及研究計畫(600 字以

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本系有杰出师资群，研究领域包含

数论、代数、李氏群与李代数、微

分几何、代数几何、代数拓朴、多

复变函数论、微分方程、泛函分

析、调和分析、动态系统、生物数

学、科学计算及数值分析等；且研

究成果卓越，荣获多项学术奖项与

荣誉。 

 课程规划：尊重学生兴趣为优先考

量，并与外校合作课程，多元且完

善。以扎实的数学训练使学生在学

术界、科技业及金融业等方面中的

研究与创新，起着重要作用。 

化学系化学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明：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歷

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

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

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

單、2.推薦函、3.簡要自傳(600 字以

內)、4.讀書計畫(600 字以內)、5.研

究計畫(600 字以內)、6.大學專題研究

成果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师资阵容坚强：本系教授研究领

域广泛，学术与应用并重，多位教

授获得教育部国家讲座等重要学术

荣誉和奖项。2.研究环境优良：本

系有各项先进仪器设备，另提供国

内外化学期刊杂志。3.学术成果卓

越：过去五年本系教授发表学术研

究论文超过 650 篇。2010- 2015 年

晋升化学领域世界百大，2013 年荣

获化学类科世界排名 41 名为历年最

佳成绩。 

  

物理学系物

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書：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成績

單。、2.推薦函、3.履歷表(格式自

訂)、4.簡要自傳 

1.凝体物理：强关联系统、电子自

旋学、奈米元件与物理、表面物

理、软物质、同步辐射应用。2.原

子、分子与光学物理：雷射冷却、

量子光学、波斯爱因斯坦凝结、精

密雷射光谱、非线性光学、量子资

讯。3.电浆物理：电子回旋迈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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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2.專業成果、3.其他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各項物理相關競賽

或測驗之成績。 

高功率次兆赫波源。4.天文物理：

太阳物理、恒星与行星形成、超新

星、致密星体、重力波、星系及星

系团、宇宙学。5.粒子物理：超对

称粒子、电荷宇称对称性破坏、微

中子物理、粒子天文物理、高能实

验。 

物理学系应

用物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書：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成績

單。、2.推薦函、3.履歷表(格式自

訂)、4.簡要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2. 專業成果、3. 其他

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各項物理相關競

賽或測驗之成績。 

1.凝体物理：强关联系统、电子自

旋学、奈米元件与物理、表面物

理、软物质、同步辐射应用。2.原

子、分子与光学物理：雷射冷却、

量子光学、波斯爱因斯坦凝结、精

密雷射光谱、非线性光学、量子资

讯。3.电浆物理：电子回旋迈射、

高功率次兆赫波源。4.天文物理：

太阳物理、恒星与行星形成、超新

星、致密星体、重力波、星系及星

系团、宇宙学。5.粒子物理：超对

称粒子、电荷宇称对称性破坏、微

中子物理、粒子天文物理、高能实

验。 

  

物理学系光

电物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書：應屆畢業者，繳交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大學歷年

成績單。、2.推薦函、3.履歷表(格式自

訂)、4.簡要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2. 專業成果、3. 其他

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各項物理相關競

賽或測驗之成績。 

1.凝体物理：强关联系统、电子自

旋学、奈米元件与物理、表面物

理、软物质、同步辐射应用。2.原

子、分子与光学物理：雷射冷却、

量子光学、波斯爱因斯坦凝结、精

密雷射光谱、非线性光学、量子资

讯。3.电浆物理：电子回旋迈射、

高功率次兆赫波源。4.天文物理：

太阳物理、恒星与行星形成、超新

星、致密星体、重力波、星系及星

系团、宇宙学。5.粒子物理：超对

称粒子、电荷宇称对称性破坏、微

中子物理、粒子天文物理、高能实

验。 

计算与建模

科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6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600 字以內)、

4.研究計畫(600 字以內)、5.推薦函 

1.计算与建模科学研究所（计科

所）成立於 2016 年，以促进清华大

学跨领域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含

应用数学、计算工程、科学计算、

资讯工程并提供跨领域多元课程。

2.计算科学是一种以数学建构模型

并借助高效能软体与高速运算电脑

来解决科学、工程、经济等复杂问

题的学术领域。实验、理论、计算

已成为现代科学鼎足三立、缺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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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可的三种研究方法。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2. 簡要自傳

(600 字以內)、3. 讀書計畫(含學習曲

目)(600 字以內)、4. 各組繳交資料：

(1)演奏組:ㄧ年內公開獨奏/唱之影音

檔。、4. 各組繳交資料：(2)理論作曲

組:作品乙份。、4. 各組繳交資料：(3)

音樂工程與應用音樂組：研究計畫(600

字以內)。、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艺术领域追求专业卓越、课程设

计紮实多元，开放创新跨领域研

究，积极开拓国际学术交流，持续

造就未来领导社会的音乐艺术表演

人才与教育学者。 

 2.依主修乐器规划完善课程，并鼓

励学生参与各类型重奏与乐团的培

训，成为具聆听与沟通能力的音乐

人。重点阶梯课程除音乐知识养

成，在教学及表演实务训练、现代

音乐工业及产学合作等相关课程亦

逐步丰富化，提昇学生更宽域之性

向发展与社会竞争力。 

  

艺术与设计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

究計畫(1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作品集 

本硕士班以艺术教育、艺术创作、

艺术理论研究为主要发展目标，教

学分为理论组与创作组，理论组提

供研究生艺术理论研究课程之宏观

精神，并养成具有多元国际观点以

及研究能力；创作组提供研究生绘

画与工艺创作等专业课程，培养研

究生具有多元能力与宽广的造形创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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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湾大学 

电话 886-2-33662007#356 

传真 886-2-23620096 

电子邮件信箱 chenchenho@ntu.edu.tw 

网址 http://www.ntu.edu.tw 

地址 台北市大安区罗斯福路四段 1号国立台湾大学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 2021 年全年学杂费约人民币 23,000 元至 28,000 元间。  

 2. 新生录取後，协助办理入台注册相关手续。 

 3. 协助新生来台报到、入学事宜。 

 4. 办理新生入学指南活动，帮助新生了解各项规定，尽快融入校园生活。 

 5. 协助向移民署办理停留许可、入出境等相关手续。 

 6. 办理陆生医疗保险及理赔，并提供校内健康服务（保健中心医疗门诊）等各项事宜。 

 7. 安排已在台湾读书的陆生学长姐，根据不同专业领域，让新生适应新环境、新课程。 

 8. 辅导参与各项课外活动，体验多元文化并扩大人际圈。 

 9. 辅导陆生社团，藉由来台求学经验分享，提供新生更多服务，并办理各类活动，丰富陆生校

园生活。 

 10.校内紧急意外、急难问题之处理。 

 11.其他各项陆生辅导服务。 

 12.住宿安排事项：（本事项金额之币别为新台币） 

 (1)陆生新生入学比照交换生、国际学位生、侨生新生，第一学期视床位状况有优先住宿权，以

协助陆生更快适应校园环境。 

 (2)优先提供 BOT 宿舍（太子学舍）供学生住宿，依学生之意愿顺序安排床位。BOT 宿舍月租单

人房 7800 元、双人房 5100 元，以上费用含水费、网路使用费，不含电费（每 1度 3.7 元，依学

生使用情形，平均二～三周 500 元）。 

 详细资讯请参考太子学舍网站：http://ntudorm.prince.com.tw 

 (3)陆生来台申请宿舍，拟比照国际处国际生、交换学生来台申请宿舍方式，由侨陆组询问学生

房型意愿顺序，汇整申请後提供予住宿组，然实际排房结果须视太子学舍当时床位情况而定，不

一定能完全符合学生所填之意愿顺序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政治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碩士班歷年成績單、自傳(1000 字以

內)、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含動機、

研究計畫)、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

口試本)、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如期刊論文、研究

著作、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等) 

本系将博士班课程规划为政治思

想、国际关系、公共行政、本国政

治及比较政治五个领域，提升较完

整的学术研究实力，以作为学养深

厚之政治科学学术人才。为因应中

国大陆及整个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的

崛起，本系成立多个相关研究中

心，提供多元且全面性的知识养成

与教育训练，进而期许能提供学

界、产业界、政府与民间相关人

才，具备科际整合及前瞻性的学术

推动与政策建议。 



42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资讯工程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就學計畫

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

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

估等)、3.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各 1 份(附名次證明尤佳)、4.英文能力檢

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

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5.研

究所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

本、6.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7.推

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會議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

計發明、競賽榮譽獎狀等) 

1.本系师资阵容坚强、研究领域广

泛，含「系统」、「网路」、「多媒体

与数位内容」、「资料科学与人工智

慧」、「生物资讯」、「理论」六大研

究群。 

 2.本系提供多样性之教学，如机

器学习、资料科学、金融科技、物

联网、资讯安全、计算机结构、计

算机网路、软体工程、云端运算、

计算理论、演算法、人工智慧、自

然语言处理、电脑视觉、机器人

学、影像／讯号处理、人机介面、

多媒体系统、行动计算、科学计算

等课程。 

土木工程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

試本)、3.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 封、6.大學

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专业领域涵盖大地、结构、水

利、交通、营建管理、电脑辅助工

程及测量及空间资讯七个领域，以

培育具专业之学术研究人才及高级

工程人员为目的。历年来之学术表

现优异，研究领域专精且务实。为

加速国际化，本系积极推动英语授

课及国际交流，与国内外多所机构

均有学术交流合作，并签订合作备

忘录。本系教授每年执行相关研究

计画有百余项。这些计画不仅促进

土木工程发展，使学术和实务能接

轨，同时又可增加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务经验。 

语言学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畢業證書、2. 英文能力證明_達

CEFR 流利級 C1 之英文能力證明、3. 碩

士班成績單、4. 大學成績單、5. 研究計

畫(以英文書寫,請於封面標注擬加入本所

哪一位老師的研究團隊)、6. 碩士論文及

其他學術著作、7. 推薦函 3 封(請至本所

網 頁 下 載

http://homepage.ntu.edu.tw/~gilntu/)

1.致力於语言学各学术领域的教学

与研究，进行多类型研究计画。 

 2.推动南岛语言的调查研究，以

成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与南

岛语言着称的研究所为目标。 

 3.以认知功能语法理论研究汉语

与南岛语言为教学与研究重点，并

积极发展与认知科学相关之课程，

如语音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

学，语言、文化与认知等课程。 

  

国际企业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1 份、2.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附名次證明尤佳)、3.碩士論文(以

外國文字撰寫者須附加中文摘要)，無碩

1. 获得各领域中的专门知识 

 2. 培养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 

 3. 进行可达国际水准的研究 

 4. 个人研究与国际研究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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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士論文者應以相當碩士論文之學術著作代

替、4.推薦函、5.學術說明書(內容包括

過去學術背景及特殊表現、自我能力評

估、未來生涯規劃等)、6.博士論文研究

計畫(含研究領域及論文研究目標等)、7.

個 人 資 料 表 ( 規 定 格 式 請 至

http://www.ib.ntu.edu.tw 下載；考生

報名時須選擇一領域研讀，於計畫書中說

明：國際企業管理、策略管理、行銷管理

或國際財務與金融)、必要時將進行電話

訪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如

GMAT/GRE/IELTS 成績等)、2.近 5 年內發

表之期刊論文或研究著作 

  

心理学系

一般心理

学组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碩士畢業證書（應屆

畢業生請附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2.

大學歷年成績單、碩士歷年成績單、3.英

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

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

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請註

明研究領域：實驗認知、生物心理、人格

社會、發展、計量或工商，並含動機、學

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

自我能力評估等)、5.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7.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心理系的教育宗旨是培育心理学

的研究与实务人才。2.在教学方

面，本系能全面性的开授心理学各

领域的课程。3.在研究方面，本系

教员的研究领域也颇为全面。在基

础心理学方面，包括了生物心理

学、注意与知觉、认知与计量、社

会与人格和发展心理学等。在应用

心理学方面，包括了工商心理学与

临床心理学。4.尤其，本系的研究

方向结合了华人文化特质的考量；

在过去 20 年来，本系在这方面已

在华人心理学界奠定绝对的领导地

位。 

药学系分

子医药组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1 份、2.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附名次證明尤佳)、3.推薦函 2 份、

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內容包括過

去學術背景及特殊表現、自我能力評估、

未來生涯規劃等)、5.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6.英文能力證明(可附大陸四、六

級英語考試或 TOFEL、GRE 考試證明) 

本系有一贯严格的训练课程，从基

础科学，循序延伸至基础医学课

程，乃至於专业药学课程，均透过

精心设计与安排，希望毕业同学除

在药物研究相关领域充份发挥外，

亦能保障病人用药安全。随着医药

科技进步一日千里，药物作用原理

牵涉的学门也越来越广泛，加上医

药分业及全民健保等医疗政策施

行，为使药师训练符合社会的需求

与期待，并因应现代药学知识精进

及用药环境改变。 

食品科技

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碩士畢業學位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學生

在學證明、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碩

本所教育目标为「以培养具有保健

营养知识之食品科技人才」。课程

有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食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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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士論文(應屆畢業生繳交初稿，需要指導

教授簽名)、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

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IC 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就學計畫書

(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

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

估等)、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工、食品工程及保健营养等相关领

域。研究方面除了食品科技不同领

域的专长，并以保健食品为主轴，

开发加工技术，探讨产品对健康性

的影响，增加生理活性物质的可利

用性等。 

渔业科学

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件(應屆畢業生請附在學證明或

學生證影本)、2.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

單(附名次證明尤佳)、3.碩士論文或相當

碩士論文著作一份、4.博士論文研究計畫

構想書、5.自傳一份(含求學過程)、6.推

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7.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研究著

作、研究報告、得 獎記錄、證書等 

渔业科学研究所的主要发展方向为

基础水生生物科学、渔业生物学、

水产养殖及水生生物科技之教学及

其研究，以维护渔业资源的保育及

永续利用。渔业科学旨在探讨水生

生物的生命现象，理论与应用并

重。本所於民国 1986 年成立硕士

班并於 1997 年成立博士班。30 多

年来即以『发展卓越研究培育具有

多元领域专业能力与宏观视野的水

生生命科学及资源管理人才』为设

立宗旨，培育具有『自主学习独立

思考及批判能力的水生生命科学专

业人才』为教育目标。 

法律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 個 人 資 料 表 ( 至 本 系 網 址 ：

http://www.law.ntu.edu.tw/index.php/

入學申請/博士班，下載大陸地區招生個

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簡章規定

期限內，以附加檔案方式(Microsoft 

Word)，E-mail 至 zooeywu@ntu.edu.tw，

檔案以 1 頁 A4 為限，並於 3 日內自行與

承辦助教確認已收到申請資料。)、2.大

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

本(含名次尤佳)、3.大學及碩士畢業證書

(或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碩士畢業生免繳

碩士畢業證書。、4.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

初稿或口試本)、5.研究計畫(須包括詳細

大綱及文獻回顧，至多 10 頁)、6.簡要自

傳(1000 字以內)、 7.外語檢定證明

(TOEFL-iBT90 或 CBT250 或 PBT600 以

上、IELTS6.5 以上、TOEIC800 以上、德

語 ZD、日語二級或 N2 以上、法語 DELF-

DALFB1 或 TCFB1 以上)任一項、8.推薦函

(2 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本系师资完备，课程内容力求多

元。 

 2.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基础法

学、公法学、民事法学、刑事法学

及商法学等。 

 3.本系主要发展方向：培养社会

所需之各类专业法律人才，如法

官、检察官、律师、行政机关法务

专才及具创新理念与国际视野之研

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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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近五年內發表之期刊論文或研究著作

(至多 3 件)、2.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

件(至多 5件，合計不超過 10 頁)。 

健康政策

与管理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3.就學計畫書

(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

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

估等)、4.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6.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

期刊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

明、競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隶属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於 2017 年通过美国公卫教育委员

会(CEPH)认证，是北美洲以外第一

所通过的学院。 

 本所课程包括医疗保健政策分析

如全民健保制度、健康照护体系、

职业健康政策、方案规划与评估

等；医务管理如医疗品质测量与发

展、组织文化与绩效评估、医院成

本与财务管理；及老化失能与长期

照护、长照机构经营管理、健康产

业管理等领域。 

  

经济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畢業證書、碩士畢業證書(若申

請者為應屆畢業生, 請繳交在學證明)、

2. 大學歷年成績單、碩士歷年成績單、

3. 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

學習計畫、未來研究方向及志趣簡述

等)、4. 自傳(1500 字以內)、5. 推薦

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TOEFL 成績及

其它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證明等) 

台湾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之经济

系所之一；垮育台湾财经领导人才

的摇篮；招收全台湾经济学领域的

精英学生；支援全英语授课谍旌；

师资阵容坚强，涵盖经济学各个领

域；硏究成果屡获中趼院、教育部

等各类奖项； 硏究成果屡见於国

际知名期刊发表；《经济论文丛

刊》为台湾最顶尖的社会科学期

刊。 

光电工程

学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 碩士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讀證明、2. 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

口試本)、3.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

本各 1 份(附名次證明尤佳)、4. 就學計

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

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

評估等)、5.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6. 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

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

競賽榮譽獎狀等)、2.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

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本所师资优良，现有专任教师 27

人，包含 24 位教授、2 位副教授、

1 位助理教授及 5 位特聘研究讲

座。本所研究领域广，涵盖显示、

照明、生医、雷射、通讯、感测、

微光机电、半导体、能源、奈米、

光波计算等光电领域。2019 年本所

教师获各单位补助之研究计画经费

总额逾 9 千万元。本所教师屡获国

际荣誉肯定，截至 2019 年，计有

28 人次荣膺 IEEE、OSA、SPIE 等国

际学会 Fellow。 

机械工程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2.碩士論文

(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3.推薦信、

本系以培育具独立研究能力之高级

研发人才为宗旨。分为固体力学、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热学暨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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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4.自述信(含學習動機與目標)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力学、航空暨系统控制等五组。教

授均学有专精，教学认真且潜心研

究。除基础研究，亦配合国际重点

科技研发趋势，持续与政府及业界

合作，无论在学术或产业应用上均

有丰硕之成果。并与各国知名大学

校系签订合作计画，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更於 2012 年通过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协定会员 IEET 认证为完

全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荣誉佳

绩。 

戏剧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TOEFL iBT71

分以上成績或其他相當之英語測驗檢定證

明)、2.碩士論文或已發表之學術著作(以

外文書寫者，須另附 1000 字中文摘要)、

3.推薦函 2 封、4.研究計畫(4000 至 6000

字，應立題目)、5.大學學士班及碩士班

歷年成績單正本、6.學士及碩士畢業學位

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應屆畢業生

尚未完成論文口試者，應繳交證明書一

份 ：

http://theatre.ntu.edu.tw/admissions

-international) 

本所在厚实的人文教育架构下，建

立严谨、扎实的戏剧学研究，力求

国际视野之提升，并建立深入且宽

广，超越「戏剧」概念范畴的研究

学程，鼓励理论运用的开发。本所

教师着作丰富，与国外学者交流频

繁，与学生互动密切。课程以传统

与现代并重，兼顾东方与西方，着

重於历史、文本、理论、美学等层

面，以培养未来的戏剧研究者及高

等教育师资。 

财务金融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最高學力證件、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

單 、 個 人 資 料 表 （ 請 至 本 系 網 站

www.fin.ntu.edu.tw 下載填妥後上傳）、

碩士論文或發表之著作（應屆畢業生可附

論文初稿、國外碩士畢業無論文者免

交）、研究計畫書（內含自傳）請敘述所

欲研讀財務金融領域之動機、目的、本身

學習背景、研究興趣與未來研究方向及其

他需補充說明之資料。、有其他足以佐證

專業能力之成績（如 GRE、GMAT 等） 

1.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为台

湾最佳系所。本系所以表现杰出的

学生及教师、随时更新的课程以及

许多让学生获得实用经验的机会等

优点闻名。 

 2.本系所的首要目标在於训练财

务、银行、风险管理与保险以及不

动产等领域具高度贡献的专业人

才。为达成目标，本系所已应聘杰

出的教师、拓展各项设施并与金融

界密切互动。 

 3.本所分为财务金融组、财务工

程组、风险管理与保险组，为财金

领域的第一志愿。 

  

物理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 推薦信 3 封、2.就學計畫書(5000 字

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

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畢業證書、

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需提供學生證

正反面影本)、5. 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 

1.本系师资完备，研究领域广泛，

许多研究领域与国际及中国大陆皆

有交流合作。 

 2.研究特色：宇宙学与粒子天文

物理、粒子物理与场论、实验高能

物理、凝态理论与实验(半导体、

磁性、超导、奈米材料、与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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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競賽榮譽獎狀

等) 

等)、光学、生医物理等。 

 3.国际交流：国际学术研究交流

频繁，时常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学生出国参加研讨会及短期课程之

机会众多。 

  

药学系药

物科技组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1 份、2.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附名次證明尤佳)、3.推薦函 2 份、

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內容包括過

去學術背景及特殊表現、自我能力評估、

未來生涯規劃等)、5.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6.英文能力證明(可附大陸四、六

級英語考試或 TOFEL、GRE 考試證明) 

本系有一贯严格的训练课程，从基

础科学，循序延伸至基础医学课

程，乃至於专业药学课程， 均透

过精心设计与安排，希望毕业同学

除在药物研究相关领域充份发挥

外，亦能保障病人用药安全。随着

医药科技进步一日千里， 药物作

用原理牵涉的学门也越来越广泛，

加上医药分业及全民健保等医疗政

策施行，为使药师训练符合社会的

需求与期待，并因应现代药学知识

精进及用药环境改变。 

  

生物科技

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 碩士畢業學位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學

生在學證明、2. 碩士及大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3. 碩士論文 (應屆畢業生可繳論

文初稿)、4. 就學計畫書 (5000 字以

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 簡

要自傳 (1000 字以內)、6. 推薦函 2

封、7.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 (可附大

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IC 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培养具有前瞻性产品研发能力之

高阶生物科技研发人才。 

 2.培养学生领导与跨领域整合能

力。 

 3.培养学生具备国际视野。 

 4.全英语教学。 

生命科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6.推薦函、2.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

單、3.碩士論文、4.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構

想書、5.簡歷自傳、1.學力證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7.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研究著

作、研究報告、得 獎記錄、證書等 

本系研究生物体生命现象的科学，

主要是要了解生物体维持生命之法

则，及生物体与环境间和谐并存之

道理。教育目标为养成基础及现代

生物学之研究人才为目标。承袭过

去科研基础，辅以现代化设备，期

望培育生命科学领域中坚人才。在

自然科学里，生物学被认为是继理

化而後，需要重新建构哲学思维的

新概念知识。以理学面向为出发点

的生命科学有必要重整，作为生医

及农学应用发展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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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环境与职

业健康科

学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就學計畫書

（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

畫、專長與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

估等）、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推薦

函、大學與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期刊論文、代表

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賽榮譽獎

狀等） 

本所教学及研究包括：1.环境职业

医学、2.职业卫生、3.环境职业流

行病学、4.环境毒理、5.气胶技

术、6.人因工程、7.暴露评估、8.

风险评估、9.新兴污染物检验方法

开发、10.体学研究(OMICS)及 11.

医学昆虫学与病媒管制等。 

社会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

研究計畫書（5000 字以內，必須包括過

去學經歷與到台大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學位

的動機、未來學習計畫、未來研究方

向）、相關學術著作、推薦函、碩士學位

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英文能力檢

定測驗證明（TOEFL iBT 成績需達 80 分

（含 80 分）以上或者 IELTS6.5（含

6.5）以上）） 

1.本系师资特色是保持台大社会系

既有的经典领域专长，同时也朝向

新兴领域的多元发展，教师专长领

域分布相当均衡宽广与多元丰富。

 2.培养社会学教学及研究之专

业：(1)培养掌握社会学经典文献

与专门领域知识的能力(2)培养独

立研究与论文撰写的能力(3)培养

评述与发表学术着作的能力(4)培

养组织课程与讲授知识的能力。 

电信工程

学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碩士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在讀證

明、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

本)、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名

次證明)各 1 份、就學計畫書(含欲申請之

研究領域、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

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

刊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

明、競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包含「电波」、「通讯与信号处

理」及「资料科学与智慧网路组」

三组，电波组研究领域为天线、电

磁理论、微波及毫米波电路等，通

信组研究领域为通讯、信号处理、

光通讯及多媒体网路，资网组研究

领域为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认

知神经机器人学、资料隐私与讯息

检索、物联网、软体定义网路、与

网路功能虚拟化技术等。 

化学工程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 1 份(請附名次證明)、2.英文能力檢

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

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3.就

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

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

能力評估等)、4.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5.推薦函 2 封、6.碩士學位證書或

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7.碩士論文(應屆

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 

1.台大化工系在研究方面以粉粒体

技术、界面科技、分离技术、生物

技术、系统程式工程、高分子与材

料科学、能源工程为主轴。 

 2.与其他重点领域和基础研究密

切合作，提供整合性的优良教学研

究环境。 

 3.国际交流密切，每学期都有知

名国外学者到系上访问与演讲，也

与许多国外大学订有交换生协定及

双学位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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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中国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TOEFL iBT 71

分以上成績或其他相當之英語測驗檢定證

明)、2.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3.就學

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

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

力評估等)、4.推薦函 2 封、5.學術論

文、學術報告或文學創作 1 篇(繳送超過

1 篇以上者，須註明何者為代表作)、6.

大學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7.大學學士

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1.本系历史悠久，既承续大陆来台

学者的国学传统，亦接受西方文化

的影响，逐步发展出在地化的特

色。2.在「学术思想」、「传统小学

与现代语言学」、「古典文学与近现

代文学」等方面，累积丰富的研究

成果。3.教师阵容坚强，研究卓

越。在整体规划上，教学研究并

重，始终维持文学、经学、义理、

语言方面并进，无所偏废。近年又

与大陆、东亚、欧美知名大学合

作，共同推动各种研究计画，成绩

斐然，奠定了本系在国际汉学界的

地位。 

外国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英文研究計畫

(Statement of Purpose ， 1000 字 以

內)、3.英文學術著作、4.大學畢業學位

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1 份、5.推薦

信 2 封、6.檢附相當於 CEFR B2（或以

上）之英文能力證明、7. 一影音檔，檔

案 格 式 限 .mp4(preferred) 、 .avi

或.wmv，請考生用英文自我介紹並詳述研

究興趣，長度 10 分鐘以內。、*上述影音

檔可存放於雲端，並於一張 A4 紙張上提

供網址即可、8.個人中英文履歷(合計不

超過兩頁) 

1.本系以英美文学、西洋文学、西

方文化思潮及跨文化研究为主轴提

供专业领域课程，以锻链深入人本

及文化本位思考，探讨理论及文本

之相互影响，并以全球化之大经济

环境框架下之在地观点，为西方文

学及文化作见解及诠释，培育具有

深度思考能力及洞见之人文研究学

者。 

 2.本系名列 2019 QS 世界大学排

名英语文学领域前百大。 

  

历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教師推薦函 1 封、2.大學歷年成績單

及名次排序，正本 1 份、3.大學學位證書

或應屆學生證，影本 1 份、4.個人自傳

(1000 字以內)、5.研究構想書（應立題

目，2000 字以內)、6.代表作品或學期報

告一篇(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學術著作（學期報告、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等至多 1份）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成立於 1928

年，长期以来是台湾历史学的教研

重镇，强调中国史、台湾史与世界

史等三大范畴的修习。 

 本系承续二十世纪史学运动的优

良传统，重视以史料考证能力为基

础的完整史学训练。台湾大学的学

科完整，本系亦要求研究生修习一

定的外系所辅助学科。本系指导教

授、课程等相关制度完善，并以高

水准学位论文自豪。 

  

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台大哲学系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哲

学研究机构。本系师资结构广博完

整，涵盖了中国哲学、欧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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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學術

論文、學術報告 1 篇(繳送超過 1 篇以上

者，須註明何者為代表作)、6.大學歷年

成績單正本、7.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大學

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分析哲学等不同思想传统。教师研

究专长包括：中西哲学比较、古典

希腊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儒家与

道家哲学、佛教哲学、伦理学、形

上学与政治哲学等。东西哲学会通

是本系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期望

能够逐步成为相关国际研究重镇。

本系提供研究所课程，则致力於训

练学生从事专业而严谨的哲学研

究，以致於成为具有学术潜力的青

年学者。 

人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就學計畫書(1000 字

內，其內容包括個人自傳和一般學習目

的)、3.研究計畫(2000 字內，其內容應

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暨研

究意義等項目。)、4.大學歷年成績單

（包含分數等級說明）、5.大學畢業學位

證書(已畢業者)或學生證影本(應屆畢業

者)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6.其他有利申請資料 

本系领域涵盖文化人类学、考古学

与博物馆学，并理论和田野训练并

重，兼具学士至博士班课程，又具

博物馆，是台湾人类学培育机构中

唯一具此特色者。以台湾考古学、

南岛语族原住民文化及汉人社会等

为研究领域，更延伸到东北亚、东

南亚、大洋洲、非洲与南美洲等

地，也关注新角度的亲属、族群、

性别、社会记忆、与物质文化等主

题，因此学生较具历史深度、空间

思惟与物质文化理念的特质。拥多

元与国际性特质，易进行跨国与国

际化的发展。 

图书资讯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已畢業者)或學生

證影本(應屆畢業者)1 份、2.大學歷年成

績單正本 1 份(附名次證明尤佳)、3.自傳

1 份、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

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

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1 份、5.教授或

主管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個人能力經歷及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各 1 份(例如：期刊論文、代表作品、研

究著作、各式英檢證明、設計發明、競賽

榮譽獎狀等) 

本系专任教师均各有所长，涵盖包

括图书资讯学、教育学、资讯工程

学、心理学与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特

色之专长。 

 1. 师资阵容坚强，学风自由。 

 2. 具跨领域研究与教学特色。 

 3. 强调对於专业知能的培养，重

视产官学合作。 

 4. 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

之能力。 

 5. 冠於相关系所之系图书馆空

间、丰富的中西文图书及期刊馆

藏，丰富的学习研究资源。 

 6. 顶尖的学习环境，优秀的同

侪。 

日本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 份(以日文

撰寫，1000 字為限)、3.日語語言學(語

言教學)或日本文學(日本文化)相關學科

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力之報告 1 篇(以

日文撰寫，2000 字為限)、4.研究計畫 1

本系所师资专长涵盖日本语学、日

本文学、日本思想等领域，透过本

所设计之缜密课程，训练研究生发

现问题，藉由研究方法等慎思明辨

之思维过程，提升研究生独立思考

及创新研究能力为主要目标。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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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以日文撰寫，2000 字為限)、5.大學

歷年成績單 1份、6.名次證明書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證明文件 

日本多所知名大学签订学术交流协

定，透过与日方共同举办之学术研

讨会、演讲等频繁之学术交流，培

养具日本语文专业研究素养及国际

观之多元人才。 

戏剧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TOEFL iBT 

71 分以上成績或其它相當之英語測驗檢

定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

含簡要自傳、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

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

等)、3.推薦函 2 封、4.學術論文或學術

報告（繳送超過 1 篇以上者，須註明何者

為代表作。以外文書寫者，請附繳 500 至

1000 字之中文摘要）、5.大學學士班歷年

成績單正本、6.大學學士畢業學位證書或

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本所硕士班在厚实的人文教育架构

下提供严谨、扎实的戏剧学研究之

训练，课程设计着重於历史、文

本、理论、美学等层面，以培养未

来的戏剧研究者和中高等教育师

资。本所教师着作丰富，与国外学

者交流频繁，与学生互动密切。 

艺术史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畢業證書、2.最高學歷歷年

成績單、3.財力證明書、4.照片(最近六

個月內脫帽半身正面之彩色大頭照)、5.

兩位教授推薦函、6.足以展示研究能力之

論文、報告及著作資料、7.攻讀碩士學位

中文研究計畫書(應立題目，3000 字以

內)、8.足以展示語言能力之證明文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應屆畢業者免繳交畢業證書。 

本所以研究中国艺术史为主，近年

扩展至亚洲地区的艺术文化交流

史，共分为四大研究领域：1.中国

书画、2.亚洲艺术、3.台湾艺术、

4.佛教艺术，其中包括：绘画、书

法、陶瓷器、青铜器、佛教艺术、

台湾美术、台湾和亚洲建筑史、东

南亚考古美术史，及亚洲工艺美术

史等范畴。本所旨在从事艺术史学

术研究，以艺术监赏学为基础，辅

以文化史脉络的探索和诠译，力求

跨学科之整合研究，目的在於培养

艺术史研究的专门人才（而非艺术

创作者）。 

语言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英文能力證明：達 CEFR 高階級 B2 之

英文能力證明、2. 一篇申請者認為可以

展現個人研究能力的論文一篇；該篇論文

需與語言學或是認知科學相關議題為主。

(認知科學係指：心理學、人類學、人工

智慧、神經語言學、計算語言學、哲學

等。以中文或英文書寫)、3. 研究計劃

(以英文書寫，以 750 至 1000 字為度)、

4. 大學成績單、5. 3 封推薦信(以中文

或英文書寫)，推薦函格式可自語言所網

頁 ：

http://homepage.ntu.edu.tw/~gilntu/ 

下載。、6. 大學畢業證書 

1.致力於语言学各学术领域的教学

与研究，进行多类型研究计划。 

 2.推动南岛语言的调查研究，以

成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与南

岛语言着称的研究所为目标。 

 3.以认知功能语法理论研究汉语

与南岛语言为教学与研究重点，并

积极发展与认知科学相关之课程，

如语音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

学，语言、文化与认知等课程。 

  

音乐学研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所自创所以来，便以培育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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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究所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畢業學位證書或

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3.簡要自傳、4.研

究計畫書、5.可以展現個人研究能力的文

件 、 6. 推 薦 函 2 封 。 格 式 可 至

http://www.gim.ntu.edu.tw 下載、7.相

當於托福 TOEFL iBT 85 分以上之英語測

驗檢定證明、8.申請生必須配合安排網

路、電話或親自面試  ※ 所有資料均可

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研究人才、建立台湾音乐学社群、

强化国际学术交流为宗旨；并以整

合音乐学分支领域、发展跨学科之

研究方向为教育目标，充分发挥本

所师资的坚强阵容以及本校丰富的

学术资源。目的在发展亚洲特色和

本土观点融合的音乐研究视角与方

法，以发挥台湾所处特殊的地理与

历史条件，建立本所在亚洲以至国

际学界的独特地位。近年的研究重

点在：声音文化研究、音乐现代

性，以及音乐与身体。 

华语教学

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TOEFL iBT 87

分以上成績或其它相當之英語測驗檢定證

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自我評量表

（ 請 至 學 程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

www.tcsl.ntu.edu.tw）、4.推薦函 2 封、

5.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無則免繳

（如:期刊論文、研究報告、榮譽事蹟、

教學經歷等）、6.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7.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生學生證

影本 

本学程学术研究与教学实务并重，

课程以探讨华语教学、汉语语言学

与华人社会文化为主要目标，主在

培养华语实务教学与华语教学学术

研究之菁英人才。未来发展方向将

致力於华语师资人才培育、教材教

法与教具开发及汉语语言学与华人

社会文化之研究。冀望学生毕业後

无论在国内或海外教学，皆能广於

世界各地从事华语实务教学与学术

研究，落地生根，茁壮发展。 

翻译硕士

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含聽說讀寫之英語能力測驗成績(如：

TOEFL、IELTS、CAE、CPE、GEPT)、2.最

高學歷成績單、3.中、英文留學計畫書

(內容應包含個人簡傳與學習目的)、4.推

薦函 2 封、5.自我介紹影音檔(中文、英

文各一段，每段限 3 分鐘，mp4 格式，請

至學程網站查閱影音檔繳件須知)、6.指

定文本朗讀影音檔(中文、英文各一段，

mp4 格式，請至學程網站下載指定題目並

查閱影音檔繳件須知)、7.中譯英文本(請

至學程網站下載指定題目)、8.英譯中文

本(請至學程網站下載指定題目) 

本学程於 2012 年成立，提供学生

严格的翻译训练与多样的专业知识

课程，并结合最新口笔译研究与科

技，帮助学生成为专业的翻译人

才。本学程教育目标： 

 1.训练双语思考与表达能力 

 2.厚植专业翻译的知识背景 

 3.开拓跨文化跨领域的视野 

 4.培养翻译研究的专业学识 

 本学程之愿景为建立国家优秀的

中英文口笔译人才资源，提昇整体

口笔译素质，并藉由培养理论与实

务兼具的口笔译人才，提昇口笔译

专业与学术地位。 

物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推薦信 3 封、2.就學計畫書(5000 字

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

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需提供學

生證正反面影本)、5. 大學歷年成績單影

1.本系师资完备，研究领域广泛，

许多研究领域与国际及中国大陆皆

有交流合作。 

 2.研究特色：宇宙学与粒子天文

物理、粒子物理与场论、实验高能

物理、凝态理论与实验(半导体、

磁性、超导、奈米材料、与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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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競賽榮譽獎狀

等) 

等)、光学、生医物理等。 

 3.国际交流：国际学术研究交流

频繁，时常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学生出国参加研讨会及短期课程之

机会众多。 

  

化学系化

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英文能力檢

定測驗證明(可附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

成績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3.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

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畫、

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5.推薦函(2 封)、6.學士畢業學

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著作目錄、2.期刊論文抽印本、3.其

他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如：競賽榮譽

獎狀、設計發明等) 

专任教师 33 位、合聘教师 5 位及

讲座 8 位，在有机、无机、物化、

分析、材料、化学生物学、奈米等

研究均有杰出表现。藏书 2 万余

册、中西文期刊 2 百余种。仪器设

备有多部核磁共振仪、X-光绕射

仪、质谱仪、光谱仪、雷射光谱系

统及各式层析仪等贵重仪器。博班

生需修高等专论课程、相关选修课

程、专题研究、当代化学研读及教

学法与实习等课程。每年举办多场

国内外研讨会。 

化学系化

学生物学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英文能力檢

定測驗證明(可附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

成績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3.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

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畫、

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5.推薦函(2 封)、6.學士畢業學

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著作目錄、2.期刊論文抽印本、3.其

他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如：競賽榮譽

獎狀、設計發明等) 

专任教师 33 位、合聘教师 5 位及

讲座 8 位，在有机、无机、物化、

分析、材料、化学生物学、奈米等

研究均有杰出表现。藏书 2 万余

册、中西文期刊 2 百余种。仪器设

备有多部核磁共振仪、X-光绕射

仪、质谱仪、光谱仪、雷射光谱系

统及各式层析仪等贵重仪器。博班

生需修高等专论课程、相关选修课

程、专题研究、当代化学研读及教

学法与实习等课程。每年举办多场

国内外研讨会。 

地质科学

系地质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畢業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6.大學歷年成

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博士班不分组，硕士班分为地

质组及应用地质组，研究范围包括

构造地质、矿物岩石、地球历史、

地表地质作用、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质材

料科学、环境地质、生物地质、地

质资源等地质科学相关领域。 

地质科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所博士班不分组，硕士班分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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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应用地

质组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6.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质组及应用地质组，研究范围包括

构造地质、矿物岩石、地球历史、

地表地质作用、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质材

料科学、环境地质、生物地质、地

质资源等地质科学相关领域。 

心理学系

一般心理

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請附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2.大學歷年成

績單、3.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

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

等檢測證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

內，請註明研究領域：實驗認知、生物心

理、人格社會、發展、計量或工商，並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6.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7.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心理系的教育宗旨是培育心理学

的研究与实务人才 

 2.在教学方面，本系能全面性的

开授心理学各领域的课程 

 3.在研究方面，本系教员的研究

领域也颇为全面。在基础心理学方

面，包括生物心理学、注意与知

觉、认知与计量、社会与人格、和

发展心理学等。在应用心理学方

面，包括工商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

 4.本系的研究方向结合了华人文

化特质的考量；在过去 20 年来，

本系在这方面已经在华人心理学界

奠定绝对的领导地位。 

  

地理环境

资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簡要自

傳、動機、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

能力評估等)、2.推薦函 2 封、3.大學畢

業證書、4.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5.研究

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2.英文成績檢定證明,例

如托福或雅思或多益 

1.地理学是沟通自然与人文世界的

桥梁。2.本系自然地理的研究主题

涵盖边坡稳定、坡地水文、生态环

境、集水区经营管理。3.人文地理

则包含都市发展、跨界投资、空间

与社会不平等、全球化与地方文

化。环境议题也是焦点，关注着土

地利用变迁、山坡地及海岸管理、

受灾居民的识觉及调适等。4.在资

讯科学面向，以地图学、地理资讯

系统、遥感探测、空间分析等为基

础，进一步整合土地利用变迁与模

拟、国土监测、国土资讯系统等研

究课题。 

大气科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學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簡要

自傳(1000 字以內)、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

本系除培育学生具备大气科学相关

知识及研究能力外，更藉由多元的

课程设计使学生得以兼具其他理工

领域（如电脑、数学、环工等）的

知识，同时亦增进本系学生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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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

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识的内涵。另外本系亦同时重视培

养学生之独立研究能力，期许能为

大气相关研究孕育更多研究尖兵，

乃至於大气研究领导之人才。 

 本系目前致力於大气科学研究的

主要发展方向如下： 

 1.台风、豪雨等剧烈天气现象的

大气科学基础研究 

 2.东亚气候及季风研究 

 3.大气物理化学研究 

  

气候变迁

与永续发

展国际硕

士学位学

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學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簡要

自傳及研究計畫書(以英文撰寫，並清楚

列出學程之中有興趣的學程教師一名或一

名以上，詳述自身研究興趣和計畫與學程

教師研究之關聯性)、4.推薦函 2 封、5.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整合本校相关的科学领域与人文领

域之师资与课程所成立的跨学院跨

领域的学位学程。培养跨科学与人

文领域的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之研

究、政策拟定与实务操作人才。在

学生原有系所专业训练基础下，强

化学生跨领域之沟通与研究能力，

除了使其具备解决问题以及建构、

推动永续发展之能力，更藉由专题

研究之案例分析，提高学生在实务

应用之知识与能力。 

政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劃(5000 字以內，含動

機、研究計畫)、4.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如期刊論文、研究

著作、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等) 

本系为培育具民主素养、全球视

野、多元思考与理性批判能力之专

业人才，课程规划为政治思想、国

际关系、本国政治及比较政治四领

域，学生须修习一主修领域与一副

修领域，进而提升完整的学术研究

实力，以作为学养深厚之政治专业

学术人才。因应中国大陆及亚洲地

区政治经济崛起，成立多个研究中

心，致力由学术研究角度，提供多

元且全面性的知识养成与教育训

练，期许提供产官学界与民间相关

人才具科际整合及前瞻性的学术推

动与政策建议。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若申請者為應屆畢業

生, 請繳交在學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

單、3.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

機、學習計畫、未來研究方向及志趣簡述

等)、4.自傳(1500 字以內)、5.推薦函 2

封 

台湾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之经济

系所之一；垮育台湾财经领导人才

的摇篮；招收全台湾经济学领域的

精英学生；支援全英语授课谍旌；

师资阵容坚强，涵盖经济学各个领

域；硏究成果屡获中趼院、教育部

等各类奖项； 硏究成果屡见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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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TOEFL 成績及

其它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證明等) 

际知名期刊发表；《经济论文丛

刊》为台湾最顶尖的社会科学期

刊。 

社会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若申請者為應屆畢業

生, 請繳交在學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

單、3.研究計畫與個人簡歷 1 份(5000 字

以內，研究計畫需包含動機、學習計畫、

未來志趣及自我能力評估等)、4.學術研

究作品 1 份(5000 字以內，例如：小論

文、課堂學術報告，或自己的研究作品

等)、5.推薦信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

論文、TOEFL 成績及其它英語能力檢定測

驗證明等) 

一、本系师资特色是保持台大社会

系既有的经典领域专长，同时也朝

向新兴领域的多元发展，教师专长

领域分布相当均衡宽广与多元丰

富。 

 二、培养社会学教学及研究之专

业： 

 1.培养掌握社会学经典文献与专

门领域知识的能力 

 2.培养独立研究与论文撰写的能

力 

 3.培养评述与发表学术着作的能

力 

 4.培养组织课程与讲授知识的能

力 

社会工作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履歷、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歷

年成績單、3.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

含求學動機、研究計畫)、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如社會工作相關

工作經驗證明、期刊論文、研究著作、英

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等) 

本系的师资阵容相当坚强，具有高

学历与高度教学热忱，愿意营造学

生平等、互动而有温暖的师生关

系；重视学生人格和社会工作专业

伦理的培育，协助弱势学生获取学

校资源之赞助和协助。此外，本系

亦有完善的教学设备和丰富的学习

资源，为系上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

环境。 

 本系针对硕士班订定之教育目标

为「区分社会工作直接服务、福利

政策与行政管理两个核心领域，提

升概念分析与问题解决的能力，培

育专业实务之中坚人才」。 

  

国家发展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自傳、推薦函、就學

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

究計劃、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

力評估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競賽榮譽獎狀

等) 

教学与研究分为「全球化与科技治

理」、「中国大陆与东亚研究」两个

学组。前者重点於全球化所引发的

社会各层面变迁，新风险所带来的

挑战，相关社会理论与政策实务课

题。後者学组注重区域研究，焦点

置於当前快速变迁的东亚政经社情

势，并关注堀起的中国大陆自身的

结构变迁，以及对於东亚局势的彩

响。本所加强当前国家各项政策的

理论与实务探讨，强调人文与社会

科学科技整合研究，培养能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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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层次全方位思考解决问题的专才。

新闻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個

學期除外)、2.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

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3.就學計劃書(5000

字左右)、4.簡要自傳(1000 字左右)、5.

推薦函二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其它能力檢定

測驗證明等)、2.本項招生作業除資料審

查外，另加以電話訪談(或視訊)方式進行

評量。 

本所创设宗旨为「培养新闻传播进

阶人才，提升新闻传播专业水

准」。四项教育目标：一、培养新

闻传播之技艺与智能；二、训练独

立思辩与尊重多元之公民意识；

三、提升国际视野；四、加强学术

领域专长。发展实践策略与特色，

包含：1.落实「做中学」理念，推

动专业实务教学 2.创新数位新闻

与传播，实作探索学习 3.聘请专

业实务师资、结合新闻实务脉动

4.结合新闻理论与实务的课程设计

5.提供五大类课程，结合校内外资

源 6.进行多元国际交流 

公共事务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研究計畫、3.大學歷年成績

單、4.推薦函(一封，不限格式)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TOEFL、GRE、

GMAT、代表作（以一件為限）等 

1.本所前身为台大政治学系公共行

政组硕士班，於 2014 年 8 月 1 日

独立设所，有良好的学术传统。 

 2.本所致力於行政管理、公共政

策与政府事务等领域之研究深耕和

教学发展。 

 3.本所以培养公共事务理论和实

务兼具之优秀人才为职志。 

 4.本所教师之研究领域丰富多

元，包括财政预算、环境保护、人

力资源、地方治理、科技政策、与

电子治理……等；研究成果广受重

视，在台湾学术界居於领导地位。

  

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畢業

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附名次

證明尤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有一贯严格的训练课程，从基

础科学，循序延伸至基础医学课

程，乃至於专业药学课程， 均透

过精心设计与安排，希望毕业同学

除在药物研究相关领域充份发挥

外，亦能保障病人用药安全。随着

医药科技进步一日千里， 药物作

用原理牵涉的学门也越来越广泛，

加上医药分业及全民健保等医疗政

策施行，为使药师训练符合社会的

需求与期待，并因应现代药学知识

精进及用药环境改变。 

医学检验

暨生物技

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究

計畫(3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系所研究领域: 

 本系、所之研究除重视临床检验

发展外，亦兼顾基础医学之研究，

大致可分为生化学、血液学、细菌



58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学、病毒学、免疫学及癌症生物学

等领域。 

 本系所特色优势: 

 （1）培育高阶医检专业人才 

 （2）培育具多元思考之医学研究

人才 

  (3）培育具研究及实务潜能之医

学生技人才 

  

  

职能治疗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職能治療學系(組)或國內外職能治療

相關學系(如康復治療學系、作業治療學

系等)之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讀證明。(依現行規定，申請者畢業後不

具在臺報考職能治療師證照考試資

格。)、2.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名次證明

書)。、3.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

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IELTS 或

全民英檢成績等檢測證明)。、4.自傳(含

就學計畫，3000 字以內)。、5.師長推薦

函 2 封(請依本系制定格式撰寫，格式請

至 本 系 網 頁 下 載 : 

http://www.mc.ntu.edu.tw/otntu)。、6.

其他學術或專業相關審查資料(如:服務年

資證明書、研討會發表、論文發表、參與

研究計畫等，可擇一至多項繳交)。 

本系为台湾第一所也是师资设备最

完善的职能治疗学系，教师专长含

生理疾病、心理疾病、儿童职能治

疗，社区长期照护、科技辅具、职

业复健及学校系统等，以实证（循

证）医学与应用型转译研究为导

向，结合理论、实务与研究，并与

复健科学、物理治疗、临床医学、

职业医学、公共卫生、心理学、医

学工程等学科合作。研究领域包括

生理、心理、及儿童职能治疗，辅

助科技，职业复健与医学工程，认

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丰硕并夙具

学术声誉。 

药理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附名次證明尤

佳)、2.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3.推薦

函 2 封、4.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

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

績等檢測證明)、5.就學計畫書(5000 字

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

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

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

競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创立於 1962 年，创始初期致

力於本土蛇毒蛋白之基础研究，建

立了台湾蛇毒蛋白研究在国际上之

声誉。所内教师除了秉承传统亦在

心血管药理、神经药理、细胞讯息

传递、癌症及干细胞等研究领域有

丰硕的突破与进展，多位教师获聘

为科技部之特约研究员。目前正朝

着团队整合之目标，积极与相关领

域之学者专家合作，并与国内药界

合作，参与生技医药科技计画，期

能提升研究卓越，发展高影响力的

基础转译研究，并培育符合生技产

业需求之研发人才。 

病理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究

計畫(1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所的目标在培育以疾病概念为导

向的基础医学研究人才及师资，使

之能结合基础与临床研究，藉以提

升重要疾病方面的病理学研究水

准。本所积极使用各种新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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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工具，包括次世代定序法、蛋白体

学、基因编辑、萤光免疫杂交法等

方法进行疾病研究。研究的重点为

癌症、免疫性疾病及神经疾病，包

含疾病的分类及诊断、新颖的诊断

和预後生物标记、肿瘤对标靶疗法

和免疫疗法反应的预测、疾病的致

病机转和新颖肿瘤疗法的开发。 

微生物学

研究所微

生物及免

疫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英文能力檢

定測驗證明(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3.就學

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

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畫、自我能

力評估等)、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5.教授推薦函 2 封、6.其他證明文件(期

刊論文、研究著作等) 

1.本所师资完整，研究表现杰出。

 2.以微生物、免疫、癌症、基因

体学课程为主轴，教学规划完整，

并鼓励学生参加国际会议，对研究

多交流及深入探索。 

 3.针对危急人类健康之新兴传染

症，成立研究团队进行研究，以因

应新疾病发生的预防及治疗。 

 4.培育教学能力及对对科学研究

独特思考、创新研究及具世界观之

生物科技菁英。 

  

微生物学

研究所热

带医学暨

寄生虫学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英文能力檢

定測驗證明(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3.就學

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

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畫、自我能

力評估等)、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5.教授推薦函 2 封、6.其他證明文件(期

刊論文、研究著作等) 

1.培育寄生虫、病媒等相关热带医

学人才。 

 2.拓展热带医学教学、研究人才

交流、加强与临床医学、公卫单位

合作。 

 3.成立相关热带医学与寄生虫病

媒等合作研究平台，促进产学合

作。 

 4.参与医疗援外合作计画。 

 5.推展与国际寄生虫、病媒或者

相关热带医学专家研究合作交流。

  

解剖学暨

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就學計畫書

(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

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

估等)、3.自傳(1000 字以內)、4.推薦信

2封、5.已畢業生需提供畢業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會議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

計發明、競賽榮譽獎狀等)、2.英文能力

檢定測驗證明 

本所结合传统与先进的研究技术进

行解剖学与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本

所在神经科学与细胞生物学等领域

已有优秀的成果，并将继续拓展。

除了科学研究的训练，本所亦致力

於培养研究生，成为基础医学的教

学人才。 

 1.培养解剖学暨细胞生物学教学

及研究之高级人才，提高生物医学

之教学与研究水准。 

 2.培养解剖学暨细胞生物学界之

中坚及领导人才，提高在国际上生

物医学之研究水准与学术地位。 

 3.培养生技产业高级研发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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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毒理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歷年

成績單正本、3.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4.

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

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

我能力評估等)、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6.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7.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

期刊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

明、競賽榮譽獎狀等) 

1.旨在於培育产官学界所需之毒理

学专业人才。本所研究领域涵盖环

境污染物之代谢毒理和肾脏毒理，

悬浮微粒肺脏毒理，奈米毒理，癌

生化毒理，天然毒素之食品毒理，

药物或毒物之细胞讯息和分子毒理

等 

 2.食品安全及环境污染问题是台

湾与大陆双方须共同面对之课题，

陆生来台研习有助於双方在此学术

领域交流与合作，为未来两岸保障

食品安全卫生及环境污染问题之解

决方案作出贡献。 

  

  

分子医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在學

證明掃描電子檔、2.自傳、3.大學歷年成

績單掃描電子檔、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

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

5.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FE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6.教授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

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

競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为一跨科系的教学与研究单

位，主要的教学研究目标乃是以先

进的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深入研究

探讨生物医学相关问题的分子机

转。长期以来与医学校区其他系所

及附属医院各医疗单位的教师与医

师，在教学与研究上均有相当密切

的交流与合作，以期能应用基础分

子及细胞生物学的知识，落实於临

床医学的研究上。本所现有 7 位专

任教师及 11 位兼任教师，教学及

研究设施采开放式的管理，教师及

学生可以共同使用所内的所有空间

及仪器设备。 

基因体暨

蛋白体医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或學生證、2.歷年成績單、

3.名次證明書、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

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簡

要自傳(1000 字以內)、6.推薦函 1-2 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研究成果報

告、著作、得獎記錄、證書等、英文能力

檢定測驗證明(可附中國大陸英語四、六

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不同於纯粹临床或基础学科的模

式，本所是以培育跨领域、并能与

临床应用及转译医学更为相关之干

细胞、基因体与蛋白体医学研究之

领导人才为首要目标。因此期盼为

来自各个不同临床或基础领域之专

才，提供量身订制、涵盖各领域、

且完整之临床基因体、蛋白体与干

细胞之博硕士训练，使其藉由研究

所的训练，具备未来相关领域之医

学应用、研发的实务知识、以及跨

领域沟通学习的经验及领导能力。

脑与心智

科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或學生證、2.歷年成績單、

3.名次證明書、4.讀書計畫、5.學經歷表

跨领域整合是台大脑与心智科学研

究所的最大特色，以临床神经科

学、神经生物学、认知科学三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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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報考動機、相關研究經歷)、6.助理教

授(含)以上教師推薦函 1~2 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 

域为教学目标，集聚各领域师资，

为不同背景的同学设计跨领域的课

程。本所并连结校总区的神经生物

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与台大医院的

临床神经暨行为医学中心，透过与

各单位联合办理神经与认知科学学

术研讨活动，提供跨领域沟通交流

的平台，期待学生能从更全面的观

点看待脑与心智的研究议题，从而

带动神经认知科学相关研究的合

作。 

土木工程

学系大地

工程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尤佳)、3.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

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专业领域涵盖大地、结构、水

利、交通、营建管理、电脑辅助工

程及测量及空间资讯七个领域，以

培育具专业之学术研究人才及高级

工程人员为目的。历年来之学术表

现优异，研究领域专精且务实。为

加速国际化，本系积极推动英语授

课及国际交流，与国内外多所机构

均有学术交流合作，并签订合作备

忘录。本系教授每年执行相关研究

计画有百余项。这些计画不仅促进

土木工程发展，使学术和实务能接

轨，同时又可增加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务经验。 

土木工程

学系结构

工程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尤佳)、3.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

要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专业领域涵盖大地、结构、水

利、交通、营建管理、电脑辅助工

程及测量及空间资讯七个领域，以

培育具专业之学术研究人才及高级

工程人员为目的。历年来之学术表

现优异，研究领域专精且务实。为

加速国际化，本系积极推动英语授

课及国际交流，与国内外多所机构

均有学术交流合作，并签订合作备

忘录。本系教授每年执行相关研究

计画有百余项。这些计画不仅促进

土木工程发展，使学术和实务能接

轨，同时又可增加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务经验。 

土木工程

学系水利

工程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尤佳)、3.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

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本系专业领域涵盖大地、结构、水

利、交通、营建管理、电脑辅助工

程及测量及空间资讯七个领域，以

培育具专业之学术研究人才及高级

工程人员为目的。历年来之学术表

现优异，研究领域专精且务实。为

加速国际化，本系积极推动英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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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课及国际交流，与国内外多所机构

均有学术交流合作，并签订合作备

忘录。本系教授每年执行相关研究

计画有百余项。这些计画不仅促进

土木工程发展，使学术和实务能接

轨，同时又可增加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务经验。 

土木工程

学系交通

工程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尤佳)、3.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

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专业领域涵盖大地、结构、水

利、交通、营建管理、电脑辅助工

程及测量及空间资讯七个领域，以

培育具专业之学术研究人才及高级

工程人员为目的。历年来之学术表

现优异，研究领域专精且务实。为

加速国际化，本系积极推动英语授

课及国际交流，与国内外多所机构

均有学术交流合作，并签订合作备

忘录。本系教授每年执行相关研究

计画有百余项。这些计画不仅促进

土木工程发展，使学术和实务能接

轨，同时又可增加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务经验。 

土木工程

学系电脑

辅助工程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尤佳)、3.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

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专业领域涵盖大地、结构、水

利、交通、营建管理、电脑辅助工

程及测量及空间资讯七个领域，以

培育具专业之学术研究人才及高级

工程人员为目的。历年来之学术表

现优异，研究领域专精且务实。为

加速国际化，本系积极推动英语授

课及国际交流，与国内外多所机构

均有学术交流合作，并签订合作备

忘录。本系教授每年执行相关研究

计画有百余项。这些计画不仅促进

土木工程发展，使学术和实务能接

轨，同时又可增加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务经验。 

土木工程

学系营建

工程与管

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尤佳)、3.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

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专业领域涵盖大地、结构、水

利、交通、营建管理、电脑辅助工

程及测量及空间资讯七个领域，以

培育具专业之学术研究人才及高级

工程人员为目的。历年来之学术表

现优异，研究领域专精且务实。为

加速国际化，本系积极推动英语授

课及国际交流，与国内外多所机构

均有学术交流合作，并签订合作备

忘录。本系教授每年执行相关研究

计画有百余项。这些计画不仅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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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发展，使学术和实务能接

轨，同时又可增加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务经验。 

土木工程

学系测量

及空间资

讯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尤佳)、3.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要

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专业领域涵盖大地、结构、水

利、交通、营建管理、电脑辅助工

程及测量及空间资讯七个领域，以

培育具专业之学术研究人才及高级

工程人员为目的。历年来之学术表

现优异，研究领域专精且务实。为

加速国际化，本系积极推动英语授

课及国际交流，与国内外多所机构

均有学术交流合作，并签订合作备

忘录。本系教授每年执行相关研究

计画有百余项。这些计画不仅促进

土木工程发展，使学术和实务能接

轨，同时又可增加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务经验。 

机械工程

学系流体

力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述信(含學習動機與目標)、2.大學

歷年成績單(附名次尤佳)、3.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本系以培育具独立研究能力之高级

研发人才为宗旨。分为固体力学、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热学暨流体

力学、航空暨系统控制等五组。教

授均学有专精，教学认真且潜心研

究。除基础研究，亦配合国际重点

科技研发趋势，持续与政府及业界

合作，无论在学术或产业应用上均

有丰硕之成果。并与各国知名大学

校系签订合作计画，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更於 2017 年通过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协定会员 IEET 认证为完

全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荣誉佳

绩。 

机械工程

学系热学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述信(學習動機與目標)、2.大學歷

年成績單(含名次尤佳)、3.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本系以培育具独立研究能力之高级

研发人才为宗旨。分为固体力学、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热学暨流体

力学、航空暨系统控制等五组。教

授均学有专精，教学认真且潜心研

究。除基础研究，亦配合国际重点

科技研发趋势，持续与政府及业界

合作，无论在学术或产业应用上均

有丰硕之成果。并与各国知名大学

校系签订合作计画，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更於 2017 年通过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协定会员 IEET 认证为完

全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荣誉佳

绩。 

机械工程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系以培育具独立研究能力之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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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航空

工程组 

 1.自述信(學習動機與目標)、2.大學歷

年成績單(含名次尤佳)、3.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研发人才为宗旨。分为固体力学、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热学暨流体

力学、航空暨系统控制等五组。教

授均学有专精，教学认真且潜心研

究。除基础研究，亦配合国际重点

科技研发趋势，持续与政府及业界

合作，无论在学术或产业应用上均

有丰硕之成果。并与各国知名大学

校系签订合作计画，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更於 2017 年通过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协定会员 IEET 认证为完

全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荣誉佳

绩。 

机械工程

学系固体

力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述信(學習動機與目標)、2.大學歷

年成績單(含名次尤佳)、3.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本系以培育具独立研究能力之高级

研发人才为宗旨。分为固体力学、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热学暨流体

力学、航空暨系统控制等五组。教

授均学有专精，教学认真且潜心研

究。除基础研究，亦配合国际重点

科技研发趋势，持续与政府及业界

合作，无论在学术或产业应用上均

有丰硕之成果。并与各国知名大学

校系签订合作计画，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更於 2017 年通过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协定会员 IEET 认证为完

全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荣誉佳

绩。 

机械工程

学系设计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述信(學習動機與目標)、2.大學歷

年成績單(含名次尤佳)、3.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本系以培育具独立研究能力之高级

研发人才为宗旨。分为固体力学、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热学暨流体

力学、航空暨系统控制等五组。教

授均学有专精，教学认真且潜心研

究。除基础研究，亦配合国际重点

科技研发趋势，持续与政府及业界

合作，无论在学术或产业应用上均

有丰硕之成果。并与各国知名大学

校系签订合作计画，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更於 2017 年通过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协定会员 IEET 认证为完

全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荣誉佳

绩。 

机械工程

学系制造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述信(學習動機與目標)、2.大學歷

年成績單(含名次尤佳)、3.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本系以培育具独立研究能力之高级

研发人才为宗旨。分为固体力学、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热学暨流体

力学、航空暨系统控制等五组。教

授均学有专精，教学认真且潜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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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除基础研究，亦配合国际重点

科技研发趋势，持续与政府及业界

合作，无论在学术或产业应用上均

有丰硕之成果。并与各国知名大学

校系签订合作计画，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更於 2017 年通过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协定会员 IEET 认证为完

全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荣誉佳

绩。 

机械工程

学系系统

控制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述信(學習動機與目標)、2.大學歷

年成績單(含名次尤佳)、3.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本系以培育具独立研究能力之高级

研发人才为宗旨。分为固体力学、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热学暨流体

力学、航空暨系统控制等五组。教

授均学有专精，教学认真且潜心研

究。除基础研究，亦配合国际重点

科技研发趋势，持续与政府及业界

合作，无论在学术或产业应用上均

有丰硕之成果。并与各国知名大学

校系签订合作计画，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更於 2017 年通过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协定会员 IEET 认证为完

全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荣誉佳

绩。 

化学工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請附名次證

明)、2.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

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

檢測證明)、3.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

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

要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 封、

6.大學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台大化工系在研究方面以粉粒体

技术、界面科技、分离技术、生物

技术、系统程式工程、高分子与材

料科学、能源工程为主轴。 

 2.与其他重点领域和基础研究密

切合作，提供整合性的优良教学研

究环境。 

 3.国际交流密切，每学期都有知

名国外学者到系上访问与演讲，也

与许多国外大学订有交换生协定及

双学位学程。 

工程科学

及海洋工

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300 字以

內)、3.就學計畫(500 字以內)、4.大學

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次尤佳)、5.英

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6.大學畢業證書影

本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7.有利審查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文、

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賽榮

譽獎狀等) 

本系教学目标在培育国家发展所需

关键科技产业人才，提供光机电、

资讯计算、应用力学及船舶海洋工

程等专业学程，以达到跨领域研究

及教学目标。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生医光电、智慧型无线感测网路、

智能结构设计、压电电源、光机电

系统、离岸风力发电、海洋能源、

水下载具、船舶工程、海洋工程、

复合材料、水下声学、振动与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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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应用声学、健康医疗计算模

拟、先进流体传动控制、多媒体网

路、生物资讯、奈米光电与电脑辅

助设计。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6.大學

歷年成績單正本 1份(請附名次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研究领域分有五组：金属、高

分子、陶瓷、电子材料及制程组。

研究主题则着重於超高强度金属、

储氢合金、前瞻高分子材料合成及

应用、精密陶瓷制程、半导体材料

与制程技术、光电材料与元件技

术、光学薄膜与磁性材料、太阳能

电池、先进储存技术、固态薄膜电

池及生医材料等。(本系可申请企

业赞助奖学金) 

医学工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2.大

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就學計劃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劃、專長

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

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研究领域分为六组：生医材料、

生医机械、医用电子、临床工程、

生医资讯、生物光电。 

 2.研究范围包括医用陶瓷及复合

材料、高分子材料、药物传输、人

体动作分析、电脑辅助手术、医用

微感测器、组织及细胞工程、超音

波热疗、光动力疗法、生医光电与

医学造影、医学影像等。 

 3.课程目标在融合生物学、医学

及工程科学，涵盖分子、基因、细

胞、组织等生物医学以及材料、力

学、电子、资讯等工程领域，培养

学生兼具生物、医学及工 

环境工程

学研究所

环境科学

与工程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6.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一、规划完整之「环境科学与工程

组」及「环境规划与管理组」两组

课程。 

 二、研究教学涵盖基本科学的探

讨、工程技术的创新、及管理与政

策的建构 

 三、理论与实务并重，并针对各

组国内外未来发展趋势及国家需

求，排定相关核心、设计、实验、

实务及综合课程。 

 四、培养政府或民间环保机构之

重要领导人才 

 五、持续与大陆各大学举办国际

学术研讨会，进行合作研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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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环境工程

学研究所

环境规划

与管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6.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一、规划完整之「环境科学与工程

组」及「环境规划与管理组」两组

课程。 

 二、研究教学涵盖基本科学的探

讨、工程技术的创新、及管理与政

策的建构 

 三、理论与实务并重，并针对各

组国内外未来发展趋势及国家需

求，排定相关核心、设计、实验、

实务及综合课程。 

 四、培养政府或民间环保机构之

重要领导人才 

 五、持续与大陆各大学举办国际

学术研讨会，进行合作研究，加强

学术交流。 

  

应用力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次尤

佳)、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

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

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6.英文

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

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文、

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賽榮

譽獎狀等) 

本所教育宗旨以培养理论、计算与

实验兼备之高等力学人才。研究方

向如下： 

 1.波动与微机电系统：分析及应

用弹性波动、电磁波动及其相互作

用； 

 2.生医与能源系统：生医医疗设

备及个人化体外防护技术开发，以

及智慧节能及绿能系统之技术与设

备开发； 

 3.跨时空之多尺度力学：利用解

析、实验以及计算方法来探索具有

至少两个时间或空间尺度的力学机

电系统。 

建筑与城

乡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究

計畫(1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份 

以「专业的通才」为核心，避免因

过度分工而形成的专业自我意识危

机及过份技术化而导致社会价值疏

离。培养学生具备以下核心能力：

(1)实质环境规划与设计工作所需

基本知识技能(2)对社会正义与多

元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热忱(3)适应

未来社会与专业快速变动的能力。

博士班学生应要具备独立自主的研

究能力与承担专业教学的任务，培

养与社会现实及专业发展结合之研

究与教学人才。硕士班学生能成为

整合空间相关专业，提供专业服务

之通才。 

工业工程硕士班 必繳資料： 为营造优良的国际化学习环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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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所  1.學習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

學習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

能力評估等)、2.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

(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

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推出约 7 门英语授课课程，整合为

「计量决策分析英语授课模组」，

推动工业工程的 global PhD 学

程，并提供国际学生修习。教学研

究领域主要在：数据系统与分析、

智慧决策、作业研究、供应链管理

与工程、科技管理。不局限於个别

工厂的设计与管理，进而面向新型

态高复杂制造系统的设计、或配套

的智慧型资讯系统应用开发等议

题。 

高分子科

学与工程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含動

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

規劃等)、4.大學歷年成績單、5.大學畢

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在讀證明、6.英文能

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

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为全国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研

究领域之领先学术单位，亦为最早

成立之高分子专业领域研究所，并

获得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与欧美日

之相关领域学术交流十分热络，技

术研究环境先进，同时执行多项由

政府及工业界资助之尖端研究计

画。并与大陆复旦大学、浙江大

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之高分

子系有多年之交流与互动。 

生物环境

系统工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英文能力檢定

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4.就學

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

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

力評估等)、5.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6.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本系致力於「水土资源工程」与

「生态环境规划」二核心领域。 

 2.培养学生了解生物环境，从自

然与系统的思维，工程技术的方

法，从而解决水土环境资源问题，

进行永续环境之规划。 

 3.提供学生优良品质之教学内容

与环境，培养学生具备专业核心能

力，并追求卓越之教学绩效。 

 4. 以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Treat Bio-Environment 

as Our Life 为目标。 

农业化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

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3.英

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國家英語四、

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

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

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

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6.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农业化学系是「以化学及生物为基

础，探索生物相关的问题与产业应

用」。透过土壤、植物、微生物及

生物资源等研究，让学生熟识与活

用所学的农业化学专业知识，使其

具创新思考、独立研究与解决问题

及策划、执行研究计画、撰写完整

报告之能力，参与研究训练之主题

则涵盖农业化学与永续粮食生产、

气候变迁、人类健康及生物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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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发与利用之关系等，并将其成果应

用於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及资源永续

利用，以提高人类之生活品质。 

森林环境

暨资源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學力證件、大學歷年成績單、中文或英

文自傳、中文或英文讀書計畫(請詳述研

究興趣、擬研究方向及理由)、教授推薦

函(2 封，請使用本系推薦信格式，下載

網 址

http://homepage.ntu.edu.tw/~forestry

/sfrc_ref.doc)、中文或英文能力證明文

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包含已發表著作)

本系发展目标除以传统林业经营科

学之教学研究为根本外，亦配合国

际动态及国内需求，以「森林生

物」、「森林环境」、「生物材料」，

以及「资源保育与管理」四大领域

为教学发展目标。本系提供多样性

之必修及选修课程，包含各领域之

基础理论、专业应用与研究方法，

以系统分析的方式开创永续发展之

森林生物、环境、生物材料及资源

保育管理等各领域科技。(本系规

定硕士生毕业时须通过外文检定，

详见本系网页) 

动物科学

技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學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英文

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

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

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以未

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5.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6.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本系提供优质教学环境及研究设

备，配合本校整体教学研究及国际

趋势与社会发展，订定教育目标为

培育具备经济、实验及伴侣动物饲

养管理能力、热衷应用科学研究、

符合环境及产业需求、兼顾动物与

人类福祉之人才。在顺应世界潮流

及环境需求，逐步扩大研究范畴以

提升研究水准及培育以动物为对象

之「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人

才，为社会贡献更大心力。 

 2.全系 20 名专任教师均具博士学

位。已陆续跟国外学术机构进行学

术合作与交流关系。 

  

农业经济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

載)、2.簡要自傳、3.推薦函(格式請至本

系網站下載)、4.就學計畫(簡述個人學業

基礎、研究興趣方向及將來志願)、5.學

力證件(學位證書或學生證)、6.歷年成績

單、7.名次證明書、8.有利審查資料 

本所目前为我国唯一的农业经济学

系，致力於培育具备农业经济及环

境自然资源专业知识能力之学生，

并使其拥有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本所教学与研究领域可分为

四：「政策、制度与法规」、「运

销、贸易与消费」、「生产与管理经

济」及「资源与环境经济」，与当

前农业经济问题环环相扣，除培育

农业经济优秀人才，也作为农业政

策研究及农业发展的重要智库。 

园艺暨景

观学系园

艺作物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1.依研究领域分为园艺作物组、园

产品处理及利用组、景观暨休憩

组。 

 2.教育目标为「培育具备园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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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歷年成績單正本、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

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阶知识技术及国际视野，以从事园

艺研究教育推广及产业经营之高阶

人才」。 

 3.研究方向兼顾传统技术与新兴

生物技术，开发改良园艺作物之品

种生产管理与利用。 

  

园艺暨景

观学系园

产品处理

与利用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歷年成績單正本、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

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依研究领域分为园艺作物组、

园产品处理及利用组、景观暨休憩

组。 

 2、教育目标为「培育具备园艺高

阶知识技术及国际视野，以从事园

艺研究教育推广及产业经营之高阶

人才」。 

 3、研究方向兼顾传统技术与新兴

生物技术，开发改良园艺作物之品

种生产管理与利用。 

  

园艺暨景

观学系景

观暨休憩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

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

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推薦函 2 封、5.大學

歷年成績單正本、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

屆畢業學生證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依研究领域分为园艺作物组、

园产品处理及利用组、景观暨休憩

组。 

 2、教育目标为「培育具备园艺高

阶知识技术及国际视野，以从事园

艺研究教育推广及产业经营之高阶

人才」。 

 3、研究方向兼顾传统技术与新兴

生物技术，开发改良园艺作物之品

种生产管理与利用。 

  

生物产业

传播暨发

展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2.大學畢

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3.英

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

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

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

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

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研究計畫書

(以 10 頁為上限)、6.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发展生农产业行销传播及社会文

化发展管理规划之学术研究与培育

各级专业人才为主要目标。 

 2.具有跨领域科际整合之特性，

关切生物产业中之农业生产、人类

生活与社会永续发展等多元面向。

 3.着重於行销传播相关理论与方

法，以及整体社会发展等学术研究

重点。 

 4.了解整体社会变迁、生物产业

发展趋势及全球脉动，并能同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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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會議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競

賽榮譽獎狀等) 

握消费者需求与消费型态、生产者

的生产方式和设计，以便对生产者

和消费者进行及时而有效的传播。

生物机电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讀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3.就學計畫

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

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評估能

力等)、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推

薦函 2 封、6.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

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系的研究方向系将机械、资讯、

电子、控制、化工、系统等机电相

关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加以整合，并

应用於生物产业的发展上。兼顾理

论与实务之养成为本系之特色。目

前的特色研究包括：机电整合、仿

生机器人、生物产业自动化工程、

植物工厂、生质能源、生医感测、

生物检测、生物光电、生物资讯、

生物程序工程、食品与生化工程、

生物环境控制、废弃物处理、生物

生产机械、加工与储运等领域的研

究，为一高度跨领域的科系。 

植物病理

与微生物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畢業學歷證明或應屆畢業生在學

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證明，無名次證明者請說明)、3.英文

能力檢定測驗證明(請附大陸英語四、六

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

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

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

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6.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如：期刊論文、

學士論文、代表作品、競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教育目标包括：(1)培养卓越

的植物病理与植物防检疫科技人

才，与 (2)孕育具备坚实微生物学

基础的生物科技精英。目前有专任

教师 12 位、兼任教师 9 位，研究

领域由传统植物病理与微生物学延

伸至最先端的分子遗传与生物科

技，包括病原生物学、病害管理、

微生物与植物之交互作用、微生物

多样性、微生物资源之开发与应用

等。除努力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

力及实务经验外，我们也鼓励学生

参加国际会议及交流，以提昇学生

的竞争能力。 

食品科技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學

生在學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3.英文

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

級考試或 TOEIC 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

測證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

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

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簡要自

傳(1000 字以內)、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教育目标为「以培养具有保健

营养知识之食品科技人才」。课程

有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食品加

工、食品工程及保健营养等相关领

域。研究方面除了食品科技不同领

域的专长，并以保健食品为主轴，

开发加工技术，探讨产品对健康性

的影响，增加生理活性物质的可利

用性等。 

生物科技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學

生在學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

1. 培养具有前瞻性产品研发能力

之高阶生物科技研发人才。 

 2. 培养学生领导与跨领域整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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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IC 或 TOEFL 或 GRE 成

績等檢測證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

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

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6.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力。 

 3. 培养学生具备国际视野。 

 4. 全英语教学。 

  

财务金融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2. 履歷

表 1 份、3. 學術說明書 1 份：本所碩士

班分為【財務金融組】【財務工程組】【風

險管理與保險組】，請敘述所欲研讀財務

金融領域組別及其就讀動機、目的與長程

目標之關係、本身學習背景、研究興趣及

其他需補充說明之資料。、4.個人資料表

(請至本系網站 www.fin.ntu.edu.tw 下

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推薦信 2 份(僅限網站上傳)、2.其他

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 1份 

1.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为台

湾最佳系所。本系所以表现杰出的

学生及教师、随时更新的课程以及

许多让学生获得实用经验的机会等

优点闻名。2.本系所的首要目标在

於训练财务、银行、风险管理与保

险以及不动产等领域具高度贡献的

专业人才。为达成目标，本系所已

应聘杰出的教师、拓展各项设施并

与金融界密切互动。3.本所分为财

务金融组、财务工程组、风险管理

与保险组，为财金领域的第一志

愿。 

国际企业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資料表(規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

->招生資訊-->大陸學生入學"處下載)、

2.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

(學生證上須有當學期註冊戳章)或在學證

明、3.大學歷年成績單(附名次尤佳)、4.

學習計畫書。(敘述研讀之動機、目的與

本身學習背景、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

係)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

( 如 大 陸 本 科 生 高 考 成 績 名 次 或

GMAT/GRE/IELTS 成績等) 

壹、 课程规划特色 

 1. 以学生为中心 

 2. 兼顾跨领域水平整合与专业学

习 

 贰、 教学特色 

 1. 兼顾理论与实务之训练 

 2. 重视科学方法与数理逻辑能力

 参、 发展特色 

 1. 因应全球化趋势与国际接轨 

 2. 课程谘询导师制度 

 3. 多元化学习管道 

 4. 产学合作与实务界交流 

  

资讯管理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考生基本資料表 (請至本系網站

https://admission.im.ntu.edu.tw 填寫

下載)、2.大學歷年成績單（附名次證明

尤佳）、3.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4.簡要

自傳與讀書計畫(各 1000 字以內)、5.推

薦函二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書(例如 TOEFL、IELTS)、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期刊論文、

台大资管系致力於追求教学与研究

之卓越，培育具备紮实的资讯科技

基础、熟练的专业管理素养、宽广

的综览全局视野的一流资讯管理领

导人才。本系拥有自由开放的学习

环境、学有专长且相对年轻的师

资，也着重跨领域知识的整合以及

国际化的推动。课程方面兼顾资讯

科技与管理，理论实务并重，期许

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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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賽榮

譽證書等) 

专业技术及逻辑思维。本所孕育的

一流资管人才，皆能利用管理技能

推动资讯科技的运用，创造崭新的

资讯化环境。 

商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習計畫書一份：本部分以 15 頁為

限，請詳述(1)自傳、就讀動機與就學計

畫；(2)社團及工作經驗；(3)自我能力評

估。(使用中、英文以外之語言需附翻譯

本)、2.個人資料表一份：請至本所網站

→ 即 時 訊 息 下 載 填 寫 ， 網

址:http://www.ba.ntu.edu.tw，本部分

以 2 頁為限。、3.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附

名次證明尤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 TOEIC 成績 750 分或

CBT 成績 213 分或 iBT 成績 79 分之成績

單或相當之英語測驗檢定證明、2.其它有

利審查之資料：如競賽獲獎、大陸本科生

高考成績名次或 GMAT/GRE 成績、或其他

足以佐證專業能力之證書、執照、證明等

本所以培养具全球经营能力之专业

人才为愿景，分为行销、组织与人

力资源管理、策略管理、营运与决

策管理及科技与创新管理等五大

组。 

 硕士班统合五组课程，培养整合

性企业领导专才；博士班则在各组

教师带领培养下，精研领域学术、

探勘研究前沿。 

 本所专任教师皆获有世界名校之

博士学位，并持续在国际期刊上发

表着作，屡获各项研究殊荣。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专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需有 2 年以上全職工作經驗，繳交服

務年資證明正本 1 份、2.英文履歷表 1

份、3.學位證書影本 1 份、4.歷年成績單

正本 1 份、5.英語能力證明正本：2019

年 3 月之後考試之 TOEFL、 IELTS、

TOEIC(持英語系國家之學士學位證書者可

免 附 ) 、 6.Essay ， 題 目 請 於

http://gmba.ntu.edu.tw 網站下載、7.

中文或英文推薦信正本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個人能力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如 GMAT 或

GRE 成績、碩、博士班學位證明、得獎紀

錄、個人著作、各類專業證照、傑出表現

等(請附影本 1份) 

台大 Global MBA 集合全球菁英学

生，在台湾激荡出多元文化交流的

火花。师资以台大管院杰出的教授

为主，包含外籍教授、实务教师、

访问学者，透过扎实的学术理论和

丰富的产业经验，结合理论与实

务。课程为全英语教学，强调亚洲

在地特色，引领学生创新创业的思

考，不忘企业永续经营与社会责

任，希望以知识的传递来对世界发

挥影响力。 

健康政策

与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歷年

成績單正本、3.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

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推

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6.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

本所隶属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於 2017 年通过美国公卫教育委员

会(CEPH)认证，是北美洲以外第一

所通过的学院。 

 本所课程包括医疗保健政策分析

如全民健保制度、健康照护体系、

职业健康政策、方案规划与评估

等；医务管理如医疗品质测量与发

展、组织文化与绩效评估、医院成

本与财务管理；及老化失能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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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期刊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

明、競賽榮譽獎狀等) 

照护、长照机构经营管理、健康产

业管理等领域。 

  

健康行为

与社区科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歷年

成績單、3.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

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

績等檢測證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

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

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

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本所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介入

与知识传播，以跨领域的多层次整

合研究，辅以全球卫生观点，致力

发展健康行为与社区科学的理论与

实务，以促进全民健康。 

 2017 年，本所隶属之台湾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是北美洲以外第一所通

过美国公卫教育（CEPH）认证的单

位。 

  

食品安全

与健康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學習研究計劃書、推

薦函、個人簡歷與自傳（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相關著作、英

文能力證明文件等 

本所的教育目标为 1.培养学生具备

食品安全所需的跨领域知识技能和

实务操作能力，提升学生就业竞争

力，成为具备创新研究能力及国际

观的人才。2.建立台湾食品安全管

理机制，重建国家形象及食品企业

商誉，使台湾重回食品王国的美

誉。3.让台湾的食品安全与健康发

展与国际接轨，以期永续发展并促

进全人类的健康福祉。 

环境与职

业健康科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就學計畫書

（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

畫、專長與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

估等）、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推薦

函、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如期刊論文、

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賽榮

譽獎狀等） 

本所教学及研究包括：1.环境职业

医学、2.职业卫生、3.环境职业流

行病学、4.环境毒理、5.气胶技

术、6.人因工程、7.暴露评估、8.

风险评估、9.新兴污染物检验方法

开发、10.体学研究(OMICS)及 11.

医学昆虫学与病媒管制等。 

电机工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生在讀證

明、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推薦函二封

(格式不限)、個人資料表【含自傳、履

歷、就學計畫書-限自動控制、電力系統

與電力電子、計算機科學等三組擇一】，

請 至 本 所 網 頁 下 載 表 單

https://graduate.ee.ntu.edu.tw/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考

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有

1.研究领域包含『自动控制』、『电

力系统与电力电子』、『计算机科

学』。 

 2.研究方向多元且兼顾理论与应

用，兼具技术创新与应用研发。对

研究生的训练理论分析与实作并

重。 

 3.师资阵容坚强，教师的研究理

论与实用并重，除与国际各大公司

的研究中心进行相关合作之外，并

接受科技部、教育部、经济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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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文、

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賽榮

譽獎狀等) 

研院、资策会及各民间公司委托，

进行前瞻性技术研究开发工作。

(陆生不得参与国安相关研究) 

  

  

  

资讯工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 就學計

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

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

評估等)、3.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附名

次證明尤佳)、4.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

(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5. 大學畢業學位

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證影本、6. 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會議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

計發明、競賽榮譽獎狀等) 

1.本系师资阵容坚强、研究领域广

泛，含「系统」、「网路」、「多媒体

与数位内容」、「资料科学与人工智

慧」、「生物资讯」、「理论」六大研

究群。 

 2.本系提供多样性之教学，如机

器学习、资料科学、金融科技、物

联网、资讯安全、计算机结构、计

算机网路、软体工程、云端运算、

计算理论、演算法、人工智慧、自

然语言处理、电脑视觉、机器人

学、影像／讯号处理、人机介面、

多媒体系统、行动计算、科学计算

等课程。 

  

光电工程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讀證明、2.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附名次

證明尤佳)、3. 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

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 簡

要自傳(1000 字以內)、5. 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

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

競賽榮譽獎狀等)、2.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

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1. 本所师资优良，现有专任教师

27 人，包含 24 位教授、2 位副教

授、1 位助理教授及 5 位特聘研究

讲座。 

 2. 2017 年本所教师获各单位补助

之研究计画经费总额逾 8千万。 

 3. 本所教师屡获国际荣誉肯定，

截至 2017 年，计有 27 人次荣膺

IEEE 、 OSA 、 SPIE 等 国 际 学 会

Fellow。 

 4. 台大光电所的研究能量和成果

居台湾的领导地位，也和世界一流

大学或研究所相当。 

电信工程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讀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

正本、3.就學計畫書(含欲申請之研究領

域、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

要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

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

證明)、2.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

期刊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

本所包含『电波』、『通讯与信号处

理』及『资料科学与智慧网路组』

三组，电波组研究领域为天线、电

磁理论、微波及毫米波电路等，通

信组研究领域为通讯、信号处理、

光通讯及多媒体网路，资网组研究

领域为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认

知神经机器人学、资料隐私与讯息

检索、物联网、软体定义网路、与

网路功能虚拟化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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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明、競賽榮譽獎狀等) 

电子工程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讀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就學

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機、擬申請研

究組別、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

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歷與

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6.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7.英文能力檢定測驗證

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 

依研究领域分为积体电路与系统

组、奈米电子组及电子设计自动化

组三组招生。课程除传统授课模

式，亦可参与跨领域的整合研究计

画，或与企业合作，以期获得产学

结合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国

电子科技之研究水准及国际地位。

  

资讯网路

与多媒体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附名次證明尤

佳)、2.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

生在讀證明、3.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

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4.簡

要自傳(1000 字以內)、5.英文能力檢定

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明)、6.推薦

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會議論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

計發明、競賽榮譽獎狀等) 

1.研究着重学术创新与产业应用，

并鼓励跨领域合作。 

 2.为缩小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落

差，规划网路、多媒体、资料科学

与人工智慧及系统应用等重点研发

领域及相关课程。 

 3.积极培养国家资讯基本建设与

网路多媒体产业发展时所需之高级

人才。 

  

生医电子

与资讯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欲就讀

組別、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等)、2.大學畢業證書(應屆

畢業者可免)、3.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

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函 2

封、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欲就讀

組別、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

趣、生涯規劃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書(TOEFL 或 GRE 等成績檢

測證明)、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研

究報告、期刊論文、競賽榮譽證書等) 

1.本所独特性在於结合电机与资讯

领域，进行生物医学之前瞻研究及

跨领域人才培育。 

 2.目前发展重点包括︰奈米生医

科技、生物资讯、医学资讯系统、

医学影像、生物晶片、生医微电子

系统及生医光电技术等。 

 3.本所分为生医电子、生医资讯

二组，课程提供学生足够的跨领域

训练。 

 4.所内教师亦与相关单位密切合

作多项尖端科技研究，积极与各研

究机构和相关产业合作，以共享研

究成果、提昇产业竞争力。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個 人 資 料 表 ( 至 本 系 網 址 ：

http://www.law.ntu.edu.tw/index.php/

1. 本系师资完备，课程内容力求

多元。 

 2. 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基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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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入學申請/碩士班，下載大陸地區招生個

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簡章規定

期限內，以附加檔案方式(Microsoft 

Word)，E-mail 至 zooeywu@ntu.edu.tw，

檔案以 1 頁 A4 為限，並於 3 日內自行與

承辦助教確認已收到申請資料)、2.大學

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名次尤佳)、3.畢業證

書或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免交)、4.

就學計畫書(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

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

等，至多 10 頁)、5.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6.推薦函(2 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外語能力檢定證明(英文、德文、日

文、法文均可)、2.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證

明文件(至多 5件，合計不超過 10 頁) 

学、公法学、民事法学、刑事法学

及商法学等。 

 3. 本系主要发展方向：培养社会

所需之各类专业法律人才，如法

官、检察官、律师、行政机关法务

专才及具创新理念与国际视野之研

究人才。 

  

  

生命科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自傳一份、3.讀書

計畫一份、4.研究計畫一份、5.大學歷年

成績單一份、6.學歷證件一份 

本系研究生物体生命现象的科学，

主要是要了解生物体维持生命之法

则，及生物体与环境间和谐并存之

道理。教育目标为养成基础及现代

生物学之研究人才为目标。承袭过

去科研基础，辅以现代化设备，期

望培育生命科学领域中坚人才。在

自然科学里，生物学被认为是继理

化而後，需要重新建构哲学思维的

新概念知识。以理学面向为出发点

的生命科学有必要重整，作为生医

及农学应用发展之基础。 

生化科技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學位證書或應屆畢業學生在

學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英文

能力檢定測驗證明(可附大陸英語四、六

級考試或 TOEFL 或 GRE 成績等檢測證

明)、4.就學計畫書(5000 字以內，含動

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

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5.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 

1.结合生物、医学、化学、结构到

药物研发之研究与教学。 

 2.培育兼具生物与化学专长之优

秀研究及教育人才，除了提供国内

学术及生化产业所需之基层研发人

力外，亦期望领导国内生化领域之

发展。 

 3.研究领域包括：分子及细胞生

物学、蛋白体及基因体学、化学生

物学、醣类科学、结构生物及分子

生物物理学等。 

  

植物科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附名次證明尤

佳)、2.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請附在學證

明或學生證影本、3.兩位教師推薦函、4.

自傳 1份(含求學過程及研究經歷) 

1.完整研究群，针对八大面向进行

系统性研究，并培育同时具备科研

基础与产业应用的国际研发人才。

 2.利用各式作物，研究逆境讯息

（如乾旱、病虫害及温度逆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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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研究報告、著

作、得獎記錄)、2.讀書計畫 (1000 字以

內) 

诱导的植物防御系统，以及与微生

物间的交互作用。 

 3.植物生长发育的调控机制：以

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环境因子和

植物生长发育之间的关系，包含表

观遗传、光讯息传导。 

 4.整合植物生物化学：包含蛋白

质体学、结构生物学、代谢体学，

整合探讨分子结构及其功能。 

分子与细

胞生物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學力證件、3.研

究計畫、4.兩位教師推薦函、5.其他有助

於審查之資料：如研究著作、研究報告、

得獎記錄證書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代表作品、研究著作、設計發明、競

賽榮譽獎狀等)、2.可能的指導教授方向

相近之研究計劃書 

1、本所以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等研究探

讨模式生物的基因体功能、基因与

细胞结构与功能运作、发育遗传机

制等问题。 

 2、课程为训练现代生物学专长人

才，培育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发

育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相关生物

科学人才，并提升生命科学主流研

究的国际竞争力。 

 3、本所与国内外机构均有学术交

流合作，亦有两岸学术合作经验且

每年有师生受邀赴大陆参加会议及

演讲。 

  

生态学与

演化生物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2.大學畢

業或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學生證影

本、3.兩位教授推薦函(不限格式)、4.碩

士論文研究計畫(依本所制定格式)、5.自

傳與就學計畫 1份(依本所制定格式)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研究報告、科

技部研究優良證書等、近五年內發表研究

論文著作 

本所强调多元及生态跨领域的研

究，包含生物多样性与保育生物

学，地景生态，环境变迁等议题，

以及利用各式工具探讨物种演化中

的问题。从基因组学、形态比较、

系统分类，到行为生态学，物种交

互关系和大尺度的物种分布，植群

分析，地理资讯的应用等，多方面

的探讨生物生态和演化的主题。研

究地区和物种除台湾外，也包含东

亚东南亚等地，同时与多所国际知

名团队合作研究。每学期也邀请国

内外学者进行演讲，并举办国际田

野课程。 

渔业科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各一份(附名次證明尤

佳)、2.學力證件(應屆畢業生請附在學證

明或學生證影本)、3.自傳一份(含求學過

程與就學計畫)、4.教師推薦函至少二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研究著

作、研究報告、得獎記錄、證書等 

渔业科学研究所的主要发展方向为

基础水生生物科学、渔业生物学、

水产养殖及水生生物科技之教学及

其研究，以维护渔业资源的保育及

永续利用。渔业科学旨在探讨水生

生物的生命现象，理论与应用并

重。本所於民国 1986 年成立硕士

班并於 1997 年成立博士班。3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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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年来即以『发展卓越研究培育具有

多元领域专业能力与宏观视野的水

生生命科学及资源管理人才』为设

立宗旨，培育具有『自主学习独立

思考及批判能力的水生生命科学专

业人才』为教育目标。 

生化科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簡要自傳(含未來規

劃)(1000 字以內)、3.學士畢業學位證書

影本或應屆畢業學生在學證明、4.大學歷

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例如：期刊論

文、研究著作、競賽榮譽獎狀等) 

1.结合生物、医学、化学、结构到

药物研发之研究与教学。 

 2.培养兼具生物与化学专长之优

秀研究及教育人才，除了提供国内

学术及生化产业所需之基层研发人

力外，亦期望领导国内生化领域之

发展。 

 3.研究领域包括：分子及细胞生

物学、蛋白体及基因体学、化学生

物学、醣类科学、结构生物及分子

生物物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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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电话 886-2-7749 1283 

传真 886-2-23625621 

电子邮件信箱 lynnyim@ntnu.edu.tw 

网址 http://www.ntnu.edu.tw 

地址 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 162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 成立於 1922 年，有三个校区，校本部和公馆校区位於台北市，林口校区距校本部约 40 分钟车

程。 

 2. 逾 380 所姐妹校遍及五大洲。  

 3. 九个学院：教育学院、文学院、理学院、艺术学院、科技与工程学院、运动与休闲学院、音

乐学院、管理学院、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  

 4. 国际学位生约 1,500 人，为多元国际化大学。  

 5. 国际排名: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全球 331 名；亚洲排名 61 名；图书与资讯管理排名世界

第 50 名，教育学科排名世界第 31 名，语言学科名列 51 名至 100 名。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0》：教育学科全球第 20 名，亚洲排名 119 名。 

 6. 学杂费:每学期均需收取学杂费基数（至其毕业止）及基本学分费，每学期收费数约新台币

50,000 元至 60,000 元。 

 7. 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6,000~13,000 元不等；伙食费：每个月约新台币 6,000 ~8,000

元；其他：如书籍、日用品、交通、水电等，每个月约新台币 6,000 ~8,000 元。 

 8. 陆生住宿安排，硕、博士班保障住宿 1年(於规定期限内申请)，二年级开始即比照本地生以

抽签方式申请。 

 9. 更多资讯请参考本校网页：http://www.ntnu.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健康促进与

卫生教育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含)畢業證(明)書影本一

份，大學(含)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一

份。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2.

碩士論文或相當碩士論文之學術論著

一份、3.最近五年內已發表之期刊有

關之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相關(實証)

研究論文一份。論文如係以外國文字

撰寫者，須附加中文摘要、4.研究計

畫 一份、5.進修計畫 一份、6.自傳

一份、7.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

【如相關工作經驗證明、競賽得獎證

明、榮譽證明、已發表之文章、專題

報告等】一份 

本学系旨在培养学生能运用健康促进

与卫生教育相关理论策略与方法，以

促进个人、组织团体和社区增能，展

现健康行动，提升其生活品质为最高

目标。本学系是国内唯一设有健康促

进与教育专业博、硕、学士班之学

系，专业课程有健康行销、传播、管

理、企划、老人健康照护、职场环安

卫、社区营造、健康教育师资养成

等。 

运动休闲与

餐旅管理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論文或相當碩士論文之學術

著作（論文如係以外國文字撰寫者，

須附加中文摘要)、2.個人 5 年內已

1. 本所整合教学资源，培育运动休闲

与餐旅管理跨领域专业人才。 

 2. 配合本校优势与未来发展，促进

运动休闲与餐旅管理研究之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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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發表之學術論著影本，並於其中指定

1 篇為個人代表著作 (如尚未刊登之

著作，請一併提供被接受刊登證明文

件)、3.研究計畫及進修計畫(含未來

的研究目標及研究領域、選課與生涯

規劃等，3,000 字以內)、4.自傳、

5.大學(含)以上畢業證書影本(請加

蓋與正本相符)或碩士班在學證明、

6.大學(含)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應

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可不

包含最後一學年）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之參考資料（如證

照、語言檢定、技能檢定、經歷證

明、競賽得獎證明等）、2.推薦函 

 3. 配合本校运动与休闲学院发展方

向，增进产官学界合作机会。 

 4. 因应产业竞争及国家政策发展之

需求，提供运动休闲与餐旅产业优秀

领导人才。 

  

生命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本科）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2.

申請博士班者，另應繳交碩士班歷年

成績單及碩士班研究論文、3.研究計

畫 1 份（內容應含：研究主題、摘

要、研究背景與目的、材料與方法、

預期結果及重要參考資料等項）、4.

師長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競賽得獎證明、英文能力證明、

榮譽證明、已發表之論文、專題報告

等資料。 

1.师资专长包含现代生命科学之细胞

及分子生物学、生理、生态与演化及

生技学门。 

 2.教育目标为培育生命科学研究人

才、生命科学相关产业专业人员。 

 3.课程内容注重基础学识、实务技

能、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俾

使学生进行多元生涯探索与规划。 

 4.整合研究人力，规划与推动大型研

究计划，提升学术研究水准。本系长

年研究材料来自东亚地区，与大陆知

名大学生命科学相关系所有多项研究

合作及定期的学术研讨参访。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含)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應

屆畢業生可不包含最後一學期)、2.

碩士論文(初稿亦可)或五年內已發表

之論著(論文需附加中文或英文摘

要)、3.師長推薦函(格式不限)、4.

研究計畫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自傳一份、2.其他有利於審查之

相關參考資料各一份(如作品或參與

專案報告、優良事蹟、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等) 

本系规划完整的资讯工程与科学之学

习课程，并配合优秀的师资及实验研

究设备，以培育独立思考、积极负

责、乐观进取的资讯工程及科学专业

人才为目标。 

  

工业教育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論文或相當碩士論文之學術

著作、2.五年內已發表之相關學術論

著目錄、3.代表著作 2 篇（論文如係

以外國文字撰寫者，須附加中文摘

研究领域及特色优势: 

 1.培育技职教育行政管理与课程教学

领域所需专业人才。 

 2.培育学生技职教育行政管理与课程

教学领域之理解分析、独立思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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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4.論文研究計畫及進修計畫、

5.大學（含）以上歷年成績單、6.自

傳、7.推薦函 

业批判、问题解决与发展创新之能

力。 

 3.训练学生技职教育行政管理与课程

教学进阶之实务技能与规划能力。 

 4.培养学生具有优秀的人格特质，培

养自我实现的积极态度。 

 5.教育学生具备良好职场伦理与工作

态度。 

翻译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中英文簡歷、中英文碩士班成績

單、中英文求學計畫書(含求學、工

作經歷、獲獎紀錄、讀書計畫及未來

生涯計畫)各一份、2.已發表之論著

或翻譯作品若干件(其中至少一件翻

譯作品須同時檢附原文與譯文)、3.

推薦函兩封 

本所为台湾第一所公立、也是唯一设

置博士班的翻译研究所，师资一流、

学风严谨，研究风气鼎盛，软硬体设

备设施充足，深具国际化之特色。本

所课程兼重理论与实际，设立之目

标，一为配合当前社会所需，兼顾科

技整合，培养各领域专业口笔译人

才；另一方面则强调翻译之学术及理

论研究，以配合国家发展，扩大国际

文化交流，提昇学术研究水准。 

设计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論文一份、2.大學及碩士歷

年成績單正本一份，應屆畢業生繳交

在校歷年成績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

後一學年)、3.研究計畫一份、4.師

長推薦函二封、5.自傳一份、6.其他

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各一份(如已發表

之學術著作或作品集、參展作品、得

獎證明等) 

本系涵盖视觉设计、媒体设计、产品

设计、室内设计等设计专业，学生来

自各设计领域，包括商业设计、产品

设计、数位媒体设计、建筑设计、室

内设计、服装设计、剧场设计、美

术、文学、商学、社会学等，以培养

具有跨域整合能力的设计专业人才为

目标，未来将在下列领域持续发展：

设计整合与创新策略研究、设计政策

规划与研究、国际生活形态与时尚趋

势研究、设计管理实务理论研究。 

教育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師長推薦函 1 封、2.碩士論文 2

份，無碩士論文者，應以相當碩士論

文之學術著作代替、3.修業計畫(內

容包括過去學術背景及特殊表現、選

課、未來的研究計畫與職涯規劃

等)、4.最近 5 年已發表之學術著

作、5.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可不

包含最後一學年)、6.自傳 

本系所博士班主要培育教育哲史、教

育社会学及教育政策与行政领域研究

与教学人才，课程规划上兼顾基本理

论的专业素养、研究方法论上的训练

以培养研究实力，并透过专门科目与

自由选修，奠定博士班学生深厚的学

理基础，培养具实做性、批判性与理

论化的多项研究视野与能力之专业研

究人才。 

课程与教学

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師長推薦函 1 封、2.碩士論文 2

份，無碩士論文者，應以相當碩士論

文之學術著作代替、3.修業計畫(內

容包括過去學術背景及特殊表現、選

課、未來的研究計畫與職涯規劃

等)、4.最近 5 年已發表之學術著

作、5.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可不

本所为培育课程研究与教学人才，课

程规划上兼顾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的

专业素养、研究方法论上的训练以培

养研究实力，并透过专门科目与自由

选修，奠定深厚的课程与教学之理论

与实务研究的基础，培养具实做性、

批判性与理论化的多项研究视野与能

力之专业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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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最後一學年)、6.自傳 

社会教育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或在學證明、2、碩士班歷年成績

單、3、自傳與研究計畫書、4、中文

或英文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

料 

社会教育学系教育目标为：培养兼具

「人文关怀、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

内涵，於社教文化事业或第三部门等

领域，具备企划、行销、公关与经营

等核心能力之人才。并以掌握社会脉

动与全人理解、终身教育政策与行

政、不同族群学习特性与方案设计、

社教机构经营与行销、研究方法与媒

体制作、社区发展与地方文化创意产

业等等为学习核心。硕博班核心能力

包括：1.成人创新学习规划能力 2.社

教文化事业经营能力 3.社会教育专题

研究能力 

人类发展与

家庭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相關研究經驗：請檢附佐證資

料、2.碩士論文（或相等於碩士論文

之相關著作），論文如係以外國文字

撰寫者，須附加中文摘要(碩士論文

與推薦函同寄: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 1 段 162 號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林亞寧小姐收，請註明：陸生研究所

甄選、3.相關著作(已發表之有關論

著)、4.學經歷說明書（格式請至

「本系系網/下載專區/其他」下

載 ， 、 路 徑 為

https://www.hdfs.ntnu.edu.tw/ind

ex.php/downs/）、5.自傳、6.大學

（含）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應屆畢

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7.研究計畫

（research proposal）、8.進修計畫

（statement of purpose)、9.推薦

函 2 封（格式請至「本系系網/下載

專 區 / 其 他 」 下 載 ，、 路 徑 為

https://www.hdfs.ntnu.edu.tw/ind

ex.php/downs/）、推薦函請推薦人密

封簽名後與碩士論文寄:106 台北市大

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62 號人類發展與

家庭學系林亞寧小姐收，請註明：陸

生研究所甄選用）、10.其他有利於審

查之相關參考資料 

本系使命为透过卓越的研究阵容和坚

强的教学团队，提供个人与家庭生命

历程，最高品质的研究与教育，最终

为人类社会谋求最大的福祉。综上，

本系定位为『以家庭生活教育、幼儿

发展与教育为专业发展特色，并从生

命历程（life course）的观点提供个

人与家庭生活各层面高品质的研究与

教学，并依据两项专业领域朝向「教

学」、「研究」、「推广与管理」三个生

涯方向，积极培育人才』。 

  

  

体育与运动

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師長推薦函 2 封、2.中文或英文

讀書計畫 1 份、3.應屆畢業生繳交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

1.课程教学兼重体育理论与实务，推

广学、术分群，发挥人尽其才功能。

 2.推动体育研究风气，其研究领域共

分有运动文史哲学、运动教育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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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學年)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證明文件 1

份 

动与休闲产业经营学、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物力学及身体活动心理学六大

学群。 

 3.整合研究人力，规划与推动跨系、

院、校之大型研究计划，提升学术研

究水准。 

 4.不定期邀约国内外体育专家学者，

发表短期讲学或专题演讲，以加强师

生国际与校际交流活动。 

  

健康促进与

卫生教育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明)書(畢業、學位證書)

影本或在學證明，大學歷年成績單正

本，須附名次證明並註明全系、班

（組）人數。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須附名次證明及註明

全班（組）人數(可不包含最後一學

年)、2.研究計畫一份、3.進修計畫

一份、4.自傳一份、5..其他有利於

審查之參考資料【如相關工作經驗證

明、競賽得獎證明、榮譽證明、已發

表之文章、專題報告等】一份 

本学系旨在培养学生能运用健康促进

与卫生教育相关理论策略与方法，以

促进个人、组织团体和社区增能，展

现健康行动，提升其生活品质为最高

目标。本学系是国内唯一设有健康促

进与教育专业博、硕、学士班之学

系，专业课程有健康行销、传播、管

理、企划、老人健康照护、职场环安

卫、社区营造、健康教育师资养成

等。 

运动休闲与

餐旅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畫及進修計畫(含未來的研

究目標及研究領域、選課與生涯規劃

等，3,000 字以內)、2.自傳、3.大

學畢業證書影本(含畢業證書、學位

證書)或在學證明、4.大學歷年成績

單正本(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

績單，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如

證照、語言檢定、技能檢定、經歷證

明、競賽得獎證明、學術論文發表著

作等）、2.推薦函 

1. 本所整合教学资源，培育运动休闲

与餐旅管理跨领域专业人才。 

 2. 配合本校优势与未来发展，促进

运动休闲与餐旅管理研究之卓越。 

 3. 配合本校运动与休闲学院发展方

向，增进产官学界合作机会。 

 4. 因应产业竞争及国家政策发展之

需求，提供运动休闲与餐旅产业优秀

领导人才。 

  

工业教育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論文研究計畫及進修計畫、2.大

學在校歷年成績單、3.大學畢業、學

位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4.自傳、5.

推薦函 2份 

说明:  

 1.培育技职教育、能源应用、车辆技

术、科技应用管理领域专业人才。 

 2.培育学生具上述专业领域理解分

析、独立思考、问题解决与发展创新

能力。 

 3.训练学生具备专业领域管理、实务

技能与规划设计能力。 

 4.培养学生优秀人格特质与自我实现

的积极态度。 

 5.教育学生具备良好职场伦理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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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艺术史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2.

非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或碩士學

位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歷年成績單

影本一份、3.推薦函 1 封，格式自

訂、4.自傳 1 份，包括求學歷程、學

習動機，以及參加學術活動等(請於

自傳中註明申請組別，如報名西方藝

術史組者，建議自傳以英語撰寫)、

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參考資料各

一式 1 份，例如：英語能力證明、專

題報告，或已發表文章、榮譽紀錄、

證照等、6.報考西方藝術史組者，須

檢 附 以 下 英 文 能 力 檢 定 證 明 擇

一:TOEFL iBT71 以上、TOEFL CBT 

197 以上、IELTS 5.5 以上、TOEIC 

750 以上、、或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

學士以上且修業一年(含)以上之全英

語學位報考西方藝術史組者，以上資

料須檢附英文版本。若無英文版本，

須檢附英文翻譯 

1.本所西方艺术史组专任教授为来自

德国、瑞士、澳洲的外国专家，研究

涵盖中世纪欧洲艺术到当代艺术、电

影史、摄影史与博物馆学，以英语进

行授课及论文撰写；东方艺术史组专

任教授毕业自欧美日各国，分别为中

国、台湾、日本之绘画、器物、建筑

等专业。教授们均专注研究教学，也

参与博物馆策展、文化政策规划，熟

悉国际学界且与最新研究趋势同步。

 2.学生选取一组主修，仍需跨组选修

至少一门课程，以增进东西方文化艺

术之交流。 

翻译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僅招收口筆譯組* 1.中英文簡歷、

中英文大學成績單、中英文求學計畫

書（含求學、工作經歷、獲獎記錄、

讀書計畫及未來生涯計畫）各一份、

2.已發表之論著或翻譯作品若干件

（其中至少一件翻譯作品須同時檢附

原文與譯文）、3.推薦函兩封 

招生组别:仅招收口笔译组 

 本所为台湾第一所公立、也是唯一设

置博士班的翻译研究所，师资一流、

学风严谨，研究风气鼎盛，软硬体设

备设施充足，深具国际化之特色。本

所课程兼重理论与实际，设立之目

标，一为配合当前社会所需，兼顾科

技整合，培养各领域专业口笔译人

才；另一方面则强调翻译之学术及理

论研究，以配合国家发展，扩大国际

文化交流，提昇学术研究水准。 

设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應屆

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

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影本一份、2.研究計畫一份、3.師長

推薦函二封、4.自傳一份、5.其他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各一份（如作品集、

參展作品、得獎證明等） 

本系涵盖视觉设计、媒体设计、产品

设计、室内设计等设计专业，学生来

自各设计领域，包括商业设计、产品

设计、数位媒体设计、建筑设计、室

内设计、服装设计、剧场设计、美

术、文学、商学、社会学等，以培养

具有跨域整合能力的设计专业人才为

目标，未来将在下列领域持续发展：

设计整合与创新策略研究、设计政策

规划与研究、国际生活形态与时尚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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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势研究、设计管理实务理论研究。 

教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簡歷（內容包括個人簡介、

申請領域之學習表現及特殊經驗）、

2.研修計畫（內容包括申請領域未來

研究方向及目前的初步探索狀態、選

課與職涯規劃等，3000 字以內）、3.

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可不包含最

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請另提供

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一份、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如獲

獎證明、參與相關研究案經驗、社團

參與經驗、國外求學經驗（包含交換

學生、異地學習）等，但不包含學校

作業、期末報告等 

本系硕士班是培养教育哲史及教育社

会学在学术研究与实务的顶尖人才，

课程特别强调教育理论与教育实际之

统整，教育原理与教育方法之配合，

并注重教育精神之培养。 

全球经营与

策略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次證

明並註明全班人數; 應屆畢業生繳交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可不包含

最後一學年)。、2.推薦函 2 封、3.自

傳 1 份、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

或在學證明、5.讀書計畫書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托福或多益成績單 1 份、2.其他

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   ※所繳資

料，概不退還。 

1.以方法论为基、策略管理为用之课

程设计 

 2.本所主要的核心课程设计为强调运

用决策科学、赛局理论与应用、研究

方法、情境规划等方法作为基础，运

用在领导与决策、策略规划、风险管

理、危机与冲突管理、知识管理等全

球化企业经营时经常面临的决策情境

与问题，并深入重视两岸、东亚、欧

美等国际经贸环境发展趋势。专、兼

任师资更具有丰富策略规划、产业实

务、谈判协商理论、两岸经贸及新兴

市场专题之实务操作及个案教学经

验。 

  

民族音乐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一式一份、2.報考本所動機

一式一份、3.研究計劃書一式一份、

4.學習計劃書一式一份、5.應屆畢業

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可

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另

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

1份 

1.招生优势：致力於台湾传统音乐与

多元声音文化的保存、研究与多媒体

应用;兼顾理论与实作，提供学生各种

演出与实习机会;国际交换及境外活动

机会多。 

 2.招生意愿:本所常与大陆音乐院校

交流互动，招生意愿甚高。 

 3.教学资源条件:拥有台湾传统音乐

领域顶尖师资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

与实务并进之课程，位於台北市区，

邻近国家图书馆、国家音乐厅等专业

机构，每年定期邀请海外杰出学者来

台，举办讲座及工作坊等活动。 

生命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本科）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

1.师资专长包含现代生命科学之细胞

及分子生物学、生理、生态与演化及

生技学门。 



87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

屆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影本 1 份、2.研究計畫 1 份。

（內容應含：研究主題、摘要、研究

背景與目的、材料與方法、預期結果

及重要參考資料等項）、3.師長推薦

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競賽得獎證明、英文能力證明、榮

譽證明、已發表之論文、專題報告等

資料。 

 2.教育目标为培育生命科学研究人

才、生命科学相关产业专业人员。 

 3.课程内容注重基础学识、实务技

能、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俾

使学生进行多元生涯探索与规划。 

 4.整合研究人力，规划与推动大型研

究计划，提升学术研究水准。本系长

年研究材料来自东亚地区，与大陆知

名大学生命科学相关系所有多项研究

合作及定期的学术研讨参访。 

大众传播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歷年成績單正本皆各一份。應屆畢業

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可

不包含最後一學年）、2. 推薦函二

封、3. 中文或英文研究計畫書一份

（含研究題目、研究動機與目的、文

獻探討、研究方法、預期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等）、4. 中文或英文自傳一

份（1000 字以內）、5.自行錄製 6 分

鐘影片，內容包含本人自我介紹，並

說明研究興趣及具體研究計畫，全程

以中文或英文進行皆可、影片請上傳

至 YouTube 、 Google Drive 或

Dropbox 網路空間，並提供影片連結

網址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如：

專題報告、得獎證明等） 

本所发展重点以「新传播科技与数位

内容」、「新媒体之社会、政经与文化

研究」及「新闻／传播基本技能」三

轴线为纲。教师学养深厚，研究、教

学方向开阔，并能开发跨领域的传播

研究主题。在「知识、逻辑分析与新

科技技能」三方面训练下，本所致力

培养学生成为：（一）跨越科技、国界

与文化之跨界人才；（二）开创新媒

体、新思维与新批判之新时代人才；

（三）掌握网路资讯社会脉动、领先

趋势思维之前瞻人才。 

课程与教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簡歷（內容包括個人簡介、

申請領域之學習表現及特殊經驗）、

2.研修計畫（內容包括申請領域未來

研究方向及目前的初步探索狀態、選

課與職涯規劃等，3000 字以內）、3.

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可不包含最

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

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 1 份、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如獲

獎證明、參與相關研究案經驗、社團

參與經驗、國外求學經驗（包含交換

學生、異地學習）等，但不包含學校

作業、期末報告等 

本所主要特色是培养课程与教学在学

术与实务的顶尖人才。在学术上是课

程与教学领域研究人才培育重镇；在

实务上则以培养课程改革与教学创新

之专业人才为目标。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須附

本系规划完整的资讯工程与科学之学

习课程，并配合优秀的师资及实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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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證明並註明全班（組）人數(應

屆畢業生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

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

學位證書影本一份、2.師長推薦函二

封（格式不限）、3.研究計畫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自傳一份、2.其他有利於審查之

相關參考資料各一份（如專題報告、

優良事蹟、外語能力檢定證明等） 

究设备，以培育独立思考、积极负

责、乐观进取的资讯工程及科学专业

人才为目标。 

社会教育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含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或在學證明。、2、大學成績單。、

3、自傳與研究計畫書。、4、中文或

英文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其他有利於申請之

資料。 

社会教育学系教育目标为：培养兼具

「人文关怀、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

内涵，於社教文化事业或第三部门等

领域，具备企划、行销、公关与经营

等核心能力之人才。并以掌握社会脉

动与全人理解、终身教育政策与行

政、不同族群学习特性与方案设计、

社教机构经营与行销、研究方法与媒

体制作、社区发展与地方文化创意产

业等等为学习核心。硕博班核心能力

包括：1.成人创新学习规划能力。2.

社教文化事业经营能力。3.社会教育

专题研究能力 

图文传播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

(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

生請提供學士(或碩士)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2.進修計畫

（2,000 以內，含修課計畫，研究方

向及生涯規劃等項目）、3..自傳

（500 字以內）、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

資料（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發表文

章，專題報告，參與服務性社團相關

證明等）、5.師長推薦函 2 封（格式

自訂，內容應含：學習情形，學術專

長，興趣及待人處事等） 

本系重点研究领域： 

 1.图文影像显示新科技研究 

 2.图文数位内容制作核心竞争力研究

 3.数位内容版权保护管理机制研究 

 4.图文复制与出版科技研究 

 5.影视媒体科技与法规研究 

 6.数位学习与教学媒体科技研究 

 7.视讯多媒体处理与动画技术研究 

 8.扩增实境(AR)内容发展研究 

 9.色彩工程研究 

 10.人工智慧设计应用研究 

  

  

人类发展与

家庭学系家

庭生活教育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須附名次

證明並註明全系、班（組）人數，應

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

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

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影本一份、2.研究計畫（research 

proposal）、3.自傳、4.其他有利於

審查之參考資料【如相關工作經驗證

明、競賽得獎證明、榮譽證明、已發

表之文章、專題報告等】、※所繳資

本系使命为透过卓越的研究阵容和坚

强的教学团队，提供个人与家庭生命

历程，最高品质的研究与教育，最终

为人类社会谋求最大的福祉。综上，

本系定位为『以家庭生活教育、幼儿

发展与教育为专业发展特色，并从生

命历程（life course）的观点提供个

人与家庭生活各层面高品质的研究与

教学，并依据两项专业领域朝向「教

学」、「研究」、「推广与管理」三个生

涯方向，积极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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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概不退還。 

社会工作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經驗證之最高學歷證明文件，或

經學校證明之畢業證書影本及成績

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

或英文譯本。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

學年)、2.就學計畫（動機與研究方

向）一份、3.自傳一份、4.其他有利

於審查之參考資料一份（如：已公開

發表國內外之期刊論著與研討會論

文、專題報告、得獎證明、榮譽證明

等） 

研究领域及特色优势: 

 1.培育家庭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目

标。 

 2.师资专长多元，包括儿少、性别、

移民、社区、非营利组织、贫穷、同

志议题、物质滥用、家庭暴力等。 

 3.专任师资皆具外国博士学位，兼任

师资皆具博士学位且为资深实务工作

者。 

 4.小班教学，并有实习课程。 

 5.本所鼓励学生与姊妹校交换学习及

前往海外实习。 

  

体育与运动

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師長推薦函 2 封、2.中文或英文

讀書計畫 1 份、3.應屆畢業生繳交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

後一學年)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證明文件 1份 

1.课程教学兼重体育理论与实务，推

广学、术分群，发挥人尽其才功能。

 2.推动体育研究风气，其研究领域共

分有运动文史哲学、运动教育学、运

动与休闲产业经营学、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物力学及身体活动心理学六大

学群。 

 3.整合研究人力，规划与推动跨系、

院、校之大型研究计划，提升学术研

究水准。 

 4.不定期邀约国内外体育专家学者，

发表短期讲学或专题演讲，以加强师

生国际与校际交流活动。 

  

欧洲文化与

观光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附名次證明並

註明全班人數。應屆畢業生可不包含

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

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2.中

英文簡歷、3.學習計劃:含修課計

畫、研究計畫五頁(如研究主題，重

要文獻評述等)及未來職涯規劃、4. 

大陸「全國英語四六級考試」570 分

以上或「全國英語等級考試」四級以

上，或托福 iBT92 分以上成績證明，

或其他同等之國際語言檢定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歐語

檢定證明、競賽得獎證明、榮譽證

明、已發表之文章、專題報告、相關

工作經驗證明等） 

本所以「欧洲文化为经，观光研究为

纬」，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之欧洲文化与

文化观光的专业与研究人才，是台湾

观光系所中，少数结合文化与观光双

领域之学术单位。 

 所上师生比低（约为 1：8），教学资

源丰富，每年於暑期带领硕一学生赴

欧洲进行移地教学。本所与法国昂杰

大学合作办理双联学位，目前共有 18

位学生取得台法双学位。另与英国伯

明罕、利物浦大学，西班牙巴塞隆纳

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订有合作协

议，赴外交换机会众多。 

  

复健谘商研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复健谘商研究所於 2004 年成立，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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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究所  1.簡要自傳(含學經歷說明 1,000 字

以內)；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各

1 份。、2.推薦函 1 封、3.大學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4.大

學以上學歷歷年成績單影本 1 份;應

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

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5.在職證

明或服務證明正本 1 份（需曾從事與

身心障礙者服務相關全職工作一年

(含) 以上工作經驗者）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與復健諮商相關領域得獎證明/榮

譽證明。、2.近 5 年內參與相關領域

服務性社團或組織之證明。、3.相關

師級證照、技術士證照、專業人員資

格認證。、4.已發表之相關著作/學術

研討會海報/專題報告等。 

训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相关专业人员

主要目标，营造整合友善的环境，推

动身心障碍者职业及生活自立，倡议

「机会均等」与「充分参与」，促使身

心障碍者享有合理的生活权、教育

权、及工作权。课程规划重视理论与

实务之结合；包括：职业重建、科技

辅具、心理重建、研究工具与方法科

目。本所定期办理学术研讨会，让研

究生参与，教师研究专案亦供硕士班

学生参与学习，提供学生丰富的学习

研究之机会。 

科学教育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應屆畢

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可不包含最

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請提供學士

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一份、2.研

究計畫一份（研究計畫內容應含：研

究主題、摘要、研究背景與目的、研

究方法、預期結果及重要參考資料等

項）、4.師長推薦函二封、5.自傳一

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各一份（如

英文能力檢定證明、競賽得獎證明、

專題報告、榮譽證明等） 

本所学术研究方向 

 1.开发跨领域的科学教育研究 

 2.整合数位学习的相关研究领域（如

资讯工程、脑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

等）,并进行跨领域的基础研究 

 3.开拓科学科技传播研究领域 

 4.研发 E 化评量与诊断教学工具之运

用模式 

 5.研发远距支援系统，协助中学数理

教师进行跨学门之课程与教学研究 

 6.革新课程之研发，如：数学与科学

整合课程研究 

 7.数理领导教师培育模型的建置 

 8.深化科学、社会与文化的科学教育

研究 

营养科学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須附名次

證明並註明全系、班(組)人數，應屆

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

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影本一份、2.研究計畫(research 

proposal)、3.自傳(請註明報考系

別、組別及姓名)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如相

關工作經驗證明、競賽得獎證明、榮

譽證明、已發表之文章、專題報告

等。 

1.师资专长包含基础营养学，临床营

养、团体膳食与公卫营养，及进阶保

健生技等，以拓展学生生涯发展范围

及就业机会为宗旨。 

 2.教育目标为培育进阶营养科学研发

人才与进阶营养实务人才。 

 3.课程内容注重基础学识、实务技

能、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俾

使学生进行多元生涯探索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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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光电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生均繳交在校歷年成績

單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

年）；非應屆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及在校歷年成績單影本一份。、2.

師長推薦函二封、3.讀書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各一份(如專

題報告、論文、研究計畫、獲獎事績

及測驗結果等) 

1.本所学术研究风气鼎盛、软硬体设

备设施充足，师资皆为学有专业及研

究量能兼俱之优秀教师，并具有「以

师为范」的教育热忱与使命。 

 2.本所教学研究领域包含光电材料、

元件及系统与奈米生医及医学影像，

强调理论与实务相互配合，并拥有执

行跨系、院、校之大型研究计划之研

究人力与设备资源。 

  

地球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含）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

單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

非應屆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影本 1 份。、2. 履歷 1 份（含學

經歷、著作目錄），同時請繳交英文

履歷  1 份，格式請至本系網頁

http://www.es.ntnu.edu.tw 下載、

3. 進修計畫一式 1 份、4.推薦函 2 

封（請上本系網頁>招生資訊>研究所

入學>表單下載>「碩士班入學招生推

薦函」格式； 請推薦人填寫、簽

名後，直接線上繳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已發表之近 5 年學術著作各 1 份

（最具代表性之著作，以五篇為限，

無則免繳）、2.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

關參考資料各一式 1 份（無則免

繳）、3. GRE General Test 成績單

（建議檢附繳交，有助申請但非必

要）、4.建議繳交 TOEFL 或等同 TOEFL

之測驗成績單 

本系是师资专业领域唯一同时涵盖天

文、大气、地质、地球物理及海洋等

地球科学五大学术领域之学系，并完

整囊括地球系统科学各面向之教研与

师资培育体系。旨在培养热爱自然、

具永续发展、系统性跨领域思维、及

解决问题能力之专业人才和具学术研

究基础之预备人才，并得以从容面对

多变的世界，进入产、官、学等多元

职场，因应未来的挑战。本系另聘有

数名优秀外籍专任教师，以全英语教

学方式授课，期能增加学生之国际观

与国际竞争力。 

管理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屆

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

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影本一份、(2)讀書計畫書 1 份、(3)

自傳 1 份、(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

考資料 

1.课程模组：本所课程以财务金融与

行销管理两领域为主，其他管理领域

为辅。 

 2.国际化：本所每年招收外籍生，现

有外籍生占总学生人数达 1/4 以上；

每学期皆有数门课程以全英语授课；

本院与韩国又松大学、法国雷恩商学

院 、 INSEEC Business & 

Communication School、德国慕尼黑

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美国新墨西

哥大学等校，相互接受院级交换学生

或双联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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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资讯教育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單正本 1 份，須附名次

證明並註明全班（組）人數;非應屆

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

證書影本 1 份、2.推薦函 2 封、3.自

傳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題報告 1 份、2.英文能力證明

影本 1份 

1.本所为台湾第一个为培育资讯教育

师资而设立的教学研究单位，为台湾

中小学资讯教学提供充裕的优质师

资，教育成效广受各界肯定。本所具

备师资阵容坚强、教学环境良好、学

术研究成果质量佳、学生素质佳、资

讯教育市场占有率高等特色。 

 2.本所教师在数位学习及资讯教育领

域有丰富之教学研究经验，且屡获邀

请协助订定国内重大资讯教育政策，

并担任资讯教育课程纲要之订定及教

科书审查等事务，积极主导国内资讯

教育之发展。 

  

表演艺术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附名

次證明並註明全班人數（應屆畢業生

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

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影本一份、2.自傳（包含學經歷）、

3.研究計畫(包含研讀動機、目的與

學習背景、研究興趣、學習計畫及未

來生涯規劃等)、4.須註明報考組別:

報考「行銷及產業組」需繳交自我介

紹影音資料;報考「表演及創作劇場

專長」需繳交演出影音資料至少 2

種、報考「表演及創作組鋼琴合作專

長」需繳交影片:1.器樂曲: L.van 

Beethoven 或 J. Brahms 二重奏鳴曲

任選一首。以及 (2) 聲樂曲： R. 

Strauss: Ständchen。、※※必繳之

影音資料，請上傳至 YouTube 或其他

網絡空間(如 Dropbox)並提供網址連

結。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 

◎课程分为「行销及产业组(艺术管理

领域)」、「表演及创作组剧场专长、钢

琴合作专长」 

 ◎全台顶尖大学中，唯一经教育部核

准授予表演艺术硕士(M.F.A.)/学士

(B.F.A.)双项顶级艺术学位的研究所

 ◎乐战、知音「音乐剧」大赏、知音

钢琴合作大赏等丰富演出机会。 

 ◎全国唯一在海内外国家级剧院售票

公演的表演艺术系所 

 ◎海外实习(如:英国爱丁堡、美国纽

约 Bard Conservatory) 

英语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系分三組採輪流招生，本年度為

文學組：1.畢業證(明)書影本、學位

證(明)書影本或在學證明、2.大學歷

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

成績單可不包含最後一學期、3.原就

讀學校師長推薦函 2 封、4.中英文自

傳與英文研究計畫(含專長領域未來

研究方向及其相關背景)、5.英文能

力證明、6.與報考組別相關之學科報

告一至二篇 

求真、至善和审美是本系英美文学、

语言学和英语教学三大领域所共有的

学术特色。科学思辩追求「真」，教育

理念达至「善」，文学涵酝度审

「美」。三大领域各擅胜场，长期以来

对於台湾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延续

和创革，深具绝对的全面性影响力。

不管是学术地位、研究能量，教学品

质、出版期刊或毕业生就业率等方面

的评比，本系都高居第一流之列。更

有甚者，师生互动频繁，感情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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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展现泱泱大系的优质风范。深研英语

文，尽在台师大。 

环境教育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含)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非

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

學位證書影本、2.自傳、3.讀書計

畫、4.推薦書二封 

环境教育之推展为社会进步指标。本

所於 1993 年成立，台湾也於 2011 年

施行「环境教育法」，在两岸三地环境

教育领域居领先地位。大陆经济发展

快速、环境品质恶化，开始重视环境

教育，惟未有此专业科系；本所在环

境教育的理论与实务基础，可吸引大

陆学生深造，进而对大陆环境意识及

品质提升产生实质影响。本所专任教

师研究专长涵括环境教育及永续科学

各相关领域，且具跨领域研究与教学

经验，社会资源与国际连结丰富，为

相关领域领导者。 

华语文教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非應屆

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

證書、歷年成績單影本 1 份、2.研究

計畫一式 1 份、3.師長推薦函 2 封

(無定型格式)、4.自傳一式 1 份、5.

外語能力證明或修課經歷、6.其他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各 1 份（如海外經

歷、外國語程度考試、競賽得獎證

明、榮譽證明、已發表之學術論文、

專題報告等；專題報告如非以中、英

文撰寫者，須附中文或英文之摘要）

硕士班发展重点如下: 

 (一)现代汉语语言学研究 

 (二)华语教学专业发展 

 (三)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之理论与

教学法研究 

 (四)华语文测验研发与国际推广 

 (五)跨国远距教学与电脑媒体之华语

教学发展与研究 

  

教育政策与

行政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簡歷（內容包括個人簡介、

申請領域之學習表現及特殊經驗）、

2.研修計畫（內容包括申請領域未來

研究方向及目前的初步探索狀態、選

課與職涯規劃等，3000 字以內）、3.

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可不包含最

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學

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4.其他

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如獲獎證

明、參與相關研究案經驗、社團參與

經驗、國外求學經驗（包含交換學

生、異地學習）等，但不包含學校作

業、期末報告等 

本所为培育教育政策与行政与实务人

才，致力於品质化、卓越化及人格化

的课程规划与学术发展，积极进行教

育政策与行政专业研究，另结合教育

实务工作，进行领导人格的涵泳及教

育成果的推广，以提供国际竞争所需

的人才。 

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500 字以內）、2.研究

計畫（5000 字以內）、3.歷年成績單

【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影

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

1.四部兼重，训练传统而紮实； 

 2.传统与现代兼赅； 

 3.课程均衡而多元； 

 4.教师优良，国际视野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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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屆畢業生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

證書、歷年成績單影本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學術論文至少一篇）、

2.具學術研究潛力資料（如：學術報

告....等）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每位考生限擇一組報名，請考生於

「研究計劃」清楚標明報考之組別。

1.音樂學組：自傳及研究計劃、2.音

樂教育組：自傳及進修（含修課與研

究）計畫。、3.演奏演唱組： (1)

 演唱組： a.自傳及進修（含修

課與研究）計畫 b.演唱 3 種以上不

同語言及 3 種以上不同風格聲樂作

品，共 30 分鐘之影音資料、3.演奏

演唱組：(2) 演奏組：(需選定一種

主修項目) a.自傳及進修（含修課與

研究）計畫 b.演奏含 3 個時期之完

整作品，共 30 分鐘之影音資料、4.

 作曲組： (1)自傳及進修（含修

課與研究）計畫 (2)3 首不同編制之

作品、5.指揮組: (1)須註明合唱指

揮或管絃樂指揮 (2)自傳及進修（含

修課與研究）計畫     (3)指揮 30

分鐘影音資料(需含指揮正面影像)，

及提供該場演出節目單。、※應屆畢

業生均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可

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

均繳交畢業、學位證書影本及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繳之個人

影音資料，請上傳至 YouTube 或其它

網路空間(如：Dropbox，請避免使用

百度)並提供網址連結，謝謝  。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音樂學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2.音樂教育組：音樂教育相關

報告或發表之書面資料。 

本系师资阵容坚强，於演奏、演唱、

教学皆经验丰富且表现优异；课程设

计乃以高层次知性教育为宗旨，对学

生未来就业、深造研究或从事其他音

乐工作均奠定良好基础。 

 特色: 

 教育与学术兼顾，理论与实务并重 

 强化国际学术和展演交流（邀请邓泰

山、安德拉斯、席夫、林昭亮、亚历

山大.鲁丁等国际顶尖大师担任讲座教

授) 

 每年举办近百场大师班暨专题演讲 

 系图书馆典藏丰富 

 展演空间充足 

 邻近国家两厅院，为艺文活动荟萃之

地 

数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招生組別:數學組、數學教育組、統

計與計算科學組 1.大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 1 份;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1 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

年);非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

證書、學位證書影本 1 份、2.研究計

畫一式 1 份、3.師長推薦函 2 封、4.

自傳一式 1份 

招生组别:数学组、数学教育组、统计

与计算科学组 

 本系目标是培育数学、数学教育研究

人才与优秀的中学数学教师。本系主

要有五个研究群：(1)代数与数论；

(2)非线性分析与系统；(3)微分方程

与科学计算；(4)统计；(5)数学教

育。未来希望在此基础上，开拓数学

认知科学之研究群，进行跨领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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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參考資料各

一式 1份 

知科学、电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

之研究。 

台湾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應

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

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

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位

證書影本一份、2.自傳及履歷表、3.

臺灣研究相關專題報告/已發表之論

文或研究計畫(至少 3000 字)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本系教师背景多元，有助学生接收国

内外最新研究资讯；课程涵盖文学、

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

传播学等，以跨领域的课程设计，培

养多元文化人才。 

教育心理与

辅导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招生組別:教育心理學組 1.學士（最

高）學位畢業證書(含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2.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一份、3.中文自傳、4.履

歷(含相關工作經歷)、5.研究計畫、

6.英語水平考試成績單（如 TOEFL 

iBT71 以上成績單）、7.漢語水平考試

成績單(如 HSK 中等 6 級以上)、8.二

位師長推薦函 2 封(格式如本系網站

公佈) 

招生组别:教育心理学组 

 教育心理学组:着重创新教学，整合

知、情、意、行相关的学习理论，包

含测验与评量、认知与教学、人格社

会发展等专业领域。 

  

  

物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經歷及讀書計劃、2.大學成績

單一份;非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

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一份、3.推

薦函兩封、4.英文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1.本系教师之学术研究领域包括量子

材料物理、光电科技、高能与粒子物

理、软物质与生物物理、及物理教

育，教师授课内容皆与研究前沿接

轨。 

 2.本系强调教研国际化，采全英语授

课之专业学习环境，并与国际先进学

府签署学术合作交流协议书，例如芬

兰欧陆大学(University of Oulu)之

博士双联学位协议书等。 

  

运动竞技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須附

名次證明並註明全班(組)人數，應屆

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可不包

含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請另提

供學士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 1

份、2.自傳、3.入學後之進修計畫、

4.師長推薦函 1 封(無定型格式)、5.

實驗參與經驗、運動競賽成績表現等

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配分:資料

審查 100% 

1.本系以培育优秀选手及专业竞技运

动教练为主旨。 

 2.具备优秀运动竞技科学研究之团

队，用以强化选手运动竞技实力。 

 3.竞技训练组:学术研究与实务应用

并重，严谨的研究训练、实际的产业

实习及科学化的运动训练，用以培养

优秀运动竞技选手、竞技与健身运动

指导人才、具特殊专长体育师资。 

 4.竞技科学组:将运动训练或表现以

科学化方式进行探讨，并藉以探究运



96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參考資料 

动设备的研发的可能，以增强选手运

动竞技能力。 

东亚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需附名次證明

並註明全班（組）人數;應屆畢業生

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可不包含

最後一學年);非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

學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2.研

究計畫（原則上不少於 3,000 字，研

究計畫需以繁體中文與學術論文格式

書寫之，需標示題目，並說明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初步文獻回顧、預期

成果、參考書目等。）、3.自傳（原則

上 1,000 字之內以繁體中文書寫，包

括自我介紹與申請本系動機。)、4.

師長推薦函一封、6.其他有利於審查

之資料（如外語能力之證明或已發表

論文等資料） 

本系教学研究聚焦於东亚区域主题，

具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特色，

提供学生人文社会科学进阶训练，并

具备全球视野与在地实践之能力，特

别是独立研究的能力。对东亚区域研

究有兴趣者包括东亚文化与思想、文

化创意与应用、东亚政经与两岸关

系、全球化与治理等领域，皆可申请

本系硕士班。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含）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須附名次證明並註明全班（組）

人數;非應屆畢業生另請提供學士畢

業證書、學位證書影本 1 份、2.研究

計畫 1 份、3.推薦函 1 封、4.自傳 1

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各 1 份

（如已發表之文章、專題報告、專

利、專業證照、傑出事蹟等） 

本系旨在於整合电子、电机、资讯、

控制等多学门之工程技术，并培养跨

学域具系统整合能力之自动化人才，

同时配合工业界之需求，研发高科技

产业之自动化系统，支援国家重点科

技发展，全力朝『系统晶片』、『多媒

体与通讯』与『智慧型控制与机器

人』等三大核心领域发展，以培养能

直接投入电机电子科技之产业高级技

术人才，冀能对国家社会有实质之贡

献。 

图书资讯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生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一份(可不包含最後一學期);非

應屆畢業生請提供學士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歷年成績單影本一份、2.自

傳及履歷一份、3.師長或工作單位主

管推薦函二封、4.進修計畫書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參考資料（如

專題報告、參與社團證明、學術競賽

得獎證明、發表文章等）一份 

本所於西元 2002 年成立，教育目标在

「培育知识服务之管理及学术研究人

才，从事知识之保存、组织、加值、

传递与管理之研究，以期在知识经济

社会为知识使用者创造价值」，本所之

特色：（一）研究及课程教学：数位典

藏与出版、资讯素养与数位学习、网

路技术与网路资讯服务等最具特色

（二）学习环境：设有「数位典藏与

出版实验室」及「资讯素养与数位学

习实验室」（三）积极进行国际合作、

参与国际会议与海外实习，学生具备

国际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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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成功大学 

电话 886-6-2757575-50465 

传真 886-6-2766430 

电子邮件信箱 rusen@email.ncku.edu.tw 

网址 http://www.ncku.edu.tw 

地址 台南市大学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位於台南市东区。台南市最早被称为府城，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拥有最多数量且密度

最高的国家级古蹟，是台湾的文化古都。另外，还拥有台湾最有名的传统美食小吃及夜市，亦保

留最多平地原住民文化。这不仅是府城的骄傲，也是成大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台南亦是台湾农

渔业科技研发与生产重镇，拥有国际级的亚洲蔬菜研究中心及国家级的农、渔、畜、糖、盐业中

心。台南亦是台湾工业重镇，南部科学园区、台南科技工业区及路竹科学园区等十余处工业区，

是成大学子发挥「学以致用」的邻近舞台。 

 2.自 1931 年创校以来，目前本校已发展为台湾学术领域最完整的研究型综合大学，拥有文、

理、工、电机资讯、规划与设计、管理、医学、社科、生科等 9个学院，授予 46 个学士学位、

107 个硕士学位(含 25 个在职硕士专班）、59 个博士学位。全校教师约 1,300 名，学生约 2万多

名。 

 3.校本部由七大校区所组成，连同斗六校区与研究总中心所在的安南校区及设置航太研究中心及

建筑实验群的归仁校区。全校校地总面积达一百八十多公顷。本校从古老的成功校区发源，一路

扩展，形成一座完整有序、生活机能齐全的「大学城」。在古都的古朴文风及校训「穷理致知」的

精神薰陶下，孕育出纯朴踏实的校风。 

 4.本校学生自 1993 年起蝉联台湾天下 Cheers 杂志「企业最爱大学生」奖项，多达 17 年居冠，

在 5大产业中获 3类为榜首；获远见杂志「社会声望指标」奖项。 

 5.本校研究所 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加学分费约人民币 9,000 元至 12,000 元间，实际收费以本校

注册组网页公告为准。 

 6.生活照护：本校有附设医院，提供医疗照护支援，另协助学生办理保险、健康检查及入台证

件。 

 7.住宿申请：请依入学通知相关规定提出住宿申请。大陆地区学生比照侨生及外国学生优先安排

住宿。 

 8.本校提供优秀陆生奖学金，硕士以每人每月新台币 18,000 元为限，博士生每人每月新台币

25,000 元为限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工业设计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2.個人基本資

料、3.碩士論文、4.大學及碩士成績單(含

名次)、5.推薦函兩封、6.投稿論文、專

利、得獎作品、外語能力證明及其   他有

助於說明個人能力之資料 

工设系以「仁」本主义的理念，创

造舒适、安全及环保的产品与环境

为目标，期望透过完整的人文、科

技、感性设计等课程，培育专业的

设计与企划人才；综合美学、工学

及商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陶冶设计理念，以作全盘性之思考

及整体性之设计研究。 

 研究所分为：(甲)整合与策略设

计、(乙)人因与互动设计、(丙)设

计自动化与协同设计、(丁)认知与

感性经验设计 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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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兩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畫(2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6.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7.碩士論文(應屆生繳

交初稿或口試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

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本系积极研究和开发电脑软硬体及

资讯应用相关技术，结合国内产学

研究资源，并与国际接轨，提升国

内产业技术。在 2016 年发布的美

国 大 学 名 校 排 行 (U.S News & 

World Report)资讯领域排名 42。

研究专长含计算机系统、人工智

慧、电脑网路、多媒体系统、软体

工程+物件导向系统、分散式系统+

作业系统设计、编译系统、资料库

系统、语音处理、影像与图像技

术、积体电路电脑辅助设计、资讯

安全、资料探勘等。 

光电科学与

工程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及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4.

畢業證書影本、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5.碩士論文(應屆生可交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及其他有利資料 

光电科技为一门跨领域、尖端、前

瞻性的整合学科，其领域包含光电

物理、电机、材料、化学、化工、

电子、资讯、机械等相关理工背

景。本系的目标在培育高阶光电人

才，发展重点包含光电科学、资讯

与显示光学、奈米与绿能光电、和

生医光电，现有 21 员专任师资，

均俱备极优秀的专业学养和充分的

研究资源。在课程与研究的安排上

以厚植科研基础和产业技术发展，

并致力拓展国际合作与学生的国际

观，使毕业生成为该领域的领导、

精英级人才。 

生命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3.大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4.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

初稿或口試本)、5.未來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生命科学系硕、博士班旨在培养创

新、独立思考、团队合作及实践能

力之专业人才。教学研究主要分为

生物医学、基因体与生物科技、生

态学等三大领域，详细资讯请至本

系网页浏览。欢迎对探讨生命科学

有兴趣之青年申请。 

土木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生應繳在學證

明)、2.學士及碩士成績單正本(宜附排

名)、3.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4.推

薦函 2份、5.自傳、6.攻讀博士學位計劃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文件、2.其他有助審查之

證明文件或專題報告等 

本系创立於 1944 年，为台湾土木

工程教育与学术研究龙头之一，培

养土木工程学科知识、专业知识、

团队合作、与整合能力，并具备持

续学习、国际观、善待环境、人文

关怀态度的人才。 

 专任师资 35 位、兼任师资 20

位。研究领域分别为结构工程、大

地工程、交通工程、结构材料、工

程管理等五大领域。目前重点研究

主题包括地震工程、海上风机、轨



99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道运输、建筑博士班强调独立深入

研究发展，学术创新之能力。 

基础医学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3 封、2.自傳、3.攻讀博士學位

規畫書、4.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5.碩

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或其他

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本所突破传统单一学科组织编制，

由各科所共同合作教学及研究，以

达科技整合与专精双重目的。研究

上，教授依研究方向自由组成研究

群；在教学上，以「感染症」、「神

经科学」、「癌症细胞生物学」及

「转译医学」四个学程为中心。各

教授依专长支援学程。研究生入学

时 ， 可 申 请 不 同 实 验 室

Rotation，以选择适合的学习环境

和研究目标。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畫、2.研究所歷年成績單、3.自

傳、4.推薦函兩封、5.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語言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本系历史悠久，师资阵容坚强，课

程涵盖面广，包容性大，文学、义

理、辞章兼备，从古代文学到现代

文学，均已累积丰富资源，表现杰

出，在台湾名列前茅，於国际间亦

具学术声望。历年来，进入本系就

读之众多外籍生、交换生皆对本系

所提供之学习环境与研究训练感到

满意，觉得有助於其研究能力的提

升。 

心智科学原

理与应用国

际博士学位

学程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務必註明

欲報考之研究群，並指名可指導之教授姓名

1-3 名)、3.個人基本資料 (CV)、4.大學與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5.大學與研究所畢業總

平均 GPA 證明、6.推薦函三封(格式不拘)、

7.英文能力檢定證明、8.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會議論文、期刊論文、專利、得獎作品、

及其他有助於說明個人能力之資料 

本学位学程为跨领域的学程，包

含：认知、资讯工程、设计、及医

学等，强调理论与实务的应用。发

展重点在於：1. 建立基础与应用

并重的跨领域博士学位学程、2. 

发展成为具国际竞争力的教研单

位、3. 与产业结合，培育创新研

发人才。 

交通管理科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上)、3.研究計畫書(5000 字以內)、4.大學

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相關資料 

- 本系师资阵容坚强，专任老师均

具博士学位，分成四大领域，教学

及研究成果颇受国内外重视与肯

定。 

 - 本系博士班的入学申请希望发

掘具有研究潜力之学生。 

 - 本系课程编排以符合博士班学

生之研究需求。 

 - 本系建立并维持系上博士班定

期研究论坛与研讨会的举行，以培

养学生研究技巧的熟练。 

 - 本系提升及确认博士班学生教

学与研究的杰出，并要求发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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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文章於国际一流期刊。 

  

建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自傳、3.讀書計畫、4.

研究計畫、5.研究所歷年成績單、6.碩士論

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7.報考領域

限一項，請註明在歷年成績單的右上角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含設計作品集)、2.其他有助

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为台湾相关科系中历史最悠久

者，2018-2019 年 QS 世界大学建

筑系排名，为台湾唯一进入世界前

150 名之建筑系，拥有完整的研究

所建筑教育课程，包含 1.建筑设

计、都市设计、设计理论、数位设

计、数位制造、智慧建筑/城市 2.

环境规划 3.建筑历史与文化资产

保存 4.建筑结构 5.建筑工程与管

理 6.建筑环境控制等研究领域，

能完整辅助整体学术研究与建筑实

务。 

机械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歷年成績單、2.大學歷年成績單、

3.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總平均 (GPA)證明、4.

大學及研究所學期總排名證明、5.英文能力

檢定證明、6.推薦函（2 封）、7.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8.讀書與研究計劃(1000 字

以內)、9.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發表著作與專業成果 

本系共分六个领域：热流科学组、

固体力学组、机械设计组、机械制

造与材料组、机械系统控制组、新

兴科技(智慧制造、微奈米、光

电、能源与生医技术)。本系是全

国历史最悠久的机械工程学系，学

习内容紮实且深具弹性，可轻易的

转入或横跨其他领域，容易启发并

培养出学子们的创造能力，使人生

充满智慧、挑战性与创造性。本系

师资阵容坚强，系馆宏伟，设备先

进，系友成就非凡。成大机械系的

系友们共同深深刻画了中华民国台

湾的工业史。 

电机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二封、3.自

傳及研究計劃書(1000 字以內，請標明組

別)、4.英文檢定證明、5.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資料(如論文著作等) 

本系教育目标:1.奠定深厚专业知

能:教育学生专业学识，具备创

新、分析、设计及实践四方面能

力，以养成其深厚之电机工程专业

知能、赓续学术研究及跨领域整合

之能力；2.加强团队合作能力：教

育学生具备宽广之知识、沟通技巧

与团队精神，以迎接不同生涯发展

之挑战，并对终身学习之必要性有

所认知；3.实践多元领域学习:提

供学生足以适应国际化及社会需求

之优质教育内容，并教育学生了解

电机工程师於社会、环境、伦理方

面之角色及责任。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劃(2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系积极研究和开发电脑软硬体及

资讯应用相关技术，结合国内产学

研究资源，并与国际接轨，提升国

内产业技术。在 2016 年发布的美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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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

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国 大 学 名 校 排 行 (U.S News & 

World Report)资讯领域排名 42。

研究专长含计算机系统、人工智

慧、电脑网路、多媒体系统、软体

工程+物件导向系统、分散式系统+

作业系统设计、编译系统、资料库

系统、语音处理、影像与图像技

术、积体电路电脑辅助设计、资讯

安全、资料探勘等。 

艺术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畫或學習規劃、2.自傳（1000 字

以內）、3.大學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著作（如論文、研究報告、學術著作

等）、2.語言能力檢定資料、3.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国立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以艺术理

论研究为主要发展方向，课程设计

以「三领域、五分类」为主要架

构，三领域系指：戏剧、音乐、美

术，五分类为：研究法、史、评

论、艺术理论、跨域研究，期培养

学生既专且博之学术基础，并强化

学生艺术跨域研究之能力。 

创意产业设

计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報考時應在歷年成績單右上角註明報考

組別，無註明者以棄權論。、2.大學或同等

學力歷年成績單（含名次）、3.自傳、4.履

歷表、5.研究計畫書、6.B 組需繳交英文作

品集、7.推薦函兩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相關資料（如各項英語文

能力檢定證明、作品集或在專業領域具有卓

越表現之證明） 

创产所以培养开发创意产业及跨领

域整合性研究人才为主要目的，招

收多元学术背景且具备多样性之研

究专长的学生。本所课程以英语文

授课，以落实创意产业在地化与国

际化为目标。教学研究发展分述如

下： 

 (1)品牌与行销企划组：创意产业

管理与行销策略、创意产业政策规

划。 

 (2)媒体与互动设计组：互动设

计、认知心理、人机互动、智慧空

间、文化与创意、数位媒体。 

 (3)产业与服务创新组：产业创意

开发、创意产业创业。 

  

土木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生應繳在學證

明)、2.大學成績單正本(宜附排名)、3.推

薦函 2份、4.自傳、5.攻讀碩士學位計劃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文件、2.其他有助審查之

證明文件或專題報告等 

本系创立於 1944 年，为台湾土木

工程教育与学术研究龙头之一，培

养土木工程学科知识、专业知识、

团队合作、整合能力，具备持续学

习、国际观、善待环境、人文关怀

态度的人才。专任师资 35 位、兼

任师资 20 位。研究领域分为结构

工程、大地工程、交通工程、结构

材料、工程管理等五大领域。目前

重点研究主题含地震工程、海上风

机、轨道运输、建筑防灾、先进材

料等。硕士班重视强化专业问题探

讨、解决、与验证之能力，并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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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心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個人簡歷、報

考動機、對本碩士班之認識、曾參與之研究

計畫、獎勵、社團活動等)、3.研究計畫書

(務必述明未來欲研究之領域，並指名可指

導之教授姓名 1-3 名)、4.推薦函 3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語能力

證明影本、專業排名(加蓋學校負責單位公

章) 

心理学是一门跨自然与人文社会学

科的现代化科学。本系致力其他学

科的整合，发展重点涵盖：认知神

经科学、应用心理学。本系强调培

养学生国际观、语言能力、沟通技

巧、团队合作经验、深厚人本关怀

以及独立学习能力。（详细请见本

系 网 页 ：

http://iocs.ncku.edu.tw/tw/ ）

光电科学与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及研究計畫

(1000 字以內)、3.學歷證件影本、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及其他有利資料 

光电科技为一门跨领域、尖端、前

瞻性的整合学科，其领域包含光电

物理、电机、材料、化学、化工、

电子、资讯、机械等相关理工背

景。本系的目标在培育高阶光电人

才，发展重点包含光电科学、资讯

与显示光学、奈米与绿能光电、和

生医光电，现有 21 员专任师资，

均俱备极优秀的专业学养和充分的

研究资源。在课程与研究的安排上

以厚植科研基础和产业技术发展，

并致力拓展国际合作与学生的国际

观，使毕业生成为该领域的领导、

精英级人才。 

工业与资讯

管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劃(5000 字以內)、4.大學歷

年成績單、5.大學畢業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相關資料 

本所旨在培育具有工程学识的管理

人才，因为计量管理课程占的比例

颇大，学生须有良好的数理基础。

 本系教学以数量方法和电脑使用

为重心，应用於工业界之生产与管

理，注重专业课程与实务模拟，养

成学生正确的管理哲学思想和研究

创新精神，期与工程技术人员配

合，构成现代工业主体。 

生命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3.大學歷年

成績單、4.未來研究計劃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生命科学系硕、博士班旨在培养创

新、独立思考、团队合作及实践能

力之专业人才。教学研究主要分为

生物医学、基因体与生物科技、生

态学等三大领域，详细资讯请至本

系网页浏览。欢迎对探讨生命科学

有兴趣之青年申请。 

环境医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歷證件、2.大學歷年成績單、3.

推薦函兩封、4.簡要自傳(1500 字以內)、

5.攻讀碩士學位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环境医学研究所致力於培育环境与

职业医学的专业人才，学术领域包

含四大方向工业与环境卫生、环境

毒物学与化学分析量测技术研究、

流行病学、职业医学。整体而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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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

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究能量充足，每年计画经费七千多

万元，发表论文五十多篇，鼓励并

补助硕博士班学生出席国际研讨会

发表论文拓展视野，毕业生均能於

学术界及产业界担任要职贡献所

学。 

建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自傳、3.讀書與研究計

畫、4.專業成果(含設計作品集)、5.大學歷

年成績單、6.報考領域限一項請註明在歷年

成績單的右上角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为台湾相关科系中历史最悠久

者，2018-2019 年 QS 世界大学建

筑系排名，为台湾唯一进入世界前

150 名之建筑系，拥有完整的研究

所建筑教育课程，包含 1.建筑设

计、都市设计、设计理论、数位设

计、数位制造、智慧建筑/城市 2.

环境规划 3.建筑历史与文化资产

保存 4.建筑结构 5.建筑工程与管

理 6.建筑环境控制 7.建筑设计等

研究领域，能完整辅助整体学术研

究与建筑实务。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含名次、加蓋原校公

章)、2.自傳(個人簡歷、報考動機、對經濟

學之認識、曾參與之研究計畫、獎勵、社團

活動等)、3.研究計畫書、4.推薦函二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語能力

證明影本、名次(加蓋檢定單位公章)。 

教育目标 

 1、培养具有国际观 

 2、培育拥有人文社会关怀 

 3、具有基础经济学素养 

 4、敬业乐群的社会中坚 

 5、具有严谨经济分析能力 

 6、应用经济分析能力於各相关领

域 

戏剧硕士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畫或學習規劃、2.自傳（1000 字

以內）、3.大學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著作（如論文、研究報告、學術著作

等）、2.語言能力檢定資料、3.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国立成功大学戏剧硕士学位学程整

合文学院「戏剧学分学程」、艺术

所、中文系、台文系、历史系、社

科院心理系、医学院老年所之相关

师资与课程而成。课程特色兼顾理

论与实务，提供均衡的戏剧相关课

程，如历史、理论、评论、编创、

表演、导演等，分为「文学」、「戏

曲」、「戏剧」及「跨域」四类。 

电脑与通信

工程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書(請務必在標題後註明欲

申請就讀之研究領域組別，3000 字以內)、

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

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本所研究领域涵盖电脑、通讯与网

路，尤其以结合跨领域之创新研究

与前瞻性研究为主，并在智慧生活

科技与智慧医疗照护领域成果卓

越。师资阵容与研究成果享誉国

际，其论文发表数在国内一流大学

中亦列居前茅。 

资讯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劃(5000 字以內)、4.大學歷

监於资讯科技蓬勃发展与知识经济

时代的来临，企业电子化策略规划

以及兼具管理素养之管理人才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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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年成績單、5.大學畢業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文件、2.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相關資料 

求日殷，从传统供应链的产业观

念，到资讯协助产业之发展，本校

特别成立资讯管理研究所硕士班，

以理论与实务均衡发展，为国内培

养企业中高阶资讯管理人才。本所

发展重点可归类为以下四个方向:

 1.资料分析与探勘 

 2.管理资讯系统 

 3.智慧绿能系统 

 4.人工智慧 

  

物理治疗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二封、2.進修計畫書與自傳、3.

大專歷年成績(含排名)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經驗、2.專題討論、3.社團活動、

4.競賽成果 

本系所硕士班并重物理治疗临床与

基础研究，培养具实证操作能力的

物理治疗研究人才。研究领域与特

色为  

 •骨科物理治疗、运动医学 

 •神经物理治疗、动作科学 

 •小儿物理治疗、动作发展 

 •心肺物理治疗、运动与健康科

学 

材料科学及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劃(5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專題報告或大學生研究專題等

（專題作品為多人合作者，須詳細註明合作

者姓名及自己所負責部分，並請指導老師簽

名） 

成大在材料领域居世界大学排名第

23 名至第 26 名之间，本系计有专

任教师 30 人，几乎全为世界名校

博士毕业，课程亦经过国际工程认

证，对学生毕业後到国外继续深造

或进入高科技公司及世界大厂就业

皆提供相当有利的条件。 

物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3.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劃、2.研究計劃、3.英語能力證

明影本、4.專業成果 

1.本所硕班成立於 1971 年，秉持

教学与研究并重原则，重视学生健

全人格养成、培育独立思考能力及

专业知识技能，积极发展基础科学

研究。毕业系友遍布各大学及研究

机构。 

 2.积极延揽人才、充实师资及改

善研究环境。已建立氦液化室、低

温物理实验室、薄膜实验室、光电

实验室、分子束磊晶及薄膜实验

室、表面实验室、光散射实验室、

天文实验室、磁性实验室、光谱分

析实验室、超音波实验室等教学实

验室及研究实验室。 

中国文学系

中国文学硕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畫、2.大學歷年成績單、3.自傳

本系历史悠久，师资阵容坚强，课

程涵盖面广，包容性大，文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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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士班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語言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理、辞章兼备，从古代文学到现代

文学，均已累积丰富资源，表现杰

出，在台湾名列前茅，於国际间亦

具学术声望。历年来，进入本系就

读之众多外籍生、交换生皆对本系

所提供之学习环境与研究训练感到

满意，觉得有助於其研究能力的提

升。 

都市计划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大學畢業證書

影本(應屆生請繳在學證明)、3.推薦函 2封

(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4.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5.讀書計畫與生涯規劃

(1000 字以內)、6.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論文、

研究報告、設計作品等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

料) 

1.为台湾地区顶尖城乡规划设计人

才培育首要基地，教研领域以都市

及区域规划、都市设计与再生为核

心，地区经济产业发展、都市工程

与交通运输、资讯科技为辅，强调

理论实务并重。 

 2.国际教研活动热络，长期与多

所顶尖大学(如：荷兰台夫特大

学…等)交流合作，并有跨国双学

位(如：英国曼彻斯特、里兹、格

拉斯哥等大学)及交换生计画(德国

包浩斯大学)。 

 3.毕业系友多为台湾城乡规划设

计菁英，就业市场扩及海外及大陆

地区。 

交通管理科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書(5000 字以內)、4.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相關資料 

-师资阵容坚强，专任老师均具博

士学位，教学及研究成果颇受国内

外重视与肯定。 

 -硕士班的入学申请盼发掘具有研

究潜力之学生。 

 -采取市场导向的教学哲学，以高

品质教学与研究为本系的核心价

值。 

 -鼓励并支持本系教职员与学生参

与运输相关业界的研究计画，透过

合作关系来分享与深化交通运输领

域的专业知识。 

 -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技巧，并透

过个案研究、互动性的团队计画以

及实习机会等教学方式，以逐渐灌

输终身学习的认知。 

教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3.研究計畫(2000 字以內)、4.推薦

信兩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1.培养主导教育革新的学者，养成

专精的教育、辅导与研究专业人

员。 

 2.重视理论、实务与研究方法学

的训练（质、量的研究作业及报

告，着重个案分析及行动研究），

分「教学与评监」、「心理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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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两大领域开课，使学生有所专精与

统整。 

  

医学资讯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畫(2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専業成果、3.其

他有助於審查的資料 

本所为南台湾第一个结合资讯技术

及医学研究为重心的高级学术单

位，为致力於培育新一代资讯科技

应用人才、积极研究及开发医学资

讯之软/硬体相关技术，并与国际

接轨，提升国内医学资讯产业技

术，并在政府「五年五百亿迈向顶

尖大学」计画的资助下，迈向国际

一流之医学资讯研究所。本所医学

资讯之应用范畴非常广泛，研究专

长涵盖：生医讯号及识别、生医资

讯检索及探勘、机器学习、生物统

计与运算、医学影像与模型建构、

医资系统与介面 

地球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3.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2.研究計畫、3.英語能力證

明影本、4.專業成果 

一、台湾地壳变形速率高。 

 二、台湾位处於板块边界，地质

年代新且活跃，山高水急，地貌多

样，如此地质环境加上快速气候变

迁，使得台湾成为世界上一个活跃

且快速变迁的地质实验场。 

 本系因应社会需求变迁，重点发

展方向分三大领域：岩矿地化、地

球物理、应用地质。 

  

口腔医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中英文簡要自傳、3.研

究計畫書、4.大學歷年成績單、5.中、英語

能力證明影本、6.專業成果或其他有利審查

之文件 

甲&丙组(基础组&医疗器材组): 招

收 

 乙组(临床组):不招收 

  

 本所发展重点: 

 一、本土性及地域性口腔疾病的

研究 

 二、新口腔医疗观念、产品、试

剂及诊断治疗工具的开发 

 三、奈微科技於口腔医学之转译

性研发 

 四、口腔组织工程研究 

 五、医疗器材研究 

  

材料科学及

工程学系绿

色应用材料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4.研究

計劃（5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成大在材料领域居世界大学排名第

23 名至第 26 名之间，本系计有专

任教师 30 人，几乎全为世界名校

博士毕业，课程亦经过国际工程认

证，对学生毕业後到国外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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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專題報告或大學生研究專題等

（專題作品為多人合作者，須詳細註明合作

者姓名及自己所負責部分，並請指導老師簽

名） 

或进入高科技公司及世界大厂就业

皆提供相当有利的条件。 

工业设计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專歷年成績(含名次)、2.設計相關作

品集或相關專業資料、3.研究計畫書(至多

5 頁)、4.自傳(至多 2 頁)、5.推薦函二

封、6.其他有助於甄審資料(如論文、著

作、競賽得獎、外語檢定能力證明) 

工设系以「仁」本主义的理念，创

造舒适、安全及环保的产品与环境

为目标，期望透过完整的人文、科

技、感性设计等课程，培育专业的

设计与企划人才；综合美学、工学

及商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陶冶设计理念，以作全盘性之思考

及整体性之设计研究。 

 研究所分为：(甲)整合与策略设

计、(乙)人因与互动设计、(丙)设

计自动化与协同设计、(丁)认知与

感性经验设计 四组。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劃(5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語言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4.碩士論文 

为配合两岸经贸科技发展及交流所

需的法学人才，本系着重於经济、

贸易、教育、医事、劳工、科技、

文化、环保等科际整合领域课程的

开设。具体来说，本系的硕士班分

为「公法组」、「民商法组」，及

「刑法组」，并为非法律系毕业生

规划「科际整合法律组」。 

机械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畢業總平均(GPA)證

明、3.學期總排名證明、4.推薦函（2

封）、5.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6.讀書與

研究計劃(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所歷年成績單、2.英文能力檢定證

明、3.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如論文著作 

本系共分六个领域：热流科学组、

固体力学组、机械设计组、机械制

造与材料组、机械系统控制组、新

兴科技(智慧制造、微奈米、光

电、能源与生医技术)。本系是全

国历史最悠久的机械工程学系，学

习内容紮实且深具弹性，可轻易的

转入或横跨其他领域，容易启发并

培养出学子们的创造能力，使人生

充满智慧、挑战性与创造性。本系

师资阵容坚强，系馆宏伟，设备先

进，系友成就非凡。成大机械系的

系友们共同深深刻画了中华民国台

湾的工业史。 

中国文学系

现代文学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畫。、2.大學歷年成績單。、3.自

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語言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之審查資

料。 

本系现代文学硕士班师资阵容坚

强，不仅在研究与教学皆有卓越表

现，更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等领

域，充分突显现代文学的优越性、

特殊性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同

时，对当代世界文学的潮流与趋

势，也予以十足的关切，相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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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研究现代文学优良的学习资

源。 

  

公共卫生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學經歷、著作、創作、2.大專歷年

成績單(含排名)、3.自傳、4.研究計畫書、

5.推薦函二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文檢定、

公衛能力測驗、研究獎勵、國家證照)。 

1.本所於 2000 年成立硕士班，

2008 年成立博士班，2015 年成立

硕士在职专班。学生的背景多元，

涵盖医药卫生、护理、统计、社会

科学及其他相关领域，有利於彼此

学习互动，扩大见闻。 

 2.本所师资学养兼备，研究专长

涵盖卫生政策、社区卫生、流行病

学、生物统计、健康促进、临床试

验评估、及成本效益分析等。 

 3.本所拥有丰富的全国性健康资

料库及统计软体，有利於学生学术

研究及学习。 

  

统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 2 封、3.自

傳(個人簡介、報考動機、對機率統計之認

識、曾參與之研究、比賽或獲獎記錄、社團

活動等)、4.研究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相關資料：如個案報告、研究成果(以上

二者合計至多 3件) 

1.是国内少数综合型大学设有统计

专业课程的科系，设有学士班、硕

士班和博士班，对各个阶段统计人

才培养提供完善的课程与设备。2.

设有统计谘询中心、调查统计研究

中心、工统实验室、及管理工作室

等专业教室，空间及软、硬体设备

方面显着地优於国内其他统计系

所。3.师资阵容整齐，统计专长涵

盖理论、生物、工业及商业各领

域。4.本所的特色课程「统计谘

询」及「统计谘询专题」重视个案

研究，邀请谘询者与同学面对面进

行沟通。 

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劃(5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化學專題研究成

果、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一、学程规划注重化学各领域的均

衡发展，包含物化、有机、分析、

无机、生化、材料等化学之专业学

科。 

 二、着重理论与实验并重，以求

实验与理论互相印证。 

 三、成立跨领域研究群，加强系

际、校际或建教合作之大型研究计

画。 

 四、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培育化学专才。 

制造资讯与

系统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二封(格式不

拘)、3.自傳、4.研究計劃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本所为台湾第一个整合 E化制造、

自动化技术、制造管理、制造知识

应用与制造系统等之教学与研究单

位，其主要方向为制造资讯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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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整合，以因应国内产业升级之人力

需求及引领国内先进制造研究发展

为目标之高级学术单位。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二封、3.自

傳及研究計劃書(1000 字以內，請標明組

別)、4.英文檢定證明、5.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資料(如論文著作等) 

本系教育目标:1.奠定深厚专业知

能:教育学生专业学识，具备创

新、分析、设计及实践四方面能

力，以养成其深厚之电机工程专业

知能、赓续学术研究及跨领域整合

之能力；2.加强团队合作能力：教

育学生具备宽广之知识、沟通技巧

与团队精神，以迎接不同生涯发展

之挑战，并对终身学习之必要性有

所认知；3.实践多元领域学习:提

供学生足以适应国际化及社会需求

之优质教育内容，并教育学生了解

电机工程师於社会、环境、伦理方

面之角色及责任。 

  

政治学系政

治经济学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專歷年成績單、2自傳及研究計畫書、

3推薦函兩封(格式不拘)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各式語文檢

定成績、參與學術研究計畫、學術文章) 

教学宗旨：注重国家及国际层次之

政治决策对市场经济活动之影响分

析，运用多元的研究理论及方法，

提供公共治理、比较分析、国际脉

动、宏观管理、风险评估、群际互

动、决策科学、创新思考及趋势解

构等面向的学术训练。 

 研究领域：政治理论与方法、公

共行政、比较政治、国际关系 

  

  

工程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至少 1封)、2.簡要自傳(500 字

以內)、3.研究計畫(500 字以內)、4.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如發表之論文或專利等)、2.

其它有利審查等資料 

本系硕士班教育宗旨为培育专业工

程领域之研究人才，学生应具备专

业学识技能、创新、协调等能力及

广阔的国际视野。 

 研究领域： 

 A.电机控制与通讯 

 B.资讯工程与应用 

 C.量子电脑：量子科技、量子资

讯、量子光学 

 D.应用力学固力及热流 

 E.系统整合 

 F.生医光电：奈米生医系统、微

流体晶片、光电工程 

  

微生物及免

疫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二封(請自行

至 本 行

1.为台湾中南部首屈一指之研究

所，教授皆为国内外名校之博士，

在各个领域学有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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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cimmun.ncku.edu.tw/index.php)

網站下載、3.簡歷、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文能力

檢定資料、特殊獎項、發表論文、研究報告

等。 

 2.拥有世界级的登革及肠病毒 71

型病毒研究中心，研发抗病毒药物

及疫苗；此外也研究 A群链球菌、

艰难梭状杆菌等之致病机转及气

喘、癌症、中药。 

 3.重视学术气氛的营造，养成学

生进取之学习态度。每周举行免疫

及感染症学书报讨论会，由各实验

室轮流报告，分享成果并互相切

磋。 

 4.校友无论是出国深造或在学

界、业界都有很好的发展。 

考古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就讀研究計畫(含未來研究方向主題說

明)、2.自傳(2000 字以內，含就讀動機說

明)、3.大學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著作(如論文、研究性報告、學術性著作

等)、2.語言能力檢定證明、3.其他有利於

審查資料 

本所教学与研究发展目标规划四个

特色：1.奠基考古专业基础训练；

2.以历史考古深化在地史学；3.南

岛考古研究与国际接轨；4.完善文

化资产经营与发展。此外，由於文

化资产保存法以及相关规定逐渐修

订完善，未来我国将需要数倍至十

倍的考古专业人口。本所规划强调

理论与田野实习的结合，落实完整

训练，为学生提供兼具深造和就业

的宽广发展。除考古学、文化资产

之基本特点之外，尤其以南岛考古

涉及亚洲大陆东南沿海，因此具有

招收陆生的意义。 

电信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書(5000 字以內)、4.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相關資料 

-发展目的为配合全球电信事业国

际化、民营化、自由化经营发展的

趋势，强化管理与研究人才的培育

与训练。 

 -采取市场导向教学哲学，以高品

质教学与研究为核心价值。 

 -与外所教师密切合作以增进学生

多元的学习机会。 

 -鼓励并支持本所教职员与学生参

与电信相关业界的研究计画，透过

合作关系来分享与深化电信管理领

域的专业知识。 

 -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技巧，并透

过个案研究、互动性的团队计画以

及实习机会等教学方式及认知。 

环境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畫(5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学制领域完整、师生同心、社会

评价高。 

 2.各项教研仪器设备精良，具国

际顶尖水准。 

 3.广纳国际知名教授，推动教学



111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參與之

專題研究、著作、社團活動、獎勵等) 

研究国际化。 

 4.与校内外顶尖研究中心「永续

环境实验所」整合发展。 

 5.发展尖端环保科技，提昇产业

竞争力。 

 6.通过 IEET 认证规范：建制教研

之「自我检讨」、「持续改善」及

「自我管理」之机制。 

  

微电子工程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書(3000 字以內)、4.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

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本所师资优良，历年研究成果丰

硕，教师主要从事各种半导体材料

与元件的研究，13 位教师平均每

年共约发表 SCI 论文 150 篇，亦配

合南部科学园区厂商进行相关之研

发，使学生得以兼顾学术理论及学

以致用。 

数据科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 2封、3.自

傳（個人簡介、報考動機、對機率統計之認

識、曾參與之研究、比賽或獲獎記錄、社團

活動等）。、4.研究計劃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相關資料：如個案報告、研究成果（以上

二者合計至多提供 3件）。 

1.本所学生将学习统计资料分析的

理论与实务，并能从数据中产生正

确的洞察； 

 2.训练学生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的方法，并能设计出精准的预测模

型； 

 3.将传授最前瞻的人工智慧技

术，让学生在各种资料应用中做出

智慧决策。 

  

生物化学暨

分子生物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3 封、2.自傳（1000 字以內）、

3.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4.研究計劃

(2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題研究報告或

實際參與研究工作 2個月以上證明書 

1.专任教师教学与学术专长符合：

课程依教师专长与研究领域开设，

强调专业能力与个人发展潜能。2. 

课程规划与核心能力相符：用心规

划课程，运用多元教学方法提升教

学品质，毕业後能投入生物技术相

关领域或进一步修读博士学位。3. 

研究与专业表现成果杰出：研究范

围包括癌症分子生物学、讯息传

递、蛋白质化学、心脏血管疾病、

结构生物学、生医奈米和基因治疗

等。4. 产学表现与创新与科技技

术转移成功经验：缔造不凡产业。

台湾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2.教授推薦書 2 封、3.中文

(或英文)成績單、4.中文(或台文)研究計畫

書及相關論文著作 

硕士班主要让学生深入了解台湾研

究之各相关议题并评估自己未来是

否合适从事学术研究之生活。本系

提供硕士生多元的研究领域选项，

学生可依其专长及兴趣选择研究主

题，譬如文学、文化、历史、媒

体、戏剧、台语教学、语言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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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台湾与区域比较研究(东南

亚、亚洲)等。本系提供硕士生担

任教学助理或研究助理之工作机

会。本系硕博班有不少国际学生，

可让学生提前学习与外国学者交流

互动。本系也提供研究生到国外交

换学习的机会。 

外国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2.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二

封、4.英文檢定成績證明、5.英文讀書計

畫、6.英文自述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個人作品或 writing sampl 

研究领域：文学组：英国文学、美

国文学、文学理论、中古世纪文

学、戏剧等。语言学／语言教学

组：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

言教学等。本系培养具有批判思

维、优秀外语能力、跨国人文素养

及在地关怀之专业人才。期许培养

学生具备下列核心能力：1.运用专

业文学或与语言学的英语沟通能

力。2.理解各种理论差异，具备批

判性书写能力。3.拓展跨领域的批

判思维及全球脉动的观察视野。4.

强化创新领导、团队合作、创意研

究能力。 

医学检验生

物技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二封(請自行

至本系網站下載)、3.簡歷及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文能力檢

定資料、特殊獎項、發表文獻、研究報告

等) 

研究领域:感染症检验研究、代谢

疾病检验研究、癌症检验研究、生

物技术研发 

 系所特色:本系硕士班学生，以实

验室专业、生物科技之应用、分子

检验试剂及方法之研发为目标，并

提供医检人员继续教育以增强医检

学识、实验室管理及研发能力。教

育则以增进学生的生命科学知识、

思考能力及实验执行能力为目标。

教学强调授课、实验及实习三者完

整配合。以培育高级医检管理及谘

商人才，培育医学生物科技研发人

才。 

  

奈米积体电

路工程硕士

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書(3000 字以內)、4.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

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本学程是一跨领域学程，研究方向

整合积体电路制造及设计相关领

域，并具有创新及整合性的学程设

计。目前本学程与半导体产业在研

究计画及人才培训紧密合作，以培

育学用合一及产业需求导向之专业

人才。 

测量及空间

资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大學歷

本系之研究教学专业领域包含了地

球空间资讯的收集、分析、解读、

管理及应用科技。从专业领域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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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年成績單、5.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資料 

关性来分类，本系大致可分为三个

代表性专业领域:全球定位系统、

卫星遥测以及地理资讯系统，通称

为 3S (GPS, RS and GIS) 科技。

生物医学工

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4.大學歷

年成績單 

本系所范围极广泛，核心课程涵

盖：（一）生医电子与医疗影像、

（二）生物力学与医疗器材与

（三）生医材料及组织工程、

（四）医疗器材创新设计等领域。

本系以工学院现有雄厚之设备、师

资及资源为基础，配合医学院及教

学医院之设备与师资，训练培育具

有工程科学之专才，并提供生物医

学之特殊训练及研究，使其能担当

开发医疗科技之医工专才。同时训

练及培育临床专科医师之现代工程

科技，使其医疗、诊断与研究能达

到国际医疗科技水准。 

分子医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劃(5000 字以內)、4.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4.英語能力證明影

本 

本所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国际

分子医学相关专业知识及技术，训

练学生具备严谨的研究态度及独立

思考的能力。 

 研究特色： 

 一、癌症生物学领域：包括不同

癌症研究，人体药物敏感之评估，

及抗癌药物与癌症治疗之研究。 

 二、遗传及发育生物学领域：利

用现代分子/细胞遗传学的理论及

技术，从事遗传与发育疾病之研

究。 

 三、传染性疾病领域：本所探讨

致病性细菌及肠病毒、HCV 等病毒

对宿主的致病机转及预防与治疗的

策略。 

人工智慧科

技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劃(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劃(2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

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本学位学程积极研究和开发人工智

慧软硬体及应用相关技术，结合本

校资讯工程系师资及国内产学研究

资源，并与国际接轨，提升国内产

业技术。研究专长涵盖人工智慧、

资料科学、机器学习、资料探勘、

巨量资料平台、多媒体系统、电脑

及行动网路、平行运算、语音及讯

号处理、影像与图像技术、嵌入式

系统及晶片设计等。本学位学程亦

积极与医学、金融、制造等领域人

工智慧医学、金融科技、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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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智慧制造、机器人、自驾车等跨领

域研究。 

生物医学工

程学系医疗

器材创新国

际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推薦函 2 封、2 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 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 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本系所范围极广泛，核心课程涵

盖：（一）生医电子与医疗影像、

（二）生物力学与医疗器材与

（三）生医材料及组织工程、

（四）医疗器材创新设计等领域。

本系以工学院现有雄厚之设备、师

资及资源为基础，配合医学院及教

学医院之设备与师资，训练培育具

有工程科学之专才，并提供生物医

学之特殊训练及研究，使其能担当

开发医疗科技之医工专才。同时训

练及培育临床专科医师之现代工程

科技，使其医疗、诊断与研究能达

到国际医疗科技水准。 

药理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自傳、3.大學歷年成績

單、4.讀書及研究計劃 (3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相關資料 

本所主要教育目标为：1.培养专业

医药科技人才，提升医药业服务水

准；2.提升基础及转译医学学术研

究水准及研发能量。研究发展方向

为与疾病有关之循环和神经系统疾

病，代谢性疾病、以及癌症之致病

及药物作用机转，并配合药物安全

性与环境保护原则，从事药理学及

基础医学之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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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中兴大学 

电话 886-4-22840206 

传真 886-4-22857313 

电子邮件信箱 yihsinlin@nchu.edu.tw 

网址 http://www.nchu.edu.tw 

地址 台中市南区兴大路 145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国立中兴大学创立於 1919 年，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国立综合大学。设有文学院、农业暨自然资

源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生命科学院、兽医学院、管理学院、法政学院、电资学院等 9个学

院，全校专任及兼任教师超过 1000 人、学生人数超过 16000 人，学校规模为全台国立大学前三

大。 

 2.本校为中部地区唯一获教育部「迈向顶尖大学」计画经费补助的学校，教学研究资源丰富，有

大型图书馆，另设有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环境保育暨防灾科技、先端产业暨精密制程、国际农

业、转译医学等研究中心，支援全校师生进行教学研究。 

 3.本校 10 大领域名列基本科学指标(ESI)全球排名前 1% (农业科学、植物与动物科学、工程、

材料科学、化学、生物与生化、临床医学、环境/生态学、药理与毒理学、一般社会科学)，全国

排名第三。 

 4.本校位於台中市(连续两年在全台「宜居城市」中排名第一)，地理位置优越、南北交通便利、

气候宜人、物价亲民，距离台铁台中站及高铁台中站约 10-30 分钟车程，公共运输系统相当便

捷。 

 5.本校与国际近 300 所大学缔结姊妹校(其中大陆地区有 65 所)，建立有密切学术合作交流，学

生可申请赴海外交换就读，提升国际竞争力。 

 6.本校设有优秀学生奖学金。研究生学杂费(含学分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5000~53000 元；住宿费

每学期约新台币 8500~11000 元；每月生活费约新台币 7000~1000 元。 

 7.陆籍新生优先保留宿舍床位，宿舍内提供床组、桌椅、冷气机、饮水机、洗衣机、烘衣机、电

话、网路等生活必需品。宿舍区实施门禁管制，维护同学安全。 

 8.本校有专责之大陆学生辅导单位，并设有导师制度、心理谘商服务，对学生在生活及课业遭遇

困难时，提供多元协助。另本校现有超过 130 个社团，学生可依个人兴趣参与多元化社团活动，

快速融入本地生之生活。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兽医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 1000 字內、讀書計畫 1000 字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內、大學歷年成績單、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1.培养具有诚朴精勤、关怀生命

之现代青年。 

 2.培养具有动物医学研究创新

知能及国际学术着作发表能力之

人才。 

企业管理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 1000 字內、研究計畫 5000 字內、

大學歷年成績單、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包含論

文初稿)、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推薦函 1 封、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

本系博士班主要培养能以科学方

法定义问题、推演假说与实证分

析，并能钻研理论与创新知识的

专业精英。课程包含『人力资源

与组织』、『国际企业与策略管

理』、『财务管理』及『决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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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明等） 学』四领域以培养学生专才能

力。 

中国文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讀書計畫 1000 字內。、簡要自傳 1000 字

內。、研究計畫 5000 字內、大學歷年成績

單、研究所歷年成績單、碩士論文、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 

"1.设系超过五十年，具有优良

传统。 

 2.本系过去每学年来自大陆交

换生约二十名，具丰富辅导经

验，目前在学学生有硕士学位陆

生二名，博士学位陆生四名，表

现优异。 

 3.师资专长涵盖学术思想、古

典与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字、文

化与应用领域，研究、教学均有

杰出表现。 

 4.师生每年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与各方学者往来密切，易於

招生。 

 5.经常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前来

学术演讲，参与学术会议，担任

客座教授，能见度高。" 

  

土木工程

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 1 封、簡要自傳、讀書計畫、研究計

畫、大學歷年成績單、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專業成果、其他 

"土木工程学系自 1961 年成立迄

今已近半世纪，建立了优良的风

格并成为培育土木工程栋梁的殿

堂。毕业的校友不论是在提升国

内学术的研究水准，或是参与各

项全国性的重大建设上，皆具举

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本系为规划 21 世纪前瞻性土木

工程教育，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

之特色。配合师资及发展重点，

规划有下列之研究领域：结构工

程组、水利工程组、大地工程

组、测量及营建工程组。 

 " 

  

  

兽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 字內。、2.讀書計畫 1000

字內。、3.研究計畫 5000 字內。、4.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

著作、得獎證明等）。 

"1.培养具有诚朴精勤、关怀生

命之现代青年。 

 2.基础组培养具有基础动物医

学研究技术之人才。 

 3.临床组培养具有动物医疗素

养及临床研究基础技术之人才。

" 

  

行销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建議一頁)、2.讀書計畫、3.大

1.因应快速变迁的人口、经济、

技术、政治和全球竞争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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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學歷年成績單、4.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2.推薦函 1 封、3.專業成果、

4.其他(研究所歷年成績單)等 

化，本系在课程结构设计、教学

方式和研究领域等方面也随之不

断调整与修正，期使培育的人才

和研究成果符合市场所需。 

 特色 

 a.除开设商管基础课程外，并

规划策略行销、流通管理及消费

者研究三个领域课程，给予学生

完整训练 

 b.设立有专业行销实验室，供

系上师生从事教学与研究 

 c.规划学生校外企业参访，增

加实务经验 

 d.鼓励学生出国交换 

 e.提供企业实习机会 

外国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 字內。、2.讀書計畫 1000

字內。、3.研究計畫 5000 字內。、4.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

著作、得獎證明等）。 

1. 培养熟悉经典文学的研究传

统，并能掌握当代批评理论及新

兴的文学与文化议题之专业人才

 2. 培育外国文学研究人才 

 3. 培养学术专业英文的表达能

力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 字內。、2.讀書計畫 1000

字內。、3.研究計畫 5000 字內。、4.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

著作、得獎證明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为国立大学

材料系中，第一个通过 IEET「工

程及科技教育认证」之系所，每

位教授不仅教学认真且有辅导热

忱，教学研究设施完善，设有多

部国科会贵重仪器与校内贵重仪

器，研究的成果屡获国内外大

奖，本系在研究上获得国际上的

认同，於 2009 年全球 ESI「材料

科学」学门论文排名 279 名，系

上教师积极投入研究工作，建教

合作计画一年超过 1 亿元，是理

论与实务兼备的系所，更是具备

学习与深造的超优环境。 

  

  

电机工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簡要自傳。、3.讀書計

畫。、4.研究計畫。、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

他。 

"1. 研究领域分为通讯资讯、系

统与控制、半导体与光电、系统

晶片四个领域。 

 2. 教学特色：结合一流师资、

齐全的研究设备、充裕的国际合

作管道及中科产业密切的合作关

系。 

 3. 系统晶片组因涉及晶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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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程，请考生勿报名此领域。 

 4. 本 系 网 址 ：

http://www.ee.nchu.edu.tw/" 

  

教师专业

发展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 字內。、2.讀書計畫 1000

字內。、3.研究計畫 5000 字內。、4.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

著作、得獎證明等）。 

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全方位知识、

国际观、社会责任的教师专业发

展研究和实务人才。 

国际农学

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讀書計畫、大學歷年成績單、英

語能力證明影本。、推薦函 1封、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其他 

"1. 强化院系资源整合，培养具

跨领域农学专长人才。 

 2. 使学生了解全球农业情势与

潮流的脉动，提升国际观及英语

能力，培训前瞻性的见解与分析

能力。 

 3. 本学程目前主要研究发展方

向：农药学与土壤微生物、环境

毒理学、植物生态、森林生态系

碳吸存与保育、农业旅游及六级

产业、社区永续发展、农业经

济。 

 4. 本学程积极招收来自世界各

地之优秀学生，采用全英文授

课、论文与口试以英文为主。" 

  

  

基因体暨

生物资讯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2.簡要自傳、3.讀書計

畫、4.研究計畫、5.大學歷年成績單、6.英

語能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其他 

"本所的教学特别注重学理与实

务之配合，培养生医资讯及精准

医学实用之研究人才，未来可投

入新药开发和个人化医疗方面的

精准医学领域，成为生物科技、

生物资讯、程式设计及大数据研

究之菁英。其研究发展重点为：

 1.生医大数据与生物资讯。 

 2.基因体医学。 

 3.药物设计与新药开发。 

 4.临床精准医学。" 

  

统计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內。、

3.讀書計畫 1000 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 5000 字內。、2.英語能力證明影

1、培养具有专业知识、表达能

力、应变能力与国际观之统计人

才。  

 2、培养生物医学与生态系统分

析人才。 

 3、工业统计与财务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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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本。、3.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   

兽医病理

生物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影本。應届畢業生請提供學生証

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文件。

應届畢業生請提供大學部一年級至畢業前一

學年之成績單及名次證明文件。、3.推薦函一

封 。 推 薦 函 格 式 請 至 本 所 網 頁

(http://www.ivp.nchu.edu.tw/download/ph

p)下載。、4.簡要自傳。、5.讀書計劃。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檢定證明。、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 

"1. 培育兼具理论与实际应用之

高阶兽医病理生物学研究人才。

 2. 培养学生病理诊断、逻辑推

理及沟通技巧等关键能力。 

 3. 培养学生应用动物医学与致

病机制研究等专业知能与实验操

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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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国立阳明大学) 

电话 886-2-28267000 轉 7303 

传真 886-2-28250472 

电子邮件信箱 exam@ym.edu.tw 

网址 https://web.ym.edu.tw/bin/home.php 

地址 台北市北投区立农街二段 155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 本校为国内第一所生物医学领域为主之综合大学，以培育生医领导人才为目标。 

 2. 本校创建於 1975 年，早期以培养医师为主，近年来则更专注於生物医学领域的教学及研究，

本校教师平均论文发表数 43.62 篇（十一年累计数）位居全国第一：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布 2021 年世界大学排名，本校排 298，在生医领域排名则为

180。由於方向明确，本校在癌症、脑科学以及高龄医学研究等生物医学领域已建立领导地位；在

生医领域之临床服务、教学研究及卫生行政等方面也有卓越表现。本校近年来培养许多具备团队

合作能力与创新思维的生医领袖人才，结合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资源，推动精准医学研究，将研

究成果应用於临床医疗实务、生医材料/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然为因应未来大数据、智慧医疗等

新兴领域如火如荼的开展，且台湾目前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等社会问题，势必寻找新的解决方

法。故本校将於 2021 年 2 月 1 日与国立交通大学进行合并，成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结合阳

明以及交大的强项，共同发展如 AI 在医疗的应用、远距医疗、医疗机器人、物联网与穿戴式装置

以及区块链生医 Eco-system 等，藉由建立医疗大数据的标准化、正确性、取得、储存与处理，制

订智慧医疗的规范，同时整合各种管理平台及建立医护 IT 系统间容性，打造世界级智慧健康生活

新创基地，创造台湾及世界智慧医疗新典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生物医学资

讯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影本、

2.推薦函 2 封、3.自傳及讀書研究計畫

（包括求學動機與目標、生涯規劃）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如：發表論文著作、專題研究報

告、GRE、TOEFL 成績證明等） 

本所为国内首创整合生物资讯与医

学资讯之研究与教学，具备从基础

理论与转译研究至临床实务应用之

专业优良师资，提供各项相关课程

与设备环境，以期培养跨生物医

学、资讯科技、数据科学领域之尖

端人才。安排学生至国外一流研究

机构研习或企业实习，并招收外籍

学生，保持与国际接轨。提供在校

奖学金 2 名，每月台币 10,000 元至

20,000 元，补助 2-3 年 

生化暨分子

生物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2.學經歷

表、4.自傳（包括求學動機與目標）

(1,000 字以內)、3.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及其他有助申請之資料

（如：專題研究報告、GRE、TOEFL 成

績證明及其他成果） 

阳明大学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硕

士班成立於民国 71 年，在过去三十

年来已培育出许多国内外生物医学

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在全体师生

的辛勤耕耘之下已使本所在国内外

声誉卓着。 

 本所的研究及课程特色是以生物化

学及分子生物为基础探讨 1.疾病机

转及治疗之药物开发，2.基因及蛋

白科技，3.细胞分子动态学，4.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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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生物生技产品开发。所有课程教授

着重学生逻辑思辨能力以及了解科

学新知与方法，力求培养学生独立

发掘与解决问题之能力。 

生医光电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2.推薦

函、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讀

書計畫(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題成果 

本所基於阳明大学优秀的生物医学

研究环境，全力发展生医光电跨领

域研究，并与中央研究院、国家卫

生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与各临

床医学中心等单位密切合作。在医

学应用方面提供非侵入式高灵敏度

检测与早期诊断，提高治疗效果。

本所研究生可免学费至海外签约学

校就读并取得双联学位，并定期举

办国际研讨会，鼓励学生至国外研

习并指导国际交换学生，以期培育

出具备专业知识与国际观之研究人

才。 

生命科学系

暨基因体科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2.學經歷

表、3.推薦函、4.自傳（包括求學動機

與目標）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發表之研究論文、專題研究報告、

2.英語能力證明（如：GRE、TOEFL 之

成績證明）或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 

本所前身是台湾第一个成立的遗传

学研究所，以培育遗传及生物医学

领域的人才为目标。为因应生物医

学发展的多元性，以完整基因体(含

蛋白体、代谢体)为基础探讨生物医

学问题，并以转译医学及其相关生

技应用为目标，本所於 2005 年更名

为基因体科学研究所，同时与生命

科学系合并，完成从大学本科生、

硕士生到博士生一贯的高等教育架

构。主要研究领域:分子遗传学、老

化及发育生物学、癌症生物学、神

经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基因体学

国际卫生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2.學經歷

表、3.推薦函、4.自傳及讀書計畫(中

英文各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語能力

相關證明、研究報告、著作等) 

台湾第一个全英语授课的公共卫生

领域学程。提供崭新研究空间，结

合本校七个学院医、牙、护理学

院、生医工程学院、生科院、药科

院与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共 77 名教授

参与教学指导，定期邀请国外客座

教授来台开课，与全球外籍生一起

学习。课程结合卫生政策、感染与

免疫学领域及公共卫生相关学科，

着重发展中国家与社会弱势公共卫

生议题，培养国际化公共卫生人

才，为亚洲国际公共卫生学程的首

选。 

跨专业长期

照顾与管理

硕士学位学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2.自傳(含

培养跨专业、具人文关怀素养、社

会永续思维，尊重多元文化、具备

创新、规画管理与团队整合照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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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程 求學動機與規劃，1,000 字以內)、3.

讀書計畫、4.學經歷表、5 其他有助於

審查之資料(如:英語能力相關證明、發

表之研究論文、著作、專題研究報告

等)、6.推薦函 

高阶跨专业长期照顾与管理专才。

整合 7 个学院师资与资源，以长照

与管理专业知能训练为主，研究分

析方法为辅，并提供六大领域课

程，强化与整合不同背景者在长

照、管理与研发基本核心能力，满

足多元需求。以实务导向专业学位

为主，藉跨专业个案讨论、实习与

专业实务报告型硕士论文，亦配合

USR 计画，增进实务经验，培力社

区组织与人力 

生物医学资

讯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2.推薦

函、3.自傳及讀書研究計畫（包括求學

動機與目標、生涯規劃）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如：發表論文著作、專題研究報

告、GRE、TOEFL 成績證明等 

本所为国内首创整合生物资讯与医

学资讯之研究与教学，具备从基础

理论与转译研究至临床实务应用之

专业优良师资，提供各项相关课程

与设备环境，以期培养跨生物医

学、资讯科技、数据科学领域之尖

端人才。安排学生至国外一流研究

机构研习或企业实习，并招收外籍

学生，保持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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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国立交通大学) 

电话 +886-3-5131391 

传真 +886-3-5131598 

电子邮件信箱 admitphd@cc.nctu.edu.tw 

网址 http://www.nctu.edu.tw 

地址 新竹市大学路 100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是台湾地区顶尖的高等学府，拥有一流的师资及完善的教学设备，且邻近科学工业园区及

国家级研究中心，可与产业界及研究机构交流，寒暑假有机会可安排至校友企业实习，是学生最

佳的学习环境。  

 2.本校学费收取标准：每一学期学杂费基数约新台币 26,000-28,000 元、住宿费约新台币 7,000

元、修课学分费每一学分新台币 2,385 元，实际收费以本校教务处注册组网页公告为准。  

 3.硕士生修业年限为 1-4 年，通常 2年毕业，少数专业需 3年毕业，须完成论文并通过学位考试

方得毕业。  

 4.博士生修业年限为 2-7 年，通常 4-5 年毕业，多数系所博士班仍有资格考试制度，且规定须发

表论文达一定点数才能申请学位考试，通过学位考试方得毕业。  

 5.本校会协助安排学生住宿事宜。 

 6.本校陆生奖学金奖项如下：博士班奖学金至多一年 40 万元(含菁英专案)；硕士班奖学金至多

一年 20 万元。 

 此外，亦有院、系或指导教授提供之奖学金，金额不定。 

 以上奖学金系以新台币计，每次核给一年并按月核发，各项奖学金额度依年度预算及学生学研表

现审核後核定，各奖项须逐年办理复审。受奖年限为博士班至多 4年、硕士班至多 2年。 

 除前述校内提供之奖学金外，另有民间单位提供奖学金(东莞松山湖科园、感恩培英奖学金等)，

奖项金额依各单位规定而有不同。有关本校陆生奖学金详情请参阅本校国际事务处网页公告及奖

学金资讯（https://oia.nctu.edu.tw/）。 

 7.本校招收大陆地区学生之招生系所及其他相关讯息（含系所之联络资讯），请详参本校招生资

讯网页，网址为 http://exam.nctu.edu.tw/。 

 8.教育部核定本校与国立阳明大学自 110 年 2 月 1 日起合并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电子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封(指導教授或任課教師 或

工作單位主管等)、簡要自傳、研究

計畫、大學歷年成績單、研究所歷年

成績單(同等學力者為最高學歷成績

單)、碩士論文(若論文尚未完成，請

繳交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文件 

1.涵盖完整电子研究领域，整合理论

与实务 

 2.由元件开发至系统设计，为奈米电

子科技垂直整合，引领前瞻电子科技

 3.国际化环境，涵养全球国际视野 

 4.以电子电机与资讯通讯为核心，为

全国最悠久之电子电机领域研究所，

邻近产研机构，资源丰沛 

 5.执行大型整合研究与产学计画，研

究能量充沛 

 6.研究成果丰硕，教授获奖首屈一

指，国际期刊、研讨会论文数量领先

世界一流大学 

 7.系所友卓越，系友会全力支持，资



124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源丰沛 

电机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研究計

畫、4.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5.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同

等學力者為最高學歷成績單)、6.碩

士論文 1 份(若論文尚未完成，請繳

交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文件 

本系教学研究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

主要研究重点有晶片设计、人工智慧

与计算机工程组与生医电子等三大领

域。 

 甲组主修数位积体电路设计、类比积

体电路设计、晶片系统设计、电力电

子、生医电子、微机电系统等。乙组

为人工智慧与计算机工程组，主修计

算机工程、嵌入式系统、云端运算及

巨量资料分析、机器学习、多媒体及

语音讯号处理等。丙组主修生医电

子、生医光电、生医感测、医疗器

材、医学影像、生医系统模拟等。 

资讯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2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

大學歷年成績單、5.研究所歷年成績

單、6.碩士論文(尚未完成者請繳交

碩士論文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

審查資料 

研究领域：演算法、计算机理论、编

译器与软体工程、作业系统、分散式

系统与即时系统、嵌入式系统、晶片

系统、电子设计自动化、人工智慧、

机器学习、智慧型计算、智慧环境、

云端计算、巨量资料与资料探勘、资

讯与网路安全、多媒体系统、网路系

统   

 系所特色 

 1.拥有丰富师资、多元研究领域、完

整教学课程 

 2.与国内外产学研机构合作，理论基

础与实务应用并重 

 3.着重跨领域合作与整合研发，开拓

资讯科学与工程研究创新发展 

资讯管理与

财务金融学

系财务金融

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 2 封、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研究

計畫(1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

單、研究所歷年成績單、碩士論文

(尚未完成者請繳交碩士論文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語能

力證明、專題研究成果、著作、專

利、考試及格證書、獲獎證明、及其

它優良事蹟等) 

1.培养财金领域具专业能力与宏观见

解之学术人才。 

 2.财务金融领域师资完整，教师团队

研究领域多元成果丰硕。 

 3.教学课程丰富完整，财经研究资料

库与软体资源丰沛。 

 4.主要教育目标为加强财务金融学术

研究、培育高等财务金融专业人才，

并将财务理论之学术研究，结合企业

之财务决策、财务工程及风险管理等

课题，另强化财金领域与金融科技、

投资与财务工程之专业发展。 

  

管理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研究所歷年

成績單、3.碩士論文(若論文尚未完

成請繳交初稿)、4.推薦函兩封、5.

本系借地域性之顾问与委托研究，提

供师生交流与服务机会，使管科人才

对社会的回馈与互利得以更加成长茁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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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6.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7.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8.其他(如 TOELF、GMAT、GRE 成

績、著作、考試及格證明等有利審查

之相關資料) 

 优势： 

 1.教师领域多元有助於学生在各领域

的发展。 

 2.邻近科学园区与工研院，学术研究

时具有丰富资源。 

 3.庞大校友群，可让学生将理论与实

务接轨，形成网路相互支持。 

 4.训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透过独

立研究能力，整合资讯科技与管理知

识。 

应用艺术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務必註明報名組別於信封袋上, 

限報名 1 組. 組別:A.設計組—限制

工業設計,產品設計,家具設計等設計

科系；B.藝術跨域組；C.傳播與科技

組(由傳播所指導)、2.大學及研究所

成績單正本各一份、3.推薦函 2 封、

4.讀書計畫、5.碩士論文、6.書面設

計作品集或研究報告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測驗成績證明、2.其他

參加藝術或設計相關活動等有助審查

之資料 

以培育一流高校师资爲目标，重视学

术专业技能及对艺术与设计的宏观未

来视野之养成。A.设计组:培育高级设

计实务、设计企划、设计理论与研究

及电脑辅助工业设计之相关人才。B.

艺术跨域组:培养学生科技与创作的跨

域结合，具有艺术总监高度决策技

能，及艺术设计的学术实力。C.传播

与科技组(由传播所指导):传播与科技

组由本校传播研究所负责课程规划与

研究指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

行销传播、新媒体与使用者经验研

究。 

社会与文化

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3)讀書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5)英語能力證明影本。、(6)碩士論

文（尚未完成者請繳交碩士論文初

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 

1、重点发展（1）社会与文化理论

（2）台湾社会与文化（3）亚际社会

批判研究（4）艺术社会行动等课程。

 2、跨领域训练，培养学生理论思

考、历史考察以及田野工作的研究能

力。 

 3、优秀教师团队。 

 4、丰富的台湾联合大学系统，跨校

课程支援，尤其是亚际文化研究学程

的相关课程。 

 5、提供国际化学习环境以及实质出

国交流计划的机会。 

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3.讀書及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5.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之文件如英文檢定成

績、專題報告、論文或獲獎成果與作

品 等 

本所研究分三领域：教育心理、科学

教育、数位学习。 

 特色：1.本所生师比例低，致力提供

丰富且多元的课程，教学成效优异，

多位教授获本校杰出教学奖。2.师生

研究成果多发表於国内外顶尖期刊

（如 SSCI 及 TSSCI 期刊），自创所以

来共有 4 位教师获科技部杰出研究奖

（计 9 人次），3 位教师获吴大猷先生

纪念奖。3.课程结合理论与实务，多

年来协助拟定重大教育相关政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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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极参与地方教育事务，培育进阶教育

实务及学研人才。 

机械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個人簡歷及自傳、讀書及

研究計劃(請於第一行註明欲選擇之

組別)、大學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含名次)、碩士論

文(尚未完成者請繳交碩士論文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語能

力 證明影本、專題研究成果、著

作、專 利、考試及格證書、獲獎證

明、及其他優良事蹟等) 

一、丰沛研究资源：邻近新竹科学园

区、工研院、国家奈米实验室、国家

高速计算中心等国家研究机构。 

 二、充分就业机会：本系教师与国内

外学术研究机构、知名企业及园区科

技公司，有密切学术研究与产学合作

关系。 

 三、重点研究领域：本系强调理论与

实务并重，主要研究重点在能源科

技、精密机械、光机电系统、控制技

术、生医技术等具有高潜力的新兴技

术。 

 入学组别有设计制造、能源与热流、

固力与控制、微/奈米工程四大组别。

土木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個人簡歷及自傳、讀書及

研究計劃(請註明欲選擇之組別)、大

學歷年成績單(需含名次證明)、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需含名次證明)、碩士

論文(尚未完成者請繳交碩士論文初

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語能

力 證明影本、專題研究成果、著

作、專 利、考試及格證書、獲獎證

明、及其它優良事蹟等) 

研究领域分为结构工程、营建管理、

水利及海洋工程、大地工程、测量及

空间资讯、资讯科技等六个学术分

组，除了传统领域，并致力於结合电

机与资讯学院等相关领域的跨领域研

究，如高科技厂房建设、结构与安全

监控、水利及大地防灾科技及监测、

数码城市等。本所拥有丰富的师资、

充足的软硬体研究资源与设备精良的

实验室，课程设计强调理论与实务并

重，并着重於传统土木工程与电脑资

讯科技之整合及防灾工程。 

应用化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其中一封必須為論文指導教

授)、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個

人簡歷及自傳、研究計畫、碩士論文

或相關研究成果[若論文尚未完成，

請繳交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其他有利審查

文件 

1.结合当代有机、无机、光电、高分

子、生化、生医、物化、分析、永续

化学、材料及再生能源等课程，培养

学生跨领域之能力，使能将当代化学

深入的应用於生物、医、工程、材

料、能源等技术之上。 

 2.着重学生实务经验之养成，使其具

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3.扩展科学视野，了解其他领域发

展，整合化学及相关学门的优势，整

合专业化学知识，了解当前尖端科技

之趋势。 

 4.推展学术国际化、拓展国际观及提

升国际知名度。 

科技管理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研究所歷年成績

單、碩士論文(若論文尚未完成請繳

交初稿)、推薦函兩封、簡要自傳

本所研究发展秉持理论与实务并重之

原则，着重於科技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之领域。 

 1.创新力－本所教学与研究着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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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000 字以內)、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其他

(如 TOELF、GMAT、GRE 成績、著作、

考試及格證明等有利審查之相關資

料) 

与新兴科技产业知识，使学生能掌握

最新产业变化趋势。 

 2.发展性－发展具高科技内涵的新兴

服务业，协助台湾现有产业结构转

型。 

 3.国际观－培养在全球市场竞争所需

要的运筹与管理能力，以及国际化的

视野与沟通能力。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之文件如專題報告、

論文或獲獎成果與作品等 

本系理论与实务并重，并着重国际化

交流，鼓励学生出国交换，参加国际

产学合作、国际会议并发表论文，分

组如下： 

 甲组主修数位积体电路设计、类比积

体电路设计、晶片系统设计、电力电

子、生医电子、微机电系统等。 

 乙组为人工智慧与计算机工程组，主

修计算机工程、嵌入式系统、云端运

算及巨量资料分析、机器学习、多媒

体及语音讯号处理等。 

电子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 1 篇、3.讀

書計畫 1 篇、4.大學歷年成績單(正

本 1 份，含名次及總平均)。無法取

得成績名次者，請原畢業學校出具無

法取得之證明、5.考生基本資料表 1

份 : 至 網 站

(http://www.ee.nctu.edu.tw)[學生

專區->國際學生]下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大學參加學術(藝)活動的證明或專

題報告等有助審查之資料、其它有利

審查文件 

1.涵盖完整电子研究领域，整合理论

与实务 

 2.由元件开发至系统设计，为奈米电

子科技垂直整合，引领前瞻电子科技

 3.国际化环境，涵养全球国际视野 

 4.以电子电机与资讯通讯为核心，为

全国最悠久之电子电机领域研究所，

邻近产研机构，资源丰沛 

 5.执行大型整合研究与产学计画，研

究能量充沛 

 6.研究成果丰硕，教授获奖首屈一

指，国际期刊、研讨会论文数量领先

世界一流大学 

 7.系所友卓越，系友会全力支持，资

源丰沛 

电信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

績單(正本一份)、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之文件如專題報告、

論文或獲獎成果與作品等 

本所含四大研究学群： 

 1.通讯科学与系统研究学群：本学群

致力於智慧型感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通讯系统等前瞻技术研究。 

 2.电磁研究学群：本学群致力於多

频、多模、缩小化微波及射频电路与

天线之前瞻技术研究。 

 3.资讯通讯研究学群：本学群致力於

多输入多输出网路前瞻技术研究。 

 4.多媒体讯号处理研究学群：本学群

致力於智慧型影像及语音处理系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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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前瞻技术研究。 

  

光电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正本、2.推薦函、

3.讀書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

於審查資料，如已發表之期刊論文獲

得獎證明等。 

1.本所为全国第一个培育光电科技研

发人才，毕业校友在光电产业界贡献

卓着。  

 2.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上最先进的光电

工程技术、材料及多元跨领域研究及

应用。例如：尖端光通讯、显示科

技、生医光电、光电系统与感测、固

态照明与能源绿能科技等。 

  

机械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個人簡歷與自傳、3.

讀書及研究計劃(請於第一行註明欲

選擇之組別)、4.大學歷年成績單(含

名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大學參加學術(藝)活動的證明或專

題報告等有助審查之資料 

一、丰沛研究资源：邻近新竹科学园

区、工研院、国家奈米实验室、国家

高速计算中心等国家研究机构。 

 二、充分就业机会：本系教师与国内

外学术研究机构、知名企业及园区科

技公司，有密切学术研究与产学合作

关系。 

 三、重点研究领域：本系强调理论与

实务并重，主要研究重点在能源科

技、精密机械、光机电系统、控制技

术、生医技术等具有高潜力的新兴技

术。 

 入学组别有设计制造、能源与热流、

固力、控制、微/奈米工程五大组别。

土木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3.讀書計畫(請

敘明欲選擇之研究領域)、4.大學歷

年成績單(須含名次證明)、其他有利

審查之相關文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大學

期間競賽得獎及榮譽證明影本、專題

報告、論文或參加學術活動、才藝活

動之證明文件等) 

研究领域分为结构工程、营建管理、

水利及海洋工程、大地工程、测量及

空间资讯、资讯科技等六个学术分

组，除了传统领域，并致力於结合电

机与资讯学院等相关领域的跨领域研

究，如高科技厂房建设、结构与安全

监控、水利及大地防灾科技及监测、

数码城市等。本所拥有丰富的师资、

充足的软硬体研究资源与设备精良的

实验室，课程设计强调理论与实务并

重，并着重於传统土木工程与电脑资

讯科技之整合及防灾工程。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大學歷年成績單、3.推

薦函、4.讀書計畫、5.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助審查資料、2.英語能力

檢定證明 

教学与研究方面涵盖电子材料、金属

材料、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奈米

材料、能源材料、生医材料等领域。

 本系与工研院、中科院，以及新竹科

学工业园区内之高科技产业公司有密

切的建教合作关系，强调科技的整合

与材料的创新，为国家培育高科技与

尖端材料制造与设计人才。 

电子物理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系强调基础物理特性探讨与奈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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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

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研究計畫(1000 字

以內)、5.推薦信 

件应用等高科技研究方向，独具一般

物理系没有之特色。在半导体、光电

与奈米科学等研究领域，拥有最尖端

的仪器设备与坚强师资阵容，居国内

龙头地位。整合成立凝态物理、固态

雷射、光电半导体、量子计算、自旋

物理研究群、前瞻介观物理研究中心

等，积极推动最新颖及具前瞻性的教

学与研究。本系也提供研究生高额奖

学金，期望招揽优秀学生，培育半导

体、光电与奈米科学研究人才。 

应用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個人簡歷及自傳(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各種

榮譽得獎證明文件或專題研究成果 

1.结合当代有机、无机、光电、高分

子、生化、生医、物化、分析、永续

化学、材料及再生能源等课程，培养

学生跨领域之能力，使能将当代化学

深入的应用於生物、医、工程、材

料、能源等技术之上。 

 2.着重学生实务经验之养成，使其具

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3.扩展科学视野，了解其他领域发

展，整合化学及相关学门的优势，整

合专业化学知识，了解当前尖端科技

之趋势。 

 4.推展学术国际化、拓展国际观及提

升国际知名度。 

应用数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推薦者須為曾任課過之教

師或瞭解甄試者研究能力者)、2.自

傳(含讀書計畫，至多 3 頁)、3.大學

歷年成績單(須含名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證

明、專題報告、論文、專利、大學期

間得獎證明影本)。 

本系有五个研究群：「数学建模与科学

计算」、「财务工程与机率」、「微分方

程与动态系统」、「离散数学与最优

化」、「数论、几何与分析」。另外丘成

桐研究中心、台湾工业与应数学会、

国家理论中心数学组也都设於本系。

硬体设备有大电脑教室、数学图书

馆 、 3D 列 印 扫 描 教 室 ； 软 体 有

maple 、 matlab 、 comsol 、 space 

claim 等。本系教学理论实用并重，

师资素质优良，提供学生跨国研究、

产学合作的机会。 

统计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

本、3.自述一篇：我為何想到台灣唸

統計、4.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利

審查之文件如：專題報告、論文或獲

獎作品與證明。 

1.致力於统计方法创新与理论研究，

并应用统计方法解决其他领域的问

题。 

 2.已成功吸引许多海外学生前来就

读，并与全球顶尖统计研究机构发展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3.为因应「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积

极发展资料科学相关的应用领域，并

培训具备分析大数据能力的跨领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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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才。 

  

  

  

资讯管理与

财务金融学

系财务金融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

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5.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語能

力證明、專題研究成果、著作、專

利、考試及格證書、獲獎證明、及其

它優良事蹟等) 

1.培养财金领域具专业能力与宏观见

解之领导人才。 

 2.财务金融领域师资完整，教师团队

研究领域多元成果丰硕。 

 3.教学课程丰富完整，财经研究资料

库与软体资源丰沛。 

 4.本财金硕士班主要目标为培育财务

金融人才，并将财务理论之研究，结

合企业之财务决策、财务工程及风险

管理等课题，另强化财金领域与金融

科技、投资与财务工程之专业发展。

  

管理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 它 有 利 審 查 之 相 關 資 料 ( 如

TOEFL、GMAT、GRE 成績、專題研究

成果、著作、專利、考試及格證書、

獲獎證明、及其它優良事蹟等) 

为了发展企业管理科学之应用，积极

提升研究能力开创管理科学思想新领

域。本系借地域性之顾问与委托研

究，提供师生交流与服务机会，使管

科人才对社会的回馈与互利得以更加

成长茁壮。优势： 

 1.教师领域多元有助学生在各领域发

展 

 2.邻近科学园区与工研院，学术研究

时具有丰富资源 

 3.庞大校友群，可让学生将理论与实

务接轨，形成网路相互支持 

 4.个案教学，训练学生解决问题能

力。透过独立研究能力，整合资讯科

技与管理知识 

工业工程与

管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本系为国内外知名的工业工程与管

理研究单位，发展重点含盖系统决

策、生产系统管理、制造工程及人因

工程四大领域，并设有 16 个实验室来

支援这些研究工作。 

 2.邻近新竹科学园区与工研院，具备

丰富之产学合作资源。教学研究能在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有扎实的应用发

展基础。 

 3.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中，有着绵

密的校友网络。 

 备注：未提供奖学金。 

  

资讯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1.运用资讯技术於各事业或专业领域

之资讯与知识的有效管理与应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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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內）、3.讀書計畫、4.研究計畫、5.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語

能力證明或成績影本、專題研究成

果、著作發表、專利、考試及格證

書、獲獎證明、及其它優良事蹟等)

资讯的管理更有成效，并创造资讯价

值。 

 2.四大领域课程：资讯技术类、经营

管理类、电子商务与财金类、研究方

法类。学生接受紮实的数理和资讯科

技技术训练及实务产研工作。 

 3.训练学生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沟

通技巧与伦理品德。透过独立的研究

能力，有效整合资讯科技与管理知

识。 

 4.重视产学合作，将理论和实际结合

并服务国内企业及提高研究层次。 

科技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

業：大學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畢

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國外學

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影本)、4.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 

科技管理研究所秉持理论与实务并重

为原则，着重於科技产业发展密切相

关之领域。养成训练系以培植科技管

理硕士(MBA in MOT)为目标，除紮根

於一般企业管理的根本训练，如生产

管理、行销管理、财务管理等知识建

立，更着重於高科技产业竞争以及新

兴科技趋势的认识与了解。 

科技法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500 字以上)、

3.讀書及研究計畫(2000 字以上，關

於研究領域與先前背景)、4.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需先提供電子掃描

檔，入學後提供正本查驗）、(1)應屆

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

成績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

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5.英語能

力證明文件影本 

1.结合法律、科技、社会经济三大面

向 

 2.六大专业学群：智慧财产权与知识

创业、企业法律与财经刑法、生物科

技与医疗法、资讯通讯与竞争法、跨

国法律与国际谈判、社会正义性别平

权与劳动权益 

 3.培育绝大多数竹科智财专业人士，

校友居智财法院多数 

 4.QS 世界法学院排名 150 内，台湾

排名第二 

 5.举办规模最大全国科技法律研讨会

连续 24 年 

 6.完整美国法学主要课程，多门全英

语授课 

 7.录取世界顶尖法学院比例最高 

传播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或同等學歷歷年

成績單正本一份(須含名次證明)；往

屆畢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

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2.碩士研

究方向計畫(3~5 頁)、3.個人履歷

(最多 1頁)、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本所以传播科技与新媒介相关研究为

主轴，注重人文社会、资讯设计应

用、管理学域之整合，以培养具有创

新能力与人文素养的优秀数位媒体人

才为宗旨。本所课程分为「新媒体与

使用者经验」与「新媒体与行销传

播」等二组。教学上重视理论的启

发，并增进理论与实务间的对话，强

调学生逻辑思考能力训练及培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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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A.英語能力測驗成績證明影本一

份、B.其他有助於審查資料，如已發

表之期刊論文或得獎證明等。 

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且鼓励积极

参与学术论文发表，以深化在校学

习。 

应用艺术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3.推

薦 函 。、 4. 自 我 評 估 分 析 (1000

字)。、5.讀書計劃(2000 字)。、6.設

計作品集。、1.務必註明報名組別於

信封袋上, 限報名 1 組. 組別:A.設

計組—限制工業設計,產品設計,家具

設計等設計科系；B.藝術跨域組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測驗成績證明、2.其他

參加藝術或設計相關活動等有助審查

之資料 

本所居於理工条件极为优越的校园

中，适合有兴趣跨越领域界线、勇於

尝试整合不同学门专长的学生。应艺

所的人数规模不大，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互动与讨论非常密切，学习环境具

有家庭化甚於机构化的特色。尊重学

生的自主权，以及鼓励学生发挥其独

立精神，勇於追求自我实现，是本所

教育的主要理念。研究领域：科技艺

术、新媒体艺术、艺术心理学、互动

界面、产品造型设计。 

  

社会与文化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研究計劃(3000 字以

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5.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 

1.重点发展（1）社会与文化理论

（2）台湾社会与文化（3）亚际社会

批判研究（4）艺术社会行动等课程。

 2.跨领域训练，培养学生理论思考、

历史考察以及田野工作的研究能力。

 3.优秀教师团队。 

 4.丰富的台湾联合大学系统，跨校课

程支援。 

 5.提供国际化学习环境以及实质出国

交流计划的机会。 

 6.多元论文毕业管道，可以报导文

学、摄影文集、纪录影片、论文电

影、新闻专题系列报导、策展等作品

及论述作为毕业论文。 

建筑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讀書計畫

與研究興趣（800 字以內）。、3.畢業

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4.30 頁以內之 A4 設

計與研究作品集（頁數及大小為建議

參考值）。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英語能力證明影本。、6.其他有助

審查之資料。 

建筑研究所在数位时代的全球发展

中，以『当代建筑设计专业』与『高

阶跨域设计研究』为两大研究领域。

 建筑设计专业：提供学士後建筑硕士

学位，招收非建筑本科系学生，培训

建筑执业所需之专业能力。 

 高阶设计研究：提供建筑硕士、建筑

理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分别招收建

筑、非建筑科系背景学生，进行高阶

与跨域之设计研究。 

 本所鼓励学生跨域探索、实践，并带

领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国际专案、研讨

会、展演、竞赛、交流。 

亚际文化研

究国际硕士

学位学程(台

湾联合大学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含名次)正本。、

2.進修計劃書(含自傳、過往表現、

報考動機、主修領域、研究興趣及未

本学程从台湾自身经验出发，培养学

生敏锐掌握当前亚际社会政治状况与

历史文化背景，具备当前国际人文社

会学科之跨领域尖端知识，以及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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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统) 來發展規劃)。、3.代表作品(不超過

3 件)。、4.推薦函。、5.英語能力證

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在地文化与全球脉络的宽广视野。由

四所顶尖国立大学合作，本学程以

「亚际文化」作为重新理解世界史与

全球文化的参照主轴，以四大研究专

题作为课群规划之方向，以探讨亚际

文化在全球脉络下的意义：一、批判

理论与亚洲现代性；二、当代思潮与

社会运动；三、视觉文化；四、性／

别研究。 

传播与科技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

(1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传科系硕士班强调「数位媒体汇流、

传播科技实务融合」，跨越传统媒体藩

篱，朝向世界前瞻性理论发展，并融

合媒介实务、亲身体验、亲手实践的

训练，发挥想像力、创造性地思考未

来传播媒体的梦想。本系拥有坚强的

设备与师资，投资千万的虚拟摄影

棚、数位媒体创作室、网路电台、跨

媒体整合创作课程等。跨国交换、开

拓视野，更是本硕士班训练的重要一

环，将有机会前往美国、荷兰、日

本、韩国、英国等进行访问。 

生物科技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個人簡歷與自傳、3.

讀書及研究計劃、4.大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文件 

1.跨领域先进生物科技教学与研究。

 2.生物科技基础与实务并重。 

 3.发展优势领域：生物资讯、脑科学

神经工程、药物开发、细胞与分子影

像、以及生质能源科技等。 

  

生物资讯及

系统生物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讀書及

研究計劃、4.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文件 

1.培养生物资讯与计算系统生物跨领

域研究能力与实务之人才。 

 2.本所在生物资讯领域发表之 SCI 论

文之质与量位於国内领先地位。 

 3.培养生物资讯与计算系统生物的之

专业学能及核心技术操作能力(如结构

生物资讯、计算基因体学、蛋白质体

学、计算化学与药物设计、分子演

化、系统生物学、临床试验、生物影

像等)。 

 4.交大在博爱校区发展全台唯一生医

工程校园(十二公顷)。 

  

机器人硕士

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如專題報告、

机器人硕士学位学程为本校积极投入

发展之跨领域整合研究重点，藉由教

学资源整合，进而以机器人产业学群

模式建构学产紧密连结之系列课程；

由 3 学院(工学院、电机学院、资讯学

院)整合机械、电机、资讯、电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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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或獲獎成果與作品等。 讯、科技、医疗等相关领域研究，携

手打造一独特的跨领域教学研究单

位，期许成为先进机器人科技的世界

领导者。 

国际半导体

产业学院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畢業

證書、學位證書(以應屆畢業身分申

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3.大

學歷年成績單、4.讀書研究計畫、5.

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如專題研究成果、論文著作

發表、專利、獲獎成果及證明) 

国际半导体产业学院以培育「国际

化」及「产业化」之顶尖人才为教学

宗旨，致力於半导体科技的创新与应

用，研究着重於「半导体材料」、「固

态电子元件」、「高阶系统封装」、「积

体电路设计」及「异质系统整合封

装」等半导体领域，以研发下世代半

导体制程技术及半导体晶片设计为发

展重点。本学院采全英文教学，与国

内外知名科技公司成立研究中心及合

作计画，并提供国际一流理工学校双

联学位及国际合作机会。 

照明与能源

光电研究所

(台南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至少 1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1000 字

以內)、4.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

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等有利審查資料 (如發表論文

或得獎相關證明) 

我国能源科技发展愿景以再生能源、

能源新利用及节约能源为推动重点，

其中本所研究重点在於与固态照明和

太阳光电相关之光电科技。研究特

色：配合南部地区丰富太阳光之特

色，太阳能光电科技的发展尤其重

要。本所的教育的目标除了让学生建

立材料科学和光电物理的基本知识

外，同时提供多样的专业课程让学生

得以在光电科技的应用范畴内选择，

尤其是能源科技领域架构自己的专

长。 

外国语文学

系外国文学

与语言学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證明:大學畢業證書影本

(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

在學證明書)、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

本 1 份及總平均與名次。無法取得名

次者，請原畢業學校出具無法取得之

證明。、3.學習研究計畫書、4.中文

或英文自傳(1000 字以內)、5.師長

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大學參加

學術(藝)活動的證明或專題報告等有

助審查文件、2.英文語言能力證明：

英文語言能力證明須符合以下標準，

若未達標準將影響審查結果：TOEFL 

iBT 100, IELTS 6.5 (academic) 

1.师资均有博士学位，有两位为外籍

教授，师资丰富整齐。 

 2.所有课本与指定读物均为英美出版

品。部分课程采全英语授课。交大图

书馆拥有丰富英美论文资料库。 

 3.本所语言学组师资专长在英语与汉

语研究。语言学教师几乎都拥有自己

的实验室。 

 4.本所文学组专长在英美文学、比较

文学、电影研究、日本文化研究，拥

有自己的电影放映厅，可以放映 DCP

规格数位电影。 

 5.毕业同学得到数间美国顶尖大学的

博士班全额奖学金。 

英语教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報名表二份、2.推薦函二封、3.

英语教学研究所全英语授课，课程及

研究方向除涵盖英语教学理论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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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讀書計畫 3-5 頁、4.大專歷年

成績單(須含名次或另附名次證明)正

本兩份、5.英文能力證明。(英國

IELTS 四種技能 6(含)以上或 TOEFL 

iBT 83 分(含)以上)、6.單一作者之

英語教學/語言學課程之學科報告一

篇或相關教學檔案(含教學演示 DVD

格式)、7.單一作者之英語教學/語言

學課程之學科報告一篇或相關教學檔

案 

法、语言习得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等领

域外，主要特色在於配合国内科技产

业升级发展，以及利用交通大学丰沛

的科技研究资源，开设电脑辅助及多

媒体语言教学的理论和实务等课程，

使研究生更能掌握 E 世代英语教学趋

势，期於毕业後将学界之最新理论整

合应用於英语教学实务中。学生更可

以沈浸在浓郁的学术氛围，拓展更宽

阔的研究方向。 

人文社会学

系族群与文

化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5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3000 字以

內)、4.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5.

大學歷年成績單、6.其他(論文或專

題報告一篇) 

1.本所着重了解族群认同的进步与前

瞻性，培养学生探索族群的概念以及

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关联。 

 2.本所具人文与社会科学跨领域之优

势，以多元的研究取径探索族群概念

与现象之多重面向，包括与地方、国

族和全球化的关系。 

 3.本所师资多元，研究范畴包括台

湾、东南亚和中国，主题涵盖人类

学、社会学、文化资产、历史和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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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中央大学 

电话 886-3-4227151 

传真 886-3-4203384 

电子邮件信箱 ncuoia@ncu.edu.tw 

网址 http://www.ncu.edu.tw 

地址 桃园市中坜区中大路 3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5,000 元至 6,000 元，学分费约人民币 700 元，请见网址

http://pdc.adm.ncu.edu.tw/Register/pay.asp?roadno=59。2021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

页公告为准。 

 2.本校提供奖学金予成绩优异大陆学生，详细规定请见网址：

http://oia.ncu.edu.tw/index.php/tw/2013-03-21-10-31-38/2013-03-21-11-00-03/2013-03-

21-11-06-11.html 

 3.中央大学为国内具有特色之大学，在国内外享有高知名度及学术声誉，以培育博雅专精的领导

人才、追求卓越、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为办学目标。中央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全球最佳

大学」排名中，连续三年位居台湾第三。本校位於中坜双连坡上的中央大学占地 62 公顷，学生人

数约一万两千人，设有 8所学院，大学部 28 个学系、20 个独立所，同时设有 8个校属研究中

心、1个联合研究中心，及附属中坜高级中学，是一所科学、人文荟萃的综合大学。本校为政府

各项奖补助重点学校，所发表的各项论文或研究，为各大学及研究单位引用与重视，杰出校友遍

布国内外及各领域。现今除学术上的突破外，也致力於培育兼具人文底蕴、科技知识与专业素养

之人才，整合现有系所之教学与行政资源，朝一系多所方向发展及推动以院为核心教学，教师相

互支援交流，持续推动创新教学，重视课程品质及紮实内容以提升教学成效。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土木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1 份、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4.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5.中文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教学特色与优势： 

 １．培养兼具国际观及理论与实作

能力之土木工程人才。 

 ２．全国最具规模的实验设备（动

力机、离心机、振动台、环境风

洞．．．）。３．最完整的土木学术专

业。 

 ４．多元语言能力培养。 

 ５．丰富的国际视野提昇机会。 

机械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及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

推薦函 1-2 封，其中 1 封須為本系教師

具名、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4.中文讀書計畫 5,000 字以內、5.中文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6.英語能力證

明影本、7.碩士論文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

件 

1.本系追求卓越的教学和研究，以

培育我国机械领域高科技领导人才

为目标。 

 2.在教学方面强调理论与实务并

重，融合基础与先进课程。研究方

面则包含机、光、电、材料、热

流、设计、能源、力学、医工、精

密制造、系统与控制等具有独创

性、卓越性之领域，并持续深耕

「半导体光电产业先进设备人才培

育教学资源中心」，推动相关学程与

特色实验室，强化产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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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系部分课程以英语授课。 

电机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及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

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

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

5.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本系教学研究之主轴发展方向包含

电子、固态、系统与生医及电波等

领域。因应电子电机科技之发展，

培育具备厚实专业技能、展现创新

独立研发能力之科技人才。本系分

为以下四组，请择一组别报考并於

申请书注明报考组别：(1)电子组、

(2)固态组、(3)系统与生医组、(4)

电波组。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及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

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

以內、4.英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

5.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本系分四大学群:人工智慧、资料

科学与多媒体研究群; 资安、网

路、资料库与系统研究群;数位学习

研究群;软体工程与计算理论研究

群。研究范围涵概产业趋势如云

端、大数据、行动、社群、人工智

慧研究如影像、视觉、语音、自然

语言处理及系统工程如嵌入式系

统、网路、资讯安全等。研究计画

包括新世代数位学习、车载应用、

资讯系统安全、穿戴式医疗设备、

智慧型居家照顾。 

 2.本系每学年约有十门英语授课。

企业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1 份、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4.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本系对博士班的训练特别着重研

究论文於国际期刊上的发表，博士

候选人资格考核主要以发表论文为

主，学生毕业资格亦以论文发表状

况为考量。 

 2.本系部分课程采英语授课。 

财务金融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及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

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500 字以

內、4.英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5.

英文研究計畫 2,000 字以內、6.英語能

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

件 

1.为 AACSB 商管学院联盟、CFA 协

会认证机构。 

 2.教师研究成果丰硕，在科技部评

比 中 多 项 名 列 台 湾 第 一 。 在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对亚太 170 所大学之评比中亦名列

前 20 名。 

 3.丰富的财务金融数据资料库。 

 4.有跨领域、院系合作之企业资源

规划(ERP)与财务工程等学程。 

资讯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

次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

簡要自傳字數不限、4.中文研究計畫字

數不限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博士班分成管理组、资讯系统

组。管理组与资讯系统组注重资讯

管理领域之深入理论及应用研究，

培养高深研究发展与教育人才。 

 2.教学重点：管理组为整合资讯科

技、管理决策、企业管理及策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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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理。资讯系统组注重资讯科技在企

业上之应用研究。 

经济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及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

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500 字

以內、4.中文研究計畫 1,5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 我们的教师致力於学术与实务研

究，以教导学生经济理论与资料分

析，并训练学生在面对挑战时能具

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藉由课程规划与论文指导，培

养学生觉察问题的能力；并透过论

文提案发表与论文撰写，厚植学生

组织、规划、分析、表达等技巧。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所及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

推薦信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

以內、4.中文研究計畫 10,000 字以

內、5.碩士論文(或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2.已發表

之學術論文 

1.教师阵容坚强，包括经学义理、

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言文字

等，课程均衡而多元 

 2.本校崑曲博物馆各类文献及文物

收藏丰富，研究成果丰硕，尤以崑

曲研究最为凸出 

 3.除崑曲博物馆外，本系尚有五个

专题研究室：儒学研究中心、红学/

情文学、现代文学暨琦君研究、语

言文字、古典文学艺术与文献，收

藏与研究成果各具特色，为全系师

生共享之学术研究资源 

 4.近年来延揽海外杰出学者客座讲

学，为学生开拓多元丰富的学术视

野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

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本系分四大学群:人工智慧、资料

科学与多媒体研究群; 资安、网

路、资料库与系统研究群;数位学习

研究群;软体工程与计算理论研究

群。研究范围涵概产业趋势如云

端、大数据、行动、社群、人工智

慧研究如影像、视觉、语音、自然

语言处理及系统工程如嵌入式系

统、网路、资讯安全等。研究计画

包括新世代数位学习、车载应用、

资讯系统安全、穿戴式医疗设备、

智慧型居家照顾。 

 2.本系每学年约有十门英语授课。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原就讀學校教師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4.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5.中文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本系教学研究之主轴发展方向包含

电子、固态、系统与生医及电波等

领域。因应电子电机科技之发展，

培育具备厚实专业技能、展现创新

独立研发能力之科技人才。本系分

为以下四组，请择一组别报考并於

申请书注明报考组别：(1)电子组、

(2)固态组、(3)系统与生医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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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審查之文件 电波组。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5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为 AACSB 商管学院联盟、CFA 协

会认证机构。 

 2.教师研究成果丰硕，在科技部评

比 中 多 项 名 列 台 湾 第 一 。 在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对亚太 170 所大学之评比中亦名列

前 20 名。 

 3.丰富的财务金融数据资料库。 

 4.有跨领域、院系合作之企业资源

规划(ERP)与财务工程等学程。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

中文讀書計畫 2,500 字以內、5.中文研

究計畫 2,5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配合本校管理学院企业资源规划

(ERP)中心之发展(ERP 中心拥有国

内外大厂所捐赠之数亿元的 ERP 软

体系统)，提供了全国最有 ERP 特色

之企管教育。 

 2.本系与国外学校共同提供双联学

位，学生可同时就读其他专业的硕

士学位。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

要自傳字數不限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硕士班教育重点在加强学生在资讯

科技、管理决策、资讯管理及企业

策略之整合。此外，学生可依自己

的兴趣，选择管理组或资讯系统

组，从事相关领域之论文研究。管

理组之教学重点为培养企业资讯管

理之经营人才，资讯系统组注重资

讯科技在企业上之应用。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5.陸生非中文相關科系

畢業者，經審查後得要求補修大學部課

程學分。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術著作或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

件、2.文藝創作 

1.教师阵容坚强，包括经学义理、

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言文字

等，课程均衡而多元 

 2.本校崑曲博物馆各类文献及文物

收藏丰富，研究成果丰硕，尤以崑

曲研究最为凸出 

 3.除崑曲博物馆外，本系尚有五个

专题研究室：儒学研究中心、红学/

情文学、现代文学暨琦君研究、语

言文字、古典文学艺术与文献，收

藏与研究成果各具特色，为全系师

生共享之学术研究资源 

 4.近年来延揽海外杰出学者客座讲

学，为学生开拓多元丰富的学术视

野 

土木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

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5.中文研

教学特色与优势： 

 １．培养兼具国际观及理论与实作

能力之土木工程人才。 

 ２．全国最具规模的实验设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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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力机、离心机、振动台、环境风

洞．．．）。３．最完整的土木学术专

业。 

 ４．多元语言能力培养。 

 ５．丰富的国际视野提昇机会。 

英美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3.

教師(工作主管)英文推薦函 2 封、4.自

傳及履歷表、研究計劃、學術論文

(2,500~3,000 字)，皆須英文打字。 

1. 本系硕士班专长为文化与文学研

究，其最大特色在於鼓励学生摆脱

既有学科知识框架，训练学生跨领

域研究与英文写作的关键能力，务

使学生具备下列三项核心能力：批

判思考与分析能力、创造性思维与

实践、语言与社会文化的高度敏感

力。 

 2. 开放自由的学习与卒业空间：

自主充分的跨校与跨系选课、多元

的毕业论文书写方案。 

艺术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1,500 字以內、4.中文研究計畫

2,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硕士班成

立於 1993 年，为整合东亚与西方近

现代艺术史的教育重镇。 

 2.本所旨在培养学生坚实的艺术学

独立研究能力，能够对於视觉文化

探掘问题和思辩反省，并且结合跨

领域的研究资源。 

 3.毕业生主要在学术研究、艺术行

政、教育工作、文创产业、艺文出

版等领域，发挥专长及表现出色。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1,500 字以內、4.中文研究計畫

1,5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 我们的教师致力於学术与实务研

究，以教导学生经济理论与资料分

析，并训练学生在面对挑战时能具

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藉由课程规划与论文指导，培

养学生觉察问题的能力；并透过论

文提案发表与论文撰写，厚植学生

组织、规划、分析、表达等技巧。

 3. 聘请业师开设「金融科技专

题」课程，强化学生与业界的连

结。 

土木工程学

系营建管理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3 封、3.中文簡

要自傳字數不限、4.中文讀書計畫字數

不限、5.中文研究計畫字數不限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以培育具专业知识与技能、创新

与研究能力、团队合作与领导统御

能力、永续概念及服务社会情操之

工程专业管理人才为教育目标，培

养具营建专业知识、团队合作精神

及国际观之管理人才，以利国家工

程建设之推展 

 2.课程安排、研究成果与学术展

望，皆深具特色，成就在各大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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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校营管领域广受推崇，先进之软硬

体设备与舒适之教学研究环境更优

於国外营建管理领域各知名大学 

 3.师生比例恰当，教师素质整齐，

教学认真严谨且成效良好 

机械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1-2 封，其中 1

封須為本系教師具名、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5,000

字以內、5.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

內、6.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

件 

1.本系追求卓越的教学和研究，以

培育我国机械领域高科技领导人才

为目标。 

 2.在教学方面强调理论与实务并

重，融合基础与先进课程。研究方

面则包含机、光、电、材料、热

流、设计、能源、力学、医工、精

密制造、系统与控制等具有独创

性、卓越性之领域，并持续深耕

「半导体光电产业先进设备人才培

育教学资源中心」，推动相关学程与

特色实验室，强化产学平台。 

 3.本系部分课程以英语授课。 

统计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

要自傳字數不限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本所是国内第一个成立的独立统

计所，师资优异，开设完整的硕士

课程。 

 2.与校内其他单位进行教学及研究

合作。目前与数学系和财金系合作

开设硕士专业学程”财务工程”，

与资工系合作开设”巨量资料分

析”学程，并且与数学系合作开设

大学部学分学程”统计学程”。 

 3.与校外机构进行建教合作，充实

学生的统计实务知识。 

通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

要自傳正體字 1,000 字以內、4.中文讀

書計畫正體字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3.中文研究計畫(正體字

5,000 字以內)請依本系研究計畫書格

式 填 寫 ， Email 至

ncu35500@ncu.edu.tw 系辦信箱索取、

4.請預先聯繫本系教師並檢附相關

Email 內容；已確認指導者為佳。 

一、研究领域：同步技术、编码调

变、多天线传输技术、软体定义无

线电、系统最佳化、音视讯处理、

电脑视觉、多媒体通讯、通讯讯号

处理、网际网路应用、通讯协定设

计、行动装置应用服务、物联网、

软体定义网路等 

 二、系所特色：本系设置通讯系

统、讯号处理及通讯网路三教学研

究组，此师资团队并指导研究生进

行相关领域之研究，更积极组织研

究团队以执行 5G 行动通讯、物联

网、云端服务、人工智慧等系统与

技术之整合型研究计画 

会计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1 封、3.中、英

1、本所发展重点在於整合会计、

ERP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 模组与财务金融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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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文簡要自傳各 1 份(500 字以內)、4.中

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与实务，并与国际会计理论与实务

的发展趋势接轨。 

 2、本所与国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产学合作，并由知名会计师提

供实务演讲与个案讨论课程，以培

育会计人才。 

化学工程与

材料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

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1.教学目标：化工和材料相关课程

兼备，积极培养跨领域研究人才。

 2.研究重点：研发生医制药、高分

子、微电子、能源及奈米等尖端材

料及其相关化工程序，并积极与产

业研发合作。 

 3.研究领域：涵盖了输送现象，热

力学，反应工程等传统基础领域，

以及各项新颖材料开发与应用，

如：生医制药工程、能源科技、奈

米材料、微电子材料等。 

认知神经科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5.中文研究計畫字數不

限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建置 9 大主题实验室，环境与设

备完善 

 2)立足台湾，接轨国际：本所与阳

明大学、政治大学、交通大学、台

湾师范大学、中正大学、中央警察

大学、台北荣民总医院、交通大

学、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英国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英国牛津

大学、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澳洲麦

奎利大学、西班牙 BCBL 中心、法国

Neurospin 中心、以色列希伯来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数个国内外着名的顶尖研

究单位保持密切合作 

材料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5.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材料所目标在建立一流水准的能源

材料研究及教学单位，以发展『氢

能科技材料』，结合本校奈米、触

媒、能源、环境等领域研究，发展

制氢相关材料，及用氢之燃料电池

等，此外本所也和本校光电中心合

作太阳能电池及光电相关材料为

主，使本所在能源方面有全方位的

发展。 

 系所特色： 

 1.因应产业发展需求，课程设计兼

具理论与实务 

 2.完备之精密材料分析设备 

 3.跨国双联学位学制 

 4.跨国研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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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人力资源管

理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

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5.英語能

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本所师资优良，皆具有人力资源

管理之专业训练与教育背景。 

 2.学生素质优良与来源多元，不仅

限於管理相关科系。 

 3.企业导师制度，业界高阶主管义

务带领学生实习高阶人力资源管理

实务。 

 4.人资所所友遍布台湾各行业之大

企业中。 

哲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

次、2.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要自傳

1,5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5,000

字以內、5.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所研究方向以中国哲学现代诠

释，当代西方哲学及应用伦理学为

主。在中国哲学现代诠释方面，本

所拥有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与发展

活跃和着名的专兼任老师，包括儒

释道三家都有丰富着述；在当代西

方哲学方面，本所拥有现象学、诠

释学及後现代哲思等领域国际级专

家；在应用伦理学方面，本所拥有

国内最优秀的老师群，开创了国内

对生命、环境等课程。本所除了主

办国际、国内会议和出版外，本所

师生与国际学界一流大师多有密切

的互动。 

大气科学学

系大气物理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英

文簡要自傳各 1 份 500 字以內、4.中文

讀書計畫 500 字以內、5.中、英文研究

計畫各 1 份 1,000 字以內、6.英語能力

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本硕士班研究乃在探讨近地球表

面的大气现象，如天气变化、云雨

的形成、空气污染、地球环境变迁

等原理，进而预测其行为，藉以防

范灾害并充分利用资源，造福人

类。 

 2.主要领域区分：天气动力、气候

与季风、中尺度气象、数值天气预

报、豪雨与台风、雷达气象、卫星

气象、边界层气象、大气化学、空

气污染与环境遥测等。 

 3.本班部分课程采英语授课。 

亚际文化研

究国际硕士

学位学程(台

湾联合大学

系统)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英

文簡要自傳各 1 份 1,000 字以內、4.

中、英文讀書計畫各 1 份 1,500 字以

內、5.中文研究計畫 2,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本学程由台联大系统（清大、交

大、中央、阳明）文化研究团队规

划，为台湾第一个跨校国际学程。

与亚洲各国相关研究单位合作，对

亚洲各区域的变化发展提出缜密的

分析与介入，生产在地观点的学术

理论，透过暑期课程、国际学生互

访、亚洲连结会议、文化研究国际

交流签约等等跨国活动，拉起更为

广泛的亚际合作框架。 

法律与政府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师资：本所硕士班分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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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研究所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1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2,000 字以內、5.中文研究計畫 3,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与「政府」两组，结合法律学门与

社会科学学门的最优秀师资，强调

「法律」与「政府」之跨领域教学

及科际整合研究。 

 2.课程：本所提供之课程，包括法

律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基础课程

之训练，搭配法律与政府个别主题

之专题研究等专业性、整合性进阶

课程。 

 3.目标：本所培养学生脉络性的思

维与全盘关照的视野，培育具有法

政素养、学术能力与实务经验之全

方位法政菁英。 

环境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文件 

1.师资阵容坚强、研究水准卓越。

 2.课程规划完善，研究设备齐全，

提供优质学习环境。 

 3.师生研究成果能推广应用於解决

实际问题。 

 4.师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拓展视

野。 

 5.禀持永续原则、结合人文科技、

培育宏观人才、研发前瞻科技、建

立绿色社会、追求美好未来。 

能源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1-2 封，其中 1

封須為本系教師具名、3.中文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5,000

字以內、5.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

內、6.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

件 

1.本所为台湾第一所「能源工程研

究所」，系整合本校机械、能源、化

工、材料、电机、化学、物理及大

气等相关领域教授与校外能源专

家，积极投入新能源与再生能源、

高效率能源技术、净煤技术及节能

技术等领域之研究。 

 2.本所依循「洁净能源」之世界潮

流及国家发展政策，配合本校 永续

发展「能源与环境」主轴，并参酌

国内之需求及技术成熟度，以洁净

能源及结合能源与环境之技术为主

要发展方向。 

 3.本所部分课程以英语授课。 

物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英

文簡要自傳各 1 份 2,000 字以內、4.

中、英文研究計畫各 1份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1.物理系师资优良，研究领域涵盖

重力、天文、粒子物理、原分子物

理、凝体、半导体、电浆、复杂系

统及生物物理等。 

 2.实验与理论并重，研究成果丰

硕，学术论文被引用率居全国首

位，更获教育部重点经费补助。 

 3.本系研究生均从事尖端研究，接

触最先进的技术。本系强调学生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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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立研究及分析表达之能力，在这二

方面特别加强训练，研究表现优异

者可获补助参加国际会议。 

化学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須註明名次

及全班人數、2.推薦函 2 封、3.中文簡

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中文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5.中文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3.其它有助於審查文件 

1、本系以传统的有机/无机/物理及

分析化学为核心，以开拓材料化学

与环境分析化学新领域。 

 2、师资优良年轻有活力，软硬体

设备新颖。 

 3、采精致化教学，导师制增进沟

通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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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中山大学 

电话 886-7-5252000 

传真 886-7-5252920 

电子邮件信箱 wth627@mail.nsysu.edu.tw 

网址 http://www.nsysu.edu.tw 

地址 高雄市鼓山区莲海路 7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本校位於高雄市西子湾，东毗寿山，西临台湾海峡，南通高雄港，北跨柴山，依山面海，碧波万

顷，水天相接，学风自由，建校 39 年已成为一所精致的研究型综合大学。身负带动区域教育、文

化、产业发展之社会责任，学习标竿学校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UCSD)，以「担当大高雄之

学术、文化、人才培育及产业发展之发动机」为全校之共识。遵循校务发展蓝图，以广纳多元

（Diverse），鼓励创新（Novel），勇於挑战冒险（Adventurous）之 DNA 教育精神，形塑「想像未

来˙勇於追梦」的校园文化。坚守以人本关怀的教育价值，培育人才，「让生命在中山转弯」。追

求学术卓越，迈向顶尖。短中程校务发展以「深化人才培育」、「提升国际学术竞争力」及「发挥

地方影响力」三大发展策略，以「培育具前瞻思维领导菁英，促进社会阶级流动」、「创造卓越学

术价值，提升国际学术竞合力」及「引领区域升级发展动能，创建社会与经济福祉」为三大阶段

目标。期盼中山大学在「至於至善」之核心价值下，创新发展，深耕教学与研究沃土，厚植大高

雄区域产官学研连结，接轨国际竞争，善尽社会责任，永续未来。 

  

 本校网页: http://www.nsysu.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财务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 1 份、2.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1 份、3.攻讀博士學位計畫書 1 份、

4.碩士論文 1 份(應屆生繳交初稿或

口試本)、5.推薦信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份 

本系为台湾首创财务管理学系，教育

目标为培育学生具备财金专业、创新

与国际观。英国金融时报发布全球管

理硕士排名 49 名（亚洲学校首次入

选）并通过国际商管学院促进协会

（AACSB）再认证，名列全球 5％优秀

商管学院。本系定期举办 SFM 国际性

研讨会（已 28 届），每年均吸引二百

位财金学者参与，在相关领域的质量

上树立声誉，为全球财金学界发表专

业学术论文之重要平台。 

政治学研究

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含成績總名次證明之中文或英文

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1 份、2.畢

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各 1 份(應屆畢業

者免繳)、3.自傳 1 份(含個人履歷、

生涯規劃、報考動機、研究興趣等。

中文 3,000 字為限；12 號字，2 倍行

高)、4.碩士論文 1 份(應屆畢業者經

指導教授簽證後，得以碩士論文全文

初稿替代，並註明預定口試日期)、

5.推薦信 2封 

中山政研博士班以「宏观世局、精准

决策」为强项，以「自由的学风、跨

域的对话」打造教学环境，针对世界

的变局及就业市场的变动，设计「中

国与台海情势」、「国际局势分析」、

「台湾政经与两岸关系」、「思想与实

践」，以及「资讯、意义与方法」五大

系列课程，以国际化视野培养精学生

精准发问及论述的能力、洞析资料及

意义的能力，以及使用中文及英文论

述的能力。欢迎有志於学术工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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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 1 份(如學

術出版品、紀錄片等作品網址連結)

公共服务的新一代高阶人才加入。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含成績總名次證明之中文或英文

碩士班及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自

傳(含個人履歷)1 份、3.研究計劃書

1 份、4.推薦信 2 封(推薦信內須附

上推薦人聯絡電話及住址)、5.碩士

論文、6.學歷證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例如：著作、發明(圖說) 、工作

經驗、得獎紀錄、語言能力證明...

等】 

本系研究领域主要依据教师之研究专

长规划研究学群，包括软件和硬件相

关领域。研究领域学群如下：1.电脑

应用：智慧型系统、多媒体系统、资

料库技术、资讯安全、演算法、电视

视觉、影像处理、生物资讯。2.电脑

网路与无线通讯：电脑网路、无线通

讯、行动与分散式计算、资讯家电。

3.计算机系统：平行与分散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数位讯号处理、超大型

积体电路设计、系统晶片、矽智产设

计与应用、电脑辅助设计。 

应用数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部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各 1

份、2.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各 1 份

(應屆畢業者免繳、國外學歷者免繳

學位證書影本)、3.教授推薦信 2 封

(推薦信內須附上推薦人聯絡電話及

住址或 E-mail)、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研究計畫書 1 份、6.碩

士論文 1 份(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

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如學術著作、得獎紀錄、工作經

驗...等。 

本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分析理论、离散

数学、微分方程、分群演算法、财务

时间序列、巨量资料分析、生物医学

统计、机率论、数值代数、偏微分方

程数值方法与代数方程计算等。本系

教师屡获各种研究教学之奖励，也有

多位教师曾任或现任国内外重要学术

期刊的主编或编辑委员。本系热心参

与国内外学术活动，与国外及大陆学

者互动频繁，并有接待侨生、外国学

生及大陆交换生之丰富经验。 

海洋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攻讀博士學位計劃書 1 份、2.大

學部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各乙份（應

屆畢業生可免繳最後一學期成績

單）、3.碩士論文 1 份(應屆生繳交初

稿或口試本)、4.推薦信 2 封(推薦信

內須附上推薦人聯絡電話及住址或

E-mail)、5.自傳 1 份、6.申請時請

註明組別(海洋生物組、海洋化學及

地質、海洋物理組)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例如：著作、外語能力、工作經

驗...等】。 

以全面性整合研究教学资源和培植具

备基础海洋科学背景之学生，提供本

校及国内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发展海洋

相关研究、产业、教育之人才需求。

 研究领域：海洋生物/生态、海洋化

学、海洋地质、海洋物理。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部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各 1

份、2.教授推薦信 2 封(推薦信內須

研究领域包含文学、学术思想、语言

文字、国际汉学等。教学主要在奠定

研究中国学术之基本训练、发扬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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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推薦人聯絡電話及住址或 E-

mail)、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4.研究計畫書 1份、5.碩士論文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份 

文化基础知识，以及培养新旧文学之

监赏与创作能力。以探讨传统学术与

现代文化的关系为目标，重视理论研

究和创造的思维能力。 

 研究成果丰硕，戴景贤教授、赖锡三

教授均曾荣获科技部杰出研究奖。 

 本系学报《文与哲》自 2009 年起连

续收录於 THCI Core，为本校唯一入

选学报，深受国内外学术界肯定。 

  

行销传播管

理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含成績總名次證明之中文或英文

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畢業證書及

學位證書各 1 份(應屆畢業者免繳、

國外學歷者免繳學位證書)、3.自傳

1 份(含個人履歷)、4.研究計劃書 1

份、5.推薦信(推薦信內須附上推薦

人聯絡電話及住址)。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例如:著作、發明(圖說)、工作經

驗、得獎紀錄、語言能力證明…

等】。 

国立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管理研究所结

合媒体科技、行销传播、与社会文化

行销三个领域，培养具有管理专长的

传播人才。本所专长「数位行销」与

「社会文化行销」两大领域，赋予同

学规划、思考、分析与创意的人文涵

养，结合商业行销与传播管理概念，

融入新兴社会行销与数位行销的技

巧，致力於拓展行销传播学术领域，

培养具备传播管理知识、熟悉传播媒

介及能够精确传达资讯，以达成行销

沟通目的新时代专业行销人才。 

环境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部歷年成績單 1 份、2.攻讀

碩士學位計畫書 1 份、3.推薦信、4.

自傳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例如:著作、發明(圖說)、工作經

驗…等】 

本所为环境科技整合型研究所，领域

涵盖空气污染控制技术、水污染及处

理技术、土壤及地下水、废弃物处理

技术、新兴污染物分析与处理技术、

绿色资源、环境奈米科技、环境永续

及环境管理等八大领域，理论与实务

并重。本所於论文发表及研究计画表

现均名列科技部环工学门前茅。 

中国与亚太

区域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含成績總名次證明之中文或英文

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畢業證書及

學位證書各 1 份(應屆畢業者免繳、

國外學歷者免繳學位證書)、3.自傳

1 份(含個人履歷)、4.研究計畫書 1

份、5.推薦信(推薦信內須附上推薦

人聯絡電話及住址或 E-mail)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份。

本所为科际整合型研究所，具备跨领

域（政治、经济、法律）专业训练，

提昇学生多元化的学术专业学习；课

程设计强调中国与亚太区域的发展与

认知，辅以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结

合亚太区域研究的理论与实务。本所

课程分为政治学、经济学及法律学三

组课程，学生有各组必修课程及选修

课程，也可以跨组修读他组的课程。

主要课程包含中国、日本及东南亚政

府与政治、中国及亚太区域经济发

展、国际法、社会法及两岸行政法比

较等。 

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畢業證

本所研究范围为有机化学、无机及有

机金属化学、物理化学与分析化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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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學位證書各 1 份(應屆畢業者免

繳、國外學歷者免繳學位證書)、3.

研究計畫書 1 份、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如:學術著作、得獎紀錄...等) 

领域，为因应台湾产学发展及南科与

高雄厂商需求，未来发展方向将着重

在有、无机材料合成、药物设计及化

学分析技术。本所除拥有现代化教学

研究设备，更有国内大学最先进的微

量元素、有机和生化分子分析仪器中

心。此外利用专题计画方式，广泛争

取科技部补助图书及仪器设备的购置

经费，执行其它公、民营企业及研究

机构之专题研究计画，落实产官学合

作的教学模式。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教授推

薦信、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4.研究計畫書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份。

研究领域包含文学、学术思想、语言

文字、国际汉学等。教学主要在奠定

研究中国学术之基本训练、发扬固有

文化基础知识，以及培养新旧文学之

监赏与创作能力。以探讨传统学术与

现代文化的关系为目标，重视理论研

究和创造的思维能力。 

 研究成果丰硕，戴景贤教授、赖锡三

教授均曾荣获科技部杰出研究奖。 

 本系学报《文与哲》自 2009 年起连

续收录於 THCI Core，为本校唯一入

选学报，深受国内外学术界肯定。 

  

海洋环境及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含個人簡介、讀書計畫、生

涯規劃等共兩頁 A4 為限)、2.大學部

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3.推薦信、4.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一份(例

如:著作、發明、工作經驗…等) 

1.海洋环境及工程学系的特色，在结

合海洋与近岸空间，就海洋环境管理

体制、海洋工程技术、海洋地形与地

质、及海洋生态系统等各方面作综合

性及整体性的考量。 

 2.海洋环境及工程有别於一般工程或

科学，为一综合应用工程学系，使学

生一方面明了海洋环境的基本现象，

同时建立整体的海洋观。 

 3.根据此一特色，本系研究所再具体

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海洋及海岸工

程组、海洋环境保育组，以及海洋环

境规划管理及资讯组。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信 2 封、2.自傳 1 份、3.讀

書計畫書 1 份、4.研究成果 1 份(如

學期報告、研究計畫等)、5.含成績

總名次證明之中文或英文大學歷年成

績單正本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 份，如

本系创於 1984 年，是国内最早成立资

管系之国立大学，因应社会需要与国

家发展资讯工业政策，积极培育高级

资讯管理人才。课程设计以培育学生

了解企业需求具备资讯系统开发、网

路管理、企业电子化规划等专业能力

为目标。强调培养做资讯管理研究的

能力，以期能为企业或组织找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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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T 成績、托福成績…等。 上的问题，并能寻求使用资讯科技的

解决方法。本系重视国际学术交流，

除常与国外知名资管系所进行人员互

访，并曾举办多场知名国际资管学术

会议。 

哲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1000 字

以內) 

1.以当代欧陆哲学为研究及发展重

点，并培育德语及法语哲学思潮领域

的研究人才。 

 2.秉持哲学开放的思想特质，致力於

当代欧陆哲学与各人文领域的对话交

流。 

 3.开展跨领域与跨文化哲学研究。 

 4.强化学生的批判省思能力，深化学

生的文化省思，提升美感品味，培养

人文关怀。 

政治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含成績總名次證明之中文或英文

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畢業證書或

學位證書各 1 份(應屆畢業者免繳)、

3.自傳 1 份(含個人履歷、生涯規

劃、報考動機、研究興趣等。中文

3,000 字為限；12 號字，2 倍行

高)、4.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 1 份(如學

術出版品、紀錄片等作品網址連結)

中山政研以「宏观世局、精准决策」

为强项，以「自由的学风、跨域的对

话」打造教学环境，针对世界的变局

及就业市场的变动，设计「中国与台

海情势」、「国际局势分析」、「台湾政

经与两岸关系」、「思想与实践」，以及

「资讯、意义与方法」五大系列课

程，训练学生找回哲学及人性的关

怀，也培养精准发问及论述的能力、

洞析资料及意义的能力，以及宏观世

局变化的能力。欢迎有志於公共服

务、开创领导者格局的硕士生加入。

应用数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畢業證

書及學位證書各 1 份(應屆畢業者免

繳、國外學歷者免繳學位證書)、3.

教授推薦信、4.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5.研究計畫書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如學術著作、得獎紀錄...等。 

本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分析理论、离散

数学、微分方程、分群演算法、财务

时间序列、巨量资料分析、生物医学

统计、机率论、数值代数、偏微分方

程数值方法与代数方程计算等。本系

教师屡获各种研究教学之奖励，也有

多位教师曾任或现任国内外重要学术

期刊的主编或编辑委员。本系热心参

与国内外学术活动，与国外及大陆学

者互动频繁，并有接待侨生、外国学

生及大陆交换生之丰富经验。 

海洋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含個人簡介、讀書計畫、

生涯規劃、報考動機等共兩頁 A4 為

限)、2.大學歷年成績單、3.申請時

請註明組別(海洋生物組、海洋化學

及地質、海洋物理組)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以全面性整合研究教学资源和培植具

备基础海洋科学背景之学生，提供本

校及国内外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发展海

洋相关研究、产业、教育之人才需

求。 

 研究领域：海洋生物/生态、海洋化

学、海洋地质、海洋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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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作、外語能力、工作經

驗...等】。 

机械与机电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攻讀碩

士學位計畫書 1 份、3.推薦信、4.自

傳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例如:著作、發明(圖說)、工作經

驗…等】 

1.主要研究领域涵盖热流、固力、自

动控制、设计制造、微奈米系统。 

 2.专业课程特色着重为热传力学分

析、微奈米元件之设计与制造、能源

科技工程、显微力学分析、光机电整

合、超精密加工等之内容，符合微奈

米科技与能源科技之发展时势。 

 3.本系於 96 年及 103 年均通过 IEET

中华科技及教育认证，优良的办学绩

效使本系於 97 年及 102 年荣获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高雄市分会「优秀机械团

体奖」。 

财务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 1 份、2.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3.學業成績總名次證明 1 份、4.

讀書計畫書 1份、5.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份。

本系为台湾首创之财务管理学系。学

制完整并与百大企业合作产硕专班。

每年举办 SFM 国际研讨会是全球财金

学界发表论文之重要平台。2013 年成

为南台湾首位 CFA 课程认证夥伴，提

供学生报考证照奖学金。2018 年荣获

(泰晤士高等教育)/(华尔街日报)全球

财务硕士学程排行第 23 名。2019 荣

获 Eduniversal「企业金融类」远东

区第 23 名、全台第 4 名，本校管理学

院更获颁四棕榈叶殊荣。显示本系课

程规划具专业与完整性深受国际肯

定。 

亚太事务英

语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含成績總名次證明之中文或英文

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畢業證書或

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繳、國外學

歷者免繳學位證書）、3.自傳 1 份

（含個人履歷）、4.研究計畫書 1

份、5.英文語言能力證明、6.推薦信

（推薦信內須附上推薦人聯絡電話及

住址）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份。

本学程之地理位置具有面对亚太及东

南亚等区域连结的无限潜力，是南台

湾唯一以亚太事务为主题之全英语学

程。本学程第一年课程以理论为主，

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训练，第二

年强化学生学术的专业能力，开设区

域研究与各专业议题之课程。所有课

程皆以英语授课，并招收各国籍之学

生，建立多元且开放的学习环境，以

培养亚太事务之专业学术研究能力。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攻讀碩士學位計畫書 1 份、2.自

傳 1 份、3.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4.

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 份

【例如:著作、發明(圖說)、工作經

驗、得獎紀錄、語言能力證明…

为落实完整之电机教育，使学生能够

广泛涉猎电机相关课程，并配合产业

潮流与专业领域需求，本系将专业领

域规划为电子、控制、网路多媒体、

电力、电波、通讯、系统晶片及生医

等八大领域，强调学生必须具备完整

的电机领域之专精学识能力。长期以

来，本系於学术论文发表、研究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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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等】。 及专利申请方面，在电机领域均名列

前茅，并於 2014 年通过国际工程教育

认证（IEET）与国际工程教育接轨，

将扩展本系毕业生未来深造就业之国

际管道。 

外国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 1 份、2.大學英文

歷年成績單 1 份、3.英文留學計畫書

1 份(須包含讀書計畫及研究方向，

限 3 頁以內)、4.英文學期報告 2 件

各一份、5.英文推薦信、6.英語能

力：IBT TOEFL90 分或 IETLS7.0 分

以上之成績證明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份 

1.硕士班分文学组及应用语言学组。

文学组课程兼顾英美文学史各时期与

文类，并着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西方

文学与探讨文化现象的能力。应用语

言学组朝向「语言学理与应用」、「语

言、沟通、文化」及「教学、实务、

创意」等三领域发展。2.本系师资阵

容坚强，多为外文学门各领域知名学

者，获科技部补助专题研究计画件数

比例名列前茅。3.本系连续四年荣登

QS 世界大学英文系排名全台第二；

2016 年排名更为全球 101-150 名。 

物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信、2.中文或英文留學計畫

書 1 份、3.自傳 1 份、4.大學歷年成

績單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 

本系拥有各领域学术专精与经验丰富

专任师资，投注於半导体科技、奈米

科技、光电材料、磁性与低温物理、

天文物理及理论计算物理等领域之研

究。本系教师积极投入研究，对外争

取教育部、科技部及其他产学合作计

画经费以充实实验室各项核心研究设

备，近年对外获得补助之经费年约

7000 万元；而教师专注研究上的成果

也相当可观，近年全系每年约发表 95

篇左右之国际期刊论文，平均每人约

4篇。 

人力资源管

理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含成績總名次證明之中文或英文

大學歷年成績單 1 份、2.研究計畫書

1份、3.自傳 1份、4.推薦信 

本所研究领域主要为组织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人力资源管理、劳资关系。本所特色

如下：1.包含丰富的课程设计，培养

学生国际观点。2.办理企业实习与参

访，结合理论与实务。3.培养学生具

有两种外语能力，使沟通没有障碍。

4.安排学生出国进修、扩大国际视

野，体验不同生活。 

社会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證明(1,000 字內)、

2.研究計畫(5,000 字內)、3.推薦

函、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1.在地的取向 

 着重於培养同学针对在地现象进行调

查、研究与改造的能力，使学习不只

局限於课堂，而能和周遭社区有深刻

互动的能力。 

 2.批判的取向 

 扬弃传统被动的教学方式，鼓励同学

形成自己的观点以及自我实践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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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力。 

 3.全球的取向 

 提供对各个社会以及各种全球化现象

的深度课程，让同学能真正掌握全球

化的发展。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信、2.大學歷年成績單、3.

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明書各一份、

4.TOEFL 成績須達舊制 560 分（相當

iBT‐TOEFL83 分）或新制 83 分、5.

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未

來目標（含讀書計畫）、6.各主修佐

證資料：、（1）音樂學主修者：研究

計畫一份、（2）聲樂、雙簧管、鋼

琴、長笛、大提琴、小提琴主修者：

至少 30 分鐘之個人展演錄影一份。

請上傳至雲端並用 email 傳送 URL 至

musi@mail.nsysu.edu.tw、（3）作曲

主修者：請上傳作品錄影或錄音至雲

端 並 用 email 傳 送 URL 至

musi@mail.nsysu.edu.tw，並郵寄該

作品之樂譜一份、備註 1：所繳交之

主修佐證資料須由申請者本人完成，

所提供之主修佐證資料如發現為他人

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備

註 2：音樂學系收到申請者審查資料

後，由音樂學系相關領域之教師組成

審查小組進行相關資料審查，審查分

數未達 85 分，不予錄取，所繳交之

資料一律不退還，請自留原件。、備

註 3：重度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

礙將嚴重影響演奏之學習，選填時宜

慎重考慮。 

音乐系所建置於文学院下在台湾是凤

毛麟角，在大陆更是尚未得见。此特

点优势为：（1）更易获得全面人文薰

陶及研究资源。（2）与院内其他系所

合作，更易发展多面向跨领域的音乐

舞台与研究能量。专业领域优势：

（1）师资为欧美归国音乐学者，具创

作、展演、研究、教学及国际交流能

力。（2）拥有不同时期的古乐键盘，

学生可获得西方早期键盘乐的实务演

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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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电话 886-2-24622192 分機 1222 

传真 886-2-24634786 

电子邮件信箱 miaofang@email.ntou.edu.tw 

网址 http://www.ntou.edu.tw 

地址 基隆市中正区北宁路 2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历史悠久，自 1953 年创校以来，已迈向第二甲子年，办学一向绩优，连续获教育部「教学

卓越计画」及「迈向顶尖大学计画」之肯定。 

 2.海大位於大台北地区之基隆市，滨临海洋，山海校园，有独特的龙岗生态园区与雨水公园等，

且为通过认证的环境教育设施场所，优良图书馆、全兴书苑与校史博物馆，校园幽雅，交通便

捷，生活机能与学习环境极优。 

 3.海大共有 7个学院，在日间学制设有 22 个学系，12 个独立研究所，28 个硕士班，20 个博士

班，另设有学士後商船及轮机学士学位学程，为全球最具完整海洋特色且排名最前面之「国际化

的顶尖海洋高等学府」。 

 4.本校不仅具有「海洋海事水产」之专业特色，另亦设有光电、电机、资工、通讯、机械、生

科、运输、食品、经济、教育、海洋文化、法政、英语、观光与文创设计等重要系所。在商船、

轮机、航管、运输、河工、造船、海洋、食品、养殖、渔业、海洋事务等领域尤其着名。 

 5.本校各系皆有特定的产业支持，尤其海洋相关产业，学生有特定的就业职场与管道，学生竞争

力与就业力高，校友表现杰出。 

 6.海大具有设施最完善之室内外运动设施，包括最新完成之人工草皮运动场、垒球场、沙滩排球

场及 2座体育馆等，另有完善之水上运动设施及帆船与独木舟等。 

 7.海大校园最具国际化，有许多外籍生、侨生及陆生，已发展成为一所以专业及海洋为最大特色

的「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学校」及以学生为主体人文关怀的「令人感动的学校」，并朝「国际级的海

洋顶尖大学」迈进。 

 8.学校并设立专责的辅导单位协助办理陆生各项行政支援工作－入出境许可证加签及换发事宜、

新生接待服务、急难事故处理、课业辅导、生活管理、联系、通报及其他相关协助事项。学生住

宿，由学校协助统一安排，本校宿舍之费用比照本地学生办理。  

 9.2021 年(110 学年度)硕博士班学生每学期学费约为新台币 53000 余元，实际收费（新台币）以

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航运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研究計畫

（2000 字以內）、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影本(應屆畢業生可暫免)、研究所歷年

成績單正本、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推薦函、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大

學歷年成績單正本、英語能力證明影

本、專業成果 

1.研究领域 

 航运物流管理知识创新与人才培育

的专业领域，聚焦於海运、空运、

物流及管理课程。 

 2.发展目标 

 (1)培育具备基础及应用能力，并

兼具人文素养的航运物流管理专业

经理人才。 

 (2)致力於航运物流相关领域之学

术与应用发展，以应国家经济建设

趋势及航运物流产业之发展。 

 3.策略方针 

 聚焦培养航运物流知识应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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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管理、协同作业及问题解决能力。

  

河海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研究計畫

（1000 字以內）、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影本(應屆畢業生可暫免)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專業成果 

本系以土木、水利工程为主，并以

海洋工程为特色。尤其在海洋工程

范畴是台湾学术界与产业界的领航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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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中正大学 

电话 886-5-2721480 

传真 886-5-2721481 

电子邮件信箱 exams@ccu.edu.tw 

网址 http://www.ccu.edu.tw 

地址 嘉义县民雄乡大学路一段 16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及化学工程学系等系所有实验课程；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及社会福利学系

等系所另有校外实习；故辨色力异常、视听力障碍及行动不便者，请慎重考虑。 

 2.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应依本校研究生学术伦理教育实施要点，修习「学术伦理教育」课

程，并修满录取系所应修学分及通过研究生学位考试外，部分系所另有其他毕业要求（如「英文

能力」），必须达系所规定，方得毕业（各系所相关之修业规定，请至本校各学系网页查阅）。 

 3.各系所得视实际需要要求录取硕士班新生於入学後加修学士班课程，录取博士班新生於入学後

加修学士班或研究所硕士班课程，学生不得拒绝；且其加修之学士班科目学分数依学则规定不得

计入硕士班或博士班毕业学分，而加修之硕士班课程是否列入毕业学分依各系所之规定办理。 

 4.本校 109 学年度大陆学生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48,000 至 55,000 元间，每学分约新台币

3,000 元，110 学年度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学杂费专区」公告为准。 

 5.生活协助：於注册後办理新生始业辅导活动，协助新生了解校园环境与各项设施，以利日後学

习。 

 6.宿舍安排：博士班就学 4年及硕士班就学 3年期间，均保障住宿学校宿舍，以利安心就学。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经济学系国

际经济学博

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3.

研究計畫(2000 字以內)、4.碩士論文

(應屆畢業生得附論文初稿)、5.大學及

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1.师资国际化： 

 师资阵容坚强完整，具丰富国际观

与多元视野。 

 2.教学研究绩优: 

 教师研究与教学并重，研究表现在

国内经济学门名列前茅，教学优异

屡获奖项。 

 3.课程多元丰富： 

 本系注重学生国际视野的养成，国

际经济领域课程丰富，结合产业分

析与数量方法，以培育第一流的全

球化人才为目标。 

 4.教学资源完善： 

 软硬体设备齐全，缔造最佳研究环

境。 

财经法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

計畫（5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英語能力證明、3.專業

成果 

1.师资优良健全：专任教师具有

德、法、英、美等国一流学府法学

博士学位，师资阵容坚强，特聘教

授之比例为全校之冠，多数教师专

精东亚比较法之研究。 

 2.课程多元专业：课程包括两岸民

商法、财经法、刑事法、公法、国

际法，又设有民商与企业暨国际经



157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贸法、智慧财产权法、以及财税法

等三大学群，兼具理论与实务法学

之专业课程。 

 3.软硬体设备齐全：拥有实习法

庭、法律图书资料室、法源与月旦

等中外法学专业电子资料库。 

心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

3.自傳（1,000 字，含申請理由、讀書

計畫、研究經驗等）、4.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包括題目、摘要、研

究目的、研究方法、預期結果、參考文

獻等）及相關著作。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特色及研究重点： 

 1.认知科学涵盖知觉、注意、记忆

及语言、人因工程。 

 2.生理心理学涵盖睡眠、自主神经

系统、学习与记忆及浑沌理论之应

用。 

 3.发展心理学偏重认知与情意之互

动、婴幼儿发展、青少年发展、认

知发展、全人发展及谘商心理。 

 4.社会心理学涵盖社会认知、人际

关系、性格结构与发展、组织行为

及工商心理学。 

 5.计量心理学着重试题反应理论与

电脑化适性测验。 

教育学研究

所课程与教

学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 (2,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 

1.严谨的教育学理论与方法论课程

及多元的专题课程，深化理论的发

展暨实务的反省与革新。 

 2.教师具备美、英、德等国博士学

位以及多元学术专长，兼具教育学

理论研究及实务经验。 

 3.收藏多种中西文期刊及数千册中

西文专业书籍，提供研究生专属研

究室及电脑。 

 4.积极办理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

国际知名学者莅所演讲，提升师生

之国际视野。 

 5.历年多次办理两岸三地之学术会

议，多数教师受邀与大陆各重点大

学进行学术交流。 

  



158 
 

学校名称：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电话 886-7-7172930-3956 

传真 886-7-7263332 

电子邮件信箱 camilla@nknu.edu.tw 

网址 http://www.nknu.edu.tw 

地址 高雄市苓雅区和平一路 116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拥有和平与燕巢二校区。和平校区地处位於高雄市文化中心旁，交通便利，校区小而精

致，学生生活设施完善，教学设备齐全，可谓优良习学习环境与优美生活环境并重。燕巢校区面

积 53 公顷，腹地广大资源丰富，宁静优美的校区为学生最佳求学环境。 

 2.和平、燕巢两校区间每日定时行驶交通车。学生上课地点：(1)和平校区：高雄市苓雅区和平

一路 116 号(教育学院、文学院、艺术学院所属系所)。(2)燕巢校区：高雄市燕巢区深中路 62 号

(理学院、科技学院所属系所)。 

 3.第 1 阶段(注册前)缴交学杂费基数。第 2阶段(加退选课确定後)缴交学分费 

 4.每学期学杂费基数约人民币 5978 元至 7588 元间，每学分约人民币 690 元，2020 年实际收费

(新台币)以教务处和平教务组网页公告为准。 

 5.本校协助处理住宿问题，学生宿舍约为新台币 7500~12000 元，详如学务处生辅组网页为主。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科学教育暨

环境教育研

究所科学教

育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一、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二、

碩士論文。、三、碩士成績正本。、四、

碩士學位證書影本。、五、科學教育或

數學教育學習計畫書(1000 字以內)。、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本所博士班培养具有前瞻与宏

观之科学教育/环境教育理念，以及

理论与实务兼备的科学教育/环境教

育学术人才，并因应社会之脉动，

培育科学教育/环境教育相关领域的

教师与专业经理人。 

 二、欢迎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

学/媒体/环境教育相关系所学生来

就读。以促进两岸科学教育暨环境

教育学术研究交流 

  

事业经营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2.讀書計劃、3.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成績證明。、2、其他有利

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參與相關研究計

畫、獎章、證照…等) 

本系所的培育目标，除了提供经营

管理的相关课程外，也提供创新、

创意与创业陶冶的选择，重视学子

沟通与表达能力，以多元化课程、

小班制教学，师生互动密切，培育

学生具备经营管理与领导者之特

质，本系硕士核心能力为：(1)创意

开发能力 (2)综合应用能力 (3)专

业分析能力 (4)独立思考能力。 

美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作品集、4.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本系硕士班除了延续大学四年基础

专业课程外，能更深入确认当代多

元创作语汇及自我实践的内涵与形

式重整，并以人文科学之精神与哲

学论证的学理来检视台湾及国际间

文化艺术生态的消长及现象。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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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 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具前卫精神之艺术创作人才，建构

当代艺术创作、艺术理论的创作者

及研究人员。 

视觉设计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研究計畫。、3、專業成

果或作品集。、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相關資料，如獎狀、

著作、展覽或研究報告等。 

1.新方向的探索：以视觉设计与艺

术的基础课程为核心，发展学生以

文化艺术为设计的基础理念。2.新

技法的整合：以艺术创作与科技媒

体的双轨学习为导向，鼓励学生多

元实验技法与创新风格。3.推行产

学合作：积极加强与业界合作交

流，落实学生设计工作参与经验，

以提升设计实务能力。 

软体工程与

管理学系工

程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4.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5.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 

软体工程与管理学系於 2007 年 8 月

成立，并以培养资讯软体人才为目

的。除了以一般资讯科系之计算机

科学暨资讯工程技术为发展方向之

外，同时训练学生具有紮实的软体

工程理论及团队沟通与合作的能

力，并将软体工程技术投入特定应

用领域，例如：电子商务、数位汇

流、宽频网路、人工智慧、医疗资

讯、及多媒体等。  

   2015 年 8 月本系与本校教育

学院之资讯教育研究所合并，遂改

名为软体工程与管理学系 

工业设计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總表正本、2.自傳 1 份、

3.研究計畫書 1 份、4.作品集（請以

A4 大小為單位）、5.其他有助於審查資

料之文件。 

1.培养产品设计能力。 

 2.培养产品企划能力。 

 3.培养产品制造及行销能力。 

 4.培养电脑绘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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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电话 886-4-7232105 分機 5632 

传真 886-4-7211154 

电子邮件信箱 nicky0817@cc.ncue.edu.tw 

网址 http://www.ncue.edu.tw 

地址 彰化县彰化市白沙山庄进德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以追求「成为兼具卓越教学、创新研究、永续服务的一流大学」为发展愿景。在成功转型

为综合型大学後，更以「培育专业与通识兼备之社会中坚，创造教学与研究并重之优质环境，开

拓本土与国际兼具之宏观视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之知名学府」为目标。 

 2.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7,000～55,000 元，并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3.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6,430～9,230 元。本校将依录取生意愿，保障每年住宿资格，优先

提供宿舍。 

 4.本校分进德、宝山二校区，技术及职业教育学院、工学院、管理学院学生以在宝山校区上课为

原则。 

 5.新生入学须参加新生体检。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特殊教育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學歷證件：應屆畢業繳交碩士歷年成

績單；非應屆畢業繳交碩士畢業證書、

碩士學位證書、碩士歷年成績單；國外

學歷非應屆畢業繳交碩士畢業證書、碩

士歷年成績單、研究計畫、學位進修計

畫、相關學術著作或文章一至四篇(非

中文請附中文摘要)、自傳(5000 字以

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推薦函、教育相關工作經驗證明、英

文能力證明影本、碩士論文(應屆生繳

交初稿或口試本) 

1 师资阵容健全，所专攻之领域包

括资赋优异、智能障碍、听觉障

碍、视觉障碍、学习障碍、自闭

症、情绪行为障碍及多重障碍等。2

强调特教专业议题与趋势探讨。3

专注於资赋优异教育课程与教学研

究。4 关照普通教育情境中轻度障

碍学生各式学习需求。5 教学资源

充足，设有课程教材资源中心及多

间专业教室。6 未来展望:透过陆生

来台修读特教专业知能，除可加强

两岸特殊教育学术交流外，亦对大

陆地区特殊教育蓬勃发展具有绝佳

助益。 

数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2 封)、簡要自傳(500 字以

內)、讀書計畫(3000 字以內)、學歷證

件：應屆畢業繳交碩士歷年成績單；非

應屆畢業繳交碩士畢業證書、碩士學位

證書、碩士歷年成績單；國外學歷非應

屆畢業繳交碩士畢業證書、碩士歷年成

績單、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

試本)、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 

1 师资健全:本系有 19 位专任教

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致力於教

学及学术研究。2 教学特色:本系教

学特色为数学、统计、资讯以及相

关领域之研究，以期培养多方向之

专业人才。3 未来发展方向:本系为

师范院校中少数以研究教学并重之

系所，研究成果丰硕。未来将持续

转型为一般综合大学的数学系，朝

多元发展，并兼顾师资培育的重责

大任。4 教学与研究资源丰富:具有

电脑教室、统计谘询室、教科书

室、教学实验室及教学研究用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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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充足。 

财务金融技

术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學歷證件:應屆畢業繳交碩士歷年成績

單;往屆畢業繳交碩士畢業證書、碩士

學位證書、碩士歷年成績單;國外學歷

往屆畢業繳交碩士畢業證書、碩士歷年

成績單、中文研究計畫、自傳(含學經

歷)(中文、5000 字以內)、研究著作或

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推薦函 2封 

1.培养财金、商管专业知能 

 2.培养独立商学研究与教学之能力

 3.培养多元思考与解决问题之能力

 4.培养跨领域知识整合之能力 

 5.培养团队合作与沟通协调之能力

 6.强调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之观念

 7.培养学生具备国际观与加强外语

能力 

财务金融技

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應屆畢業繳交大學歷年

成績單；往屆畢業繳交大學畢業證書、

大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

學歷往屆畢業繳交大學畢業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非中文成績單請譯成中

文)、2.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3.研

究計畫(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培养财金、商管专业知能 

 2.培养独立商学研究与教学之能力

 3.培养多元思考与解决问题之能力

 4.培养跨领域知识整合之能力 

 5.培养团队合作与沟通协调之能力

 6.强调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之观念

 7.培养学生具备国际观与加强外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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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大学 

电话 886-2-86741111 

传真 886-2-86718006 

电子邮件信箱 thermon@mail.ntpu.edu.tw 

网址 http://www.ntpu.edu.tw/chinese/ 

地址 新北市三峡区大学路 15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国立台北大学前身为台湾极富盛名之「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於 2000 年升格改制为综合型大

学。校本部座落於新北市三峡区鸢山际，风景清新优美、校舍建筑新颖，获网路票选为「十大最

美大学校园」之一；新落成之图书资讯大楼因绝佳设计，伴随山湖景色，亦获选为「十大非去不

可图书馆」之一。 

 2.自 2009 年起连续获得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奖助，2015-2016 年再获补助，并为国立大学中最

高额者。2018-2020 年更获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计画将近 2亿 435 万元补助。 

 3.109 学年度 23%大学部新生来自全国排名前 15 所都会型高中，75%个人申请分发录取生学科能

力测验成绩为全国前 15%，考试分发录取生录取平均分数为约为全国前 2~12%，为台湾莘莘学子向

往目标。 

 4.与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台北医学大学、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共组「台北联合大学系统」，成为本

校发展校务之优势与机会。 

 5.本校招收大陆地区学生硕博士班收费预计标准为：每学期学杂费基数约人民币 5,000 元、每一

学分费约人民币 600 元（2020 年 9 月入学之大陆地区学生实际学杂费收费以本校正式公告为

准）。 

 6.本校协助大陆地区学生初次入境许可申请事宜。 

 7.大陆地区学生入住宿舍等事宜将依据「国立台北大学住宿辅导与管理办法」规定办理。 

 8.本校目前有 107 个社团、27 个学生自治组织，学生可依个人兴趣参与，多元发展、丰富大学

生活。 

 9.国立台北大学以法政社经专业领域之教学与研究为主，标榜「追求真理、服务人群」之校园精

神。本校校务发展主轴为： 

 (1)强化跨域专业学习与统整课程教学 

 (2)整合研究能量、聚焦研究特色 

 (3)提升学生职涯竞争力 

 (4)强化国际化作为 

 (5)融合伙伴学校、发挥最大综效 

 (6)塑造多元、永续的优质校园环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企业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明）書或學位證（明）書

(應屆畢業請上傳學生證)、2.大學及碩

士歷年成績單（需載明名次排名百分

比）、3.自傳、4.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

畫、5.碩士論文及其他著作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文件（如：已

發表之期刊論文、學術性獎勵事蹟、管

本系博士班招收具有硕士学位且致

力於学术工作者，培养独立学术研

究的能力。依不同专业领域分行销

与国际企业、资讯与作业管理及策

略、组织与人资管理。申请学生申

请时需载明主修领域组别（不得转

组）及入学後选定副修。毕业最低

学分 34 学分(不含论文 12 学分)。

博士班修业规定与参考资料请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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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理績效、工作經驗證明、專業成果證

明、獲獎證明等） 

系网页公告。 

不动产与城

乡环境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

計畫（2000 字以內）、3.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報名時請上傳學生

證）、4.碩士班歷年成績單、5.著作

（含碩士學位論文，應屆畢業生請繳交

學位論文初稿）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學術成果或可供參酌資料（如各

項成果作品或獎勵、外語能力證明等）

本系博士班分为管理决策、法制政

策、城乡发展及空间资讯等领域，

教学着重於学理基础的强化，并藉

由专业研究的训练过程达成独立思

考、理性判断与应用之专业研究能

力，以培育可独立研究及决策分析

之高阶人才。本系师资研究领域多

元，透过之间的相互合作提供跨领

域研究的机会，包括共同参与研究

计画、论文发表等活动。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明）書和學位證

（明）書(應屆畢業請上傳學生證)、2.

大學歷年成績單（需載明名次排名百分

比）、3.自傳、4.攻讀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如：已發表之

期刊論文、學術性獎勵事蹟、語文能力

證明、工作經驗證明、專業成果證明、

獲獎證明等） 

本系以培养财务金融、策略、组织

与人资管理、行销与国际企业管

理、资讯与作业管理等领域之核心

竞争能力，多样化开授专精课程，

培养各领域专精人才，并辅以企业

家演讲与企业实习、国内外学术研

讨会发表等，培养企业所需具多元

管理知识整合与运用之中阶管理人

才。 

 本系硕士班采多元入学管道，欢迎

非管理科系之理工及具优异外国语

文能力学生申请。硕士生需修满 43

学分(不含硕士论文 6 学分)方得毕

业。修业规章及相关规定请详本系

网页。 

不动产与城

乡环境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

計畫（1000 字以內）、3.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報名時請上傳學生

證）、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如各項成果作

品、獲獎證明、外語能力證明、社團參

與及擔任幹部經驗等） 

本系提供管理决策、法制政策、城

乡发展及空间资讯等四大领域之专

业学术理论，藉以培养具备问题剖

析、综合性分析之专业能力及分析

规划管理能力之人才，且招收不同

领域与思维的优秀学生，以期透过

研究讨论过程激发彼此的潜力，因

应未来协助从事相关学术研究或其

他就业市场有关规划管理工作之所

需。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500 字以內)、研究計畫

(1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附

名次證明）、大學授課教師或工作主管

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程式競

賽得獎證明、專題報告、其它得獎證

明、著作等 

本系目前有 6 位教授、5 位副教

授，培养高级资讯工程人才，专业

训练注重资讯理论与实务的结合，

研究领域分网路、多媒体两大研究

群。设有无线暨行动网路、人工智

慧物联网实验室、密码编码与计算

理论、智慧多媒体、分散及行动计

算、图形识别、嵌入式系统与应

用、网路安全、拟人智慧与计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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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论、电脑游戏与智慧、资料科学实

验室。需修满 34 学分方得毕业(含

论文 6 学分、专题研讨 4 学分及核

心课程 6 学分），授予工学硕士学

位。 

金融与合作

经营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須載明名次、排名

百分比)、2.簡要自傳（2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2000 字以內）、4.

英文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如：已發表之期

刊論文、學術性獎勵事蹟、語文能力證

明、工作經驗證明、專業成果證明、獲

獎證明等） 

一、金融与合作经营学系为本校近

5 年来，所有学系中志愿窜升最

快，毕业後就业待遇最好的热门学

系之一。 

 二、本系目标为培养学生具备财务

金融专业能力，兼顾金融专业与关

怀社会固有本质，期许学生成为

「才德兼备」之金融从业人员。 

 三、课程结合金融、商学与永续金

融三大领域，并提供实务讲座、职

场实习、海外研习等多重管道，以

达学以致用、产学接轨。 

  

  

国际企业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單、2.推薦函、3.中文或

英文能力證明、4.自傳（1500 字內）

及讀書計畫（3500 字內）、5.研究計畫

本所之设立乃以国际企业理论与实

务兼顾作为其学术领域之基本方

向。并配合当前社会及产业发展趋

势，培养社会与产业及政府部门所

需国际化知识与人才为发展动向。

公共行政暨

政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內應敘明過去求學歷程，以

及未來到本碩士班研讀之動機、2.大學

在學歷年成績單、3.碩士論文研究計

畫、4.教授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期報告、2.已發表之學術著作：

例如有審查制度的期刊論文、專書論

文、學術研討會論文、3.參與相關學術

研究計畫或成果報告書、4.語文檢定等

專業資格證書證明、5.獲得獎學金或獎

章證明 

本系为台湾最具规模、历史最悠久

之公共行政相关系所，教学及研究

取向展现多元专业领域特色。硕士

班区分为三组：公共行政组着重行

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非营利组

织、行政伦理，以培养中高阶公务

人员所需之专业知识；公共政策

组：以研究政府政策制定与整体规

划为特色，兼具公部门治理与私部

门管理之专业能力培养；政治经济

与政府组：以政治理论、政治经

济、两岸关系的学习为导向，培养

同学修习政治经济或议会管理之专

业知识。 

通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基本資料(履歷)、2.歷年成績單正

本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應屆畢業生:一至

三年級；已畢業生:各學年)、3.大學學

位證明書或學生證(應屆)、4.自傳與研

究計劃、5.教授或工作單位主管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著作、2.專題報告、3.得獎證明、

1.本系发展方向为通讯系统、多媒

体讯号处理、通讯网路等相关技

术。 

 2.本系强调独立思考及创新设计能

力之培养与训练，并要求学生参与

研究计画，以验证所学和获取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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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4.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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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嘉义大学 

电话 886-5-2717296 

传真 886-5-2717297 

电子邮件信箱 fsc@mail.ncyu.edu.tw 

网址 http://www.ncyu.edu.tw 

地址 嘉义市学府路 3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校园：嘉义大学位於阿里山下，拥有 4个校区 1个实习林场，共有 7个学院，其中农学院、理

工学院及生命科学院位於兰潭校区；师范学院及人文艺术学院位於民雄校区；管理学院及兽医学

院位於新民校区。在面积广阔的校区里，一栋栋的教学大楼是学生追求新知的殿堂；各实验室与

实习工厂及农场、牧场、动物医院，是寓理论与实作的最佳场所；运动场、各类球场、游泳池、

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更是学生休闲活动与生活的乐园。图书资讯大楼及综合教学大楼，可充

分提供更优良之图书资讯、电脑设施及良好教学研究场馆供师生使用。 

  

 2.系所专业概况：目前拥有 7个学院，开设 7个博士班、43 个硕士班、4个全英文硕士班、40

个学系组，为云嘉地区最具历史与规模之综合大学。 

  

 3.师资：本校目前有 466 位师资，助理教授以上师资达 451 位，占全校师资 96.78%，优质之师

资是本校最大的优势。 

  

 4.学习规划：为落实培育优质人才，使同学在学习过程能有一系列之规划，各系所均设有三图平

台（课程架构图、修课流程图、职涯进路图），协助每一位同学建构自己的学习计画，并让导师与

学生透过晤谈，以明白学生之最适选课内容。除上述措施外，并广设跨领域学程、微学程提供同

学多元选择。 

  

 5.本校设有语言中心，可协助英文及正体中文学习。 

  

 6.本校设有教学助理 TA，协助老师教学工作。 

  

 7.有专责辅导单位：国际事务处专责办理陆生的生活辅导及到校前的联络、接机、报到、居留、

出入境、医疗保险等相关事项。 

  

 8.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6,000 元（实际收费以当学年公告为准）。 

  

 9.住宿费：大陆地区学生保障住宿，收费标准依各校区宿舍规定，冷气费另计，宿舍设备完善，

日常设施一应俱全，并有餐厅、交谊厅及自修室等。 

  

 10.餐费：校区内设有学生餐厅、美食街及超商等，膳食费预估每月约新台币 4,000 元至 4,5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讀

書計畫(1000 字以內)、研究計畫(1000

本系硕士班以「证券投资」、「公司

理财」与「金融市场与机构」为三

大课程主轴，并强调金融资讯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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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相關資料（如著作、考

試及格證書、特殊專長、各類得獎紀錄

等） 

练，顺应「金融科技 FinTech」趋

势，期使教学内容得理论与实务并

重。本系现有专任师资皆拥有国内

外知名大学的财务金融相关领域博

士学位，师资团队中拥有会计师、

精算师、金融证照与国外教学资

历。本系拥有设备完善的财金实验

室及相关金融演算软体与模拟交易

系统，以提供学生良好的金融资讯

训练，满足学生日後进修与就业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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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高雄大学 

电话 886-7-5919000#8240~8243 

传真 886-7-5919111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nuk.edu.tw 

网址 https://www.nuk.edu.tw/ 

地址 高雄市楠梓区高雄大学路 7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提供新颖教学设施，除第一综合教学大楼、工学院大楼、理学院大楼、图书资讯大楼、法学院

大楼、管理学院大楼、体育健康休闲多功能大楼、人文社会科学院大楼及行政大楼外，另设有多

媒体语言教室、电脑教室、研究中心及实验室等，提供学生使用；而国际会议厅与大型演讲厅，

可容纳数百名席位举办学术演讲与活动。本校除一般各类运动场地与设施外，尚有亲水生态公

园、棒垒球场、风雨球场、游泳池、SPA 及健身房、健步及自行车专用车道等运动休闲设施。 

 2.学生每学期必须缴交学杂费与其他各项费用，2021 年学杂费收费标准每学期预计在新台币

46,000 元至 54,000 元间，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3.本招生管道入学学生，其连续 2学期之学期学业成绩不及格科目学分数，达该学期修业学分总

数 1/2 者，应令退学（惟身心障碍学生修读学士学位者，不受此限制），请详见本校教务处网站查

询学则（第 24 条、50 条）。 

 4.本校学生宿舍分为学一宿舍区(OA、OB)、学二宿舍区(OE、OF)、综合等三区 5栋，共计 1,614

个床位，可提供学士班新生、侨外生、陆籍生及交换生同学申请住宿，住宿费则依不同建物而有

不同收费标准(最低新台币 7,463 元整、最高新台币 9,985 元整)。 

 5.本校订有大陆地区优秀学生奖学金办法、许伯夷先生奖助学金、学生紧急纾困助学金等，提供

陆生提出申请，请详阅本校学务处网页。  

 6.安排「导师时间」固定指导学生，社团活动多元化。 

 7.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50 至 300 元整。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法学院博士

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或證明書)、2.大學

歷年成績單、3.碩士班歷年成績單(須

含碩士學位論文考試成績)、4.碩士論

文及其他著作、5.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6.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1000

字以內)、7.外文相關考試證明資料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英語能力證

明......等 

◎院所特色：本系目前有 27 位专任

教师，教授 12 位，副教授 10 位助

理教授 5 位，均具有美国、英国、

日本或德国法学博士学位，专长涵

盖宪法、行政法、民事法、刑事

法、社会法、劳动法、国际法等领

域。 

 ◎未来展望 

 一、培育理论与实务融合之法律人

才 

 二、推动学门间之科际整合 

 三、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及合作 

 四、侧重不同学门与法律学间机能

性整合之研究 

  

土木与环境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2.大學

歷年成績單、3.自我介紹、4.就讀動

本系为台湾第一所整合土木与环境

工程两大学群之科系，发展方向包

括高科技防灾及监测、污染防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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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機、5.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社團經歷、英語能力證明…...等 

复育、绿色工程及材料、系统工程

及管理等四大面向，教学研究着重

尖端技术之开发及传统技术之更新

并兼具理论与实务之训练。本系现

有 12 位专任师资，在学术论文发

表、研究计画争取及国际交流合作

均表现杰出，可提供学生学习及参

与相关专业活动并开创国际视野之

良好环境，训练符合现代化国家基

础建设所需之尖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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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东华大学 

电话 886-3-8905114 

传真 886-3-8900170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gms.ndhu.edu.tw 

网址 http://www.ndhu.edu.tw 

地址 花莲县寿丰乡大学路二段一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位於台湾东部花莲，校园占地 250 公顷(2,500,000 平方米)，具多元丰富文化特色，被誉

为台湾最美校园。 

 2.设有 8个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理工学院、管理学校、原住民民族学院、花师教育学院、

艺术学院、环境学院及海洋科学学院，包含 37 个学士班、3个学士学位学程、40 个硕士班、1个

硕士学位学程、17 个博士班。 

 3.在校学生逾 10,000 人，专任教师近 500 人，其中 95%获有国内外知名大学之博士学位，具有

高度教学与研究热忱，为深具发展潜力之综合型大学。 

 4.为增进国际视野与国际交流，落实「让世界认识东华，在东华看见世界」之国际化目标，本校

积极推动国际化各项业务，以营造友善校园，提供优质学习环境。 

 5.为增强本校研究与教学之国际竞争力，本校目前提供 18 个全英语授课学程(3 个学士班、10 个

硕士班、5个博士班)，21 个部分英语授课学程(2 个学士班、12 个硕士班、7个博士班)。 

 6.研究生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21,480~25,800 元(约人民币 4,995~6,000 元）；学分费新台币

3,060 元(约人民币 712 元)。实际收费以入学学年度之学杂费徵收标准为准。 

 7.研究生每学期住宿费约新台币 10,000 元(约人民币 2,326 元)，每月生活费约新台币

6,000~8,000 元(约人民币 1,395~1,86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企业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2000 字

以內，並在內文最後陳述欲報考的前三

名博士班組別志願排序。）、4.畢業證書

或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免附）、

5.學士班歷年成績單、6.碩士班歷年成

績單、7.碩士論文（應屆生請繳交初稿

或口試本）、8.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9.專業成果、10.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如：社團活動證明、紀錄及說明、

畢業論文、專題報告、獲獎資料等） 

本系致力於培育能融合管理理论与

实务，并引导企业经营发展之专业

人才。课程规画主要以「学术研

究」与「专业管理职能与才能」为

课程规划重点。 

艺术与设计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3.研究計畫、4.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5.作品集（含展演

資料）、6.其他補充參考資料(如得獎、

研究等事項資料及證明) 

本系所教学目标是以学生的自我探

索、自我完成为方向，结合花莲地

区的特殊风景色彩、多元文化素

材、自然率真的特质，教导学生真

实的情感与艺术表现的能力。 本系

为系所合一的学术单位，大学部以

「艺术创作学程」、「创意设计学

程」两大学程为课程与教学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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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标。研究所则以培养学生应用现代

艺术与媒材表现情感思想，以及产

品设计与新视觉传达之研究为主要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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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电话 886-49-2910960#2230～2239 

传真 886-49-2913784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ncnu.edu.tw 

网址 http://www.ncnu.edu.tw 

地址 南投县埔里镇大学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一、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位於台湾地理中心南投县埔里镇，四周层峦叠翠视野开阔，临近奥万大、

日月潭、合欢山及惠荪林场，国道六号通车後，往返学校更加便捷。目前设有人文、教育、管

理、科技等四学院，计有 25 个学系(组)、27 个硕士班(另设 7个硕士在职专班)、13 个博士班，

优质师资与学习环境是莘莘学子的最佳选择。 

 二、图书馆馆藏资料类型丰富，计有中、英文图书约四十七万多册；电子书资源约十四万册。本

校图书馆已全面建置无线网路，可於全馆各点无线上网，另搭配各项自动化设施，提供使用者快

速、便捷、贴心与完善之服务，包括：设置单一楼层服务柜台、预约书自助提取、RFID 应用服务

(含门禁借还书)、线上空间预约系统、个人座位借用系统等服务。 

 三、本校为拓展学生国际视野，与美、日、英等国优秀大学签署学术交流计画，同时每年选送数

十位学生赴各国进行学术交流。 

 四、男女兼收，备有男女生宿舍；两人套房，每人各有床、书桌椅、衣柜、置物柜、电话、网

路、冷气、天然气热水器，提供冰箱申请借用。公共区域设有洗衣机、烘乾机、脱水机等设备。

住宿费每学期新台币 10,750 元。掌型机控管宿舍门户安全。 

 五、2021 年学杂费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应用化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及學習歷程(1000 字以內)、推薦

函、碩士班歷年成績單、研究計畫或研

究方向(A4 紙 10 頁以內)、碩士班畢業

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免繳)、其它有利

資料 

应用化学系之创系宗旨及目标为规

划以生物科技、材料化学及分析化

学三大方向，培育青年学子将化学

知识实践於产业及建设中;应用化学

系课程设计之特色在於跨领域学术

的结合，训练学生紮实的化学本职

学能，并建立基础化学与应用工程

间的桥梁，藉以开拓青年学子的视

野，期能应用化学的专才，成为领

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尖兵。本系网

址：https://reurl.cc/Grz4Ry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推薦函

(2 封)、3.大學歷年成績單、4.研究計

畫(5000 字以內) 

本系以电子、系统及通讯三大领域

为教学研究之发展方向。(一)电子

群组：超大型积体电路设计、系统

晶片设计、微电子元件与材料、微

感测器、奈米元件、光电元件、生

医电子。(二)系统群组：控制系统

与理论、数位信号处理、语音与影

像处理、嵌入式系统、高层次系统

晶片设计。(三)通讯群组：无线通

讯、通讯网路、网路电话、编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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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论、通讯信号处理、通讯 SoC。积

极与业界合作，结合专题实务，让

学生提早学习业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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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7376111 

传真 886-2-27301027 

电子邮件信箱 graduate@mail.ntust.edu.tw 

网址 http://www.ntust.edu.tw 

地址 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四段 43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简介：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下称台科大）创立於 1974 年，为我国第一所技职教育高等学府，目

的在培养高级工程及管理技术人才，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并建立完整之技职教育体制。台科大以

「多元卓越」、「科技整合」、「知识创新」、「全人教育」为发展主轴，期望透过法人化之规划、与

邻近教研单位及国际知名机构合作，加速提升学校竞争力，培育具有宏观视野、专业素养及社会

关怀的高科技人才，以朝向「国际化应用研究型大学」迈进。 

 2.台科大位於文化鼎盛之台北市大安区，邻近台大及公馆商圈，交通便捷。 

 3.设置工程、电资、管理、设计、人文社会、应用科技等 6学院，合计共 24 系所。 

 4.现有教师四百多位，具博士学位教师高达 98%（具外国博士学位者达六成以上），师资阵容坚

强。 

 5.研究所境外生 912 人，来自 53 个国家，占研究生人数 16.75%，有 20 所设置英语授课学程。 

 6.与台大、台师大成立「国立台湾大学系统」，系统内学生可跨校选课、修读学分学程、共享图

书馆资源，109 学年度第一学期三校互选课程超过 1,400 人次。 

 7.近期表现：(1)TIMES 2020 全球大学就业力排名第 82 名，居全台第一。(2)QS 2021 世界大学

排名第 267 名。(3)远见杂志 2020 企业最爱大学生排行榜第三名、技职第一。(4)2020 大学办学

绩效连续 4年夺冠。(5)Cheers 杂志 2020 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全国第五、技职第一。(6)天下 USR

大学公民调查蝉联第一。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设计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碩士歷年成績單、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研究計畫（3000 字以

內）、5.碩士論文、6.英文能力證明、

7.作品集 

1.本校位於台北精华地段，周边资

源丰沛，故本系经常与北部知名企

业合作；2.本校为技职院校之龙

头，业界优秀校友众多，故本系时

常邀请杰出校友成为业师，支援教

学或举办讲座，向学生分享实务经

验；3.本系拥有丰沛设计实务经验

及知识理论均衡并重的教师群，故

本系产学合作、专利获得、设计奖

项或科技部专题研究计画、学术期

刊及研讨会发表均有不错的表现；

4.本系教师参与国际学术组织频

繁，学生国际获奖数多，国际知名

度高。 

电子工程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碩士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

明）、3.個人簡歷、4.教授推薦函 1

封、5.進修計畫書、6.碩士論文（應屆

1.SCI 论文数及相关产官学计画名

列前茅，显示师资与设备在质与量

方面皆十分充足。 

 2.拥有最完全系统晶片软硬体与全

国最佳电力电子、半导体元件研发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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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畢業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著作、獲

獎事實、社團活動......等） 

 3.近年来师生在各项公开比赛迭获

佳绩。 

 4.已建置与北京交大、哈尔滨工

大、电子科技大学等校陆生交换机

制，具备陆生学习与辅导机制。 

建筑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3.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4.研究計畫（5000 字

以內）、5.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繳交

初稿或口試本）、6.申請領域二【永續

設計】之考生須繳交英文版之個人簡

歷、讀書計畫及研究構想、7.推薦函 2

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2.英語

能力證明、3.建築設計作品集 

1.所有师资皆有留学经验，包括瑞

士、美国、法国、日本等。国际交

流参与度极高。 

 2.所在地为台北核心区，能获得最

新建筑资讯，包括各种演讲与展览

等。 

 3.师生积极参与国际设计竞图及国

际研究期刊投稿，并获得极优异之

成绩。 

财务金融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 1

封、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讀

書計畫（1000 字以內）、6.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7.碩士論文（應屆畢

業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1.国际化：硕士班专业必修课程采

英语授课，不定期邀请国外学者至

本所演讲，提供学生至国际姊妹校

交流机会，强化学生国际化及专业

化的能力。 

 2.专业化＆实务导向：本所课程强

调专业化与实务导向教学，延揽业

界专家学者参与教学，强化学生掌

握财务金融相关领域专业深度、广

度的能力。期许学生在银行、证

券、期货等财务金融专业领域，深

入掌握台湾及世界金融产业脉动与

未来趋势。 

应用科技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畢業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 2

封、4.簡要自傳、5.研究計畫、6.碩士

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資料 

1.『应用科技研究所』研究领域课

程与内容多元且具特色，包含应用

物理与化学、计算生医学力学、科

学教育与数位学习、色彩与影像科

技、科技政策与法律、薄膜制程与

应用、先进光源应用及能源与半导

体科技等跨领域研究方向。 

 2.各领域均有诸多研究/合作计

画，外籍教师与研究人员比例高，

具国际化研究环境，学术发表成果

丰硕，欢迎各领域学生加入。 

 3.可排定专责教授，协助外籍学生

与大陆学生课程相关事宜，顺利修

课与融入校园生活。 

材料科学与博士班 必繳資料： 1 有机材料：功能性高分子、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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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工程系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碩士班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 1 封、

4.簡要自傳、5.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碩士論文、2.英語能力證明、3.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 

能有机材料、复合材料、高分子薄

膜材料、先端高分子材料合成、有

机光电元件、生医材料及绿色能源

材料，发展最新奈米、光电及生医

等先端科技。2 材料制程：材料加

工 制 程 技 术 、 制 造 系 统 之

CAD/CAM、电脑整合制造及相关工程

设计与生产自动化技术。3 无机材

料：金属玻璃、电子陶瓷、非晶质

合金、金属／陶瓷功能梯度材料、

半导体薄膜材料、固态氧化物燃料

电池、微感测器、发光及太阳能电

池材料。 

营建工程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

證明）、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4.推薦函至少 1 封、5.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6.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繳

交初稿或口試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顯現研究能力與團隊合作

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作、英文能力

證明、技術證照、獲獎事實、社團活動

等） 

1.教学研究着重於营管、大地、结

构、材料及资讯，强调理论实务及

科技整合。 

 2.因应营建产业节能减碳及高端科

技需求，积极规划相应课程及研

究。 

 3.拥有顶尖师资、教学及研究设

备，积极进行产学合作，有多项产

业实质应用之专利技术。 

 4.为国际化学府，招收各国硕博士

学生，研究所课程大都采英语授

课，提供多元学习环境与增广国际

视野。 

 5. 通 过 工 程 及 科 技 教 育 认 证

（IEET)。 

电机工程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

證明）、3.個人簡歷、4.進修計畫書、

5.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繳交初稿或口

試本）、6.教授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助於顯現

研究能力之資料（如 TGRE 成績、著

作、獲獎事實及社團活動等） 

1.重视应用性实务工程研究，师资

均为国内外博士，多具实务经验。

 2.研究领域包括电力与能源、电力

电子、系统工程、积体电路、资讯

与通讯、电信工程，切合产业界之

需求。 

 3.强调产学合作计画、整合型计

画、国际合作计画，历年研发成果

丰硕。 

 4.国际化经验丰富，已有外籍博士

学位与硕士学位学生，国际双联学

制研究所学生，短期交换学生。 

 5.排定专责教授，负责外籍学生与

大陆学生课程相关事宜，协助顺利

修课。 

光电工程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1.光电方面（材料、元件、系统）

之研发能量为国内首屈一指。 

 2.已建置与北京交大、哈尔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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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2.碩士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

明）、3.教授推薦函 1 封、4.碩士論文

（應屆畢業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5.

個人簡歷、6.進修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著作、獲

獎事實、社團活動......等） 

大、电子科技大学等校陆生交换机

制，具备陆生学习与辅导机制。 

资讯工程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

證明）、3.個人簡歷、4.進修計畫書、

5.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繳交初稿或口

試本）、6.教授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助於顯現

研究能力之資料（如 TGRE 成績、著

作、獲獎事實、社團活動等） 

本系以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且具有

创新能力的资讯专才为目标。系的

发展特色可以概括为网路多媒体影

音、人工智慧、云端并行计算与大

数据、游戏动画及资讯安全等重点

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在论文发表及

产学合作上多次获得荣誉奖项，同

时也获得科技部、国家顶尖研究中

心、电信国家级计画等大型研究计

画的补助，为国内结合理论与实务

的研究重镇之一，学生在此优良的

环境下可以得到极佳的受教机会。

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研究計畫（3000 字以

內）、5.英文能力證明、6.作品集 

1.本校位於台北精华地段，周边资

源丰沛，故本系经常与北部知名企

业合作；2.本校为技职院校之龙

头，业界优秀校友众多，故本系时

常邀请杰出校友成为业师，支援教

学或举办讲座，向学生分享实务经

验；3.本系拥有丰沛设计实务经验

及知识理论均衡并重的教师群，故

本系产学合作、专利获得、设计奖

项或科技部专题研究计画、学术期

刊及研讨会发表均有不错的表现；

4.本系教师参与国际学术组织频

繁，学生国际获奖数多，国际知名

度高。 

建筑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5.申請領域二【永續設計】之考

生須繳交英文版之個人簡歷、讀書計畫

及研究構想、6.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2.英語

能力證明、3.建築設計作品集 

1.所有师资皆有留学经验，包括瑞

士、美国、法国、日本等。国际交

流参与度极高。 

 2.所在地为台北核心区，能获得最

新建筑资讯，包括各种演讲与展览

等。 

 3.师生积极参与国际设计竞图及国

际研究期刊投稿，并获得极优异之

成绩。 

资讯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本系以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且具有

创新能力的资讯专才为目标。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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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

明）、3.個人簡歷、4.進修計畫書、5.

教授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助於顯現

研究能力之資料（如 TGRE 成績、著

作、獲獎事實、社團活動等） 

发展特色可以概括为网路多媒体影

音、人工智慧、云端并行计算与大

数据、游戏动画及资讯安全等重点

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在论文发表及

产学合作上多次获得荣誉奖项，同

时也获得科技部、国家顶尖研究中

心、电信国家级计画等大型研究计

画的补助，为国内结合理论与实务

的研究重镇之一，学生在此优良的

环境下可以得到极佳的受教机会。

材料科学与

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 1 封、4.

簡要自傳、5.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 

1 有机材料：功能性高分子、高性

能有机材料、复合材料、高分子薄

膜材料、先端高分子材料合成、有

机光电元件、生医材料及绿色能源

材料，发展最新奈米、光电及生医

等先端科技。2 材料制程：材料加

工 制 程 技 术 、 制 造 系 统 之

CAD/CAM、电脑整合制造及相关工程

设计与生产自动化技术。3 无机材

料：金属玻璃、电子陶瓷、非晶质

合金、金属/陶瓷功能梯度材料、半

导体薄膜材料、固态氧化物燃料电

池、微感测器、发光及太阳能电池

材料。 

电子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

明）、3.教授推薦函 1 封、4.個人書面

資枓（包含基本資料、讀書計畫、得獎

紀錄或優良事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 TGRE、著

作、獲獎事蹟、社團活動......等） 

1.SCI 论文数及相关产官学计画名

列前茅，显示师资与设备在质与量

方面皆十分充足。 

 2.拥有最完全系统晶片软硬体与全

国最佳电力电子、半导体元件研发

团队。 

 3.近年来师生在各项公开比赛迭获

佳绩。 

 4.已建置与北京交大、哈尔滨工

大、电子科技大学等校陆生交换机

制，具备陆生学习与辅导机制。 

营建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

明）、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

推薦函至少 1 封、5.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顯現研究能力與團隊合作

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作、英文能力

證明、技術證照、獲獎事實、社團活動

1.教学研究着重於营管、大地、结

构、材料及资讯，强调理论实务及

科技整合。 

 2.因应营建产业节能减碳及高端科

技需求，积极规划相应课程及研

究。 

 3.拥有顶尖师资、教学及研究设

备，积极进行产学合作，有多项产

业实质应用之专利技术。 

 4.为国际化学府，招收各国硕博士

学生，研究所课程大都采英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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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等） 课，提供多元学习环境与增广国际

视野。 

 5. 通 过 工 程 及 科 技 教 育 认 证

（IEET)。 

专利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 2 封、4.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助於審

查之相關資料 

1.专利所课程与研究方向重视理论

及实务，有其特殊性。 

 2.专利为一跨领域学门，人才培育

兼具许多层面，欢迎各专长学生加

入。 

 3.有利於两岸智慧财产教育交流。

工业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5.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6.

英語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

如論文出版與得獎紀錄、高考或其他重

要考試成績等） 

1.涵盖工业 4.0 与产业 e 化，亦提

供制造业迈向服务业化的重要经营

策略。 

 2.课程在横向设计上，以培养学生

计量管理、资料分析决策与服务设

计能力为目标，以因应业界对专业

人才的需要；纵向设计上，考量先

备知识之建立，并讲求基础课程与

进阶课程的顺序搭配，以因应学生

不同阶段的能力培养。 

 3.国际化经验丰富，招收各国学

生，研究所课程多采英语授课，提

供多元学习环境并增广国际视野。

财务金融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3.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1.国际化：硕士班专业必修课程采

英语授课，不定期邀请国外学者至

本所演讲，提供学生至国际姊妹校

交流机会，强化学生国际化及专业

化的能力。 

 2.专业化＆实务导向：本所课程强

调专业化与实务导向教学，延揽业

界专家学者参与教学，强化学生掌

握财务金融相关领域专业深度、广

度的能力。期许学生在银行、证

券、期货等财务金融专业领域，深

入掌握台湾及世界金融产业脉动与

未来趋势。 

资讯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

明）、3.個人簡歷、4.進修計畫書、5.

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为培育学生具有前瞻思维、注重道

德与关怀社会、及具备资讯技能与

专业的资讯管理人才，特色为 

 (一)教学 

 1 推动校内跨领域学程及跨领域学

术合作 2 强化实务专题、鼓励学生

考取证照 3 聘请国外知名教授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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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專題報告、

著作、英文能力證明、技術證照、獲獎

事實、社團活動等） 

讲学及学术研讨 4 改善教学设施、

落实教学评量、优化教学教法 

 (二)研究发展 

 1 注重国际论文发表 2 成立研究中

心 3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4 鼓励教师

国际合作 

 (三)产学与推广教育  

 1 国际知名企业产学合作 2 在职硕

士专班推动 

电机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

明）、3.個人簡歷、4.進修計畫書、5.

教授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專題

報告、著作、獲奬事實及英文能力證明

影本等） 

1.重视应用性实务工程研究，师资

均为国内外博士，多具实务经验。

 2.研究领域包括电力与能源、电力

电子、系统工程、积体电路、资讯

与通讯、电信工程，切合产业界之

需求。 

 3.强调产学合作计画、整合型计

画、国际合作计画，历年研发成果

丰硕。 

 4.国际化经验丰富，已有外籍博士

学位与硕士学位学生，国际双联学

制研究所学生，短期交换学生。 

 5.排定专责教授，负责外籍学生与

大陆学生课程相关事宜，协助顺利

修课。 

光电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

明）、3.教授推薦函 1 封、4.個人書面

資料（包含基本資料、讀書計畫、得獎

紀錄或優良事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 TGRE、著

作、獲獎事蹟、社團活動......等） 

1.光电方面（材料、元件、系统）

之研发能量为国内首屈一指。 

 2.已建置与北京交大、哈尔滨工

大、电子科技大学等校陆生交换机

制，具备陆生学习与辅导机制。 

色彩与照明

科技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或碩士班歷年成績單、3.教授推

薦函 1 封、4.個人簡歷（含 1000 字以

內簡要自傳）、5.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6.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利於審查之

佐證資料 

1.国际化：师资均具有国际视野，

每年固定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所进

行研究与教学合作，并提供学生申

请至国外业界实习机会，强化学生

国际交流与专业能力。2.跨领域整

合：本所研究应用领域涵盖影像

（如显示、摄影、多媒体）、照明

（如光学设计与照明应用）、设计

（如工商设计、室内设计、都市计

画、美容）等产业，具有跨领域整

合与创新特色。3.具有年轻系所优

势、一流教学研究设备，以培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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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论与实务并重的色彩与照明科技专

才。 

自动化及控

制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用）或

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2.大學

歷年成績單（建議含名次證明）、3.推

薦函 2 封、4.自傳履歷（600 字以

內）、5.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利於審查

之佐證資料（如專題、著作、獲獎事

實） 

1.教学与研究发展朝向自动化、控

制、绿能、光机电、智慧型技术、

微奈米科技等多领域整合与应用。

具备国内外各领域专长之顶尖师

资，提供多元与完整的课程，可培

育新兴科技之整合与创新人才。 

 2.设有 CAD/CAM 实验室、控制系统

实验室、自动化感测控制实验室、

机电光整合实验室、影像伺服控制

研究室、先进微奈米实验室等，研

究空间充足，设备仪器齐全。 

 3.已建置与大陆学校之研究生交换

机制，具备陆生学习与辅导经验。

应用外语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2.大學或碩士班歷年成績單、3.

推薦函 2 封、4.中英文讀書計畫（各

2000 字以內）、5.中英文研究計畫（各

2000 字以內）、6.國際正式英語能力檢

定證明(e.g. IELTS; TOEFL,…)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英語

專題報告、獲獎事實、著作......等）

应用外语系研究所教育目标为培养

紮根於理论、熟稔於实务、与积极

研究、开发创新之人才。 

 1.课程规划包括教学法研究、职场

专业英语沟通、课程设计与评量、

数位学习、口译笔译及语言与文化

等六大领域。 

 2.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ALLT)，安

排国际知名学者专题讲座或短期授

课，并积极开发跨系所合作(如数位

创新英语教学学分学程)。 

 3.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指导教授研

究团队，协助教学，增进研究与教

学实力。 

应用科技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2.大學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 2 封、4.

簡要自傳、5.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資料 

1.『应用科技研究所』研究领域课

程与内容多元且具特色，包含应用

物理与化学、计算生医学力学、科

学教育与数位学习、色彩与影像科

技、科技政策与法律、薄膜制程与

应用、先进光源应用及能源与半导

体科技等跨领域研究方向。 

 2.各领域均有诸多研究/合作计

画，外籍教师与研究人员比例高，

具国际化研究环境，学术发表成果

丰硕，欢迎各领域学生加入。 

 3.可排定专责教授，协助外籍学生

与大陆学生课程相关事宜，顺利修

课与融入校园生活。 

科技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非應屆畢業生適

用）或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適用）、

1.为因应高科技产业环境快速变

动，本所提供三大类课程：「科技政

策与事业管理」（如高科技策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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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2.大學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3.

教授推薦函 1 封、4.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5.研究計畫（5000 字以

內）、6.英文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資料（如專業證照、

工作經驗、校內外各項比賽得獎、優良

事蹟、特殊成就或表現等） 

理）、「科技法律」（如智慧财产权与

科技创新）以及「创新与创业管理」

（如科技与创新管理），培养学生高

科技产业的管理能力。 

 2.本所三大类课程，均安排实务界

人士提供业界经验，并与学生互

动，让学生了解最即时的产业发展

趋势与新知。 

数位学习与

教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2.推薦

函 2 封、3.簡要自傳、4.研究計畫、5.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名次證明正

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助於審查

之資料 

1 师资坚强，11 名教授中 2 位国科

会杰出研究奖得主、1 位教育部国

家奖座及 2 位吴大猷奖得主，并有

1 位获吴大猷奖提名。2 每年发表超

过 30 篇以上 SSCI 学术期刊论文，

研究成果为台湾该领域之冠。3 位

於台北最精华的公馆地区，交通方

便研究环境及设备佳。4.2013QS 世

界排名，教育与训练领域为全台第

二。5.2014-2015 英国泰晤士报大

学世界排名，社会科学排名 81，排

名全台第一，亦是台湾该领域唯一

进百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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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电话 886-5-5372637 

传真 886-5-5372638 

电子邮件信箱 aat@yuntech.edu.tw 

网址 http://www.yuntech.edu.tw 

地址 云林县斗六市大学路三段 123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修业年限：硕士班 1至 4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者，授予硕士学位；博士班 2至 7年，修业期

满成绩及格者，授予博士学位。 

 2.本校备有学生宿舍供申请，抽签分配之；新生有优先住宿之权利。 

 3.2021 年学杂费收费标准将参酌教育部规定配合办理。本校 2020 年陆生学杂费收费标准如下：

 (1)硕士班 1学期学杂费：工业类新台币 52,055 元，商业类新台币 46,606 元。 

 (2)博士班 1学期学杂费：工业类新台币 53,877 元，商业类新台币 48,409 元。 

 4.本校概况及办学绩效，详见本校首页：http://www.yuntech.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设计学研究

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學習及研

究計畫、4.應屆畢業：研究所歷年成績

單；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

書影本、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國外學歷

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影本、研究所歷年

成績單、5.碩士論文或與碩士論文相當

之著作。(應屆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首要目标着重教学与研究并重，培

养设计理论与实务能力兼具，强调

1.具备领导整合研发能力的高级专

业设计与研究人才。2.重视多元文

化学术研究，提升设计产业与国际

观设计人才需求。3.推动科技与艺

术，提升设计创产设计加值。4.配

合本校国际化政策，建立国际交流

平台，以达成跨领域之设计整合。

  

企业管理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讀書計畫

(請說明未來學習規劃，字數不限)、4.

研究計畫(字數不限)、5.碩士論文(應

屆生可繳交初稿或口試本)、6.應屆畢

業：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畢

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研究所歷

年成績單；國外研究所往屆畢業：畢業

證書影本、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及其他外語能力證明影本、2.

大學歷年成績單、3.其他專業成果 

本所落实全人教育，结合「专业、

伦理、整合」之发展目标，培养理

论与实务结合的研究、教学人才。

特色如下：1.专精於五大领域：行

销管理、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经

营策略／一般管理、国际企业管理

以及科技管理。除了主修学程，另

可依本身兴趣选择副修学程。2.理

论、实务并重，且学生背景多元，

包含产、官、学、研各界菁英，除

学术知识，亦可交流发展各项的专

业。3.教师发表高阶期刊每年 20 篇

以上，学术发表绩效卓越。 

工业工程与

管理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

內)、3.讀書計畫(請說明未來研究方

向，字數不限)、4.碩士(學位)畢業證

書影本、5.碩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本所博士班共有七大领域学程(资

讯科技、生产制造、统计品管、人

因工程、作业研究与决策科学、运

筹与供应链、健康产业管理)与三大

特色优势(智慧农业、智慧精实生产

系统、智慧健康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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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研究計畫、2.專業成果  2.本所之教学资源完整，教师产业

经验丰富，且多数师资拥有国外博

士学位。 

 3.鼓励并补助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

研讨会议。 

  

机械工程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

3.學習及研究計畫(字數不限)、4.大學

畢業證書及碩士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畢

業生免繳碩士畢業證書)、5.大學歷年

成績單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影本、2.其他有助於

審查之證明文件與資料(如：碩士論文)

本系在教育部典范科大计画下设有

智慧节能创新产业中心，以「休闲

电动车」与「智慧绿建筑」为主

轴；并与中国钢铁合作，成立「次

世代手工具工程研究中心」，为产官

学研在手工具领域的技术资讯交流

平台；另在教育部高教深耕计画下

成立智慧制造中心与高效马达系统

整合研究中心，以因应产业自动

化、智慧化及系统级模拟设计需

求，以业界出题为研究方向，充分

与业界厂商合作，并由本系 28 间

实验室作为技术後盾，提升师生的

专业能力。 

企业管理系

硕士班企业

管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請說明未來研究方

向、字數不限)、4.應屆畢業：大學歷

年成績單；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及學位

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管院已通过 AACSB 之认证，提供

专业及实务的管理知识，认知国际

化的重要性，延续特色与传统辅助

学生学习如下: 

 1.海外交换生-前往西班牙、丹

麦、荷兰、美国、日本等地。 

 2.哈佛个案管理教学，多位教师经

美国哈佛大学个案教学认可。 

 3.办理暑假至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移

地教学，与至中国大陆、东南亚国

家企业实习。 

 4.每学年外籍客座教授来台教学演

讲。 

数位媒体设

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影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4.研究計

畫、5.作品集 

数位媒体设计系硕士班的教学与研

究目标着重於互动科技动画与数位

设计相关领域的紧密结合与应用性

研究。针对产业界以及学术界的设

计与研究，培养能够运用数位科技

与媒体设计之跨领域创新整合的高

级产业人力。 

建筑与室内

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影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4.研究計

畫、5.作品集 

1.课程安排配合学生不同的学习背

景，深化历史空间保存研究、福祉

环境设计研究、室内建筑设计研

究、都市社区发展研究四大领域的

知识与技术。 

 2.课程架构分为研究与设计两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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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轴，着重在空间相关课题的探索与

设计研发能力的培养。 

 3.着重多元、思辨、启发的教学方

式，针对业界与学界的发展需求，

培养发掘议题、分析课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工业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電腦繕打之自傳(1,000 字以內)、

2.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3.應屆畢

業：大學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畢業

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

績單；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教学目标即为因应社会与时代

之需，特别强调理论与实务的结

合，除藉由各科学习管道提供学生

宽广的专业知识外，更配合设计实

习以奠定学生在实务上应具备的能

力。因此，核心课程之设计以融合

科技、人文与管理三合一的理念为

鹄的，其最终目标在培育具有产品

计画、开发与设计整合能力，又能

洞悉社会与时代要求之高等专业人

才。 

视觉传达设

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學習研究計畫書、3.作

品集、4.自傳、5.應屆畢業：大學歷年

成績單；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影本、學

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 國

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影本、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長證明、

特殊能力等 

1.本系教师皆毕业自国内外知名大

学，非仅学有专精，且均有丰富之

实务经验。 

 2.课程规划依循能力指标规划课程

内容，以符合产业之能力需求，使

学生均能学有所长并於将来学以致

用。 

 3.学生可依研究方向自由选择理论

组或创作组。 

会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請說明未來研究方

向、字數不限)、4.應屆畢業：大學歷

年成績單；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及學位

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校管理学院通过 AACSB 国际认

证，此认证实质肯定本系多年来投

入教育与学术研究之努力。致力培

养独立思考、分析技巧及注重职业

伦理，具备会计研究能力及国际观

的高阶会计人才。本系共 13 位专任

教师并延聘产学专家担任兼任教

师，专长领域包含财务会计、成本

与管理会计、审计、税务法规及信

息审计等。本系融合信息技术、法

律与专业软体（ERP、统计分析及审

计）於会计专业课程，并定期举办

研讨会及专题讲座。 

财务金融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研究领域： 

 1.课程设计融合最新国际理论与实

务管理，拥有国际化之优秀的财务

金融师资和卓越的研究水平。 

 2.设置完备的财务金融国际资料库

及丰富的财金软体，提升学生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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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知识并考取各种专业证照。 

 3.定期举办财务金融专题讲座，结

合最新学术发展与业界实务。 

 4.拥有丰富参赛经验，促进师生共

同发表及参与各类学术及实务竞

赛。 

 5.设立「金融科技专业教室」开设

金融科技相关课程，以符合金融科

技时代人才之需求。 

创意生活设

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

3.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4.大

學歷年成績單、5.研究計畫、6.作品集

本所以培育创意设计与跨领域整合

专业人才为核心，着重设计与产业

发展之结合，迈向跨领域之发展趋

势，并落实教学实务发展之教育理

念，积极推动国际、校际与业界之

交 流 。 另 一 方 面 ， 本 所 强 调

「 Design+ 」 的 养 成 概 念 ，

「Design」是来自我们的整合设计

训练核心，包含视觉品牌领域、文

化商品领域、空间场域等领域之专

业养成；「Plus」则来自非设计类之

专业背景之底蕴，藉由不同专业领

域媒合激荡，以成就全方位 T 型人

才。 

设计学研究

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研究計

畫、4.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往

屆畢業：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大

學歷年成績單；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

業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 

因应国际化的趋势，本所旨在培育

具国际观与专业设计能力之人才，

招收不同学术背景之学生(科技、管

理、艺术背景)，整合本校设计学院

各系师资，规划不同专业领域特色

的课程、师资、设备与空间，给予

学生跨领域的学习环境。除重视学

生外语能力，以国际文化设计学术

研究作为课程规划主轴，并藉由带

领学生参与国外文化参访或国际学

术活动，达成多元文化、跨文化、

跨领域之研究目标，以提升学生国

际文化、设计、企划与管理等整合

能力。 

创业管理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請說明未來研究方

向，字數不限)、4.應屆畢業：大學歷

年成績單；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及學位

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文件 

管院已通过 AACSB 之认证，本学程

为台湾最早聚焦「双创」的学程并

创业流程及内容设计课程之研究

所。特色如下: 

 1.跨领域学习，培育创新创业能力

 2.创新育成业师协同教学。 

  

营建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工程组含结构、大地与材料三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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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

3.研究計畫、4.大學歷年成績單、5.大

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6.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 

域，以大型缆索桥梁为核心之结构

健康监测，光纤感测於混凝土及铺

面之监检测应用，研究重点则聚焦

於各项先进感测科技在大地工程与

实务应用及现地微振量测之应用，

且结合最新系统识别理论与相关计

算方法研发，以期达全方位工程专

业人才培育目标。 

机械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學習及研究計畫(字數不限)、

4.應屆畢業: 大學歷年成績單；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能力證明文件、2.英文能力證

明影本、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本系在教育部典范科大计画下设有

智慧节能创新产业中心，以「休闲

电动车」与「智慧绿建筑」为主

轴；并与中国钢铁合作，成立「次

世代手工具工程研究中心」，为产官

学研在手工具领域的技术资讯交流

平台；另在教育部高教深耕计画下

成立智慧制造中心与高效马达系统

整合研究中心，以因应产业自动

化、智慧化及系统级模拟设计需

求，以业界出题为研究方向，充分

与业界厂商合作，并由本系 28 间

实验室作为技术後盾，提升师生的

专业能力。 

文化资产维

护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

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究計

畫(5,000 字以內)、5.應屆畢業：大學

歷年成績單；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影

本、學位證書影本、大學歷年成績單；

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影本、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 跨领域专才培育：培养保存科技

与修复技术、文化资源纪录与应

用、建筑袭产与聚落保存、文化行

政与文化经营等跨领域统整专才。2

设备与师资：保存科技及文化修复

检测研究仪器优越，配合多元领域

师资，提供良好研究环境。3 注重

学术研究：除每周举办学术演讲，

每年办理文化资产相关学术研讨

会、工作坊、座谈会等活动，营造

良好学术环境。4 社会实践：师生

积极参与各项文化事务，如社区营

造推动及文项调查抢救等，善尽社

会责任，并发展新的学术方向。 

材料科技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

3.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畢業證

書及學位證書影本(應屆免繳)、5.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1.磁性材料科技：利用巨磁阻效应

之磁性随机存取记忆体，具轻薄短

小、省电持久、读取快速特点。高

容量非挥发性记忆体核心技术。 

 2.绿色能源材料：欧美先进国家持

续推动环保政策，牵动世界产业的

变革，台湾工业若要进一步发展，

势必走上绿色材料科技。 

 另有计算材料科学及材料科技专利

布局课程可选修，使大量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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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有正确理论之解析与引导，利用专

利布局规划延长技术生命周期。 

化学工程与

材料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以內)、

3.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4.大

學歷年成績單、5.研究計畫 

研究发展重点领域：清净制程领

域、生医/生化材料领域、绿能材料

领域 

 教师特色： 

 1.教授 11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

教授 3位，皆有国内外博士学位。

 2.学术研究卓越。 

 3.产学合作绩效卓着。 

  



189 
 

学校名称：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电话 886-8-7703202 轉 6021 

传真 886-8-7740457 

电子邮件信箱 mswang@mail.npust.edu.tw 

网址 http://www.npust.edu.tw 

地址 屏东县内埔乡老埤村学府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办学绩效优异，自 2007 年起连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经费补助，自 2013 年起连

续三年荣获教育部「典范科技大学计画」全国第三名，107 年度衔接高教深耕计画，是为一所教

学卓越的典范科技大学。 

 2.本校校园辽阔，面积广达 298.3 公顷（约 4474.5 亩），为全国最大学校；7大学院、28 系学

程、38 硕士班、10 博士班，学制完整，各系所师资优良，教学实习设备齐全，学习资源丰富。 

 3.本校图书馆 18000 平方米、藏书 28 万余册，藏书丰富，电子资料库及视听软硬体设备一流；

另备有室内体育馆、游泳池、各式球场、运动设施齐备。 

 4.宿舍新颖、乾净舒适，生活环境良好；校风纯朴、远离喧扰，可享受低消费与高品质的生活，

是为生活学习的好场所。 

 5.各班皆设有教学助理 TA。 

 6.设有华语中心，可协助教授繁体中文。 

 7.2013 年度起，每学期学杂费基数 NT$ 11,460 元至 NT$ 13,740 元间，研究所每一学分费

NT$ 4,850 元，每学期至多得修习 15 学分，本校日间制博士班、硕士班，每学期注册须缴学杂费

基数及学分费。2014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届时教育部核定为准。 

 8.修业年限：硕士班 1~4 年；博士班：2~7 年。 

 9.本校学生毕业门槛依相关规定办理，招生系所另有规定者，从招生系所之规定，详见该招生系

所网页。(https://adas.npust.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环境工程与

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明影本（如經錄取，於報到

時須繳驗正本）：(1)應屆畢業：大學及

碩士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業：畢業

證書、學位證明、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

單 2.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應繳交碩士

論文初稿)及相關論著、2.碩士論文(應

屆畢業生應繳交碩士論文初稿)及相關

論著 3.自傳（1500 字以內）。 4.攻讀

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 5.師長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 2.其他有助審查之

書面資料(學術相關之競賽成果、證

照、論文、作品、著作、專題研究、特

殊專長證明…等)。 

本系以环保产业趋势规划课程，特

别加强环境检测分析、污染处理复

育及规划管理之教学，使学生毕业

後具有土壤、水、空气、废弃物之

污染防治及能(资)源回收等环境问

题之技术与知识，以培育务实、敬

业且具环境保护实务经验的均衡科

技人才。 

 一、教育目标：以培养环境科技、

工程及管理技术人才为宗旨。 

 二、教育特色：理论与实务齐备，

通识和专业并重，国内及国际接

轨。 

 三、博士班训练重点：专业学术人

才之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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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7712171 

传真 886-2-87731879 

电子邮件信箱 intstudy@ntut.edu.tw 

网址 http://www.ntut.edu.tw 

地址 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三段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创立於 1912 年，为台湾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育重镇，对台湾各时期经济起飞多有贡献。成立一百

多年来培育约 12 万名校友，其中 10%担任台湾上市上柜公司负责人。  

 2.教学强调务实致用、毕业即就业。学生在学期间有业界教师辅导，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 95%。

现有 6学院，共提供 19 个大学部课程(即学士班)、30 个硕士班以及 21 个博士班，其中包括 5个

全英语授课之外国学生专班。  

 3.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0,000 元，住宿费约人民币 2,000 元，陆生可优先分配床位，研究生

学习优良可获总奖学金约数万元人民币。学校并提供生活与课业辅导，协助适应在台生活。  

 4.《远见》杂志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本校毕业生在工作表现、团队能力、创新力等职场能力排

名全台最受欢迎公立技职名列第一！企业最爱研究所，全台排名第四。 

 5.IF 设计全世界第 3名、Red dot 设计全世界第 4名、上海交大两岸四地第 55 名、QS 亚洲大

学名列第 88 名，QS 世界大学研究生就业台湾第 2名、QS 世界大学名列第 488 名，世界绿能大学

亚洲第 2名。 

 6.本校位於台北市中心，双线捷运交会口；左邻繁华的东区流行商场与影城、右近华山文创园区

及全台最大的 3C 资讯，交通便捷、资讯发达。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机电学院机

电科技博士

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學位證書、畢業證

書、推薦信、碩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QS 学科排名机械、航空与制造工

程世界排名 151-200、台湾排名第 6

名。 

 2.全方位教育，跨领域思考，培育

机电整合、精密机械、制造科技、

智慧型机器人、射频辨识、自动化

科技、车辆工程专业及统合人才。

 3.新思维、技术，落实学术研究，

强化技术研发，创新育成、强调教

学与课程经由技术交流、产品开

发、人才培训与科技结合。 

 4.着重实务性研发，建教合作，以

产学研为本，营造良好研发实力做

为基础学理大本营。 

电子工程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碩士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1.QS 学科排名电机与电子工程世界

排名 201-250、台湾排名第 6名。 

 2.以计算机工程(软硬韧体、多媒

体、人机介面及单晶片微处理、无

线通讯(无线传播、行动通讯、信号

处理及网路应用)、电波工程(数值

电磁、高频电路、微波传播、微波

积体电路设计、光电系统、光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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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及光纤有线电视双向互动影音传输)

与晶片系统(晶片设计、电脑辅助、

设计自动化、软硬体共同设计)，并

强调计算机、通讯、电波及积体电

路整合应用。 

土木工程系

土木与防灾

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碩士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QS 学科排名土木工程领域最佳排

名曾为世界第 117 名。 

 2.教学目标为培育土木工程专业技

术人才，使能从事土木工程有关之

规划、调查、测绘、设计、施工、

检验及维护管理等专业工作，着重

於结构与材料、大地、营建管理、

生态防灾、水资源、空间资讯等方

向发展，土木与防灾减灾技术、生

态工程为重点;目前产学合作项目为

生态、水资源、地理资讯、玻璃/碳

纤维科技及防灾等方面。着重於结

构、大地、营建、管理、生态与防

灾资讯、水资源等发展。 

管理学院管

理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碩士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QS 商业及管理世界排名 251-

300、台湾排名第 8名。 

 2.着重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科学、财

务与行销管理、生产管理与制造策

略、产业电子化管理、资讯与财金

管理、科技化服务与创新管理、智

慧财产权与科技法律等专业知识与

技术，并与学术单位及企业研习互

访，设有创新与创业发展中心、

RFID 应用研究中心，积极投入产官

学合作、研究与服务。 

 3.与海内外学术单位及企业进行研

习及互访交流，培育具备国际化企

业经营人才。 

设计学院设

计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讀書計劃

（5,000 字以內）、碩士歷年成績單、

作品集（A4 規格）、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IF 设计世界第 3 名、Red dot 设

计世界第 4名。 

 2.整合建筑系、工设系、互动系所

专业领域高阶实务研究学制，透过

相互的差异激荡，拚发出超越原有

领域的旧知识，更有机会能培养出

创意的生产者。 

 3.涵盖产品、家具、室内、建筑

物、户外庭园，进而包括住家、社

区、都市空间的规划与设计之完整

专业，并配合科技数位媒体，彰显

其互动介面应用之媒体设计领域。

 4.以文化创意设计、永续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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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及其相关设备开发为发展重点。 

技术及职业

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碩士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台湾第一所技职教育所，制度常

为各校参考仿效。 

 2.专业课程分技职教育、数位学

习、人力资源三大领域，提供多元

职涯发展选择，培养教育科技数位

学习应用研究及行政领导人才。 

 3.专兼任教师具理论与实务经验，

有助学生学术与实务提升，师生参

与技职教育政策规画，对技职教育

发展具影响力；毕业生就业率高，

并均有更进阶之职涯发展，未来可

进行公私立法人机构研究组织、跨

国性研究组织与计划或担任产业研

究中心研究人员等。 

光电工程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碩士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光通讯：光纤传输、半导体光电

元件与讯号。微波/毫米波通讯、超

高速可/非可见光通讯、高速水下光

通讯、光信号调变、长波长光子、

慢光效应与光讯号。 

 2.平面显示器：液晶显示器、有机

及微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器。 

 3.光学工程：先进奈米光学设计与

镀膜、精密光电量测、高功率与短

脉冲固态与光纤雷射、非线性光学

与生医系统。 

 4.光电材料与元件：低维度半导

体、发光二极体、检光元件、太阳

能电池、积体电光学、光电材料镀

膜及奈米结构。 

材料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碩士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材料科学世界排名 101-150、台

湾排名第 6名。 

 2.资源开发、处理、应用、再生，

以至於材料制程、组织、性质、性

能与应用等，得以进入科技或学术

领域发展，使其担负新兴材料制

造、设计、处理、与创新研发等任

务。 

 3.研究方向包括电子金属材料、电

子陶瓷材料、能源材料及生医材

料、微观组织、制程及性质间相互

关系，材料性能与应用，以及材料

防蚀与保固研究，研究材料依功能

性以电子、奈米、生医、能源及民

生材料。 

机械工程系硕士班 必繳資料： 1.QS 学科排名机械、航空与制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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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机电整合硕

士班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程世界排名 151-200、台湾排名第 6

名。 

 2.全方位教育，跨领域思考，培育

机电整合、精密机械、制造科技、

智慧型机器人、射频辨识、自动化

科技、车辆工程专业及统合人才。

 3.新思维、技术，落实学术研究，

强化技术研发，创新育成、强调教

学与课程经由技术交流、产品开

发、人才培训与科技结合。 

 4.着重实务性研发，建教合作，以

产学研为本，营造良好研发实力做

为基础学理大本营。 

  

电子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QS 学科排名电机与电子工程世界

排名 201-250、台湾排名第 6名。 

 2.以计算机工程(软硬韧体、多媒

体、人机介面及单晶片微处理、无

线通讯(无线传播、行动通讯、信号

处理及网路应用)、电波工程(数值

电磁、高频电路、微波传播、微波

积体电路设计、光电系统、光通讯

及光纤有线电视双向互动影音传输)

与晶片系统(晶片设计、电脑辅助、

设计自动化、软硬体共同设计)，并

强调计算机、通讯、电波及积体电

路整合应用。 

材料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材料科学世界排名 101-150、台

湾排名第 6名。 

 2.资源开发、处理、应用、再生，

以至於材料制程、组织、性质、性

能与应用等，得以进入科技或学术

领域发展，使其担负新兴材料制

造、设计、处理、与创新研发等任

务。 

 3.研究方向包括电子金属材料、电

子陶瓷材料、能源材料及生医材

料、微观组织、制程及性质间相互

关系，材料性能与应用，以及材料

防蚀与保固研究，研究材料依功能

性以电子、奈米、生医、能源及民

生材料。 

  

资讯与财金

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1.QS 学科排名商业及管理世界排名

251-300、全台湾排名第 8名。 

 2.为资讯管理及资讯与运筹应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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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学术领域，荣获教育部发展典范科

技大学第一名，协助学生取得专业

证照、提供海内外实习机会以提升

学生实作经验、国际化教学以提升

外语能力或跨领域学习等能力。 

 3.网际网路与资料库技术发展、资

讯系统开发技术与专业顾问技术、

企业与金融资讯系统、财务资讯系

统、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规划、

客户关系管理等。 

  

经营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在台升學需附成績單

在班上排名及百分比)、自傳(1,000 字

以內)、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QS 学科排名商业及管理世界排名

251-300、全台湾排名第 8名。 

 2.培养具创新与创业精神之行销管

理、科技管理、及财务金融中高阶

管理人才，特别重视企业模式的创

新与分析、企业模式再造、资讯科

技与资料分析应用。 

 3.人力资源、财务、策略、作业、

行销、服务与科技、决策、客户关

系、流通经营、创新与创业、两岸

议题等。着重案例讨论、企业模

拟、企业培训、管理实作等来强化

各学术层次学生的学术研究及实战

能力。 

  

工业设计系

创新设计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A4 規格；500 字以內）、讀

書計劃（A4 規格；500 字以內）、大學

歷年成績單、作品集（A4 規格）、畢業

證書、學位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IF 设计世界第 3 名、Red dot 设

计世界第 4 名、IDEA 等国际竞赛屡

获大奖，近三年来国际竞赛获奖数

十件。 

 2.发展方向分为：创新思维与设计

方法、数位制造与科技应用、跨代

与人因设计研究、发展儿童科技教

具；专业发展目标是成为以创新设

计导向的产业最佳夥伴，落实产学

合作、建置跨领域创新研发。 

 3.研发团队共分为通用设计、产品

设计开发、设计策略、设计与文化

创新、图像科技与设计、设计心

理、应用人因与设计、使用性工程

等。 

互动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讀書計劃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

作品集（A4 規格）、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推薦信 

1.IF 设计世界第 3 名、Red dot 设

计世界第 4名。 

 2.台湾唯一之互动媒体设计研究

所，以程式懂设计，设计懂程式为

目标，培养程式与设计的整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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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以使用者经验为基础，将互动科技

(如 AR/VR)应用於产品(电脑、通

讯、消费性电子、汽车等)、空间

(室内外、开放性与专属空间)、与

服务(云端服务、手持装置行动服

务、互动网页等)之设计。 

 3.将科技应用在艺术创作上，创造

出数位艺术价值。互动娱乐则在娱

乐性数位内容之开发。 

  

技术及职业

教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台湾第一所技职教育所，制度常

为各校参考仿效。 

 2.专业课程分技职教育、数位学

习、人力资源三大领域，提供多元

职涯发展选择，培养教育科技数位

学习应用研究及行政领导人才。 

 3.专兼任教师具理论与实务经验，

有助学生学术与实务提升，师生参

与技职教育政策规画，对技职教育

发展具影响力；毕业生就业率高，

并均有更进阶之职涯发展，未来可

进行公私立法人机构研究组织、跨

国性研究组织与计划或担任产业研

究中心研究人员等。 

  

制造科技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QS 学科排名机械、航空与制造工

程世界排名 151-200、全台湾排名

第 6名。 

 2.强调制造领域训练，着重精微加

工技术、精密设计制造分析、先进

制程技术设备、先进量测与分析技

术、制造管理应用等。 

 3.特色实验室:微细加工、智慧制

造与生医工程、雷射超音波实验室

暨结构分析测试、智慧型材料、新

颖材料制备、精密机械与制程、资

通讯科技应用、电脑辅助设计制造

检测、智动化检测实验室、工业

4.0 及智慧系统实验室等。 

电机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1.QS 学科排名电机与电子工程世界

排名 201-250、全台湾排名第 6

名。 

 2.透过跨领域整合强化与公民营企

业合作，提高就业及竞争力。 

 3.培育具创新研究及执行能力之电

机科技人才，课程内容包含电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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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能源专业外，其余电力电子、控制

系统、通讯工程及计算机工程，与

目前尖端的电子科技产业环环相

扣。 

 4.强调实做技术及紮实理论基础，

各种竞赛中领先群伦并在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IEET)，获得很高的评

价。 

土木工程系

土木与防灾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QS 学科排名土木工程领域最佳排

名曾为世界第 117 名。 

 2.教学目标为培育土木工程专业技

术人才，使能从事土木工程有关之

规划、调查、测绘、设计、施工、

检验及维护管理等专业工作，着重

於结构与材料、大地、营建管理、

生态防灾、水资源、空间资讯等方

向发展，土木与防灾减灾技术、生

态工程为重点;目前产学合作项目为

生态、水资源、地理资讯、玻璃/碳

纤维科技及防灾等方面。着重於结

构、大地、营建、管理、生态与防

灾资讯、水资源等发展。 

智慧财产权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1,000 字以內)、研究計畫(2500

字內：需含讀書計畫、報考動機及目

的、錄取後之研究及就業方向等)、大

學歷年成績單、學位證書、畢業證書、

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培育具国际观、公共政策视野、

娴熟两岸知识产业之智慧财产权，

并具跨领域整合能力之专业人才。

 2.透过科技为体、智财为用的研究

教学安排，以及技术实作、多元跨

领域的课程，增进学生专业能力。

 3.引进业界师资，协助学校及师生

与企业界互动。 

 4.掌握实务脉动与趋势潮流，提升

学生国际化视野，并促进各领域智

慧财产权专业人才整合。 

 5.积极辅导、协助学生取得智慧财

产审查、专利申请、企业智财法务

等全球产业发展趋势所需工作。 

资讯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1,000 字以內)、研究計畫(2500

字內：需含讀書計畫、報考動機及目

的、錄取後之研究及就業方向等)、大

學歷年成績單、學位證書、畢業證書、

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1.QS 学科排名电脑与资讯工程(信

息)世界排名 301-350、全台湾排名

第 8名。 

 2.软体系统、多媒体与嵌入式系统

与网路系统为研究核心，参照

ACM/IEEE Computing Curricula 与

全球同步。以语言与软体、数学与

演算及计算机系统为主轴，并规划

多媒体系统、网路与软体系统等，

课程以物件导向程式设计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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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辅以软体工程学程及进阶课程，将

论文导向各专业研究领域，绩效荣

获科技大学评监第一等。 

自动化科技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强调自动化科技专业领域之训

练，分两项发展重点：视觉系统技

术、智慧型系统与控制技术。 

 2.特色实验室：电脑整合制造与控

制实验室、计算智慧实验室、辅助

机器人实验室、人机互动暨影像系

统实验室、智慧型系统实验室、自

动化光学精密检测实验室、即时智

慧型光机电系统实验室 、先进智慧

型控制实验室。 

 3.产学合作除承接国科会研究计划

及教育部专案人才培育计划，并执

行多项海内外产学合作计画。 

  

化学工程与

生物科技系

化学工程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QS 学科排名化工世界排名 201-

250、全台湾排名第 6名。 

 2.强调理论应用，输送现象、高分

子、半导体、奈米、生医及光电材

料、分离、生化程序等，奈米材料

应用、半导体制程与反应器设计、

电分析及生物感测器技术及电化

学、光电及功能性材料之开发及光

触媒、光感测阵列与材料开发、氢

能源、太阳能科技、新型显示材料

开发、特用化学品及医药原料开

发、新型生物材料开发与应用、生

化工程与生物技术、骨科工程及生

医材料。 

光电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光通讯：光纤传输、半导体光电

元件与讯号。微波/毫米波通讯、超

高速可/非可见光通讯、高速水下光

通讯、光信号调变、长波长光子、

慢光效应与光讯号。 

 2.平面显示器：液晶显示器、有机

及微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器。 

 3.光学工程：先进奈米光学设计与

镀膜、精密光电量测、高功率与短

脉冲固态与光纤雷射、非线性光学

与生医系统。 

 4.光电材料与元件：低维度半导

体、发光二极体、检光元件、太阳

能电池、积体电光学、光电材料镀

膜及奈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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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文化事业发

展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教学理论与实作兼顾，文化素养-

文化实务专题研究-末端设计合一，

即活动-展示-生活企划合一，培育

具文化素养、企划管理、数位工具

应用能力之文化管理人才。 

 2.以连结古今，多元创新为发展目

标，契合整体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结合产、官、学、研连动合作，深

度涵养文化推广、文化经纪、文化

生活美学与文化研究开发。考量现

今文创产业特性、发展，以及未来

职场趋势，致力於培育文化素养、

表达能力、企划与实作三大领域之

专业人才。 

  

车辆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本系配合车辆产业未来发展趋

势，以先进车辆之相关技术研发为

特色。 

 2.教学研究群涵盖设计与分析、机

电与控制、及动力与能源，并配合

产业发展趋势与技术需求，调整研

究发展重点。 

 3.重点研究主题包含：车辆结构技

术（如无段变速传动、电动转向系

统、电子控制悬吊等）、智慧型车辆

（如驾驶辅助系统、防翻覆系统、

防追撞系统等）及先进动力技术

（车用低碳能源及系统、复合动力

系统、均质进气压燃引擎等）。 

  

能源与冷冻

空调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冷冻与空调系统技术、空调舒适

度、空调系统最佳化操作策略、室

内空气品质控制、储冰空调系统、

防火排烟技术、自然冷媒技术、新

世代冷媒与冷冻系统、冷藏冷冻库

设计、食品冷冻工程、生物医学低

温技术。 

 2.高科技制程环境之设计与控制、

无尘无菌室设计、气流与高洁净度

控制技术、应用於高科技工业之制

程及真空设备、超低温技术、精密

温控技术、微机电系统、电脑与自

动控制。 

  

应用英文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1.甲组：重视应用语言学知识架构

之建立以及专业英文与翻译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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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語文能力

測驗證明文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特殊能力及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

學術性文章、論文、著作、獲獎等、其

它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应用，厚植学生应用语言学和专业

英文之应用研究能力，进而为业界

培育擅长国际沟通、职场英文应用

能力之高阶英语文应用研究人才。

 2.乙组：文化课程发展重点在於培

养人文素养与创意应用兼具的人

才。从西洋思潮经典作品着手，厚

植学生分析思辨与跨文化沟通的能

力，进而促进文化产业之创新发展

与文化作品之研究与创作。 

环境工程与

管理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 (1,000 字以內 )、研究計畫

(5,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語文能力測驗證明文件、特殊能力及

專長之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文章、

論文、著作、獲獎等、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證明文件與資料 

1.教学研究主轴：环境污染与控制

技术、资源回收与环境永续、系统

分析与环境管理。 

 2.环境系统分析：环境系统与评估

技术、类神经网路在环境管理之应

用、环境资讯系统应用技术、环境

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企业环境管

理。 

 3 环境污染控制技术与规划管理：

污染处理与控制技术、循环型环境

之研究、污染检测技术之研发与应

用、环境资源规划与管理 、高级水

处理技术研究、空气品质规划与管

理、环境资源政策研析与推动、清

洁生产与工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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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电话 886-2-28961000 分機 1253 

传真 886-2-77507206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academic.tnua.edu.tw 

网址 http://www.tnua.edu.tw 

地址 台北市北投区学园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作为台湾培育艺术创作、展演及学术研究人才最重要的场域，涵盖各艺术相

关教学领域，并拥有最优秀的师资，最齐备的专业展演厅馆，以及高度国际化的教学环境。本校

成立於 1982 年，当时名为「国立艺术学院」，2001 年改名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目前设有音

乐、美术、戏剧、舞蹈、电影与新媒体、文化资源及人文 7个学院，10 个学系、21 个硕士班、5

个博士班。本校兼具「传统与现代」、「国际与本土」，融合师徒制与学院派之教学特色，扎根专业

能力养成，促进各专业领域之连结与融通。透过跨界相融及专业通识互动，迈出领域学门，激荡

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透过参与激发不同思维，丰富艺术多样性。在设备上，本校除了拥有一座

艺术资料完整的图书馆之外，也是全台湾目前唯一拥有自己的专业音乐厅、戏剧厅、舞蹈厅、美

术馆与电影院的大学学府。全年度百余场的展演活动及世界经典作品，在校园里的各个展演厅馆

不断的上演着，无论是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各类精彩演出，呈现出师生们丰富的展演创作

能量与活力。每年十月定期举办的「关渡艺术节」、「关渡电影节」、「关渡国际动画节」，多元特色

节目，是国际展演交流的重要橱窗。本校也持续进行国际交流，与欧、美、亚、澳洲等 73 所国际

知名艺术学府及机构，缔结姐妹校，密切往来与互动。延揽国际一流大师莅校开设讲座及工作

坊，亲炙大师风范与技法；派送师生赴国外进行实地展演、教学研究及服务学习，培育具国际视

野及人文关怀之艺术专才。 

 2.学杂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17,000 元至 20,000 元间。 

 3.住宿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2,500 元至 5,000 元间。 

 4.本校将协助处理住宿问题。 

 5.有关本校大陆学生入学相关讯息请参阅本校招生网站：

https://admissionex.tnua.edu.tw/tnua/china/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文化资源

学院文化

资产与艺

术创新博

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碩士論文、碩士證書或在學（應屆）證明

文件、碩士以上歷年成績單、以中文撰寫的

攻讀博士學位詳實研究計畫：內容應包含

(1)問題緣起、(2)研究問題定位、(3)文獻

分析、(4)研究方法、(5)章節大綱、(6)預

定進度、(7)參考書目等、其他有助審查之

證明文件、其他可證明學術研究能力之期刊

或研討會論文：至少兩篇（其中至少一篇以

中文撰寫）、推薦函（兩封） 

以「文化资产」及「艺术创新」

为双主轴，含括有形文化资产、

无形文化资产、博物馆及博物馆

学研究、文化政策、艺术行政与

管理、艺术与人文教育、文化创

意产业等面向。建构自由、多元

及强调社会关怀的教研氛围；以

广义且跨域的文化资产及艺术创

新的理论、学术、政策、行政、

展演创作、社会参与、推广及实

务为主要的教学、研究及服务方

向。强调国际视野及地方深耕并

重，期许能发展为国际级文化资

产研究及艺术创新重镇。 

音乐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與經歷、最高學位歷年成績單、【主

设有作曲、音乐学、钢琴、声

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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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作曲】不同編制之音樂創作至少五首及

其創作理念（格式及字數不拘）：資料內需

含樂譜、【主修：作曲】不同編制之音樂創

作至少五首有聲資料、【主修：作曲】求學

計畫（約 1200-1500 字）、【主修：作曲】碩

士論文或其他著作、【主修：音樂學】研究

計畫：字數以 1500 字為原則、【主修：音樂

學】代表性學術著作：以學術論著為主，另

可附創作、展演等成就證明做為參考、【主

修：鋼琴、絃樂、擊樂及聲樂】個人演奏影

音資料，演奏內容請依本系各主修考試曲目

要求準備、【主修：鋼琴、絃樂、擊樂及聲

樂】主修考試曲目表文中須闡述該應試音樂

會曲目之<形式與風格>與<個人詮釋心得>：

3000 字為原則、【主修：鋼琴、絃樂、擊樂

及聲樂】創作、展演活動或著作：格式及字

數不拘，須含有聲資料、【主修：鋼琴、絃

樂、擊樂及聲樂】創作、展演活動有聲資

料、【主修：絃樂】須多繳交詳細表列已學

過之曲目：若非完整樂章，請註明已學過之

段落 

低音提琴及击乐等主修别，培养

台湾最顶尖的专业人才，使其更

具专精的独立思考、分析及演奏

能力，并运用西方研究手法，从

事有关本土性与原创性的研究。 

戏剧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碩士證書或學經歷證件、碩士以上歷年成

績單、碩士論文、其他可證明學術研究能力

的論文：至少兩篇（其中至少一篇以中文撰

寫）、以中文撰寫的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

畫：內容應包含(1)問題緣起、(2)研究問題

定位、(3)文獻分析、(4)研究方法、(5)章

節大綱、(6)預定進度、(7)參考書目等，不

含參考書目至少 5000 字、相關劇場或研究

經歷、推薦函（兩封） 

为全台湾第一所提供戏剧理论博

士学位的学府。旨在培养专精且

杰出的戏剧学者，领域涵盖东方

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剧场，以及

剧场人类学。 

  

电影创作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未來創作計畫：含自傳、報考動機、求學

規劃及畢業後之生涯規劃、個人自我介紹短

片（長度限 3 分鐘內）、【主修導演、編劇】

動態專業作品。 1、可選送電影、電視、錄

像、動畫、戲劇、舞蹈、音樂、聲音或藝文

類作品中，選擇 1~2 類即可。 2、如有靜態

專業作品可免附動態作品（亦可同時繳交）、

【主修導演、編劇】靜態專業作品。 1、可

選送文字作品，如電影劇本、舞台劇本、小

說、散文、攝影、美術、設計或論文等類

型，選擇 1~2 類即可。 2、如有動態專業作

品可免附靜態作品（亦可同時繳交）、【主修

導演、編劇】專業作品書面資料，2 頁為

限。動態作品需提供作品故事大綱或作品說

明，請對該作品及擔任該作品職務上表現之

为专门致力於培育电影创作及电

影产业研究人才为宗旨之研究

所，依据领域细分三大主修「导

演」、「编剧」、「电影史与电影产

业研究」。教育目标在於培养有能

力制作出优质电影及进行电影产

业研究的学生，并於毕业後能立

即上线投入产业工作。教学内容

着重於导演、编剧实务以及电影

产业研究，并与国内外相关学

校、产业及创作领域人才进行交

流与合作。 



202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成績做評析。靜態作品需書寫作品說明，請

對該作品及擔任該作品職務上表現之成績做

評析、【主修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研究

計畫及學術論文書面資料。1、研究計畫：

含研究計畫動機、文獻探討、研究方法、預

期成果、重要參考書目等，字數 3000 字

內。2、學術論文，含中英文論文摘要。（無

則免付）、作品著作權切結書，如為共同著

作須取得共同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表格請

自本學系官方網站【招生資訊/碩士班招生/

繳 交 資 料 】 下 載

http://filmmaking.tnua.edu.tw/）、觀影

心得：報考人對過去五年內出品至少 20 部

電影（至少包含 10 部華語電影）的個別觀

影之心得。一律以 A4 規格 12 級字直式橫

打、大學歷年成績單、推薦信（一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工作履歷表：含非影視類專業工作或

專業電影或影視傳播、廣告製作相關工作 

艺术行政

与管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中文研究計畫：內容包含計畫書封面（封

面請註明研究計畫名稱、姓名）、目錄（含

頁碼）、摘要說明、研究目標、研究計畫內

容、重要參考書目。不含封面及目錄至少 5

頁、自傳（含學習經驗或工作經歷），限 5

頁、進修計畫、畢業證書或在學學生證影

本、成績單（附排名簽證為佳） 

本所发展重点，综合艺术机构经

营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的教学，

培养具有宏观视野与实务执行能

力的文化艺术专业工作者。教学

内容包括艺术机构与艺文产业之

经营管理、市场行销、人力资

源、财务、策略、创业及育成，

兼及文化政策如文化资产保存、

文化创意产业、艺文补助制度等

领域的研究。本所重视实务训练

与社会参与，学生必须修习指定

课程，参与校内、外学习活动，

并至业界实务学习，培养策略思

考、协调沟通与跨界合作之实践

能力。 

新媒体艺

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專業作品：作品需自行

剪接 10 分鐘以內、專業作品（書面資料）：

考生均需繳交作品相關說明書面資料與作品

著作權切結書。作品著作權切結書表格請自

本 網 址 下 載 ：

https://admissionex.tnua.edu.tw/tnua/c

hina/da、研究計畫：以 A4 直式橫打並加封

面。內容需包含：(1)自傳(2)目標(3)計畫

內容(4)執行方法 

硕士班着重在当代艺术学理素

养、高阶数位媒体技术、创作观

念与论述能力以及跨领域艺术整

合培养，以期培育具有高创造力

与美学判断及观念的学生。毕业

後无论从事纯艺术创作，或投入

与艺术设计相关领域工作，都能

发挥最高创作观念与实务统合表

现。硕士班主要发展规划分为两

组：「媒体艺术创作组」录像艺

术、实验动画、声音艺术、互动

装置及跨域表演等；「科技应用设

计组」实境应用、行动装置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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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应用、未来设计等。 

戏剧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自傳、甲組（主修戲劇

理論）請繳交單篇論文，以戲劇為主題之單

篇論文，至少 2000 字、乙組（主修戲劇顧

問）請繳交「劇本分析報告」，劇本請從

「劇本分析報告指定劇目」中擇一撰寫。劇

本分析報告請詳見「其他說明」介紹、甲組

（主修戲劇理論）請繳交以中文撰寫的研究

計畫：內容應包含計畫題目、問題緣起、研

究問題定位、文獻分析、研究方法、章節大

綱、預定進度、參考書目等，不含參考書目

至少 4000 字、乙組（主修戲劇顧問）請繳

交「攻讀學位計畫」：內容應包含修課、閱

讀、寫作、戲劇構作工作等計畫，不含參考

書目至少 4000 字、推薦函（兩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劇場工作經歷表 

栽培有志戏剧文学、剧评、戏剧

顾问和戏剧学的学子，让研究生

在洋溢创作、实作与学术的环境

中培养独立研究的能力。 

音乐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自傳、研究計畫：詳述

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

請以 12 號字 A4 格式打字書寫，至少 6 頁以

上、音樂學專題寫作：可展現音樂學專業與

研究能力之相關資料 

以音乐学领域中的三大领域:「历

史音乐学」、「系统音乐学」和

「民族音乐学」等均衡发展为目

标。以使研究生在主修领域上，

藉由系统整合音乐学内的类缘学

科，培养其独立研究的能力。 

博物馆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中文研究計畫：包含研究計畫綱要、計畫

內容、重要參考書目。、中文履歷：包括自

傳、相關工作及學習經歷或作品（附證明為

佳）、畢業證書影本、成績單（附排名證明

為佳）。、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 

本所目的在培育博物馆理论与实

务之人才。教学内容重视博物馆

史与理论的素养，对於博物馆发

展进行反思，并且强调馆校合作

与实习。结合理论与实务，提升

学生的专业水准。本所除了教学

关怀台湾博物馆的发展，也积极

拓展国际视野与跨学科比较研

究，结盟国内外重要博物馆，定

期举办国际性的博物馆学术研讨

会与讲座，致力於成为亚洲博物

馆研究的重镇。 

艺术与人

文教育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中英文研究計畫：包含

研究目的、方法、架構、內容、參考書目

等、個人藝術與人文成長檔案（附證明為

佳）、推薦函（兩封） 

本所以「课程教学」、「学术研

究」与「教育推广」三个向度，

并确立四项策略发展主轴：(1)兼

重创新思维的理论与实务课程

(2)促进各艺术学门间跨域整合

(3)发展与艺术机构团体合作学习

(4)建构社会关怀与人文素养学习

内涵。本所致力培育具备「跨领

域」、「创新思维」与「社会关

怀」之艺术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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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文

化资产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研究計畫：含研究計畫綱要、計畫內容、

重要參考書目、自傳、學習經歷：附相關證

明為佳、學歷證件：學生證或畢業證書或修

業證明書、大學歷年成績單：附名次證明書

為佳 

为一跨领域研究所，以建筑和文

化资产之历史理论为上位知识支

持古蹟遗址、文化景观等有形文

化资产研究，以及民俗、传统工

艺美术为主的无形文化资产研

究，旨在培育兼具国际视野及地

方文化根基的建筑史、有形文化

资产与无形文化资产之理论及实

务的一流人才，并积极提昇水

准，成为台湾建筑与文化资产相

关议题之学术研究重镇。 

剧场设计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陸考生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校招生

資 訊 網

https://admissionex.tnua.edu.tw/tnua/c

hina/data/  下載使用、大學歷年成績單、

學習和工作經歷（請自述過去的學習和工作

經歷，不限表演藝術相關。）、學習目標與未

來展望：（內容請包含以下兩點） 一、未來

在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學習目標。 二、畢

業之後在劇場創作工作的自我期許、個人作

品集（至多三件）可包括以下： 一、劇場

設計作品。 二、非劇場設計作品。 劇場及

非劇場設計作品說明請詳見「其他說明」介

紹、其他參考資料：可視需要自行補充，需

符合前述個人作品集要求之限制、作品著作

權切結書。切結書表格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s://admissionex.tnua.edu.tw/tnua/c

hina/data/ 下載使用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若有動態影像建議於 5 分鐘內呈現，影像

力求清晰，解析度應至少為 640X480 像素以

上 

为台湾唯一专门研究剧场设计及

相关应用之研究所。提供剧场艺

术创作舞台、服装、灯光、技术

等领域进阶设计课程，强调以参

与实际演出设计制作，理论实践

与实务并重之目标，扩展学生在

人文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跨域创

作之视野与能量，期以成为国内

剧场设计精英。 

美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歷：含學習經歷、相關工作或創作經

歷、大學歷年成績單、推薦函（一封）、研

究計畫：含研究目標、計畫內容、執行方式

及其他、【主修：藝術史與視覺文化】以藝

術史與視覺文化研究為主題的個人寫作 1

篇，至少 3000 字、【主修：水墨、繪畫、複

合媒體、雕塑、版畫】最近三年內的 10 件

作品資料：含作品圖檔、名稱、尺寸、媒

材、年代與內容說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影音作品或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的相關

參考資料 

本硕士班创作主修之课程提供当

代艺术创作中「知识系谱」与

「创作意识实践」之参照研究，

融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

力求多元化的专业训练，培养创

意能力与个人创作风格。同时着

重人文思维内涵与艺术视野的开

拓，培养当代艺术理论的认知与

思辩能力，且透过工作室创作模

式，以强化创作实践的能力与深

度。史论主修之课程透过中西艺

术史研讨、当代艺术观察与视觉

文化研究，兼顾基础研究能力以

及涵盖主修领域的多元学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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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文创产业

国际艺术

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研究計畫（最多 2,000 字）：內容包含計劃

書封面、目錄（含頁碼）、摘要、研究目

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參考文獻。封面

請註明研究計畫名稱、報考人姓名、國籍、

最高學歷、履歷（學習經驗或工作經歷，有

認證者佳）、自傳、畢業後 5 年內生涯規

劃、最高學歷之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文件：

學歷證書需為中文或英文、最高學歷之歷年

成績單：成績單需為中文或英文、英文語言

能力證明書（時效三年內）: 證書需為托福

iBT 79 以上、雅思 6.5 以上、多益 750 以上

或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語檢測 75 以上 

为台湾第一个结合艺术与文创为

导向之全英语国际硕士学位学

程，以北艺大多元丰富的展演教

学资源为主轴，侧重於当代视觉

和表演艺术的跨学科课程，提供

基础研究到实务操作的课程，连

接艺术管理的台湾经验与世界趋

势，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艺术经

营专才。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學習經歷」與「研究計

畫」：2000 字以內、【主修：理論與作曲】不

同編制之音樂創作「樂譜」至少三首、【主

修：理論與作曲】不同編制之音樂創作「有

聲資料」至少三首、【主修：鋼琴】及【主

修：聲樂】請詳細表列已學過之曲目（若非

完整樂章，請註明已學習之段落）、【主修：

鋼琴】及【主修：聲樂】主修考試曲目表。

主 修 考 試 曲 目 請 詳 見 以 下 網 址 ：

https://admissionex.tnua.edu.tw/tnua/c

hina/data/、【主修：鋼琴】及【主修：聲

樂】個人演奏影音資料（演奏內容請依本系

各主修考試曲目要求準備） 

设有作曲、钢琴、声乐及指挥等

主修别，强调在紮实的学术基础

上，培养专业创作、演奏唱及指

挥能力，拓展个人艺术视野；并

强化音乐作品风格分析、专业演

奏与学术研究。 

  

传统音乐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歷年成績單、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

音樂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完成之研

究報告、研究計畫：內容應包含：研究動

機、目的、方法、章節大綱、參考書目等，

不含參考書目至少 4000 字以上 

设有「古琴」、「琵琶」、「南管

乐」、「北管乐」、「音乐理论」与

「传统戏曲」六项主修。以台湾

社会主要族群音乐文化乐种为主

轴，培育传统音乐师资，同时加

强演奏、理论及深化编创能力，

提供国际多元学习资源以达学术

兼备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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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电话 886-2-22722181 

传真 886-2-89653054 

电子邮件信箱 aaca@ntua.edu.tw 

网址 https://aca.ntua.edu.tw/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大观路一段 59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辨色力异常者，不宜报考本校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之硕士班及博士班。 

 2.本校协助处理住宿问题，宿舍采每学年申请，网路抽签床位。 

 3.每学期学费为「学杂费基数」+「学分费」合计新台币(12180 元+5000 元*学分数)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美术学系当

代视觉文化

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 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繳交將送審

論文稿。以同等學力報考、持國外學歷

報考而無碩士論文者，需繳交相當於碩

士論文之代表著作，並註明「代表碩士

論文著作」。英文以外其他語言之論文請

附中文摘要。）、2. 自傳(2000 字)與履

歷、3. 研究計劃書(2000-3000 字，引

用資料及參考書目需列明出處)、4. 最

高學歷成績單、5. 曾發表之研究論

著或活動成果、得獎紀錄、作品圖板之

集冊、6. 推薦函、7. 可在台灣註冊修

課四學期以上之切結書 

为因应时代创新领导人才的需求，

本博士班以具体扩张当代视觉文化

实践的艺术内涵、体现文化多样性

为教育宗旨，以跨领域策略思维、

弹性教学与育成研发，结合本校其

他系所博硕班教学资源与国际重要

师资协同教学，发展「创作实践研

究」与「艺文实务研发应用」两组

别。 

 培育方向不预置任何艺术体制或

文化范型，致力养成艺术创新与艺

术兴业之实务领导人才。 

  

书画艺术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論文。外語之論文請附中文摘

錄。、2.自傳與履歷。、3.博士研究計

畫。、4.碩士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

5.曾發表之學術論著或創作研究成果與

作品圖版集冊等，以及相關活動或獎賞

紀錄等專業表現成果。 

本系招生以水墨及书法篆刻专长为

优先考虑，透过专业的创作研习与

艺术理论教学，培育优秀创作与理

论兼修人才，精研中、西绘画理论

与技巧，充实学生学理与创作内涵

为目标。书画艺术学相关研究的领

域，包含： 

 1.书画艺术史论研究。 

 2.书画创作理论及评论。 

 3.书画艺术监赏与社教推广等书

画艺术相关范畴。 

  

  

艺术管理与

文化政策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 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繳交將送審

論文稿。以同等學力報考、持國外學歷

報考而無碩士論文者，需繳交相當於碩

士論文之代表著作，並註明「代表碩士

論文著作」。英文以外其他語言之論文請

附中文摘錄。）、2. 自傳與履歷、3. 研

1.本所致力於培育艺术管理的实践

与创新人才及文化政策的规划与研

究人才。 

 2.本所课程以艺术、文化、社会

理论为基础，「文化政策」与「艺

术管理」实务为主轴，透过跨学门

研究方法，探究全球及在地文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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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究計劃書(2000-3000 字，引用資料及參

考書目需明列出處)、4. 研究所成績

單、5. 曾發表之論文、著作代表 3 篇

（註明出處及 ISBN）或活動紀錄、6. 

錄製 5 分鐘影音，內容包含自我介紹及

研究計畫等、7. 可在台灣註冊修課四

學期以上之切結書、8. 英語能力證

明（註：本所學位考試前需通過全民英

語能力檢定中高級或相當於該等級之測

驗） 

策治理之发展趋势。 

 3.课程规划：  

 （1）理论与方法。 

 （2）文化政策与治理。 

 （3）艺术管理。       

 （4）博物馆与文化资源 

  

创意产业设

计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履歷與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

計畫（3000 字以內，引用資料及參考書

目須明列出處，研究計畫應包含下列 5

項）： （1）研究背景說明（2）研究動

機與目的（3）參考文獻（4）與院、所

發展特色之關連性（5）研究的重要性與

貢獻、3.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可繳交

將送審之論文稿，以同等學力報考或持

國外學歷報考而無碩士論文者須繳交相

當碩士論文之代表著作，並註明「代表

碩士論文著作」。外語之論文請附中文摘

錄、4.研究所成績單，應屆畢業生之成

績計算至前一學年度第 2 學期、5.近 5

年內完成的投稿論文、專利、得獎作

品、創作、展覽表演、外語能力證明及

其他有助於說明個人能力之資料 

本所教学研究重点，涵盖「创意」、

「产业」、「设计」三个面向，其核

心概念在於运用文化加值带动「创

意设计」，藉由创新创意成就「设

计产业」，集结产业能量形成「美

学经济」。除了本所四位专任教师

之外，整合设计学院工艺、视传、

多媒等三个系所的师资与教育资

源，强调跨领域人才的养成。在课

程架构上，则以研究方法论为主

轴，兼顾学生在创意设计、产业发

展、品牌策略、行销策展等层面的

理论与实务之研究规划能力的养

成。 

雕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必需曾修雕塑相關課

程)、2.研究計畫 1000 字、3.自傳(含創

作理念)2000 字、4.作品集、5.推薦函 

1.本硕士班以培育雕塑创作及研究

的专业人才为目标，兼顾理论与创

作实践。 

 2.发扬传统文化特质，开发当代

创造精神，并融合现代科技媒材，

强化国际与本土多元发展。 

 3.开拓雕塑文化产业领域，建构

国际雕塑交流平台。 

 4.系所展出活动频繁，如：硕士

班新生展、国际袖珍雕塑展及年度

雕塑展，皆有丰富奖助学金。 

 5.为加强专业学养与表述能力，

并增进创作研究与辩证根基，学期

订有评图机制，期能增加同学间交

流与观摩。 

古蹟艺术修

护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需有全班排名），應屆

畢業生之成績計算至報名前一學期、2.

自傳、3.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計畫

1.台湾文化特质专题研究探讨 

 2.台湾区域建筑工艺特质学术专

项研究 

 3.建筑工艺技艺保存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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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書內容說明應包含下列五項：、(1)研究

動機、(2)研究題目資料背景說明(含綱

目章節)、(3)計畫可行性、(4)與本所發

展之符合性、(5)可能有之貢獻、4.作品

或研究成果：、(1)近 4 年內傳統藝術相

關作品照片。每人至多 3 件，每件作品

至多 2 張照片，須註明編號、作品名

稱、尺寸、材質、創作年代、(2)研究成

果（專題、專案或傳統建築裝飾藝術調

查相關心得），每人至多 3 案，須附相關

資料或證明文件、(3)以上兩類可擇一，

均有亦可 

 4.古建艺术研究专门人才之培育 

  

图文传播艺

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須附名次證明並註

明全班(組)人數、2.推薦函、3.研究計

畫、4.自傳、5.作品或研究成果、6. 其

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參考資料 

旨在培养创新与独立思考、能结合

艺术与图文传播媒体特色、具有专

业与问题研究与管理的人才。 

 专业核心能力: 

 1.专业管理与问题解决能力 

 2.数位媒体创新与整合能力 

 3.图文传播科技研发与管理能力 

广播电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有班級排名者為

佳)、2.自傳、3.研究計畫或創作計畫、

4.推薦函、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

料、6.影音資料不論作品數量，不超過

30 分鐘，作品須註明作者在作品中負責

部分。、7.作品需附著作權切結書 

1. 本系硕士班学生得选择以「硕

士论文」或「毕业创作」为毕业条

件，授予文学硕士学位（M.A）。 

 2.本硕士班课程以传播理论的探

讨能力为基础，并开设影音创作性

课程，呈双轨性质，其规划如下

述: 

 （1）传播论述性质课程，包含

「媒介社会学」、「媒介与文化研

究」、「数位内容产业分析」等相关

课程。 

 （2）影音美学性质课程，包括

「剧本创作」、「纪录片研究」、「音

乐与音效」等相关课程。 

  

舞蹈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推薦函、3.成績單、4.專業

表現(中國舞、芭蕾、現代舞基本動作以

及舞蹈小品)。、5.其它相關參考資料 

本系课程分有系列性的技术课程以

外，亦着重舞蹈创意的启发，并开

设有理论课程，可带给学生更多元

化的专业知识与精湛之技能。 

 本系秉持学用合一理念，深化舞

蹈艺术的内涵与实践的研究。硕士

班 – 教学目标以培养舞蹈编创、

表演为主的舞蹈专业人才。 

艺术管理与

文化政策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含報考動機與未

來生涯規劃）、2.對本所專業課程之學習

規劃（500 字-1000 字）、3.研究計畫

1.本所致力於培育艺术管理的实践

与创新人才及文化政策的规划与研

究人才。 

 2.本所课程以艺术、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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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500 字-2000 字內）、4.對藝術管理與

文化政策專業領域的個人見解（1000 字

內）、5.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之成績

計算至報名前一學期、6.語言檢定證明

文件。(註:本所學位考試前需通過全民

英語能力檢定中級或相當於該等級之測

驗。)、7.錄製 5 分鐘影音，內容包含自

我介紹及研究計畫等。、8.可在台灣註冊

修課四學期以上之切結書、9.其他有助

於審查之資料（如.論文報告等） 

理论为基础，「文化政策」与「艺

术管理」实务为主轴，透过跨学门

研究方法，探究全球及在地文化政

策治理之发展趋势。 

 3.课程规划：  

 （1）理论与方法。 

 （2）文化政策与治理。 

 （3）艺术管理。       

 （4）博物馆与文化资源 

  

多媒体动画

艺术学系新

媒体艺术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或創作

計劃（5000 字以內）、3.新媒體藝術創

作作品集。作品集中至少須有一部獨立

製作之創作，若為團體製作，需註明考

生在作品中負責的部份、職務或貢獻。

作品之影片需自行上傳至個人雲端硬碟

空間，並於作品集中附上連結(URL)，以

供審查。、4.大學歷年成績單、5.推薦函

（規格自訂）、6.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

料，如得獎獎狀等資料。 

1.学术研究：强化人文创意与数位

美学的精神内涵，培养具备新媒体

学术研究与实作人才。 

 2.艺术创作：因应国际数位科技

发展趋势，培养具备新媒体知能的

跨领域数位影音创作人才。 

 注：新媒体艺术创作含新媒体、

网路媒体、跨领域艺术、数位艺

术、互动装置艺术、数位音乐等。

工艺设计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有班級排名者為

佳)、2.自傳(字數不限)、3.研究或創作

計畫乙份【三千字以內，內容應包含下

列五項：(1)研究動機、(2)計畫可行

性、(3)研究題目資料背景說明、(4)與

本系發展及師資專長(參閱本系網頁)之

符合性、(5)可能有之貢獻】、4.作品

集、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專業成

就、工作資歷、獲獎紀錄等 

1.隶属於艺术门类最齐全的艺术大

学，全艺术专业环境薰陶，能培养

出更宽广的视野。 

 2.历史悠久，杰出校友辈出，扎

根深厚。 

 3.长期致力於「工艺创作」与

「量产设计」两大教学主轴，师资

与经验均较充足与丰富。 

 4.本系师资教育背景包括国内及

美、英、日、澳等地，有着十分充

足的跨国文化基础。 

 5.建立学术研究与创作发表并

重，以及强调国际文化交流的学习

环境。 

 6.配合国家政策，积极推动文化

创意产业。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研究計畫（以個人未來學習

之主題為內容，三千字以內）、3.歷年成

績單、4.專業術科指定繳交資料：演奏

(唱)項-聲樂、管樂、弦樂、鋼琴、打

擊、作曲、撥弦，需繳交影音資料。、5.

專業術科指定繳交資料：報考作曲者須

另繳交個人三種不同風格作品。若作品

有影音呈現，請於 PDF 檔內附連結說

本系自民国 46 年成立以来，创立

宗旨为造就音乐专门人才，秉持凝

聚及培养国内音乐文化风气之精

神，培育了无数音乐专业人才。硕

士班发展方向强调在紮实的学术基

础上，培养专业创作能力、演奏

（唱）能力，拓展个人作品视野，

加强专业的研究方法与技巧学习，

并统整人文经验之素养，丰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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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明、影音資料繳交內容請詳閱本系網站

規 定 ：

https://music.ntua.edu.tw/uploads/d

ownload/tw/Master%20.pdf 

本身的内涵及发展个人特质，建构

出具专业特色之音乐教育环境，以

期能造就真正的音乐家，积极与国

际间进行交流，逐步迈向国际的舞

台。 

  

  

视觉传达设

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視覺傳達設計相關學系成績單及畢業

證書、2.研究計畫、3.自傳、4.推薦

函、5.作品集(需為最近三年內之創作作

品，限 20 頁以內)、有利於審查之相關

資料 

本学系向来注重理论与实务均衡发

展，学界与业界接轨的重要性，以

期达成设计理念与实务相互落实的

教学目标。为因应多样的媒体

(multimedia)与数位科技时代的来

临，推展「文化创意产业」之理

念，在课程内容的规划上，结合理

论 与 方 法 、 文 化 与 背 景

(context)、传统与当代技术、视

觉美学制定全面的设计策略。此策

略运用在物质性作品(书、海报与

包装)、数位界面(网站、动画)、

环境(展览、标志系统)等，让学生

成为专业设计人才。 

美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之歷年成績單(必須曾修美

術相關課程)、2.個人簡歷與自傳(2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1000 字)、4.作

品集(附個人展演資歷)、5.可在台灣註

冊修課四學期以上之切結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6.影音作品可提供影音檔案。 

本系硕士班修业年限为 2 至 4 年，

授予艺术硕士（MFA），特色目标如

下： 

 1.培养创作实践与学理研究兼修

的艺术专业人才 

 2.培养能结合今日新科技与体认

新时代生活型态的精神性 

 3.掌握造形艺术发展动向并开创

造形艺术表现与研究的新域 

 4.掌握国内外艺术教学资源强化

造形艺术教学内容 

  

电影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作品集、2.創作計畫：報考人對

於影像創作之動機、構想開發、故事大

綱（1-2 頁）、分場劇本或完整劇本等，

足以呈現個人影像創作素養之相關資

料，以供審查。、3.自傳、4.最高學歷之

成績單、5.影像資料不論作品數量，不

超過 30 分鐘，作品須註明作者在作品中

負責部分。、6.作品需附著作權切結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得獎資料、榮譽證明、參與電影製作相

關經歷證明 

1.培养电影相关产业与电影文化之

高阶创作人才。 

 2.因应国际影像生产与制作之趋

势，培育电影艺术与新兴科技之整

合与应用之人才。 

 3.提升电影文化之国际竞争力，

展现电影艺术创作之成就。 

  

  

美术学系当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硕士班以扩张当代视觉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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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代视觉文化

与实践硕士

班 

 1.最高學歷之歷年成績單、2.自傳

(2000 字)與履歷、3.學習研究計劃書

(3000 字以內)、4.推薦函(規格自訂)、

5.曾發表之學術論著或研究成果，或實

務經歷成果報告，相關活動或獎賞紀錄

等專業表現成果。、6.作品集(近三年之

作品，各種媒材之創作皆可，請註明作

品名稱、年代、媒材及尺寸。)、7.可在

台灣註冊修課四學期以上之切結書。、8.

「第 5 項」和「第 6 項」可擇一提供，

或皆提供。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9.影音作品可提供影音檔案。 

的艺术内涵、体现文化多样性为教

育宗旨，致力养成艺术创新与兴业

之实务领导人才，培育方向不预置

任何艺术体制或文化范型，以复合

性跨领域策略思维，超越传统艺术

学科分际，透过弹性教学与育成研

发，结合本校其他系所教学资源与

国际重要师资协同教学，课程除了

提供学生精进跨领域创作的专业艺

能，亦激发学生重新思考艺术生产

形式，为艺术与社会的连结积极进

行功能性的转化，解除艺术生产的

惯性中介。 

中国音乐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研究計畫(2000

字以內)、3.自傳(1000 字以內)、4.作

品、個人近三年獨奏演出(可含伴奏但不

含重奏之作品) 之影音，影片必須能辨

識本人之演奏。、5.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

料，如論文、專業成就、獲獎紀錄等資

料 

本系创立於民国 60 年，长年来秉

持传承中国音乐的办学宗旨，以培

育中国音乐高等表演、创作、学术

理论及多元运用四项人才为主要教

育目标。 

 在课程教学上，器乐演奏采一对

一个别教学，理论课程采小班制教

学，投入庞大办学成本，以支持传

统乐教的延续性发展。近年为配合

多元人才培育的教育政策，积极鼓

励学生依照自我性向及兴趣，选择

修习各类课群课程，以培育中国音

乐多元人才，符合当今社会之需

求。 

戏剧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兩千字以內)、2.研究計畫(兩

千字以內)、3.歷年成績單(有班級排名

者為佳)、4.專業表現參考資料、獲獎記

錄、作品呈現、工作經歷等。 

本校戏剧系硕士班毕业学分数 36，

修业年限 2 至 4 年，授与文学硕士

(M.A.)。具体的教育目标为 1.培养

戏剧与剧场理论独立研究专业人

才、2.培养具有戏剧与剧场创作研

究专业人才、3.培养戏剧与剧场艺

术应用於教育、媒体等多元领域之

研究专业人才。 

书画艺术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創作心得與研究計畫。（請依本身學

習研究的成果表現，重點擇要並舉例說

明主要的作品創作理念及其學理、創作

過程與表現重點等相關成果與心得，並

略述未來持續研究的計畫重點方向）、2.

專科以上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3.作

品資料：近四年內之水墨、書法及篆刻

相關作品照片或書畫藝術相關研究成

果，兩種擇一，均有亦可 

本系招生以水墨及书法篆刻专长为

优先考虑，透过专业的创作研习与

艺术理论教学，培育优秀创作与理

论兼修人才，精研中、西绘画理论

与技巧，充实学生学理与创作内涵

为目标。书画艺术学相关研究的领

域，包含： 

 1. 书画艺术史论研究。 

 2. 书画创作理论及评论。 

 3. 书画艺术监赏与社教推广等书

画艺术相关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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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多媒体动画

艺术学系动

画艺术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或創作

計劃（5000 字以內）、3.動畫作品集。

作品集中至少須有一部獨立製作之動

畫，若為團體製作，需註明考生在作品

中負責的部份、職務或貢獻。動畫作品

影片需自行上傳至個人雲端硬碟空間，

並 於 作 品 集 中 附 上 動 畫 影 片 連 結

（URL），以供審查。、4.大學歷年成績

單、5.推薦函、6.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

料，如得獎獎狀等資料。 

1. 动画学术研究：强化人文创意

与数位美学的精神内涵，培养具备

动画影音文化学术研究与实作人

才。 

 2. 动画创作：因应国际数位科技

发展趋势，培养具备动画知能的创

意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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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东大学 

电话 886-89-318855 

传真 886-89-517336 

电子邮件信箱 yaya1024@nttu.edu.tw 

网址 http://www.nttu.edu.tw 

地址 台东县台东市大学路二段 369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定位为「优质的教学型大学」，除作育英才外，以带动地方繁荣，提升地方教育文化水准为

目标，配合台东观光休闲、民族艺术、南岛文化、人文自然景观及体育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

的学府，已发展为区域性、国际性的综合大学。本校依各系所专长领域的特性，统合相关资源，

配合地方需求，设有师范、人文、理工三个学院，计有 17 个学系(其中 14 个学系设有硕士班，1

个学系设有硕博士班)，2个学士学位学程，1个独立研究所(仅硕博士班)、1个硕士学位学程。 

 2.本校备有学生宿舍，知本校区知本学苑第一学生宿舍、第二学生宿舍及台东校区忠孝楼宿舍，

知本学苑第一学生宿舍提供「四人房、二人房、单人房」等三种房型，第二学生宿舍提供「四人

房、二人房」等两种房型，忠孝楼宿舍提供「六人房」房型，所有房型皆为套房型式。保障境外

学生住宿学校宿舍之优先顺序权，学生可依规定申请校内住宿。 

 3.本校设有餐饮中心、包括各式饮食、便利超商、影印店、提款机等，生活机能完整。 

 4.本校图书馆结合科技与人文，将资讯与图书结合於一栋建筑中，采用大量屋顶绿化，外型上像

一本开卷的书本，特殊的建筑外观已成为台东最具特色的地标。本馆拥有全国最丰富的儿童读物

藏书，馆藏内容以教育、儿童文学相关学科为主，并陆续增强理工及南岛文化研究相关资料之收

藏，持续丰富馆藏。 

 5.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为新台币 46,900 元~66,700 元，实际收费标准，以本校网页公告为

准。 

 6.本校设有「优秀陆生奖学金」，依成绩表现审核通过者，每学期奖励新台币 6,000 元至 20,000

元，相关网页：https://rd.nttu.edu.tw/p/404-1007-88354.php?Lang=zh-tw。 

 7.有关本校教学资源概况，请参阅本校资讯网：https://www.nttu.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公共与文化

事务学系区

域发展与社

会创新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1000 字

以內）、4.(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

單；(2)往屆畢業:畢業證書或學位證

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2.有利

審查之相關資料 

区域发展与社会创新硕班的目标

为：1.兼顾宏观与微观的视野。课

程规划从全球／东亚／台湾／东

部，甚至到社区的个案分析，具有

空间尺度上的衔接性，利於宏观与

微观视野的培养。2.兼顾理论与实

践。不论在研究上和教学上，本 硕

士班既强调理论概念的陶冶，同时

也着重实际的经验与参与。3.科际

整合的观点。本硕士班以社会／空

间／权力作为知识建构的轴线。研

究生得以接触不同学科所提供的学

说和视角，有助於跨学科观点的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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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宜兰大学 

电话 886-3-9357400 

传真 886-3-9320992 

电子邮件信箱 isa@niu.edu.tw 

网址 http://www.niu.edu.tw/ 

地址 宜兰市神农路一段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国立宜兰大学为连续 9年获教育部肯定「教学卓越」之综合型大学，受奖助金额为国立大学前

3名。 

 2.本校设有生物资源学院、工学院、人文及管理学院、电机资讯学院，所有系所全数通过评监。

 3.工学院、电机资讯学院各系所均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国际认证(EAC)，毕业生可持本

校学历於华盛顿协定(Washington Accord, WA)会员国(如美、加、英、澳、纽、日、韩、香港、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参加亚太工程技师考试，具有国际竞争力。 

 4.除开设生物技术与保健、绿色科技及休闲产业等跨领域特色学程外，另搭配研发技术垂直整合

计画培育跨领域人才，同时以紮实的语言教学及丰富的专题实作训练，理论与实务并重，可学习

到丰富的知识与技能。 

 5.本校陆生之学杂费请至注册课务组网页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1-1003-

477.php 查询。 

 6.提供优先住宿，四人一房，有网路、冷气等设备，每一学期新台币 9,500 元。 

 7.境外生有专职辅导员，并有陆生联谊会协助学业及生活事宜，每学期皆举办岛内旅游及各种交

流活动。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生物技术与

动物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大學歷年成績單、研究所歷年成

績單、自傳(1000 字以內)、師長推薦

函 2 封、未來之研究計畫(非讀書計

畫，請擬一研究主題撰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相關學術著作（如專題研究報告、著

作等，請勿繳交實習、實驗及課程期末

報告）、學術研究相關的工作證明 

优质动物养殖与问题解决人才培

育：结合生物技术、发酵工程、营

养生技、遗传工程技术、动物养殖

技术、屠体评级、企业管理与品牌

行销等新知，以改善生产效能，促

进经济动物产业的升级及永续经

营。利用生物技术包括胚胎移植、

干细胞培养、基因转殖与重组蛋白

的制造、基因疫苗开发、单源抗体

制备等专长训练，本系推出研发亮

点产品—包括动物保健品、蜂胶、

次单位疫苗开发。辅以动物专长老

师进行产学合作、技转与後段动物

功效试验。 

食品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2.大學歷年成績單、3.推薦函 1

封、4.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內)、

5.研究計畫(5000 字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2.論文或專題研究

報告、3.得獎證明 

1、建立微生物发酵技术，开发具生

物活性之保健产品。开发天然抗菌

成分及新兴杀菌制程，提升食品安

全及保存相关技术。 

 2、建立保健食品相关新兴加工及

包装技术，以应用於农产品的新产

品开发。 

 3、建立层析分离、质谱分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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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合细胞培养和抗氧化特性的研究，

提供保健食品之生理活性物质的监

定并阐明其作用机制，以促进保健

生技食品的发展。 

土木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應屆

畢業生免附)。、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一份。、3.自傳及讀書計畫一份。 

1.IEET(EAC)国际认证：毕业生可於

美国、加拿大、英国、香港、日

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

洲、纽西兰及俄罗斯等国家申请专

业工程师执照获得认定。 

 2.可修习论文主题以外跨领域课

程，拥有更出众的特别专长-(1)整

合智慧健康与绿色创新(2)数位设计

(3)防灾科技(4)工程整合管理。 

 3.硕士班各组学生皆有专属研究

室，且系图书室与研讨室可供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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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联合大学 

电话 886-37-381000 

传真 886-37-381139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nuu.edu.tw 

网址 http://www.nuu.edu.tw 

地址 苗栗县苗栗市南势里联大 2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一、109 学年度学杂费收费基准(供参)：  

 单位：新台币/元  

 1、理工学院、电机资讯学院、设计学院、资讯管理学系： 

 硕士班修业前 4学期-学费 29,000、杂费 17,000，学杂费合计为 46,000 

 硕士班修业第 5学期起-学杂费基数:24,000、学分费 3,000，合计为 24,000+3,000*学分数 

  

 2、管理学院(不含资讯管理学系)、客家研究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 

 硕士班修业前 4学期-学费 24,000、杂费 14,000，学杂费合计为 38,000  

 硕士班修业第 5学期起-学杂费基数:24,000、学分费 3,000，合计为 24,000+3,000*学分数 

  

 注 1：硕士班修业前 4学期，每学期缴交学杂费；修业第 5学期起缴交学杂费基数及依修课学分

数缴交学分费；仅修毕业论文或未完成毕业论文缴交或未通过各系自订「语文能力」而不能毕业

者，须缴交学杂费基数。  

 注 2：「国立联合大学学生学杂费与学分费缴纳要点」请至本校【校务财务资讯公开-学杂费专

区】参阅。  

 

 二、每学期住宿费为 7,000 元至 8,000 元间，超额能源使用费 1,000 元(多退少补)，住宿保证金

500 元，合计 8,500 元至 9,500 元(折合人民币约 1,700 元至 1,900 元)，收费标准每学年度均可

能做调整。  

 

 三、本校提供侨生、外籍生、陆生校内优先住宿申请，活络同侪情感，一对一或多对一帮助侨

生、外籍生、陆生适应生活环境。  

 

 四、每学年配合中西方传统节庆，举行侨生、外籍生、陆生团体辅导与文康活动，并办理校外教

学参访。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台湾语文与

传播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

內)、3.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4.學位

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專題研究報告或

論文、相關作品、競賽得獎證明、外語

能力檢定證明等) 

1.本系 9 位专任教师皆具备国内外

大学博士学位，并有台湾语言文

学、新闻传媒等专长、新闻实务及

影片摄制等经验。 

 2.本系特色：(1)整合台湾语文与

传播，延续台湾语言与文化。(2)探

索在地文化，落实文化自主性。(3)

发展全球化、行动化、数位化的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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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电话 886-6-6930100 

传真 886-6-6930151 

电子邮件信箱 wayway@tnnua.edu.tw 

网址 http://www.tnnua.edu.tw 

地址 台南市官田区大崎里大崎 66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经行政院於民国 78 年 1 月核定筹设，民国 82 年筹备处因应而生，於 85 年 7 月正式设校名

为国立台南艺术学院，嗣於民国 93 年 8 月改名为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简称南艺大）是校史盛事。

校址位於风光明媚的台南市官田区乌山头水库旁。南艺大以培养高等专业艺术人才为目标，教学

领域丰富完整，涵括音乐学院、视觉艺术学院、音像艺术学院、文博学院及共同教育委员会。成

立多年以来教学成果不凡，学生在专业师资及艺术环境的薰陶下，已在艺术创作及研究的的领域

中培养了许多杰出的艺术专业人才，奠定南艺大成为台湾最具特色的专业艺术学府之一。 

 近年来南艺大更致力於推展人文艺术与科技整合的可能性，与国内数位科技产业进行异业结盟，

积极展现本校各艺术专业之创作实力。更不断透过创作与研究之专业，协助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复

建与凝聚在地人文意识，并透过各种艺术交流活动与国际接轨，将国内艺术专业人才推上国际舞

台，展现台湾艺术实力。 

 2.109 学年度学杂费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3.陆生辅导专责单位为学务处侨毕辅导组。组内编制 2人。服务项目为居留签证协办，举办新生

说明会，生活及课业上的辅导与各项协助。 

 4.新生入学後由各系所安排导师，导师依学生需要提供生活、学业、情感及生涯之辅导，并协助

其困难之处理。若有心理及情绪相关困扰，则转介至本校学务处谘商辅导组提供专业协助。 

 5.学务处生活辅导组统一安排陆生住宿事宜，如需住於校外时，本校已建立非常完整校外租屋辅

导机制，可以提供校外租屋资讯。住宿费用与台湾学生相同。 

 6.就读本校之陆生应参加本校学生团体保险，团体保险费於每学期注册费用内加列团体保险费科

目代收。 

 7.学务处卫生保健组提供身体健康之谘询服务。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艺术创作理

论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經歷約 1000 字、2.研究計畫書約

3000-5000 字、3.創作自述或創作理論

研究 1 份，相關作品 5 至 10 件以內

（同系列作品以 1 件計）或研究論述 3

至 7 件以內（含論文、策展實例或論

述、作品集或有聲資料等）、4.創作自

述或創作理論研究 1 份，相關作品 5 至

10 件以內（同系列作品以 1 件計）或

研究論述 3 至 7 件以內（含論文、策展

實例或論述、作品集或有聲資料等）、

5.碩士論文(除碩士論文外亦可再提供

專業論著等供參)、6.推薦函 2封 

以建构艺术创作与理论学术训练为

课程重点，培养创作与理论兼备之

艺术类专业人才为目标。就音像、

视觉、文博、音乐四大领域，学生

需择其一领域为专题研究，以艺术

家 作 为 研 究 者 (Artists as 

Researcher)为出发点外，并需以艺

术创作为基础进行跨领域研究(Art 

Practice based Research）。是台

湾艺术高等教育中，第一个成立兼

顾高级创作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博士

班。 

  

民族音乐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所分传统与世界音乐、音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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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研究所  1.自傳、2.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正

本）、3.學習計畫書(須包含綱要、計畫

內容、參考書目)、4.推薦函 2 封、5.

已發表之學術論文及有助審查之相關資

料 

与社会实作、乐器设计与制作等三

组。 

 1.专业师资强：音乐学相关博士学

位师资及全英文授课外籍教师，多

项研究计画、论文发表及学术专书

出版。 

 2.多元化课程：以世界音乐、民族

志影片制作、流行音乐、音乐与社

会正义、嘻哈音乐、乐器制作等为

主轴，设有世界乐团。 

 3.学习环境优：完善教学设备，设

有田调工作室及音乐剪接设备。 

 4.国际交流化：包含教学、演讲、

论文发表、田野调查与交换生制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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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南大学 

电话 886-6-2133111 

传真 886-6-2149605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pubmail.nutn.edu.tw 

网址 http://www.nutn.edu.tw/ 

地址 台南市树林街二段 33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宿舍采新生优先保障制度。 

 2.本校教育目标、课程规划、教学资源概况、收费标准、社团资讯等其他资讯，请迳至本校网页

http://www.nutn.edu.tw 查询。 

 3.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 

 4.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9,950 元。 

 5.以上说明若有未尽事宜，悉依本校学则及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行政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內）、2.

研究計畫（5000 字內）、3.推薦函一

封、4.大學歷年成績單 

1.本系研究专长结合公共行政与企

业管理两大领域，研究范围在公共

行政方面包含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议题、电子化政府、跨域协调、两

岸关系、公私协力、非营利组织管

理等领域；在企业管理方面包含组

织管理、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

理、行销管理、顾客关系管理等领

域。2.本系特色研究课题在於结合

公私领域相关议题，以及非营利组

织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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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电话 886-2-27321104 分機 82015 

传真 886-2-23777008 

电子邮件信箱 cwhsu@tea.ntue.edu.tw 

网址 http://www.ntue.edu.tw 

地址 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 134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依本校学生宿舍住宿申请及辅导管理办法第 3条规定，境外生得优先分配床位。大陆学生住宿

申请、管理与缴费，比照境外生办理。 

 2.硕士班学杂费：文学院每学期约新台币 45700 元；理学院每学期约新台币 52600 元。 

 3.博士班学杂费：文学院每学期约新台币 46200 元；理学院每学期约新台币 54000 元。 

 4.本校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8350 元。 

 5.2021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教育经营与

管理学系教

育政策与管

理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碩士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繳交

學生證影本）、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正本、自傳（A4 繕打 10 頁以內）、碩

士論文(碩士學位如無碩士論文者，得

以相當之學術論著代替)、研究計畫

（A4 繕打 20 頁以內）、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得獎

作品、學術論文、參考著作…等。（A4

繕打或印製 40 頁以內）、英語能力證明

影本 

本系为全台唯一具有学士、硕士与

博士班之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师

资阵容坚强，长年致力於教育学、

管理学及法学的融合，提供政策分

析、学校经营管理及法学在文教事

业应用等专门课程。本系着重培育

具有人文关怀、社会实践、全球视

野的教育政策、管理、法律之专业

人才。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建立

独有的优质特色与品牌，历届系所

友遍及台湾各阶层教育经营与文教

法律等相关领域，对台湾教育发展

着有贡献。 

自然科学教

育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碩士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繳交

學生證影本）、碩士歷年成績單正本、

自傳（A4 繕打 10 頁以內）、修讀計畫

（A4 繕打 20 頁以內）、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得獎

作品、學術論文、參考著作…等。（A4

繕打或印製 40 頁以內）、英語能力證明

影本。 

一、台湾地区唯一具有从大学、硕

士至博士班等系列发展之科学教育

系所，此系统结构对科学教育人才

培育具有功能性的价值，同时对台

湾地区在国际之基础科学教育，具

有指标性的意义。 

 二、台湾地区唯一以自然科学教育

为发展重点之系所，具双整合之特

色： 

 1.科学学科整合：系内师资涵括化

学、生物、物理、地球科学及科学

教育。 

 2.科学与科学教育整合：兼容应用

科学与科学教育之研究与教学，达

专业知识与专门知能整合培育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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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的。 

台湾文化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繳

交學生證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

本。、3.自傳（A4 繕打 10 頁以內）。、

4.修讀計畫（A4 繕打 20 頁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得

獎作品、學術論文、參考著作…等。

（A4 繕打或印製 40 頁以內）。 

本所课程规划，以台湾文学及台湾

史双元共构，纲目明确，既集中研

究能量，亦可相辅相成互为经纬，

规划专业具体又兼具多元特质，有

助於从事研究与教学。课程设计除

一般文、史学的基础认知外，亦有

应用课程，如田野调查、台湾史蹟

导览与教学、台湾文学与传播等。

两组师资相互支援，期提供学生跨

领域、启发潜能的课程与学习空

间。本所还设有台湾文化讲堂，定

期邀请着名文史学者讲座，此为师

生切磋学问、交流学术与分享生活

的雅致空间。 

自然科学教

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繳

交學生證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

本。、3.自傳（A4 繕打 10 頁以內）。、

4.修讀計畫（A4 繕打 20 頁以內）。、5.

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得

獎作品、學術論文、參考著作…等。

（A4 繕打或印製 40 頁以內）。、2.英語

能力證明影本。 

一、台湾地区唯一具有从大学、硕

士至博士班等系列发展之科学教育

系所，此系统结构对科学教育人才

培育具有功能性的价值，同时对台

湾地区在国际之基础科学教育，具

有指标性的意义。 

 二、台湾地区唯一以自然科学教育

为发展重点之系所，具双整合之特

色： 

 1.科学学科整合：系内师资涵括化

学、生物、物理、地球科学及科学

教育。 

 2.科学与科学教育整合：兼容应用

科学与科学教育之研究与教学，达

专业知识与专门知能整合培育之目

的。 

幼儿与家庭

教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畢業生繳

交學生證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

本。、3.自傳（A4 繕打 10 頁以內）。、

4.研究或學習計畫（A4 繕打 20 頁以

內）。、5.繳交智慧財產切結書 (格式請

至 https://s11.ntue.edu.tw 下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近 3 年個人參與幼兒教育與家庭教

育相關活動資料（A4 繕打或印製 40 頁

以內）。、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一、研究领域：幼儿发展与生活、

幼教行政与专业发展、幼教课程与

教学和家庭教育职能。 

 二、特色：1.以培养幼儿教育、家

庭教育方案专才，开发学生研究能

力为目标；着重理论与实务的互

动。2.毕业生具备创生能量，职涯

风貌多元，包括幼教、学前特教与

家庭教育相关产业机构。3.以研讨

会和各类活动，启动学生对本国与

他国幼儿教育的探索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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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电话 886-4-22183456 

传真 886-4-22183670 

电子邮件信箱 ici@gm.ntcu.edu.tw 

网址 http://www.ntcu.edu.tw 

地址 台中市民生路 14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创校於 1899 年，百余年来秉持忠毅勤朴的校训，培育无数具博雅专业理念的教育人员及社

会菁英；近年来更是融合社会楷模理念与教育专业特色，转型为国际知名的文理型大学。 

 2.本校座落台中市区，交通便利，邻近紧临美术馆、科学博物馆、文化中心等，校外教学资源丰

富。 

 3.本校硕士班收费项目包括学杂费基数、学分费及论文指导费等，2020 年收费标准每学期约新

台币 53,405 元，2020 年度如有调整，届时另行公告於本校网站。 

 4.本校提供宿舍床位，宿舍配置安全门禁管理、餐厅及休闲文康设施等。2020 年住宿收费标

准：每学期约新台币 7200 元至 7500 元，暑假依实际申请住宿周次收取费用。2020 年度如有调

整，届时公告於本校学务处网站。 

 5.本校图书馆馆藏以教育专业主题最具特色与丰富，人文艺术馆藏亦颇为可观。另可直接连线丰

富电子资源，提供图书/多媒体资料/平板电脑借阅服务。馆内设有讨论室(含电子白板)、检索区

(含列印与扫描设备)、多媒体视听室、多媒体团体视听室及音乐欣赏区等，辅助学生自我学习与

发展；针对使用者需求，建置馆藏数位学习平台，透过多元方式协助使用者利用馆藏资源。另与

中部大学及全国机构图书馆建立合作，可透过馆际合作申请文献复印或借阅图书。 

 6.本校设英语自学中心，提供各式语言学习软体、外语杂志、书籍等，并固定安排外语教师於中

心与同学对话；另外不定期举办英文竞赛，如英文机智问答、拼字比赛等，并邀请专家学者针对

英语相关题材至本校演讲，提升同学外语能力。 

 7.本校校园网路服务，每间学生宿舍寝室均有网路资讯节点，无线网路环境已广泛建置涵盖率已

达 80％，学生可便利使用网路学习。本校并固定提供全校同学免费电脑故障检测服务，提供正式

授权之微软升级软体及多种防毒软体。 

 8.本校设有专责辅导人员，入台後即有专人协助办理各项文书验证、入出境等事项，并设有导师

及学伴制度，提供课业及生活辅导之协助。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2 封）、簡要自傳、讀書計畫

（填寫報名組別：音樂教育組、音樂演

奏組）、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應屆

畢業生得免附)、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音樂演奏與創作組：專業成果證明(影

音)資料(請以雲端方式上傳檔案提供連

結下載或提供其他影音頻道之連結

URL) 

本系课程兼顾理论与实践，并与外

国课程衔接性高。培养学生专业性

发展与强化未来学术研究能力颇具

特色。 

 一、培养学生专业音乐素养。 

 二、培养学生音乐表现能力。 

 三、培养学生音乐教学能力。 

 四、培养学生多元专长发展。 

 五、培养学生音乐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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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勤益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3924505 分機 2186 

传真 886-4-23939845 

电子邮件信箱 faying@ncut.edu.tw 

网址 http://www.ncut.edu.tw 

地址 台中市太平区坪林里中山路二段 57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以创新导向优质产业科技大学为愿景，培育具有「专业知能、人文素养、社会关怀及国际

视野」之德术兼备且为业界所需的优质学生。 

 2.本校办学绩优，自 2006 年迄今，连续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奖励补助，及发展典范科技大

学计画奖励。 

 3.工程学院与电资学院及工业工程与管理系共 7系全数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认证，其毕

业生的学历受国际认可。 

 4.本校位於台中都会区，生活机能便捷，可协助处理住宿问题。 

 5.学校有下列辅导机制协助同学： 

 (1)教学助理 TA 可协助辅导课业。 

 (2)陆生辅导中心协助新生报到等事宜，并主动关怀陆生学习及生活情形。 

 (3)谘商辅导中心关心同学心理适应情况。 

 6.本校设有英文、资讯、服务学习之毕业门槛，各系另订有专业毕业门槛。 

 7.本校 110 学年度学杂费收费标准尚未定案，谨提供 109 学年度大陆地区学生(学士班)学杂费收

费供参:工学院(工业类)新台币 54,058 元、商学院（管理）商业类新台币 46,932 元、文法学院新

台币 46,200 元。就学期间各学年度收费标准参酌教育部规定配合办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资讯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總表正本(25%)。、2.

自傳(1000 字以內) (10%)。、3.研究計

畫(1000 字以內) (30%)。、4.推薦函

(10%)。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

學生幹部、證照、語文能力、特殊才能

等）(25%)。 

本所依企业应用需求，利用资讯管

理及科技管理技术，提供产业创新

性发明、专利、技术转移与创造商

品价值等，作为研发设计的重要指

标。含括专利、研发与创新、产业

技术地图分析、资讯科技技术、资

讯系统应用与管理等相关领域。发

展特色以研发创新与资讯科技应用

为导向，培育具创意制造与资讯应

用能力且产业界所需具实务技术之

专业研发与管理人才。教学设备:企

业资源规划、顾客关系管理、企业

电子化及 RFID 实验室等专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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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体育大学 

电话 886-3-3283201 

传真 886-3-3971897 

电子邮件信箱 ntsu@ntsu.edu.tw 

网址 http://www.ntsu.edu.tw 

地址 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 25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为台湾地区第一所体育大学，以运动竞技与健康休闲为导向之专业体育大学。 

 2.本校设有教学助理，提供课业协助。 

 3.本校设有谘商辅导室，可提供陆生所需谘询。 

 4.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实际收费新台币 54,000 元。 

 5.本校提供学生宿舍，每学期宿舍费用约新台币 8,350-9,0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竞技与教练

科学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影本或正本(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歷年成績單)、2.自傳(含個人

基本資料、學經歷、專長、興趣及未來

抱負等)、3.擔任教練或選手成就表

現、4.讀書計畫及研究計畫、5.歷年期

刊發表(含期刊發表名稱、作者順序、

期刊刊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甄試之證明資料(在學成績

單、競賽成績、教練成果、投稿照明、

參與學術研究計畫、論文發表、相關證

照等) 

本所积极培育高级教练科学人才，

为充实并增进教练与竞技知识之契

合，以达到教练科学与竞技运动结

合之综效。教学注重实用层面，课

程以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与运

动生物力学为核心，透过学术研究

方法贯穿研究不同的运动技术之成

绩表现，将教练科学与竞技运动密

切整合，以达提昇国内竞技水准为

终极目标。专业设备有运动生物力

学暨动作诊断实验室、身体活动心

理学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训练

生理与健康实验室。 

体育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影本或正本(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歷年成績單)、2.自傳(含個人

基本資料、學經歷、專長、興趣及未來

抱負等)、3.讀書計畫及研究計畫、4.

歷年期刊發表(含期刊發表名稱、作者

順序、期刊刊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甄試之證明資料(在學成績

單、投稿證明、參與學術研究計畫、論

文發表、相關證照等) 

本所博士班分为「运动教育」、「运

动社会」及「运动心理」三组，培

养学生体育理论研究与学术发展之

根基，让学生习得独立思考、理论

探索与创新的能力，并能参与国际

学术组织之活动。涵盖心理、教

育、社会多层面的师资与课程，培

养学生兼具学术理论与实务，进而

成为体育领域的优秀人才。 

 教育目标： 

 一、培养学生体育理论研究与学术

发展能力。 

 二、培养大专院校体育及相关系所

之优秀人才。 

 三、培养国际性体育学术相关研究

能力。 

国际运动管博士班 必繳資料： 本学程旨在建立运动管理领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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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理与创新博

士学位学程 

 1.自傳(以英文撰寫為佳)、2.碩士力

能成績單正本、3.碩士論文獲相當之論

文(若論文尚未完成，請繳交初稿)、4.

研究計畫(以英文撰寫為佳)、5.歷年期

刊發表(含期刊發表名稱、作者順序、

期刊刊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相關學術論著或相關實務成就資

料、2.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資料；如推

薦函、英文能力證明、傑出成就紀錄等

学术水准，重管理实务与学术之结

合，培养国际化学术研究与产业发

展人才。 

 专任师资居台湾相关领域学术领先

地位，透过跨学院、跨运动领域与

跨国学习与研究的多边合作，进行

各国运动产业之跨国研究、国际具

特色主题事件的效益研究，以创新

发展专业领域之知识基础、运动产

业国际营运模式与运动产业之国际

行销策略。 

  

运动科学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及碩士班畢業證書影本(碩士班

應屆畢業生免附)、2.學士及碩士班歷

年成績單、3.各類競賽成績、專業證

照、運動成就..等足以證明在該領域之

優秀表現、4.研究成果，可包括學位論

文、學術期刊、研討會、專書、產品、

作品、專利、專案計畫…等、5.研究計

畫書，內容應包括：封面、頁碼、題

目、中文摘要、內容全文(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預期結果等)、

6.學位論文或技術報告 1 份，若尚未完

成口試，可繳交論文研究計畫、7.歷年

期刊發表(含期刊發表名稱、作者順

序、期刊刊號) 

运动科学为多元发展之综合性学

科，本所在教学与研究上致力於运

动健康、运动营养及运动科技领

域，透过完善、充足的研究设施与

专业师资，结合运动科学理论基础

及实验实作，培育研究与实务兼备

之人才。 

  

体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影本或正本(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歷年成績單)、2.自傳(含個人

基本資料、學經歷、專長、興趣及未來

抱負等)、3.讀書計畫、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甄試之證明資料(在學成績

單、投稿證明、參與學術研究計畫、論

文發表、相關證照等) 

本所博士班分为「运动教育」、「运

动社会」及「运动心理」三组，培

养学生体育理论研究与学术发展之

根基，让学生习得独立思考、理论

探索与创新的能力，并能参与国际

学术组织之活动。涵盖心理、教

育、社会多层面的师资与课程，培

养学生兼具学术理论与实务，进而

成为体育领域的优秀人才。 

 硕班教育目标： 

 一、培养体育学术发展之高级人

才。 

 二、培养了解体育相关事务之方

法。 

 三、培养体育学术研究方法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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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电话 886-2-28227101#2733 

传真 886-2-28206729 

电子邮件信箱 yuling@ntunhs.edu.tw 

网址 http://www.ntunhs.edu.tw 

地址 台北市北投区明德路 365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硕、博士班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53631 元起。 

 2.陆生就学期间保障宿舍，每学期住宿约新台币 8,800 元起 

 3.设有谘商辅导室与陆生辅导人员 

 4.校内设学生餐厅，每餐约新台币 50 元起 

 5.本校位於台北市中心，交通便利，生活机能佳 

 6.本校获教育部评选为教学卓越大学与典范大学 

  

 一、博士班(护理)申请资格: 

 1. 申请者须具备护理专长(具备护理本科学位与护理师执照) 

 2. 陆生若依大陆地区学历申请者需取得 985 或 211 工程大学所颁发之硕士学位(不包含护理、医

学、药学等 21 项医疗技术相关专业类别) 

 3. 申请者应缴交文件: 

 (1). 资格审查文件:请缴附以下报名资格文件 

 a.报名表 b.身分证正反面影本 c.学历毕业证书影本(本科与硕士点) d.护理师证书影本 

 (2)书面审查文件:请将以下书审资料文件依序装订成 1册并缴附： 

 a.本科和硕士历年成绩单，各一份(应届毕业生缴交大学成绩单和硕士班历年成绩单) b.已发表

之着作影本  

 c.博士班研究计画(限 5页)d.推荐函二封 e.临床及教学资历（请缴附证明，含学经历履历表）

f.工作杰出表现（请缴附证明） 

  

 二、硕士班申请资格: 

 1. 陆生若依大陆地区学历申请者需取得 985 或 211 工程大学所颁发之本科学位(不包含护理、医

学、药学等 21 项医疗技术相关专业类别) 

 2. 申请者应缴交文件: 

 (1)资格审查文件:请缴附以下报名文件 a.报名表 b.身分证正反面影本 c.学历毕业证书影本(本

科) 

 (2)书面审查文件:请将以下书审资料文件依序装订成 1册并缴附： 

 a.大学成绩单(应届毕业生缴交历年成绩单) b.研究计画(限 5页) c.推荐函 d.学经历总表 e.其

他特殊表现证明 

 3.其余资料、报名资格参各系简介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护理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報名表、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歷畢

护理系(所)强调「以人为核心」的

健康照护理念，并结合跨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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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業證書影本(本科與碩士點)、護理師證

書影本、本科與碩士歷年成績單、已發

表之著作影本、博士班研究計畫(限 5

頁)、推薦函、臨床及教學資歷(請繳附

證明及學經歷履歷表)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特殊表現證明 

以发展创新护理科技及健康照护模

式，融合专业核心价值包括关怀、

专业伦理、批判性思考、自主学

习、护理技能、沟通与合作、管理

与领导、研究及国际视野的教育模

式，以培育高阶护理教师及临床护

理主管。1.申请者须具备护理专长

(具备护理学士学位与护理师执

照)2. 申请者需取得 985 或 211 工

程大学所颁发之硕士学位(不包含护

理、医学、药学等 21 项医疗技术相

关专业类别)。 

健康事业管

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

究計畫(1000 字以內)、5.本科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特殊表現證明 

本系重视学生的多元发展与生涯规

划，课程内容除包括一般健康事业

管理必修科目外，更与健康事业相

关机构合作开设四类就业学程。同

时为提供本系师生优良的教学、研

究及服务环境，建立本系特色，除

拥有两间设备新颖的资讯专业教室

外，更设立健康资讯研究室、健康

环境研究室、计量统计谘询暨研究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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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高雄餐旅大学 

电话 886-7-8060505 

传真 886-7-8060980 

电子邮件信箱 academic@live.nkuht.edu.tw 

网址 http://exam.nkuht.edu.tw/main.php 

地址 高雄市小港区松和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坚强的专业师资阵容，本校为全国唯一餐旅专业大学，拥有坚强餐旅观光类专业师资，各专业

课程采理论与实务结合的教学方式，并着重个案分析与实务运用。 

 2.完善的专业学习环境，强调以管理知识应用於餐旅观光产业经营实务之问题探讨，结合资讯科

技，掌握餐旅观光产业新知能及全球发展趋势之脉动，培养专业理论与实务兼备的专业人才。 

 3.培育具有餐饮创新研发、饮食文化传播及专案管理能力之跨领域人才。 

 4.培育具备多元文化觉醒、外语沟通技巧、深层思辨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力之人才。  

 5.理论与实务兼具的课程规划，不定期邀请餐旅观光学界与业界人士，莅校举行专题讲座，并透

过产学合作、校外教学，提升学生的实务能力。  

 6.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硕士班约人民币 11,700 元(新台币 50,764 元)，博士班约人民币

12,200 元(新台币 52,800 元)。2021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其余代办费另计。 

 7.为符合本校专业形象及要求，学生需依本校服仪规定穿着制服，有关服装仪容及生活规范，依

本校相关法规办理。  

 8.本校协助处理相关住宿、管理、辅导事宜。 

 9.本校网址:http://www.nkuht.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观光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碩士、大學歷年成績單、個人履歷或

學經歷、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碩士學

位證書(畢業證書)、推薦函(1 或 2 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碩士論文獲相當碩士論文之學術論

著、特殊表現或成就(例如：證照及語

文能力等) 

观光研究所设有硕士班、博士班及

硕士在职专班，以产业接轨及跨域

应用为导向，强调以产业创新知识

与职能发展为本，应用在宏观全球

观光产业经营能力以及关键人才培

育的基础上。博士班课程发展以

「观光暨游憩」与「餐饮暨旅馆」

为主轴，以专业语文能力为基石，

辅以观光资讯管理为运用，强调多

元化领域辅以专业智能、个案研

讨、实务研究培训其专业技能，提

高学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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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金门大学 

电话 886-82-312723 

传真 886-82-313733 

电子邮件信箱 gatsby.kinmen@gmail.com 

网址 http://www.nqu.edu.tw/ 

地址 金门县金宁乡大学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本校内涵】 

 ■校训：真知力行，兼善天下。 

 ■特色：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战地文化、两岸关系、自然生态、酒乡文化。 

 ■定位：以社会关怀、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为职志的现代书院。 

 ■愿景：兼具金门地方特色与国际学术研究的一流学府。 

 【本校优势】 

 ●视野优：海峡两岸最重要的口岸及文化教育交流中心。 

 ●学习优：可透过「交换学生计画」赴美、德、土耳其、日、韩、大马、印尼、越南、澳门、中

国大陆或台湾等顶尖、一流姐妹校交换学习。 

 ●奖励优： 

 （1）金门县政府每年提供交通图书券合计新台币 4,000 元。 

 （2）毕业自「985 工程」学校，以本校为第一志愿者，入学後，给予相当於全额学杂费与住宿

费之奖励金；每学期一次发给 5个月生活津贴，每月新台币 5,000 元。为期 2年。 

 （3）毕业自「211 工程」学校，以本校为第一志愿者，入学後，给予相当於学杂费及住宿费减

半之奖励金，为期 2年。 

 （4）毕业自台湾地区任一所大学，并以本校为第一志愿： 

 ※入学前大学之历年学业成绩班排达前 20％者，给予相当於第一学年全额学杂费与住宿费之奖

学金 

 ※入学前大学之历年学业成绩班排达前 50％者，给予相当於第一学年学杂费与住宿费减半之奖

学金 

 ※第二学年起，前一学年学业成绩班排名需达前 40％，且无任何一科不及格，才能续领第二年

奖学金 

 ★★陆生须依就读系所缴纳当学期学杂费、住宿费，即可请领、核发相同金额（或半额）之奖学

金★★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讀書暨研究計畫、3.學經

歷證明、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

證照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學術資料。 

1.本所的教育目标与特色，以创新

知识发展、华人文化传承、科技管

理及国际化思维为职志的现代书

院，以创新教学为基础，突显创新

创业与岛屿经营研究，发挥两岸优

势并培养五育均衡发展，理论与实

务兼备之国际化高阶管理经营人

才。 

 2.希望透过我们坚强的师资阵容、

地方政府与产业资源的整合，培育

研究生成为具备全球化观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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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与决策能力、管理知识与执行力、

沟通与协调能力、伦理观与同理心

之企业高阶管理经营人才。 

建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3.研究

計畫、4.作品集(內容不限)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1.金门拥有丰富的传统聚落与建

筑、军事遗址，以及多样化的人文

与自然生态，是建筑、文化遗产学

习与研究的最佳场域。 

 2.本系师资涵盖欧洲（英、德

国）、美洲（美国）和亚洲（日本、

台湾）等知名学府毕业之人才，提

供跨地域性的研究视野。 

 3.研究领域包括城镇规划与建筑设

计、建筑历史与理论、文化与军事

遗产保存，以及永续环境与绿建筑

等面向。欢迎各领域有兴趣者报考

（不限空间与设计专业）。 

理工学院资

讯科技与应

用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2.研讀計畫(含自傳)、

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經歷證明、2.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證照、獎狀等) 

1.本系以发展资讯创新技术与提升

科技应用为目标，强调理论与实务

并重，整合人工智慧、物联网应用

及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强调数

位学习理念及提昇自主学习能力，

配合本土区域与两岸发展的国际化

趋势，落实资讯科技技术之研究。

 2.本系在课程规划上分为网路技术

与应用、人工智慧以及嵌入式系统

三大主轴。 

 3.本系的教育目标为培养学生成为

具备软体设计、资讯应用及跨领域

整合素养之资讯专业人才。 

国际暨大陆

事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電腦繕打之自傳(1,000 字以內)、

2.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1.在「立足金门、放眼大陆、胸怀

国际」的目标下，本系致力培育国

际政经与中国大陆事务专业知识兼

具之人才。 

 2.综观亚太局势变迁，台湾的发展

与中国大陆密不可分，全球焦点多

置於中国大陆市场之上，本校位於

两岸前沿，具备中国大陆研究之地

理优势。 

 3.东协正在快速整合与发展，金门

为重要的侨乡，本系具备进行东南

亚有关研究的优势。 

土木与工程

管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暨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本系教学与研究特色: 

 1.强调空间资讯与图像技术於土木

工程之应用。 

 2.致力营建管理特色之发挥。 

 3.整合生态工程与防灾科技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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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專題製作或研究成果等其他有利審查

資料。 

究。 

 4.配合金门跨海大桥之兴建，发展

桥梁工程之研究。 

 5.营造「建筑资讯模型」（BIM）、

人工智慧（AI）、虚拟实境（VR、

AR）之研究环境，结合空间资讯，

开创先端课题。 

 6.持续落实两岸土木工程交流，推

动与褔州大学、厦门理工学院之学

术交流与学生交换志业。 

运动与休闲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學經歷證明、3.大學歷年

成績單、4.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

力、或競賽成績證明、活動參與及運動

與休閒領域相關證照、曾經公開發表之

學術性著作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學術性

資料 

本系为创业型学系，目标在培养运

动休闲产业专业服务与创新研究人

才，课程特色如下：1.运动与休闲

产业之企划、经营与推广：课程包

括产业经营管理、活动企划执行、

公共关系、广告行销，培养产业创

新与开发之能力。2.休闲与健康促

进之专业：强化整合式休闲与健康

之专业知能，培养养生休闲与健康

促进事业创新管理能力。3.运动与

休闲资讯应用暨跨领域专业整合：

课程包括资讯应用、传播媒体、资

讯管理，培养创新与专业整合的能

力。 

观光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電腦繕打之自傳(1,000 字以內)、

2.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語言能力證明。、2.相關證照。、3.

得獎記錄與作品。 

本系硕士班课程包括 

 1.观光休闲事业管理与实务。 

 2.观光旅运管理与实务。 

 3.观光餐旅服务管理与实务。 

 4.观光休闲资源规划与管理。 

 5.观光服务品质管理。 

 6.外语能力。 

 7.观光企划与执行专题研究。 

 8.论文写作等能力之培养。 

长期照护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經歷證明、2.自傳、3.大學歷年

成績單、4.研究構想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題製作或研究成果等其它有利審查

資料。 

研究领域包含： 

 1.长期照护机构经营与管理。 

 2.长期照护政策规划与设计。 

 3.高龄者健康促进方案设计。 

 4.长期照护专业服务规划。 

 5.长期照护产业与跨领域发展。 

 呼应世界高龄化趋势，将高龄者以

全人化的角度来思考，从健康、亚

健康到失能、失智需照护等层面考

量，并以积极正向发展为前提。 

电子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經歷證明、2.自傳、3.研究構想

書、4.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系硕士班之教学研究方向在於：

 1.通讯与系统应用领域。 

 2.固态与积体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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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題製作或研究成果等其它有利審查

資料。 

 本系除强调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

外，更强化训练产业所需之专业领

导人才。 

食品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經歷證明、2.自傳、3.研究構想

書、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題製作或研究成果等其他有利審查

資料。 

1.食品化学进阶与应用之专业知

识。 

 2.食品微生物与食品安全相关应用

之专业知识。 

 3.食品科学技术和食品生物科技的

进阶专业知识培养。 

 4.食品加工与工程相关应用之专业

知识。 

 5.文献资料归纳与演绎之能力。 

 6.加强语文表达能力和国际观。 

 7.食品专业论文实验与设计训练，

培养学生执行学术研究之能力。 

闽南文化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學經歷證明(附相關證明為

佳)、3.大學歷年成績單、4.研究構想

書(含研究主題、研究計畫綱要、初步

計畫內容) 

1.整合人文社会学科各领域，培育

论述与实践能力兼备的闽南文化研

究人才，致力於闽南文化研究、文

化资产保存、侨乡研究及战地研究

与博物馆等学术工作。 

 2.重视地方史料与档案的收集、保

存与数位典藏，并强调田野调查能

力之建立，紮实训练本所的研究

生。 

 3.因应未来社会发展所需，积极发

展史料保存与管理、社区营造等专

业人才。 

海洋与边境

管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

以上)、3.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證明 

领域— 

 欢迎以下背景考生报考：对海洋法

律、海洋事务、海关事务、海岸巡

防、入出国及移民、航运管理等有

兴趣者。 

 特色— 

 1.同时融入海洋与边境事务 

 2.同时培育海洋与边境事务之执法

机关管理人才及相关领域之企业管

理人才 

 3.学术研究与工作实务并重 

 4.连结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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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 

电话 886-4-22213108 

传真 886-4-22250758 

电子邮件信箱 hohp@ntupes.edu.tw 

网址 https://www.ntus.edu.tw/ 

地址 台中市北区双十路 1段 16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位於台中市，地处台湾中心地带，南来北往，交通最为便利，常年气候稳定怡人，是体育

运动学校全国最适宜地点。 

 2.本校备有男、女宿舍，提供新生优先住宿。 

 3.本校为知名体育专业校院，聘有国内一流专业体育教师及具博士学位之教授级教师。 

 4.各班设有导师，对於学生就读状况、生活环境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关心。 

 5.设有谘商辅导室，对於学业、人际关系、生活学习等各方面问题提供相关谘询。 

 6.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3,000 元。 

 7.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6,000-10000 元。 

 8.本校位处中友一中商圈，周边亦有逢甲商圈生活机能佳，大众运输系统便利，前往各观光景点

（日月潭、阿里山、溪头）极为方便。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竞技运动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研究計畫、專業運動或學術成就、專

科以上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碩士論文 

本博士班教育目标为培养具有运动

科学能力之专业运动教练、培养跨

领域之高阶运动科学研究人才。课

程特色以竞技运动与教练科学及运

动科学为两大方向。本校拥有专业

运动科学实验室及丰富的体育运动

图书馆藏，整合全国教练科学与运

动科学两大重要领域，培育优秀之

跨领域竞技运动科学研究人才，提

升我国运动科学研究水准，并将研

究成果实际应用於运动训练及优秀

选手选才，提升我国竞技运动水

准。 

竞技运动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履歷表及自傳、大學歷年成績單、研

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研究著作或論文、運動競賽成績證明

及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竞技运动学系以培养优秀运动员、

运动教练以及竞技运动学术研究人

才为目标。对於研究方面有以下专

业发展：运动科学(运动生理学、运

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训

练、运动教练、运动心理谘商与辅

导、运动指导等。 

舞蹈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履歷表及自傳、大學歷年成績單證

明、研究計畫、5 年內個人創作或演出

及近半年內個人獨舞影片(請附 DVD，

並用 NTSC 格式；文件資料皆以繁體中

文呈現) 

一、本系是中、南部地区唯一提供

舞蹈高等教育之国立学府，现有

「学士班」及「硕士班」两种学

制，并分「教育与理论」与「表演

与创作」两个主修领域。 

 二、以培养深具人文素养、本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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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英語能力證明

影本 

同与国际视野的舞蹈教育、表演创

作以及学术研究专业菁英为目标。

 三、藉由课程教学、推广活动与社

会教育接轨，提供学生更广更深的

进修环境，丰富学生的训练与社会

历练。 

 四、本系硕士班授予艺术硕士

(M.A.)学位。 

体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履歷表及自傳、大學歷年成績單、研

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研究著作或論文、有利審查之相關資

料、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课程因应体育发展潮流及国际体育

发展趋势而设计，除提供多元化进

修管道，培养体育行政与管理、体

育教学、体适能指导专业知能人

才；提昇运动科学知能，衔接竞技

运动系杰出进修管道，培养高级运

动指导人才；以理论推动实务，以

实务建构理论。更依据核心能力之

建立，逐步完成学生学习成效品质

保证机制，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

更将工作能力分析转换为专业智能

分析，具体订定学生所应具备之专

业核心能力。 

运动事业管

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線上上傳之履歷表及自傳、大學歷年

成績單證本、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研究著作或論文、有利審查之相關資

料、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一、本系主要培育具备运动事业管

理及运动赛会管理专业人才，研究

生可以选择撰写技术报告代替论文

(须加修专业课程学分)。 

 二、本系聘请具有担任上市上柜公

司 CEO 经验之专业师资，系上教师

均具有博士学位，使本系能够符合

运动事业管理发展之多元性、国际

性，并能融合国内外学术交流。 

 三、本系毕业生授予管理硕士

(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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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2195762 

传真 886-4-22195761 

电子邮件信箱 vickylin.19@nutc.edu.tw 

网址 http://www.nutc.edu.tw 

地址 台中市北区三民路三段 129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位於人文荟萃的台中市，三民校区及民生校区皆位处於台中都会区中心之三民路，紧临一

中商圈，亦可快速往返台中火车站、高铁乌日站，交通便利，环境优良，为典型都会地区之大专

校院。 

 2.民国 8年创校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各学制学生人数近二万人，为国内培育技术人才重要摇

篮，并在历任校长、校友与师生努力下，奉行政院核准自 100 年 12 月 1 日改名为「国立台中科技

大学」，并与「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合并，迈向崭新的里程。 

 3.本校设有商学院、设计学院、语文学院、资讯与流通学院、中护健康学院、智慧产业学院，共

六个学院，并分设专科部、大学部、硕士班暨硕士在职专班等学制，多轨并进培养各领域技术人

才，为多元化之学府。 

 4.本校秉持「服务导向理念」来培育人才，重视学生专业能力之养成。对内以落实技职教育精神

与特色、提升教学研究成效、鼓励师生参加竞赛及展览等为方向；对外除参与各类区域策略联

盟，执行研究计画外，亦与公民营机构建立夥伴关系。而为提升学生国际视野，亦积极推动国际

交流，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州、韩国、日本等地的学校签署学术交流合作协约。 

 5.另因应国际化趋势，本校「语言中心」建置多媒体语言教学空间及数位网路平台自学中心，定

期更新语文学习软体及图书资源，提供全方位的外语学习环境外，并办理各项提升外语和语文检

定相关活动，亦提供一对一的外语辅导服务。本校已完成校园 E化及无线上网之建置。本校备有

男女学生宿舍约有 1千 3百个床位，提供远道学生申请。 

 6.本校毕业校友达二十多万人，依据远见杂志、1111 人力银行等国内具公信心媒体与机构历年

调查，在「毕业生表现」及「企业主最爱校系」、「学校声望」、「毕业生工作表现符合企业所需」

中均名列前茅，为学子向往之学府，办学绩效深获社会肯定，未来将致力提升教育品质，让学生

都能成为技职本位、学用通融的优秀人才。 

 7.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5,000 元左右。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多媒体设计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3.應屆畢業:大學歷

年成績單、4.往屆畢業: 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5.國外學歷

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系课程着重数位媒体设计与资讯

网路等知能的培养，发展二大特

色：1.影音动画：整合视觉美学、

美术绘画、影音特效等，发展原创

动画及影音创作，及用於文化、商

业、福址、娱乐方面的应用型创

作。2.互动内容：整合影音动画、

互动技术、人机介面设计、资料库

开发、多媒体通讯网路、创意内容

设计、影音串流与虚拟实境等，於

行动、网路等互动平台，应用於创

意游戏、生活福址、居家保健、数

位学习、资讯服务、主题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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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商业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讀書計畫

(1000 字以內)、應屆畢業：大學歷年

成績單、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國外學歷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系重点发展特色为「广告设计」、

「包装设计」两大发展主轴，延伸

包含品牌策略、创新创业、图像叙

事、插画设计…等研究及创作领

域，朝向培育设计专业能力、国际

化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产业人才

为重点。本系硕士班学生得以论

文、创作、设计专案、创业专案四

种方式择一参加学位考试，强调适

性适才多元发展教育特色。 

财务金融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3.應屆畢業:大學歷

年成績單、4.往屆畢業: 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5.國外學歷

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1.结合财金、经济、统计与资讯四

大专业领域，提昇学生独立思考解

析判断之能力，培养国际观之财务

金融专业人才。2.全部教师均具博

士学位。3.规划课程着重财务、证

券、金融学程之分析、管理等系列

课程。强调财金专业技术及商管技

能之养成，兼顾产业需求、理论与

实务并重。4.以研讨会与专题讲

座，发表研究成果，与各界之互

动。5.专业教室设置虚拟交易所系

统及财金应用软体等，定期举办投

资竞赛活动，增进学生实务知识。

资讯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3.應屆畢業:大學歷

年成績單、4.往屆畢業: 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5.國外學歷

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教学目标着重於两岸及全世界尖端

资讯技术的研究。期以坚强的师资

阵容，完善的软硬体教学设备，先

进的教学理念，培育出质量兼优的

一流资讯工程人才。教育目标：1.

提升学生资讯理论的认知。2.培养

学生资讯工程理论与实做的能力。

3.培养学生资讯科技研发的能力。

课程规划主要有四个领域：多媒体

技术领域、资讯安全技术领域、资

料探勘领域、连网嵌入式系统领

域。 

企业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3.應屆畢業:大學歷

年成績單、4.往屆畢業: 畢業證書、學

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5.國外學歷

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如

專題報告、著作、證照、獲獎事實及社

團經歷等) 

本系承袭学校总体目标的精神，拟

订本系之教育目标为：「培育专业实

务、创新思维、国际视野的企业管

理人才」。在总体教育目标上，本系

期望能将：硕士班的研究生培养成

「中高阶事业经营管理专业人才」。

硕士班以发展:1.全球化 2.人文化

3.实务化 4.资讯化 5.专业化之全

方位管理人才为特色取向，以符合

新世纪创新与创业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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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商业大学 

电话 886-2-23226050 

传真 886-2-23226054 

电子邮件信箱 yafang817@ntub.edu.tw 

网址 https://www.ntub.edu.tw 

地址 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一段 32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一、本校创立於公元 1917 年，拥有百年以上悠久历史，在历任校长及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下，培育

出无数的优秀人才。本校教育强调「务实致用」原则，设定培育学生具有「专业素养」、「国际视

野」与「社会关怀」三大目标，致力於培养学生成为有品格之国际商业人才。 

 二、本校校本部位於台北市中心，座落於台北都会区中心精华区段，金融商业兴盛，设有「财经

学院」及「管理学院」；另桃园校区位於桃园平镇市，经由快速道路直达台北校区，设有「创新经

营学院」，并结合大桃园地区工商发展资源及航空城开发建设，培育优质专业及高级商业人才。 

 三、本校向为技专校院商业领域第一志愿，105 学年度科技大学综合评监本校行政类及专业类皆

获通过，办学深受各界肯定。雇主满意度调查显示，90％以上的企业对本校毕业生的工作表现整

体评价、敬业精神、品格操守及工作伦理表示满意。在天下、CHEERS 及人力银行调查中，皆获科

技校院前 3名的肯定。1111 人力银行 2020 企业最爱大学调查，本校荣获管理学群及财经学群科

技校院第 1名、整体排行榜科技校院第 4名。 

 四、本校多系开设全英语课程，并有全英语授课之国际学程。校园里来自世界各地交换学生，姊

妹校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日本、德国、澳洲及中国等国家。 

 五、本校可提供完善宿舍设施，并建有校外赁居辅导机制，以维赁居安全。 

 六、本校学生事务处境外学生服务组协助安排陆生住宿规划、生活管理、联系及相关准备工作，

并进行租屋安全访视及宣导，实施方式如下：(1)校内外租屋资讯查询及提供；(2)赁居调查：赁

居住址调查；(3)举办赁居生座谈及赁居生实地访视，藉由双向沟通，适时提供必要之辅导与协

助；(4)蒐集汇整学生住宿安全资讯；(5)平时辅导访问。 

 七、本校收费及相关费用参考如下：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6,900 元；住宿费用每学期约

9,900~40,000 元，校外租屋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27,000~78,0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国际商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文件：大學畢業/學位證書

或在學證明、2.自傳(1,000 字以內)、

3.讀書進修計畫(1,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證照或

相關競賽成果證明) 

本所以严谨的专业训练，培育出具

有宽广国际观、多元发展方向的国

际企业管理人才。课程规划主要分

为三大领域：国际企业经营、国际

财务金融与国际经贸。部分课程采

取全英授课，藉以提升研究生之英

语专业能力。另为强化分析能力，

亦开设研究方法相关课程，如统计

分析、多变量分析、计量分析等。

此外，为提升学生与业界的互动，

设置「商务专题讲座」课程，聘请

业界高阶主管亲授商务管理之专业

知识与技能，亦提供海外实习、交

换生机会。 

资讯与决策

科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文件：大學畢業/學位證書

本所以「协助企业在进行决策分析

时，提供可行决策与支援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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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影本或在學證明 1 份、2.自傳(1,000

字以內)1 份、3.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足以資證明本身潛力與能力之文

件(如專題報告、學術獎狀、專題證

明、曾發表的著作或期刊) 

之商管人才」为培育目标。在课程

方面着重於训练学生的「资讯技

术」与「资料分析」能力。预期学

生毕业後进入业界，可协助企业进

行完整策略规划，善用资讯科技资

源，以提升其经营规模与成效。本

所着重於 AI 人工智慧、大数据及资

料科学人才培育，以促进本校与国

内外 AI 人工智慧、大数据及资料科

学相关之产官学及民间团体的合作

与交流机会。 

创意设计与

经营研究所

(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文件：大學畢業/學位證書

或在學證明、2.自傳(1,000 字以內)、

3.讀書進修計畫(1,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證照或

相關競賽成果證明)、3.其他足以資證

明本身潛力與能力之文件(如專題報

告、學術獎狀、專題證明、曾發表的著

作或期刊)。 

本研究所为配合本校的发展愿景，

凸显本校以「商业」及「创新」为

专长领域之教学特色，整合科技与

设计及经营，达成创新创业之设计

加值，重视整合创意设计与经营管

理，聚焦於「创意设计、经营管理

与知识整合」之学术研究与实务应

用，研订学生应具备（1）知识整合

与设计思维能力；（2）数位行销与

品牌经营能力；（3）创意激发与创

业管理能力等之核心能力，并以培

育具备整合「创意设计」与「经营

管理」之跨领域高阶人才为教育目

标。 

财务金融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文件：大學畢業/學位證書

或在學證明、2.自傳(1,000 字以內)、

3.讀書進修計畫(1,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證照或

相關競賽成果證明)、3.其他足以資證

明本身潛力與能力之文件(如專題報

告、學術獎狀、專題證明、曾發表的著

作或期刊)。 

财务金融研究所的课程涵盖财务管

理、金融机构与市场和财务工程等

领域。期使学生除了有设计与评价

金融商品的能力，亦希望学生能够

熟悉金融市场之运作，具备实际管

理投资组合的能力。另，本系所目

前与多家泛公股银行合作，可以让

学生在毕业前透过实习了解银行的

实务作业，更有机会於毕业时直接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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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屏东大学 

电话 886-8-7663800 

传真 886-8-7229527 

电子邮件信箱 szufan010@mail.nptu.edu.tw 

网址 http://www.nptu.edu.tw 

地址 屏东县屏东市民生路 4之 1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屏东大学是具有高等教育、技术及职业教育、师资培育多元合流特色之公立大学。 

 2.本校设有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资讯学院、人文社会学院、理学院、大武山学院(通识教育)及

师资培育中心，提供学生跨领域、跨体系修课，多元管道学习之机会。 

 3.2020 年学杂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11,000 元至 1,3000 元间；实际收费仍以本校公告为准。 

 4.2020 年住宿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2,000 至 3,200 元间；实际收费仍以本校公告为准。 

 5.为协助大陆地区学生顺利来台就学，於确定学生分发至本校入学之後，将依照以下步骤，协助

至本校就读： 

 （1）学生到校前业务单位筹备会； 

 （2）专责辅导单位提供各项入学资讯以及来台生活谘询； 

 （3）学伴徵求及事前研习； 

 （4）班级导师核定； 

 （5）编制来校生活学习辅导手册； 

 （6）学生学籍资料建立及学生证制作； 

 （7）宿舍及寝具需求调查； 

 （8）抵台接机时间调查。 

 6.学生到台之後安排： 

 （1）接机及校园环境导览说明； 

 （2）安排宿舍入住及各项报到程序。 

 （3）协助课业学习辅导以及快速融入校园生活。 

 7.本校设有华语教学中心提供正体华文字体学习课程。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教育行政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赴臺灣讀書計畫與期許（1500

字以內）、4.應屆畢業者請繳交大學歷

年成績單；非應屆畢業者請繳交：a.畢

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之字樣並簽名）、b.碩士及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任何可證明申請者卓越優秀之證明，

如英語能力、相關競賽、作品出版等，

均可踴躍提出 

教育行政研究所同时开设硕、博士

班，是本校唯一颁授博士学位的研

究所。课程区分为「教育政策与领

导组」及「教育财经与组织管理

组」，109 学年度新增「特殊教育行

政组」及「幼儿教育行政组」。本所

有七位具博士学位之专任教师，为

理论与实务俱佳的教学团队。 

 本所每年办理教育行政、教育政策

等相关议题研讨会以充实学术交

流，强化理论与实务整合，诚挚希

望透过陆生前来本所求学，共同致

力於华人世界教育行政与实务之推

展。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本学系课程强调实务个案教学，着

重培养学生具备创新能力、实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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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內）、3.赴臺灣讀書計畫與期許（1500

字以內）、4.應屆畢業者請繳交大學歷

年成績單；非應屆畢業者請繳交：a.畢

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之字樣並簽名）、b.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任何可證明申請者卓越優秀之證明，

如英語能力、相關競賽、作品出版等，

均可踴躍提出。 

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国际观与

团队精神，在学期间并举办各项竞

赛与证照考试，提昇就业竞争力。

资讯科学系

资讯科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赴臺灣讀書計畫與期許（1500

字以內）、4.應屆畢業者請繳交大學歷

年成績單；非應屆畢業者請繳交：a.畢

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之字樣並簽名）、b.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任何可證明申請者卓越優秀之證明，

如英語能力、相關競賽、作品出版等，

均可踴躍提出 

本系以「智慧云端系统开发与应

用」为研发重点，整合系上教师在

各个领域的专长，包括人工智慧、

多媒体应用、网路应用、数位学

习、智慧型运算、资讯安全、教育

科技等，共同发展系上特色。 

 其中硕士班资讯科学组藉由培训学

生行动应用程式的开发能力和数位

游戏程式的开发能力，使学生具备

云端应用开发的实作技能，藉由教

学相长，共同激荡与创新。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赴臺灣讀書計畫與期許（1500

字以內）、4.應屆畢業者請繳交大學歷

年成績單；非應屆畢業者請繳交：a.畢

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之字樣並簽名）、b.大學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任何可證明申請者卓越優秀之證明，

如英語能力、相關競賽、作品出版等，

均可踴躍提出。 

1.课程规划着重财金专业之理论观

念及实务操作训练。 

 2.辅导学生取得财金相关证照，畅

通就业管道。 

 3.除财金专业外，加强学生外语、

行销、职业道德与资讯科技应用能

力，提供学生多元化学习，以迎接

金控环境与金融科技(FinTech)时代

来临。 

 4.建置专属之「金融科技教学与研

究中心」与「金融交易模拟专业教

室」，以提升教学品质并落实实务操

作。 

 5.以各种实际行动落实产学合作机

制，强化就业力。 

视觉艺术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近五年內個人作品集、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應屆畢業者請繳交

大學歷年成績單；非應屆畢業者請繳

交：a.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請註

明「與正本相符」之字樣並簽名）、b.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任何可證明申請者卓越優秀之證明，

视觉艺术学系创建於 1965 年，传承

优良艺术教育师范精神，建构以

「艺术为体，设计为用」的现代艺

术产业教学理念。本硕士班聚焦美

术创作领域，以培养艺术创作专业

人才为主，课程内涵包含「平面绘

画」与「立体造形」二大领域培养

兼具美感与创意的艺术创作专业领

域。 



241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如工作經歷、相關競賽、語言檢定、證

照、出版（如畫冊或作品展）等，均可

踴躍提出 

科学传播学

系科学传播

暨教育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赴臺灣讀書計畫與期許(1500

字以內)、4.應屆畢業者請繳交大學歷

年成績單；非應屆畢業者請繳交：a.畢

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之字樣並簽名）、b.大學歷年

成績單 

致力培育具备科学素养的科学传播

与教育人才为目标。本系专业学习

领域包括科学教育、传播媒体、数

位学习等，除了科学教育课程与专

题教学领域外，本硕士班也不断扩

充非制式学习领域，朝向国际

STEAM 的教育趋势，并发展科学活

动与产品，包括桌上游戏、深度报

导、纪录片、短片等各种传播媒

材。本系所目前有动手做创客中

心、运算思维教育基地、科普活

动、影视动画制作等专业空间与设

备，提供学生做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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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电话 886-7-3814526 ext 19026 

传真 886-7-6011801 

电子邮件信箱 sally@nkust.edu.tw 

网址 http://www.nkust.edu.tw 

地址 高雄市三民区建工路 415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为台湾顶尖国立科技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仅次於国立台湾大学，为全国第二大

的大学院校。本校於 2018 年 2 月 1 日挂牌成立，由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

学、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三校合并新设而成。三校建校历史悠久且业界校友众多高达十六万余

人。合并後以融合「亲产优质」、「创新创业」、「海洋科技」三大特色为发展主轴，并以人文及社

会关怀为本，培育学生发展多元、务实致用之知能，成为德术兼备之产业发展人才，建构技职教

育国际化之典范大学。 

 本校办学特色如下： 

 1.全台唯一首创「创梦工场」并获教育部指定为「创新自造教育南部大学基地」，重视创意创新

与实作能力。 

 2.与美、日、韩、加、德、奥、印、越、奥、纽等知名大学签订 15 所重点姊妹校跨校双联学

制。 

 3.於全世界具有 400 间姊妹校，并於每年度办理选送交换生赴近 50 所姊妹校进行交流。 

 4.台湾远见杂志公布的「2019 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综合大学排行榜全台第 12 名，更是技职

排名第一的南霸天。 

 5.台湾《Cheers》杂志「2019 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高科大以南部第一名夺下企业最爱技职校

院。 

  

 费用相关资讯(以当学年度学校网站正式公告标准为主) 

 1.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5000-55000 元(依据就读科系而异) 

 2.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7500-9700 元(依据住宿校区及房型而异) 

 3.生活费：每月约新台币 3000-6000 元(依个人花费方式而异)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科

技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專校院歷年成績單正本(排名/班

級人數/成績百分比)。、2.自傳、3.工

作經歷或能力證明，如：專題報告、著

作、證照、英檢證書、競賽得獎證明及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能力證明。、4.

學習及研究計畫(無制式格式，請自 行

撰寫)。、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

與、學生 幹部、特色才能等)。 

1.本系创立於 1963 年，毕业系友遍

布海内外，教学资源丰富。 

 2.2007 年起通过 IEET 工程认证，

2018 年所有制持续通过。 

 3.专任老师 26 位，拥有丰富教学

与实务经费，并与产业密切合作。

 4.历年本系系友每年公务高、普、

特考录影取名额缘占 5-10% 

工业工程与

管理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專校院歷年成績單正本(排名/班

級人數/成績百分比)。、2.自傳、3.工

作經歷或能力證明，如：專題報告、著

作、證照、英檢證書、競賽得獎證明及

一、辅导专业证照考试：根据本系

学生技术证照推动奖助要点。 

 二、数位教材影音录制。 

 三、产学成果转专题制作教材。 

 四、业界需求专题制作企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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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能力證明。、4.

學習及研究計畫(無制式格式，請自 行

撰寫)。、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

與、學生 幹部、特色才能等)。 

 五、奖励专题制作与创新。 

 六、成立教师社群。 

 七、荣获教育部 99 学年度科大评

监一等通过率全国第一。 

 八、连续 10 年（2007-2016）荣获

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学校。 

工学院工程

科技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專校院歷年成績單正本(排名/班

級人數/成績百分比)。、2.自傳、3.工

作經歷或能力證明，如：專題報告、著

作、證照、英檢證書、競賽得獎證明及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能力證明。、4.

學習及研究計畫(無制式格式，請自 行

撰寫)。、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

與、學生 幹部、特色才能等)。 

1.毕业所系限：机械、电机、自动

化、系统资工、工业工程、环境工

程、安全卫生工程、工业卫生、污

染防治及工程管理…等相关领域，

应附毕业证书影本，证明为相关毕

业系所。 

 2.录取後再行分组。 

 3.师资兼具学术与业界经历，着重

研究与产学应用结合，配合先进之

研究及实验设备，培育扎实的学识

及专业能力。 

 4.配合产业发展，加强前瞻性工程

科技课程。 

人力资源发

展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專校院歷年成績單正本(排名/班

級人數/成績百分比)。、2.自傳、3.學

習及研究計畫(無制式格式，請自 行撰

寫)。、4.工作經歷或能力證明，如：專

題報告、著作、證照、英檢證書、競賽

得獎證明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能力

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生

幹部、特色才能等)。 

1.培育具人力资本累积、发展与维

持能力，且能创新研发与解决问题

之高级人力资源专业人才。 

 2.建置人力资源资讯系统(HRIS)，

重视理论与「人-系统-科技」实务

的结合。 

 3.与「中华人事主管协会」签订产

学合作，办理认证课程。 

 4.人力资源领域师长结构专长完

备，充实且多元。 

 5.多位教师拥有「人才发展品质系

统(TTQS)」评核委员及讲师资格。

土木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專校院歷年成績單正本(排名/班

級人數/成績百分比)。、2.自傳、3.工

作經歷或能力證明，如：專題報告、著

作、證照、英檢證書、競賽得獎證明及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能力證明。、4.

學習及研究計畫(無制式格式，請自 行

撰寫)。、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

與、學生 幹部、特色才能等)。 

1.本系创立於 1963 年，毕业系友遍

布海内外，教学资源丰富。 

 2.2007 年起通过 IEET 工程认证，

2018 年所有制持续通过。 

 3.专任老师 26 位，拥有丰富教学

与实务经费，并与产业密切合作。

 4.历年本系系友每年公务高、普、

特考录影取名额缘占 5-10% 

工业工程与

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專校院歷年成績單。、（2）師

長或工作單位主管推薦函二封。、（3）

學習及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專題報告、著作、證照、英檢證

1.提供四大领域(人因设计与生产制

造、统计品管与计量决策、产业经

营与电子化、服务创新与科技管理)

课程，符合现代工业工程与管理趋

势。 

 2.师资优良，专长齐备，研究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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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書、得獎證明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

能力證明。 

学成果丰硕，创系 31 年以来，培育

无数优秀学生。 

工业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一份，統一以 A4

格式製作繳交。)、2.自傳(一份，統一

以 A4 格式製作繳交。)、3.讀書計畫

(一份，以 A4 格式製作繳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書面學習成果一份(如作品集或研究

報告等)，統一以 A4 格式製作繳交。、

5.師長推薦信(統一以 A4 格式製作繳

交。)、6.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一份(如社

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

等)，統一以 A4 格式製作繳交。 

1.以「实务重於学术」、「教学重於

研究」的理念教导学生务实学习

「创新产品设计」及「商品化工程

技术」。 

 2.专任教师设计产业界专职年资平

均超过 10 年。 

 3.培养学生具备「产品设计能

力」、「商品开发能力」 

化学工程与

材料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專校院歷年成績單正本(排名/班

級人數/成績百分比)。、2.自傳、3.工

作經歷或能力證明，如：專題報告、著

作、證照、英檢證書、競賽得獎證明及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能力證明。、4.

學習及研究計畫(無制式格式，請自 行

撰寫)。、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

與、學生 幹部、特色才能等)。 

本系教师除具备出化学工程与化工

材料科学之学识素养与丰富实务经

验外，更拥有高度教学热忱与研究

精神，能提昇学生在化学工程与材

料科学实务及理论之研究能力。 

 研究及发展方向:1 高分子材料 2

电子陶瓷材料 3 奈米材料科技 4 光

电材料与太阳能电池 5 污染防治工

程 6 程序控制工程 7 绿色能源科技

与燃料电池 8 生物科技与生化工程

9化妆品科技。 

 毕业後适合从事之工作:半导体、

光电、生化、石油化学、环保、制

药、与产品开发研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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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东海大学 

电话 886-4-23598900 

传真 886-4-23596334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thu.edu.tw 

网址 http://www.thu.edu.tw 

地址 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四段 1727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绿色博雅大学-本校拥有最清幽美丽的校园环境，及深具博雅宏远的人文传统，强调多元、创新

与国际化的自由学风，培养学生自信心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2.获 2020 年泰晤士报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东海大学全球总排名 101-200、全国第三、私校第

一。 

 3.位於台湾中部，气候宜人，校地面积广达 1,339,531 平方公尺，平均每位师生可享有的生活与

学习空间，在各校中首屈一指。 

 4.设有文、理、工、管理、社会科学、农、创意设计暨艺术、法律及国际学院等 9个学院，38

系所，学生人数约 1万 7千名，为全台首创且唯一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所、

博士班兼备的完整教育学苑。 

 5.致力与外国学校、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藉此推展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推动国际化，与全球 5大

洲 28 国家、两岸四地区，250 余所大学缔结姊妹校，并合作办理长短期交换计画、双联学位计

画、暑期海外研习计画。 

 6.提供完整生活照顾及心理、生理健康、社团活动与校园急难救助等辅导措施。 

 7.为协助非本地生之在学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及学习环境，本校设有生活学习导师，引领学生学习

并协助解决生活与学习问题。 

 8.2020 年学杂费一学期约 13,000 元至 15,500 元人民币、住宿费一学期约 1,700 至 2,900 元人

民币（人民币：新台币＝1：4.5），2021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http://account.thu.edu.tw/学杂费业务）。 

 9.本校与台湾立案的保险公司合作，协助学生办理在台就学期间之意外、医疗等保险，学生可依

需求请保险公司规划。 

 10.东海大学大陆地区学生入学资讯网：http://mlcnstu.thu.edu.tw。 

 11.本校提供多项奖学金供在学生申请，详参东海大学奖助学金资讯系统：

http://fsis.thu.edu.tw/wwwstud/AFFAIR/MySchS_g.php。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社会工作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歷(含學經歷、專長、所有著作名

稱目錄等)、2.推薦函 2 封、3.學士、

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

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4.學士及碩

士歷年成績單、5.簡要自傳、報考動機

(3000 字以內)（審查一）、6.讀書計畫

及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審查二）、

7.碩士論文（審查三之一）、8.學術著

作(五篇為限)（審查三之二）、9.實務

經驗心得報告一篇(無實務工作經驗者

請勿報考)（審查四） 

培养社会工作专精领域中，理论与

研究并重，能够从事政策规划与评

监的学术、教育、与领导人才是博

生教育目标。期待博生具备 1.社工

理论与服务输送；2.分析规划政策

判析服务效益；3.进行社会关怀从

事助人专业研究；4.讲授大学课程

的综合能力。本系师生实务经验丰

富，彼此砥砺，除立所时间早

(1994)，最早招收博士班陆生，自

101~108 学年度已招收 8 届 24 位博

士班陆生，可为华人社工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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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社会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歷(2,000 字以內，含學經歷及報

考動機)。、2.學士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含碩士論文成績)。、3.碩士論文及代

表作品一件。、4.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旨

趣構想。(至少 3000 字，含研究題旨、

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等)。 

1.本系研究所分理论与思想史、政

治与经济、阶层与教育、文化与历

史等四大领域。依学生的研究兴

趣，进行选修课程的开授，让研究

与教学理想在课程中实现。 

 2.学生可就自己的兴趣选择领域，

进行系列修课与论文撰写。为拓展

学生的学识，鼓励学生出国进行短

期研究和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透

过各种研讨会与演讲的举办，丰富

学生视野。 

法律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約 1000

字、3.研究計畫、4.學士、碩士畢業證

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

畢業生免繳)、5.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

單、6.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3.英

語以外之第二外語能力證明 

1.重视理论与实务之结合。 

 2.致力培养多元职能法律专业人。

政治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2000 字、

3.研究計畫(不限字數)、4.學士、碩士

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5.學士及碩士

歷年成績單、6.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期刊、著作(含未出版)或有利審查

之文件證明 

系博士班总共分为五大学门「政治

理论与思想学门」、「国际关系学

门」、「比较政府与政治学门」、「地

方政治与区域治理学门」、「公共政

策与治理学门」，学门课程包含领域

广泛完善，为中区唯一。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500 字、

3.研究計畫 3000 字、4.學士、碩士畢

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

應屆畢業生免繳)、5.學士及碩士歷年

成績單、6.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報告或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

料 

本系历史悠久，以培育中国语言文

学研究与教学之专业人才为教育目

标，课程设计多元，古典文学、现

代文学研究并重，并加强古文字

学、语言学、台湾文学等课程，为

深化博士班专业能力另开设专修课

程。图书藏书丰富，教师教学、研

究并重，师生互动融洽、情谊深

厚，形塑东海自由开明学风。持续

办理演讲、学术研讨会、研究生论

文发表会等学术活动，提供多元化

学习资源，以培养学生中国古今文

献研读、分析及独立研究之能力。

工业工程与

经营资讯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履歷及自傳約

1500 字、3.碩士論文或有關著作、4.

學士、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

1.以智慧设计与生产、智慧经营与

管理、医务工程与管理为主要研究

重点。 

 2.横跨工程及管理二大领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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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5.學

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1 份、6.攻讀博士

學位研究計畫書 1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 

未来产业需要的工业工程、资讯系

统、经营管理跨界人才。 

 3.参与国际 IEET 认证：以课程搭

配实验室建立完整学习机制。 

 4.与各科学园区厂商、政府/财团

法人机构、中区各产业及医疗服务

产业有密切且多元合作，理论与实

务结合。 

 5.积极协助学生参与国际研习计

画。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500 字、

3.研究計畫 3000 字、4.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研究報告或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

料 

本系历史悠久，以培育中国语言文

学研究与教学之专业人才为教育目

标，课程设计多元，古典文学、现

代文学研究并重，并加强古文字

学、语言学、台湾文学等课程。图

书藏书丰富，教师教学、研究并

重，师生互动融洽，形塑东海自由

开明学风。持续办理演讲、学术研

讨会、研究生论文发表会等学术活

动，提供多元化学习资源，以培养

学生中国古今文献研读、分析及独

立研究之能力。本所并设有「以文

学创作取代学术论文」毕业办法。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讀書計

畫、4.研究計畫、5.學士畢業證書及學

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

免繳)、6.學士歷年成績單、7.英語能

力證明 

培养具有经济专业与分析能力的人

才、培养具有独立思考与研究的人

才、培养具有深造能力及就业竸争

力的人才；重视实务面，强调商业

与经济学之结合，分析产业特色及

演变，运用数量分析模型、工具，

以掌握经济之脉动。 

 系所资源：完备的国内外资料库，

举办企业参访、职涯讲座、硕士论

文发表会、国际交换学生、专题演

讲等活动，藉以强化国际竞争力。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500 字、

3.讀書計畫 1500 字、4.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2.專業成果、3.其他有

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研究方向： 

 1.大数据与资料应用 

 2.数位行销与电子商务应用。 

 系所特色： 

 1.开授信息管理、电子商务与计算

机软件应用先端课程。 

 2. 提 供 物 联 网 工 程 师

EPCIE/RFID、ERP 规划师、BI 软体

应用师、ISO 27001 资安稽核员及

MTA 网路管理与应用工程师等多项

国际专业认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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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3.办理国际交换学生、海内外游学

与企业实习等活动。 

国际经营与

贸易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讀書研究計畫(含自傳、研究興趣方

向或計畫，1500 字以內)、2.學士畢業

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

屆畢業生免繳)、3.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 推薦函 1 封、3.

專業成果 

1. 以「国际经贸与金融」及「国际

企业管理」领域作为课程设计主

轴。 

 2. 追求「教育国际化」，聘有 3 位

优秀专任外籍教师。 

 3. 追求「教育国际化」，鼓励学生

餐与国际交换生计画，设立本系专

属交换生奖学金。 

 4. 提升「就业国际化」，提供本系

专属海内外实习机会，并设立海外

实习奖学金。 

 5. 培训资讯应用能力(如：ERP、

BI、Boss)，以利职涯发展。 

建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教師或專家推薦函 (甲組 2 份，丙

組 3 份)、2.自傳（兩組均需）、3.學經

歷簡要（兩組均需）、4.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兩組均需）、5.學士歷年成

績單（兩組均需）、6.論述與著作或設

計作品集（甲組）、7.學習及研究計畫

（兩組均需）、8.個人作品集一份（30

頁內，A4 規格為原則，不得大於 A3）

（丙組）、9.英文能力證明(丙組) 

一、小而精致的教学体系，专注投

入的专业教师是培育学生独立思考

与创作的推手。二、将人文、艺

术、社会和科技的融合视为思考和

创新表现的原动力。三、藉环境薰

陶启迪创意，融合着中西文化与现

代建筑特色的校园，是培育建筑创

意人才的最佳摇篮。四、与国外及

中国多所学校密切的交流活动推动

国际化。辨色力异常者选填本系时

宜慎重考虑。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500 字、2.讀書研究計劃

1500 字、3.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4.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文件、2.專業成果報

告、3.推薦函 

1.中部第一个成立之企管研究所，

毕业系友网络紧密，有助未来与职

场之衔接。 

 2.引进哈佛商学院之个案教学方

式，增加实务应用能力。 

 3.与大陆北京、上海地区等知名高

校 (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 签订交换学生

协议，以培养学生全球视野与国际

观。 

 4.本系与美国安德烈大学及马来西

亚拉曼大学会计与管理学院合作，

共同推出双硕士双联学制，提供跨

国学习课程。 

美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作品集或研究計畫（作品集：包括

個人各階段作品圖片、畫冊、創作自

述…等創作歷程資料；研究計畫：含研

究計畫動機、內容、研究方法、預期成

本系「艺术创作」与「艺术策划与

评论」为两大核心领域，硕士班广

收有意深入此两领域之美术相关背

景人士，於入学後分组学习，共同

研究、共享资源。本系亦拥有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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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重要參考書目等，字數 3000 字

內）、2.專業領域資料：含自傳、學經

歷、展覽經歷及獲獎紀錄等專業領域成

就、3.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

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4.學

士歷年成績單 

专业管理的画廊，提供学生专业实

习环境提供学生实务操作环境以累

积专业发展所需经验和知识，期能

培育有志於创作、策划、评论之跨

领域人才。 

日本语言文

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大學畢業

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必繳，應屆免

繳）、4.大學歷年成績單、5.本系「報

考理由書」表格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http://japan.thu.edu.tw/web/→招生

資訊 

1.本硕士班的特色在於重视东亚

「跨区域沟通交流」，以培育富多元

文化之沟通与交流能力的人才为教

育目标。 

 2.课程规划分为「语言沟通」及

「社会文化」两大领域，其中可细

分「日语研究」、「语言接触」、「表

象文化」、「社会交流」等四个主

轴。 

 3.为了落实这些理论的探讨能具有

实践性，自二年级开始则有与社会

实际互动的活动计画，将课程活动

扩展到校外、海外。 

社会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歷年成績單。、2.報考動機(約

1000 字)。、3.攻讀碩士學位研究旨趣

構想(至少 3000 字，含研究題旨、研究

動機、問題意識等)。 

1.本系研究所分理论与思想史、政

治与经济、阶层与教育、文化与历

史等四大领域。依学生的研究兴

趣，进行选修课程的开授，让研究

与教学理想在课程中实现。 

 2.学生可就自己的兴趣选择领域，

进行系列修课与论文撰写。为拓展

学生的学识，鼓励学生出国进行短

期研究和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透

过各种研讨会与演讲的举办，丰富

学生视野。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

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2.學士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各项奖助学金包括论文发表奖学

金、教学助理助学金、科技部助理

助学金等。 

 2.提供虚拟投资交易，以及完备之

国内外数据库与期刊，教学环境与

资源充足。 

 3.提供企业实习与企业参访，以精

进职场准备。 

  

工业设计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研究計畫 3000 字，20 頁內（包含：

A.研究主題 B.研究背景、動機、目的

C.國內外相關研究探討 D.研究方法、

步驟 E.可能遭遇的困難 F.預期成果

G.參考文獻等項）、4.學士畢業證書及

本系研究所基於设计学的整合应用

属性，规划多元创新导向且重视人

文关怀与系统整合的设计专业课

程。除了理论与方法的探究与演练

之外，亦透过执行因应全球社会趋

势的研究计画与产学合作专案，培

养学生成为理论与实务并重，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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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

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6.作品

集（30 頁內，A4 規格為原則，不得大

於 A3）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專業成果、2. 英文能力證明 

备问题厘清与资讯分析等研究能力

的设计专业人才。本系所与日本千

叶大学、千叶工业大学及义大利威

尼斯建筑大学（IUAV）三校缔结姊

妹校国际交流协定，每年选派研究

生到姊妹校进行长期交换学习。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研究計畫 1500 字、4.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或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

資料 

1.本校与邻近产业合作密切，学生

可就近参与产学合作。 

 2.教学实验室设备完善。 

 3.提供海外双联学制计画，即同时

取得本国及海外大学之学、硕士学

位。 

  

数位创新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讀書計

畫、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

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5.學

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作品集或研究計

畫、3.專業領域資料：含學經歷、展覽

經歷及獲獎紀錄等專業領域成就、4.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證明、各項

檢定或得獎事蹟) 

运用数位科技创新服务，跨界协助

传统产业服务化、生产智慧化，同

时结合文化创意与使用者经验设计

於产品设计，是未来各领域的主要

发展趋势。因此东海大学於 2015 年

正式创立台湾第一个数位创新硕士

学位学程，招收来自各领域学生，

毕业学生将可取得数位创新设计硕

士学位。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術科教師推薦函 1-2 封、2.自傳

（詳述學習音樂經歷及目標）500-1000

字、3.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

必繳，應屆免繳）、4.大學歷年成績

單、5.錄影鏈結：個人一年內演奏

（唱）錄影，時間長度達 20 分鐘以

上，內容為三種不同風格（語言）的古

典音樂曲目，並附演出書面資料。、承

5，擬以聲樂為主修者，錄影資料需自

選三首作品，分別以義、英、德、法、

拉丁文任選三種語言演唱，其中一首必

為歌劇或音樂 會詠嘆調，另兩首選自

神劇或藝術歌曲。（歌劇詠嘆調與神劇

不可移調）、6.擬以作曲為主修者，必

繳 1~4 項，並提供三首已完成主要作

品，其中至少一首為大型室內樂或管絃

樂作品，須附錄音（影）鏈結。、7.擬

以合唱指揮或管弦樂指揮為主修者，必

繳 1~4 項，另繳(1)指揮錄影，指揮正

面影像能清楚看到指揮的臉及手部，至

具备国内外菁英师资，以严谨之教

学理念奠定紮实音乐基础，培养学

生专业能力。设有圣乐团、管弦乐

团、管乐团、歌剧团、打击乐团、

电子键盘管弦乐团等，提供许多展

演机会。不定期邀请国内外演奏家

至校内演奏(讲)及示范教学，培养

学生国际视野、与国际接轨之音乐

能力。课程分组内容丰富，提供丰

富的学术学习环境，协助学生发挥

最大音乐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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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20 分鐘之音樂會實況或排練過程。

(2)樂器演奏錄影，選自西洋古典樂

器，須包含兩首曲目。、8.擬以音樂治

療為主修者：(1)自傳：至少 1000 字，

包括個人成長和興趣、音樂學習的經

驗、擔任志工或曾服務長者/身心障礙

者等助人經驗與心得、申請本組原因、

未來職涯計畫等。(2)學習計畫書：500

字。、9.音樂治療其他審查資料：(1)不

同類別並具代表性的能力證明及志工證

明（文件、照片、獲獎等），至多 5

項。(2)錄影鏈結：演奏兩種樂器，自

選鋼琴、聲樂、吉他、擊樂或其他樂

器，各 5分鐘。 

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研究計畫書(不限字數)、4.哲學相關

論文一篇、5.學士歷年成績單、6.學士

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本系以「中西哲学并重，理论与实

践兼顾」为宗旨，期使学生於中西

哲学之各家思想能多所涉猎，兼容

并蓄。哲学为实践的智慧学，不应

封限於一特殊的理论、学说或学

派。本系之办学特色是於一宽广的

人文视域中来思解人的问题，从理

论的分析达致实践的会通。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研究計畫 1500 字、4.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 

本硕士班以培育高级专门人才并与

产业界、海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合

作，硕士毕业生专业、实务与研究

能力向来广获产业界与学界肯定。

随着新一代智慧资讯科技的快速发

展，本系衡量资讯科技的发展性，

拟定下列领域做为重点发展方向：

1.物联网、2.大数据、3.人工智

慧，以培养新世代资讯工程专业人

才，教师研究、教学能量与研究设

备极为丰富。 

行政管理暨

政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研究計畫 2000 字、4.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 

1、引进业师传承实务经验、搭建交

流平台。 

 2、以选修推动行政实习。 

 3、以选修开办研究工具工作坊。

 4 、 筹 划 午 餐 论 坛 （ lunch 

seminar）。 

 5、开授社会组织理论与实务相关

课程。 

 6、发展在职在学的共学网络。 

餐旅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2000 字以內)、4.學

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本系培养研究生具备餐旅研究发表

能力，透过一系列课程设计，训练

学生具备论文研究基础能力，诸如

统计资料分析能力、研究撰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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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應屆畢業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2.英文能力證明 

以及口头发表能力等。并培育研究

生具备餐旅产业分析与策略性思考

能力，以餐旅研究能力为基础，将

研究思考能力延伸至餐旅产业分

析，清晰运用逻辑思考方式了解问

题脉络、熟悉各项统计分析软体，

归纳整合多方资讯与意见拟订策略

解决餐旅营运困境的能力。 

生命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自傳 2000 字（含研

究興趣、方向或計畫等）、3.學士畢業

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

屆畢業生免繳)、4.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學術論文著作、研究報告或其他有利

審查之相關資料 

生命科学系生物医学组： 

 本组设立目的在於培育优秀的生物

医学研究、教育及技术人才。学习

分子、细胞及人体生物学知识并修

习基础生物医学课程与紮实的实验

课程技术外，也须了解演化学及生

态学，建立宏观的生物医学概念。

 生命科学系生态暨生物多样性组：

 本组成立以来着重台湾本土生物与

生态保育，致力生态环境调查分

析，更从 DNA 分子至生态系的整合

教学与研究，与国内多所研究机构

配合，为国内生命科学领域最完整

的学习环境。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約 1000

字、3.研究計畫、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

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

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3.英

語以外之第二外語能力證明 

1.重视理论与实务之结合。 

 2.致力培养多元职能法律专业人。

会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500 字）、2.讀書計畫

（1500 字）、3.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

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

繳)、4.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 2 封、2.英語能力證明、3.

專業成果 

本系辅导学生以会计为基础，整合

资讯、财金、法律或管理之专业知

识，培养「公义」兼「慈爱」，「卓

越」到「顶尖」的国际化高阶人

才。 

 积极与欧美名校建立交流与合作管

道。 

 课程兼顾理论、专业与实务，开设

符合会计人专属程式设计的桥接课

程，另有证照考试相关课程，礼聘

各行业之经营典范前来授课，以培

养高格局领导人。 

 本系设置优秀新生入学奖学金，且

凡在校期间通过相关证照考试者，

另颁发奖学金以兹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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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工业工程与

经营资讯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500 字、

3.讀書計畫 3000 字、4.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研究計畫、3.專

業成果 

1.以智慧设计与生产、智慧经营与

管理为主要研究重点。 

 2.横跨工程及管理二大领域，培养

未来产业需要的工业工程、资讯系

统、经营管理跨界人才。 

 3.参与国际 IEET 认证：以课程搭

配实验室建立完整学习机制。 

 4.理论与实务结合，具备产业界经

验及学术理论背景。 

 5.与科学园区厂商、政府/法人机

构、中区产业及医疗服务业密切且

多元合作。 

 6.积极协助学生参与国际研习及双

联学位计画。 

表演艺术与

创作硕士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2.簡要

自傳 1500 字內。、3.服務經驗及年資證

明書 1 份(應屆畢業者免繳)。、4.二位

教師推薦函各 1 份(格式不拘)。、5.劇

場演出紀錄證明(節目單/海報/影音作

品等) 或展覽、演出設計證明。、6.學

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 1000 字。、2.英語能力證

明。、3.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

著作、演出紀錄、榮譽紀錄、證照與外

語能力等)。 

本学程以培育具有表演艺术素养、

编剧、服装道具制作、互动设计与

舞台实务的人才为主，以培育表演

艺术及创作实务专长人才为近中期

目标，落实在城镇与社区层级在地

文化能量之提升，并以培养具有人

文视野的表演艺术家与教育家为长

期目标。 

国际企业管

理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讀書計畫、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一、强调国际化世代的跨领域专业

学习，鼓励全球商管或非商管背

景、具多元文化或工作经验的未来

领袖，透过深度互动式教学与个案

分析，拓展跨国产业实务应用及管

理能力。 

 二、课程弹性设计提前取得硕士学

位机会，利用密集上课、境外研究

等方式，最快可於一年内取得学

位。 

 三、礼聘具海内外各区顶尖大学博

士学位专业教师授课，延揽外籍教

师教授核心专业课程，供学生与国

外留学零距离学习环境。 

  

历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歷年成績單、自傳(約 1000 字)、學習

計畫(約 2000 字) 

历史学研究所设立於 1970 年，为国

内历史悠久深具学术传统的知名系

所。研究方向以「近世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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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史」为主轴，并强调历史学与其他

学科之科际整合，近年逐步发展数

位人文及史学应用等相关领域。教

育目标旨在：1.培育学生历史思考

与意识，2.培育优秀历史教育人

才，3.培育史学专业研究人才。目

前本系计有专任教师九位，皆学有

专精各有专长，研究领域宽广。开

设课程包含社会史、思想史、法律

史、文物史、外交史、宗教史等领

域。 

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500 字、

3.讀書計畫 1500 字、4.學士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

業生免繳)、5.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 1500 字、2.專業成果、3.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1.教学与研究多元化，包括环境科

学、工程、环管、永续发展、绿色

能源等重点领域。 

 2.师资领域完备阵容强，教师毕业

於美、台知名学府，学术专长涵盖

环境分析化学、水及废水处理、能

源开发、奈米材料、废弃物处理、

空气污染控制、生物控制技术、环

境管理以及环境系统分析等，多方

发展，为国内环境工程相关系所中

教学领域最为广泛的系之一。 

 3.师生参与两岸交流及国际交流活

动、具国际化研究与学习环境。 

教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 字、2.大學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往屆必繳，應屆免繳）、

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 1000 字、2.專業成果 

本所设有课程与教学、行政与领

导、乐龄与生命教育等学群，课程

符应未来教育发展趋势，提供修读

学生全方位的教育视野。 

化学工程与

材料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3.讀書

計畫、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

屆畢業生必繳 ，應屆畢業生免繳)、5.

學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特色： 

 1.大部份教师为美国、英国知名大

学博士，与多所国际知名学校建立

教研合作。 

 2.与产业互动密切，产学研发丰

硕。 

 3.学生就业顺畅，毕业系友成就卓

着。 

 优势： 

 1.研究经费充实，仪器设备齐全。

 2.与大陆姊妹学校学术交流密切，

共同指导硕士生多名，成效显着。

 3.拥有台湾最美校园，邻近台中科

学园区、台中工业区及台中精密机

械园区，交通便捷，科研接地气。

 4.台湾第一博雅学园，为其他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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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仿效对象。 

政治学系国

际关系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500 字、

3.讀書計畫 1500 字、4.大學畢業證書

及學位證書、5.大學歷年成績單 

政治理论组着重於思想、制度、行

为与政策等四个领域的训练；国关

组则强调国际政治、国际公法、国

际组织及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研

究。所有课程安排，皆为强调师生

互动的研讨课(seminar) ，以培养

学生参与学术活动之能力，养成独

立批判思考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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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辅仁大学 

电话 886-2-29053132 

传真 886-2-29049088 

电子邮件信箱 050100@mail.fju.edu.tw 

网址 http://www.fju.edu.tw 

地址 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 51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辅仁大学 1925 年创立於北京，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并列中国北方四大名校，1960

年在台复校，为台湾历史悠久规模完备之着名综合大学。现为台湾境内台湾欧洲联盟中心、U9 

League 及亚太大学交流协会 UMAP 成员，辖有 12 个学院及附设医院。 

 2.本校学科领域完整，课程多元丰富，重视身心灵整合的全人教育，各领域研究表现杰出。  

 3.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公布最新《2020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中，本校荣膺 2020 中国五星级

大学美誉，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中国一流大学队列。属目前中国两岸四地综合实力、办学水平在

两岸四地整体上位居一流、具有较高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是有志於成长为优秀科

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的优异学生的首选，是高考考研考生竞争非常激烈的大学。 

 4.法国高教排行 Eduniversal 公布 2020 全球 1000 大具国际影响力的顶尖商学院，辅大入榜并获

三棕榈叶，私校唯一。 

 5.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公布最新 2020 世界大学影响力总排名

(impact ranking)，辅仁大学办学研究绩效成果亮眼，首次进榜就名列全球 201-300 名，而全台

仅 24 所大学进榜，辅大进入台湾前五大顶尖大学。 

 6.1111 人力银行 2020 企业最爱大学，私立大学排名第一。 

 7.本校重视教学创新与师生互动，连续多年获得教学卓越计画奖助。  

 8.本校男女兼收，并备有男女生宿舍。  

 9.本校 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2,500 元～14,600 元，2021 年学杂费收费标准以本校网

页公告为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跨文化研

究所比较

文学与跨

文化研究

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成績單與學位證書。、2.

碩士班成績單與學位證書（或在學

證明正本）。、3.曾修習 1 種外語之

證明文件（外語檢定成績單、修課

成績單、學士班或碩士班之主系學

位或輔系證明）。、4.碩士論文或碩

士論文已完成之部分以及相關著

作。、5.履歷表（含著作目錄）。、6.

比較文學或跨文化領域之研究計畫

書（含文獻評述，中文打字 3000 至

5000 字）附參考書目。、7.考生資料

表（請至本所網頁下載）。、8.相關

領域教授推薦信，未完成碩士論文

者，須為指導教授推薦信。 

教学结合理论与实践，以国际化、跨领

域为特色。  

 1.发展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之专业

特色，培养整合语言、文学与文化之创

新研究的能力。  

 2.培养兼具本土关怀与国际视野的跨

文化、跨领域专业人才。 

商学研究

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

本。、2.自傳。、3.碩士論文或碩士

1.国际商管学院联盟(AACSB)认证大学

与两岸唯一天主教宗座大学，世界行得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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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論文已完成之部分相關著作。、4.進

入博士班後研究計畫之提案。、5.其

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論

文或研究報告。 

 2.商学研究所秉持「宏观国际，专业

智慧，伦理关怀」的态度，期许学生面

对各种的价值观能具有同理心及尊重、

培养多元兴趣与专业，朝向创新管理、

决策分析及通才的研究方向以期创造综

效。 

宗教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含學習背景、生涯規劃

等，以 1000 字為原則)。、2.研究計

劃(包括研究主題、動機、目的、方

法、大綱及預期成果等，以 3000 字

為原則)。、3.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

成績單。、4.與宗教、人文或社會科

學相關之碩士論文或學術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曾在學術期刊發表過的宗教相關論

文、英文能力證明文件。 

1.本系获选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神学与宗教研究领域」进入第 51-

100 名区间之肯定，为台湾唯一进入排

行的宗教学系所。 

 2.为全台最早成立的宗教学研究所，

师资齐全且兼顾各宗教专业。 

 3.每年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台开设宗

教学讲座，定期举办两岸宗教论坛与国

际学术交流活动等，协助博士生与国际

当代宗教研究接轨。 

 4.目前积极发展宗教数位人文、宗教

地景访查等，训练学生拥有跨领域之学

术专业与应用能力。 

中国文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班成績總表正本(含碩士班

歷年成績單)、2.碩士論文、3.自

傳、4.研究計畫、5.其他有助於審

查之論文 

1.以培养学术专业人才，并以先秦两汉

学术研究为课程规划之主要方向，兼及

历代文学与思想。 

 2.开设导师辅导课程「个别阅读指

导」，提供完整学术谘询。 

 3.每年举办两次研究生论文发表会。

 4.设有研究生专属研究室。 

 5.设有研究生专属发表学术性刊物

《辅大中研所学刊》，目前本刊物获得

科技部排名认证。 

食品营养

博士学位

学程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2.碩士論文或相當於碩士水準之著

作。、3.讀書計畫。(本學程分為：

食品科學組、營養科學組、餐旅管

理組、生物醫學組；報考者請務必

註明報考組別。)、4.自傳。、5.推

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服務經歷證明。、2.著作。 

本学程拟发展跨领域食品营养餐旅与民

生科技保健医学的特色教学与研究： 

 1.结合食品营养餐旅与民生科技 

 2.转译老化相关疾病之基础医学研究

 3.以尖端科技研发安全机能性保健食

品 

 4.开创营养饮食对慢性疾病之预防与

治疗 

 5.促进餐旅休闲产业与教育发展 

 6.缔造真善美圣的保健生活品质 

法律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資料及學經歷表（請考生自

擬並以電腦繕打）。、2.學士班及碩

士班歷年成績單。、3.研究計畫（包

括研究主題、動機、目的、方法、

大綱及預期成果）。、4.碩士論文

（論文為外文者，須附上 1000 字以

1.本系为台湾规模最完整之法律系所，

本系的教育理念，是追求知识、品格、

能力、视野兼备的全方位法学教育，希

望提供学生一个理想的法学教育环境，

同时也期许学生日後成为专精法律知

识、胸怀社会良知、具备宏观视野的优

秀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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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內中文摘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已公開發表之著作。、2.其他有

助於審查之資料。 

 2.研究领域完整，包含民商法学、刑

事法学、公法学、基础法学、财经法

学。 

音乐学系

演奏组博

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

本。、2.自傳(含學習背景、獲獎紀

錄、生涯規劃等，以 1000 字為原

則)。、3.碩士論文或碩士論文已完

成之部分相關著作。、4.研究計畫

(5000 字為原則)。、5.展演、著作或

創作之影音網址聯結。（含展演相關

資料、音樂會演奏唱詮釋報告或節

目單等）。、6.推薦函。、7.音樂系網

站 下 載 考 生 資 料 表

(http://www.music.fju.edu.tw/ap

ply.php)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獲獎證明。、2.其他足以證明專

業表現之資料。 

1.本校为综合大学，拥有优良师资，平

台钢琴琴房设备且独立空调，堪称全国

设备最佳之大学。2.本系所另开设音乐

研究专门课程，如「帕勒斯替那研究」、

「葛丽果圣歌研究」、「德文艺术歌曲专

题」等相关课程，教学与实务并重，提

升博士生研究学习成果。3.本系对外演

出机会多，并邀请国内外知名演奏家莅

校办理大师班及讲座，除提供学生表演

舞台，增进舞台历练并带领学生至国外

学校交流演出，与国际接轨。 

哲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為原則）。、2.研

究計畫（5,000 字為原則）。、3.學士

班、碩士班歷年成績單。、4.碩士論

文。(無學位論文者，繳交至少

8,000 字論文一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外國語文能力檢定證明。 

1.长期经营两岸哲学交流，了解两岸学

术合作与发展现况。 

 2.为华人地区唯一着重西方古典希腊

哲学、教父哲学、士林哲学的哲学系。

 3.以西方士林哲学精神与理念的教导

为本系设系宗旨与教育目标。 

 4.兼顾中国哲学传统的现代化，并配

合西方哲学之训练与视野。 

 5.促进学生具反省、批判的思维能力

及从事学术研究的分析与综合能力。 

化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碩士

班歷年成績單正本。、3.碩士畢業論

文。、4.教授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論

文、研究報告等。 

1.研究领域完整(有机、无机、分析、

物理化学、高分子材料五大领域)，涵

盖高张力分子、单分子磁铁、奈米金量

子点、生物/光电材料之多尺度电脑模

拟、液晶、石墨烯奈米复合材料之应

用，有机半导体材料等。 

 2.至少须有两篇英文论文在国内外(国

外至少一篇)重要期刊发表(SCI 认定之

期刊)。 

 3.奖励学生论文发表，每篇论文皆有

不定额奖励金。 

应用科学

与工程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讀書及研究計畫、2.推薦函、3.

學士、碩士學位證書、歷年成績單

正本、4.履歷表、5.其他有助於審

查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告、曾

1.专精学术研究以达精致化的教育品

质，迈向致力学术研究。 

 2.培养广博知识以达整合化的研究成

果，迈向整合不同专业领域资源，开发

科技新契机。 



259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參與研究計畫等  3.拓展国际视野以达国际化的人才培

育，迈向培育素养兼备之高科技前瞻性

人才。 

企业管理

学系管理

学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為原

則)、3.讀書計畫(請以概述個人選

擇進修輔大 MBA 之源由、如何運用

本系碩士班資源於未來學習、說明

研究所畢業後之短、中程就業或深

造計畫與目標)、4.研究計畫(請以

2000 至 5000 字為限，內容應包括：

研究動機及目的、過去相關文獻回

顧、研究方法、預期研究貢獻等)、

5.大學歷年成績單、6.其他有助於

您申請的資料與說明(例如:職業證

照、獲獎紀錄、創作、專利、發

明、表演、發表、著作及其他專業

成就 說明與佐證)。 

1.本硕士班授予 MBA 学位，创所 36 年

毕业校友达 2000 位，有强大的人脉网

络。 

 2.本院为两岸第一所获得国际商管学

院促进学会(AACSB)认证的管理学院，

拥有遍布全球 300 多所姊妹校互访与交

流的机会，国际化程度高。 

 3.教学强调人本价值与知识整合，必

修专业伦理，并由本校 12 个学院支持

跨领域多元学习。 

 4.由做中学出发，透过企业实习、专

案解决与任务执行，达到学用合一的目

的。 

金融与国

际企业学

系金融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2.自

傳(1000 字為原則) 。、3.研究計畫

(須含研究主題、動機、目的與方

法；格式自訂不限字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英語能力證明、證

照、獲獎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專業

表現之資料。、2.教授推薦信。 

1.本院为两岸第一所获得国际商管学院

促进学会(AACSB)认证的管理学院 

 2.本硕士班课程结构与内容达国际一

流水准，学分普遍获国际承认。教学设

计除了基础理论课程，另搭配产学合

作、产业实习、海外参访，培养学用合

一并具国际视野的金融专业人才。 

 3.为因应金融产业之需要，本硕士班

已陆续开设金融行销、数位金融、金融

大数据分析等前瞻性课程，培养学生因

应未来金融产业变革之能力，毕业学生

皆可顺利就业。 

应用美术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為原

則)。、3.研究計劃(2000 字為原

則)。、4.大學歷年成績單。、5.專業

作品集(將 10 件設計相關成果作品

圖片彙集成單一檔案，版面以 A4 尺

寸為主)。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獲獎證明。、2.英語能力證明。、

3.其他足以證明專業表現之資料。 

本系主修课程丰富多元化，延续大学多

元课程，包含视觉传达、电脑动画、金

工产品、室内设计，在台湾设计系所中

以课程内容多元丰富着称。教师皆为学

界与业界之精英设计专业人才，进行小

班菁英式教学。教学内容实务与理论并

重，以培育具产业实务之设计美学人才

为目标。 

大众传播

学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2.研究計劃

(5000 字)。、3.大學歷年成績單。、

4.英語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其他足以證明專業

1.课程以理论见长，辅以实务训练，奠

定学生批判与思辨能力：课程质、量均

优，提供学生多元的学习方向与深度。

2.拥有三个专业课程方向，包括「语文

传播与文化」、「公共传播」以及「传播

科技与媒体产业」等。3.超过 20 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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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之資料。 播学院专任教师共同参与所务，老师专

长领域多元，提供丰富的学术对话环

境。4.与美国天普大学签订国际硕士双

学位，直接衔接天普硕士班，且不需考

GRE 与撰写英文毕业论文，并可最多折

抵已经於大传所修习的 12 学分。 

资讯管理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為原

則)。、3.研究計畫。、4.大學歷年成

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論文、

著作、作品，請以 PDF 檔案方式呈

現及說明。 

1.本院为两岸第一所获得国际商管学院

促进学会(AACSB)认证的管理学院与两

岸唯一天主教宗座大学，学分普获国际

各大学承认。 

 2.除必修课程外，学生须就下列二个

学群：电子商务学群与人工智慧学群，

必选其中一个学群，以强化专业知识与

技能。 

 3.教师丰富的科技部研究计画、产学

合作计画，提供学生多元学习机会。 

心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歷自傳。、2.碩士班就讀學習

計畫(1)含學習動機、修課計畫、研

究興趣…(2)務必註明報考【甲組：

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或【乙

組：應用心理學組】、3.大學歷年成

績單。、4.文章或反思報告(甲組繳

交 A、B 二選一，限 10 頁；乙組不

需繳交)：A.觀念性或評論性之文章

1 篇(主題自訂，內容須能表現作者

之獨立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B.

個人生命、專業經驗與社會實踐的

反思報告。 

1.台湾唯一在卡内基高教分类中属「在

地实践型」的心理系所。 

 2.华人地区，唯一能将「社会心理」

与「谘询/谘商」融合为「社会文化与

谘询/谘商心理」之系所，於行动研

究、叙说心理、心理传记领域为先驱与

鳌头。 

 3.本班依研究领域招收两组，甲组：

社会文化与谘商心理学组、乙组：应用

心理学组，修业年限甲组为 3 年，乙组

为 2年。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1)應屆畢

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

年成績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

畢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2.電

腦繕打之自傳(1000 字為原則)。 

本系以培养具有经济专业分析能力人才

为目标，主要特色有: 

 1.师资健全、课程完整：除礼聘学养

丰富之教师教授专业基础课程外，尚礼

聘来自中研院及国立大学教授。课程设

计分为产业贸易、总体货币，以及计量

应用与实务三大领域，让学生学以致

用，且定期邀请学者专家作专题讨论。

 2.奖学金：为勉励成绩优异学生，特

设立总体理论奖学金。 

 3.勇源国际货币实验室及相关外汇竞

赛：藉此培养学生具有国际经济的视野

及前瞻性。 

中国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總表正本(含大學歷年

成績單)。、2.自傳。、3.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本系硕士班设立之宗旨，以先秦两汉学

术研究为主，兼及历代学术、思想之研

究，藉以融通古今，造就高级学术人

才；并建立前瞻性理论体系，以建构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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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或文件。 密论证。课程之专业特性，涵盖义理、

文学及小学三个层面，由先秦学术至汉

学英文，皆属研究之范畴。特色优势：

(1)义理思想(2)古典文学(3)小学。 

博物馆学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履歷表。、3.最高學歷

成績單。、4.學習計畫。 

1.本所毕业生就业领域从世界级的一流

博物馆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到民间非利

文教机构如朱铭美术馆等，型态多元、

幅度广泛。 

 2.本所积极争取政府培训计画，培育

本所学生与在业之从业人员专业能力，

成效卓着。 

 3.本所创所所长周功鑫教授为国立故

宫博物院前院长，具备深厚的实务发展

经验，能提供本所师生既深且广的知

识。 

 4.本所专任教师积极参与各项教学、

交流、服务、辅导与专业人才培训活

动，将自身的专业传承给下一代博物 

资讯工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為原則)。、2.

研究計畫(5000 字為原則。)、3.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獲獎證明。、2.專業成果。、3.其

他足以證明專業表現之資料。 

1.主要研究领域为「多媒体科技」、「计

算机网路」、「计算机系统」，涵盖大部

份现今最热门的研究领域。课程内容多

元且有前瞻性之跨领域规划。 

 2.本系通过 IEET 国际工程教育认证

与国际接轨。 

公共卫生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限

700 字內，1 頁 A4 為限)。、3.讀書

計畫(個人生涯規劃；限 2000 字

內，3頁 A4 為限)。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論

文或研究報告或實務成果(相關資料

請附指導老師或單位主管證明函)。

1.本系硕士班之特色为着重公共卫生各

领域均衡发展，兼顾理论与实务之课程

规划，并拥有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2.本系建置环境卫生、工业卫生、行

为科学、流行病学等实验室，及各类公

共卫生实习室与精密仪器室，供师生进

行教学与研究所需之专业设备。 

 3.配合辅仁大学附设医院之落成营

运，打造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系，为全国

少数结合 EMBA 课程设计的医疗机构管

理研究所。 

日本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自 傳 ( 日 文 書 寫 ， 約 1,000

字)。、2.研究計畫(日文書寫，約

1,500 字，含參考文獻)。、3.大學歷

年成績單。 

1.本系硕士班的教育目标为「培育通晓

日本语言、文学、文化等专业人才，以

期在学术与实务上对社会有所贡献」。

 2.课程涵盖日本语学、文学、文化，

亦设有实务课程做为跨入社会之准备。

另可选读国际医疗翻译、对外华语教学

等学程。 

 3.海外名校双联学制（广岛大学）、交

换留学机会多。 

 4.入学第一年提供两万元硕士奖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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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另补助海外发表旅费。 

 5.非日语相关科系亦可报考。 

品牌与时

尚经营管

理硕士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資料表(中英文各一份)。、

2.研究計畫書(中英文各一份)。、3.

自傳(中英文各一份)。、4.歷年成績

單正本(1)中英文各一份、(2)需包

含排名百分比或名次、(3)考生為轉

學生另需附上轉學前就讀學校之成

績單。、5.有效英語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參與研究計畫或論文發表等證

明。、2.專業檢定證明、英語除外之

其他語言能力證明。、3. 獲獎證

明、特殊表現。、4. 工作證明。 

1.本学程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全英语授

课」之品牌经营管理硕士学程。 

 2.培育学生成为具品牌管理专业整合

能力的中、高阶经营人才。 

 3.课程聚焦於人文、创新与品牌管理

三大主轴，从纺织时尚产业至生活时尚

产业相关之经营管理专业范畴。 

 4.透过企业参与并结合理论与实作，

提供学生未来进入全球生活时尚产业所

需之品牌专业知识与技能。 

 5.透过国际交流邀请国际师资，并与

国外名校合作，有机会获得双学位。 

统计资讯

学系应用

统计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為

原則)。、3.讀書計畫(1000 字為原

則)。、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英語能力證明、證照、

獲獎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專業表現

之資料。 

1.本院为两岸第一所获得国际商管学院

促进学会(AACSB)认证的管理学院与两

岸唯一天主教宗座大学，世界行得通。

 2.以「解决问题」与「应用统计、统

计应用」为研究及人才培训导向。 

 3.强调「做中学」，以统计计量与资讯

课程为主，各产业管理课程为辅。 

 4.培育兼具理论及实务整合能力之应

用统计进阶专业人才。 

餐旅管理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報考動機與自傳(1,000 字以

內)。、 2.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 3.研究計劃(5,000 字以

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3.專業檢定證明。、4.學術論文。 

1.与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及

Iowa State University 签订硕士 1+1

双联学制，短期内取得辅大及 OSU 或

ISU 双硕士。2.获亚洲第一所 ACPHA(美

国餐旅教育认证委员会)国际认证、

2016 观光餐旅类大学最佳雇主遴选第

一殊荣。3.为国内首创之餐旅管理研究

所，拥有坚强的餐饮、酒店及观光领域

之教授师资。4.授予理学硕士学位，与

国外多所知名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及业界

产学合作。 

电机工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

為原則）。、3.讀書計畫（1000 字為

原則）。、4.研究計畫（5000 字為原

則）。、5.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

學歷年成績單。(1)應屆畢業：大學

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業：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辅仁大学电机系已通过 IEET 国际工程

教育认证，教学品质获高度肯定。系所

发展特色涵盖通讯、计算机系统与网

路、人工智慧、智慧型控制、绿能电

子、医用电子、积体电路设计等。并结

合本校多元科系与附设医院，提供跨领

域学习课程，教学内容实务与理论并

重，以培育具人文关怀与国际竞争力的

电机电子研发人才为目标。 



263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3.其他。 

景观设计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

究計畫(3000 字以內)。、3.畢業證

書、學位證書(往屆畢業或國外學歷

往屆畢業生應繳交證明文件；應屆

畢業者無則免附)。、4.大學歷年成

績單正本。、5.英語能力證明。、6.

專業成果(作品集、報告或論文

集)。、7.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硕士班课程以设计实务及理论研究

为主轴，发展重点在於高阶设计实务、

生态环境治理、地方创生、都市设计。

其特色优势： 

 1.提供优良多元之师资，以培养学生

具环境意识与解决问题之专业人才。 

 2.鼓励团队合作学习模式，强化沟通

协调与人际互动能力。 

 3.引导深根、关怀弱势与全球视野之

研究，藉由服务学习之专业实践强化社

会责任感。 

儿童与家

庭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及申請動機(1,000 字為

原則) 。、2.學習計畫(未來研究方

向或專業應用，1000 字為原則) 。、

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3.專業檢定證明。、4.學術論文。、

5.研究報告。、6.其他足以證明專業

表現之資料。 

1.本系之专业课程涵盖儿童教保、亲子

关系/亲职教育及伴侣/婚姻关系三大面

向。 

 2.培育硕士生成为儿童与家庭领域教

育及谘询辅导、方案规划与评估及督

导、研究及产业研发之人才。 

 3.本系课程重视体验与实作，并与政

府和产业界进行合作方案，增进实务学

习经验。 

 4.本系提供国际化的学习机会，与国

外大学进行共教共学课程，拓展学生多

元文化视野。 

 5.本系拥有附设幼儿园，是学生推动

各项实务方案与研究的最佳场域。 

会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1000 字為原

則)。、3.讀書計畫(1000 字為原

則)。、4.研究計畫(5000 字為原

則)。、5.大學歷年成績單。、6.英語

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1.本院为海峡两岸第一所获得国际商管

学院促进学会(AACSB)认证的管理学

院。 

 2.本系办学特色在於培养具有全球视

野、进阶会计与管理知识能力及伦理素

养之会计专业人才。 

 3.本校工商管理入选历年中国最好学

科排名。 

 4.本所荣获国际知名 Eduniversal 评

比为历年亚洲远东地区会计与审计领域

全台湾第 3名。 

 5.本所新开设会计大数据相关课程，

与未来热门实务接轨，提升同学就业竞

争力。 

英国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文撰寫之讀書計畫：扼要說明

個人背景、就讀動機及研究興趣內

含討論 2 個可能發展為碩士論文的

研究議題。、2.英文版大學歷年成績

1.国际文创与商务沟通组：当代英美文

学文化研究辅以创意行销及商务沟通技

能，与德国 Bayreuth 大学英美研究系

签订硕士双联学制。2.多媒体英语教学

组：应用语言学、电脑辅助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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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3.大學期間撰寫之英文學期報

告(10-12 頁，有教授給予意見或簽

名最佳)。 

教育科技、言谈分析、读写研究等。3.

鼓励跨领域学习，培养独立思考评析及

跨文化沟通等多元能力。4.全英语教

学，具专业知识之本籍及美加等国教

师，尽心指导学生。5.人大英文系合办

研究生论文发表，经常邀请国际学者演

讲交流。 

图书资讯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2.其它有助於審查

之資料，如學術論文或研究報告。、

3.英語能力證明。 

1.本系的教学目标在於：(1)提升学生

图书资讯学理论与实务之知识与能力。

(2)提升学生相关电脑科技理论与实务

之知识与能力。(3)提升学生於数位内

容规画、管理与传播之知识与能力。 

 2.学生未来能够具备图书资讯服务的

能力，融合科技的运用，培育人文精

神，推动知识整合，并鼓励学生体验服

务社会，贡献所学知识。目前本系毕业

系友服务於图书馆、资讯科技、网路、

资料库公司、学校及研究单位等；近年

亦有同学赴欧美修读相关学位。 

德语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德、漢語各一份，各

2 頁以內。、2.讀書計畫：德、漢語

各一份，各 3 頁以內。、3.大學歷年

成績單。、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 

1.本系鼓励硕士生进行跨领域研究，除

修习本硕士班专业必、选修课程外，亦

可选修本校各硕、博士班课程或各硕士

班学分学程课程，如「国际文创与商务

沟通学分学程」、「国际医疗翻译学分学

程」、「对外华语教学学程」等。 

 2.本系为培养硕士生国际视野，增进

德语语言与文化研究专业能力，鼓励硕

士生於硕二或硕三期间赴德国姊妹校研

修。104 学年度本系已有陆生研究生赴

德国马堡大学进修一学期。 

跨文化研

究所翻译

学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考生資料表(請至本所網頁下

載)。、2.報考動機。(無制定格

式)、3.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無

制定格式)、4.歷年成績單（含大學

成績單）與學位證書。、5.外語語言

能力證明，或足資證明其外語 語言

能力之文件。、6.推薦信。(無制定

格式)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翻譯作品代表作(含原文及譯

文)，至多 5 件。、2.獲獎紀錄。、3.

著作、創作、演講、專利等。、4.任

何足資證明個人專業工作成就之資

料。 

1.融合语言、知识、技巧、跨文化沟通

力，培养中英/日专业口笔译者。 

 2.培养对译事活动的研究能力，提升

翻译专业的深度与广度。 

 3.培养具跨文化视角与跨领域学习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 

 4.课程特色：以理论建构、以实践检

验。课程引进校外学者意见、校友经

验、及业界资源。口笔译核心课程均以

双向语言授课。 

 5.跨领域学习：以金融活动中的法律

文本为范畴，开设财经法律课程。养成

国际医疗暨保险翻译之专业人才。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本系拥有优良师资、平台钢琴琴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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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傳及研究計畫(含學習背景、

獲獎紀錄、生涯規劃、研究計畫

等，以 3000 字為原則)。、2.大學歷

年成績單。、3.上傳展演、著作或創

作之影音網址聯結。(含展演相關資

料、音樂會演奏唱詮釋報告或節目

單等)。、4.推薦函。、5.音樂系網站

下 載 考 生 資 料 表

(http://www.music.fju.edu.tw/ap

ply.php) 

具独立空调，为全国设备最佳之大学。

 2.另开设音乐应用课程，如音乐治

疗、电子音乐、音乐制谱、录音典藏、

表演艺术行政、爵士音乐、制琴调音等

相关课程，教学与实务并重，让学生有

跨领域的学习；加强产业合作，建立系

所与产业的紧密学习。 

 3.对外演出机会多，并邀请国内外知

名演奏家办理大师班及讲座，提供学生

表演舞台，增进舞台历练并带领学生至

国外学校交流演出，与国际接轨。 

体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報考者

請務必註明報考運動管理學組或體

育學組。、3.研究計劃。、4.大學歷

年成績單。 

1.举办研究生读书发表会、学术研讨

会、学术论坛、运动产业参访及专题演

讲等活动。 

 2.与运动产业合作：举办运动产业之

参访、实习，使习获运动管理、体育性

社团及运动代表队相关实务经验。 

 3.师生共同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发

表，系上亦提供奖励金补助之申请。 

 4.安排姊妹校交换生研习及互访活

动。  

 5.毕业生，除体育教师外，担任运动

指导员、体育记者、运动复健师、运动

销人员，与经营运动产业相关之事业。

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為原則）。、2.研

究計畫（5,000 字為原則）。、3.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外國語文能力檢定證明 

1.长期经营两岸哲学交流，了解两岸学

术合作与发展现况。 

 2.为华人地区唯一着重西方古典希腊

哲学、教父哲学、士林哲学的哲学系。

 3.以西方士林哲学精神与理念的教导

为本系设系宗旨与教育目标。 

 4.兼顾中国哲学传统的现代化，并配

合西方哲学之训练与视野。 

 5.促进学生具反省、批判的思维能力

及从事学术研究的分析与综合能力。 

社会工作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電腦繕打之自傳 (2000 字以

內)。、2.入學後論文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4.

大學部研究報告或專題報告。、5.推

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工作或

志願服務經驗、發表的學術論文

等。 

1.本系研究专长包含社会工作与社会福

利。 

 2.「发展性社会工作与财务社会工

作」之特色藉由课程与学术活动关注经

济性议题的政策与实务思考，并透过产

学合作提供本土化的多元因应策略。 

 3.课程重视社会工作督导与社会工作

管理人才之培育。 

 4.部分课程采用全英语教学方式，提

供多元学习机会，并重视跨文化经验。

教育领导

与发展研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以 1000 字為原則)。、

1.培养实践服务领导价值信念之教育领

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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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 2.讀書計畫(以 3000 字為原則)。、

3.研究計劃(以 3000 字為原則）。、

4.大學歷年成績單。 

 2.鼓励研究生申请姐妹校交换生以开

展国际视野。 

 3.结合教育趋势安排教育行政、学校

经营与全球化教育发展等符合研究生学

习需求之议题讲座。 

 4.规划团队建构专业课程及挑战自我

之体验探索教育课程。 

 5.拥有完备之研究生学习辅导与论文

指导机制。 

跨文化研

究所语言

学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成績單與學位證書。、2.

中、英文自傳各一份(限 8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書(限 1000 字以

內)。、4.考生資料表(請至本所網頁

下載)。、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6.相關領域教授推薦信。 

1.分语言学组、华语教学组、语言科技

组，教学结合理论与实务，以国际化、

实务导向为特色。2.奠定现代语言学各

理论体系之研究基础，重视跨领域、多

国语文运用及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养成，

培养对外华语教学及英语教学之语言教

学与应用的能力。3.藉由基础知识的扩

展，加强数位思维与工具的使用，以发

展科技与人文跨领域专业於 AI 产业之

应用能力。4.鼓励跨领域学习并赴国外

华语教学实习(波兰、匈牙利)，开展新

知并应用专业技能 

法国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為原則)。、2.

讀書計畫(1000 字為原則)。、3.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研究報告或學期報告。 

1.师资专业着重於下列四大领域：文

学、文化、法语教学与语言学、翻译。

 2.透过与欧洲名校如巴黎第三大学、

艾克斯-马赛大学与比利时天主教鲁汶

大学等姊妹校签订交换学生计划；与鲁

汶大学签订之「语言学与教学法」及

「传播、文化与翻译学」领域硕士班双

联学制计划，让学生获得更完善的人文

教育。 

 3.硕士毕业论文为学生对学术知识掌

握的证明。因此，本所毕业论文撰写比

照欧洲大学论文撰写规制，旨在学生能

习得学术研究的严谨架构及内容。 

织品服装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畫書。(1)1000 字為原

則、(2)需含自訂的研究主題、動

機、目的與研究設計、(3)務必載明

報考「設計與文化組」或「經營、

消費與科技組」、2.自傳。(1000 字

為原則)、3.大學歷年成績單正

本。、4.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參與研究計畫、論文發表或個人

作品集等證明。、2.專業檢定證明、

語言能力證明。、3.獲獎證明、特殊

1.独特性：为台湾第一所织品服装领域

研究所，隶属台湾首创之织品服装学

院，与世界时尚名校同属 IFFTI 联盟，

是国内唯一一所涵括织品设计、服装设

计至品牌行销的学习场域。 

 2.国际化：长期与瑞典、加拿大及美

国时尚学校建立国际交换生管道，同时

透过姊妹校系统拓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

作，并提供海外学习活动及实习机会。

 3.专业性：强化产业链结与产业合

作，积极媒合学生至业界实习与就职，

培育具产业实务与领导能力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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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表現。、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

件與資料。 

社会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

(1,000 字為原則)。、3.讀書計畫

(1,000 字為原則)。、4.研究計畫

(3,000 字為原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有助於

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論文或研究報

告等。 

1.本系各研究领域师资齐全，研究成果

杰出。与本校心理学系、宗教学系长期

跨领域合作，学生辅导工作完善。 

 2.结合社会参与与实践。本系与国际

夥伴学习中心及东亚国家的大学合作，

有多名海外实习研究名额。 

 3.本系学生量少质精，师生关系紧密

融洽，指导教授能充份协助硕士生撰写

论文。 

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教授

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論

文、研究報告等。 

1.研究领域完整(有机化学、无机化

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材料

五大领域)，涵盖高张力分子、醣化

学、不对称催化反应、单分子磁铁、奈

米金量子点、生物/光电材料之多尺度

电脑模拟、反应热力学/动力学、液

晶、高分子/石墨烯奈米复合材料之应

用，有机半导体材料等等。 

 2.学生需先通过论文初试後才有资格

於半年後进行论文口试。 

 3.奖励学生论文发表，每篇论文皆有

不定额奖励金。 

物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教授

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論

文、研究報告等。 

1.兼具基础研究与应用科学的多元性。

 2.有跨领域的研究机会。 

生命科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字數不限)。、2.參與研究

之報告或研究規劃書(字數不限)。、

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學業成績排名。、2.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1.本系专业研究分生物医学、生物多样

性及生物科技三个学群。 

 2.专任教师均积极从事学研工作，平

均每年发表超过 50 篇国际期刊论文和

会议论文，平均每年执行的研究计画经

费达数百万人民币。 

 3.拥有多项精密贵重仪器，如流式细

胞分析仪、雷射扫描共轭焦显微镜等，

可提供教师进行各项尖端实验研究。 

 4.硕士生皆接受扎实的学理与实验训

练，每年有多位学生参加国际学术研讨

会并发表结果。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為原則)。、2.讀書

計劃(1000 字為原則)。、3.研究計劃

(5000 字為原則)。、4.大學歷年成績

單。 

1.本班教学分公法组、民商法组、刑事

法组、基础法学组四组，各组教师均在

其专业领域表现杰出，且熟悉两岸及各

国法律。 

 2.研究软硬体设备充足，为台湾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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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历史与规模之法律研究所之一。 

 3.历年报名人数均显示为本校及全台

最热门系所，研究生素质优秀。 

历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2.研究計畫。、3.大

學歷年成績單。、4.英語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專業成果。、3.其他

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論文或

研究報告。 

1.本系着重西洋史、文化交流史（中西

皆可）与基督宗教史的教学研究，在台

湾历史学系所中，堪称独具特色与优

势。 

 2.近年来每年皆有陆生就读，辅导陆

生在台研究和学习上有丰富经验；在指

导教授、课程安排及生活谘询方面有相

当健全之机制。 

 3.每年举办「世界史学术座谈会」、

「世界史研习营」及「文化交流史国际

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提升学生研

究能力。本校为综合型大学，提供学生

优良学习语言环境以开拓其国际观及研

究视野。 

财经法律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為原則)。、2.讀書

計畫(1000 字為原則)。、3.研究計畫

(5000 字為原則)。、4.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1.课程设计︰以「国际经贸与金融法制

学群」、「公司证券法制学群」、「竞争与

智慧财产法制学群」为基础，并配合国

际财经法律之实务运作面为教学研究发

展之蓝图。 

 2.教育目标︰ 

 (1)专业化︰培养财经法律专业人才；

 (2)整合化︰培养具跨领域之专业人

才； 

 (3)国际化︰培养具国际视野之专题人

才。 

营养科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申請書。請至系網頁下載專用格

式 ：

http://www.ns.fju.edu.tw/Index/

4/141、2.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

名次證明)。、3.讀書計畫書。、4.自

傳。、5.專業科目教師之推薦信。請

至 系 網 頁 下 載 專 用 格 式 ：

http://www.ns.fju.edu.tw/Index/

4/141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選繳資料，如學

術論文或研究報告 (附指導老師證

明函) 。 

本系以培养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跨领

域合作能力及人文关怀与服务热忱的营

养师及营养研究人才为主要教学目标。

本系拥有优良师资及多种精密研究设

备，教学及研究深入全龄营养保健与慢

性病预防、长期照护、及健康体位。积

极安排学、硕士班学生海外学习增加交

流机会。毕业生职场发展扩及社区、医

疗机构、长期照护机构、运动与健康促

进机构、团体膳食机构、非营利组织、

食品产业及生物医学相关学术或研究机

构之专业人才。 

生物医学

暨药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以 word 繕打 1,000 字為原

則)。、2.研究計劃(1,000 字為原

則)。、3.大學歷年成績單。 

1.本所整合现有的基础、临床和跨领域

医学研究的资源，从细胞、分子及基因

等层面探索疾病之研究，进而延伸至治

疗及预防相关药物之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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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足以證明專業表現之資料。 

 2.本所积极推动生医药学研究与临床

医学及产业界的结合，以拓展本所生医

药学研究的应用性及能见度，提供学生

了解整体医药生技产业各面向并与实务

结合，为将来选择就业的广度，提供最

具深度的背景知识。 

食品科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申請書。請務必使用本系提供之

標準格式，請上網至本系網頁下

載 。 系 所 網 址 ：

http://www.fs.fju.edu.tw。、2.大

學歷年成績單正本。、3.讀書計畫書

(800 字為原則)。、4.自傳(800 字為

原則)。、5.專業科目教師之推薦

信。請務必使用本系提供之標準格

式，請上網至本系網頁下載。系所

網 址 ：

http://www.fs.fju.edu.tw。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論

文或研究報告等。 

结合食品科学与尖端科技，培育人才、

研究开发与服务社会，创造更健康、更

美味、更安全的食品，增进国民饮食品

质与健康。 

 特色：1.建立多元学习环境与教学模

式，提升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如创新、

整合与国际化，培育全方位食品科学专

业人才。 

 2.跨领域结合食品与相关科技，提升

食品产业研发能量。 

 3.成立食品安全暨健康管理产业服务

中心，建置食品安全与功效评估服务平

台，增进国民饮食品质与健康。 

 4.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及产官学合作。

宗教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含學習背景、生涯規劃

等，以 1000 字為原則)。、2.研究計

劃(包括研究主題、動機、目的、方

法、大綱及預期成果等，以 3000 字

為原則)。、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曾在學術期刊發表過的宗教相關論

文。 

1.为全台最早成立的宗教学研究所，师

资齐全且兼顾各宗教专业，并设有博士

班，有完整学术养成管道。 

 2.获选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神

学与宗教研究领域」进入第 51-100 名

区间之肯定，为台湾唯一进入排行的宗

教学系所。 

 3. 本 系 与 义 大 利 佩 鲁 贾 大 学

（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erugia）签订硕士双联学制，本系硕

士班学生申请此学制，可於毕业时取得

双硕士学位。 

数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如數學類

競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等。 

本系硕士班分为资讯数学组与应用数学

组两组；应用数学组主要以分析、微分

方程、变分学、数值计算、离散数学、

数论为研究主轴。资讯数学组以人工智

慧、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以及资料分析

为研究主轴。 

国际经营

管理硕士

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書面資料審查表，文件下載：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

w/subweb/immba/enroll.php?IID=2

6 。、2.身分證明文件(如護照)。、

3.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請以在學證

明替代)。、4.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應

1.通过 AACSB 认证，所有课程全英授

课。招收超过 30 个不同国家的学生，

国际化程度高。 

 2.美澳法西跨国双硕士学位、全球

423 所姊妹校免学费出国留学！ 

 录取本硕士班的学生可免学费至全球

423 所姐妹校交换学习或申请跨国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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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畢業生繳交前三學期成績單)。繳

交之成績單，皆須有教務處註冊組

戳章。、5.自傳暨研究計畫書，文件

下 載 ：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

w/subweb/immba/enroll.php?IID=2

6 。、 6.英文能力證明(TOEIC、

TOEFL 或 IELTS，成績兩年內有

效)。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推薦信。 

士课程，硕一在辅大就读，硕二到签约

学校留学，让同学有机会於两年内取得

辅大和国外双硕士学位。 

 **跨国双硕士方案有美国 UM-Flint，

澳洲 QUT，法国 BSB 和西班牙 IQS 等四

所学校 

社会企业

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為限)。、2.生涯規

劃(5,000 字為限)。、3.大學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社會參與相關經驗

補充資料。 

1.华人社会中最早成立的社会企业硕士

学位学程；2.面对全球化、中美贸易冲

突、产业智慧化等快速变化的世局，从

产业、社会到个人都需要用全新的认知

才有能力面对及驾驭未来的发展；3.学

程设计以「社会参与」为核心，配合

「社会设计」及「社会创业实践」等实

用技术，加上综合大学的多元学术基

底，从理论到实务，适合所有领域专长

之大学毕业生，善用已累积专长转化成

更能适应未来之包容性社会治理才能，

为自己及社会创造更好机会 

西班牙语

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為原則)。、2.

讀書計畫(1,000 字為原則)。、3.西

語能力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

他相當之西語能力證明。 

1.全程西语授课，教师来自西班牙、中

南美洲及台湾。 

 2.论文须以西班牙文撰写。 

 3.课程规划为四大领域：西语研究、

应用西语、文化研究及文学。 

 4.新设口译课程，培育西语口译专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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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东吴大学 

电话 886-2-28819471 

传真 886-2-28838409 

电子邮件信箱 entrance@scu.edu.tw 

网址 http://www.scu.edu.tw 

地址 台北市士林区临溪路 7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东吴大学是 1900 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在江苏省会苏州创建，前身为苏州博习书院、宫巷书院

及上海中西书院，为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 

 2.在台复校六十余年来，英文校名袭用「Soochow University」(直译「苏州大学」)，是一所科

系完整、声誉卓着的综合大学。 

 3.设有 6个学院 22 个学系、21 个硕士班、5个博士班、4个进修学士班、11 个硕士在职专班及

人权硕士学位学程、巨量资料管理学院学位学程(2021 年转型为资料科学系)，学生总数逾一万五

千人。 

 4.分设两校区：「外双溪校区」位於台北市士林区，设人文社会、外国语文、理、巨量资料管理

四个学院，校区山明水秀，视野清朗，毗邻故宫博物院，学习环境深具人文气息；「城中校区」地

处台北市政经文教中心，设法、商两学院及推广部，具有交通便捷和机关比邻之优势，有利师生

进行观摩实习与实务历练。  

 5.2018 年 QS 亚洲最佳大学评监，台湾私立综合大学前 5名。 

 6.2020 年远见杂志调查企业最爱大学生，私立大学第 4名。另《1111 人力银行》调查企业最爱

大学，私立大学第 3名。 

 7.荣获教育部 2020 年大专校院境外生辅导工作绩优学校。 

 8.缔结姊妹校 338 所，学习多元，与世界接轨。 

 9.秉承优良校风，坚守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精神，踏实办学。2005-2017 连续 13

年获得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奖助金额逾 9亿元；2018-2020 连续 3年获教育部「高等教育深

耕计画」高额补助。  

 10.设有「国际与两岸学术交流事务处」，协助陆生各项学习与辅导，相关资讯请参阅「陆生专

区」。 

 11.男女兼收，并备有宿舍供学生申请。  

 12.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3,220 元～15,430 元，2021 年收费标准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13.招生系所课程、教学特色、教学资源概况等，请至各学系、学位学程网页查询。 

 14.若有未尽事宜，悉依本校学则及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法律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含家庭狀況、中學以上求學經

歷、工作簡歷、個性及特質、自我評

估、攻讀博士班之動機、未來生涯計畫

等)、2.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3.碩

士論文、4.推薦函(2 位各 1 封)、5.大

學歷年成績單、6.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或其他外語能力證明、2.「已

發表著作」等其他相關學術論著 

1.开设多元丰富专业课程，强化高

阶法律人才教育。 

 2.以分组招生授课之方式，规划为

公法组、刑事法组、民商法组以及

国际法／基础法组、财经法组，给

予专业多元之课程设计。 

 3.专兼任教师阵容坚强且多元，专

业领域包含各种法律专业面向。 

 4.开设第二外语课程、外语法学名

着选读课程。 

 5.首创两岸法学学术交流之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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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两岸法学学术交流已逾卅

余年。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2.自傳、3.

碩士論文、4.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5.

研究計畫、6.其他相關個人研究能力、

經驗等證明文件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班素有优

良学风，师资卓越，已培育超过百

位学有专精的博士，多在国内外学

术单位服务，蔚为国家栋梁，备受

社会各界称誉。本博士班着重训练

学生具备知识创新的能力、钻研学

术的心志，引导学生成为具有专精

知识的优秀研究人员身兼人师风范

的优良学者。为求完整的人才培

育，除定期举办研讨会、学术讲座

外，亦提供海外交换研习机会，拓

展学生视野。系上并备有优渥奖学

金，奖励研究杰出学生，让其安心

就学。 

  

  

经济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2.碩士論文或

已發表之學術論著、3.自傳、4.攻讀博

士學位研究計畫、5.推薦函(2 位各 1

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1.培养具经济理论与独立学术研究

能力之专业人才，并具学术论文发

表能力。 

 2.除专任教师，礼聘杰出经济学者

上课，或进行专题讨论。学生一面

进行经济专业训练，一面与教师学

习合作研究，进而发表论文。 

 3.学术自由，研究领域广，特色领

域有：生产力与效率、总体与国际

金融、劳动与教育经济、区域经

济、个体计量经济、赛局与实验经

济学、财务经济等。 

 4.重视学生参与教师研究计画，共

同发表论文。 

政治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請附學業成

績總平均及名次證明)、2.研究計畫

(包含生涯規畫及學習計畫等))、3.自

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1.透过政治学教学课程培育学术研

究与教学人才。 

 2.以四大特色课群进行规划以及研

究，分别为：民主与治理、国会与

选举、外交与国际关系、都会与危

机治理。 

 3.师资优良，课程多元，学风自

由，教学重视启发，全方位引领学

习，培养政治学研究能力。 

 4.提供 24 小时开放之专属电脑教

室、一人一座专属研究室读书空间

及置物柜。 

 5.入学提供新生奖学金，在学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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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参与国内外研讨会发表论文并

提供奖学金以及交通费补助。 

日本语文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2.碩士論文或

已發表之學術論著、3.自傳、4.攻讀博

士學位研究計畫、5.推薦函（2 位各 1

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1.以培养日本语学、日本文学、日

语教学之研究人才暨日语师资为目

标。 

 2.拥有学士班、进修学士班、硕士

班、硕士在职专班、博士班完整学

制之日语教学与研究单位，为国内

培育日语师资之主要摇篮。 

 3.历届毕业生活跃於日语教育界，

担纲领导，执行设计日语教学实务

者众。 

 4.每年固定聘请日本知名学者莅校

客座讲学及演讲，提供最新教育情

报及资料，拓展师生视野，提昇研

究能力，亦能让日本学者了解本系

的日语教育实态。 

  

国际经营与

贸易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請附學業成

績總平均及名次百分比證明）、2.讀書

計畫(請於讀書計畫中說明報考組別)、

3.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例如：英文語

言能力證明、各種證照及社團經驗等）

1.因应全球经贸活动与国际企业经

营趋势，以「培养具国际观、人文

素养之经贸与商管专精人才」为宗

旨。 

 2.分两组招生，A 组主修「国际贸

易与金融」、B 组主修「国际企业与

行销」。 

 3.为增进国际竞争力，学生需通过

英语能力门槛才能毕业。 

 4.举办国外移地教学活动，参访国

际企业与知名大学，提升学生国际

视野。 

 5.开设全球经营专题研讨课程，邀

请国外知名大学教授至本系授课，

丰富学生学习内容。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成績單、2.自傳、3.讀書

計畫或攻讀學位研究計畫書、4.教師推

薦表(格式請上本系網頁下載)、5.申請

國際商管學程(E 組)者，需另提交英文

能力證明。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 

1.以「培养兼具广度与专业知识的

管理人才」、「推动兼具理论与实务

的教学与研究」、「强调态度与能力

养成的教育理念」、「拓展国际视野

与多元学习」为目标，因应产业变

化规划多元课程，提供丰富多元的

管理养成与菁英教育。2.教学特色

为：(1)小班教学；(2)硕士班及

EMBA 硕专班合开课程，加强与具丰

富产业经验的 EMBA 学生互动交流，

强化学习效果；(3)定期检讨调整课

程并与多家企业合作开课，培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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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实战能力。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2.讀書計畫

（詳述個人之進修動機、未來志趣、學

習計畫及自我能力評估）、3.自傳、4.

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相關個人能力、經歷、著作等有

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以人工智慧及商业分析为基

础，发展三个特色领域：1.企业电

子化领域聚焦於运用资讯技术提升

企业竞争力、商业智慧、电子商务

与网路行销、顾客行为模式分析。

2.网路与资料库应用领域聚焦於网

路技术与应用、云端运算技术与应

用、资料仓储与资料探勘、知识管

理与决策模型。3.多媒体与行动应

用领域聚焦於培育结合行动科技、

感知技术与多媒体数位内容领域人

才，进行行动创新应用、游戏式学

习、数位内容设计、无所不在学习

等研究。 

日本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2000 字內，請以

日文打字)、2.研究計畫(請以日文打

字)、3.推薦函、4.大學歷年成績單 

1.以培养日本语学、日本文学、日

语教学之研究人才暨日语师资为目

标。 

 2.藉由多元课程培养具专业日文素

养及国际观之人才。 

 3.藉由研究方法等慎思明辨之思维

过程，提升研究生独立思考及创新

研究之能力。 

 4.鼓励学生在学期间至国外交换留

学以拓展国际视野、体验异国文化

及收集日本第一手资讯。 

 5.与日本国立宫崎大学合办研究生

论文期中发表，激发研究潜能。 

资料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及專業成

果(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3000 字

以內、4.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英文能力證明、2. 其他相關能力

佐證資料 

1.本系以「整合」与「创新」为核

心，以「实务运用」为导向。 

 2.课程参考国外知名大学作法，研

订理论与实务兼具之课程内容，强

调与业界的结合，积极引进业界实

务业师，进行更切合实务的课程教

导，规划「资料分析」与「资讯科

技工具运用」「巨量资料应用」三大

方向，希望训练出来的学生，在就

业上具备成为企业的即战力。 

政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請附學業成績

總平均及名次證明)、2.研究計畫(包括

生涯規畫及學習計畫)、3.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1.拥有学士班、硕士班及博士班完

整学制之教学与研究系所。 

 2.以四大特色课群进行规划以及研

究，分别为：民主与治理、国会与

选举、外交与国际关系、都会与危

机治理。 

 3.师资优良，课程多元，学风自

由，教学重视启发，全方位引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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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培养政治学研究能力。 

 4.提供优质学习环境：24 小时开

放专属电脑教室、一人一座专属研

究室读书空间及置物柜。 

 5.在学期间鼓励参与国内外研讨会

发表论文并提供奖学金以及交通费

补助。 

微生物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2.讀書及研

究計畫、3.自傳及研究興趣、4.師長推

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一、成立於 1980 年，专任教师皆具

博士学位，分别具有微生物、免

疫、细胞、分子生物等专长。 

 二、课程分为「生技品保品管」与

「生技产业研发」课群。「生技品保

品管」课群是训练学生具备产业界

与微生物相关品保品管能力，着重

微生物及环境检验分析、食品安全

与实验室认证；「生技产业研发」课

群是训练学生具备产业界之研发专

业能力，加强分子遗传、细胞工

程、发酵技术及生物资料分析。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須附學業成績總平

均及名次證明）、2.讀書計畫、3.自

傳、4.推薦函(2 位各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1.课程设计以建立进阶经济理论基

础，同时强化经济模型建构、数量

分析及资讯能力，配合多样性的经

济专业课程，培育具国际观之中高

阶经济分析人才。 

 2.除专任教师外，另礼聘杰出经济

学者上课，或进行专题讨论课程，

培养独立思考与研究分析能力。 

 3.专任师资各具专长，特色研究领

域包括生产力与效率、总体与国际

金融、劳动与教育经济、区域经

济、旅游经济、个体计量应用、赛

局与实验经济学、财务经济等。 

 4.提供奖助学金。 

  

  

财务工程与

精算数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及專業成

果(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3000 字

以內）、4.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英文能力證明、2. 其他相關能

力佐證資料 

1.本系在保险精算领域已发展数十

年，在实务界及相关单位均获高度

评价，极具竞争力。 

 2.近十年来更跨界财务工程领域，

不仅使学生出路更广，在台湾相关

领域，亦是唯一具有完整师资和课

程的学系。在大学入学招生与招收

国际学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含家庭狀況、中學以上求學經

1.开设多元丰富专业课程，强化高

阶法律人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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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工作簡歷、個性及特質、自我評

估、攻讀碩士班之動機、未來生涯計畫

等)、2.攻讀碩士學位研究計畫、3.推

薦函(2 位各 1封)、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或其他外語能力證明、2.「已

發表著作」等其他相關學術論著 

 2.以分组招生授课方式，规划为公

法、刑法、民事法、国际法、财经

法、财税法以及科技法律等七组课

程。 

 3.专兼任教师阵容坚强且多元，专

业领域包含各种法律专业面向。 

 4.开设第二外语课程、外语法学名

着选读课程。 

 5.首创两岸法学学术交流之先锋，

持续推动两岸法学学术交流已逾廿

余年。 

 6.每班设有辅导助教、班级导师，

辅导日常生活以及课业之学习。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2.自傳、3.

研究計畫、4.其他相關個人研究能力、

經驗等證明文件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班历史悠

久，师资顶尖，声誉卓着，已培育

数百位具中文专业的社会中坚人

才，或为学有专精的研究人员，或

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优良教师，或为

各行业中的杰出表率。本硕士班着

重训练学生的学思能力，学习在学

术及生活上提出质疑、蒐罗证据、

解决问题、精准表述等专业能力，

是大学毕业後欲深造的最佳选择。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請打字或

以標準稿紙繕寫)、3.研究計畫(限 C

組：主修音樂學)、4.音樂專業主修之

影音(ABC 三組之專業主修內容，請詳

見 本 校 音 樂 系 網 頁 - 招 生 ， 網 址

http://www.scu.edu.tw/music) 

1.分三组招生：(A)组-主修作曲；

(B)组-主修演奏(钢琴、声乐、长

笛、双簧管、单簧管、低音管、小

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管弦乐指

挥)；(C)组-主修音乐学（含音乐

史、音乐文献研究、民族音乐学、

台湾音乐、圣诗学、基督宗教音乐

等）。 

 2.主要研究方向与重点：(1)注重

研究学术方法训练；(2)电脑与音乐

艺术之结合；(3)音乐历史发展之认

知与时代之关联；(4)提昇音乐表演

艺术人才演奏诠释之能力。 

  

会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須附學業成

績總平均及名次百分比證明）、2.讀書

計畫、3.自傳、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 

1.本系为全台创办最早，历史最悠

久的会计学系，以「培养敬业乐群

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课程主轴

为：会计审计专业深化、会计与资

讯整合、会计与法律结合三大主

轴。 

 2.师资阵容坚强，并邀请国际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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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系短期讲学。 

 3.研究生修业规划完整而严谨。 

 4.会计师证照录取人数评比名列全

台各大学前茅。毕业生均可获得四

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两个以上就业

机会。 

历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請附學業成績

總平均及名次證明)、2.研究計畫、3.

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與歷史相關

之競賽得獎證明、榮譽證明、專題報告

或已發表之文章等) 

1.本校邻近故宫博物院及中央研究

院，对研究生蒐集资料有极佳便利

性。 

 2.积极延揽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学着

名学者专家授课，提供学生最坚实

严格训练。 

 3.课程分为「史学」、「文献学」二

大学群，课程内容多元，涵盖中西

历史及公众历史；并依社会发展脉

动，导入数位人文课程，拓展应用

学习渠道。 

 4.设有多项论文奖学金，鼓励撰写

优秀论文及参与研究事务。 

 5.108 学年度起，开始办理大陆学

生专班，学生学习成效良好。 

  

心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內）、2.研

究計畫(5000 字內）、3.推薦函(2 位各

1封)、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 英語能力證明、2. 其他有利審

查之學習與研究能力證明 

1.本系硕士班分为「工商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及「谘商心理学」

三组。 

 2.重视建构华人文化区心理学运

用，培养具坚实研究能力之应用心

理学专业人才。 

 3.除提供报考临床及谘商心理师之

证照课程外，亦培养具备企业谘商/

员工成长协助方案专业人才，以及

洞察与解读数据能力的市场研究/产

品开发人才。 

  

  

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2.研究計畫

(3000 字）、3.推薦函、4.大學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1.国际化学术发展与教学环境：国

内首创国际迷你课程，自 2006 年起

持续办理至今共计 8 次，邀请知名

学者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

坡及香港等；并自 2008 年起办理

「东吴国际哲学讲座：大师系列」，

共举办 8次。  

 2.图书资料中心：设有「中国哲学

外文资料中心」馆藏近五千册。另

有「知识论全球资料库」，藏书超过

四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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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近几年推出「推理」与「美学智

能」第二专长模组，另硕士班规划

有五星级的中国哲学课群。 

德国文化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歷年成

績單、3.推薦函、4.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等同「歐語能力評量共同參考標準

（CEFR）」B1 級(含)以上德語檢定證明

分为两组：（A）德语教学组：以培

养德语教师为目标，课程包括德语

教学理论与实务，并与高中合作，

进行德语教学实习。（B）德文翻译

组：以培养德文笔译与专业人才为

目标，课程以专业领域（包括文

学、政治、媒体）及实作翻译为

主，并透过本系「德语书籍翻译计

画」，由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德文书籍

翻译，由出版社出版。此外，亦提

供德国文化专题课程，包括德国文

学、政治、跨文化等，加强学生对

於德国人文社会知识之了解。 

社会工作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2.讀書計畫

(1000 字內）、3.推薦信、4.大學歷年

成績單、5.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心得報告

(5000 字內） 

1.课程特色︰课程内容多元，有助

精进社工实务工作、督导与管理能

力。 

 2.师资与教学特色︰强调「行

动」、「合作」、「多元」。 

 (1)东吴社工教师群阵容坚强，专

长领域兼具直接服务及社会福利政

策，注重实践行动力，强调理论於

实务中之应用与生产在地实践知

识，教师具团队合作教学力量。 

 (2) 丰富、完整的实习课程与制

度，深入社会脉络进行探究，培养

紮实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人才。 

  

  

英文学系翻

译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大學)歷年成績單(需包含

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名次）、2.讀書計畫

(請以英文繕打)、3.英文履歷表、4.二

位教師推薦函(各 1 封；以英文撰寫尤

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助於呈現相關能力與成就之

資料（如翻譯作品、口譯活動成果等書

面資料）、2.TOEFL、IELTS、TOEIC 等

英檢成績單、3.其他可證明申請人英文

能力、學術研究興趣與成果之資料。 

1.本系硕士班自 107 学年度起更名

为「英文学系翻译硕士班」，以学系

既有的文学阅读与语言训练为基

础，持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与批判

思考能力，在中英语文之间进行兼

具深度与广度的跨文化沟通。 

 2.举办演讲活动与论文发表会，提

供学生发表与讨论研究成果的机

会。 

 3.本校图书馆藏书丰富，学系并设

有一间研究生专属研究室。 

 4.与澳洲西雪梨大学签有双联学制

合约，学生可申请於第二学年前往

就读，取得两校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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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須附學業成績

總平均及名次證明，或附校方成績等級

說 明 (Explanation of Grading 

System))、2.讀書計畫、3.自傳、4.教

師推薦函(2 位各 1封) 

分两组招生：（A）「数学组」以培育

具备数学专业素养与研究的人才为

目标，课程以理论数学与应用数学

为主。（B）「决策科学与海量资料分

析组」为培养具备决策能力与海量

资料分析的科学人才，课程以高等

应用统计及资料分析为主，并且安

排实务实习课程连结产业界。另依

教师研究专长开设多元选修课程：

金融计算与风险评估、博奕论、矩

阵应用、偏微分方程式论、动态系

统、编码论、组合设计、资讯检

索、高维度资料分析等。 

  

社会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2.讀書計畫或攻

讀學位研究計畫、3.師長推薦函(2 位

各 1封)、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 

本系配合社会趋势脉动与系友回馈

意见，课程规划强调学术与实作的

结合，全力提升学生理论思考与独

立研究能力。「区域研究与社会政

策」及「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两

大课群，培养研究生探索理论问

题、社会政策分析与区域研究之专

业知识与技能。强化东亚社会政策

研究领域，以社会政策研究为基

础，东亚国家为研究场域，进行照

顾、年金、劳动等政策面向的东亚

比较研究，并强化国际学术合作发

表与交流。 

人权硕士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須附學業成

績總平均及名次證明）、2.學習計畫

書、3.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相關證明(例如各式英文檢定、證

照等) 

1.唯一人权教育教学单位，注重人

权哲学与理论基础，厘清基本人权

概念，并强调人权在不同领域的社

会实践。 

 2.课程规划除涵盖人权理论与经验

研究外，亦注重参与实际的人权活

动。与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合作密

切，让学生们有充分机会，透过实

习、倡议等活动，实践所学。 

 3.每年举办国际研讨会、国际迷你

课程、人权飨宴演讲等活动，训练

学生主动关心社会议题，加强国际

视野。 

 4.提供优渥的新生入学奖学金及优

秀学生奖学金。 

  

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須附學業成績

總平均及名次證明）、2.讀書計畫、3.

1.本系以培养优秀化学人才为目

的，依个人性向并配合社会脉动，

学生可选择修习不同课程，以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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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来可发挥所长，更在发展之进程中

自然融合成不同之研究群，彼此支

援，落实学术研究成果於人类。 

 2.化学为基础科学，以此为中心，

相关从事行业十分广泛，如食品、

医药、材料等，均亟需化学人材，

故本系毕业生除在学术研究单位任

职外，在化学相关工厂、电子公

司、仪器公司、医院等处工作之人

数众多，就业前景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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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原大学 

电话 886-3-2651711~12 

传真 886-3-2651729 

电子邮件信箱 chihyingw15@gmail.com 

网址 http://www.cycu.edu.tw 

地址 桃园市中坜区中北路 2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中原大学创立於 1955 年，以「笃信力行」为校训，本基督救世爱人的牺牲奉献精神办学。目前设

有理、工、商、法、设计、人文与教育、电机资讯及产业等 8个学院，31 个学士班、38 个硕士

班、13 个博士班、19 个硕专班，全校学生 1万 6千多人，其中境外学生已逾 1,700 人，历年毕业

校友遍及海内外 12 万余人。 

  

 1.重点荣誉： 

 (1).2020 连续六度荣获中国工程师学会颁发「产学合作绩优」奖，今年再荣获私校首奖。 

 (2).2020 勇夺 2019 学科正规化引文影响力指标(CNCI)，全台综合大学薄暯科学、化学领域全台

第一！材料科学、工程领域私校第一！全领域全台第三！ 

 (3).2019 连续 3年荣获 1111 人力银行公布「企业最爱大学」私立大学第一名。 

 (4).2019 连续六年荣获世界大学排名中心(CWUR)排名，台湾私立综合大学第一名。 

 (5).2019 连续三年荣获 1111 人力银行公布「企业最爱大学」私立大学第一名。 

  

 2.师资完善：本校助理教授以上职位之教师中 94%具博士学位，过半数师资留学美国、欧洲与亚

洲等名校，并获博士学位；1/3 教授具产业界服务经验。 

 3.国际认证：工、电资两院各系所皆已通过华盛顿公约认证机构的 IEET 工程教育国际认证。商

学院已通过 AACSB 国际商管学院促进协会认证。 

 4.学杂费：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1,600 元至 14,800 元间，境外生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

网页公告为准。 

 5.住宿：新生优先安排住宿，研究生二年级(含)以上采抽签住宿，住宿设备环境优良，於校区内

无线网路畅通。 

 6.奖学金：硕博士优秀陆生奖学金共 4名，通过审核後，提供在校优秀陆生硕士班每人六万元、

博士班每人十万元。 

 7. 本校地理位置优良、交通便利近台北市、桃园机场、中坜火车站，中原商圈贴近学校、环境

及生活机能选择便捷而多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设计学博士

学位学程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簡歷、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3.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4.國外

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5.碩士論文、6.

研究計劃（A4 尺寸，約 6000 字，內容包

含：研究題目、研究方法、文獻探討與參考

書目、研究進度、預期成果）、7.著作發表

紀錄（含學術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專

書、技術報告、作品發表及其他）、8.已發

表論文之抽印本（影印本）2～3 篇或作品

集（A3 或 A4 尺寸）一份、9.其他有利審查

本学位学程系以整合四系跨领域

之师资之教学专长与研究能量为

缘起，依照校、院之中程发展目

标为：文化性、科技整合性与永

续关怀之设计学研究，目的栽培

有文化学养、学术水准及关怀 21

世纪永续环境之博士生。基於永

续发展与科技整合之趋势，为突

破学术领域划地自限的僵局，营

造设计学跨领域研究整合之契

机。由於博士班在教学与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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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如：外語能力檢定證明、國外居留

期間外語能力證明，創意、創新、創業活動

有關之競賽或參與表現）、10.面試或視訊：

面試或視訊之內容含學習過程與生涯規劃、

研究計畫、其他有利之審查資料。比照博士

考試程序，由事務代表參與遴選、11.視訊

原始成績未達 70 分不予錄取、12.同分參酌

序：(1)審查資料；(2)視試成績、13.考生

須上網:http://www.icare.cycu.edu.tw/點

選:最新消息/博士班考試/學系公告區→下

載【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書面資料摘要統

計表。 

涵盖「建筑」「空间」「视觉」及

「文化资产」等相关领域，在横

向的架构上完整且具特色。 

商学博士学

位学程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2.

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

業證書、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4.簡要

自傳(1000 字以內)、5.研究計畫(3000 字以

內 ) 、 6. 審 查 資 料 摘 要 表 ( 請 自 網 頁

http://cob.cycu.edu.tw/cob/phd/04.html

下載表格)、7.推薦函、8.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商学博士学位学程以「国际贸

易」、「财务金融」、「会计」及

「资讯管理」等专业领域为基

础，以培育商学领域之学术研究

与教学人才为办学宗旨。 

 本学位学程课程以全英语授课教

学，境外学生之比例约三分之

一，分别来自於大陆、印度、韩

国、蒙古、吉尔吉斯、越南、印

尼等国家，大部分境外学生毕业

後从事高等教育教职及研究工

作，其余学生投入产业界、政府

机构或其他研究单位等工作，学

生均有杰出表现及良好的出路。 

企业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2.自傳

（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

內）、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1.教师积极发表学术论文并执行

研究计划。 

 2.聘任前经济部长施颜祥老师、

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老师、

台北富邦银行高级顾问林基源老

师、全联福利中心总裁徐重仁老

师、美国肯德基国际公司前亚太

区总裁王大东老师、美国康柏电

脑公司前全球副总裁俞新昌老师

等重量级专业人士，师资阵容坚

强。 

 3.教师积极指导论文，研究生在

「全台管理论文奖」、「崇越论文

大赏」及「科技管理论文奖」等

重要的论文竞赛展现优异的学习

成果。 

化学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碩士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函 

本系拥有丰富的研究设备及国际

级的薄膜科技研发中心，研究领

域包含薄膜技术、生医材料、流

体化技术、高分子合成、化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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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 

序工程、电浆技术、电子材料、

超重力技术、奈米材料、能源光

电材料等。於 2019 世界大学科研

论文评比，荣获化工学门全台湾

第七，其研究所学位课程亦分为

两大类，第一大类为化工核心课

程(必须於七门核心课程选择三门

修习)；第二大类为化工选修课

程，总毕业学分为 30 学分。 

商业设计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

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4.個人簡歷（含自傳）、5.以

前作品及未來學習計畫書、6.推薦函、7.作

品集。 

本系专业师资共 11 位，包含欧、

美、澳、亚等学历背景。本系强

调教学与实务接轨，因此较其他

大专院校之设计学系更具就业竞

争力，并聘请业界多位专技人士

为兼任教师，提供学界独特之创

意思考课程。 

生物科技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函 。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 

本系教学的特色——理论与实作

并重 

 1.严格要求基本学科训练，奠定

学生坚实之基础，提升其再学习

的能力，以应付多变的科技产

业。 

 2.多元化的课程，提供不同层面

的教育，培养分层思维及贯通全

貌德的能力。 

 3.提供多样性课程，以扩展其视

野，灵活其思考。 

 4.重视团队合作精神，透过亲密

的师生关系，训练学生服务人

群，团结合作的精神。 

 5.除了专业课程，课後活动的举

办与参与，建立师生交流管道，

落实全人教育之宗旨。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計畫

(3,000 字以內)、3.畢業學位證書(應屆畢

業生無則免繳)、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基於本校的教育宗旨与理念，本

所的设计尽量朝弹性化的方向规

划，特别强调"适才适所"以及"理

论与实务"、"专业与通识"三方面

的平衡发展，以配合学生与社会

多元化的需要。 

 1.课程设计－强调适才适所、弹

性规画 

 2.教学设计－强调理论与实务的

平衡 

 3.全人教育－强调专业与通识的

平衡 

电机工程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本系设有:荣誉讲座教授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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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 

教授 6 位、副教授 4 位及助理教

授 4位。  

 2.课程完整：基础课程外另有电

力能源、通信工程、人工智慧及

智慧控制领域课程，与业界公司

合开实务课程。  

 3.资源完善：设有电子电路、计

算机网路、电力、通信及控制、

电机 Design House 设备齐全实验

室。  

 4.两岸交流：系上多位大陆交换

学生;师生赴北京清华大学、南京

大学、东南大学访问;东南大学黄

学良院长莅系短期讲学。 

心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劃書(3,000-5,000 字，須註明研

究領域)、2.自傳（含履歷照片）、3.大學或

歷年成績單正本、4.推薦信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相關研究經驗、2.其他有利於申請

之資料、3.最高學歷證明(非應屆)。 

1.师资健全:教授 1 位、副教授 6

位及助理教授 7 位，具海内外着

名大学博士学位。 

 2.教育特色:培养认知、发展、

社会、人格、计量和工商等心理

学领域有专业知识、紮实训练及

独立研究能力之人才，使其能够

在实务专业领域发挥或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 

 3.资源完善:设置脑波实验室、

眼动仪实验室、基础心理实验

室、电脑教室、动物房、心理测

验室以及谘商室。 

 4.两岸交流:於 991 学期起接受

大陆交换学生赴本系交流。 

室内设计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

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4.自傳(1,000 字以內)、5.研

究計劃(5,000 字以內)、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競賽成果、作品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申

請之資料。 

1.历史最悠久：1985 年成立，为

台湾最早成立之大学室内设计专

业学系，校友遍布海内外。 

 2.师资最丰富：师资多元，由留

学英、美、德、日、澳及台湾之

博士群组成教学阵容。 

 3.学生最国际：境外学生超过

150 人(韩国、印尼、马来西亚、

越南、香港、澳门等地)。 

 4.目标最全面；以培育具关怀

心、爱动脑想、能动手做、有世

界观的空间整合设计人才为目

标。 

地景建筑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

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

硕士班研究方向「共生环境营

造」之范畴包含设计学院各所相

关「永续」议题之内容，故以跨

领域及对话学习之教学理念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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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歷年成績單、4.作品集(如為共同創作，則

請註明作品中屬於自己創作的部分)、5.自

傳（1,000 字以內）、6.研究計畫（5,000 字

以內）、7.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專

利、專業、相關實務設計經驗、競賽成果、

專題研究報告、學術論文、及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 

课程，以扩展「共生环境营造」

的专业领域，除对应景观专业需

求之外，亦提供跨领域系所选

修。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1.师资健全:现有教授、副教授及

助理教授专任师资 13 名，具台湾

内外知名学府博士资格，国际期

刊发表卓着。 

 2.课程完整:以系宗旨目标规划

出课程两大领域: 公司理财与全

控管理以及金融商品与金融市

场，培育具有才德涵养之财金专

业人士。 

 3.资源完善:追求教学卓越目

标，建置专业教室:金融数位学习

与证照中心，强化学生专业优

势。 

 4.两岸交流:陆续接受东南大

学、北京语言大学、山东大学等

多校交换生。 

机械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

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4.自傳（1,000 字以內）、5.

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專利、專業、競賽成果、專

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申請之資

料。 

1.本系专任师资共计 20 位，皆具

博士学位，教授 13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授 5位。 

 2.学术风气良好，论文发表、研

究计画及产学合作均在台湾排序

中名列前茅，发明、专利、技术

转移成果丰硕。 

 3.研究成果丰硕，论文质量评比

达国际名校水准，并远胜於台湾

平均值，科研评比与台大、成

大、清华及交大同列鳌头。 

 4.通过 IEET 国际工程教育认证

(符合「华盛顿协定」)，本系毕

业生的学历受国际认可。 

土木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1.师资健全：本系成立於 1955

年，现有专兼任师资约 30 位，各

学有专精，负责本系教学、研

究、辅导及服务工作。 

 2.课程完整：本系研究所之教学

在於培养结构工程、水利工程、

大地工程及运输系统与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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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领域内之工程人才及研究

人员。课程内容不但中视基本知

识，亦重视实务运用及设计。 

 3.资源完善：有各项完善之实验

设备及充分之经费可供运用。 

 4.国际认证：2004 年起通过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 

建筑学系文

化资产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

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4.自傳（1,000 字以內）、5.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競賽

成果、設計專題研習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

於申請之資料 。 

1.本系重视「跨领域之整合研

究」：产官学的合作机制、跨领域

的研究网络、国际观的研究视野

及本土化的研究与教学体系。  

 2.专任师资共 12 位，毕业自日

本、英国、德国、美国、台湾等

地知名大学。  

 3.硕士班包含「建筑设计与计

画」「可持续建筑」、「建筑历史与

理论」、「文化资产」等研究领

域。 

 4.每学期提供高额奖学金及助学

金给表现优异的硕士生。 

 5.地理位置靠近台北，艺文活动

与展览频繁，有助建筑学习。   

建筑学系建

筑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

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4.自傳（1,000 字以內）、5.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競賽

成果、設計專題研習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

於申請之資料 。 

1.本系重视「跨领域之整合研

究」：产官学的合作机制、跨领域

的研究网络、国际观的研究视野

及本土化的研究与教学体系。  

 2.专任师资共 12 位，毕业自日

本、英国、德国、美国、台湾等

地知名大学。  

 3.硕士班包含「建筑设计与计

画」「可持续建筑」、「建筑历史与

理论」、「文化资产」等研究领

域。 

 4.每学期提供高额奖学金及助学

金给表现优异的硕士生。 

 5.地理位置靠近台北，艺文活动

与展览频繁，有助建筑学习。   

物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2.往屆畢

業: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歷年成績

單、3.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4.自傳（1,000 字以內）、5.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6.推薦函 

在基础与应用兼顾的原则下，致

力建立系统性研究特色并维持理

论与实验的平衡，着重在基础物

理之探讨与应用之研究。期求能

营造一个在学术研究上能相互支

援，并具国际声望的环境。 

会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1.师资健全:现有专任师资共 17

位，其中 16 具有博士学位，13 位

取得会计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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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2.本系硕士班开设有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税务法规及政府非营

利专题研讨等相关课程，堪为台

湾教学之特色。 

 3.设置有 3 间会计系学生专用教

室、教师研究室 18 间、硕士生研

究室 2 间，皆备多媒体教学、空

调设备、教学环境完善舒适。 

财经法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 

1.师资阵容:专任教师除具实务背

景外，并取得美、德、日及台湾

之法学博士。另聘有许多实务经

验丰富的学者专家担任兼任教

师。 

 2.课程设计:为培养学生研读外

文资料之能力，硕士班甲组必修

科目为法学语文课程及「研究生

通识课程」，并且需撰写硕士论

文。乙组(非法律系毕业)学生应

先修习基础法律课程，再选修专

业法律课程，再撰写硕士论文。 

 3.资源完善:本系图书室购置

中、英、德、日文等法律专业书

籍、期刊及法律资料库。 

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與研究計劃書、3.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本系以理论及实验并重，并辅以

业界老师之实务经验，让课程丰

富及多元化，教学课程内容除教

育部规定必修课程外，并有生物

化学、有机特论、有机合成化

学、高分子化学、有机分析、量

子化学、有机光谱分析、有机金

属化学、工业化学、天然物化

学、酵素化学、农药化学、应用

电子学等为选修，并设立化工辅

系，使同学具有化工学识。 

国际经营与

贸易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1.学士班 1976 年成立，硕士班

1999 年成立，硕士在职专班 2002

年成立，学制完整，毕业系友遍

布世界各地。 

 2.致力於培养「具有国际观，能

解析国际经贸情势，熟谙国际经

营与管理，并具有环境观之优秀

经贸管理人才。 

 3.教师专长包含经济及产业、行

销与管理、财务及计量，本系专

任教师均有博士学历。 

 4.可从事工作有国际企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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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人、业务经理人、基金经理人、

财务与采购、行销企划、证券及

投资分析师、产业分析师。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1.教师积极发表学术论文并执行

研究与产学计划。 

 2.聘任前经济部长施颜祥老师、

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老师、

台北富邦银行高级顾问林基源老

师、全联福利中心总裁徐重仁老

师、美国肯德基国际公司前亚太

区总裁王大东老师、美国康柏电

脑公司前全球副总裁俞新昌老师

等重量级专业人士，师资阵容坚

强。 

 3.课程设计强调理论与实务结

合，并藉由开设企业实习课程，

由毕业系友担任企业导师带领见

习，协助培养职场竞争力。 

应用外国语

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英文履歷自傳、2. 推薦函、3. 研究計

畫書(以英文撰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檢

定證明、獲獎或競賽榮譽證明、專題報告或

代表作品），此項由申請人自由提供。 

1.本系之研究所实务笔译/翻译领

域课程，除提供专业知识与语言

训练外，益配合本校环境发展系

所特色，着重於翻译作品之实务

训练，期能协助研究所学生提高

语文能力与专业知识。  

 2.本系之研究所英语教学/语言

学领域课程，除提供专业知识与

语言训练外，亦因应校内外环

境，积极结合相关教学资源，发

展系所特色，持续提供学生实务

训练或师资排讯进修资讯，以期

能协助研究所学生提高语文能力

与专业知识。 

化学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3,000 字以內）、4.推薦

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利、專業、競

賽成果、專題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有利於

申請之資料 。 

本系拥有丰富的研究设备及国际

级的薄膜科技研发中心，研究领

域包含薄膜技术、生医材料、流

体化技术、高分子合成、化学程

序工程、电浆技术、电子材料、

超重力技术、奈米材料、能源光

电材料等。於 2019 世界大学科研

论文评比，荣获化工学门全台湾

第六，其研究所学位课程亦分为

两大类，第一大类为化工核心课

程(必须於七门核心课程选择三门

修习)；第二大类为化工选修课

程，总毕业学分为 3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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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淡江大学 

电话 886-2-26215656 分機 2016 

传真 886-2-26209505 

电子邮件信箱 atbx@mail.tku.edu.tw 

网址 http://www.tku.edu.tw 

地址 新北市淡水区英专路 15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创校於 1950 年，为台湾第一所私立高等学府，以国际化、资讯化、未来化之三化教育理念，培

育具心灵卓越的人才，是一所具规模且功能完备的综合型大学。 

 2.拥有淡水、台北、兰阳及网路等 4个校园，共有 9个学院、51 个学系组、48 个硕士班、22 个

硕士在职专班、18 个博士班、9个研究中心、62 个学分学程、约 230 个学生社团。计有学生约

24,000 名，专兼任教职员工约 2,000 名，校友逾 27 万名。 

 3.荣获第 19 届国家品质奖、国家环境教育优等奖、企业环保奖，通过世界卫生，其组织国际安

全学校认证。 

 4.荣获教育部大专校院国际化品质视导特优奖、体育绩优学校奖、友善校园奖。 

 5.通过教育部大学校务评鉴、系所评监之肯定，并为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高教深耕计画、大学

社会责任实践计画等奖励之优质大学。 

 6.2020 年 1 月荣获「世界大学网路排名」私校第 1名。 

 7.2020 年连续 23 年荣获《Cheers》杂志「2000 大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私校第 1名，另荣获

《远见》杂志「最佳大学排行调查」私校第 1名。 

 8.大陆学位生人数 261 名，包括本科、硕博士班学生，另有来自大陆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吉林

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及厦门大学等 30 多所姊妹校的交换生。 

 9.提供有莲奖学金，金额为本科每名 2万元，硕博士每名 20 万元。名额为本科 150 名、硕士 9

名、博士 6名，以上名额为陆生、侨生及外国学生总和。 

 10.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1,990 元至 15,150 元。 

 11.设有陆生辅导小组，成员包括陆生辅导专职人员、各院系专责导师、宿舍专职辅导员及学生

谘商辅导专业人员，负责陆生生活与课业的辅导与协助，并设有陆生专属社团。 

 12.备有生活机能完善之学生宿舍，内设网路、冷气空调，24 小时专人管理与服务。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英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碩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學位證書影本、4.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5.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3.推薦信一封 

1.台湾私立大学中唯一提供本科、

硕博士班三阶段完整的语言教学及

文学专长训练。 

 2.语言教学课程以语言学、教学理

论与实务、科技运用及文化素养为

四大主轴，为培育英语教学专业老

师的重镇。 

 3.文学课程包括英美文学、文化理

论和生态研究三大领域；以世界文

学、影像理论和生态研究为特色，

三者相互辉映。 

土木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碩士班歷年成績單)：(1)學

土木组： 

 1.课程分结构工程、大地工程、营

建管理三主轴。 

 2.设有风工程研究中心 2 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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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位證書影本、(2)碩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各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

品集、競賽成果、證照…等) 

及 4 座风洞进行高楼建筑抗风、桥

梁抗风等研究，与国际知名风工程

研究学者合作，为全台最具特色的

土木工程研究所之一。 

 3.通过 IEET 工程教育认证。 

 建筑组： 

 1.教育目标：训练高等建筑与都市

设计之教学与研究人才。 

 2.研究方向：建筑、都市、绿建

筑、文化环境、数位建筑等。 

 3.人才培育：培养相关理论与设计

研究人才。 

财务金融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碩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學位證書影本、4.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5.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3.推薦信一封 

1.培育理论与实务兼具的财务金融

人才。 

 2.课程规划：涵盖公司理财、投资

及国际金融等相关领域，培养学生

具备投资、国际金融专业经理人之

能力。 

 3.重视学生应用财金资讯之能力，

并开设计量经济学、数量方法等课

程，以提升学生数理应用及建构财

金资料库之能力。 

 4.教育目标：培养能洞察未来、深

具国际观的财金专业人才。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碩士歷年績單)：(1)學位證

書影本、(2)碩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專業成果(各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

品集、競賽成果、證照…等) 

1.台湾最早成立之计算机与信息相

关科系（1969 年），历史悠久、学

制完整、师资阵容坚强、研究领域

多元。 

 2.台湾 IT 产业的许多先进皆为毕

业校友，和产业界联系密切。 

 3.研究领域涵盖无线网络、物联

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式识

别、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多媒

体系统、数据库、数据挖掘、云计

算、大数据分析、密码学、信息安

全及嵌入式系统等。 

 4.现有本科及硕士陆生 20 名。 

大众传播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計畫、

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需繳交

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學位畢業證

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本、(3)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1.着重「讯息研究」与「文化行

销」能力之养成。 

 2.课程设计之精神乃因应媒体汇流

与整合趋势，涵盖理论与实务、博

雅与专业领域。 

 3.鼓励学生针对传播相关议题，运

用适当理论与方法进行独立研究，

训练学生在传播文化领域具备整合

与反思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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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果、證照…等)  4.透过学习领域整合与应用的训

练，塑造学生在文化创意产业分

析、企划与行销之统整能力，学生

在面对当今多变的媒体产业环境

时，能具备讯息内容研究与文化行

销之专业。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位

證書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重视产业环境与企业议题分析，

训练具问题解决能力之专业管理人

才。 

 2.以企业管理的一般管理知识为基

础，培养管理方面专业经理人。 

 3.强调专业学科养成及应用，并与

各产业(如科技业、制造业、服务

业、零售物流业等跨国公司)动态进

行链结，以培育优秀企业经营者为

使命。 

土木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师资阵容坚强，课程分为结

构工程、岩土工程、资讯科技与营

建管理三大主轴。 

 2.设有风工程研究中心，2 栋实验

室及 4 座风洞，长年进行高楼建筑

抗风、桥梁抗风及大气扩散之研

究，并和国际知名风工程研究学者

合作，迭有优良研究成果，为全台

最具特色的土木工程研究所之一。

 3.大学部、硕士班课程及学位已通

过 IEET 工程教育认证，毕业生的学

位受到国际承认。 

建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4.作品集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競賽成果、證

照…等) 

1.教育目标：培育适应未来科技与

社会发展趋势，面对环境挑战所需

建筑文化、环境永续研发与设计能

力之高阶专业人才。 

 2.研究方向：建筑理论与历史、地

域文化、永续环境、数位建筑等四

大主题。 

 3.教学品质：大学部、硕士班课程

及学位已通过 IEET 工程教育认证，

毕业生的学位受国际认可。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1.培育理论与实务兼具的财务金融

人才。 

 2.课程规划：涵盖公司理财、投资

及国际金融等相关领域，培养学生

具备投资、国际金融专业经理人之

能力。 

 3.重视学生应用财金资讯之能力，

并开设计量经济学、数量方法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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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程，以提升学生数理应用及建构财

金资料库之能力。 

 4.教育目标：培养能洞察未来、深

具国际观的财金专业人才。 

管理科学学

系企业经营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以决策分析、企业经营、统计分

析、财经分析四大领域训练企业经

营管理事业经理人，培育具备决策

分析能力的企业家。 

 2.学生可与国外姐妹校交换，或参

加 QUT 或 UQ 1+1 双联学制培养国际

观，增强专业能力。 

 3.强调学生与校友、业界的互动，

及早了解市场需求。 

会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为培育术德兼修之卓越会计人

才，课程设计着重实务与理论配合

之研究，并设置审计与会计实务讲

座及邀请国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开

设专业课程。 

 2.教师教学方式强调对问题思考之

引导，研究与表达能力之培养，鼓

励学生对会审相关议题进行独立研

究。 

 3.师资专业领域齐备，涵盖财会与

财管、管会、审计、会计资讯系统

等。 

 4.课程设计获澳洲会计师公会与

ACCA 特许会计师公会认证通过。美

国管理会计师协会 IMA 在台合作夥

伴。 

中国文学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位

畢業證書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或文件 

1.中外文学理论兼融，古典与现代

并重。既有文献学的训练，亦有当

代学术前沿的介绍，以期培养研究

生坚实的研究能力，为从事学术研

究做准备。 

 2.配合系上女性文学、儒学、文

献、图漫、田调、编采、古典诗

词、儿童文学与出版等专业教研室

举行读书会、座谈会、研讨会，以

提升学术竞争力。 

电机工程学

系人工智慧

系统整合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1.本系成立於 1971 年，以培育电

机、电子、资讯及智慧机器人领域

之高科技人才为目标。 

 2.「人工智慧系统整合组」课程包

含智慧型控制、模糊系统、类神经

网路、演化计算、机器学习、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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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学习、影像处理、系统晶片等领

域，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之训练，

使学生具备多元竞争力。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位

證書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台湾最早成立之计算机与信息相

关科系（1969 年），历史悠久、学

制完整、师资阵容坚强、研究领域

多元。 

 2.台湾 IT 产业的许多先进皆为毕

业校友，和产业界联系密切。 

 3.研究领域涵盖无线网络、物联

网、模式识别、图像处理、计算机

视觉、多媒体系统、云计算、大数

据分析等。 

 4.本系与日本会津大学、澳洲昆士

兰理工大学签订硕士双联学位，提

供研究生取得双硕士学位的便捷管

道。 

 5.现有本科及硕士陆生 20 名。 

水资源及环

境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课程分为水资源工程与环境

工程两个领域，提供工程专业理

论、分析、规划，并强调资讯科技

应用能力，训练学生程式语言与各

种工程软体之应用，符合现代工程

师的资讯专业需求，为高深研究进

修奠定基础。 

 2.配合科技进步与社会之演化，增

开新课程或加入新知识内容，并增

加跨领域知识，适应未来社会对水

与环境管理与永续发展需求。 

 3.重视培养具环境关怀与专业伦理

的专业工程师及建立学生具参与国

际工程业务的从业能力。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致力於资讯科技与经营管理知识

之科际整合研究发展。 

 2.培育兼具资讯技术能力与现代管

理知识的中高阶人才。 

 3.专业研究范畴包含资讯管理理

论、决策支援与分析、商业智慧与

社群运算、大数据探勘、资讯科技

应用与资讯通讯安全等。 

 4.理论与实务并重，融合「资讯技

术」与「管理思维」，毕业生深受学

界与业界的喜爱。 

资讯工程学

系智慧计算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1.台湾最早成立之计算机与信息相

关科系（1969 年），历史悠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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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与应用硕士

班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位

證書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制完整、师资阵容坚强、研究领域

多元。 

 2.台湾 IT 产业的许多先进皆为毕

业校友，和产业界联系密切。 

 3.研究领域涵盖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模式识别、图像处理、计算机

视觉、数据挖掘、云计算、大数据

分析等。 

 4.本系与日本会津大学、澳洲昆士

兰理工大学签订硕士双联学位，提

供研究生取得双硕士学位的便捷管

道。 

 5.现有本科及硕士陆生 20 名。 

电机工程学

系积体电路

与计算机系

统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成立於 1971 年，以培育电

机、电子及资讯、通讯领域之高科

技人才为目标，特色发展人工智

慧、大数据、物联网与人工智慧晶

片设计。 

 2.「积体电路与计算机系统组」课

程包含电机基础课程、超大型积体

电路、系统晶片设计、无线通讯网

路、网路多媒体及嵌入式系统等领

域，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之训练，

使学生具备多元竞争力。 

电机工程学

系人工智慧

机器人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成立於 1971 年，以培育人工

智慧、感测技术、精密运动控制与

嵌入式系统等系统整合之高科技人

才为目标。 

 2.「人工智慧机器人硕士班」课程

包含机器人学、机械手臂应用实

务、智慧电子应用、机构设计与加

工实务、视觉感测技术、人工智

慧、机器学习应用等领域，强调理

论与实务并重之训练，使学生具备

多元竞争力。 

电机工程学

系人工智慧

物联网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成立於 1971 年，以培育电

机、电子、资讯、通讯以及人工智

慧物联网领域之高科技人才为目

标。 

 2.「人工智慧物联网组」课程包含

电机基础课程；人工智慧物联网基

础课程；人工智慧领域应用：通讯

技术、物联网、电磁与天线、电脑

视觉/图像；物联网领域应用：工业

物联网、传感器、5G、无线充电、

信号处理、光感测/Li-Fi 技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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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讯系统晶片设计等，理论与实务并

重，期使学生具备多元竞争力。 

国际企业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培养学生成为国际企业之专业经

理人。 

 2.培训学生具独立分析、判断、解

决企业经营问题且具分析国内外经

济情势演变与行销及财务管理规划

能力的专才。 

 3.本系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弗林特分

校签订双联硕士学位合作计画。 

日本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日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

果(各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

競賽成果、證照…等) 

1.以日本文学、日本语学、日本语

教育、日本文化为主要研究领域，

并辅以笔译、口译之专业训练课

程，旨在培养以日语能力为基础，

具备人文社会等跨领域素养与专业

知能之优秀人才。 

 2.师资专长领域涵盖日本社会、文

化、思想、教育、语言、历史、宗

教、文学、台湾日治时期等，以及

导入创客及 AI 概念的日语学习环

境，铺设毕业即能无缝接轨就业的

绝佳路途。现有本科陆生 1名。 

公共行政学

系公共政策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助審查資料，例如專業著

作、證書或獲獎紀錄、2.英語能力證明

影本 

本所研究领域涵盖公共事务与管

理、政策分析与规划，系所特色包

含： 

 1.跨域人才培育：养成兼具组织管

理知识与实务经验，熟悉公共政策

分析与规划，足以处理日益复杂的

公私部门管理与行政事务，并具有

正确法律观念的高级行政管理人

才。 

 2.课程多元且彼此连结：包含行政

管理学、法律学、政治学及其他社

会科学，配合个案教学与实务研

讨，各领域师资及课程完整。 

 3.系所历史悠久：创系超过 50 年

历史，已培育数千位优秀校友。 

统计学系应

用统计学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务实化：紮实的理论训练及

跨领域研究。 

 2.应用领域化：推广统计方法於商

业、工业、生物三大领域的应用。

 3.课程多元化：全英语授课、以实

整虚、书报讨论等多元化教学。 

 4.技能专业化：举办统计专业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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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考试；结合系友专业知识与业界经

验，强化学生资料分析的能力。 

 5.交流国际化：提供西南财经大学

与厦门大学交换生、「1+1 硕士双联

学位」等交流机会；不定期聘请国

外知名学者至本系短期密集授课。

经济学系经

济与财务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以全博士、半数以上毕业於美国

知名大学的坚强师资，提供完整、

紮实的专业训练。 

 2.课程规划涵盖财经理论、数量方

法、实务应用等多元面向，兼顾理

论与实务、核心基础与进阶专业。

毕业生在深造或就业上，具备宽

广、弹性的选择空间。 

 3.本系和澳洲昆士兰大学及澳洲昆

士兰理工大学签订 1+1 的硕士双联

学位，提供研究生取得双硕士学位

的便捷管道。 

教育科技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培育数位学习应用、专案管理评

监与教育科技学术研究的人才。 

 2.课程分「教育科技理论与研

究」、「数位学习理论与应用」及

「专案管理与评监」等领域，配合

企业实务观摩、专家讲座、企业及

研究专案之见习，增强职训。 

 3.研究领域包含数位学习、教学设

计、资讯融入教学、讯息介面设

计、电脑辅助教学/训练系统、电脑

教育游戏、教学资源中心、教师专

业发展、学习/实务社群。 

产业经济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3.推薦信一封 

1.本所为国内唯一具有大学部、硕

士班及博士班完整学制的产业经济

学系所。 

 2.本所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内容

包括产业经济与经济理论的专业课

程以及产业实务的实习课程，主要

目的在培育各产业所需之专业人才

或学术研究之人力。 

 3.目前本系也与澳洲昆士兰大学和

昆士兰理工大学签署跨国双硕士学

位，只要花 2 年时间即可取得两校

硕士班学位。 

资讯与图书

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1.本系以图书资讯学为核心，资讯

科技为辅助；以教师专业素养为经

纬，以学生创意活力为泉源，组成

严密之学习网络，落实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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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并重之研究教学理念。 

 2.本系研究所教师具国内及英、美

知名大学博士学位，师资阵容坚

强。 

 3.毕业生以图书馆、出版公司、资

讯网路公司或教育单位为主要工作

场域，工作表现和态度皆能获得其

主管的肯定，已成各类图书馆、资

讯企业、出版产业以及相关业界重

要的人力资源，在专业职场的表现

优异。 

淡江大学暨

澳洲昆士兰

理工大学财

金全英语双

硕士学位学

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第一个经教育部核准，由本校商

管学院与澳洲昆士兰理工大学商学

院共同建置的财金全英语双硕士学

位学程。 

 2.第一年在本校就读，第二年赴昆

士兰理工大学就读。符合毕业条

件，即可取得两校各自颁发的财金

硕士学位。 

 3.2019 QS 评比昆士兰理工大学为

校龄 50 年内的全球大学排名 19。

Financial Times 曾评比该校商学

院「应用财务硕士」为澳洲最佳财

经硕士。许多毕业生任职於世界知

名企业，如 BMW 等。 

化学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研究着重在材料科学、高分

子化学、有机合成、药物化学、仪

器分析、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

 2.本系目标培养产业界研发人才以

及为培养更高阶研究人才的摇篮。

 3.本系具备有齐全的精密仪器、教

学实验室、研究用实验室、系图书

馆。 

物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培养具有理论基础及应用科

技之人才。 

 2.本系师资阵容坚强，是台湾最具

规模的物理系所之一。 

 3.研究范围涵盖物理学大多数领

域，同步辐射领域之研究水准在台

湾名列前茅；材料与计算物理等领

域亦各具特色。 

 4.教学多元化，拥有齐全、先进的

教学及研究实验室，并具有高的研

究所师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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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5.两岸及国际合作交流频繁，关系

密切，是每年一次「两岸物理系主

任联席会议」的发起单位。 

 6.本系提供奖学金。 

数学学系数

学与数据科

学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师资阵容完整，包含数学与统计

科学两个领域。 

 2.设有专用电脑教室，透过数学与

统计软体学习与实务分析训练，增

进学生对理论之了解，强化学生应

用能力。 

 3.与各大教学医院及研究机构皆有

合作。发行「淡江数学」国际英文

季刊。 

机械与机电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以建立系统性的精密机械、

机电整合教学与研究为目标，规划

「精密机械」、「光机电系统」为两

大核心领域，培养学生专业知能。

 2.研究领域包括精密机械与制造、

材料科学与工程、电脑辅助设计与

制造、生医工程、微机电、机电整

合及光机电整合系统等。 

 3.本系是全台唯一以「仿生扑翼飞

行机器」为特色之研究所。 

 4.学生毕业可投入精密机械、半导

体、绿能、显示器、自动化工程、

生技、光电制程等高科技产业。 

法国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3.法文動機信 

1.目标为培养兼具实务经验与理论

方法之法国语言及文化人才。 

 2.结合语言能力与人文素养，训练

独立思考、策划、实践、分析、论

述之能力，进而留学深造或进入相

关领域服务。 

 3.本系硕士班不同於他校法文硕士

班着重於翻译或文学，而以法国各

类文化(政策、艺术、电影、戏剧

等)为主要研究领域。 

 4.全台首创法文领域双联硕士学

位。二年在淡江，一年赴法国里昂

第三大学完成论文取得硕士双联学

位。 

化学工程与

材料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大學歷年成績

1.本系教育目标为培育具备化学工

程与材料工程专业知识与研发能力

之高等工程人才。 

 2.研究生专业训练同时要求理论与

实务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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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3.研究方向：化工程序设计、精密

分离技术、能源工程、绿色制程、

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加工、光电与

无机材料。 

 4.本系奖励学生参加国际学术研讨

会，并招收境外生，积极推动国际

交流。 

运输管理学

系运输科学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研究

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學位

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本、(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各

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競賽成

果、證照…等) 

1.本系运输科学硕士班旨在培养运

输管理及科研人才，培育学生具备

运输基础理论及系统分析能力。 

 2.教授群师资专长领域涵盖智慧运

输科技、大众运输、物流供应链、

交通工程与控制、运输经营管理、

运输安全、运输与人文/环境。 

 3.本系於 2014 年设立「运输与物

流研究中心」，以未来运输之智慧化

与永续化发展趋势为指导方针，整

合产、官、学研界之前瞻议题与实

务应用资源，以培育系统整合人

才。 

欧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學歷證

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

成績單)：(1)學士學位畢業證書、(2)

學位證書、(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證明申請人專業表現之文

件 

1.国内唯一研究欧洲与俄罗斯的完

整硕博士班。 

 2.本所教师皆毕业自为欧洲与俄罗

斯主要大学。 

 3.课程随欧俄局势发展，提供跨领

域的思维，以培养熟悉欧俄历史文

化、社会变迁、法律制度、政经发

展、外交等专业人才。 

 4.国际交流方面，本所已建立与欧

俄大学交流机制以及提供学生至企

业实习的产学合作机会，以便学生

可以学以致用。 

日本政经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或

研究計畫、3.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

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2)學位證書影

本、(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日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

果(各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集、

競賽成果、證照…等) 

1.放眼於建立高水准之日本的政治

和经济的知识根基，期能贡献於教

育、研究和社会服务各领域。 

 2.政治方面，从安倍政权移转到菅

义伟政权。安全保障方面，安倍前

首相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

洋」，自卫队的能力建构是关注焦

点。经济方面，CPTPP、安倍经济

学、企业竞争力为主题；并针对上

述三种面向进行研究探讨。 

教育心理与

谘商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含求學、工作經驗及未來發

展)、2.研讀計畫以及其他有助審查之

資料(如作品、研究成果、論文、報

1 本所为台湾唯一独立谘询心理研

究所，学生组成多元，展现本所学

风的多元创新务实风格。 

 2 本所着重重视心理谘询技术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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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各類獎勵等特殊表現證明)、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需繳交大

學歷年成績單)：(1)學士學位畢業證書

影本或學位證書影本、(2)大學歷年成

績單、4.推薦函 

务训练与现场实习。课程符合台湾

谘商心理师及大陆各级心理谘询师

证照报考要求。 

 3 课程内容包含个别及团体心理谘

询、心理测验、家族治疗、积极心

理学、叙事治疗、学习策略、企业

心理谘询及表达性艺术治疗等专业

课程。 

 4 研究生可申请至医疗院所、各级

学校、谘商机构或公民营企业进行

全方位专业实习。 

拉丁美洲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學歷證

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需繳交大學歷年

成績單)：(1)學士學位畢業證書、(2)

學位證書、(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證明申請人專業表現之文

件 

1.本所成立於 1989 年，为台湾唯一

以拉美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

构。 

 2.全部课程均为选修，其特色在於

研究与实务并重。课程强调拉美政

治、经贸及社会等层面之分析，并

安排学生至政府机关及私人企业参

访和实习。 

 3.营造多元学习环境，透过与校外

单位的合作，提供学生与拉美人士

直接交流的机会。 

 4.每学期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就拉美

重大议题举办多次专题座谈，定期

与拉美着名大学合办国际学术研讨

会，以拓展师生专业视野。 

  



301 
 

学校名称：中国文化大学 

电话 886-2-28610511#11309 

传真 886-2-33229682 

电子邮件信箱 cuafc@dep.pccu.edu.tw 

网址 http://www.pccu.edu.tw 

地址 台北市士林区阳明山华冈路 55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0,000 至 11,800 元间，2021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

告为准。 

 2.本校协助处理学生住宿问题，每学期住宿费约新台币 11,000 至 15,000 元间。 

 3.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00 元。 

 4.凡经各系所组硕士班认定必须补修大学部基础学科者，或经各系所组博士班认定必须补修硕士

班基础学科者，应依规定补修及格始准毕业。以非相关学系资格录取者，如未明列所应补修之大

学部或硕士班基础学科与学分数，入学後得视实际状况订定之。 

 5.硕博士班学生须符合以下规定始得毕业： 

   (1) 修毕各系所应修科目及学分数（依学位审定表）外，并符合毕业修业规定。 

   (2) 通过全球竞争力检定(英文检定)。 

   (3) 在学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且学位论文考试及格并缴交完稿之论文，依本校「博硕士班学

位论文考试办法」办理。 

   (4) 完成学术伦理教育课程且测验成绩达及格标准，依本校「学术伦理教育课程实施要点」办

理。 

   (5) 博士班学生另须通过资格考核，依本校「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核实施要点」办理。 

   (6) 相关规定请参阅本校教务处教务组网页。 

       http://www.pccu.edu.tw/->行政单位->教务处->教务组->相关法规。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建筑及都市

设计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博士班为台湾最早设立建筑学

系的六校之一，核心价值在培养环

境伦理概念、人文素养、科学分

析、尊重多元、社会参与及国际视

野；教学研究重点於环境规划、建

筑伦理与环境科学之探究，旨在培

养研究生发掘及解决问题之能力，

并发挥本系教育国际化及跨领域研

究之特色。搭配全院之建筑、景

观、都计三系专业核心课程，整合

全院三系师资结构优势与资源，开

放跨领域之跨院、跨校与跨两岸共

同指导，为华人社会培养高等空间

规划设计专业研究人才。 

史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1.台湾最早成立之史学博士班：民

国 56 年奉教育部核准设立。 

 2.以中国史研究为主：由上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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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古、近世到近现代，断代齐全。 

 3.重视多元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与

国际潮流、社会脉动契合。 

 4.日前师资以中国中古、近世及现

代史为重点。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博士班教学特色为：一、课程

之开设古典与现代并重。二、在民

间文学、古典诗词、小学、现代文

学等领域表现杰出，长期与中国口

传文学学会合作出版刊物，举办研

讨会。三、每半年出版学报，并出

版《中华诗学》发扬古典文学，并

定期举办「国际民间文学学术研讨

会」，已出版五届论文集，与大陆多

所高校签订学术交流合约，促进国

际与两岸交流。四、培养研究中国

文学之专门人才。 

国际企业管

理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全方位国际企业管理相关课程，

培养优秀大学教师及国际企业高阶

管理人才。 

 2.培育专业性知识教育与教养性智

慧教育并重。 

 3.培育卓越研究能力，以 SSCI 期

刊发表为目标，与国际学术同步发

展。 

地学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地学研究所重视学术研究与应用

科学，跨领域研究包括自然地理环

境、人文聚落文化等。 

 2.研究发展主轴： 

 (1) 环境变迁与冲击调适：气候变

迁与剧烈天气、都市与区域变迁、

环境冲击与评估、变迁因应与调适

策略。 

 (2) 区域发展与资源经营：自然与

人文文化资产、都会发展与扩张、

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 

 3.应用领域包括自然灾害防治、地

理资讯科技研发与应用、气象资讯

服务业、观光休闲服务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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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法律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学系教学目标为因应法治建设需

要，培育法律专业人才，除必修专

业科目外，并以发展金融及企业创

新等领域之法制为主。除民事法、

刑事法、财经法、公法及诉讼法

外，亦着重两岸经贸协议、财经法

律及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本学系每

年举办「华冈/两岸青年法学论

坛」，培育写作及论文发表能力，亦

举办六届「企业创新暨管理法制研

讨会」及七届「华冈金融法研讨

会」，在此一法律研究领域上，已建

立良好口碑。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教育目标：培养可供产业界使用之

资讯工程领域专业科技人才。 

 教学与研究主轴：(1)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巨量数据分析、影像处

理、智慧型机器人、网路式自动

化。(2)物联网：物联网科技与应

用、无线感测网路、嵌入式系统开

发与应用等。(3)云计算：云计算科

技与应用、网路通讯、资讯安全、

智能制造应用等。 

 研究环境：师资均为海内外知名大

学博士，拥有多间专业研究实验室

与丰富之图书与电子资料库，可提

供优良之研究环境。 

建筑及都市

设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硕士班为台湾最早设立建筑学

系的六校之一，专业领域乃基植於

培养具永续发展信念之环境设计高

等专业人才为目标，核心课程有建

筑及都市设计、建筑历史与理论、

建筑环境科学等，主要训练以逻辑

思考及研究方法为基础，并以相关

空间环境议题、技术、法令、管

理、政策为主轴，建立发掘及解决

问题之能力，并分享服务社会之使

命，以达成永续发展之信念。毕业

论文为学术型研究论文或用实务型

设计作品代替，就学期间系友会提

供丁育群纪念奖学金申请。 

美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1.本系硕士班是以「兼具艺术创

作、理论及时代性需求」之教育理

念出发，为反映教学目标及就业需

求，在教学上采国画、西画、设计

分科专业必修及选修，有效落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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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论与创作合一、传统与现代并重，

融合中西学术贯通之教育方向。  

 2.师生在美术创作活动及学术研究

方面表现卓越，多元自由的学术风

气与办学绩效获各界肯定，为国内

培育许多重要的美术团体，对社会

提供了美术创作、美术设计、美术

教育以及高深美术理论研究人才之

贡献。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台湾设立最早私立大学音乐系，地

处阳明山国家公园，环境优雅。本

系师资阵容坚强，均为助理教授级

以上，并具有丰富教学及演奏经

历。一间专业音乐厅，三间专业教

室，备有完善视听设备。招收主修

项目：钢琴、声乐、多种管、弦乐

器、理论作曲、击乐、商业音乐。

除主修个别指导外，另有流行音乐

演唱技巧、商业音乐专题研究、音

乐网路行销、网路教学平台应用等

特色课程。本系毕业校友职场发展

多元表现亮眼，为学习音乐最佳院

系。 

资讯传播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资传系硕士班整合资讯媒体之学术

与产业领域，针对资讯传播与数位

内容产业发展之学理、技术、应用

与效果，让学生进行系统化的学习

与探索。 

 本所师资优良、课程结构完整、与

产业界与国际多所知名学校接轨。

同时采用多元教学方法、鼓励同学

参与研究计画、产学合作、企业实

习与各种竞赛，颇受企业好评。 

 除了学术论文外，学生亦可以选择

创制作品并撰写创作报告，强化资

讯与传播素养的训练，培养产业界

需求之新媒体传播人才。 

史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1.具备学士、硕士、博士完整学程

的历史学系。 

 2.以中国史研究为主：由上古、中

古、近世到近现代，断代齐全。 

 3.重视多元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与

国际潮流、社会脉动契合。 

 4.日前师资以中国中古、近世及现

代史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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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新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硕士班成立迄今已有 50 余

年，为本校重点院系。课程以「新

传播科技」为核心，涵盖三大领

域。数位内容制作训练领域，包含

资料新闻学、深度报导、大数据分

析等课程。新媒体产业经营模式研

究领域则涵盖网路社群与民意、数

位汇流产业经营策略等。新媒体文

化研究领域，则以文化全球/本土化

与影像消费、传播生态与社会变迁

等为重点。 

 为培养学生学术与实务结合之能力

以缩短学用落差，除学术论文外亦

接受同学以文字或影音深度报导为

毕业论文。 

行销硕士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强调知识与实务专题的结合，期

望透过「品牌/产品行销专业能力建

立」与「创意思维培养」来提升职

场竞争力。 

 2.建立学生系统性的创业管理知

识、培养具策略基础的创新商业模

式思考能力，藉由与专家进行讨

论，开创具竞争力的事业体。 

 3.透过「行销决策经营软体」训练

学员行销整合决策能力；「电商即战

力课程」，导入业界教师，教导线上

行销与商务必需技能。 

 4.训练同学运用消费者心理学以及

高科技生理仪器来支援行销决策。

国际企业管

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广邀各界

企业经理人士开设讲座课程分享实

务经验。 

 2.培育具备独立研发创新、团队合

作、国际经营视野之 MBA 人才。 

 3.以培养具备国际行销、人力资源

管理、财务管理之全面管理人才为

教育目标。 

 4.奖助取得专业技能证照。 

 5.全球有 300 所以上之姊妹校，协

助学生获得国际经验。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本学系教学目标为因应法治建设需

要，培育法律专业人才，除必修专

业科目外，并以发展金融及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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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新等领域之法制为主。除民事法、

刑事法、财经法、公法及诉讼法

外，亦着重两岸经贸协议、财经法

律及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本学系每

年举办「华冈/两岸青年法学论

坛」，培育写作及论文发表能力，亦

举办六届「企业创新暨管理法制研

讨会」及七届「华冈金融法研讨

会」，在此一法律研究领域上，已建

立良好口碑。 

都市计划与

开发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硕士班课程涵盖国土空间规划

与发展、不动产开发与管理两大领

域，主要课程包括：国土空间规划

与发展（都市计划与开发管理专

题、成长管理与规划经济、都市更

新实务、都市设计发展专论、区域

创新与发展）、不动产开发与管理

（都市财政与不动产开发专题、财

产权结构与治理、土地问题专题研

究、不动产市场专题、不动产开发

整合专题、土地开发实务、房地产

统计分析）。 

劳动暨人力

资源学系人

力资源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硕士班 1970 年开始招生，为台

湾大学院校中最早成立之劳工研究

所。本系硕士班设置学籍分组，分

设:人力资源组、劳动关系组及职业

安全卫生管理组，依人力资源专业

人才(PHR)开设相关专业模组化课

程，学生可跨组修读，以培育多元

化之劳动暨人力资源专业人才。本

系硕士班并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每年举办互访交流活动，以促进两

岸劳动暨人力资源之发展。 

化学工程与

材料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研究所透过课程教学与论文的研

究，着重於理论与实务的学习，强

化材料背景知识，以培育材料专业

人才为目标。本研究所课程涵盖化

学工程与材料工程基础外，还包含

半导体、金属、陶瓷、高分子等领

域。本所师资阵容坚强，教学与研

究资源充实，可提供学生进阶的专

业训练，并且奠定学生未来在职场

上所需的专业能力。另外本所通过

IEET 之认证，所有世界先进国家均

可承认本所毕业生之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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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科技艺术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一、本校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科系

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专业多样性，同

时拥有艺术学院与新闻传播、理、

工，可同时在同一个学校内进行整

合与合作。 

 二、以艺术为底蕴，科技为用，培

养跨领域合作人才。本学程为跨领

域学位学程，期望培养新媒设计人

才、新媒表演节目制作人才、3D 舞

台创意设计人才，以及商业音乐人

才。 

 欢迎具有艺术专业、大众传播专

业、资讯工程专业或是有兴趣接触

新媒领域之人才报考。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顺应金融科技数位化与国际化之趋

势，积极推动现代金融学术研究，

落实现代财务金融理论，以厚植学

生财金素养并深化金融专业能力，

培养现代金融经理人才。课程特色

包含: 

 1.业师协助授课 

 2.国际移地教学 

 3.产学接轨与媒合 

 4.趋势研究与分析 

景观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硕士班是台湾首创之景观学系，

有最完整的师资及多向度课程，侧

重在训练学生思考之独立性、规划

设计技术之前瞻性、方法应用之整

合性及研究发展能力之开创性。教

学宗旨在探讨人与环境、生态、景

观资源间之互动关系，训练学生理

解环境资源问题与限制，人类环境

行为与空间之关系，运用科学方法

探讨土地最适发展力。鼓励学生参

与竞图、跨国跨校交流及海外实习

实务。兼任教师与业师均为知名景

观顾问公司负责人，学习机会多

元，具实务及就业竞争力。 

中国音乐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以研究与传承具民族文化特色之传

统音乐为教学宗旨。以台湾最顶尖

的国乐师资团队，均具备丰富的舞

台展演或学术研究之实务经验，以

培育国乐演奏，研究及创作之优秀

人才，深化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之研

究与舞台实践。并新增音乐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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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应用音乐、传统音乐及戏曲研究等

之相关课程，进而充分利用综合大

学所具知识广度上的优势，提供学

生多元化的学习机会与整合能力。

生活应用科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教育宗旨与目标：培育家庭生活

经营、餐饮经营管理、高龄生活服

务之专业及研究人才。 

 2.研究领域涵盖家人关系（婚姻关

系、代间关系、亲职关系、多元家

庭）、家庭教育、婚姻教育、成人及

高龄者发展、餐饮、休闲、营养、

食品、及其推广研究等。 

 3.本系硕士班师资极具特色，拥有

国内外相关领域具博士学位之教

师，分别於家人关系、亲职教育、

推广研究、成人及高龄者发展、餐

饮经营管理、休闲及食品等领域学

有专精。 

生物科技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1.教授群涵盖农学院及理学院生命

科学系之教师，研究领域多样化。

 2.研究主题聚焦而多元化，聚焦农

产品活性之开发研究，多元发展生

物资讯及生医疾病保健产品研发。

 3.具有多项高阶仪器设备如高阶质

谱仪，配合本所的教学与研究方

向，可以快速累积研发成果并培训

具有专精「关键技术」的学生，有

助於毕业後与产业结合。 

 4.学硕五年一贯学程连续学习及缩

短修业年限。 

 5.可招收外籍生随班附读或全英语

授课，举办国际暑期训练班。 

心理辅导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因应社会急遽变迁，心理辅导专业

人才需求日渐增加，且随着心理师

法立法通过更日趋专业化，本系硕

士班以培养各场域之谘商心理师为

目标，课程重视理论与实务结合。

理论取向方面包含游戏治疗、认知

行为治疗、伴侣与家族治疗、园艺

治疗、医疗谘商等；场域实务方面

包含教育、司法、企业、社区/医疗

等特色。本系所师资坚强，课程完

善，训练紮实，奠定学生未来从事

辅导与谘商专业实务或学术研究的

基础。 

化学系应用硕士班 必繳資料： 培养具有化学专业能力之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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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化学硕士班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及养成相关产业之研发人才。考量

现代化学工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本

系规划为，材料化学学群及生物化

学学群；硕士班的科目规划为，生

物有机学群、材料计算学群及环境

分析学群。同时积极推动学生参与

跨领域学程学习和专题研究；让化

学系的学生，除能得到紮实的化学

专业训练，追求跨学门、跨领域的

知识，来厚植学生自我学习的能

力，以求学生毕业离校後，能有效

应付科技产业与社会快速的变迁。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本系硕士班教学特色为：一、课程

之开设古典与现代并重。二、在民

间文学、古典诗词、小学、现代文

学等领域表现杰出，长期与中国口

传文学学会合作出版刊物，举办研

讨会。三、每半年出版学报，并出

版《中华诗学》发扬古典文学，并

定期举办「国际民间文学学术研讨

会」，已出版五届论文集，与大陆多

所高校签订学术交流合约，促进国

际与两岸交流。四、培养研究中国

文学之专门人才。 

全球商务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一、全英语授课：所有课程采全英

语授课，就学期间轻松强化英文能

力。 

 二、多元文化：招收国内外学生，

与外籍生一起学习，体验多元文

化，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商管专业课程：课程结合核心

商管专业科目，包含国际贸易、行

销、观光、财金等领域，系统性引

导教学。 

 四、产学合作：与知名企业签署产

学合作方案，提供多元奖学金、实

习与就业机会。 

 五、双联硕士：与美国、法国、澳

洲大学签署学术合作，提供硕士双

联学位。 

地学研究所

大气科学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應繳

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課

程及其成績資料並有學校權責單位戳

章。、2.自傳 1 份：應包含：個人資

料、求學歷程、報考動機、未來展望

一、本所以剧烈天气、气候变迁研

究为主轴。 

  

 二、优势与特色 

 1.师资来自国内外知名的优秀学

府，并活跃於专业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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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等。、3.研究計畫 1 份：應包含：題

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具有绝对的教学热忱，适合不同

背景但有志於大气科学研究之学

生。 

 3.本所与大陆主要大学、研究机构

合作密切，并设有共同培养平台。

 4.拥有研究所需的各项设施，及高

速计算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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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逢甲大学 

电话 886-4-24517250 分機 2180-2187 

传真 886-4-24512908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fcu.edu.tw 

网址 http://www.fcu.edu.tw/ 

地址 台中市西屯区文华路 1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 2020 年 Cheers 最佳大学指南调查，本校获评为大学办学绩效全国第 5名。 

 2.连续两年(2020 年和 2019 年)天下杂志 USR 大学公民奖评选结果，本校荣获私立大学第一。 

 3. 2020 年远见杂志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本校打破医科霸权，国际化程度仅次台大。 

 4. 2020 年 Cheers 杂志「最佳大学指南」调查，本校办学绩效获全国第五。 

 5. 2019 年远见杂志「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本校於综合类大学位居全国十一，私校第四，校

长互评办学绩效部分，本校更获选为私校第一。 

 6. 2019 年教育部公布「108 年教学实践研究计画」审查结果，本校核定件数名列私校第一、全

国第二。 

 7.本校商学院与金融学院获得 AACSB 国际商管教育认证，所有工程相关系所全面通过 IEET 国际

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 

 8.本校已与逾 400 家产学联盟合作，提供优质实习机会，以教学、实习至就业接轨的合作模式，

创造产学合作之典范。 

 9.《Cheers》杂志每年调查千大企业最爱大学生，本校毕业生整体表现连续 7年高居公私立大学

前 10 名。 

 10.本校已培育超过 18 万名社会中坚，更是全球校友相互扶持评价最高，最具影响力台商校友遍

布全大陆，是未来就业的利器。 

 11.本校近年来致力与国际友校进行校际及师生多元的双向交流。目前已与五大洲 30 个国家(地

区)302 所大学建立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并签订交换学生协议与双联学制合作，2020 年本校境外学生

就读学位班人数约 1,300 余名，名列全国大学校院前 10 名。 

 12.每学期学杂费收费标准，请至本校网站查询参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纤维与复合

材料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

計畫(500 字以內)。、3.碩士論文(應屆

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4.大學及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5.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應屆者上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著作及專題報告。、3.

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料。 

1.师资阵容坚强：本系专任师资 13

位，国内外学经历俱优，产学合作

经验丰富。 

 2.课程完整：开设高分子材料、纤

维材料、奈米材料、复合材料、能

源与生医材料、染色整理等 6 个课

程领域。本系已通过工程及科技教

育认证，取得 IEET 认证资格。 

 3.资源完善：本系 6 个课程领域与

研究领域一致，所属相关实验室及

实习工厂共计有 25 间，与产业及研

究机构关系密切，毕业生已有

7,000 余位，且毕业生均表现杰出

深获社会肯定。 

土木水利工

程与建设规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24 位，其中

讲座教授 1 位、特聘教授 3 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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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划博士学位

学程 

計畫(500 字以內)。、3.碩士論文(應屆

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4.大學及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5.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應屆者上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著作及專題報告。、3.

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料。 

授 7 位、副教授 10 位、助理教授 3

位。2.课程完整：整合国土规划、

营建与防灾、城乡与运输、土木水

利工程等建设专业领域，以发展智

慧城市为主轴，培养学生跨领域多

元能力，结合规划与工程，统整专

业与实务，朝向永续城乡的发展方

向迈进。3.资源完善：除自有空间

与设备，院所属系所的软硬体设备

及学校重仪中心设备可调度支援，

可满足本学程师生教研之需。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

計畫(500 字以內)。、3.碩士論文(應屆

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4.大學及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5.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應屆者上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著作及專題報告。、3.

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料。 

1.师资健全：专任师资 32 位(含讲

座教授 2位)。 

 2.课程完整：分为电脑系统、软件

工程与知识工程、网络工程与网络

管理、资通安全与生物资讯等方

向。通过 IEET 工程教育认证。 

 3. 资 源 完 善 ： 研 究 实 验 室 有

RFID、智慧型计算、低功率系统结

构、无线网络、生物资讯、计算机

系统、软件工程、移动计算、网络

管理、资通安全、智慧联网、多媒

体暨网络等实验室并设有 3D 列印、

资通安全等研究发展中心。 

环境工程与

科学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

計畫(500 字以內)。、3.碩士論文(應屆

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4.大學及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5.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應屆者上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著作及專題報告。、3.

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料。 

1.师资健全：现有 16 位教学认真、

研究绩效卓着及实务经验丰富之专

任教师，以培育兼具环境科学基础

及环境工程应用人才为主。  

 2.课程完整：本系通过 IEET 国际

工程教育认证，课程规划理论与实

务并重，内容涵盖水污染防治与环

境化学分析、环境生物技术、环境

规划与管理、空气污染防治与噪音

振动、土壤与废弃物等五大领域。

 3.资源完善：教学研究实验设备充

足，公民营及建教合作计画，产业

关系良好，提供业界实习及参访。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完备：包含投资管理、数据

分析、金融科技、风险控管、机构

管理、公司财务、区块链应用等金

融各领域优秀师资，研究成果丰

硕。 

 2.资源完善：提供学费互免且学分

互抵的海外交流机会，具备财经资

料库、分析软体和虚拟交易所，并

与相关机构签订产学合作和就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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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习计画。 

 3.课程精进：与业界合作规划相关

实务课程，培育投资理财、企业融

资、金融科技和数据分析人才。 

都市计画与

空间资讯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师资 13 位,皆具博

士学位并有都市计画或空间资讯专

业学术背景与实务经验。 

 2.课程完整:营造师生互动教学环

境,鼓励同学自我表达,训练同学既

深且广的思考模式。课程目标(1)实

务与理论兼具并重(2)实务研究领域

导向之课程规划(3)培养独立思考、

分析研究之能力(4)强化协调沟通之

能力。 

 3.资源完善:配备高阶电脑与专业

空间分析软体研究室、电脑教室及

模型室,并提供研究生专属研究室及

研讨室。 

会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8 位，皆有

博士学位。 

 2.课程完整：高等财务会计、高等

审计学、高等管理会计、企业资讯

系统研讨、租税法研究与应用等。

 3.资源完善：拥有 ERP、ACL 软

体，提供实务情境训练。系友成立

会计教育基金会协助母系发展，赞

助发行会计与公司治理期刊，提供

会计学术论文发表园地。 

建筑硕士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积极发展建筑生命周期中智慧制

造领域应用，并以「A+I」课程结构

以及 4 大特色主轴_室内感知实验

(i-Sense)、机械手臂数位制造

(RoSoCoop)、建筑空间智慧数据整

合(XR)、建筑资讯模型(BIM)对应的

智慧技术能力，将产业课题融入教

学研究让学生均具备优异实作能

力。2、课程特色在於（1)理论与实

务兼具并重（2)跨域学习的能力

（3)独立思考、专题实作之能力(4)

产业参与、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纤维与复合

材料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师资阵容坚强：本系专任师资 13

位，国内外学经历俱优，产学合作

经验丰富。 

 2.课程完整：开设高分子材料、纤

维材料、奈米材料、复合材料、能

源与生医材料、染色整理等 6 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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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程领域。本系已通过工程及科技教

育认证，取得 IEET 认证资格。 

 3.资源完善：本系 6 个课程领域与

研究领域一致，所属相关实验室及

实习工厂共计有 25 间，与产业及研

究机构关系密切，毕业生已有

7,000 余位，且毕业生均表现杰出

深获社会肯定。 

电子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师资 23 位(含讲座教

授 3位)。 

 2.课程完整：专长「固态电子」及

「IC 设计与电路系统」领域。通过

IEET 工程教育认证。 

 3.资源完善：软硬体设备完善，具

备优质学习环境，与产业及研究机

构关系密切，提供半导体、积体电

路与系统设计之实作实习环境，毕

业生表现杰出深获社会肯定。 

合作经济暨

社会事业经

营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9 位，均具

有博士学位，且拥有多国多元之经

济学、管理学与社会学等跨领域学

科专长。 

 2.课程完整：经营管理、经济实务

与社会事业三大核心领域，组成本

系三合一跨领域专业课程架构。理

论与实务课程兼具，并与国内外事

业机构策略联盟，全面实施短期业

界实习，提升学生与职场接轨之能

力。 

 3.资源完善：专业期刊、书籍与软

硬体设备完善，教室 E 化设备齐

全，设有研究生专用研究室，提供

多项研究生奖助学金。 

土地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本系专任教师均具博

士学位，且留学国家涵盖英、美、

德、澳、日等知名学府，完整的国

际化师资阵容，提供最佳的学习指

导。 

 2.课程完整：本系硕士班着重以土

地经济、法规、政策为基础，并以

不动产管理为特色，建构一个培育

专业土地开发与管理人才之学系，

为全台湾最顶尖的土地开发专业系

所之一，是有意投入土地开发与管

理者的最佳选择。 

 3.资源完善：本系软硬体设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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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并具专业电脑教室、研究中心

等。 

行销学系全

球行销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师资 13 位博士，

其中 3位特聘具高阶经理人。 

 2.课程完整：由总经理、高阶经理

人与本所合作打造课程，为你解开

全球行销的密码，与你携手共创属

於你的全球行销职场能耐。毕业总

学分 24 学分，必修 18 学分，选修

6 学分。推动硕士第一年修课 ，第

二年实习、出国交换、或深度学

习。 

 3.资源完善：商学 7 楼为硕士专用

空间，提供充足的软硬体设备与空

间。 

财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3 名，专业

领域包括财政、经济、租税等，符

合课程需求。 

 2.课程完整：以探讨政府如何规划

财税制度、工商企业因应租税之

道、因环境变动而衍生的租税问

题，以研习财政与税务为办学目

标，以税务规划、两岸税务、跨国

税务、租税政策为主要发展特色。 

 3.资源完善：商学大楼全新研究学

习场域，校友的优异表现深获各界

肯定。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本系共专任教师 16

位，及 4 位讲座教授：许士军教授

为国内管理学之父；邱英雄教授历

任宏碁集团高阶主管；徐重仁教授

为流通业之父；佘日新教授为本校

国际科技与管理学院及跨领域设计

学院院长。 

 2.课程完整：本系致力於培育具商

业分析与营运决策能力之未来企业

高阶管理人才，课程设计以学习掌

握商业数据分析与管理决策能力为

基础。 

 3.资源完善：拥有企业电子化与产

业竞争力实验室及系友总会优秀奖

学金。 

通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6 位，皆具

有博士学位，积极参加研讨会，发

表学术期刊论文，认真教学、细心

辅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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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2.课程完整：本系通过「工程及科

技教育(IEET)认证」。在教学方面提

供无线通讯系统、高频电路设计、

高频干扰分析、网路系统及网路安

全、多媒体信号处理等领域之完整

通讯专业课程。 

 3.资源完善：实验室设备为中部通

讯工程领域之冠，共建置十八间实

验室，拥有价值高达数千万元之通

讯相关仪器与软硬体设备。 

风险管理与

保险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本系专任教师皆具海

内外博士学位，本系亦聘请保险界

高阶主管与专业产寿险精算师来校

授课，师资阵容相当完备。 

 2.课程完整：专业课程涵盖风险管

理、财务管理、产寿险、保险法

规、保险经营与管理、金融科技与

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并加强实务应

用之配合，且着重於风险管理与保

险之教学及证照辅导。 

 3.资源完善：研究室及保险专业教

室、校内无线网路、国内外保险资

料库及风保专业图书室等，软硬体

设施相当完善。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师资 32 位(含讲

座教授 2位)。 

 2.课程完整：分为电脑系统、软件

工程与知识工程、网络工程与网络

管理、资通安全与生物资讯等方

向。通过 IEET 工程教育认证。 

 3. 资 源 完 善 ： 研 究 实 验 室 有

RFID、智慧型计算、低功率系统结

构、无线网络、生物资讯、计算机

系统、软件工程、移动计算、网络

管理、资通安全、智慧联网、多媒

体暨网络等实验室并设有 3D 列印、

资通安全等研究发展中心。 

国际经营与

贸易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师资具博士学

位，每年皆有发表国际学术论文具

备研究能量。2.课程完整：本系以

全英语教授国际经营管理专业，另

学生须以英语报告论文计画书及参

加研讨会；英语毕业门槛为多益

750 分。3.资源完善：本所提供海

外交换与实习等国际交流，举办海

外移地教学增加国际管理实务，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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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法 国 La Rochelle Business 

School 及 ESC Rennes 商学院等名

校签订双联硕士学位进行学历加

值。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本系教师均毕业於知

名学府，囊括众多科研项目，另礼

聘特约讲座教授李威熊先生、讲座

教授何寄澎先生等着名学者。 

 2.课程完整：涵盖语言文字、文献

校理、文学理论、历史探索、哲学

思想、现代文艺等面向，并定期举

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3.资源完善：除闻名两岸之汉字文

化中心、唐代研究中心、文化资产

与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外，每间教室

均有多媒体设备，并有硕士生专用

研究室及研讨室。 

土木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师资皆具博士学

位及专业实务经验。 

 2.课程完整：包含结构、大地、营

管、测量四大领域及离岸风电课

程，并导入 AI 在土木领域，教学强

调学用合一，已通过工程及科技教

育(IEET)认证。本系具有多个特色

实验场域，包括工程材料、土壤力

学、智慧结构系统、地震灾害防御

与控制、火害、非破坏检测、测量

及建筑物检测等。 

 3.资源完善：土木领域相关试验及

资讯软硬体设备完善，足以供应教

学与研究之用。 

环境工程与

科学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现有 16 位教学认真、

研究绩效卓着及实务经验丰富之专

任教师，以培育兼具环境科学基础

及环境工程应用人才为主。 

 2.课程完整：本系通过 IEET 国际

工程教育认证，课程规划理论与实

务并重，内容涵盖水污染防治与环

境化学分析、环境生物技术、环境

规划与管理、空气污染防治与噪音

振动、土壤与废弃物等五大领域。

 3.资源完善：教学研究实验设备充

足，公民营及建教合作计画，产业

关系良好，提供业界实习及参访。

光电科学与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1.师资健全：本系目前有光电、物

理专长专任教师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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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2.课程完整：课程设计强调理论与

实作并重。除了光电基础课程，亦

有雷射光电、绿能光电及资讯光电

领域之进阶课程可供选择，而毕业

论文让百分之百毕业生具有专题实

作实习的经验。 

 3.资源完善：本系有 8 间教学实验

室，14 间教师专业研究室，实验设

备相当充足。 

外国语文学

系英语文研

究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本所教师均毕业於国

际知名学府，具高度教学热忱，并

专精於各英语文研究领域，因材施

教，协助学生充分发挥，走向全

球。 

 2.课程完整：兼顾当代新兴英文阅

读与沟通，与产业多元化链结课

程，为学子开拓一个深广的语文研

究视域，掌握当前英语文研究的市

场脉动。毕业生就业市场宽广，可

从事各类文创事业、翻译媒体传

播、外交观光与教育事业等。 

 3.资源完善：提供开放型研究室，

供学生学习、讨论与参与国际学术

研讨。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5 位，均为

海内外经济学博士，并有数位海内

外知名学者为讲座教授。 

 2.课程完整：毕业总学分 26 学

分，必修 14 学分，选修 12 学分。

课程着重在经济数据分析，特色领

域有产业经济、国际金融、能源经

济、与资料科学、商业决策与数据

应用等。 

 3.资源完善：电子期刊齐全，有财

经资料库及 Stata、Eview 等计量软

体。商学 7 楼为硕士专用空间，提

供充足的软硬体设备与空间。 

机械与电脑

辅助工程学

系机械工程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拥有 19 位专任教师，

包括讲座教授 1 位、特聘教授 2

位、教授 4 位、副教授 9 位及助理

教授 4 位，教学研究涵盖机械工程

各项领域。 

 2.课程完整：规划完整的「固力、

热流、控制、制造」等四大领域之

专业课程，涵盖机械与电脑辅助工

程各项领域，已通过「工程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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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IEET)」认证。 

 3.资源完善：本系拥有 10 间实验

室、15 间研究室及 1 间电脑室，相

关书籍、教学与研究软硬体设备相

当完善。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教授 10 位、副教授 5

位、助理教授 2 位。积极参加国际

研讨会，发表学术期刊论文，提昇

学术地位。2.课程完整：分为「电

磁与能源」、「智能光电」、「5G 微

波」等三大领域规划课程与实验内

容，加强研究生学习专业与实务技

能，培养具备独立思考及创新研究

能力的电机专业人才。本系通过

「工程及科技教育(IEET)认证」。3.

资源完善：设有 18 间专业研究实验

室，7 间教学实验室。设备完善，

建置优质学习环境。 

智慧城市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师资涵盖专业领域、业

界及各研究中心之专兼任教师，皆

具备丰富实务操作及跨领域建教合

作经验。 

 2.课程完整:以实务应用为主，强

调 AR、VR 、UAV、AI 及 IoT 等工具

应用，培养学生具备跨领域整合能

力。 

 3.资源完善:除自有空间与设备，

院属系所(含智慧城市共享基地)的

软硬体设备及学校重仪中心等可调

度支援，满足师生教研之需。同时

积极与产学研界结合，强调专业实

习、就业媒合及奖学金申请机会。

财经法律研

究所法律学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本所师资阵容坚强，

教师皆具博士学位，且毕业於英、

美、德等国法学名校，并礼聘多位

法官院长亲临授课。 

 2.课程完整：课程规划多元，含国

际经贸法与商务交易、竞争法与智

慧财产权、公司治理与金融等领

域，以养成具备国际观的财经法律

专才。 

 3.资源完善：充足的软硬体设备与

空间，计有专用教室、研究室及实

习法庭设施，并备有多种中外文法

学期刊及 Westlaw 等权威性法律资

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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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统计学系统

计与精算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6 位，具博

士学位 16 位，师资阵容坚强，专长

着重计量财务、精算、生物医学统

计、行销等领域。 

 2.课程完整：硕士班分为「应用统

计暨计量财务组」与「精算组」，可

以跨组修课；与保险公司密切合

作，每学期皆聘请具有美国精算师

资格之高阶主管开设精算实务课

程。 

 3.资源完善：全校电脑教室设备完

善，供全校师生使用。 

自动控制工

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7 位。积极

争取研究计画，参与国际研讨会，

发表学术期刊论文，产学合作经验

丰富。 

 2.课程完整：包含自动化工程、微

机电工程、生医工程等研究领域，

培养独立思考及创新研究能力的机

电整合专业人才。通过 IEET 工程教

育认证。 

 3.资源完善：具备优质学习环境的

设备，且与产研机构关系密切，毕

业生表现杰出深获社会肯定。 

运输与物流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3 位，均具

交通运输博士学位及相关实务经

验，在运输及物流专业领域均着有

声誉。 

 2.本系课程完整，结合理论与实

务，发展方向包括：(1)运输规划

(2)运输安全 (3)智慧型运输系统

(4)航运、物流与供应链管理(5)运

输工程与管理。 

 3.资源完善：本系教师主持先进交

管研究中心、行车事故监定中心及

智慧运输与物流创新中心，并提供

研究生专属研究室及电脑教室，让

同学专心研究，努力学习。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者上

傳學生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自由提供有利審查之資

料。 

1.师资健全：专任教授 11 位(特约

讲座 2 位、客座教授 1 位)、助理教

授 5位。 

 2.课程完整：课程分「再生能源材

料与永续发展」、「奈米电子元件与

智慧感测」、「高性能合金与积层制

造」等方向，各领域皆规划完整衔

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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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3.资源完善：设有 21 间专业实验

室、3 间专业研讨室。教师每年计

画总经费高达约 3 仟万元。在材料

工程学门表现突出，论文总数、被

引用次数为 ESI 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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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静宜大学 

电话 886-4-26328001-11580-11581 

传真 886-4-2652-6602 

电子邮件信箱 wanjin0821@pu.edu.tw 

网址 https://www.pu.edu.tw/ 

地址 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七段 2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中区台湾文学资源中心」、「中区语言中心」及全台第二所通过信息安全国际标准认证

(ISO27001)之优质大学。 

 2.连续十五年(2006-2020)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深耕计划奖励，累积并强化教师教学专业发展、

增强学生学习成效、加强产学合作专业实务实习，并奠定坚实教学环境与质量。 

 3. 据远见、天下 Cheers 2019 评比，本校享有「拥有丰沛国际化能量」美誉。 

 4. 首创缴交静宜学费修读三联学制，亚洲、欧洲、美洲合作办理商管硕士学位学程，二年修毕

获得静宜、奥地利以及墨西哥三所学校 MBA，两年来修读学生超过 30 人。 

 5.跨领域整合资源成果丰硕，「国际加龄产业研发中心」取得卫生福利部 11 种健康食品认证。

「化妆品产业研发中心」4种化妆品分别获 2013、2016 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奖金、银、铜牌与「最

佳专利特别奖」。 

 6.在学期间至少出国短期游学或出国交换留学一次，拥有 400 所以上姊妹校可供选择。 

 7.获得 NVIDIA 公司(全球视觉与运算技术领导厂商)赞助，成立亚洲第一所「GPU 教学中心」，拥

有与国外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包括美国普渡大学、密执安州立大学、南加州大学、圣荷西州立大

学、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德国卡塞尔大学…等大学，具备相同水平的

仪器设备、教材，以及教学与研究环境。 

 8.本校 85%以上教师拥有欧美日台博士学历，国际论文合着比例、国际教师数比例均在全台大专

校院名列前茅。 

 9.荣获多项产学补助，提升研发能量，校园教学区 100%无线网络，拥有专属研究室。 

 10.多元、实力雄厚的师资协助订制属于个人学习计划。 

 11.提供优秀陆生奖学金。 

 12.学杂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12,600 元至 14,700 元间。 

 13.住宿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2,100 至 2,800 元(提供 2人、3人及 4人房)。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食品营养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分为二组：食品与生物科技组以及

营养与保健组。以养成学生独立研

究能力，加强专业伦理与应用，培

育食品与营养研究人才为主要目

标。食品与生物技术组利用新颖加

工或发酵技术将在地食材开发为特

色产品。毕业生可从事食品技师、

食品工厂管理、食品研发人员等工

作。营养与保健组强调临床实务，

首创营养实习门诊，以高龄营养相

关研究为特色。毕业生可从事营养

师、保健咨询与保健食品研发人员

等工作。 

资讯传播工硕士班 必繳資料： 以培育自信、负责、专业的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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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程学系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播技术与应用人才为宗旨，研究领

域包含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网络技

术与应用、数字内容设计与应用等

方向。本系提供研究生进驻专属实

验室及使用信息设备，指导学生参

与学术研究或企业实习等活动。以

培养学生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独立发掘、分析暨解决

问题的能力，认知并解决跨领域问

题的能力，前瞻的视野及终身学习

的态度为教育目标。 

国际企业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與研究

計劃(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或學術)論文、專題報告。、2.

服務或工作經歷證明、專業證照、獲獎

證明、語文能力檢定相關證明或其他相

關訓練及表現之證明等。 

具备坚强的师资队伍，以 18 位具

国、内外博士学位之师资，创造研

究生在理论与实务的双赢。专门培

养国际营销、人资、财务人才，重

视独立研究能力，提供从事研究所

需基本能力及国际企业经营所需知

能。教学上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

透过实务课程、业师演讲、企业参

访及企业实习，强化学生就业能

力。注重外语的学习和应用，辅导

英文能力认证。 

会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

檢定相關證明、畢業論文、發表著作及

文章、專題研究報告、參與研究經驗、

服務經歷證明、獲獎證明等。 

本系以培育「进阶理论与实务应用

并重」、「质量研究与分析能力兼

具」之人才为目标，课程规划强调

研究方法、计量工具及会计、审

计、管理与信息结合应用之专题研

讨。本系拥有学术与实务兼备的师

资、丰富的软硬件设备、多元的图

书期刊及各种研究数据库等资源，

并提供每位研究生个人专用的研究

空间与设备。毕业生可至会计师事

务所、国家审计部门、税务机关、

商业银行、证券业及保险公司等企

业机构任职。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

檢定相關證明、畢業論文、發表著作及

文章、專題研究報告、參與研究經驗、

服務經歷證明、獲獎證明等。 

以课程为导向，分实务型-「金融营

销」与学术型-「财务管理」两组。

金融营销组强调金融商品介绍、产

品营销、理财投资、顾客关系、产

业分析及企业实习。财务管理组强

调研究方法金融相关理论课程，培

养学生研究能量。本所提供每位研

究生个人专用的研究空间与设备，

提供丰富藏书、杂志、电子、纸本

期刊与研究数据库供学生使用。学

生毕业后可从事银行业、证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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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保险业、会计师事务所、投顾公司

等。 

创新与创业

管理硕士学

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

檢定相關證明、畢業論文、發表著作及

文章、專題研究報告、參與研究經驗、

服務經歷證明、獲獎證明、社團經驗

等。 

以培养具有实务问题解决能力与策

略方向思维规划能力之专业人才为

目标。透过问题解决导向为主之课

程设计，培养学生企业规划能力与

融入营运商业模式观点的能力。学

生透过自组式课程去学习所需要的

创新创业的目标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鼓励学生参加创业竞赛活动，

学习市场连结及商品服务概念商业

化的能力。培育学生具备多元专业

及具有管理类职能的『丌型人』职

能，期待学生能有机会切入未来产

业脉络的市场。 

寰宇管理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2.大學歷年成績單、3.

推薦信 2封、4.英文自傳一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檢定成績、畢業(或學術)論

文、發表著作及文章、專題研究報告、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參與研究經驗

等。、2.服務或工作經歷證明、專業證

照、獲獎證明、相關考試及格證明、其

他相關訓練及表現之證明等。 

本学程主要培育全球化国际管理人

才，课程皆为全英语授课，课堂学

生 80%来自世界各国，提供多元文

化及国际化的学习氛围。课程结合

理论及实务，邀请业界经理级人士

进班授课，并参访与本学程合作之

国内企业。只要加入本学程，就有

机会申请法国双联及三联(奥也利上

奥科技大学及墨西哥 CETYS 大学)学

程，以静宜学费至欧洲、美洲及亚

洲移动学习，并取得双/三硕士学

位。 

化粧品科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專題研究報

告或讀書計劃、3.大學歷年成績單 

以培育具化妆品科学知识之技术开

发与产业应用专业人才为宗旨，培

养「化妆品研究发展」、「化妆品生

产与检验分析」与「化妆品应用与

经营管理」人才为教育目标，设置

一座专业的化妆品实习示范工厂协

助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拥有

产、学、研、官资源整合的特色，

课程多元且丰富，为全台湾唯一拥

有学士班、硕士班、硕士在职专班

与博士班完整学制之系所，杰出校

友倍出，具就业市场优势。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文能力檢定相關證明、畢業論文、

發表著作及文章、專題研究報告、參與

研究經驗、服務經歷證明、獲獎證明…

主要培育管理菁英人才，除了以理

论为基础外，并将五大管理专业领

域予以统整活化，结合「企业功

能」及「职人技能」的课程设计，

着重精准营销及人力资本二大特

色，强调直接链结未来职场职能需

求，让毕业生得以顺利接轨就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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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场，亦或为未来从事学术研究奠定

基础。本系采多元教学方式，包括

「个案教学」、「专题演讲」、「论文

竞赛」、「个案竞赛」、「创意竞赛」、

「企业参访」、「企业实习」等，让

学生理论与实务、学用并进。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发展重点为物联网、大数据分析、

云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机械学

习、智能制造、手机 APP 应用软件

开发、数字芯片系统设计、生物信

息、高速平行运算及多媒体图像处

理等。透过务实的专业课程来培育

顶尖的信息人才。本系所通过工程

及科技教育认证，与国际接轨，毕

业学位可被世界许多先进国家（如

美、加、英、澳、日、韩等）所认

可。本系建置七个设备完善的专业

实验室，可提供学生从事相关的学

术研究。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以培育开发、管理及维护信息系

统，纵横「管理」与「信息」之专

业人才，强化学生分析解题研究能

力、培养学生信息管理专业知能及

培育学生创新前瞻跨领域整合能

力，提供完善专业课程，本系重点

的研究领域包含：信息软件开发与

应用、企业资源规划应用、行动商

务应用、数据分析、智能物联网应

用等。本系建置七间软硬件设备完

善及各具特色的专业实验室及丰富

的各种图书、期刊与研究数据库

等，可提供学生从事相关的学术研

究。 

英国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英語撰寫之研究計畫 4-6 頁。(A4

頁面)、2.英文自傳 3-5 頁。(A4 頁

面)、3.大學歷年成績單。 

课程涵括文学、语言学及英语教学

三方向，以培育研究和教学人才为

目标。专攻文学的研究生可以修读

诗、小说、戏剧、及各时期之文学

作品；而专攻语言学的研究生则研

读句法、音韵、语意／语用及历

史、社会、心理、双语学及应用语

言学等专业科目。以英语教学为方

向的研究生可修习研究方法、教材

教法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语

言评量研究、质化分析、量化分析

等课程。此外，学生定期举办学术

演讲以扩展学术兴趣与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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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社会企业与

文化创意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自傳及研究計畫

(1500 字以內，含研讀規劃與未來研究

構想)。、2.相關專業表現成果(如競賽

得獎證明、專業證照、研習活動證明、

社會服務等)。 

社会企业与文化创意所形构之「公

益、商业与创意」三位一体的结

合，是当今社会企业促成公益永续

和创造经济产值的最佳营运模式。

本硕士学位学程的教育目标，主要

在培育跨領域多专业的各類型社会

企业、非营利组织、小区事业、生

态产业、文创产业及公益传播事业

等之中高阶经营人才与实务研究人

才。 

财务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含申請動機、自我未來

發展規劃等)、3.大學歷年成績單 

数字金融与具备跨界能力的金融人

是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本所结

合「金融财务、大数据、信息科

技」等领域，培育金融与科技双专

业人才，并辅导考取国际证照。设

有专业 E 化研究室方便研究及学

习。本校提供许多国际姐妹校交换

机会。以「财务工程、金融知能

(AI+Finance) 、 金 融 科 技

(FinTech)」、「数据科学与应用(如

SQL 数据库、大数据 big data/巨量

数据、数据探勘)」两大领域为发展

重点。 

观光事业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含社團活動與

相關研究經驗)、2.讀書計劃(1000 字

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

檢定相關證明、畢業論文、發表著作及

文章、專題研究報告、參與研究經驗、

服務經歷證明、獲獎證明等。 

拥有多元化师资与课程，为全国少

數能涵盖「旅游产业经营」、「休闲

游憩规划」、「餐旅館管理」等三大

領域的科系。在理论与实务并重的

要求下，以管理课程为基础，配合

观光事业发展目标与方向作课程规

划；每学期安排多场专光产业专题

讲座，延请产官学界专家学者担任

讲者，分享业界趋势、职场伦理与

工作经验。近年来，产业互动频

繁，教师产学合作案增加，学生来

源多元化，活络了系上与业界的连

结。 

教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含申請動機、自我未來

發展規劃等)、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

檢定相關證明、畢業論文、發表著作及

文章、專題研究報告、參與研究經驗、

服務經歷證明、獲獎證明等。 

以培育教育研究人才与教育专业人

才为教育目标。除涵养厚实的教育

专业学养与精神，更期望研究生透

过实践历程，深化研究与创新精

神、独立研究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成为不断追求进步的教育人才。本

所特色如下：弱势教育议题的学习

与研究、跨阶段别与跨领域之整合

学习、精致化的培育、在地化深耕

并与国际学术研究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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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应用化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計畫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以绿色化学为理念，材料与药物之

开发、分析与应用为发展特色，研

究重点包含高科技化学分析技术、

药物及生物活性化合物、材料及特

用化学品之研发与应用。拥有学

士、硕士、博士完整学制，提供径

读缩短修业年限。参考就业方向与

社会趋势，适时调整课程与研究方

向，因应传统产业升级与高科技产

业发展之社会需求，提高职场竞争

力。公元 1965 年创系，健全校友联

络网，就业后盾强大。 

西班牙语文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4.西語能力檢定證明相當於 DELE 

B1(含)以上;或大學西班牙語系畢業 

培育高级西语人才及西语师资的学

术机构，研习西语国家文学、语言

学、翻译、西语教学、文化等相关

课程。举办全国西语系研究生论文

竞赛；奖助硕士生参与国内、外学

术会议：本系设置硕士生参与学术

会议奖励办法，补助部分国外机票

及研讨会注册费。静宜西文系培养

西班牙语经贸、外交、观光、教学

及翻译专才，亦为通向西语国家发

展之钥。 

日本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日文 1000 字以內)、2.研究計

劃(日文 15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

績單、4.日語能力相關證明（日語檢

定、競賽及獲獎記錄、證照證明等） 

以「日本语学、日本文学、日本语

教育学」及「日本学与台湾学」为

两大研究领域。发展方向与重点有：

「培育『日本学』与『台湾学』连

结之人才」以及「培育研究日本语

学、文学与文化之人才」。具体做法

有：学科整合、国际合作、定期举

办学术研讨会、提高研究效能、加

强师资阵容及培育日语教师等。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鉴于社会快速发展所引发之各种法

律问题，本所鼓励学生跨领域的学

习，兼顾学习上的深度及广度。课

程规划除加强法律专业外，以永续

发展为核心概念，就经济、政治、

社会及法律结构等方面，做全方位

的思考与兴革。着重进阶深化，加

强法学外语能力，另就法律与特殊

专业之跨域结合，以培育法律科际

整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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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长庚大学 

电话 886-3-2118800 分機 3370 

传真 886-3-2118239 

电子邮件信箱 hsuan@mail.cgu.edu.tw 

网址 https://www.cgu.edu.tw 

地址 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 259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结合台塑企业丰沛产业与长庚医疗体系资源，培育理论与实务兼具人才。 

 2.本校连续入榜 ARWU、QS、CWTS Leiden Ranking、Times Higher Education 等各知名世界大学

排名。 

 3.医学、工学及管理三个学院，各具特色，连年通过国内外专业机构认证，例如：工学院的中华

工程教育学会（IEET）及管理学院的国际商管学院促进协会（AACSB）。 

 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39,729 元至 47,979 元。2021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收费标准计收。  

 5.大陆地区学生就读本校，不分男女皆可申请住宿。2021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学生宿舍收费标准

计收。 

 6.本校位於台北市近郊之林口台地，校园景致优美，邻近桃园国际机场及台北松山机场，交通便

利。校园邻近桃园机场捷运线 A7 体育大学站，步行约 10-15 分钟即可抵达校区、或可转乘公车及

免费接驳车、Ubike 等。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企业管理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2.研究計

畫書、3.個人簡歷與論文發表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個人特殊表現(如比賽獲獎紀錄、才

藝表現或研究相關的特殊表現)、2.英

文能力證明 

1.重视与实务界密切的合作关系，

鼓励学生到校外机构实习。 

 2.强调全球化视野，要求博士生参

与国际研讨会与学术交流。 

 3.课程设计上加强研究与分析之相

关课程，奠定学生研究与分析能力

之涵养协助学生发表国际知名期

刊。 

电子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研究計畫書、

3.個人簡歷、4.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個人特殊表現、2.其他研究或工作

實習表現、3.英文能力證明 

1.积体电路制程 

 2.化合物半导体 

 3.高频通信电子 

 4.硬体系统晶片 

 5.奈米生物医学 

 6.邻近台北及华亚园区半导体产业

聚落。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

4.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利審查之資料(如發表之研究論文、

國際專業證照、獲獎證明、專題報告、

英文能力證明影本等) 

1.本系强调理论与实务结合，长期

与相关产业合作，培养学生资讯管

理实务能力。 

 2.本系发展重点包括：大数据分析

与应用、医学与护理资讯、健康资

讯管理、资讯安全技术与管理、资

讯行为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3.长庚大学管理学院已获 AACSB 国

际商管学院认证。 

工商管理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本系提供理论与实务并重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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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推薦函、3.讀

書學習計畫（以 1,000 字為限，內容需

包含自我優缺點分析與能力養成計

畫）、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與

課外活動參與、專業證照、檢定證明、

論文發表或專題研究報告等） 

过程，佐以国际企业个案教学，培

养学生竞争力与增进职涯发展机

会。 

 2.结合台塑企业与台湾产业界资

源，於暑假期间提供台塑相关企业

与其他台湾大型企业实习机会，体

验台湾经验零距离。 

 3.本系固定招收来自美国、法国、

日 本 的 交 换 学 生 (exchange 

students)，扩大学生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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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元智大学 

电话 886-3-4638800 

传真 886-3-4624202 

电子邮件信箱 iadept@saturn.yzu.edu.tw 

网址 http://www.yzu.edu.tw 

地址 桃园市中坜区远东路 135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元智大学系远东集团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理念於 1989 年创办。2006 年成为教育部 12

所顶尖大学之林，连续 12 年位居教学卓越大学之列，成为快速崛起之台湾高校之一。为贯彻「卓

越、务实、宏观、圆融」教育理念，元智大学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跨域、乐学、双语大学」、

「全球流通」及「数位跨域」为教育特色，积极培育成为兼具「全球流通竞争力」 与「终身乐

学」的世界公民。 

 【荣誉】 

 1. 2019 年元智大学获选为 QS 亚洲顶尖大学前 200 名。 

 2. 2019 及 2018 年元智大学获英国泰晤士报评选全球前 250 名最佳年轻大学。  

 3. 2016 年元智大学获英国泰晤士报评选为 2015-2016 年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前 800 名。世界年

轻潜力大学（创校 50 年以下）、亚洲大学及金砖五国与新兴经济体，前 150 名最佳大学。  

 3. 2015 年元智大学获选为 QS 亚洲顶尖大学排名前 250 名。 

 4. 2015 年元智大学获评选为世界大学排名全球前 1000 名最佳大学。 

 5. 本校管理学院获 AACSB 国际商管学院认证，晋升全球 5%顶尖商管学院之列，2017 年获得 5年

续证 。 

 6. 全校工程领域及电机通讯领域各系所获得 IEET 国际工程教育认证。 

 【来台就读研究所之优惠】 

 入学奖学金：硕博士第一学期可获得最高相当全额学杂费之奖学金(约新台币 5~6 万元)。博士生

并择优给予生活津贴最高每月新台币八千元。受奖生与金额，将於寄发录取通知单时一并通知。

 在校奖学金：在校学生得提出申请，经系所推荐，择优可获相当全额学杂费之奖学金(约新台币

5~6 万元)，博士生并择优给予生活津贴最高每月新台币八千元。 

 【生活方面】 

 校内宿舍每房 1-4 人不等，每学期住宿费约 12,000 元至 15,000 元。 

 校外赁居每学期每房约 30,000 元至 36,0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管理学院博

士班学术组 

博士班 必繳資料： 

 大學部或專科及碩士班成績單正本各

一份【須註明畢業總名次及該年級人

數】、碩士論文、研究提案或相關研究

著作、個人簡歷：含申請動機、研究興

趣、社團活動、工作經驗等。、學業成

績占 40%，資料審查占 60%（必要時得

進行面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本 班 通 过 国 际 商 管 学 院 认 证

（AACSB），学术组由管理学院各专

长领域专任教师授课，以培养具国

际观的管理研究人才，提昇学术研

究的国际地位为发展目标。提供免

学费及奖学金机会，让学生安心学

习、从事研究，并与教授、同学甚

或他校学者及国外着名研究机构积

极共筑学术网络，培养学生其备学

术素养内涵、教学能力与公开发表

的能力。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學士【或同等學力】證書、2. 大

本系着重资讯基本能力养成及理论

与实务能力结合，应用资讯科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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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學歷年成績單、3. 研究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得獎證

明、工作經驗、專題報告等。 

各行业中。重点方向为 AI 与数据科

学；网路、物联网与云端计算；多

媒体系统、人机互动；生物与医学

资讯。近年更发展「跨领域」整合

型研究，例如：宽频无线通讯软

体、4C 科技整合、系统晶片设计、

数位内容及开放原始码等。 

 致力於提升学生外语能力及拓展国

际视野，除专业课程使用英语教材

及鼓励论文以英文撰写外，并补助

学生出国学习或参加国际交流及学

术会议。 

应用外语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資料審查：(1)考生學經歷彙整表

【 請 至 本 系 網 站

http://fl.hs.yzu.edu.tw/ 】 下 載 、

(2)大學成績單【註明畢業總名次及該

年級人數】、(3)英文能力證明【如托

福、GRE 等】、2. 另採電話或其他方式

進行口試。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報考動

機、自傳、實習經驗、各類語言測驗考

試證照等。 

本研究所力求与国际接轨，以提供

多元化学习环境为本，实践全球化

与国际化之目标。 

 全球化：课程探讨英语在全球化环

境中使用的相关议题，让英语文教

与学不再局限於地区性，而能放眼

国际。 

 国际化：学生来自世界各国，包含

亚洲及欧美。上课以全英文进行，

自然而然的形成如同外国学习的环

境。 

 多元化：秉持应用为主的准则，课

程内容为理论与实务并重，让学生

能学有专长，对於职业生涯发展更

有助益。 

工业工程与

管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

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2. 大學

成績單 1 份【須註明畢業總名次及該年

級人數】、3. 推薦函二封、4. 未來研

究計畫書【含進修方向】、5. 個人簡

歷：含工作經驗、研究興趣、社團活動

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教育理念为培育具备「工程技

术」与「管理科学」之系统整合人

才，并通过专业评监 IEET 工程及科

技教育认证与国际接轨。师资阵容

坚强，皆具国际知名大学之博士学

位，专长涵盖工业工程相关领域，

课程特色为数理基础与专业能力养

成、产业实务人才的训练、市场导

向的学程学习，毕业可依兴趣投入

科技业、服务业或资讯业，担任业

界所需工程师及高阶管理人才。 

管理学院经

营管理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業成績 40%，資料審查 60%、2. 

大學成績單【須註明畢業總名次及該年

級人數】、3.個人簡歷：含實習、專題

報告、工作經驗、研究興趣、社團活

動、得獎證明等、4. 報名「英語專班

碩士學程」，需提出一份下列英語檢定

證明，請檢附近二年成績單。、(1)通過

本院为朝向商管专业学院模式发

展，以期与国际商管教育接轨，建

立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环境，

做到教学整合与弹性调整，符合企

业需求，特设本班，以培育理论与

实务兼具的国际 MBA 人才。期透过

「MBA 核心课程」与「各学程专业

学程」的设计，再加上「企业实



332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TOEFL/ITP 考試紙筆測驗 520 分以上

【電腦測驗 190 分、新托福測驗 IBT 

68 以上】、(2)或 IELTS 5.5 以上 (3)

或 GMAT 前 70%以上 (4)或 GRE 前 70%以

上 (5)或多益 TOEIC675 分以上 (6)或

全民英檢中高級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鼓勵選繳相關證照及英文能力證明：

如 TOEFL、TOEIC、GRE、GMAT、全民英

檢或類似測驗結果。 

习」、「海外研习」等课程的辅助，

让同学能兼顾理论与实务；并於

2012 年获得国际商管专业学院

AACSB 认证，2017 年再度度获得

AACSB 续证，办学品质深受肯定。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當年應屆畢業生請

檢附學校證明】、2.大學歷年成績單

【須註明畢業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

3.專業成果及研究計劃書【包含專題、

社團、得獎、未來研究計畫】，請註明

欲就讀組別。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語能力

證明、得獎證明等。 

本系通过 IEET 认证，毕业生资格受

国际认可。近年世界大学科研论文

质量评比进入前两百大。於 2005 学

年度获教育部「5 年 500 亿顶尖大

学」及「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

补助，2008 学年度以後均获教育部

「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补助，

2014 学年获教育部补助成立的「大

数据与数位汇流创新中心」，与台湾

三大电信营运商之一的远传电信有

密切的合作关系。现有大学部、硕

士班、博士班。硕博士生分为甲

组、乙组、丙组、人工智慧组，采

分组招生。 

资讯传播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畢業證書、2.大學成績單、3.

資料審查：含自傳、實習、工作經驗、

社團活動、得獎證明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可補充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研

究計畫、專業作品等書面資料。【作品

如屬團體製作，需註明與說明自己負責

的部分】 

资讯传播学系硕士班以培养具设计

和技术背景的跨领域设计与技术人

才为发展标的，并涵盖以下几个发

展重点：1.数位内容之设计创作、

2.数位内容之行销管理、3.数位媒

体技术之开发及应用、4.人机互动

技术之开发及应用，期以充实未来

文化创意产业及数位内容产业所需

之人才，未来就业可朝数位设计管

理与创意设计、互动媒体设计相关

领域发展。 

中国语文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成績單【須註明畢業總名次及

該年級人數】，應屆畢業生須註明前三

年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2. 讀書心得

報告【2,500～3,000 字】、3. 個人簡

歷：含自傳、社團活動、得獎證明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本系於 1998 年设立，2005 年成立

硕士班，旨在平衡人文与科技、融

合传统与现代，以达全人教育之宗

旨。2009 年迈向「亚太人文」路

线，以「中国传统人文素养」为教

学基石，「亚太华文文学与社会文

化」为学术轴心，透过课程规划、

教材编撰、跨国研修等方式，使学

生获得中国传统人文培训，且具备

当代亚太文化视野，有别传统中文

的办学理念。此外，我们重视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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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合一，推动媒体资讯、文案编采、

活动企划、华语教学等，提昇学生

中文应用的专业能力。 

机械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學業成績 40%，資料審查 60%【必要時

得進行面談】，資料審查應備文件如

下：、1.大學畢業證書、2.大學成績單

【須註明畢業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

3.推薦函二封、4.未來研究計畫書【含

進修方向】、5.個人簡歷：含工作經

驗、研究興趣、社團活動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文能力證明、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 

元智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於西元 1989

年成立，并於西元 1990 年成立硕士

班，西元 1996 年成立博士班，进而

於西元 2001 年成立硕士在职专班。

本系目前共有专任教师 17 人，皆具

有国内外名校博士学位，已建立了

完善的教育环境与研究能量，培养

了许多产业界需要的高级机械工程

师及研发人才。人才培育除了机械

工程领域各种专业课程内容外，更

注重与最新工程科技发展潮流结合

及跨领域整合。 

管理学院财

务金融暨会

计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學業成績 40%，資料審查 60% 【必

要時得進行面談】、2. 資料審查【請於

報名時一併繳交】：、(1)大學成績單一

份【須註明畢業總名次及該年級人

數】、(2)個人簡歷：含自傳、實習、專

題報告、工作經驗、社團活動、得獎證

明等。 

管理学院财务金融暨会计硕士班

2016 年续证获得国际商管学院认证

(AACSB)，本班分二个学程：(1)财

金学程：提供完整财务课程及国际

研究资源，训练学生通过国际专业

证照。(2)会计学程：国际会计师

「英国会计师公会 AIA」、「澳洲会

计师公会 CPA Australia」认证通

过本班课程。(3)金融科技硕士学

程：因应人工智慧、大数据、云计

算及区快链等新兴科技加速融入全

球金融市场，以培养金融科技人才

为目标。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兩封，其中一封須為原就讀科

系教師推薦、讀書或研究計畫、個人簡

歷：含自傳、實習、工作經驗、研究興

趣、社團活動、得獎證明、專業作品

等、大學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如著作、專

題報告、英文能力證明等)。 

本所提供优质的研究环境并鼓励同

学积极参与教师研究，透过计划案

的执行，提昇学生学术研究及实务

技术能力。本所课程分为大数据分

析及资讯管理与创新，大数据分析

课程在培养大数据资料撷取、分析

及视觉化等技术与应用能力。资讯

管理与创新课程在培养资讯系统管

理、企业管理及创新相关之专业领

域知识与能力。综合运用上述所学

技能於发展人工智慧(AI)应用，如

金融科技、开放资料、商业智慧、

智慧医疗、智慧制造及社群媒体等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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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华大学 

电话 886-3-5374281~5 

传真 886-3-5373771 

电子邮件信箱 rusen@chu.edu.tw 

网址 http://www.chu.edu.tw 

地址 新竹市香山区五福路二段 707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学校现况：设有资讯电机学院、管理学院、建筑与设计学院、人文社会学院、观光学院及创新

产业学院等 6个学院、15 个学系、4个学士学位学程、4个进修学士班、3个二年制在职专班、12

个硕士班、8个硕士在职专班及 3个博士班，专任教师 220 人，博士级助理教授级以上师资达 90%

以上，学生人数约 5000 人之大学。 

 2.目前有学位陆生 15 名。 

 3.目前国际生共计 404 位(外籍生 290 位、港澳侨生 20 位、海青班 94 人)，在国际化推动成效荣

获教育部奖助全国高教体系通过计画之优异大学。 

 4.绩优表现：(1)本校为竹苗地区唯一获得美国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AACSB)认证及中华工程教育

会(IEET)认证之私立大学。学生修得之学位、学分可以通行全球。(2)2018 年英国高等教育调查

公司 QS 评比中，本校跻进亚洲地区前 350 名大学，一名列台湾综合型私立大学第 9名。(3)远见

杂志公布「2017 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本校在国际化推动方面入选全国 TOP 20 国际化学府。

(4)本年度本校师生参加发国际发明竞赛表现亮眼共获 15 金 15 银 6 铜 3 特别奖。(5) 1111 人力

银行 2019 年企业最满意私立大学第 9名。  

 5.设有陆生事务与辅导组，专责协调校内各单位与资源，针对大陆学生在出入境申请、学习辅导

及生活辅导等各方面予以协助。 

 6.设有教学助理 TA、谘商辅导中心、生活辅导组及住宿辅导组，对於学习及生活方面提供协

助。 

 7.每学期学杂费：资电及建筑学院：每学期新台币 54,280 元；管理及观光学院：每学期新台币

47,521 元；人社院：每学期新台币 46,842 元；平安保险费：每学期新台币 425 元。2021 年实际

收费请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8.住宿费：依宿舍别有不同收费标准，费用为每学期新台币 8,400~18,600 元。(内含网路及热水

费用，但冷气费用另计) 。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建筑与都市

计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1 封或 2封) 

"1.因应高级建筑与规划技术人才需

求，以建筑与空间设计、智慧城市

与防灾、环境与景观规划、创新设

计主题为研究方向，结合实务实习

分流课程，可推荐全学期实习及选

择技术报告作为毕业论文。 

 2.十位副教授级以上专业师资，来

自中英美日德各国博士学位。 

 3.课程规划以建筑与空间理论、环

境规划实务、景观设计实务、产品

设计实务四大类为主轴，符合市场

需求及国际竞争的压力。 

 4.本学制通过 IEET 国际认证，学

历与品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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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土木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4.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證照、得獎事蹟等其他有利申

請審查之資料、2.研究計畫(1000 字以

內) 

"1.国际教研水平：本硕士班教育宗

旨为培养科技时代土木工程师，具

备紮实的工程技术与研究能力。教

研规范已通过 IEET 工程教育认证，

达国际标准，学历与全球接轨。 

 2.优异师资阵容：11 位助理教授

级以上专任教师，拥有美、法、台

博士学位及优异教研资历。 

 3.完善教研设施：建置 12 个专业

实验室，符合教研需求。 

 4.多元课程规划：以结构工程、环

境地工与建筑资讯模型为主轴，提

供学生充足的跨领域学习与研究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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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大叶大学 

电话 886-4-8511888 轉 1826 

传真 886-4-8511007 

电子邮件信箱 steven93@mail.dyu.edu.tw 

网址 http://www.dyu.edu.tw 

地址 彰化县大村乡学府路 16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旨在建立一所德国式工业大学，以「理论与实务并重」、「人文与科技整合」、「师徒传承」

及「产学合作」理念，培育「创意与品质」专业人才。 

 2.连续 12 年(2009-2020 年)获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之补助，充分展现本校完备教

学水准，优异管理能力及深厚发展潜力。 

 3.学术研究表现卓越，据台湾 ESI 论文统计，工程领域进入世界前 1%；WOS 论文统计，显示本校

机械学门、农学类、材料类、生物及免疫类等领域已蓄积相当之研究能量。 

 4.透过师徒制、大叶四肯书院、社团活动、服务课程等潜在学习，培养具备「肯学、肯做、肯付

出、肯负责」特质的大叶生。 

 5.强化学生专业及就业竞争力，特结合业界师资双师课程，推动「学生全职实习方案」及专业证

照，办理「企业夥伴策略联盟」、「产学结盟旗飞扬」活动，让学生实践校训中「理论与实务并

重」、「从做中学」的真谛，促进学生多元实习与就业机会，朝「企业夥伴型大学」迈进，以达成

「念大叶 好就业 就好业」之学生能力目标。 

 6.师徒大叶，一生五导，全方位辅导关怀。(班级导师、师徒导师、业界导师、校友导师、教官

导师)。 

 7.荣登「iF 世界百大顶尖设计大学」荣誉榜、Webometrics 世界大学网路排名，高居全球前 5%

领先席次。 

 8.荣登《远见杂志》2020 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私立大学前 30 强，领先台湾 75%综合与技职私

大。 

 9.中彰都会交通网新枢纽！六车共构四通八达每天 276 密集班次 3至 5分钟一班车。 

 10.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7,824~55,472 元，依各学院不同有所调整。 

 11.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5,000 元，依各栋学生宿舍安排调整。 

 12.餐费：校内备有学生餐厅，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180 元。 

 13.相关资讯请参阅 http://www.dyu.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电机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自傳(500 字為原則)、讀書

計畫(500 字為原則)、學經歷資料、大

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先进技术、系统整合、跨领域研

究是「电机工程学系硕博士班」的

特色。 

 2.研究领域从半导体制程技术开

发、系统整合、通讯、影像处理、

讯号处理、以及再生能源等，整合

各项资源，争取充裕研究经费，达

成作育英才之目的。 

 3.本系已通过最新 IEET 国际工程

及科技教育认证，将与国际无缝接

轨，学历与资格获得国际认可。 

  

电机工程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先进技术、系统整合、跨领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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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  推薦函、自傳(500 字為原則)、讀書

計畫(500 字為原則)、學經歷資料、大

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審查資料（如語文或各類

技能檢定證照影本、獲獎證件影本、各

項競賽成果、研究專題…等) 

究是「电机工程学系硕博士班」的

特色。 

 2.研究领域从半导体制程技术开

发、系统整合、通讯、影像处理、

讯号处理、以及再生能源等，整合

各项资源，争取充裕研究经费，达

成作育英才之目的。 

 3.本系已通过最新 IEET 国际工程

及科技教育认证，将与国际无缝接

轨，学历与资格获得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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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华梵大学 

电话 886-2-26632102 

传真 886-2-26633763 

电子邮件信箱 ad@cc.hfu.edu.tw 

网址 http://www.hfu.edu.tw 

地址 新北市石碇区华梵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华梵大学由佛教人士晓云导师於 1990 年创立的第一所佛教大学，历经 30 年的努力与蜕变，办

学绩效屡获各类评监肯定，近期更获教育部高教深耕计画经费通过补助,并连续 9年教学卓越计画

经费补助，评定为教学卓越大学（相当於大陆 211 院校)。 

 2.本校重视学生专业学习，在「学生自主学习与自我成长」目标方面，以追求学生自我成长、建

立人生自信，陶养乐於助人的淑世情怀。协助学生从自我觉察中认识自我、建立人生价值、激发

学习动机，使其能调整身心状态、发展自我管理与自主学习能力，进而培养其生涯发展中所需要

的软实力，建立人生自信；从关怀、参与、承担、分享的学习中，培养合作服务、关怀人群、乐

於助人的公益性格。 

 3.在「加强学术研究与产学合作」目标方面，致力提升专业主题的学术研究、产学计画、学术研

讨会、学术成果发表等活动。学术研究与产学合作是提升教学精进及促进学用合一的重要关键因

素，使学生历练并了解相关产业所需实务面技术与开发，增加学生於职场的研发力与竞争力。 

 4.在「智慧型校园生活与行政」目标方面，建立充足云端教学平台与群播系统、强化图书资源导

览设备与数位服务、电子馆藏内容资源、图书资讯推荐功能，使全体师生员工均能够透过平板、

手提或桌上电脑，以及各种行动装置，不分时地可以自在、快速、多元、方便地连结本校图书资

讯主机系统，取得资讯服务与数位资源，悠游於行动教学平台、云端桌面与智慧型电子书等新型

态工作和学习环境，养成新时代工作与竞争能力。 

 5.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用约新台币 47,345~54,855 元(因学院而有所不同)，学生每学期住宿费

用约新台币 9,000 元,并保障境外学生住宿；2021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6.强调国际移动力，鼓励学生参加国际游学课程、海外实习、境外姊妹校交换生及国际化课程，

平均每 10 位毕业生有 4位出国境外学习。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东方人文思

想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研究計畫書、碩士畢業證書(或

碩士學位證明)、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推薦函、碩士學位論文、最近三年學術

著作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有助審查的相關資料 

研究领域: 

 本所以汉传佛教研究为主，从事国

际化儒佛学术思想研究，开设有关

天台学、禅学、汉译经典、儒佛经

典语言及佛教在中国的儒佛交涉等

课程。 

 系所特色: 

 本所具有多元化、国际化学术研究

师资，并具多年培养外国硕博士研

究生之经验，已经培养出美国、澳

洲、韩国及东南亚各国学生数十

名。 

东方人文思

想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研究計畫書、大學歷年成績單、大學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明、自傳、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研究领域 

 本所以汉传佛教研究为主，从事国

际化儒佛学术思想研究，开设有关

天台学、禅学、汉译经典、儒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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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 典语言及佛教在中国的儒佛交涉等

课程。 

 系所特色 

 本所具有多元化、国际化学术研究

师资，并具多年培养外国硕博士研

究生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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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义守大学 

电话 886-7-6577711 轉 2132~2136(招生組) 

传真 886-7-6577477 

电子邮件信箱 dradm@isu.edu.tw 

网址 http://www.isu.edu.tw 

地址 高雄市大树区学城路一段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目前本校已与美、英、澳、亚等洲共计 412 所大学签订学术交流协议，学生可申请至姊妹校交

换或修读双学位，其中与大陆地区缔结姊妹校计有 215 所，其中「一流大学」29 所，「一流学

科」43 所，其他皆为知名省属重点大学。 

 2.本校与大陆地区交换生制度已行之有年且成效卓越。本校自 2007 年开始与大陆地区优良大学

签约交流，至今来本校之大陆地区交流生总数已达有 8534 名，未来仍将持续稳定成长，本校现有

陆籍学位生(包含本科及硕博士生)共 61 名。 

 3.本校 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0,000 元至 12,500 元间，住宿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2,700

元至 5,800 元间， 2020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4.奖学金讯息：有关奖学金资讯请至「陆生联招会」查询。 

 5.本校设有语文中心提供正体华文字体辅导教授课程。 

 6.若对於接机及住宿安排等相关问题，可来电国际及两岸事务处询问，电话：886-7-6577711 转

2087。 

 7. 因疫情影响关系，入出境相关讯息，将以官方公告为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管理学院管

理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

大學部及碩士班成績單、推薦函、簡要

自傳、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個人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

1.本校管理学院通过 AACSB 国际商

管认证，并获教育部免评监之殊

荣。 

 2.分管理(组织研究)和财金两组。

 3.本班课程训练紮实，强调专业领

域和研究能力之精熟。 

 4.鼓励并补助至国际主流学会或期

刊发表论文，学生学术表现亮丽。

电机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

大學部及碩士班成績單、推薦函、簡要

自傳、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本系理论与应用并重，培养电力

系统与电力电子、控制与智慧科

技、绿能光电与通讯相关专长学

生。 

 2.着重国际视野培养。系上教授积

极参与国际会议，与美、加、日、

英、港、澳等国有密切交流，期培

养学生独立学习与英文报告能力。

 3.研究领域：智能电网、绿色能

源、电源供应器；机器人系统、人

工智能、最佳控制、RFID 应用；微

波射频电路、光电元件、与表面声

波元件等。 

生物技术与

化学工程研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

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着重於生物技

术与产业制造等方面研究，并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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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究所 大學部及碩士班成績單、推薦函、簡要

自傳、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家级先进层析分离中心。本所产学

合作与科研经费表现卓越，并与医

学院全体教师共同授课指导，师资

实力坚强，包含电子工程、材料科

学、生物科技、分离纯化技术、绿

色能源、奈米科技、特用性高分

子、生物感测器、医学检验及医药

科技等全方位的研究领域，协助学

生提升专业，全球接轨。 

电子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

大學部及碩士班成績單、推薦函、簡要

自傳、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本系研究领域包括光电半导体、

智慧电子和系统整合等三大领域，

培养学生具有设计和研发的能力。

 2.本系着重国际化视野之培养，系

上教授之研究与中、美、日、德等

国有密切之交流。 

 3.本系建置有「绿能光电实习中

心」、「积体电路设计实验室」和

「机器人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

提供研究生深入实验与研究。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

大學部及碩士班成績單、推薦函、簡要

自傳、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研究与教学以「嵌入式系统」、「网

路通讯与物联网系统」、「人工智慧

与多媒体系统」为主要发展方向，

包括人工智慧、云端计算、大数据

分析、多媒体资料库设计、影音压

缩、改错编码、影音通讯系统、资

讯安全、资讯识别和检测、自动光

学检测、物联网、电子商务、智慧

型资讯系统等项目，其中尤其在多

媒体技术、编码理论、高速网路技

术与嵌入式系统等领域都有杰出的

研究成果。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

明、2.大學成績單、3.推薦函、4.簡要

自傳、5.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本校管理学院通过 AACSB 国际商

管教育认证，教学品质符合世界标

准。 

 2.本系旨在培养二十一世纪有竞争

力之管理者，课程范围兼具创意广

告与行销物流、组织行为与人力资

源、企业诊断与经营策略等管理领

域。 

 3.具国内外大学博士学位专任师

资，实务与理论并重。 

 4.设置企业 e 化经营决策研究室，

提升学生分析个案能力。 

 5.欢迎非商管科系毕业生及有实务

经验者申请就读，激荡跨领域创

意，并将理论与管理实务相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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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合。 

财务金融管

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

明、2.大學成績單、3.推薦函、4.簡要

自傳、5.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於個人審查之特殊表現資

料。 

1.通过全球最具代表性 AACSB 商管

认证。 

 2.为增添学生未来职场竞争力，除

传统财务金融课程外，亦包括金融

科技、程式交易与大数据分析课程

或讲座，以整合通才及专才教育。

 3.设有「证券金融与财会教学研究

室」，教室内每台电脑均为一机双萤

幕，左萤幕教材广播，右萤幕仿效

演练，专业教学互动效果佳，且提

供多种专业软体与资料库。於 108

学年新建「商业创新与金融科技

PBL 高阶电脑教室」提供金融科技

大数据分析实作。 

传播与设计

学院文创传

播与设计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

大學成績單、推薦函、簡要自傳、讀書

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如得獎作品、證

照等) 

传播与设计学院结合院内大众传

播、电影与电视、数位多媒体设

计、创意商品设计等四个学系之学

术资源。本硕士班教育目标：以培

育具艺术美学素养之文创专业人

才，并能运用传播与设计为媒介，

进行学理研究与实务创作，进一步

驱动相关产业生态之跨域创新发展

与国际化链结。规划『影视媒体传

播』与『数位实体设计』两大发展

方向，并订定「人文艺术原创」、

「科技美学加值」、「跨域创新发

展」、「文创国际接轨」等四大重

点。 

生物医学工

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

明、2.大學成績單、3.推薦函、4.簡要

自傳、5.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專題計畫報

告) 

本系以培育具创新及专业能力的医

学工程师及医疗器材研发工程师为

目标。规划生医电子暨医学资讯、

生医材料暨组织工程、生物力学暨

福祉科技特色领域，并增设医工领

域跨临床医学产学合作课程，配合

医学院及义大医院之设备与师资，

训练培育具有医工跨界临床医学科

学之专才，以培养学生具开发医疗

器材之创新能力。本系位於医学院

区 ， 联 络 电 话 ： 07-6151100 转

7453 ， 网 址 ：

www.bme2.isu.edu.tw。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

明、2.大學成績單、3.推薦函、4.簡要

自傳、5.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研究与教学以「嵌入式系统」、「网

路通讯与物联网系统」、「人工智慧

与多媒体系统」为三个主要发展方

向，其中尤以影像视讯分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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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能网路与通讯技术、物联网、编码

技术、嵌入式系统设计及资讯安全

等领域的研究成效最为卓着。在课

程设计方面，除了「书报讨论」与

「论文指导」必修课程外，尚提供

多元的专业选修课程，以期学生对

相关专业领域能有深入了解，亦可

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及解决问题

之能力。 

电机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

明、2.大學成績單、3.推薦函、4.簡要

自傳、5.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專題計畫報

告) 

1.本系理论与应用并重，培养电力

系统与电力电子、控制与智慧科

技、绿能光电与通讯相关专长学

生。 

 2.着重国际视野培养。系上教授积

极参与国际会议，与美、加、日、

英、港、澳等国有密切交流，期培

养学生独立学习与英文报告能力。

 3.研究领域：智能电网、绿色能

源、电源供应器；机器人系统、人

工智能、最佳控制、RFID 应用；微

波射频电路、光电元件、与表面声

波元件等。 

  

  

电子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

明、2.大學成績單、3.推薦函、4.簡要

自傳、5.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本系研究领域包括光电半导体、

智慧电子和系统整合等三大领域，

培养学生具有设计和研发的能力。

 2.本系着重国际化视野之培养，系

上教授之研究与中、美、日、德等

国有密切之交流。 

 3.本系建置有「绿能光电实习中

心」、「积体电路设计实验室」和

「机器人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

提供研究生深入实验与研究。 

生物技术与

化学工程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

明、2.大學成績單、3.推薦函、4.簡要

自傳、5.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着重於生物技

术与产业制造等方面研究，并有国

家级先进层析分离中心。本所产学

合作与科研经费表现卓越，并与医

学院全体教师共同授课指导，师资

实力坚强，包含电子工程、材料科

学、生物科技、分离纯化技术、绿

色能源、奈米科技、特用性高分

子、生物感测器、医学检验及医药

科技等全方位的研究领域，协助学

生提升专业，全球接轨。 

土木工程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系将永续理念融入土木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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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  畢業證書(含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

大學成績單、推薦函、簡要自傳、讀書

計畫或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领域，期望工程建设能以低环境冲

击方式进行。研究主题涵盖生态工

程、废弃物资源化、污染防治、环

境复育、BIM、热岛效应、大地防

灾、土壤液化、最佳化、交通工程

与项目管理等。目前十三位专任教

师中有六位教授、七位副教授，其

中有八位教师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

位。本系以培育具全球视野之新世

代土木工程师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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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世新大学 

电话 886-2-22368225*82043 

传真 886-2-22362684 

电子邮件信箱 aaad@mail.shu.edu.tw 

网址 http://www.shu.edu.tw/ 

地址 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 17 巷 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定位为「精致的教学卓越大学」，近年来持续发展「传播贯穿各学门」的办学特色，除积极优化

师资结构、提升教学品质及追求创新卓越外，并以「建构兼备自由风气与人文精神之大学，培育

具有教养、宏观、专业知能及国际视野之公民」为愿景。 

 2.系少数连续 13 年获得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认可殊荣之绩优大学，107 年起并获教育

部补助执行 5年期程「深耕计画」。 

 3.设有新闻传播学院、管理学院、人文社会学院及法律学院等四学院。 

 4.本校拥有全台大学最丰富高端新媒体设备的「全媒体大楼」，更将在 2021 年全新落成大型 LED

智能摄影棚，引进好莱坞最新智能摄影技术，使世新成为名符其实的「亚洲梦工厂」，同时也是

CNN 在台湾唯一合作的大学，有助於培育全能传播人才，并扩展学生全球视野。 

 5.1111 人力银行企业雇主调查，本校於「大众传播学群」领域稳居全台之冠；Cheers 杂志

「2020 大学办学绩效卓越 Top20」调查，再度荣获全台大学第 12 名，以及「企业最爱硕士生」调

查，连续 4年蝉联私校之冠；远见杂志「2020 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首度获得观光休闲类私立

大学第 1名。世新大学的办学绩效与成果，广获好评。 

 6.本校博士班基於学、硕、博人才培育完整性，重视教学领域与社会需求之契合性、发展性及教

育成效，以培育高阶人才为目标，养成具国际视野与全方位能力之专业研究人才。 

 7.设置「大陆事务中心」，统筹生活管理及辅导措施，协助陆生适应校园生活。 

 8.学杂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12,000 元(约新台币 60,000 元)，2021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

准。 

 9.协助处理住宿问题，费用视个人住宿选择有所差异。 

 10.校区位於台北市都会区，交通便捷。  

 11.请参阅陆生相关资讯网页： 

 招生： http://oaa.web.shu.edu.tw/?p=454 

 服务辅导资讯：http://ocse.web.shu.e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传播博士学

位学程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研究計劃 3000~5000 字、4.研究所歷

年成績單、5.碩士論文（應屆生繳交初

稿或口試本） 

1.全台湾仅有的两个传播博士点之

一。  

 2.以全台规模最大的新闻传播学院

上百位专业师资群为後盾，着重

〈语艺与策略传播〉、〈传播科技与

影响〉以及〈文化与参与式传播〉

等三大主轴。  

 3.秉持世新大学德智兼修、手脑并

用的校训，培养具有批判力、论述

力、行动力的传播高级人力。 

行政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與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生免

繳)、2.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3.簡

1.旨在培养公共行政学术工作之新

血，及提升公共事务高阶主管的决

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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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要 自 傳 1000 字 、 4. 研 究 計 畫

3000~5000 字、5.推薦函 2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碩士論文或其他參考著作 

 2.透过系统化、理论化、国际化与

前瞻性的教学，以及师生团队合作

的研究，深化学生的研究能量与实

务关怀。 

 3.师资结构优良，现有 14 名博士

学历专任教师，含 7 名教授，专长

包括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管

理、政府预算、人力资源管理、廉

政与治理、非营利组织等。 

 4.本系发展方向包括科际整合的教

学、国际接轨的研究、创造变革的

服务等。 

中国文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與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生免

繳)、2.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3.簡

要 自 傳 1000 字 、 4. 研 究 計 畫

3000~5000 字、5.碩士論文一份(應屆

生繳交初稿或口試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參考著作一份 

1.师资优良：教师学有专精，曾永

义老师、黄启方老师等均为中文学

界重要学者；曾永义老师并为中央

研究院第三十届院士。 

 2.多元结合：立足传统厚实基础，

着眼创新领域远景，结合本校特殊

资源，培养古今融通、学以致用人

才。 

 3.方向明确：以经学、小学为根

柢，结合思想、历史与文化之文学

研究为本系发展方向。 

 4.学术重镇：本系研究所为「戏曲

与韵文学」研究重镇。 

 5.分科精细：学生针对专长领域进

行深入研究。 

公共关系暨

广告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乙份-重點

強調為何想來臺灣讀書。(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乙份-重點強調你在臺

灣兩年裡，最希望能學到什麼?(1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1.培养学生公共关系与广告相关能

力与素养。 

 2.培养学生思辨及分析问题的能

力，强化策略性思考与创新思维，

并深化社会文化现象剖析的能力。

 3.结合时代潮流及产业趋势，培育

具大数据数位行销分析及全媒体数

位广告制作之专业公关广告人。 

新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乙份、3.

讀書計畫乙份、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參考作品 

1.师资安排：师资横跨学术及实

务，引入业界新概念，课程安排理

论与实务并重；毕业可继续深造或

无缝接轨进入业界。 

 2.完善实习制度：寒暑假安排业界

实习，让同学提早熟悉就业市场、

发挥所长。 

 3.课程特色：本所着重在批判文化

研究、资料新闻学与新闻探勘、新

闻数位汇流实作与研究取向、政治

传播及全球新闻与资讯流通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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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程。 

 4.本所於 2003 年成立，系友遍布

各相关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形成

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广播电视电

影学系创作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創作計畫 2000～5000 字、4.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創作作品 

1.广播电视电影学系是台湾最具悠

久历史的传播科系之一，逾 55 年来

培育出许多杰出的演艺及影音媒体

专业人才。 

 2.本系所具有完善的广电实习设

备、专业课程设计与坚强的师资阵

容，专任师资多数为美、欧、亚洲

知名大学之影视传播博士学历。 

 3.本系硕士班分为创作组与媒体应

用组两种方向。在创作组部分，课

程主轴聚焦在影音美学与人文素养

的培养，以及企划、编剧、导演等

影音制作能力的精进，期望培育出

高阶影音创作人才。 

数位多媒体

设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

計畫（1,000 字以內）、3.創作計畫或

研究計畫（3,000～5,000 字以內）、4.

大學歷年成績單、5.推薦函 2封 

1.以「游戏」、「互动科技」及「动

画」为发展主轴，整合数位多媒体

传播科技与设计艺术教育，落实艺

术文化美学素养为全方位传播教育

之紮根，提供系统化且专业的课程

训练。 

 2.除了建构最完整圆满的优质学术

研究与实务创作环境外，并与相关

产业界进行专案实习合作，让学生

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引领产业之

专业能力，培训学生成为人文兼具

艺术美学文化素养与电脑尖端科技

知能的新媒体创意专业创新者。 

传播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乙份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乙份

(1000 字以內 )、 4.研究計畫乙份

(3000～5000 字以內) 

1.本系是台湾第一个整合「传播」

与「管理」专业知识而成立之学

系，提供跨领域学习。硕士班核心

能力为培养具有「传播产业识析与

资源整合」、「传播数位产制与专案

管理」、「媒体研究与媒体行销管

理」、「传媒创新管理」之人才。 

 2.本系以「传播媒体经营管理」与

「传播流程经营管理」两个核心概

念为基础，规划整合「传播」与

「管理」两种专业课程。课程设计

聚焦於文创与新媒体整合应用的

「文创与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模组」。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乙份（1000 字以內）、2.

1.本系旨在培养新时代管理人才，

近年课程强调新经济下的策略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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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讀書計畫乙份(1000 字以內)、3.大學

歷年成績單 

新管理、数位行销、大数据分析、

二代接班与人资管理、社会创新与

创业等新议题。 

 2.本系教学重视管理理论与企业实

务结合，以学生学习核心，强调问

题解决导向的课程设计，期能培养

学生问题解决与创意思考能力。 

 3.本系拥有高质量且具教育热忱的

师资，新颖且现代化教学设施，位

於台北都会区，提供学生便捷的地

理环境与丰富且多元化的学习资

源。 

广播电视电

影学系媒体

应用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研究計畫 2000～5000 字、4.大學歷

年成績單 

1.广播电视电影学系是台湾最具悠

久历史的传播科系之一，逾 55 年来

培育出许多杰出的演艺及影音媒体

专业人才。 

 2.本系所具有完善的广电实习设

备、专业课程设计与坚强的师资阵

容，专任师资多数为美、欧、亚洲

知名大学之影视传播博士学历。 

 3.本系硕士班分为创作组与媒体应

用组两种方向。在媒体应用组部

分，课程主轴聚焦在数位汇流与产

业研究、媒体与社会行销、媒体效

果研究等学术领域，期望培育出实

务媒体应用与研究人才。 

口语传播暨

社群媒体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讀書計畫 1000 字、4.歷年成績單 1

份 

1.本系是两岸首先也是台湾唯一提

供完整口语传播专业教育与学术研

究的机构，为新世纪华人社会培养

沟通、表达、谈判、说服、发言专

业人才。 

 2.本系专任师资为台湾、美国与欧

洲知名大学博士，课程兼具理论研

究与实务运用，强调思辨、论述与

分析能力训练。 

 3.教学宗旨在培养学生成为沟通知

识生产者与实践者。毕业後除能深

造博士学位外，亦能在政治表达、

领导沟通、文化沟通、访谈播报、

协商谈判、说服行销等方面有所发

展。 

观光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乙份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乙份

(3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1.本所之设立宗旨旨在培育「兼具

理论与实务的观光管理人才」，强化

观光产业所需之创新与整合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沟通与问题解决能

力以及国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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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2.本所之师资、研究和教学为台湾

大专院校在观光领域之最；师资专

业领域包含「餐旅经营管理」、「旅

游暨休闲事业管理」、「观光规划暨

资源管理」3 个领域，可满足陆生

对观光产业专业且多元的需求。 

 3.本所有丰富的陆生学习与辅导经

验，有助於学生之专业养成和学术

发展。 

资讯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 封、2.簡要自傳乙份(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乙份(1000 字以

內) 

1.教育目标：以培养兼具创造力与

实作能力的资讯管理人才为目标。

 2.课程设计：课程设计理论实务并

重，涵盖了程式设计、资讯软体开

发、企业资讯应用、企业经营管

理、网路应用、资讯安全管理、大

数据、人工智慧与物联网等。 

 3.三大研究中心：大数据暨智慧企

业研究中心、人工智慧科技生活研

究中心、云端暨智慧物联网研究中

心及 VDI 云端 AI 计算资源 

行政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推薦函 2

份、3.簡要自傳 1000 字、4.研究計畫

1000～2000 字 

1.旨在培养公共行政学术工作之新

血，及提升公共事务高阶主管的决

策能力。 

 2.透过系统化、理论化、国际化与

前瞻性的教学，以及师生团队合作

的研究，深化学生的研究能量与实

务关怀。 

 3.师资结构优良，现有 14 名博士

学历专任教师，含 7 名教授，专长

包括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管

理、政府预算、人力资源管理、廉

政与治理、非营利组织等。 

 4.本系发展方向包括科际整合的教

学、国际接轨的研究、创造变革的

服务等。 

中国文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與學位證書影本(應屆生免

繳)、2.大學部歷年成績單正本、3.簡

要自傳 1000 字、4.研究計畫 3000～

5000 字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參考著作一份 

1.师资优良：教师学有专精，来自

台大、台湾师大、政大等名校。 

 2.兼容并蓄：本系所开课程力求经

学小学、学术思想及文学各领域兼

容并重。 

 3.学风优良：学生崇尚自由、笃

实、活泼、精进。 

 4.本系以「戏曲与韵文学」为发展

主轴，在曾永义院士之带领下，日

趋精进。 

资讯传播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系所特色：着重於数字汇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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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  1.大學歷年成績單乙份、2.簡要自傳

乙份（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乙份

(2000-5000 字以內) 

代，掌握各种知识组织与讯息传播

的技能，系所专任教师拥有博士以

上比率高达 90%。本系所理论实务

并重，透过企业实习强化对企业研

究能力与产业科研水平。定期海外

短期游学开展国际视野。 

 2.学科专业：网络社群、知识管

理、海量资料分析等领域，教学研

究与专业实务双轨并进。以用户研

究、知识加值、互联网与讯息传播

为课程目标，提供研究生跨域学习

与传播汇流研究能力。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乙份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乙份(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本系培养具备主动学习、独立思

考、全球视野与品格教养等能力与

特质之财金专业人才。本系三大特

色：财富管理与投资规划、金融服

务与媒体行销、人工智慧与财务大

数据。 

 2.课程融合财务理论、金融科技及

实证分析，强调理论与实作并重，

特色课程：智能投资与财富管理、

行为财务学、长寿风险与退休金规

划、财务文字探勘、金融大数据与

机器学习、物联网金融科技概论、

程式交易、金融社群媒体行销。 

经济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 字、2.讀書計畫

1000 字、3.大學歷年成績單、4.推薦

函 2封 

1.本系硕士班以严谨的经济理论与

实证架构，深化学生经济思维，为

社会培养开创新路的经济人才，能

够拓展新市场、建立新平台、创造

新企业。 

 2.本系师资坚强，研究能量充沛，

将数据分析应用於货币金融、人力

资源、健康医疗、运动休闲及产业

分析等研究领域。 

 3.小班制师生互动机会多，教师皆

具有高度辅导热忱。毕业後的就业

面向多元，包含数据分析、公职行

政、保险金融、行销管理等。 

社会心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 自傳(需包括簡

歷、報考動機)、3.最高學歷歷年成績

表、4.研究計畫(三至五千字為度)、5.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本系所为台湾首创也是唯一旨在

以社会学与心理学为基础，以社会

心理学为轴心，并培养具跨学科能

力的社会创新与社区发展之学术与

专业实务应用人才。 

 2.以社会创新与社区发展为发展方

向，课程主轴为社会心理与健康、

社区发展与规划、社会创新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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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播。 

 3.毕业生研究论文议题跨域多元，

例如：家庭、亲密关系、性别、学

习、认知、组织行为、传播、网

路、族群、文化、犯罪、自杀与辅

导等。 

 4.学生来源多元，毕业生就业出路

宽。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暨讀書研究計畫 2000~5000 字

(請繳交正體字版本)、2.大學歷年成績

單 

1.以「诚、正」为基础核心价值，

「公平正义」为传统教学精神，「学

术与实务结合」为实践目标手段。

 2.网罗优秀师资，设计完整符合现

实需求的法学课程，让学生建立整

全的法律知识。 

 3.在民事法、刑事法与公法等基本

科目外另聘请法官律师带领学生进

行个案研究，有步骤的引导学生具

备从学理到实用的独立思辩能力。

性别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含報考動機之自傳、2.修課/學習計

畫(以五頁為度)。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最高學歷歷

年成績表、性別議題相關之工作/研習

成果等)。 

1.创所特色：北台湾唯一，旨在培

养兼顾理论与实践、整合研究与政

策规划、落实性别多元文化之高阶

性别研究人才。 

 2.教学核心：提升性别平等意识、

性别研究学术知能、国际视野及在

地实践知能、性别主流化之应用与

倡议。 

 3.课程规划：强调跨学科取向之学

术训练及社会实践，以性别与传

播、性别与文化研究及性别与政策

为教学研究核心领域，并鼓励学生

参与促进性别平等相关活动，期以

培养性别研究学术及实务专业人

才。 

智慧财产暨

传播科技法

律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暨讀書研究計畫 2000 字~5000

字(請繳正體字版本)、2.大學歷年成績

單 

本所统整智慧财产法律及传播科技

法律研究，设立之宗旨以培养智慧

财产权人才及传播科技法律人才为

目的，为从事智慧财产法律及传播

科技法律学术研究与实务工作者紮

下厚实的基础。教育目标主要为:1.

着重智慧财产法律及传播科技法律

专业人才之培养。2.内容方面兼顾

智慧财产权法及传播科技法律理论

与实务，课程与科技及新媒体产业

发展紧密配合。3.扩展智慧财产法

律及传播科技法律人才国际化视

野，重视各国相关法律之比较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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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究。 

图文传播暨

数位出版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

3.讀書計畫 1000 字、4.大學歷年成績

單 

1.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是台湾

唯一「数位(字)出版」专业系所。

 2.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具人文与科技

素养、理论与实务结合之多元智能

人才。培养学生具备数位内容产业

所需之基本理论与实务操作能力。

 3.本系硕士班课程规划以图文传播

出版经营管理为主轴，结合传统与

数位出版新科技，强调培养出在印

刷与出版相关产业之中、高级研发

及经管人才。 

社会发展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研究計畫、3.推薦信 2封

1.本所创立於 1997 年，以批判取向

研究与社会实践闻名於国内社会科

学界。「有学有术、实践基层、回归

理论、再造社会」为本所办学宗

旨，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具有

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及社会关怀的

感情与实践能力。 

 2.本所师生一直投入各项社会基层

实践工作，与基层民众一起生活、

学习，从基层中淬炼出新的理论，

落实本所的教学理念。 

 3.目前本所在劳工研究、移民/工

研究与农村研究三个领域上都有非

常优越的学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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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铭传大学 

电话 886-2-28824564 分機 2708 

传真 886-2-28809774 

电子邮件信箱 acade@mail.mcu.edu.tw 

网址 http://www.mcu.edu.tw 

地址 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五段 25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铭传大学系为纪念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而设立的知名大学，拥有 63 年的办学经验。2010 年获

得美国 MSCHE 认证，成为亚洲唯一美国认证大学。2016 年 6 月再次通过 MSCHE 10 年认证，与哥

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马里兰大学、宾州大学、康乃尔大学为同一认证体系。2017 年 7 月管理

学院通过 AACSB 国际认证。 

 2.设有 11 个学院、36 个学系，15.8 万校友及 1.8 万名本科生、硕士及博士生，深受陆生及国际

生喜爱，陆生人数名列前茅。 

 3.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20 亚洲大学排行，连续 4年进榜，台湾共有 36 所大学上

榜。「2021 年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连续 5年进榜，荣登全球着名学府。 

 4.远见杂志发布「2020 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文法商类名列全台第 7名，「在学学生参与竞

赛、论文出版成效」项目连续两年全台第一。 

 5.1111 人力银行公布「2020 企业最爱大学调查」，名列私立大学第 7名。 

 6.与全球 188 所知名大学缔结姊妹校，外籍生数 941 人。 

 7.连续 10 年获教育部「大学教学卓越计画」奖励，教学成效倍获肯定。2020 年连续 3年获高教

深耕计画补助。 

 8.教师教学认真严谨指导学生参加科技部大专学生研究计画，2020 年获奖励数 125 件，全台第 4

名，私校第 2名。 

 9.连续 12 年获教育部奖励私立大学校院校务发展计画奖补助，显示办学绩效卓着，深受肯定。

 10.鼓励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扩展视野，2019 年境外交流学生数 345 人。 

 11.设有「侨生暨陆生辅导」专责单位，协助陆生事务。备有男、女生宿舍，提供住宿。 

 12.设有奖学金，如每班前三名学业优秀奖学金，详情可至学务处网页查询。系所课程及教学特

色可至系所网页查询。 

 13.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0,656 至 12,560 元间；2021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财务处网页公

告为准。 

 14.其他未尽事宜，悉依本校「学则」及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企业管理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研究計畫

書、4.碩士論文或相關專題著作、5.推

薦函、6.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

業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若無則免

提供) 

领域：行销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

管理、产业管理。 

 特色：1 师资优良：涵盖一流研究

表现教师。2 课程精实，先修两门

(可抵)，毕业 29 学分。3 培养独立

研究能力，英文论文写作必修，毕

业生论文能独立发表国际期刊，领

域包括行销、组织行为、人力资源

管理、组织管理、产业管理、管理

决策、观光与游憩管理等。4 地点

设备优：基河校区上课交通便利，

研究生有专属研究室。5 出路：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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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业生多任职国内外大学升等顺利，

部分任企业顾问。 

应用中国文

学 系 ( 桃 园

市)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畢業生)、2.

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3.歷年成績

單、4.自傳、5.研究計畫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若無則免

提供） 

一、研究领域:中国语文、华语教

学、应用中文。二、系所特色:本系

是台湾地区最早以「应用」为名的

「中国文学系」。特色有三：(1)专

业师资优良。(2)课程多元实用。课

程设计朝专业化、多元化与实用化

发展，目前有语文教学、文学研

究、文化传播、文化设计等四组课

程模组；与中华文化创新应用学分

学程。(3)动态情境教学；设有中华

文化研究中心，可供情境模拟与动

态教学之用。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畢業證書(應屆畢業

者免交)、3.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

交)、4.自傳與進修計畫書、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

作、工作實習經驗、獲取獎學金記錄、

參與社團表現證明及其他獲獎資料) 

1.课程架构完善:本系建构有 5 大专

业模组课程，培养多样能力之专业

经理人。2.金融情境教学资源充足:

本系建置有「整合性金融交易实验

室」，提供全球金融情境体验教学。

3.充分与金融实务界接轨:透过『国

际金融投资专题』课程，引进主管

机关与金融业界经理人师资，桥接

『学理』与『实务』间隙。 

国际企业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

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若無則免

提供） 

领域：国际行销、国际财务管理、

国际企业管理等相关领域。特色：

培养专业高阶跨国经理人才。邀请

产、官、学专业人士进行演讲，确

实掌握市场现况与全球经贸发展趋

势。设研究生专属研究室及小型研

讨会议室；透过学校无线及云端网

路之建构，提供完备网路资料与学

术期刊搜寻。强化外语能力，着重

商务沟通与谈判能力的培育，增进

未来从事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的能

力。建立 EMBA 与 MBA 沟通与学习交

流平台。 

资讯工程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之歷年成績單、2.推薦

函、3.進修計劃書、4.畢業證書及學位

證書(應屆畢業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

表現證明) 

研究领域：计算机理论领域、计算

机系统领域、网路通讯领域、数据

库与数据挖掘领域、多媒体处理领

域。系所特色：1.师资健全：教师

专业领域完整且研究及产学合作成

果丰富。2.课程专业：国际证照课

程丰富，教学成效良好。3.设备完

善：完善的教学及研究设备。4.特

色系所：专业领域多元发展。 

观光事业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系硕士班在严谨学习风气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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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桃园市)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書(1000 字以

內)、4.推薦函、5.畢業證書及學位證

書(畢業生)、6.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專題報告、工作

實習經驗、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

與社團表現證明）若無，則免提供 

实务运用教学理念下，设计相关课

程与制度，且具重要特色：  

 1.为海峡旅游教育联盟大学成员，

同时名列世界百强观光餐旅大学。

2.国内外名校专任坚强师资阵容，

观光学院三系教师共同支援开课。

3.硕士班与大学部同学相等之证照

考试辅导及就业媒合机会，使学生

毕业即能就业。4.严谨课程结构，

深化理论教育，培养成为未来观光

餐旅产业管理人才。5.强大活跃业

界校友人脉，多位居相关产业高级

主管。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推薦函、5.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應屆畢業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若無則免

提供） 

领域：行销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

管理、数位营销、投资与理财规

划。特色：1 地点设备优:上课交通

便利，有专属研究生研究室。2 课

程精实，先修两门(修过可抵)有分

组专业课程与进阶整合课程。3 入

学管道多元，适於不同背景进入管

理专业。4 扩展国际视野，提供与

国际生互动环境。5 师资优良：具

实务经验、研究表现优异、有科技

部计画能提供学生奖助金多。6 出

路：企划、网路行销、专案经理、

采购、银行专员、人资规划、金融

理财等。 

医疗资讯与

管理学系健

康产业管理

硕士班(桃园

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3.畢業

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名次證明、著

作、專題報告、專業證照、獎學金及其

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表現證明） 

一、研究领域：医务管理、医疗信

息、医疗数据分析、医疗品质。

二、系所特色：1.师资优良：教师

专业领域完整且研究及产学合作成

果丰富。2.课程专业：理论与实务

并重，专业训练扎实、国外医疗机

构参访。3.设备完善：完善的教学

及研究设备，系所均通过政府高等

教育认证。4.特色系所：医疗专业

领域多元发展，学生继续升学或就

业容易。 

风险管理与

保险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

者免交)、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

表現證明) 

1.师资健全：本系所教师均具博士

学位，领域涵盖财务风险管理、社

会保险、精算、保险经济等。2.课

程完整有特色：兼重保险经营管

理、财务风险管理、实体安全制度

等相关课程。首创 CPCU、LOMA 等专

业证照考试科目与系所课程联结机

制。3.本系重视产业人才需求，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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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极开发企业实务讲座及产学合作专

案，以强化学生进入职场的竞争

力。 

新媒体暨传

播管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推薦函、5.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應屆畢業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

表現證明) 

研究领域：新媒体与传媒经营管

理。本系因应科技汇流多萤多用的

新媒体传播时代，积极设计完备之

数字多媒体影音传播教育，以培养

传播媒体事业全方位之多元管理人

才。本系设有数位媒体传播中心，

让学生能在校期间就与业界结合，

学用合一，并与本院其他学系资源

共享，进行跨领域之整合与相互支

援，提供优良学习环境。本系在台

北 校 区 上 课 。 学 系 网 址 ：

http://web.cm.mcu.edu.tw/ 

电脑与通讯

工程学系(桃

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的歷年成績單、2.進修計

畫書、3.自傳、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應屆畢業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證照、著作、專

題報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

社團表現證明，無則免) 

本系师资阵容坚强，教授专长发展

重点有智慧型计算、物联网系统、

网路安全、模糊理论、微算机控制

与应用、行动通讯系统、云端与行

动通讯计算与智慧型机器人研究，

且本系在机器人国际竞赛屡次获奖

成果丰富。学生经由课程内容与实

作的训练，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与技

术，培育具有创造性思考、设计分

析与独立研究以提升职场竞争力。

建筑学系(桃

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個人作品集、5.畢業證書及學位

證書(應屆畢業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

表現證明，若無則免提供） 

一、研究领域：设计创作、建筑理

论、都市设计与规划、数位建筑、

永续发展。二、系所特色：1.师资

国际化：专任教师具有多国博、硕

士与建筑师资格；兼任教师为学界

相关领域研究人才。2.专业课程：

(1)以空间议题为核心，连接建筑研

究与实务，培养对空间的观察的深

度与宏观视野。(2)除必修外，选修

分成建筑理论与设计创作、都市设

计与规划、数位科技等三领域。 

谘商与工商

心理学系临

床心理学组

(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

交)、2.推薦函，請說明待改進之處、

3.簡歷自傳(1000 字以內)、4.大學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所歷年成績單、2.其他有利申

請資料（如英文程度證明、研究、著

作、專題報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

料、參與社團表現證明等） 

一、紮实的临床专业：培养临床心

理师专业人才，着重心智疾病的诊

断、衡监与心理治疗。主要特色在

早疗、老年、成瘾、司法心理等。

二、坚强的产学合作：台北监狱、

桃园疗养院等机构为建教合作单

位，让学习更多元与紮实。三、先

进的教学设备：拥有量足新版衡监

工具与多项研究、教学设备与专业

教室。四、具执照的教师：主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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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师均具临床心理执照与丰富实务经

验。五、丰富的国际交流：与国际

接轨，经常办理国际性学术活动，

扩增视野。 

数位媒体设

计学系(桃园

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

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個人作品集、獲

獎資料、證照、獎學金等） 

本所之发展以数位娱乐科技、媒体

艺术设计、创新设计与数位流行文

化之三大领域为研究重点，并配合

数位内容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高阶创

意与媒体设计人才培育为目标，以

期在数位内容产业的发展趋势能掌

握先机。本所拥有完善的设备可供

相关研究议题之进行，并与产业充

分结盟，强调理论与实务创新并

重，收有国际生提供多元文化的学

习和研究环境。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畢業生)、2.

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3.歷年成績

單、4.自傳、5.進修計畫書、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 

一、研究领域：传统法学领域、劳

动法与社会法学领域、科技法学领

域、法律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

法、独立研究、法律伦理、法学外

文等。二、系所特色：1.师资健

全：本系师资留学背景涵盖德、

法、日、美各法学发展先进国家。

2.资源完善：研究生研究室、法律

图书室、法律电子资料库。3.两岸

交流：法律研究生研习参访；法曹

学者研讨座谈；与河海大学法律学

院订有学术交流协议。 

经济与金融

学 系 ( 桃 园

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畢業證書及學位證

書、3.進修計畫書、4.自傳、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

作、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

表現證明） 

1.结合「经济」与「金融」两大领

域，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聚焦在

金融专业的应用。在理论与实务并

重的原则，除了加强经济逻辑分

析、与财金专业的训练外，亦着重

计量经济学与相关软体应用的面

向，以提升同学实证研究与实务应

用的能力。并经由毕业论文的写

作，得以将相关的理论与实务融

合，藉以培养具备产业分析之金融

专业人才。2.因应金融科技的发

展，也将开设资料探勘课程，并与

原有计量实证分析结合，以培养金

融大数据分析应用能力。 

会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畢業證書(應屆畢業

者免交)、3.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

交)、4.自傳、5.進修計畫書、6.推薦

函 

课程特色 1.会计核心课程训练循序

渐进，厚植学生专业技能与素养，

并辅之管理课程以扩展学生视野与

定位。2.强化英语全方位表达能

力，因应企业国际化过程对会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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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工作實習經驗、獎學金及其他獲獎

資料、參與社團表現證明) 

阶人才之需求。3.培育使用电脑套

软与会计资讯系统的能力，以符合

资讯全面电脑化或电脑审计的趋

势。4.强化对国际工商环境之实务

与法规的知识，以因应国际交流的

趋势。5.重视当代会计议题研讨，

培育研究写作能力。 

应用中国文

学 系 ( 桃 园

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畢業生)、2.

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3.歷年成績

單、4.研究計畫書、5.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若無則免

提供） 

一、研究领域:中国语文、华语教

学、应用中文。二、系所特色:本系

是台湾地区最早以「应用」为名的

「中国文学系」。特色有三：(1)专

业师资优良。(2)课程多元实用。课

程设计朝专业化、多元化与实用化

发展，目前有语文教学、文学研

究、文化传播、文化设计等四组课

程模组；与中华文化创新应用学分

学程。(3)动态情境教学；设有中华

文化研究中心，可供情境模拟与动

态教学之用。 

生物科技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推薦函、

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

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它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

表現證明) 

本系以培育生物科技相关产业所需

人才为目标。课程以(1)生物医学

(2)食品生物科技为两大发展轴线，

配合坚实的实验课程训练以及专题

研究课程的生师经验传承，使学生

得以在学识与实验室实作能力均达

水准，教学品质有保证。 

商品设计学

系创新设计

与管理硕士

班(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畢業證書(應屆畢業

者免交)、3.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

交)、4.自傳(1000 字以內)、5.進修計

畫書(1000 字以內)、6.個人作品集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實務作品、競賽

獎狀、專題報告、著作、參與社團表現

證明等) 

1. 研究领域：产品设计、设计管

理、人因工程、永续设计、福祉设

计、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商品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服务设计、辅

具科技、设计与行销。 

 2. 系所特色：本系硕士班以创新

设计与设计管理为教学和研究主

轴，招生对象多元，提供学生跨域

整合的学习机会，进而培养具前瞻

设计思惟与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

金融科技硕

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畢業生)、2.

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3.歷年成績

單、4.研究計畫書、5.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若無則免

提供） 

本硕士学位学程系以破坏式创新、

专业多工、跨领域教育、平衡城乡

差距、实践普惠（微型）金融与共

享经济原则、强化地方共（创）生

之整合平台及学习基础，希冀透过

金融科技之创新与进步，促进城乡

金融科技交流普及。教育课程设计

主轴承袭学士学位学程五大主轴：

基础、经济与金融、资料与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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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慧、市场与媒体、监理与法规五大

主轴， 训练学生创新金融商品与服

务、培养金融与科技融合运用技

能、活用监理沙盒进行实践与创

新。 

资讯传播工

程学系(桃园

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的歷年成績單、2.自傳、

3.進修計畫書、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應屆畢業者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證照、著作、專

題報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

社團表現證明，無則免） 

本系专业课程涵盖智慧网路传播与

互动媒体科技两大领域，主要的目

的是要培育跨领域整合型人才，与

多数同领域的学系有所区隔，可提

供数位内容产业之人才需求。专业

课程以互动媒体技术为核心，培育

学生具备程式开发的能力，并且可

以整合学习科技与资讯网路技术，

开发资讯科技相关应用。学生经由

学程内容与实作的训练，学习互动

程式设计、人机介面、互动游戏及

动感装置应用等相关专业知识与技

术，以提升职场竞争力。 

财金法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畢業生)、2.

在學證明(應屆畢業生)、3.歷年成績

單、4.自傳、5.進修計畫書、6.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

表現證明） 

一、研究领域：传统法学领域与财

金专业知识领域。二、系所特色：

1.完整的师资及教学环境，培育具

备法律及财金专业之全方位人才。

2.课程设计为非法律学系学生提供

发展第二专长就学管道之外，同时

培养法律学系学生为法令遵循之专

业人才，且教学与研究本於理论与

实务并重原则。3.两岸交流：以培

养具备国际视野之财金法学人才。

电子工程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的歷年成績單、2.自傳、

3.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

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證照、著作、

專題報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

與社團表現證明，無則免） 

研究领域：半导体光电、计算机应

用。系所特色：1.师资优良：教师

专业领域完整且研究及产学合作成

果丰富。2.课程专业：理论与实务

并重，电子专业训练扎实。3.设备

完善：完善的教学及研究设备。4.

特色系所：电子专业领域多元发

展，学生继续升学或就业容易。 

应用英语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推薦函、

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

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若無則免

提供） 

本系研究所课程规划宗旨在於增进

学术品质、研究能力及专业知能，

期能造就英语文教师与专业英语人

才。本系课程规划理念，除侧重英

语教学、专业英语领域课程，各科

目的教学更重视学生思考、研究、

沟通表达的学术能力。故课程含英

语教学以及专业英语研究相关课

程。所有课程以英语进行，激励学

生提升专业与沟通表达能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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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色:1.以培养教学、文创、翻译，与

文化交际等英语文专业人才为主。

2.全英语授课。3.提供海外研习／

交流机会。 

资讯管理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的歷年成績單、2.進修計

畫書、3.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

業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證照、著作、

專題報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

與社團表現證明，無則免） 

一、本系以培育能运用资讯科技、

思考及解决管理问题之整合性专业

人才为宗旨，强调理论教育与实务

训练并重，并培养学生具备创新、

问题解决能力、具团队合作与国际

性视野的精神。二、在专业课程的

规划上，本系特别着重於资讯科

技、管理专业、整合运用的知识与

经验传授，并透过多项大型资讯软

体相关设备之辅助，培养学生成为

具备整合资讯科技与管理专业能力

之资讯管理专业人才。 

应用统计与

资料科学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推薦函、5.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應屆畢業者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若無則免

提供） 

培育大数据管理分析及金融科技应

用人才。一、课程特色:厚植统计应

用暨巨量资料技能与素养、强化统

计谘询实习实作能力、巨量资料管

理与统计资讯软体的能力，以符合

资讯全面电脑化的趋势。二、系所

特色: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均具博

士学位，领域涵盖工业/商业/生物

环境统计。2.资源完善:?大数据实

验室、统计谘询中心、专业图书

室。3.合作交流:与中国大陆多所高

校，密切交流互访培训，移地教学

暨主办研讨会。 

应用日语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讀書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

電腦打字)、2.歷年成績單、3.畢業證

書及學位證書(畢業生)、4.在學證明

(應屆畢業生)、5.日語能力檢定相關證

照 

本所特色：1.掌握台湾各层级日语

教学进行现况调查，发掘教学上出

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化、整体

性的分析研究，探讨可行之解决方

法策略。2.培养具有专业实务教学

能力之日语教师，可获得派遣至桃

园、寿山、武陵等多所高中或日语

补习班进行实际教学授课之机会，

进行教学实践研究。3.日语观光、

商务相关方面之应用研究，为社会

培育高阶日语能力之人材。4.设有

日本商业文化教室、日本里千家茶

道教室。5.提供赴日留学机会，多

种与日人交流活动。 

犯罪防治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

本系为台湾私立大学唯一有犯罪防

治科系的大学，学制完整。硕士班

以培养学生进入刑事司法体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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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者免繳)、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參與社團表現證明及其他

獲獎資料，若無則免提供) 

犯罪防治工作专业职能，并辅以相

关社会工作课程，让犯罪防治工作

由点到面，从政府部门到非营利组

织全面参与。本系师资理论与实务

兼备，提供与中国大陆高校不同视

野。课程含犯罪防治及司法社工，

并设计法律课程为基础，循序渐

进。另与美国休士顿大学缔结姊妹

校，鼓励学生在学期间赴美研修，

扩展国际视野。 

都市规划与

防灾学系(桃

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2.自傳、3.進修計畫

書、4.個人作品集、5.畢業證書及學位

證書(應屆畢業者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參與社團

表現證明，若無則免提供） 

一、系所特色：首创整合空间规划

与灾害管理之研究所，以培训专业

的通才教育及理念。 

 二、研究领域：着重於「防(减)灾

规划」及「气候变迁冲击之调适规

划」理论与实务的提昇，企图培植

社会需求及具市场竞争力之都市规

划与防灾专业菁英。 

教育研究所

(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簡要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

4.大學歷年成績單、5.畢業證書及學位

證書(應屆畢業者免交) 

1.师资阵容坚强：教师的质量俱

优，教师固定的 office hours，师

生相处融洽，深获学生及所友肯

定。 

 2.理论与实务兼顾：重视正式与非

正式学习的启发，强调服务学习的

重要性，让学生在实务学习中体验

做中学的真谛。 

 3.教学资源丰富：教学设备新颖，

充分运用 e 化设备及 Moodle 教学系

统，有助於教学成效的提升。 

 4.专业成长互动多：安排教育大家

谈、专题讲座、演讲、研讨会、研

习及校外参访。 

公共事务学

系(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進修計畫(1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5.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應屆畢業者免交)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著作、專題報

告、獎學金、參與社團表現證明及其他

獲獎資料，若無則免提供) 

本所目标在培养公共治理专才，兼

顾本土关怀及全球视野，理论与实

务并重，透过科际整合之训练，使

学生具备处理现代公共议题之能

力。课程区分「公共管理」与「专

案管理」二个学群：前者聚焦国家

文官考试，包括行政管理、民调分

析等；後者关注专案管理证照(PMA)

辅导，包括专案管理、社会创新

等。相关师资及教学资源完善，包

括实习议会、民调中心及智慧教

室；本所与福州、重庆西南大学已

签订双联学程，可同时取得两岸二

个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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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设计学

系设计创作

与研究硕士

班(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畢業證書(應屆

畢業者免交)、3.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

免交)、4.個人作品集、5.進修計畫

書、6.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在學成績名

次證明、獲獎資料、專業證照、著作

等，無則免） 

1. 强调跨领域整合性教学，研究生

可依志愿选择「学术理论」或「创

新设计」两个研究方向，课程包

含：研究方法、商业设计、数位媒

体设计、创意商品开发、行销企

划、人文艺术等多元内容，以培养

具有学术研究能力之创新设计人才

为目标。 

 2. 研究领域：平面设计、广告设

计、包装设计、插画创作、文创商

品开发、多媒体等。 

谘商与工商

心理学系谘

商心理学组

(桃园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應屆畢業者免

交)、2.自傳(1000 字以內，內容包

括：個人簡歷（含 e-mail）、報考動機

等)、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所歷年成績單、2.其他有利申

請資料（如與實務相關訓練與資歷、與

研究相關訓練與成果、其他有利申請資

料等） 

一、紮实的谘商专业：培养谘商心

理师专业人才，着重社区心理健康

与心理谘商，具备多样化课程。

二、坚强的产学合作：与许多学

校、社区机构、台北监狱为建教合

作单位，让学习更多元与紮实。

三、先进的教学设备：拥有量足新

版测验工具与多项研究、教学设备

与专业教室。四、具执照的教师：

主责教师均具谘商心理执照与丰富

实务经验。五、丰富的国际交流：

与国际接轨，经常办理国际性学术

活动，扩增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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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实践大学 

电话 886-2-25381111#2211 

传真 886-2-25339416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g2.usc.edu.tw 

网址 https://www.usc.edu.tw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区大直街 7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关於实践：本校於 1958 年由谢东闵先生创立，秉持「力行实践，修齐治平」的校训，强调「创

新、实践、至善」的办学理念，以优质的实用教学型大学着称，荣列教育部教学卓越大学。全校

有 2个校区，台北校本部设有民生、设计、管理 3个学院，计有 18 个学系、14 个硕士班及 1个

博士班，学生约有 10,000 人；高雄校区设有文化与创意、商学与资讯 2个学院，计有 16 个学

系，学生约 5,000 人。设计学院名列世界最佳 30 所设计校院，位阶类同 985 工程，其余各学院系

所类同 211 工程大学。 

 2.学杂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11,000 至 19,000 元间，以公告为准。 

 3.奖助学金：设有「境外生学行优良奖学金」，每学期最高发给新台币 10,000 元（约人民币

2,500 元）；另有「境外学生入学奖学金」，可依相关办法申请学杂费之全额奖助。 

 4.陆生辅导单位：本校国际事务处两岸交流组负责陆生入台就学、并设置境外生辅导组进行课业

辅导、生活管理等事项，并设置境外生学伴及辅导员制度，规划完善之照顾措施与辅导陆生机

制。 

 5.研究所皆设於台北校本部，生活机能如下： 

 (1)交通：位於台北都会区，交通便利，紧邻松山机场，只有一站地铁距离，往返两岸便捷。 

 (2)住宿：各宿舍均有专人负责住宿服务及宿舍管理，并提供 24 小时紧急状况之处理与协助。校

内女舍费用每学期约人民币 2500 元，校外宿舍约人民币 6,750 至 8,500 元。 

 (3)餐饮：校内设有学生餐厅，提供多样餐饮服务，校外街坊亦有各式连锁餐厅、特色餐厅及小

吃店等。 

 6.课程规划：各硕博士班依专业领域提供系统化之课程，重视国际交流，营造全英语互动之环

境，以强化学生国际竞争力。 

 7.学习资源：图书馆馆藏丰富，各类电子资源齐全。体育馆设备新颖齐全，规划多元、舒适及安

全之运动设施。校园资讯系统具数位学习、校务查询及即时服务等功能。研讨空间与专业教室配

置完善，提供良好的学习与研究环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管理学院创

意产业博士

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及自傳各一

份、2.推薦函二封、3.碩士班成績單正

本一份、4.碩士班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5.碩士論文或其他論文、專利、得獎/

創作作品集或其他有助於證明個人能力

之相關研究成果等證明文件或專題報

告、6.備註：專題作品為多人合作者，

須詳細註明合作者姓名及自己所負責部

分，若有不實者，不予錄取。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一份 

本博士班是全台湾第一个教育部核

定在大学管理学院设立的创意产业

博士班，以培育从事创意产业经营

管理之专业人才为主要教育目标。

性质与在设计、艺术或教育学院设

立的文创博士班不同，特别重视在

创意产业经营管理议题之研讨与解

决。经过不断创新与经营，已吸引

两岸文创与创意产业相关优秀人士

前来就读，并透过实务界与学术界

共同合作教学，成为培养两岸与国

际创意产业人才的重要摇篮。 

服装设计学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本硕士班课程规划「学术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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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  1.大學(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2.大

學(或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3.自傳、

4.履歷表、5.作品集、6.研究計畫、7.

其他資料：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

職業證照、專業資格證書、獲獎紀錄、

創作、專利、發明、著作、專業心得報

告，類似托福之外語能力證明等 

「实务型」两大方向。学术型强调

创作与理论并进，教学内容以实验

性之设计概念，辅以专业知识与实

务，扩展跨学域之视野，透过国际

学术教育交流机制之运作，使设计

创作兼具多元文化内涵与时代讯

息，培育具备创意的设计整合人

才。实务型因应产业在创新研发或

专业应用方面的人才需求，创立国

际时尚品牌，强化学生实务导向能

力，藉此培育时尚专业人才，落实

学用合一。 

工业产品设

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2.大

學(或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3.自傳、

4.履歷、5.作品集(內容可包含相關設

計、文學、藝術之作品編輯整理，規格

為 10～30 頁)、6.研究計畫、7.其他資

料：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職業證

照、專業資格證書、獲獎紀錄、創作、

專利、發明、著作、專業心得報告，類

似托福之外語能力證明等。 

本硕士班旨在培养研究生对於创意

议题、人文价值、科技发展与产业

趋势..等向度（小至人性互动，大

至国际经贸竞合）的认识，具有设

计对应乃至反省批判的能力，以培

养产品设计策略思考能力，并提供

多元产品开发暨管理新知。 

 透过课程与师资的更替组合，期能

拓展研究生对各学域思考的深度，

激发出学域间的整合综效；并透过

理论趋势与实务发展的理解和反

省，从而提出理论观察或创作展

演，且针对产业需求，进行实作和

理论相辅的研究。 

媒体传达设

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2.大

學(或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3.研究計

畫(3000 字內)、4.中文自傳、5.作品

集(內容可包含相關設計、文學、藝術

之作品編輯整理，規格為 10~30 張 A4

大小)、6.其他資料。 

本硕士班以人文、艺术、创新为重

心，建立数位媒体创新设计思维为

主要研究方向，除致力於数位媒体

专业课程的定位外，加入更多元的

跨领域课程，逐步发展出「协同创

新」的新能量，如期末评图、展

览、国际学术研讨会、密集式跨领

域工作营及毕业论文发表展演，相

互观摩学习激荡，得到不同文化层

面所给予的刺激，不仅在设计创作

形式上有所突破，且有助於激发设

计教学理念的灵活度，提升学术研

究与设计创作的质与量。 

建筑设计学

系建筑设计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作品集：內容以能呈現個人創作能

量、對建築之熱情與展現創作能力為

要。、2.中文自傳、3.研究計畫(或說明

報考動機與可能的研究方向)、4.大學

(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5.大學(或最

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欢迎非建筑相关科系之学士学位毕

业生报名,需修习三至五年取得 114

学分,等同建筑基础学习。原学士学

位若有已修习之相关课程得酌予抵

免。另需透过学位论文考试(论文不

计学分),学位考试可以设计创作/展

演,并连同书面报告或技术报告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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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外語能力證明、3.其他

有利證明個人能力之相關文件 

之,研究生另需於修业年限内完成至

少三个月之相关海外研读课程(或实

习)。 

建筑设计学

系空间创作

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作品集：內容以能呈現個人創作能

量、對建築之熱情與展現創作能力為

要。、2.中文自傳、3.研究計畫(或說明

報考動機與可能的研究方向)、4.大學

(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5.大學(或最

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外語能力證明、3.其他

有利證明個人能力之相關文件 

本硕士班欢迎建筑、艺术、设计相

关科系之学士学位毕业生报名需修

习二年取得 39 学分。其中选修 12

学分中有 6 学分为跨域选修，应与

原大学所学专业不同，可为跨校跨

院跨系所选修亦可下修大学部，由

指导教授辅导学系认定之。学系将

依学生背景及研究方向差异要求研

究生补修相关学分。 

 另需透过学位论文考试(论文不计

学分)，学位考试可以设计创作/展

演,并连同书面报告或技术报告取代

之。 

企业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2.大

學(或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3.自傳

(1000 字內)、4.研究計畫(1000 字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推薦函 

本硕士班师资阵容坚强且兼具实务

与学术能量，课程规划强调理论与

实务结合及特色教学，以培养敬业

乐群态度，创新整合，国际化视野

的服务业储备中阶管理人才。着重

各管理功能课程之整合和国际视野

之培养，聘请业界菁英参与授课，

缩短理论与实务的差距，达到理论

与实务零距离的目标。积极鼓励学

生参与境外学术交流活动并至国际

姐妹校进行一学期交换学生或一学

年之双硕士学位，以培养同学具备

国际观及移动力。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2.大

學(或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3.自傳與

學習歷程(1000 字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專題、2.讀書及研究計畫、3.

推薦函 

本硕士班以「培育专业知识与实务

技能兼备之中阶银行、证券与保险

专业人才」为目标，主要特色：1.

境外实习就业机会，实际案例有：

中国银行、富邦华一银行等大陆金

融机构。2.大中华区金融学术交

流，历年交流学校有：西安交通大

学、吉林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大

学无锡校区等多所大陆知名大学。

3.设置财务金融组与保险科技组两

模组，课程内容以金融实务为主。

4.本校提供国际双硕士学位与交换

修读学分的机会。 

资讯科技与

管理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2.大

學(或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3.個人自

我評述（含自傳、工作經驗、計畫執行

本硕士班通过 IEET 资讯教育认证，

毕业生学历受国际采认。秉持「科

技为本，管理为用」的教育特色，

培养具有先进资讯技术与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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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或專題實作等學習歷程）、4.其他有助

審查資料，例如進修證明書、專業證

照、外語能力測驗證明、各種檢定考試

或足資證明專業能力之文件等。 

应用的专业人才。除传统资讯科

技、资讯管理与多媒体系统等领域

发展，近一、两年来，在云端计

算、大数据分析、行动应用、社群

网路、扩增/虚拟实境等领域的教学

研究，亦陆续展开。 

国际企业英

语硕士学位

学程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2.大

學(或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3.英文自

傳(1000 字內)、4.英文研究計畫(1000

字內)、5.英語能力證明(雅思、托福或

多益擇一)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推薦函 

本硕士班致力於培育拥有优秀语言

能力及广阔国际观的青年学子。采

用全英语授课，打造国际化学习环

境，专业课程与语言能力并重的课

程设计，让学生成为更具竞争力的

商业领域人才。以管理学为主要学

习目标，延伸出四大管理核心：商

业管理、行销管理、生产运作管

理、财务管理，同时规划产学合作

及实习，提供不同领域的资源，让

学生能多元探索，培育完整的人格

特质，具备国际移动力，顺利进入

国际职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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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朝阳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3323000#3126、3137 

传真 886-4-23742317 

电子邮件信箱 icsc@cyut.edu.tw 

网址 http://www.cyut.edu.tw 

地址 台中市雾峰区吉峰东路 16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朝阳奖学金：提供大陆地区学生就读博士 5年免学杂费之奖助学金。 

 2.朝阳荣誉：朝阳连续 4年荣登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全球最佳大学

排名 1000+大，与朝阳同排名有西南交通大学、福州大学等。另更进榜 THE 全球电脑科学领域排

名 601-800、全球工程领域排名 801-1000、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 301-400、全球最佳年轻大学排

名 400+、亚洲地区最佳大学排名 400+、全球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 401-500；此外更进榜英国高等

教育调查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QS)2021 年亚洲地区最佳大学排名 501-550，同时连续 4年

蝉连世界绿能大学评比全球百大。 

 3.国际交流：为实现校园国际化之目标，本校积极与海内外顶尖学府进行学术交流，现与华中科

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全球 560 余所海外学校及机构签订学术合作协定。 

 4.师资水平：助理教授以上师资占 95%，拥有博士学位师资占 84%，师资结构领先台湾民办学

校，且优於部份台湾公办大学。 

 5.教师科研：本校 2020 台湾最具影响力学术资源统计，本校学位论文被引用次数连续 8年蝉联

全台科大之冠。 

 6.师生成果：朝阳致力推动三创教育，4年内已荣获 4件红点最佳设计奖、38 件红点奖及 2件佳

作奖，共计 44 件作品获国际大奖肯定；另外，2011 至 2020 年师生参与全球国际发明展屡获佳

绩，迄今已荣获 68 金 101 银 40 铜及 37 座特别奖的佳绩奖。 

 7.课程国际认证：本校营建工程系、工业工程与管理系、环境工程与管理系、应用化学系、景观

及都市设计系、资讯通讯系及资讯工程系等共 7系已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工程及科技

教育认证，课程有效与国际接轨。 

 8.服务与辅导：首次抵台提供接机服务并保障第 1学年宿舍床位，提供手机门号、银行开户等谘

询服务，及接待家庭等定期辅导措施。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建筑系建筑

及都市设计

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碩士歷年成績單正本、2.自

傳。、3.碩士論文及其他相關學術性專

業論文摘要。 

1.课程特色：博士班「设计科学学

程」规划以建筑、景观与都市设

计、文化创意产业、工业设计及视

觉传达设计方面之设计理论及管理

实务为主。 

 2.师资特色：除建筑系现有专任教

师 14 位(均具博士学位或具助理教

授以上资格)外，本校设计学院工业

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及景观与都市

设计等系所助理教授级以上亦协助

支援本系博士班课程与论文。 

 3.研究或产学特色：学生论文研究

主题鼓励跨领域研究，并要求以实

用为主，理论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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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视觉传达设

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一、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最後一

學年成績免）、二、電腦繕打之自傳

(1,000 字以內，含 1.家庭狀況；2.求

學過程；3.個人特質、優缺點、專長；

4.曾獲得之榮譽；5.生涯規劃與抱

負）、三、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含

1.研究領域；2.研究創作內容；3.預期

成果）、四、作品集或論文 

1.课程特色：可选择以学术论文、

创作报告或技术报告毕业，或於硕

二全学年赴业界实习，以技术报告

取得学位。 

 2.师资特色：专任教授 2 位、副教

授 2 位、助理教授 11 位，教育视野

与实务能力兼备，依个人专长带领

研究生进行产学合作。 

 3.研究特色：秉持文化、创意、科

技及教室即工作室之主张，确立创

意策略结合数位科技之核心原则，

规划文化创意设计、数位创意整

合、品牌创意管理三大研究重点。

应用英语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附班級排名及班及名

次百分比）、2.自傳、3.讀書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題製作及學習(作品)成果、競賽

證照或獲獎證明、2.社團參與及學校幹

部證明、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课程特色：本系课程强调专业语

言训练，英语实务增能，及电脑应

用科技能力，并结合产学发展趋

势，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 

 2.师资特色：专任师资 16 人，其

中 12 具助理教授以上资格，4 人为

外籍教师。 

 3.研究或产学特色：研究领域涵盖

英语教学相关议题，透过论文发表

与全球学者互动交流，将学术专长

与教学内容相互结合。专业课程与

相关产业交流互动，课程规划方向

明确。 

建筑系建筑

及都市设计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總表正本。、2.自傳與攻讀

碩士學位計畫。、3.作品集。 

1.课程特色：「建筑及都市设计组」

规划以建筑与室内及至都市设计各

层级的理论及技术实务为主；「学士

後建筑组」提供非建筑系(组)规背

景者，修习具备建筑等专业证照能

力之养成。 

 2.师资特色：专任教师 14 位，均

具博士学位或具助理教授以上资

格。并区隔各专业领域为规划与设

计、施工与材料及环控与设备等研

究学群。 

 3.研究或产学特色：硕士班课程以

研究方法及专业实务应用为主，辅

以相关选修及产学合作案件增进专

业技艺。 

景观及都市

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總表正本。、2.自傳與攻讀

碩士學位計畫。、3.作品集。 

1.课程特色：台湾唯一结合景观及

都市设计之系所，也是唯一通过

IEET 国际教育认证之景观专业系

所，发展方向整合都市设计与景观

建筑（风景园林）领域，培育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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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学术与技术能力之规划与设计专业

人才。 

 2.师资特色：专任教师 11 位，均

具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

 3.研究或产学特色：教师依专长组

成景观绿环境、都市环境以及文化

环境等小型产学研究团队工作室，

以产学融入的实务操作训练为发展

重点与特色。 

工业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總本(正本)、2.自傳與攻

讀學位研究計畫書、3.作品集 

1.课程特色：课程规划以工业产品

设计、文化创意设计及数位电脑设

计等三个研究群。 

 2.师资特色：本所现有专任教师

18 位中具助理教授以上师资 16

位，占所有教师之 89%，具博士学

位师资 9 位，进修博士学位 3 位，

每位教师皆具产业实务经验，师资

阵容坚强。 

 3.研究或产学特色：本所之教育目

标乃锁定於培育兼具有设计专业能

力与管理能力之中高阶专业设计人

才。 

  

  

幼儿保育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單、2.推薦函 2 封、3.電

腦繕打之自傳(1,000 字以內)PDF、4.

研究方向簡述（15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文能力證明、專業成果 

1.课程特色：启蒙学生研究兴趣和

能力，并深化教保领域之理论探讨

与批判思考能力，以提升教保实务

界的品质。 

 2.师资特色：专任教师共计 16

位，具有博士学位者 13 位，皆具有

丰富专业实务经验（包含相关证

照、机构评监/辅导，机构顾问

等）。 

 3.研究或产学特色：本系教师承接

幼儿园所产学合作案，提昇幼儿园

职场教师教学素质。 

财务金融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電 腦 繕 打 之 自 傳 (1,000 字 以

內)PDF、2.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

3.大學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統考成績單影本、2.英語能力證

明、3.專業成果（如專題、競賽等）、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课程特色：课程规划依据三大代

表性工作，包括金融服务从业人

员、金融科技从业人员、企业财会

从业人员，以学门领域进阶课程的

规划为主轴，以培养具有专业技术

与管理能力的金融人才及研究人

员。 

 2.师资特色：专任教师共计 18

位，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之比

例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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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3.研究或产学特色：以财务金融相

关领域及产学合作计画为研究发展

重点，使学生所获专业知识能够符

合产业需求。 

环境工程与

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成績單、2.簡要自傳（1000 字

以內） 

1.课程特色：培训具备环保技术与

绿色管理人才之系所，整合工程技

术与环境管理专业，透过产学合作

培养学生环保研发及实务工作能

力。 

 2.师资特色：专任教师 11 位，均

具博士学位，专长涵盖空、水、

废、土、毒物与环境管理各相关领

域。 

 3.研究或产学特色：拥有高规格研

究环境及先进环境分析仪器，包

括：绿色产品管理与验证技术发展

中心、污泥资源再利用研发中心、

空气污染实验室、土壤环境科学实

验室、废弃物资源化实验室等。 

资讯与通讯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電腦繕打之自傳（1000 字以內）、

2.電腦繕打之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3.大學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1.课程特色：以理论与实务并重的

教学方式培养「资讯网路」与「通

讯系统」专业知能，达到「毕业即

就业，上班即上手」之目标，并开

设专业证照辅导课程，增加学生职

场竞争优势。 

 2.师资特色：专任教师合计 15

人，研究领域涵盖「物联网前瞻技

术与应用」与「云端服务手机应

用」两大方向。 

 3.研究或产学特色：7 个专业特色

实验室支援教学及研究，承接政府

及民营企业之科研及产学合作计

画，并与日本会津大学签订双硕士

学位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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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高雄医学大学 

电话 886-7-3234133 

传真 886-7-3234135 

电子邮件信箱 enr@kmu.edu.tw 

网址 https://www.kmu.edu.tw 

地址 高雄市三民区十全一路 1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创校已逾一甲子，历史最悠久为全台第一所私立医学大学。  

 2.本校为全国排名第 11 名之优良医学大学，亚洲排名第 163 名；进入 THE 全球影响力排名前

300 大、良好健康与福祉贡献荣登全球第 14 名。 

 3.本校为一所教学研究与医疗服务并重的研创型大学，设有 7大学院及 5所医疗体系医院；更有

来自多元背景与国家之学生，国际化学习环境与竞争优势是海外学生的最爱。  

 4.现有超过 40 位国家医疗奉献奖校友，为南台湾培育医疗卓越人才摇篮。 

 5.教室具 e化设备，包括多媒体 e化讲台、电子白板及 IRS 学习成效回馈，学生学习成效佳。 

 6.学生社团达百余种，活动多样又丰富，积极形塑学生之人文素养、自治管理与沟通、社会关怀

及国际观等能力。 

 7.本校协助陆生来台住宿问题。 

 8.本校 110 学年度研究生学杂费收费标准尚未定案，109 学年度收费标准之相关讯息可至本校会

计室网页查询。 

 9.本校学生修业期满前，应符合本校英文能力毕业门槛之规定，其标准由各系所另订之。 

 10.以上各项说明若有未尽事宜，悉依本校「学则」及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医药暨应用

化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2.研究計畫

(5000 字內)、3.推薦函 1 封、4.大

學、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5.大

學、碩士歷年成績單、6.相關學術著作

(如碩士論文或相當於碩士論文之著作)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台湾唯一以化学方法研究医药应用

科学的系所！发展有关「医药化学

暨应用化学」中的尖端领域，着重

於研究品质与国际视野拓展，并培

养独立研究能力。优势为：1.具有

较深厚之化学理论知识基础。2.系

上研究聚焦於药物合成、释放与生

医材料等应用化学等之跨领域相关

研究，同时亦具有较佳的实验设

计、创新能力以及研发动能。3.具

有较佳的国际视野以及独立研究能

力。4.奖学金资讯：研究论文、学

校计画助学金、教师计画奖助奖

金。 

医学社会学

与社会工作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2.研究計畫

(5000 字內)、3.推薦函 1 封、4.大學

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5.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1.台湾最早以培养跨医疗卫生与社

会服务领域人才的社会工作专业系

所，成立至今已 30 年。 

 2.身处医学大学、紧邻附设医院，

拥有发展跨专业能力的学习环境。

 3.本系目前专任教师 12 名（教授

3 名、副教授 6 名、助理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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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名、讲师 1 名），学术专长涵盖社会

学、社会工作、社会福利及公共卫

生等领域。多位师资担任公私立部

门之委员、顾问或督导，以及学术

期刊主编或编委等职务，同时，研

究与专业表现与健康专业及社会需

求相关。 

性别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2.研究計畫

(5000 字內)、3.推薦函 1 封、4.大學

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5.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1.本所为台湾第一个设立於医学大

学内之性别研究所，故以「性别、

医疗与科技」为二大教学与研究领

域之一。 

 2.本所成立已 19 年，教授国内外

的性别理论及其应用。 

 3.本所课程设计是建立在以女性主

义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发展出「性

别、医疗与科技」、「性别与社会文

化」二大课程领域，各领域下设有

多样的课程。 

 4.本所享有医学大学与医院之独特

双重资源，有利建立性别、医疗与

科技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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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真理大学 

电话 886-2-26294497 

传真 886-2-26200725 

电子邮件信箱 au0554@mail.au.edu.tw 

网址 http://www.au.edu.tw 

地址 新北市淡水区真理街 32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历史悠久，校园多为历史古蹟；现有管理、财经、观光休闲与运动、人文、数理资讯，共

5个学院。 

 2.校园内花木扶疏，读书环境精致幽雅，师生所需之教学、运动、休闲等设施都相当齐全。 

 3.本校宗旨：追求真理，爱与服务。 

 4.各班设有教学助理 TA。 

 5.本校设有外语中心。 

 6.本校设有谘商辅导室。 

 7.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 

 8.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5,000 元。 

 9.本校学生社团丰富多元。 

 10.本校位於台北市近郊的淡水地区，大众交通运输便利，台北到淡水约 40 分钟车程。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观光事业学

系(新北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2.大學歷年成

績單正本:大學歷年成績單。、3.自傳:

學生自述(不限字數)。、4.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不限字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生幹

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等: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2.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

資料。 

培育目标: 

 1.培育具备爱与服务精神、富有专

业素养且了解观光产业发展趋势的

规划与经营管理人才。 

 2.经由观光业界，富有实务经验专

家与本学系具有富学术涵养教授，

共同传授与研究全球化概念之观光

产业理论与实务。 

 3.结合资讯科技发展之网路行销技

能，配合多国语言中、英与日语教

学课程，发展多国语言资讯行销能

力。 

 4.充实数据研究分析能力，提供观

光产业良好决策支援。  

  

经济学系(新

北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2.大學歷年

成績單正本：大學歷年成績單。、3.自

傳：學生自述(不限字數)。、4.讀書計

畫書：含申請動機(不限字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生幹

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本所设立宗旨：培育具备严谨经济

学理、经贸金融决策能力且品德健

全的专业人才。 

 本所教育目标： 

 1.着重经济相关领域理论的传授，

以奠定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 

 2.强化对现实社会的认知，注重实

务课程之训练。 

 3.培育多元学习之态度并能独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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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等：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2.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其他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4.相關

證照或檢定證明：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

料。 

考分析。 

 4.落实德智兼备的全人教育，重视

就业之品德与知识。 

 5.循序渐进开发潜能，发掘兴趣，

使学生终能各适其所的深造或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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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大同大学 

电话 886-2-21822928#6841 

传真 886-2-25855215 

电子邮件信箱 admission@ttu.edu.tw 

网址 http://www.ttu.edu.tw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4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一、 地点绝佳：本校为都市中的优质大学，坐落於台湾台北市市中心四通八达，2小时内可到上

海、厦门与广州！校区邻近高铁站、捷运站、机场以及高速公路，故宫博物院、101 大楼、阳明

山国家公园等近在咫尺，士林夜市、宁夏夜市、晴光市场提供完整的生活机能！ 

 二、 贯彻专业：本科、硕、博士学位专业一条龙！ 

 三、 卓越教学：连续荣获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高等教育深耕计画」。 

 四、 顶尖设计：本校多次荣获德国红点与 IF 设计大奖，并被评为亚太地区设计学校前 10 名、

全球前 20 名设计学校。 

 五、 国家级科研计画：电机资讯学院及工程学院多次获得国家级科研整合型能源专案计画。 

 六、 研究发展：每年发表於 SCI 与 SSCI 等期刊论文，成果丰硕。 

 七、 校企合作：累计 12 年荣获中国工程师学会「产学合作绩优奖」，校企合作案及国内外专利

绩效卓着。 

 八、 就业与实习：大同公司集团及众多绩优企业提供就业训练与跨产业实务实习。 

 九、 收费：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5000 元（依学杂费收费标准）；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2500 元。（依宿舍收费标准） 

 十、 奖助学金：校内、外奖助学金，鼓励学业优异、品行优良与清寒学生。 

 十一、 境外交流：与欧美亚各地学校如美国 Iowa State University、日本千叶大学、德国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Stuttgart 等缔结友好学校，并与中国大陆地区哈尔滨理工大学、宁波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江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广西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交

流。 

 十二、 详细请参考  

 学校首页:http://www.ttu.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设计科学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與研究計畫書、3.

中文或英文碩士成績單、4.畢業證書

（應屆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著作、作品集等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

料。 

1.本所含设计、经营二组，教育目

标为培养设计之教学、研究、整

合、管理、服务高级人才。 

 2.本所连续通过台湾高教评监中心

评监绩优系所。 

 3.完整设计教育体系，并获评为亚

太区前 10 名、全球前 20 名之设计

学校。 

 4.具设计相关、行销或管理等领域

师资：(1)实务与理论并重，产官学

合作经验丰富、(2)设计研究领域宽

广，统整与发展学习之适宜场域、

(3)设计学习资源丰富，国际交流机

会多。 

电机工程学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本系所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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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系  1.推薦函、2.自傳與研究計畫書、3.

中文或英文碩士成績單、4.畢業證書

（應屆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教学

品质有保证。 

 2.研究涵盖积体电路、控制系统、

电力能源、光电半导体、通讯、讯

号处理、网路、微波、天线等领

域。 

 3.各领域皆设置特色研究室供教学

及研究用，请参考本系网页「教学

研究实验室」。 

 4.设有智慧电网控制中心、无线宽

频技术中心，产学合作或学术研究

皆成果丰硕。 

 5.提供多项奖学金，奖励学生校外

学术交流，并与多所国外学校设有

双联学位。 

资讯工程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與研究計畫書、3.

中文或英文碩士成績單、4.畢業證書

（應屆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1.本系所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教学

理论实务并重，长期与业界产学合

作。 

 2.重点领域：(1)人工智慧(2)物联

网(3)资讯安全。 

 3.研究主题：人工智慧、物联网、

资讯安全、语音/影像辨识、电脑视

觉、语意网、人机互动、4C 应用科

技、讯号处理、平行与分散式处

理、数位系统整合、无线通讯与图

学等 

化学工程与

生物科技学

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自傳與研究計畫書、3.

中文或英文碩士成績單、4.畢業證書

（應屆免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1.本系所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 

 2.研究领域包括：生质能源、电池

储能技术、光电高分子、生医材

料、奈米触媒、醱酵工程、基因工

程、酵素工程、生物医学、植物组

织培养、生医检测、健康食品、液

晶与分子材料。 

 3.培育学生具备基础学识理论，透

过实作课程训练学生。鼓励系统性

思考、有效团队沟通、启发创新精

神，培养国际视野。 

 4.积极培养产业界研究、发展暨推

广人才，以达适才适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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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南台科技大学 

电话 886-6-2533131#2120~2122 

传真 886-6-2546743 

电子邮件信箱 publish@mail.stust.edu.tw 

网址 http://www.stust.edu.tw 

地址 台南市永康区顶尚里南台街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现有专任教师共 549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共 452 人(占 82.33%)，助理教授以上 90.35%，师

资优良。 

 2.全校计有 4所博士班、20 所硕士班、25 系、1个学位学程。 

 3.本校获台湾教育部评选为典范科大，为全台应用型本科大学第一，另有高教深耕计画高额补助

及评监一等之殊荣。 

 4.工学院及数位设计学院通过 IEET 工程认证，商管学院通过 AACSB 国际商管教育认证，人文社

会学院通过系所评监。 

 5.本校设有华语中心，备有两岸不同用语简正体速查书籍，并开设课程降低文字上面的隔阂。 

 6.各班设有导师，可以第一线解决同学的问题，关心学生的生活。 

 7.设有谘商辅导室，可以对同学所遇到有关心理、人际关系、学习..等各方面的问题提供相关的

谘询。 

 8.学杂费：每学期工学院及数位设计学院约新台币$55,270 元，商管学院及人文社会学院约新台

币$48,135 元。 

 9.住宿费：协助安排宿舍，校内宿舍有四人房，每学期约新台币$12,500 元。 

 10.本校 2021 年研究所硕/博士班设有陆生奖学金,录取且就读硕士班者，每人新台币 10 万元奖

学金。录取且就读博士班者，发与实际缴交学杂费用总合之奖学金，且前 3年每月有 1万元新台

币之月奖学金。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商管学院全

球经营管理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學習歷程(1000 字內)、2.學

習計畫(3000 字內)、3.推薦函、4.本

科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英語能力證明(例如: TOEFL (500, 

CBT173) / TOEIC (650) / IELTS 

(5.0) 

1.因应企业国际化的趋势，专注於

养成具有国际视野之经营管理人

才。 

 2.强调多元化商管专业知识，与世

界各国之学生一同修习课程，增进

国际间之交流互动，并促进不同层

次国际管理经验之汲取。 

 3.传授多元化商管专业知识，规划

选修模组课程(Concentration)，依

学生兴趣及目标，选择适当的学习

领域。 

资讯传播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內)、2.研

究計畫(5000 字內)、3.推薦函 1 封、

1.培育资讯传播产业所需人才，以

「产学融入课程」的训练来提升学

生实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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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4.本科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 

 2.学生参与国内外竞赛，如公视学

生影展、公视公民新闻奖、两岸青

年微电影竞赛等，成绩优异。 

 3.拥有与业界同等级之专业设备以

支援教学，包括超高画质媒体创研

中心(包含 Mistika 及 VR 实拍)、虚

拟摄影棚、广播节目制播中心、3D

动画多媒体设计教室、新媒体制作

中心等设备。 

视觉传达设

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優良事蹟、2.研究計畫(5 頁

A4)、3.推薦函 1 封、4.作品集、5.本

科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 

1.培育『设计＋行销整合性人才』，

加强文化创意行销能力，与统一企

业等大型企业皆有合作关系之产学

实务导向教学。  

 2.发展特色专业领域包含企业识别

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多媒

体设计、动画设计、音效配乐制作

等等。 

 3.拥有最高阶之 Pro Tools 录音剪

辑系统、偶动画研究室、高阶多媒

体电脑教室等最先进之设备。 

 4.师生之产学合作、竞赛得奖、专

利申请，量多且质精，表现亮眼！

电子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內)、2.研

究計畫(5000 字內)、3.推薦函 1 封、

4.本科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 

1.与高科技产业紧密结合，培养企

业需求之实务能力为教学特色。 

 2.发展特色专业领域包含嵌入式系

统设计与应用、单晶片系统设计与

应用、智慧物联网、机器学习与网

路功能设计。 

 3. 发 展 领 域 ： 微 电 子 领 域 、

VLSI/CAD、系统应用领域及网路与

通讯领域等。 

人文社会学

院教育经营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就(1000 字內)、2.研

究計畫(5000 字內)、3.推薦函 1 封、

4.本科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 

1.专精领域：教育领导理论、教育

政策与评监、教师专业发展。 

 2.分化领域：教育领导与评监领

域、幼儿园及学前文教事业经营、

英语/双语教学领域等。 

 3.学生多为现职中小学、学前机构

或文教机构之主管及教师，提供师

生交流彼此知识及经验的良好平

台，在教学与研究上也强调理论与

实务之结合。 

应用日语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日文，1000 字

內)、2.研究計畫(日文，5000 字內)、

3.推薦函 1封、4.本科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本所提供多样学习领域，有日语

教学领域、商务实务领域及翻译实

务领域等三个主要的专业领域课

程。 

 2.本所特别注重国际交流及实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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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日語能力證明 

力之培养。除每 1~2 学年邀请日本

着名教授集中授课外，并推动海外

留学及海外实习。同学可以到日本

姊妹校留学提升学术研究能力，亦

可到日本企业实习，增强实务能

力。 

机械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內)、2.研

究計畫(5000 字內)、3.推薦函 1 封、

4.本科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 

1.培育精密机械领域之人才。 

 2.重视国际化，开设多门全英文课

程。 

 3.设有精密机械研发中心、新能源

中心、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及先进的

研究设备。 

 4.毕业生可从事微机电系统、精密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系统、先进材料

制程与检测、及新能源与控制技术

等之高级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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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嘉南药理大学 

电话 886-6-2664911#1119 或 1120 

传真 886-6-2668920 

电子邮件信箱 box113@mail.cnu.edu.tw 

网址 http://www.cnu.edu.tw 

地址 台南市仁德区保安里二仁路一段 6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谘商辅导室与境外学生谘询中心。 

 2.本校设有境外学生奖、助学金、四育奖优秀学生奖学金与学生急难助学金等。 

 3.2021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0,000 元(宿舍费另计),2021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

公告为准 

 4.本校可安排住宿及其他生活辅导事宜。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化粧品应用

与管理系化

粧品科技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讀書計畫、大學歷年成績單、

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特殊成就或能力證明 

本系成立於 1993 年，2003 年成立

化粧品科技研究所。为台湾最早成

立之化粧品专业科系。本系每次经

教育部科技大学评监均为优等。本

系目前有 26 位专任教师，专业领域

涵盖化粧品制造、化粧品评估、化

粧品原料开发、化粧品行销等方

面。多年来培养许多化粧品产业高

阶人才。近年来积极与其他国家进

行学术交流。2011 年与泰国 KMUTT

大学签订研究所双联学制与硕士双

联学位，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签订

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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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慈济大学 

电话 886-3-8565301 

传真 886-3-8562490 

电子邮件信箱 kaiyuan@mail.tcu.edu.tw 

网址 http://www.tcu.edu.tw 

地址 （校本部）花莲县花莲市中央路三段 701 号、（人文社会学院）花莲县花莲市介

仁街 67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学生应穿着校(制)服。 

 2.本校餐厅仅提供素食。 

 3.学杂费收费：大陆学生之学杂费收费标准，将比照本校国内学生收费。 

 4.本校毕业门槛依各研究所相关规定办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医学资讯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2.畢業證書及學

位證書、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英語能力證明。 

本系强调跨领域整合的训练，研究

生主要来源除了计算机领域之外，

也能来自生物科技和医护领域，这

些人员本身具有临床经验或生物技

术，但尚缺乏计算机及程式之基

础，进修本系能学习如何应用资讯

科技於健康照护方面。 

宗教与人文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證件影本、2.自傳及研究

計畫書、3.推薦函一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本校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慈善组织

「慈济基金会」所创，本所提供丰

富的宗教与人文教学资源，师资专

长涵盖宗教学、佛学、哲学、人类

学、心理学、社会工作，深入探讨

宗教信仰或慈济经验等。 

教育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證明影本、2.大學歷年成

績單(含排名)、3.自傳、4.進修計畫與

研究方向。 

本所重视人文教育，发展「静思语

教学」及「人文教育」相关课程，

强调人师的培养。并将服务学习融

入教育专业课程，推展服务学习精

神并致力於服务在地教育机构，强

化理论与实务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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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北医学大学 

电话 886-2-27361661 轉分機 2144 

传真 886-2-23774153 

电子邮件信箱 cmy0721@tmu.edu.tw 

网址 http://www.tmu.edu.tw 

地址 台北市信义区吴兴街 25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提供陆生来台生活辅导(来台证件申办协助、医疗保险、住宿等事宜)。 

 2.设有学生辅导中心，对於同学所遇到有关心理、人际关系、学习等问题给予协助。 

 3.学杂费：2020 年研究所每学期约新台币 53,450 元。2021 年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告为

准。 

 4.餐费：校内备有学生餐厅，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00-300 元(餐费依个人支用情况不同，金额仅

供参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医学科学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讀書計

畫、4.研究計畫、5.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應屆畢業生免附)、6.大學及研究所

歷年成績單、7.碩士論文(含 1 頁英文

摘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專業成果 

1.培育博士班研究生成为具备国际

观之高阶医学科技研发人才。 

 2.师资阵容坚强，教师专业领域涵

盖广泛，可提供学生多元化选择。

 3.课程兼顾研究及产业发展需求。

 4.研究以疾病为导向之转译医学研

究，包括癌症与干细胞生物学、神

经、血管暨分子药理学、感染炎症

之讯息传递与热带医学、生医材料

与产学技术研发等。 

 5.提供国际交流及全英语之学习环

境。 

  

医务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學習研究

計畫書、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其他對申請有利

之資料(如學術著作、相關專業證書或

證照、社團活動或優良事蹟之相關證

明) 

1.本校附属医院均通过 ISO9002 认

证及美国 JCI 国际医院评监，具成

功之经营管理实务经验。 

 2.教师受邀到大陆教学演讲，资历

丰富，具高知名度。 

 3.多位教师具有丰富之行政阅历，

理论与实务兼具。辅弼台北医学大

学医疗体系之经营发展，绩效卓

着。执全国各医务管理学系所之牛

耳。 

 4.首创医务管理硕士班海外见习，

培养学生国际观与宽广视野。 

 5.首创全国医管系第一个全英语硕

士班课程，建置英语化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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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山医学大学 

电话 886-4-24730022 

传真 886-4-24754392 

电子邮件信箱 cs168@csmu.edu.tw 

网址 http://www.csmu.edu.tw 

地址 台中市南区建国北路一段 11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陆生在入学时，会提供有关课程、选课、生活环境与活动方面等实用的资讯，并协助学生协调

与各相关行政与教学单位之沟通。 

 2.对於正式入学之陆生，一律优先安排住宿於本校之大庆宿舍。大庆宿舍离校本部约 2.7 公里，

宿舍对街即有免费的公交车可直达校本部。宿舍为楼高 12 楼之电梯大厦，每户的卫生间由 3或 4

人共用，一律采单人雅房规划，间间有窗户而且家具及空调设备齐全。房间及住宿费依室内面

积，分为小雅、中雅、大雅及超大雅等级距。住宿费的收费标准与住宿的管理一律比照本地学生

办理。宿舍平日派有专人 24 小时轮值服务与辅导。大楼周遭之餐饮、购物及交通等生活机能相当

齐全，相关细节可参考本校宿舍网页介绍。 

 3.学费：比照本校学生收费标准，依学生入学当学年度之"学杂费徵收表"标准收费。 

 4.餐费：每日约新台币 2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医学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

究計畫(1000 字以內)、5.大學及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6.學術著作(論文、研

究結果報告) 

1.台湾中部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医学

研究所。2.教育宗旨结合临床与基

础以转译医学为目标造就医学科学

领域之精英。3.研究团队教授 19 位

副教授 7 位，重点发展癌症、老

化、干细胞及天然药物。4.教学规

划着重基础与临床医学相互整合以

探讨疾病之分子致病机转及治疗策

略方针。5.具体项目为癌症分子标

志与病毒感染，老化医学如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及失智症等致病机

转及新型天然药物开发等先进领域

并有杰出成果。 

语言治疗与

听力学系语

言治疗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1000 字

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 

1.本系为台湾最早成立的语听学

系，1994 年设立听语治疗组，2000

年成立语言治疗与听力学系。

2.2016 年开始招生硕士班，成为教

育部高教司第一所同时成立学士班

与硕士班的语听系所。3.学系同时

也具有台湾语听系所最多的专任教

师，专任教师的学术专业广及各语

言治疗和听力领域并秉持教育初

衷，极力养成具「人性关怀」、「服

务热诚」与「专业化」且符合社会

时代需求的听语专业人才，以提供

社会大众专业且人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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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职能治疗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5.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影本 

1.本系为中部唯一职能治疗硕士

班。2.本硕士班提供多元专业领域

之研究机会，包括心理行为、医工

人因、辅助科技、医疗社会、长照

与社区服务等职能治疗相关领域，

旨在培育符合业界需求及医疗产业

之未来趋势的职能治疗相关专业人

员。3.课程规划跨领域学习之整

合，提供实证研究训练，以提升临

床研究及服务之品质，并与国际发

展接轨，扩展视野。 

语言治疗与

听力学系听

力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1000 字

以內)、4.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

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學術著作(論文、研究結

果報告) 

1.本系为台湾最早成立的语听学

系，1994 年设立听语治疗组，2000

年成立语言治疗与听力学系。

2.2016 年开始招生硕士班，成为教

育部高教司第一所同时成立学士班

与硕士班的语听系所。3.学系同时

也具有台湾语听系所最多的专任教

师，专任教师的学术专业广及各语

言治疗和听力领域并秉持教育初

衷，极力养成具「人性关怀」、「服

务热诚」与「专业化」且符合社会

时代需求的听语专业人才，以提供

社会大众专业且人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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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龙华科技大学 

电话 +886-2-82093211 

传真 +886-2-82091468 

电子邮件信箱 allan1520722@gm.lhu.edu.tw 

网址 www.lhu.edu.tw 

地址 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一段 3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师资优良：本校共有 3个学院、14 系及 9个硕士班。师资近 600 位，专任教师中助理教授以上

达 91.95%，逾 79.92%具有博士学位。 

 2.教学卓越：连续 12 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累计奖励金额达新台币 6亿 6185 万元，为台

中以北民办科技大学第一名。 

 3.典范科大：连续 5年荣获教育部典范科技大学计画，补助 1.4 亿新台币成立产学研发中心，为

台中以北地区唯一获选民办科大。 

 4.高教深耕：高教深耕：2018、2020 年高教深耕计画，连续三年为台中以北民办科技大学第

一，也是台湾高校唯一获的破亿元补助学校。 

 5.国际竞赛：2010–2020 年参加国际发明展获奖 622 项奖牌， 195 金、171 银、151 铜及 105 个

特别奖。  

 6.国际接轨：积极推动国际化，与美、英、日、澳洲及加拿大等缔结姐妹校，推动校际合作与交

换学生，开拓学生国际视野。 

 7.专业证照：推动学生取得专业证照，提升就业竞争力，截至 2020 学年度，考取国际证照 2

万,677 张，并设有国际专业认证考场。  

 8.产业认同： 

 （1）2020 年《Cheers 杂志》全台大专校院校长相互推荐办学绩优大学，龙华科技大学第三度荣

获全台 TOP20 卓越大学。 

 （2）2020 年《Cheers 杂志》、《远见杂志》企业最爱硕士生、大学生调查中，龙华科大在全台企

业最爱硕士生 TOP30、TOP18 排行榜，民办科技大学第一名。 

 （3）2020 年《1111 人力银行》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中，龙华科大在全台综合型民办科技大学第

一名。 

 （4）依据《104 人力银行》2020 年 10 月份公布本校大学部毕业生平均薪资 4万 6,337 元高於全

国民办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资。 

 9.地点卓越：位於大台北地区，距离捷运站 1公里；距离台北火车站、101 及淡水各景点 1小时

内可达各地。 

 10.学杂费：每学期新台币 44,933 元～51,657 元。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5,0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资讯网路工

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8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8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歷年成績

單、3.證照影本 

本所发展采资讯工程与网路系统并

重，整合资讯网路系统规划及操作

实务，发展资通讯技术、嵌入式系

统设计、云端计算、多媒体与电脑

视觉、网路安全技术、物联网系统

等领域。为配合国家整体资讯科技

发展及因应网路知识的广泛性，资

讯网路工程系提供完整的资讯工程

与通讯网路技术程课程规划，使本

所学生具备电脑资讯与网路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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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理论与技术，每年斥资大量增购网

路及电脑相关设备，提供良好的实

习场所与设备。 

企业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8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8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歷年成績

單、3.證照影本 

本所以培育各产业中阶管理与研究

人才为主要目标，探讨行销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及策略管理等领域议

题，以培养研究生具备行销、顾客

关系管理及创新服务业管理能力；

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发展及组织管

理能力；独立研究、创新发展与企

业策略规划能力。 

 发展方向：以培育德才兼备之产业

经营管理中坚人才为目标。期於各

产业发挥行销及人力资源管理专

长，并能运用创新创意能力，成为

顾客关系、电子商务、人力资源、

服务业管理等领域之专才。 

多媒体与游

戏发展科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8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8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歷年成績

單、3.證照影本 

本硕士班着重於发展特色与产业界

的结合，将以数位内容产业中之

「数位游戏设计」与「电脑动画」

应用技术为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上

融入完整的理论与实务基础，使毕

业生能兼顾理论与实务结合，更能

发挥所长。 

 希望学生能於求学期间着重应用技

术深化，因此规划融入业界教师共

同指导硕士生研习产业应用知识，

以便硕士生毕业後能直接进入产业

界，将所学与产业界直接结合。本

系规划学生毕业後适合从事职业为

游戏设计师、动画制作人员等。 

资讯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8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8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歷年成績

單、3.證照影本 

以培育资讯服务产业的就业与高级

研究人才为目标，使毕业之研究生

具有：1.资讯系统与软体加值服务

之能力。2. 独立研究、创新发展与

资讯管理之能力。3. 资讯系统导入

与软体发展之规划、执行及管理能

力。 

 发展方向：1.资讯服务与管理之研

究。2.即时企业之研究。3.企业导

入资讯系统或发展软体之研究。4.

资讯科技整合应用研究。学生毕业

後适合从事职业为资讯管理师、资

料库管理师、软体工程师及网路管

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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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辅英科技大学 

电话 886-7-7811151 

传真 886-7-7828258 

电子邮件信箱 ic@fy.edu.tw 

网址 http://web.fy.edu.tw/bin/home.php 

地址 高雄市大寮区进学路 15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958 年创立，为台湾少数办学超过 60 年历史及规模最大的健康专业本科大学，在医护、食安、

环保、学前教育等专业领域发展与科研贡献享有盛名。 

 1.院系办学绩效卓越，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佳绩，自 2008 年起即通过 IEET 第一周期六年国

际教育认证，2014 年再获第二周期六年认证，教学品保与绩效，毕业生与国际接轨，学历与专业

能力荣获欧美、日本、大陆、新加坡…等之荣获国际教育认证。 

 2.院系建构实务型教学模厂，融入专业技能实务教学，教学团队与工业区、科学园区之企业合

作，学生全面接受业界实习训练，提升实务操作能力。 

 3.院系拥有认证合格的证照考场，包括环境教育、水质检验、冷冻空调、化学技术及食品检验等

项，提供学生在地训练、在地考试优势，辅导取得专业证照，提升就业竞争力。 

 4.教学设计辅以基础课程，再融合实验、实作及实习之实务内容，完全符合业界专业人才之训

练，毕业生顺利与职场接轨。 

 5.教学研发团队，近年校外合作计画超过 150 件，总经费超过 1亿 5千万元，学生参与产业计画

训练，为同类学校中最优。 

 6.教学研发团队，近年取得 20 项以上专利，并荣获多项国际发明展金牌、银牌等大奖，师生专

业表现杰出。  

 7.位於高雄市区，保证住宿，校园生活舒适、附近生活机能便利，生活费用便宜，邻近高雄国际

机场，返回大陆各地方便。 

 8.提供境外学生优渥奖学金。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环境工程与

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2.讀書或研究計

畫(2000 字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影

本、4.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期刊論文、2.代表作品、3.研究著

作、4.設計發明、5.競賽榮譽獎狀 

1.教学绩效卓越：历年科大学系评

监获「一等」佳绩。 

 2.通过专业认证：2014 年通过华

盛顿协定之「工程及科技教育国际

认证」；2011 年通过「环境教育机

构认证」。 

 3.产学成果丰硕：发展环境监测、

环境污染整治与能资源循环与再利

用等，其中高空环境监测技术具国

际知名度。 

 4.实习就业职场融合：深耕就业职

场，历届毕业生多任职於环境检

测、环境顾问、厂务环安及污防操

作等产业，担任环境专责技术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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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明新科技大学 

电话 886-35-593142 分機 1451 

传真 886-35-5594384 

电子邮件信箱 enter@must.edu.tw 

网址 http://www.must.edu.tw 

地址 新竹县新丰乡新兴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位於新竹县新丰乡纵贯公路旁，地理位置紧邻新竹科学园区、湖口工业区等，与邻近产业

关系密切，提供优质产业学习环境。校园环境优美，占地 32 公顷，教学设备新颖完善，学习环境

极佳，推荐毕业生至台商公司之工作机会与管道。  

 2.本校设有「工学院」、「管理学院」、「服务产业学院」与「人文与设计学院」，包括 10 个研究

所、22 个专业，培育学有专精、理论与实务兼具、知识与品德合一、善於掌握时代脉动与趋势变

化的专业人才，重视学生均衡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使学生升学就业无往不利。  

 3.本校积极推动国际化学习环境，目前有韩国、日本、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

蒙古、乌克兰、缅甸、印度、海地、澳门、新加坡及俄罗斯等不同国籍之研究所与大学部外国学

生超过 1200 人，欢迎同学加入此多采多姿之国际化校园。  

 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6,000-52,000 元。  

 5.住宿费：本校陆生宿舍为体安楼(国际生大楼)，宿舍内规划有休闲室、会客室、K书中心、温

馨小家电区等公共空间，四人房费用一学年为新台币 27,600 元(含保证金新台币 2,000 元)。  

 6.餐费：餐费自理，每日约新台币 2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管理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簡要自傳、3.

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著作、2.作品或競賽成果 

1.弹性化修课：可依专业需求跨所

修课。2.体验式学习：广邀业师授

课并采取个案教学。3.扩展国际

观：提供英语授课，规划海外参访

课程。4.强大校友群：来自高科

技、服务业、金融业、传产业学生

共学研讨。5.提供双联学位：与美

国明州西南大学（SMSU）合作双硕

士学位。6.学校知名度高：邻近新

竹科学园区、新竹工业区，交通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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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长荣大学 

电话 886-6-2785123 

传真 886-6-2785602 

电子邮件信箱 alice213@mail.cjcu.edu.tw 

网址 http://www.cjcu.edu.tw 

地址 台南市归仁区长大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校园广阔，各栋建筑设施完备，教学设备新颖完善，图书馆宽敞明亮，藏书丰富。各学

系、学群均有专属空间，学习研究环境极佳。 

 2.各教学单位礼聘国内外大学资深教授、年轻学者、或理论与实务造诣颇深的业界人士担任教

师，与学生教学相长，毕业生不论就业或继续求学都有很好的发展。 

 3.本校紧邻高铁台南站（约四公里），台铁沙仑支线通过本校，并於校内设置「长荣大学站」，加

上邻近东西向快速道路连接两条高速公路，不论搭乘高铁、台铁或其他大众运输工具往来台湾各

地，交通均极为便利。 

 4.与欧美亚多所知名大学建立姊妹校关系，交换生机会丰富。 

 5.学生宿舍备有空调、网路、交谊厅、洗衣室等，并有两间便利超商(一间 7-11 及一间全家)於

校内营业，校内外生活机能方便。 

 6.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左右。 

 7.住宿费：研究生宿舍每学期约新台币 13,620 元左右。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管理学院经

营管理博士

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

內)、2.研究計畫(5000 字內)、

3.推薦函 1 封、4.大學及碩士歷

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 

1.本班结合管理学院各系所师资及资源，

提供学生完整的经营管理教育环境，培育

具备专业知能，创意思维，优质品格，及

国际视野之经营管理与研究专业人才。 

 2.南部地区最早设立之私立大学管理博

士班，招收产官学研各界优秀高阶人才。

 3.补助博士生国内外论文发表经费，每

次最高壹万元。 

  

美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2.獲獎紀錄、3.作品

集(作品圖檔 5張(含)以上) 

一、人才培育：以美术创作及研究发展为

主，分为艺术创作与立体造型组及水墨组

二领域。二、课程规划：秉持「系统性」、

「深度与弹性」及「理论与实务并重」理

念。三、教学模式：着重「开放研讨」、

「专题研究」、「专题工作室」、「实地参观

与实验」与「一对一指导制」等方法。

四、研究理念：兼顾本土社会文化特色与

国际艺术视野。五、推广服务：1.结合社

会艺文机构推广美术活动 2.与国内外艺术

研究与推广机构进行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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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弘光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6318652 分機 2234 

传真 886-4-26314074 

电子邮件信箱 csc@web.hk.edu.tw 

网址 http://www.hk.edu.tw 

地址 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 6段 101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学校概况：弘光科技大学秉持「以人为本、关怀生命」的办学理念，致力深耕技职教育，教育部

评监均名列前茅，2020 年新生总报到率(含各管道入学)达 106%以上，近年来将招生触角延伸海

外，吸引亚太地区国家学生就读，成果深受各界肯定。为台湾中部唯一健康与民生领域的典范科

大，历经 53 年来环境变迁，现已发展为具有 8个研究所与 19 系科学程的综合性卓越大学，2020

年学生人数达 13,000 人。本校已与美国、新加坡、澳州、越南、俄罗斯、中国大陆及港澳等地建

立密切的教育与学术合作关系。 

 ※办学绩效： 

 一、「远见杂志」2019 年台湾大学最佳排名，本校私立技职大学排第 3名。 

 二、获得台湾教育部高教深耕获教育部补助，中北部私立科大第 1名。 

 三、本校荣获台湾教育部典范大学奖励补助！ 

 四、台湾第一所获国家永续奖及卓越经营品质标竿奖大学！ 

 五、连续 12 年(2006~2017)获得台湾教育部教学卓越大学经费补助之肯定。 

 六、2020 年注册率 106%以上。 

 七、本校拥有最多国家级检定考场(30 个) ，居全国学校之冠。 

 ※学杂费：本校 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45,547 元至新台币 55,057 元间，2021 年实际收

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奖助学金：本校设有境外学生奖学金及班级优异成绩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学生。 

 ※住宿：本校通过「外宿学生安全认证」，安排住宿於国际学生宿舍，校方不定期视访，师长关

心、学生安心、家长放心。每学期住宿费约新台币 15,000 元至新台币 34,000 元间。 

 ※生活辅导：本校设置「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单一窗口，提供安排接机、住宿、学生辅导、国际

联谊等相关活动。 

 ※生活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30,000~60,000 元之间。 

 ※修业年限：博士学位修业年限为 7年，硕士学位修业年限为 2年，修业期满，经考核成绩及格

且通过学位考试者，授予博士/硕士学位证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护理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護理師證書影本(具本國或他國護理

師證書)、2.自傳、3.大學及碩士班歷

年成績單各一份、4.碩士班畢業證書、

5.履歷、6.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7.已

發表之著作（可含碩士論文）各一式一

份、8.就讀博班的動機以及護理事業的

近程和遠程目標，繕寫排版限單行間

距，但不超過兩頁、9.兩封推薦函、

10.工作年資證明，至少 3 年醫護相關

工作之經驗（年資計算至報名截止日期

止） 

本博士班为中台湾第一所技职院校

护理博士班，教育目标为：（一）能

运用进阶护理专业知识於健康照护

体系（二）能执行跨领域严谨的护

理实务研究（三）能洞察专业临床

的问题并展现领导及创新护理专业

发展（四）引领跨文化护理实务及

新趋势，以符合国际潮流。 

 本博士班主要特色为： 

 1.师资丰沛、专业高阶师资达 96%

以上跨领域教学与研究 

 2.与国外多校结盟，课程与实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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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轨国际 

 3.设有网路远距教学课程：校外自

主学习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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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国医药大学 

电话 886-4-22053366 分機 1122 

传真 886-4-22993627 

电子邮件信箱 intelstu@mail.cmu.edu.tw 

网址 http://www.cmu.edu.tw 

地址 台中市北屯区经贸路一段 1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 本校创立於 1958 年，是一所研究型的优质大学，有水湳总校区、英才校区及北港校区，并设

有医学、中医、牙医、药学、公共卫生、健康照护、生命科学、人文与科技及医学工程等 9大学

院，其中包含 21 个学士班、36 个硕士班、21 个博士班，学生人数为 7,400 余人。 

  

 2. 本校名列 2020 年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300 名(台湾第二名)；药学及制药学排名前 200 名

(台湾第二名)，2021 年荣获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世界大学排名前 500

名、亚洲地区排名前 100 名以及世界「临床医学及健康科学」排名前 200 名。2020 年 QS 世界大

学学科排名荣获「药学与药理学科」排名前 150 名，「医学学科」排名前 200 名。 

  

 3. 本校自 2006 年起执行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於 2009 年起连续获全台湾最高或次

高经费补助；2018 年起荣获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计画」高额补助，名列私校第二，本校是唯一

在医学相关领域获得两个卓越研究中心补助的大学：「中医药研究中心」、「新药开发研究中心」。

  

 4. 为提升本校医学创新研究水准，设置「肿瘤医学研究中心」、「脑疾病研究中心」、「免疫医学

研发中心」、「中草药研究中心」、「中医暨针灸研究中心」、「干细胞研究中心」、「老化医学研究中

心」、「中医药研究中心」、「新药开发研究中心」及「癌症研究中心」以提升全校院研发动能，解

决重大医学难题，致力发展为世界项尖研究中心之重镇。 

  

 5. 本校设有台中附设医院、北港附设医院、台南安南医院、新竹附设医院及儿童医院等 5个附

设医院及多个分支机构。各项研究及医疗设备完善，提供学生完善的临床实习环境。各系所均与

中、西医药学相关，提供全台湾最完整具中、西医药学整合特色之课程，培育具中西医药学结合

特色的医、牙、药、护、公卫等专业人才。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生物医学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 1 份、碩士

論文(或論文初稿)、自傳(約 1000 字，

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1 份、大

學、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等學

經歷證明文件、碩士班在校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推薦函、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生物医学研究所整合本校基础及临

床医学各个领域之专业师资，期望

培育出具生物医学专业知能及独立

研究精神知医学科学家，以发展本

校生物医学特色并培育杰出的生医

专业人才。本所有多元化的课程规

划提供基础、临床学生具有充分弹

性之选择，以期在本所的训练下，

能达到以下教育目标： 

 1.培养医学科学家。  

 2.培育具有国际观之人才。 

医学检验生

物技术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讀書計畫書、2.自傳(約 1000 字)1

本系所致力於生物诊断标志与分子

检验方法的研发、结合奈米技术发



393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份、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4.大學畢

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5.大學歷年成

績單 

展癌症与感染症的检测治疗平台、

以及开发治疗癌症与感染症的新策

略等研究，规划精准医学相关课程

并结合医学院师资共同授课及指导

学生论文研究，以提供学生多元学

习管道培养医检及生技优秀人才与

职场接轨。 

医务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 封)、2.自傳(1500 字以

內)、3.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

等學經歷證明文件、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2.英語能

力證明影本 

1.全台第一所医务管理研究所，首

开医管教育先河！毕业校友众多，

各个表现杰出，膺任要职分布全

台，领导台湾医院医管。 

 2.师资阵容与专长最齐备、师生比

最优、软硬体设备最齐全、课程多

元且完整。 

 3.研究领域涵括医疗策略、医疗品

质、医院财务、医疗行销、人力资

源管理、长期照护管理、卫生政策

及医疗资讯管理等领域。 

 4.提供多次实习课程，多次各大医

疗机构实习机会与杰出经营管理机

构参访活动，强调理论与实务并

重。 

生物医学影

像暨放射科

学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讀書計畫書、2.自傳(約 1000 字，

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1 份、3.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 1 份，例如相關學術著

作(含專題報告、研究報告與論文等)相

關參與研究證明(大學期間如有參與專

題研究者，請加附專題成果報告)、4.

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等學經歷

證明文件、5.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系硕士班之特色:「医学影像临床

应用」、「超音波於临床使用技术」、

「辐射侦测仪器与测读系统之研

发」、「放射科学」与「医学工程」

跨领域结合，整合生物科技、医学

与工程为发展重点之研究所，以培

育生物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理论与

实务兼具之研究人才。本系硕士

班，以「培育具国际观之生医影像

及放射科学高级研究人才与师资」

为 教 育 目 标 。 详 见 网 址 : 

http://mrt.cmu.edu.tw 

营养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畢

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3.大學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例

如展演、得獎事蹟或論文發表等) 

1.教育目标为培育营养相关之基础

研究人才、临床暨公卫营养研究人

才及保健营养与食品研究开发专业

人才。 

 2.师资优良，具多年教学经验之教

授或副教授，专长包含保健食品开

发、社区与临床营养、食品加工与

安全、基础医学研究，学生可依兴

趣志向选择。 

 3.本校具备丰富中医药资源，强化

中医药膳学习应用。 

 4.毕业生有多元的就业市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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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师、自行创业、研究工作、教育类

或可继续进修博士学位。 

  

生物科技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讀書計畫書、2.簡要自傳(約 1000

字)1 份、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4.

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5.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例

如展演、得獎事蹟或論文發表等) 

1.依据设立宗旨及教育目标，规划

本系生物科技学程。 

 2.建立课程规划的评量管道，培养

尖端生物科技之研发人才。 

 3.拥有多元化的课程规划，丰富的

中医药研究经验及资源。 

 4.强调本系重点发展特色，提升生

技研发之竞争力。 

  

  

药用化妆品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就學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2.自

傳(1000 字內)、3.大學畢業證書及學

位證書影本等學經歷證明文件、4.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相關研究成果、2.英語能力證明影

本 

1.化妆保养品产业已列入国家发展

重点计画产业高值化的项目之一，

显示对於化妆品产业有列入未来重

点发展项目。 

 2.本系应用天然植物及海洋等资源

配合现代化妆品科技，开发新的天

然素材；同时结合本校先进中医药

之特色，研究开发新一代的化妆保

养产品。3.本系积极延揽具化妆品

专业背景之师资，培养高素质专业

化妆品人才；建立与化妆品业界之

建教合作，以提供学生未来就业与

进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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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健行科技大学 

电话 886-3-4581196 分機 5807 

传真 886-3-2503011 

电子邮件信箱 yachi@uch.edu.tw 

网址 http://www.uch.edu.tw 

地址 桃园市中坜区健行路 229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理工商管领先:以「结合产业发展之实务教学型大学」为定位，健行科技大学一向以理工专业闻

名，在绿色能源、智慧电子、土木建筑与防灾科技等领域居於领导地位，为了培育 T型人才，加

值学生的跨界能力，近 20 年来亦在商管、餐旅、设计、车辆等专业设备投注大量经费，学生参与

竞赛屡获佳绩。 

 2.生活交通便利:本校地理位置极佳，由桃园国际机场到本校仅需半个小时；距离桃园区中坜火

车站步行仅约 8分钟，附近有 SOGO 商圈，中坜前站商圈、夜市，食衣住行均相当便利。 

 3.教学设备先进:本校拥有最先进之 E化教学环境，每间教室均配置触控式电脑与液晶投影设

备，全校各栋建物(含宿舍)均有无线网路，教学设备新颖先进，校园环境整洁乾净。 

 4.课程创意有趣:推动社团学分，培养学生跨领域能力，创意微学分课程培养学生第二专长。 

 5.深化产学连结:建设空间建模应用研究中心、太阳光电模组类工厂、白帽骇客基地、电商中

心、电竞产业基地..等等，培育专业技术人才。 

 6.多元国际交流:本校与美国、俄罗斯多所大学互派交换生，并送学生至日本、法国、新加坡等

地进行实习，以开拓学生国际眼界。 

 7.每学期学杂费用：工程类科新台币 55,000 元(约人民币 11,500 元)，商管、设计类科新台币

50,000 元(约人民币 10,500 元)。 

 8.饭店式管理宿舍:四人套房，住宿费每学期新台币 12,000 元约人民币 2,400 元。内设有个人衣

柜、欧式卫浴、晒衣空间，并提供专线电话、网路节点、冷气空调设施；另每一楼层设置洗衣

间、交谊厅，并在地下室设置阅览室、桌球室、撞球室、健身房等，而户外空间则设置三座篮球

场。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土木工程系

空间资讯与

防灾科技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於書面審查加分之資料，包

括自傳、讀書計劃、歷年成績單掃描電

子檔、證照、學歷及工作資歷等，由考

生自行決定是否繳交。 

1.教授土木工程实用技术，培养专

业技术人才，以从事土木工程设

计、施工、检验与管 理工作。 

 2.工程与电脑相结合的应用学习，

训练学生使用电脑成为工程上沟通

协调的工具。 

 3.士班高级课程结合最新发展自动

化空间量测定位、BIM 建筑资讯及

非破坏检测技术。 

 4.特色课程包含 BIM3D 建模资讯应

用、GIS 及 GPS 应用、智慧绿建

筑、灾害防治、桥梁非破坏检测补

强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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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万能科技大学 

电话 886-3-4515811 分機 21401 

传真 886-3-4531300 

电子邮件信箱 koli1230@mail.vnu.edu.tw 

网址 http://www.vnu.edu.tw/ 

地址 桃园市中坜区万能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学校愿景：本诚信、前瞻、务实及追求卓越之办学理念，迈向顶尖科技大学，成为培育人文与科

技兼备人才的典范。 

 学校优势： 

 一、校园环境: 

 1.航空城大学，重点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大学。 

 2.毕业生就业率科大第一。 

 3.国家级技能检定考场数为全国第一，辅导学生取得各项专业证照，建立就业竞争力。 

 4.国际化私立科大第一，私立科技大学外籍生人数第一，国际化教学环境最优。 

 5.教育部肯定教学卓越重点大学，办学成效为桃竹苗科大之冠。 

 6.教育部评监一等与品德教育绩优大学 

 7.办学品质荣获国际 ISO 暨国际 IEET 认证。 

 8.位居桃园地区八大工业区枢纽，提供多元实习与就业机会。 

 9.校园全区提供无线网路服务，建置 6A 等级云端数位教学环境。 

 10.各系师资优良，设备、设施及仪器等质量皆优。 

 11.优质化环境、生态森林 e化校园、校舍全部无线网路及空调设备。 

 12.河滨大道景色优美贯通校园，休闲运动设施丰富，包括：篮球场、排球场、垒球场、网球

场、田径场、体适能中心、高尔夫球练习场、烤肉区等。 

 13.本校长期投资数位教材制作，并在全校设置 6A 等级无线网路，自 103 学年度起，全面改为

行动装置社群教学模式，结合学习软体及云端服务，可随时随地不受时空环境限制从事知识学

习、阅读或查询资讯、分享资讯。 

 二、学生宿舍:本校除原有仁爱楼学生宿舍，另有荣获国家金质奖的单人/双人学生宿舍之万能学

苑，2018 年 9 月信义楼 4人套房(全新五星级宿舍)正式启用，宿舍皆配有冷气空调、网路设施，

安装有电热水器提供热水洗澡，并设置自动录影系统及 IC 电子识别系统，配有管理员一人负责门

禁管制工作，加强宿舍安全。 

 三、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4,500 元(入学当年度收费标准以本校公告为准)。  

 四、住宿费:收费标准请参考 http://www2.vnu.edu.tw/acct/fiscal.html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经营管理研

究所经营管

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及研究計畫(3000 字以

內)、4.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單、5.

往屆畢業: 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題報告、

著作、學校成績名次證明及獲獎事實

等) 

经营管理研究所培养学生具有领导

统御管理力、问题分析解决力、微

型创业执行力、观餐管理双核心之

教育目标。壹、发展特色如下:1.跨

领域选修 2.国际视野:本所研究生

来自各国，提升研究生国际化视

野。3.完整师徒制系统。5.办理实

务讲座。6.辅导参与实务竞赛。7、

教师具实务经验，100%拥有企管相

关专业证照。8、邀请产官学界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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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专家，扩展学生实务整合的学习模

式 。 3. 科 系 介 绍

http://www.mba.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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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玄奘大学 

电话 886-3-5302255 

传真 886-5391288 

电子邮件信箱 sstai@hcu.eud.tw 

网址 http://www.hcu.edu.tw 

地址 新竹市香山区东香里玄奘路 4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 2015-2017 年获教育部评选为"教学卓越重点大学" 最近一次系所评监各系皆以最高分全数

通过评监。 

  

 2.拥有最先进虚拟摄影棚，所有教室皆备有中央空调及 E化设备。全校设有三座语言自学中心与

智慧型图书馆。设计学院设有 5个工作坊，教学环境设备完善先进。 

  

 3.宿舍为 5人 1间大套房，冷气、网路、卫浴设备一应俱全，并有宿舍管理员 24 小时照顾。 

  

 4.设有学伴及导师辅导制度，提供专人接送机与贴心课业及生活协助，让学生尽快融入台湾生

活。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传播学院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有利審查之附

件(如作品，得獎資料。作品可選擇提

供網址。)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簡要自傳 

本所结合本校传播学院大众传播、

影剧艺术与广播与电视新闻三大领

域之师资，提供「传播与公共事

务」、「影视与文化创意」及「影剧

艺术」等传播多元跨领域之课程，

由三领域教师联合授课。除理论讲

授外，本所亦重视学生实务技能的

训练，在教学资源上拥有虚拟摄影

棚、演播中心、数位成音中心与数

位影音剪辑室、布景工厂、实验剧

场等实作环境，强化学生学术研究

与实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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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建国科技大学 

电话 886-4-7111111#1723 

传真 886-4-7116382 

电子邮件信箱 ger@ctu.edu.tw 

网址 http://www.ctu.edu.tw 

地址 彰化县彰化市介寿北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位於气候宜人的台湾中部彰化市区，距离台中机场约 30 分钟，高铁约 20 分钟，彰化火车

站 10 分钟，市区公车可抵达本校校园内，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善，校园绿意盎然、景致优美，

是读书与生活的好环境。 

 2.本校设有工学院、管理学院、设计学院与生活科技学院，共四个学院、18 个专业系、9个研究

所。 

 3.本校教育目标为打造「优质学府」，定位为「专业教学型大学」，中长期目标为追求卓越，成为

「杰出科技大学」。 

 4.本校现有学生约 1万人，教职员工 397 人，专任教师 242 人，其中约 80%以上有博士学位。 

 5.本校自 2013 年起，师生参加国际各大发明竞赛，截至 2018 年共计有 742 座(288 金、217 银、

99 铜、138 特别奖)。 

 6.本校自 2001 年起即展开与大陆学校师生交流活动。目前已与 34 所大陆各省份的大学校院互

动；2006 年开始正式邀请大陆在学大学生至本校就读一学期或一学年，截至 2018 年秋冬累积交

流学生人数达到约 5000 人次，拥有丰富的对大陆学生照顾与教学经验。 

 7.本校针对大陆地区就读学生设有自筹奖学金，提供学业成绩优良学生申请：校友总会奖学金、

优秀奖学金、急难救助金。 

 8.2017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47,256 元至 54,220 元间，2018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公

告为准。 

 9.本校「绿岗美食广场」仿照百货公司美食街，可容纳 1000 名师生用餐，可用餐、温书、开会

和表演，每餐费用约新台币 50 元至 80 元。 

 10.本校备有男女学生宿舍，经由宿舍管理员与宿舍干部安排住宿事宜，宿舍内独立空调、卫

浴，24 小时网路专线。 

 11.本校学务处设有学生发展中心，下设谘商辅导组，设有大陆学生班导师机制，负责办理大陆

与外籍学生辅导事务，专责照护陆生。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机电光系统

研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3.讀書

計畫、4.大學歷年成績單 

1.构建机电整合系统与 e-learning 环

境,建构网路学习环境,强调机电系统之

整合能力. 

 2.远端自动监控系统: 21 世纪工业已

进入资讯整合时代, 远端监控技术是整

合制造及工业资讯整合不可或缺之技术.

 3.师生研究工作与产学合作计画结合, 

充分发展产业所需相关系统技术. 

 4.配合新世代科技发展的世界潮流, 特

将机器人与智慧型控制, 奈米材料科技

与奈米精密量测技术列为本所的教学研

究及产学合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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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明志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9089899 

传真 886-2-29084511 

电子邮件信箱 chiuhj@mail.mcut.edu.tw 

网址 http://www.mcut.edu.tw 

地址 新北市泰山区贵子里工专路 84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凭藉良好办学绩效，本校於 2004 年获准改名为科技大学，除了仍致力传承既有的教育理念与作

为，并将「产学合作」列为学校发展重点，整合各学院资源成立特色研究中心，加强各项研究之

质与量，进而将成果回馈业界，谋求达成教育功能与协助产业界科技能量同步向上提升的双赢效

果。目前设有工程学院、环境资源学院、管理暨设计学院等 3个学院、2个博士班学位学程、11

个研究所硕士班与 10 个系之规模，『各系均参加 IEET 或 ACCSB 认证与国际接轨』，为一深具优良

传统与办学绩效卓越之技职学府。 

 2.本校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签订双联学制，在本校硕士班修业满 1年後，可申请至辛辛那提就读

修习学分，符合双方学校毕业资格後，可同时获得两校之学位。 

 3.本校邻近新庄线丹鳯捷运站及机场线明志科大(贵和站)，亦可搭乘三重客运(637、638、

858)、指南客运(797、798、801、880、883、1501、1503)，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善。 

 4.本校日间大学部学生在四年就学过程中，有一整年需赴校外实习合作机构进行实务实习，使学

生了解企业组织运作及专业实务，做好未来就业准备，学生实习结束返校後本校亦会协助安排相

关就业辅导措施。目前合作的境内外实习机构达 160 余家，均提供学生极佳的工读实务实习的机

会，学生赴校外实习期间依教育部规定缴交全额学费与八成的杂费。为符合法令外境外生就读本

校日间大学部学制时，其校外实习课程之施行须接受学校依相关规范办理。 

 5.本校备男女生冷气(需自费)宿舍供博、硕士班申请住宿；学校餐厅提供用餐，每日三餐伙食费

141 元。 

 6.博、硕士班 109 学年第 1学期学杂费 50,760 元、平安保险费 238 元、住宿费每学期 4,000-

6,500 元，合计约为 55,000~57,500 元（110 学年度依本校公告收费为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能源电池科

技博士学位

学程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

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

成績單、6.研究所歷年成績單、7.碩士

論文中、英文摘要 

聚焦锂电池及有机太阳能等新能源

材料研究开发，教育培养具实务与

理论之博士高级研究人才。 

视觉传达设

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以上)、2.

推薦函 1封、3.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系硕士班主要整合科技、人文、

艺术的设计训练，让研究生依各自

兴趣及能力朝各专业领域研究与发

展，培育兼具设计专业技术、人

文、创意及品牌行销的高阶设计人

才。 

工业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以上)、2.

推薦函 1封、3.大學歷年成績單 

工业设计研究所主要包括:设计实

务、人因设计、创造力、文化产业

等领域，让研究生皆根据自身之兴

趣及专长有所学习之目标，此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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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过学习过程中批判性思考的养成，

藉以提昇学生在高阶设计领域的研

究能力。 

工业工程与

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以上)、2.

推薦函 1封、3.大學歷年成績單 

以「配合国家产业发展培育具备勤

劳朴实、理论与实务兼备、企业首

选的工业工程与管理专业人才」为

愿景，并以作业管理优化资讯科技

应用及人因服务设计为发展主轴，

设有优化建模、品质探勘与创新、

生产管理、电子化企业、分散式计

算、资讯应用、人机系统、实体人

因、及柔性运算与模拟等专业实验

室。另提供学生出国短期见习、寒

暑假海外游学、出国参加国际学术

活动、及参加校外竞赛等补助及奖

励。 

化学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以上)、2.

推薦函 1封、3.大學歷年成績單 

化学工程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涵盖:

「新能源材料与技术开发」、「先进

绿色化工制程技术应用」及「尖端

材料开发与技术应用」。 

化学工程系

生化工程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專業成果(1000 字以上)、2.

推薦函 1封、3.大學歷年成績單 

生化工程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涵盖:

「环境生物技术与应用」、「试量产

生化分离技术与应用」及「生化程

序工程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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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高苑科技大学 

电话 886-7-6077777 

传真 886-7-6077788 

电子邮件信箱 oia@cc.kyu.edu.tw 

网址 http://www.kyu.edu.tw/ 

地址 高雄市路竹区中山路 182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从南台湾的科技园区，领航迎接全球数位科技时代的来临」。 

 高苑科大座落南台湾的科技园区，以机电学院迎接数位科技时代的产业升级，并藉由商管学院与

规划设计学院开创学生国际创新竞赛与学生海外学习的生涯。因此高苑科大以「品牌升级、人才

加值」的理念，打造科技化与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帮助台湾青年具备未来的国际级就业竞争力。

 一、 高苑科技大学是一所优质的「国际型科技大学」 

 1.高苑科技大学的定位：贴近产业和产业无缝接轨，培育学生毕业即具有百分百就业能力。 

 2.高苑科技大学是全国唯一座落在「科学园区」内的国际型科技大学，为学生 HOLD 住国际级大

厂的就业的机会。 

 3.高苑科技大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开设产学合作国际专班，招收来自印尼、越南、菲律宾及

柬埔寨等多国优质学生，连结海外实习达成国际产学合作双赢的局面。 

 4.高苑科技大学积极推动学生前往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海外实习，培养学生的跨文

化沟通能力并拓展国际视野，使学生在就学期间就已经写下人生第一张黄金履历表。 

 二、高苑科技大学是一所「科技与人文并重、学术与产业结合」的一流科技大学 

 1. 高苑科技大学首创「一生六师」(班级导师、业界导师、课程教师、课程业师、职涯导师与实

习场域导师)，与产业界一同培训每一位在校同学。 

 2. 本校积极推动三创（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也鼓励师生投入专利发明，亮眼成果高度表

现在国际发明与设计竞赛。 

 3. 本校累计已获得 711 面各式国际发明与设计竞赛奖牌，参加国内外竞赛累计获得共 1576 件奖

项，荣获德国红点、IF、美国 IDEA 设计大赛大奖，师生成果获得国内外各界肯定。 

 4. 高苑科技大学为一所「教学卓越型」科技大学，荣获教育部 102-109 年度高教深耕/教学卓越

计画总计补助经费逾 2亿 8仟 8佰万元奖助。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土木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考生學歷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學

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2. 推薦函(2

封)、3. 大學歷年成績單、4. 讀書及

研究計畫、5. 專題研究經驗：論文大

綱或報告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指定繳交資料（如：進修經

歷、曾獲之榮譽、證照、語文檢定、考

試資格、學術成就或其它事蹟等。） 

本所设立系以公路技术、轨道、桥

梁、铺面材料、地理资讯、土石流

防灾、淹水预警、地震防灾及相关

电脑资讯应用为研究重点及发展特

色，并强调实务性与应用性。多位

教师承接科技部、教育部及政府民

间产学合作计画，并有校级之防灾

研究中心、绿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工程系统整合研究中心支援，可聘

任研究生当兼任助理或教学助理，

每月均有津贴。发展方向及特色如

下：1.路工技术 2.铺面材料 3.灾害

预测与防灾 4.工程资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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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大仁科技大学 

电话 886-8-7624002 轉 1115 

传真 886-8-7626904 

电子邮件信箱 heidy@tajen.edu.tw 

网址 http://www.tajen.edu.tw 

地址 屏东县盐埔乡维新路 2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创办於 1966 年，设立以药学为发展主轴的大仁药学专科学校，1999 年改制为大仁技术学

院，并於 2005 年升格为大仁科技大学；包括研究所、四技、二技等学制，拥有完整一贯的技职体

系，是南台湾着名高等技职院校，并展望为受欢迎实务型大学。 

 2.办学绩效深受各界肯定，邻近全台唯一农业生物科技园区，结合当地农渔科技产业，产学合作

密切，实现以精致现代化农业、中草药及休闲产业为主的绿色矽谷。 

 3.荣获三好校园与国际安全环境认证，友善校园学习无忧，培养学生良好人文品德素养。 

 4.重视教学创新与师生互动，连续多年获得教学卓越计画奖助，提升学生多元化与国际化学习之

动机，强化自我竞争力。 

 5.设有学生辅导暨特教资源中心，关怀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开放自我、经验分享的空间与机会，

助学生自我了解、增进问题解决之能力、培养健全人格改善人际关系，并促进潜能之开发，策划

生涯发展方向。 

 6.设有研发暨国际两岸事务处，协助新生来台报到、入学事宜，提供新生入学指南，了解各项规

定，尽快融入校园生活，办理各类活动，丰富陆生校园生活。 

 7.收费标准/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万-5.5 万元；住宿费：每学年约新台币 16,000-44,000

元(备有男女生宿舍，依宿舍等级区分不同价格)。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50 元。 

 8.本校距离火车站 20 分钟、高雄国际机场 50 分钟、左营高铁站 40 分钟，交通便利。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休闲运动管

理系休闲事

业管理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1 封或 2 封)、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讀書計畫或其它可展現學生

能力的成果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大學歷年成績單(無則免繳) 

配合休闲产业发展趋势、各级学校

师资进修休闲运动领域之需求，以

及社会经济脉动，并结合学校及学

院教育目标，落实休闲运动、观光

餐旅与健康管理之政策走向，订定

休闲游憩产业及运动产业教育目

标，其目标为以培育休闲游憩产业

与运动服务产业之中阶管理人才为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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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圣约翰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8013131#6821 

传真 886-2-28010391 

电子邮件信箱 annelin@mail.sju.edu.tw 

网址 http://www.sju.edu.tw/ 

地址 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 4段 499 号(研究发展处 国际交流中心)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55,000 元(约人民币 12,000 元)，每学期住宿费约新台币 9,000

元(约人民币 2,000 元)。2021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依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2.传承自「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悠久，校友向心、全球一家，校友捐资兴学不遗余力，提供

多种校友奖学金可供申请。 

  

 3.两岸三地校友资源丰富，校友企业为本校最坚强的後盾，提供丰富实习及就业机会。 

  

 4.图书馆提供借阅简正体文字对照书，以减少学习上文字应用之障碍。 

  

 5.本校协助安排住宿及代订寝具，提供优质学生宿舍设备，全天候空调，电脑刷卡门禁，女生宿

舍备有厨房设备。 

  

 6.有关各系所教学资源概况及其他事宜，可参阅网址:http://www.sju.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电机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電腦繕打之自傳及履歷(含個人資

料、讀書與工作經過、報考動機及未來

展望，1000 字以內)、2.電腦繕打之研

究計劃書(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

成績單正本、4.學歷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2.英語能力證明影本、3.得獎或專利

證明影本、4.專業成果、競賽成果或其

它有利於審查資料、5.推薦函 

主要研究方向为： 

 电能科技领域：主要研究再生发电

技术、节能工程、电力系统运转、

控制与规划、电力电子、电动机控

制、电磁干扰防制。 

 控制系统领域：主要研究近代控制

理论与实务、通讯系统、 智慧型控

制、人工智慧。 

 资讯应用领域：主要研究多媒体资

讯处理、网路技术、嵌入式系统、

系统晶片、智慧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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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岭东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3892088 

传真 886-4-23895293 

电子邮件信箱 ltuoia@teamail.ltu.edu.tw 

网址 http://www.ltu.edu.tw 

地址 台中市南屯区岭东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一、创校简史 

 本校位於台湾台中市，1964 年由广东梅州市乡贤蔡亚萍博士与黎明博士伉俪所创办。以「学以

致用，诚以待人」为校训，迄今已逾 56 年的历史。 

 目前设有商管、设计、时尚与资讯 4学院；计 14 个研究所及大学部 16 个系。 

 办学绩效优异，2012 年科技大学评监成绩优异，荣获一等比例全国第一﹔另於 2011 年获德国

「iF 设计论坛」评定为台湾前十大、世界百大设计大学。 

  

 二、学校办学特色 

 1.与职场无缝接轨的专业教育 

  本校发展系以商管学科为基础，继而在设计、时尚与资讯三大领域建立特色，为一所以培育优

质人才为使命的教学型大学。透过「高等教育深耕计画」，巩固学生专业实务，佐以全人素养及群

体融入，强化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合作、抗压坚持及跨域执行的职能共通力并以职涯发展培育及

深耕学生就业力，达成强化学生职场竞争力之教学目标。本校更荣获教育部肯定成为教学卓越大

学及高等教育深耕计画奖励。 

 2.全方位的人才培育系所 

  本校学制完整，拥有多元的商业类与资讯类系所，以及一流的设计系所；各项专业教学设备先

进，具有博士学历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之优质师资超过专任教师的 87%，领先他校，使本校成为

全方位人才培育的摇篮。 

 3.国际化的高等学府 

  本校除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缔结姊妹校外，并实际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教师进修与学生留学等活

动，成效显着，更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纽西兰、日本、韩国等多国着名大学学府合作提供双

联学制学位。 

  

 三、入学相关说明 

 1. 协助安排住宿事宜。 

 2. 毕业後优先介聘大陆地区台商企业任职。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数位媒体设

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2.大學成績單、3.

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 

1.本系以「动态影音设计」、「感知

互动设计」为核心特色。从两大特

色中发展：影视、动画、游戏、VR

虚拟与 AR 扩增实境等重点课程。 

 2.鼓励学生参加各项国际性竞赛，

提供优质实验室空间，以建构学生

独立研究及媒体创作之能力。 

 3.教师积极投入产学合作，将专案

结合至课程教学与研究中，以累积

学生实务经验与专案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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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4.结合海外参访与海外移地教学课

程，以培养具不同文化思维之媒体

设计与制作之管理人才。 

视觉传达设

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2.大學成績單、3.

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 

1.本系课程规划以「数位出版设

计」、「文化创意加值」双核心为主

轴，因应产业需求，掌握时代前瞻

性设计和潮流脉动。 

 2.课程设计兼顾理论创新研究与实

务制作经验之均衡发展，强化产业

联系与良性互动，提供产学合作机

会，深化学生的创意实务经验。 

 3.重视学生个别研究领域差异与发

展，提供优质展示空间，建构独立

研究及创新创作之能力。 

 4.留学各国多元化专业师资及业

师，以培养具世界观及文化省思能

力之设计规划人才。 

流行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2.大學成績單、3.

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 

1.本系教师具备彩妆、美髪、服

装、整体造形和流行事业等时尚业

界各类之专长与实务经验。 

 2.结合流行设计之理论与实务、科

技应用及人文社会关怀，培育跨领

域整合与整体造型设计之创意研发

及应用管理高阶人才。 

 3.课程特色：(1)整体造形、服饰

及管理之跨领域整合能力。(2)积极

聘请业界专家授课，深化学习效

果，提高专业实务能力。 

 4.毕业後可从事整体造形设计师、

形象造形设计师、服装设计师等工

作。 

企业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2.大學成績單、3.

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 

1. 本系硕士班课程规划培育企业中

行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管理、

生产与作业管理以及资讯管理各部

门之专业人才。 

 2. 培育契合产业需求兼具专业知

识与高度执行力之人力需求。 

 3. 开设具有创新思维、逻辑思

考、领导能力以及人文素养的管理

专业课程。 

 4. 建构多元与跨领域的学习环

境。 

 5. 培养具备正确的职场观念与态

度之人才。 

资讯科技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學位證書、2.大學成績單、3.

1.本系(所)以「资讯行动化、科技

生活化」为发展目标，培养具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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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自傳(1,000 字以內)、4.讀書計劃

(1,000 字以內) 

论与实务并重资讯应用专业人才。

 2.课程设计以「资讯应用整合人工

智慧」与「软体设计应用」为发展

主轴，强调训练以能直接投入资讯

产业的科技人才为教学目标，并加

强云端应用技术的人才培育。 

 3.本系教育目标为：(1)培育研究

生具有进阶资讯专业技能与整合能

力；(2)培育研究生具有研究与创新

应用能力；(3)培育研究生具有团队

合作与服务社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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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国科技大学 

电话 886-3-6991111 轉 1036、1037 

传真 886-3-6991110 

电子邮件信箱 csec506@cute.edu.tw 

网址 http://www.cute.edu.tw 

地址  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三段 56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一、学校特色： 

 (一)荣获台湾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高教深耕计画，补助金额达 6亿 3,340 万元，有效整合教学

资源，提高办学品质。 

 (二)荣获台湾教育部技职院校优化教学环境计画核定补助 3,000 万元，於本校建置全台唯一之

建筑智慧化技术菁英人才训练基地。 

 (三)荣获天下杂志 2019 年大学社会责任(USR)公民评选，名列台湾私立科大第一名。 

 (四)视传系荣获 2020 年韩国设计大奖 K-DESIGN AWARD WINNER 奖、2017-2020 年连续 4年累积

荣获德国红点设计 41 项大奖(含 1项最佳设计奖)。 

 (五)影视系荣获 2020 年美国洛杉矶独立电影节大奖最佳学生剧情短片奖、2020 年美国纽约奥伦

诺影展最佳学生短片奖。 

 (六)室设系荣获 2020 年「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一金二铜奖。 

 二、发展方向：  

 (一)秉持实务与理论兼具，教学与辅导并重，专业与通识相容，学校与产业结合的教育理念。 

 (二)以优秀师生为本，吸引菁英人才加入，发挥自有优势的发展策略，以培育专业与通识兼具之

技职菁英为目标。 

 (三)作为产业界解决实务问题的最佳谘询顾问与坚实後盾，成为卓越具竞争力之知名大学。  

 三、其他资讯：  

 (一)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47,000 元至 56,000 元之间(约人民币 10,000 元至 11,700

元)，2021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二)台北及新竹校区附近交通便利，步行即可到达万芳捷运站或北湖火车站，周边生活机能完

善，另两校区均有提供校内宿舍。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企业管理系

(新竹县)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歷與自傳、2.大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2.其他學習知能、專

業成就與相關特殊表現之證明文件 

本系硕士班主要以培育具备坚实管理

实务技能及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之中

高阶专业管理人才为目标，教学特色

如下： 

 ◆师资阵容整齐，拥有 16 位助理教

授以上师资，实务经验与研究能量丰

富。 

 ◆完善的教学设施与多元的课程设

计，提供同学优质的学习环境。 

室内设计系

(新竹县)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及研究計畫、2.大學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設計作品集、2.其他有助於審查

的資料(證照、獲獎證明等) 

中国科技大学拥有台湾地区最大室内

设计系所，硕士班成立於 2011 年，教

学目标为：「室内设计理论」、「装修工

程研究」、及「永续经营管理」，积极

训练室内设计高阶经理人才，为业界

提升人力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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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发展以人为本，着重永续、关怀、

创新、设计的观念模式，将健康节能

环境、通用设计、绿色装修、智慧生

活整合於创意设计中。 

 ◆研究重点特色为理论与实务并重，

研究与专业并行，着重务实致用之教

学资源整合与运用。 

视觉传达设

计 系 ( 新 竹

县)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2.大學

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設計作品集、2.其他有助於審查

的資料(證照、獲獎證明等) 

本系硕士班以实务专业创作及研究为

导向，整合视觉传达设计、数位多媒

体、数位音乐、文创等各领域的专业

设计知能，在专业且多元的师资引导

下，本所发展以下特色：  

 ◆本所兼有都会时尚与乡村朴实的区

域特质，导入视觉传达、文化开创的

专业。 

 ◆理论与实务并重课程，以实务专案

演练，以养成多元创作人才。 

 ◆2017 迄今累计荣获 41 座德国红点

设计奖，及各项国际竞赛大奖，如

ADAA、K-Design…等。 

建筑系(台北

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歷與自傳、2.大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2.其他學習知能、專

業成就與相關特殊表現之證明文件 

◆配合产业升级积极培训具「永续环

境」相关专业之实务人才。 

 ◆为延长建筑物之生命周期及都市能

永续发展，开设建筑永续利用之相关

课程，并与实务结合，以达理论与实

务结合之目的。使学生毕业後在职场

上具有良好竞争力。 

 ◆融入「文化空间保存再利用与产业

经营技术研发中心」服务团队，成为

北区文化资产保存之人才养成基地。

土木与防灾

系(台北市)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歷與自傳、2.大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2.其他學習知能、專

業成就與相關特殊表現之證明文件 

◆配合一个专业、二个特色之发展愿

景，建置结构物安全与防灾中心及

BIM 设计研发中心。 

 ◆荣获职院校优化教学环境计画补助

三千万元，建置建筑智慧化技术菁英

训练基地，成果亮眼名列前茅。 

 ◆跨领域整合土木+通讯+控制系统整

合专业技术，完成智慧环境安全与防

灾系统，并建立 CCC 跨领域整合研究

室。未来将整合 GIS 及 BIM 於安全与

防灾系统中。 

 ◆与西南交大土木工程学院及厦门大

学土木建筑学院建立长期学术合作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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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台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2391647 轉 8043 

传真 886-4-22391697 

电子邮件信箱 108424@ctust.edu.tw 

网址 http://www.ctust.edu.tw/ 

地址 台中市北屯区廍子路 666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语言中心。 

 2.各班设有教学助理 TA。  

 3.本校设有谘商辅导室。 

 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1,000~55,000 元。 

 5.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600~12,000 元。 

 6.餐 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医学影像暨

放射科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推薦函 

一、以探讨数位医学影像、医学物

理、核医药物、辐射生物及新颖辐

射剂量计等五大领域为轴心，发展

以放射科学为导向之科技应用，积

极培育高阶医事放射师、临床医学

物理师等专业人才为目标。 

 二、重视理论与实务之结合应用，

加强产学合作，与各大教学医院建

立良好夥伴关系。 

  

医学影像暨

放射科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研究計畫

(1,0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得獎事蹟、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 

一、以探讨数位医学影像、医学物

理、核医药物、辐射生物及新颖辐

射剂量计等五大领域为轴心，发展

以放射科学为导向之科技应用，积

极培育高阶医事放射师、临床医学

物理师等专业人才为目标。 

 二、重视理论与实务之结合应用，

加强产学合作，与各大教学医院建

立良好夥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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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亚洲大学 

电话 886-4-2332-3456*6711 

传真 886-4-2332-1057 

电子邮件信箱 ccae@asia.edu.tw 

网址 http://www.asia.edu.tw 

地址 台中市雾峰区柳丰路 5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目前设有 7个学院，28 个学系，19 个硕士班研究所，8个硕士在职专班研究所，和 8个博

士班研究所。 

 2.近年内邀请 24 位诺贝尔学者暨国际大师来台与师生互动；其中「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便是

日本国际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 

 3.本校照顾学生无微不至，设班级导师、职涯导师，还推出「曼陀师」家族计画，辅导学生的选

课。 

 4.近年来，本校与中医大联盟成立「中亚联大」，两校展开教学资源交流合作，颇见绩效。 

 5.创校 19 年来，亚大创下台湾新设大学许多项优异纪录，国内方面，连续 12 年荣获教育部评选

为教学卓越大学，连续六年(2015-2020)获选入榜全国办学绩优公私立 Top20 大学，与国立名校名

列前茅，以及进入 2020 远见杂志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综合大学 30 强中，亚洲大学名列第 13 名；

私立大学 30 强第 8名，成绩亮丽。 

 6.国际方面，英国泰晤士报高教特刊公布「2020 世界年轻大学排名」，亚大排名第 194 名，全台

私校第 1名，并荣登上海交大、英国 QS、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等 3大国际大学排名，办学绩优，

名列私校前茅，有目共睹。 

 7.本校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国际设计发明竞赛，於教育部艺术与设计类国际竞赛计画，亚洲大学获

奖数共 6年为高教体系全国排名第一名！至 2020 年 7 月已获 7座德国 iF 设计奖、2项日本 G-

Mark 最佳设计奖、82 座德国 RedDot 红点设计奖，其中 14 座获 Best of Best 最佳奖，成绩非常

优异；同时，在各类国际发明展上共获 117 金、144 银、100 铜、41 特别奖及 2大会次首奖获荣

誉奖的佳绩，并 3次获邀至总统府接受总统、副总统表扬。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数位媒体设

计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明與歷年成績單正本(以同等

學力報考者，須繳交相關學力證明文

件)、2.推薦函（1 封）、3.簡歷及自

傳、4.讀書計畫、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如：論文或著作或證照或得獎事蹟

等） 

本系博士班以发展数位媒体设计理

论与跨领域研究，强调新科技与数

位媒材设计美学的整合，及应用数

位科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养成国

际化视野及独立研究的能力。博士

班具有数位媒体组及创意设计组，

涵盖数位媒体、视觉、时尚、室

内、商品设计等研究领域。更有国

内设计领域知名教授担任博士班指

导，学术研究与创作实务并进。 

数位媒体设

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請檢附入學

至畢業前一學期之歷年成績單)、2.研

究計畫構想書、3.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論文或著作

或證照或得獎事蹟等） 

发展数位媒体设计理论与技能，强

调数位科技与设计美学的整合，应

用数位科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及

养成研发的基础能力。本硕士班与

视觉传达设计、创意尚品设计研究

所共同开课，学生可以跨系选修课

程，更具多元性及跨领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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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视觉传达设

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請檢

附入學至畢業前一學期之歷年成績

單)、2.研究或創作計畫構想書、3.自

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作品集或其他著作、2.其他有利審

查之作品、資料 

本系以美学为基础，结合创意与策

略，除了培养具设计执行能力之视

觉传达设计人才外，亦向上提升至

整合领导能力的训练。本系以「视

觉传达设计学理」为研究之核心领

域，并以「创意策略与整合企划」

为设计实务导向，以品牌设计、包

装设计、文化创意、图文设计、广

告设计等创作与研究为主轴。师资

多元化、国际化、实务化，礼聘来

自国内外名校博士、教授与业界设

计名师，阵容坚强。 

创意商品设

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歷

年成績單、3.研究計畫(1000 字以

內)、4.推薦函(1 封或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論文或著作

或證照或得獎事蹟等） 

1.用设计打造你的专业新翼！ 

 跨领域设计创作平台，不同人才说

共同语言-着名企业实习与国外研

习，让你看见世界的设计-赞助国际

设计竞赛与公开展演，让世界看见

你的设计-赞助创意商品化与专利申

请，让产业实现你的设计 

 2. 建立跨领域实务课程特色 

 依照研究生之跨领域专业订定专题

研究，产业研究及设计创作方向，

另着重设计管理，设计医学工程，

设计美学，设计工学，设计心理学

等领域的探讨，培养出与原有专业

相辅相成的设计专长。 

  

资讯传播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大學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請檢

附入學至畢業前一學期之歷年成績

單)、2.研究或創作計畫構想書、3.自

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作品集或其他著作、2.其他有利審

查之作品、資料 

本系优异师资具有资讯工程、传

播、艺术创作等国内外博士学位，

学术研究成果相当优异。 

 本系硕士班之成立乃是为因应当前

资讯科技与传播技术之发展趋势，

以培养具网路传播技术、数位内容

创作与传播科技整合之专业人才。

随着网路科技的蓬勃发展以及数位

内容开发技术的成熟，使传播科技

的发展出现了全新的面向。 

 本系实验设备完善，已建立五个教

学实验室本系所培养的兼具资讯素

养与数位传播技术的专业人才，市

场需求殷切，就业前景甚佳。 

  

财务金融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請檢附

入學至畢業前一學期之歷年成績單)、

2.研究或創作計畫構想書、3.自傳 

本系硕士班课程设计以金融科技应

用金融大数据分析为核心领域，强

调课程规划的完整性，以因应财金

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未来专业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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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作品集或其他著作、2.其他有利審

查之作品、資料 

需求；另为提升学生多元化学习及

理论实务并重之课程，辅以金融决

策与资讯科技应用的整合课程，以

及密集外语训练，希冀培养全方位

之财务金融专业人才。此外，本系

建置金融科技与区块链实验室、大

数据投资分析实验室，培养具备金

融专业与资讯应用的双核心职能，

提升未来职场竞争力。 

经营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1000 字以

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5.其他有利

審查資料（如：論文或著作或證照或得

獎事蹟等） 

1.经管系为亚洲大学设校之初管理

学院率先设立之研究所，有丰富研

究资源及毕业系友资源。 

 2.前十所成为 AACSB 国际高等商管

学院联盟会员之一。 

 3.师资涵盖经营管理、行销管理、

科技创新管理、作业管理阵容坚

强、教师教学及研究认真。 

 4.研究计画、论文及产学合作数量

领先管理学院各系。 

 5.邻近中部科学园区及台中市南投

县彰化县各区工业区发挥在地优

势。 

 6.企业辅导规划遍及台陆港澳两岸

四地。 

健康产业管

理学系长期

照护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簡歷與自傳、(2) 學歷畢業證

書影本(應屆畢業生得於錄取後入學前

繳交)、(3) 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

(4) 研究計畫構想書或學術著作、(5)

 讀書計畫(含就學動機、修課及研

究進度、未來規劃)、(6) 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如：證照、得獎事蹟、英文語

文能力證明等) 

本系学制完整，设立本科、硕士

(专)班及博士班等各级学制，且拥

有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国内外师资队

伍。本系多位教师曾在医疗机构/长

照机构或参与政府医疗/长期照护政

策之规划且长期照护专业师资完

整。本系特色课程包括长期照护保

险、长期照护政策规划、养老产业

管理及养老服务研发。本系建立国

际师生交流平台，定期交流，不仅

提升学生英文能力且能扩展国际视

野。本系同时亦建立跨系/院的合作

平台，以提升学生异业合作的能

力。 

健康产业管

理学系健康

管理组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 簡歷與自傳、(2) 學歷畢業證

書影本(應屆畢業生得於錄取後入學前

繳交)、(3) 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

(4) 研究計畫構想書或學術著作、(5)

 讀書計畫(含就學動機、修課及研

究進度、未來規劃)、(6) 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如：證照、得獎事蹟、英文語

本系学制完整，设立本科、硕士

(专)班及博士班等各级学制，且拥

有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国内外师资队

伍。本系多位教师曾在医疗机构或

参与政府医疗保险政策之规划且长

期照护专业师资完整。本系特色课

程包括医疗保险、医院管理、政策

规划、健康促进及健康管理。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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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文能力證明等) 建立国际师生交流平台，定期交

流，不仅提升学生英文能力且能扩

展国际视野。本系同时亦建立跨系/

院的合作平台，以提升学生异业合

作的能力。 

社会工作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影本、2.最高學歷成績

單、3.簡要自傳(1000 字內)、4.讀書

計畫或研究計畫(1000 字內)、5.其他

有利審查資料或專業成果 (可包括論

文、著作、證照、得獎事蹟、作品、學

習心得報告等)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推薦信(1 封或 2封，無則免繳) 

本系根据社会发展趋势、社工系硕

士班学生职涯需求及教师研究与教

学专长，规划社工专业学程：即一

班社会工作硕士班；另一班为国际

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工作管理学程以

招收国际学生为对象。 

 藉由办理「社区培力中心」、「志愿

服务推广中心」「家庭暴力相对人处

遇」及「卫生保健社区调查作业中

心」四大创新服务，将理论与实务

结合。本系每年办理两次社会工作

国际研讨会，选派学生赴香港、澳

门、马来西亚、德国、日本等海外

地区实习与研习。 

  

会计与资讯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請

檢附入學至畢業前一年之歷年成績

單)、2.研究計畫構想書、3.簡歷自

傳、4.證照或得獎事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著作、2.其他有利審查之作品、資

料 

为因应大数据时代之趋势，课程以

培养具备数位智慧稽核能力之职场

达人为目标。本系之特色: (1) 就

业保障利器：结合会计与资讯、法

律双专长，打造个人最大价值。(2)

师资阵容坚强：所有教师皆拥有专

业博士学位与会计师或国际专业证

照，全国领先！(3)课程兼具实务与

国际化：课程通过 AACSB 英国、澳

洲会计师公会认证。部分课程更融

入证照辅导。 

行动商务与

多媒体应用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研究計

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論文或著

作或證照或得獎事蹟等） 

本系秉持「实用资讯、媒体应用、

社会关怀」之理念，因应知识经济

时代的来临，培育具备行动商务系

统操作管理与多媒体应用能力之专

业人才，研究领域包含知识与资料

工程、数位学习、软体工程、资讯

管理、资讯安全、数位影像处理、

网路串流、多媒体技术、行动商

务。 

资讯工程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請

檢附入學至畢業前一年之歷年成績

單)、2.研究計畫構想書、3.簡歷、4.

著作、5.證照或得獎事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本系特色： 

 1.师资业界实务经验丰富。 

 2.延揽优秀师资，提供师生良好学

习环境与行政服务。 

 3.优质师资阵容与研究成果。 

 4.资讯课程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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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  5.结合理论与实务之教学方式。 

 6.培育资讯工程、A I 人工智慧领

域专业科技人才。 

 7.强化资讯跨领域应用，与终身学

习之素养。 

 8.提昇跨国际化合作研究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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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开南大学 

电话 886-3-3412500 

传真 886-3-2705720 

电子邮件信箱 recruit@mail.knu.edu.tw 

网址 http://www.knu.edu.tw 

地址 桃园市开南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开南大学现有五大学院，20 学系。历来以国际化为重点发展目标，积极拓展国际间交流活动、促

进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国际合作及国际教育发展、提高学术水准、培养学生国际观、招收国际学

生等。目前已与 20 国 140 所知名大学缔结姐妹校，遍及美国、英国、德国、澳洲、纽西兰、匈牙

利、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韩国、日本、香港等。并每年选送优秀学子前往世界知名学府进行

交换留学。与中国大陆一流高校学术交流方面，目前和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暨

南大学等 30 多所大陆高校签署姐妹校协议，学术交流往来频繁密切。校园现况兹说明如下： 

 1.教学方面，本校设有教学助理 TA，可提供完善教学辅导。 

 2.辅导方面，本校设有国际及两岸事务处与学务处谘商暨就业辅导中心。 

 3.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依照各科系实际金额收费) 

 4.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6,500 元。 

 5.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15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法律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要自傳(600 字以內)、大學歷年成

績單、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本所教学特色系以比较法制、区域

法制及长照法制为中心。在科技与

人文并重之时代，法律不断推陈出

新及变化，以因应规范人类生活秩

序之需求。本所期能建立以大陆法

制为主轴之研究领域，故课程亦朝

此方向设计。 

 硕士班以中国大陆之法制为主要研

究领域并因应老年化社会的形成，

本所并提供培养长照法相关法制及

人文关怀并重之法学研究与教学。

其特色为 1.重视法学研究方法 2.着

重实务案例分析 3.由指导教师带领

开发崭新法学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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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佛光大学 

电话 886-3-9871000*12513 

传真 886-3-9875531 

电子邮件信箱 cili@gm.fgu.edu.tw 

网址 http://www.fgu.edu.tw 

地址 宜兰县礁溪乡林尾路 16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本校系佛教团体凝聚百万人心力所兴办之综合大学，以人为本，强调全人教育。在教学上，

发展以通识为导向的教育，培育「知类通达」人才；在辅导上，强调认识自我、认识生命价值的

重要性，致力培育学子温柔敦厚、慈悲忠恕的人文素养；在学术研究和人文关怀上，强调社会实

践和人文关怀的具体落实。 

  

 一、发扬传统书院精神，提供妥善照顾： 

   本校建校之初即效法宋明理学家办学精神，依循传统教育「言教」与「身教」并重的办学理

念。不论在专任教师职级比、博士学位比及生师比等各项数据上，本校皆为私立大专校院之翘

楚。用心营造出学校特有之文化与风气，并有专责辅导单位，提供学生最妥善的照顾。 

  

 二、推动三生教育理念，培育内外兼具特质： 

   将「生命、生活、生涯」等三生教育的理念融入校园，同时推动传统书院精神的学术导师、

企业导师之双师制度，期盼打造一个「全人教育、温馨校园、终身学习」的典范大学。 

  

 三、佛光全球教育体系，佛大+西来=台美双学位： 

   2011 年佛光体系将台湾佛光大学、美国西来大学、澳洲南天大学、台湾南华大学，菲律宾

光明大学，连结成立台湾第一个全球联合大学系统，这个系统将助益本校学子（1）台湾、美国双

联学位（2）学期制交换学生（3）暑假短期英语游学。 

  

 四、全校模组课程设计，学习跨领域专长： 

   依「跨领域学习、升学就业导向」之概念，细心规划「全校模组化课程」，让学子可以依自

身兴趣、未来发展，系统性的选择学习方向，增强学术职场竞争能力。 

  

 五、其他： 

 （一）本校距离台北 101 仅 45 分钟。 

 （二）宿舍安排：集中安排学生住宿，并由专责辅导组与宿舍管理员共同给予适当关怀与辅导。

 （三）学杂费收费：本校收费标准依系所性质不同分别为 NT44,100 元~NT50,120 元。 

 （四）奖学金：依本校规定办理。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佛教学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

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5.應屆畢

業：研究所歷年成績單、6.往屆畢業：

畢業證書、學位證書、研究所歷年成績

單、7.國外學歷往屆畢業：畢業證書、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１、以汉传佛教为重心，培育博士

班学生成为以汉传佛教为本位且具

国际性视野的研究人才。２、国际

化的学习环境，师资坚强、课程丰

富，学生来自十几个国家、地区，

有助拓展国际人脉。３、凡配合共

住共食共学，每人每年可获十万元

的助学金共二年，每年可在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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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碩士論文、2.專業成果 

宿，体验丰富的书院生活教育，从

生活养成品德与态度，进而充实学

问。４、校级佛学研究中心有大型

研究计画，并常举办国际会议，学

生可藉此接触国际学者，吸收即时

学术资讯。 

产品与媒体

设计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2000 字以內）、4.

專業成果、5.應屆畢業：大學歷年成績

單、6.往屆畢業：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大學歷年成績單、7.國外學歷往屆

畢業：畢業證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１、以「文化创意产业设计」、「前

瞻创意设计」、「互动媒体设计」为

发展主轴。  

 ２、藉由生活型态研究、福祉关怀

理念涵养及永续生活概念之导入，

开发优质创意商品。  

 ３、配搭设计美学之视觉设计与制

作课程为基础，结合台湾现行具有

优势的资讯技术「软实力」，将媒体

介面与互动程式之软硬体整合，发

展互动设计完整的观念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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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电话 886-6-2532106 分機 397 或 398 

传真 886-6-2541309 

电子邮件信箱 emadmi@mail.tut.edu.tw 

网址 https://www.tut.edu.tw/ 

地址 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 529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学校简史： 

 (1)本校成立於 1964 年，经数次改制并於 2010 年 10 月 1 日正式更名为“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2)以文化创意为教学主轴，设有设计、艺术、旅游、生活科技及管理等 5个学院，包含 6所 23

系及 2学位学程，全校师生约 13,000 人。 

 (3)校园幽美典雅，学风温馨和谐；位处高速公路交流道旁，交通便捷，生活机能健全，是全国

最具代表的「文创教学型科技大学」。 

 2.学校特色： 

 (1)教学卓越：教学优良荣获教育部奖励 2013-2020 年度教学卓越计画及高教深耕计画，8年共

约 3亿 2仟万元。 

 (2)评监绩优：教育部「106 学年度科技大学评监」校务类「通过」，「107 学年度技专院校教学品

保服务计画」22 系所认可「通过」。 

 (3)文创领航：以文化创意融入教学，学风自由活泼，重视创意发想。 

 (4)多元价值：德、智、体、群、美、技六育并重，强调服务学习，培养体魄品德。 

 (5)务实致用：强调实务学习，就业导向教学，与职场工作无缝接轨。 

 (6)国际视野：营造国际化学习环境，促进师生国际交流，提升学生国际移动力。 

 3.教育目标： 

 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进行系所整合发展，并定位为「文创教学型科技大学」，以培育符合社

会与业界需求之「应用务实」与「人文科技」兼具之人才。 

 4.2020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5,000 元，2021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5.备有男、女生宿舍，住宿环境舒适宜人，设备新颖，并有门禁保全及宿舍老师、服务同学。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视觉传达设

计系创新应

用设计硕士

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作品集、2.能力證明 

1.以视觉沟通与创意实务为主，因

应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数位科技及

人文、艺术加值、跨域学术交流形

成本所特色。 

 2.因应设计产业多元化及增进两岸

学术人才培育发展，主要以视觉传

达设计、生活产品设计、多媒体动

画设计等，跨域创新建构课程领

域。 

 3.以造形艺术为利基，导入学术论

文写作或创作：研究与方法学、符

号学暨专业设计研究、专业选修、

国际大师讲座、产学实务等，跨领

域多元方式授课，追求创新思维与

创业能量。 

室内设计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顺应产业提升和创意理念强化，



420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3.履歷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作品集 

拟定永续发展方向，确保在国际化

竞争，实务和理论的深耕，培育研

究生质性提升。 

 2.跨国际性设计领域大学策略联

盟，交换师生，打破传统教学方

式，追求多样化授课方式和研究思

维。 

 3.跨艺术和设计以及管理领域课程

规划，蕴育具有竞争力的研究环

境。 

 4.教学环境和师资领先国内大学校

院，参与国内外竞图屡获佳绩。 

 5.透过国内外大师授课与交流，创

造广阔视野的设计知识经济观。 

音乐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自傳、3.影音

檔案資料、4.已學過之曲目 

1.培育音乐表演艺术专业人才。 

 2.以人文科学为核心，培养独立研

究能力。 

 3.艺术文化深耕，音乐教育传承。

 4.顶尖师资皆具有音乐博士或硕士

学位。 

 5.致力於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礼聘

国内外知名音乐家及学者担任客座

教授；举办讲座、大师班及国际学

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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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远东科技大学 

电话 886-6-5979566#7481 

传真 886-6-5977010 

电子邮件信箱 usagi@mail.feu.edu.tw 

网址 http://www.feu.edu.tw 

地址 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 49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远东科技大学近年来不论在教师、学生、课程、教学环境与制度等面向皆具有特色，其中绩效

显着且最有发展潜力的特色就是三创教育。本校三创教育主要是以创造力教育为基础，进一步提

升创新技术研发与实务技能，最终以创业能力之培养为标的，推动成果广受各界肯定，包含有创

意教育/能想/想得到、创新教育/能做/做得出与创业教育/能沟通/卖得掉。 

 (1)创意教育/能想/想得到：专利申请数已达 4,700 件，核准件数已超过 4,200 件，连续 16 年智

财局专利公告发证件数全国大学第一名。 

 (2)创新教育/能做/做得出：全国实务专题竞赛 2015 年总成绩为全国第一；2016~2019 年连续荣

获冠军、亚军、季军及佳作等奖项。2010~2018 年科技部产学计画件数，连续 9年为全国私立科

技大学第一。参加国际发明竞赛，累积取得 628 面奖牌，其中金牌数 208 面，质与量全国大学第

一名。 

 (3)创业教育/能沟通/卖得掉：参加华人规模最大创业竞赛-龙腾微笑，三次首奖奖金累计新台币

820 万元。2014~2017 年荣获科技部创新创业激励平台(FITI)竞赛创业杰出奖、创业潜力奖计 6奖

项，全国第一名。本校各项创业竞赛奖金累积超过 3,300 万元，全国大学第一名。 

 2.近年来本校获奖不断，摘要如下: 

 -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荣获教育部 1亿 1,900 万元奖助。 

 -GLORIA 国际产学联盟：荣获科技部选为国内具前瞻性发展 20 所补助大学,本校为唯一连续三年

获科技部核准之私立科技大学。 

 -顶尖二十大学：荣获天下杂志 Cheers 选为国内顶尖 20 办学卓越大学 

 -企业最爱大学：时报周刊调查云嘉南地区最受企业喜欢科技大学 

 -台湾最佳大学：荣获 2019《远见杂志》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之社会影响前 20 强的大学 

 3.更多详情内容，欢迎亲洽远东科技大学网站: https://www.feu.edu.tw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2.研究計

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本系有 14 硕博专任教师（含 3 位教

授，2 位副教授）以培养行销企划

之专业能力、零售门市营运管理能

力的训练、创意发想的培养及训练

跨领域整合行销能力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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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元培医事科技大学 

电话 886-3-6102218 

传真 886-3-6102214 

电子邮件信箱 mollywen@mail.ypu.edu.tw 

网址 https://www.ypu.edu.tw/ 

地址 新竹市香山区元培街 306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修业年限 1-2 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者，授予硕士学位。 

 2.企业最爱大学(科技校院类-生命科学、生物资源、医药卫生)。 

 3.生医健康产业相关系所最齐全，并与台湾各大医院、生医健康产业机构厂商签署产学合作家数

最多的科技大学。 

 4.与德国西门子、日本癌症中心、新加坡医院、日本种麴研究所等海外机构签约，为台湾推动生

医相关机构海外研习成效最高的大学。 

 5.与瑞士教育集团、林肯大学等建立有双联学制，和纽西兰、德国、日本、瑞士知名大学缔结姊

妹校逾 80 所。 

 6.设立全球唯二、台湾唯一的影像医学大学博物馆。 

 7.台湾唯一建置 cGMP 模拟药厂与智慧长照宅之科技大学。 

 8.台湾唯一通过 IRB 验证可进行审查人体研究的科技大学。 

 9.设置全台最新等级医学临床技能 OSCE 之科技大学。 

 10.台湾唯一与柜买中心签约为创柜板生医健康类专业的推荐单位。 

 11.全台第一所高龄友善科技大学，全校绿化 80%，并通过 WHO 国际安全学校，为台湾第一所医

事科技大学最高等级认证学校。 

 12.技转商品化与学生创新创业成长最快速的科技大学。 

 13.台湾唯一结合茶科技与文创的茶创中心，并在两岸开设 MOOCs 的科技大学。 

 14.台湾与地方政府合作健康城市最多的大学。 

 15.毕业生高薪就业率 3个月内达 80%，一年内超过 90%。 

 16.全校师生均通过 CPR 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大学。 

 17.全校必修「专题．实习」与「五创」，并全员跨域学习的大学。 

 18.台湾最具「大健康产业人才培训基地」潜力的大学。 

 19.学生宿舍有空调、网路等设备并有双人套房、单人套房及雅房三种类型供选择。全校教室采

用空调、视讯及网路三合一 E化设备。 

 20.校内设有元培书城、便利商店、学生实习餐厅、日式套餐及美食街等供应丰富多样的各式餐

点小吃。 

 21.学校位於台湾大台北生活圈及新竹科学园区，交通便利。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医学影像暨

放射技术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自傳(1000 字以內)、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大學或相關要求學歷成績單

正本、其他有助於證明個人研究能力之

資料(含已發表作品)：如相關著作或報

告、英文能力檢定證明、專業證照與研

習證明等 

1.教育目标为「培育具国际观与领

导潜能、辐射安全品保品管与基础

研发能力之医学影像诊疗人才」。课

程设计首重研究方法的原理和强化

实验技能，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

能力。 

 2.台湾唯一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IEET)技术教育(TAC)认证的医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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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像暨放射技术系所，修课内容可与

国外大学无缝接轨。 

 3.本系与国际知名学府及医疗机构

签署策略联盟，积极鼓励与补助学

生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与发表论

文，增加学生国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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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 

电话 886-6-2672623 

传真 886-6-2692177 

电子邮件信箱 dustin1215b@gmail.com 

网址 http://www.hwai.edu.tw 

地址 台南市仁德区文华一街 89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以成为台湾最好的医事大学为愿景目标，重视实务教学，要求 100%产业实习、100%取得专

业证照，并鼓励学生双主修，提高毕业竞争力。 

 2.争取各项资源补助，其中包括教学卓越、设备更新、创新转型、校务专案管理，师生实务增

能，产业学院，就业学程等计画，营造优质教育与学习环境。 

 3.设有环安卫中心，重视职业安全卫生。促进跨区环境教育联盟，卫生福利部设立跨国登革热研

究中心，本校是成员中唯一科技大学。 

 4.各系配合职场需求设置国家证照考场，亦开设多种跨领域学程，丰富学习触角。并导入企业潜

能开发训练，推动多元化教学专业发展。鼓励创新，推动四创辅导，协助创立企业或公司。与全

台六都公共图书馆同步推动「台湾云端书库」服务，提供全校师生图书馆 24 小时服务。 

 5.本校荣获多项国际赛事肯定， 2015 年台北国际发明暨技术交易展获 2金 1银 1铜牌奖，2016

年马来西亚 ITEX 国际发明展，荣获四金二银。2017 台北国际发明展，於 28 个国家 1300 参加队

伍中，荣获 2面银牌奖殊荣。2018 年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中华医大宝护灵师生团队 3项作品勇夺

1个金牌奖与 2个铜牌奖佳绩。2018AF 韩国国际技能人厨艺美食大赛荣获 7面奖牌：4金 2银 1

铜。2018 年参加《第 22 届金爵奖国际调酒大赛 》荣获 2金牌 3银牌 9铜牌 8佳作。 

 6.设有学生辅导中心，强化适性辅导，多元发展。推动专职、双导师暨三角预警辅导制度，就业

力导向学习历程辅导。推动多元课外活动，现有 68 个学生社团，提供学生适性休闲活动、培养独

立自治精神。 

 7.本校设有美食街、餐厅、员生福利社、便利超商、烘焙坊、实习旅游中心、实习眼镜行、实习

旅馆与学生宿舍等饮食消费与居住场所，且邻近机场、高铁、文化中心、奇美博物馆和卖场，生

活机能便利且安全。 

 8.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5,000 元。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3,0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生物医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2.簡要自傳(6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600 字以內,

含求學動機與規劃)、4.大學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佐證資料:有助於證明其研究能力

之資料 

甲组（生医领域）：生医、保健食品等

领域。致病机转，保健预防的方法。

 乙组（制剂领域）：药物制程设计。

剂型、赋形剂之研发与分析。药厂管

理。 

 丙组（长照领域）：照顾技能探讨。

长照机构管理。社区长照经营。 

 丁组（医管领域）：医疗产业管理。

健康照护机构管理。 

 戊组（妆美领域）：化妆品原料与配

方、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估。美容产业

应用与经营管理。 

 己组（调保领域）：调理养生研究与

应用。调理保健机构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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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东南科技大学 

电话 886-2-8662-5948 

传真 866-2-2662-1923 

电子邮件信箱 cpwang@mail.tnu.edu.tw 

网址 http://www.tnu.edu.tw/ 

地址 新北市深坑区北深路三段 152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教学资源中心，加强辅导学生增强外语能力，提供多种课余免费学习课程。 

 2.设有谘商辅导中心，聘任专业心理谘商师帮助学生生涯规划。 

 3.学杂费：依教育部规定最低收取，每学期总共学杂费工科约新台币 53,000 元。 

 4.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0,725 元，含水电费及无限使用网路费，冷气空调因各别差异以卡

片计费，节省能源降低收费。 

 5.餐费：学校设有民办餐厅，菜色多样符合各地口味，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00 元，价廉物美。 

 6.环境：学校位处台北市近郊风景秀丽，距离知名台北 101 大楼繁华市区仅 10 分钟路程，交通

又便利，有十多线公交车及捷运地铁，参访观光艺文展览近在咫尺。 

 7.社团：学生自行筹组各项社团运动、音乐、武术、文艺、社会服务等应有尽有，并皆聘有专业

老师指导。 

 8.校园生活：校方关注学生课业与学习适应、身心灵健康，同时重视学生品德教育，透过社会参

与、博雅课程，建立学生正向思维，养成正确价值观与处事态度。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电机工程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讀書計

畫(1000 字以內)、3.大學歷年成績

單、4.大學畢業證書、1.推薦函(1 封

或 2封) 

绿色电能、量测与控制、电力与电

力电子、光电工程、应用电子、资

讯网路、智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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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6585801 

传真 886-2-27991368 

电子邮件信箱 reg@takming.edu.tw 

网址 http://www.takming.edu.tw 

地址 台北市内湖区环山路一段 56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民国 54 年创校，96 年改名科技大学，为国内第一所财经科技大学，创校至今一直秉持

「笃信好学」之校训，培育财金、商管及资讯专长之学生。 

 2.本校位於台北市内科园区，文湖捷运线西湖站步行 5分钟到校，交通便利；学校备有餐厅、便

利商店，周边生活机能良好。 

 3.硕士班设有专题研讨室、学生研究室、专业电脑教室。 

 4.本校设有学生辅导中心提供心理谘商辅导，另设有陆生专责单位提供谘询及服务。 

 5.本校无提供硕士生宿舍床位，利用校园网路提供租屋资讯及辅导代寻赁居住所。 

 6.学杂费：每学期学费约新台币 37,362 元、杂费约 11,010 元，课程使用专用设备者，需另外缴

交使用费。 

 7.餐 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300 元(视各人需求调整)。 

 8.本校优异办学事蹟： 

 ★ 全国第一所财经科技大学，涵盖财金、管理及资讯的科技大学。 

 ★ 108 学年度科技大学评监结果，「通过」所有评监项目，包含：校务经营与发展、课程与教

学、学生学习确保与成效、校务经营绩效与自我改善。 

 ★ 荣获 109 年度高教深耕计画补助 4,430 万元。 

 ★ 荣获教育部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画 105-107 年度技优计画补助金额 3,350 万元。 

 ★ 连续五年荣获教育部友善校园奖。 

 ★ 2020 年企业最爱大学私立科大全国第 3名，并连续 5年蝉联企业最爱私立科大台北市第 1

名。 

 ★ 荣获 2017 年及 2018 年企业最爱大学私校财金学群第 2名（1111 人力银行）。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财务金融系

理财与税务

管理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2.畢業(學位)證

書、3.自傳(含生涯規劃及學習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推薦

函、證照、專利、英文能力證明、得奬

證明、社團負責人或幹部證明、各種專

長證明、參與學術計畫之證明、發表之

學術性文章、工作經驗與成就等資料影

本。 

1.以「理财人才培育中心」为定

位，强调个人财务开源、风险管理

与税务节流专业知识，涵养全方位

理财规划专业知能。 

 2.为「社团法人台湾理财顾问认证

协会」(FPAT)授权教育训练机构，

修习硕士班学位同时有机会取得顶

级专业证照(CFP?、AFP)。 

 3.课程包含 CFP?六大模组及财务

专业课程：基础理财规划、风险管

理与保险规划、员工福利与退休金

规划、投资规划、租税与财产移转

规划、全方位理财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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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南开科技大学 

电话 886-49-2563489 

传真 886-49-2567031 

电子邮件信箱 yu@nkut.edu.tw 

网址 http://www.nkut.edu.tw 

地址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56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南开科技大学位处中台湾，邻近国家级风景区，环境优美，是南投地区唯一科技大学，邻近日

月潭、阿里山、台中市逢甲商圈，距离台北市、高雄市仅 2-3 个小时车程。  

 2.为因应全球化、科技化及知识化的趋势，南开科技大学以「务实、创新、宏观、通识」为教育

理念，掌握技职教育「理论结合实务」之施教重点，连续 12 年获得教学卓越奖助金，迄今补助经

费合计已逾 4亿元，并列全国第一。 

 3.全台湾第一所通过 ISO 9001：2015 新版验证之科技大学。 

 4.设置 4院 12 系，各系皆具完备的教学地图与发展目标，工程学院及电资学院全部系所均通过

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认证之技术教育认证(TAC)及资讯教育认证(CAC)。 

 5.首创五级制学生发展全方位辅导体制，获选为教育部全国大专院校观摩标竿学校，办理全国大

专校院辅导体制观摩研习会，创新的辅导新体制获得教育部表扬及各校肯定。 

 6.福祉科技与服务管理的办学特色，国内外驰名，更成为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口

研究所的对口学校。 

 7.工程学院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於 2015 年正式建立合作协议，办理师生交流及科研合作。 

 8.提供新生入学免费接机服务。 

 9.建立定期辅导机制等生活照顾与辅导措施。 

 10.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6,370 元~50,320 元。(约人民币 10,304~11,182 元)  

 11.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1,500 元。(约人民币 2,556 元)  

 12.教室全面装设空调，并全面 e化。校园内无线上网覆盖率达百分之百。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休闲事业管

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2.大學歷

年成績單、3.大學畢業證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推薦函、5.其他相關資料 

本硕士班为培育实务研究并重具独

立思考能力的硕士生，结合区域休

闲产业，跨域及在地休闲观光、饭

店民宿、休闲游憩产业发展，培育

区域休闲产业之休闲规划、行销及

管理专业人才。 

 课程设计以加强实务导向与区域特

色进行结合，以休闲结合文创产

业、饭店文创新趋势探讨、餐饮品

酒实务暨精品咖啡实务、国际休闲

渡假村参访等模式，采多元特色课

程、思考训练及人才培育交流等授

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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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华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7821862 

传真 886-2-27827249 

电子邮件信箱 register@www.cust.edu.tw 

网址 http://www.cust.edu.tw/ 

地址 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三段 245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稳健经营、踏实办学，落实本校教育目标，提升教育品质，培育优秀高级人才，发展成为

卓越之科技大学。 

 2.曾执行多项教育部「教学卓越重要特色人才培育计画」、「北区区域教学资源中心计画」、「重点

特色计画」、「技专校院建立策略联盟计画」、「大学校院协助高中职优质精进计画」、「工业类实务

课程研发及试办计画」(并获选为教育部推荐实务教学示范学校)等。 

 3.将学习课程与证照考试结合，推动学生校内外实习，办理就业学程、人力扎根和产学携手等，

务求学生能将理论与实务结合，积极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达到「即学即用」之目的。 

 4.本校设有十三个系、八个研究所，以及航空维修教育中心。除台北南港校区外，尚有新竹校区

(以航空相关教学校区)及云林校区(学生实习与产学合作园区)。 

 5.设有英语及华语中心，教学资源中心设有教学助理 TA。  

 6.设有谘商辅导室及专责单位负责办理陆生住宿、生活管理、联系、通报、认证及其他协助事

项。 

 7.金融机构开户及手机申办、医疗保险及协助、接送机服务、宣导各项措施。 

 8.学杂费：商管类研究所每学期约新台币 46,125 元，工程类研究所每学期约新台币 51,943 元。

 9.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9,000~12,000 元(视舍区及房型而定)。 

 10.本校地理位置优越，生活便利，邻近南港车站四铁共构站区，并紧临内湖科学园区、南港软

体园区及南港展览馆，就读本校可享有优异学习环境与交通便利的条件。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建筑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履歷表、2.簡要自傳、3.研究計

畫、4.作品集、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6.其他有助於申請審查之文件。 

本系之课程目标与发展特色着重

「绿建筑、健康环境及创意空间设

计」，培育具有建筑规划、设计、影

像科技应用及工程管理之高级人才

为目标。建筑系发展特色如下： 

 1. 培育建构建筑、室内、创意设

计及影像整合应用科技领域人才 2. 

系所教师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岩

土工程师、土木工程师、结构工程

师，师资阵容卓越杰出 3. 系所教

师累积 45 项以上建筑环境控制专利

发明，科研实力第一 4. 课程配合

注册建筑师及工程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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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侨光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7016855 #1521 

传真 886-4-27066243 

电子邮件信箱 ia@ocu.edu.tw 

网址 http://www.ocu.edu.tw 

地址 台中市西屯区侨光路 1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环境优越便利： 

 ◆位邻逢甲商圈、新光大远百商圈，可快速抵达高铁站及航空站，生活机能十分便利。 

 ◆比邻台 74 线快速道路和中山高速公路，有 20 条公车路线直达本校，学生通勤便捷。 

 ◆近邻水湳经贸园区、中部科学园区与台中工业区，增加日後留台就业机会。 

  

 2.深耕技职教育： 

 ◆侨光创立迄今 50 余年，基於校训「明诚立信」，首重品格教育，提升学生就业软实力。 

 ◆办学卓越，深获社会肯定，全校注册率高达 96%以上，依教育部资料统计为中部私校第一名，

全台私校第三名。 

  

 3.创造就业优势： 

 ◆每年办理「在校生实习博览会」，首开大学院校先河，力求学生毕业即就业。 

 ◆配合业界需求，推动「就业导向」的课程规划，重视产学链结、减少学用落差。 

 ◆辅导学生在学取得专业、资讯及中、英文检定证照，强化学生就业竞争力。 

  

 4.学杂费： 

 ◆每学期「商业类」约新台币 45,020 元。(注：上述金额系 109 学年度收费标准；110 学年度实

际收费标准，请至本校会计室网页查询：http://w3.ocu.edu.tw/account/) 

  

 5.住宿费： 

 ◆学校宿舍每学期「6人房」约新台币 6,900 元、「4人房」约新台币 9,1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财务金融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2.簡要自

傳(1000 字以內)、3.研究計

畫(1000 字以內)、4.大學歷

年成績單、5.畢業證書(影

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如專業證照、檢定證明或研

究報告…等)。 

一、研究领域： 

 配合政府产业发展及国际化之需求下，从事

金融与财富管理的研究领域，以金融服务科技

产业的财金技能专业，积极培育兼具国际视野

及资讯科技的专业人才。 

  

 二、系所特色： 

 1.师资健全：助理教授 15 位以上，其中实务

师资 7位。 

 2.课程完整：课程规划采理论与实务并重，

亦融入沟通技能、团队合作精神、创意求新及

语文资讯等核心就业技能。 

 3.资源完整：本校图书馆典藏丰富书籍、期

刊及中英文电子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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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美和科技大学 

电话 886-8-7799821 分機 8794 

传真 886-8-7782663 

电子邮件信箱 meihoiec@gmail.com 

网址 http://www.meiho.edu.tw 

地址 屏东县内埔乡屏光路 23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办学殊荣：本校於 2015 及 2016 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技优设备更新暨奖补助款共计 2

亿元经费；2018-2022 年荣获教育部高教深耕计画补助款约 1亿 2仟 5佰万元经费。 

 2.办学理念：本校前身为「美和护理专科学校」，於 1966 年成立，为台湾第一所私立护理专科学

校，於 2010 年更名为美和科技大学。自创校以来，秉持「美而有礼，和而好学」美和精神，结合

「专业化、全人化及国际化」教育理念、与「证照第一、就业优先」教育愿景，培养健康产业及

社会需求专业人才。 

 3.教育特色：推动教学内容与创意游戏、校外考察等交互运用的三明治教学法，落实适性教学，

并以「证照第一、就业优先」，培育学生「专业化」的核心技能，促进学生职涯发展，且提供学校

各类研究成果及资源，与业界结合，加强产官合作，回馈社会。在务实之教学内容之下，密切结

合产业界之发展需求，培育出「毕业即可业界接轨」的科技人才，此外，本校开设境外专班，加

强国际交流，拓展国际声望，并审慎评估在国内设立附属健康照护机构及在海外设立分校的可行

性，朝「国际化」大学的目标迈进。 

 4.2020 年学杂费参考：(1)护理系健康照护硕士班、生物科技系健康产业硕士班：每学期新台币

54,772 元；(2)运动与休闲管理系硕士班、社会工作系硕士班：每学期新台币 53,753 元。代收学

生平安保险费，每位学生每学期 825 元。 

 5.2020 年住宿费参考：(1)男生宿舍：每学期新台币 9,000 元，4人一间、公共卫浴设备；(2)女

生宿舍：每学期新台币 12,000 元，4人一间、独立卫浴设备。含网路费，水电费依使用额度另

计。 

 6.餐费：每日约新台币 200 元。 

 7.学生奖助：本校有多项奖补助措施，包含工读金、研究助理、奖学金等，设有专职单位协助学

生申请及学习辅导。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生物科技系

健康产业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2.

研究所讀書計畫、3.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4.已發表之個案報告及專案報告、

5.專業證照或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1.本硕士班以保健生技为发展主轴，规

划绿色健康之农业生技、中草药生技、

食品生技、餐饮元素特色优势及美容生

技等专业为核心课程。结合在地农业生

技园区数十家大企业、建立产学合作关

系，致力於生技创新人才培育及创新创

业平台建构。 

 2.师资坚强且实务经验丰富，七大实

验室提供最优良先进设备供研究生使

用。 

 3.教学着重实务问题之解决能力，藉

由产学计画及实验室的专业训练，培育

学生成为具备高阶生技产业研究及实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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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湾首府大学 

电话 886-6-5718888 

传真 886-6-5712587 

电子邮件信箱 oicsa@tsu.edu.tw 

网址 http://www.tsu.edu.tw/ 

地址 台南市麻豆区南势里 16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拥有亚洲最大教学饭店「莲潭国际会馆」及「高雄国际会馆」。 

 2.本校学生事务处设立生活辅导组，为陆生辅导的专责单位。 

 3.本校以「休闲产业为特色」、培育「服务产业人才」为校务重点发展目标。 

 4.「教育与创新管理学院」、「餐旅管理学院」等二大学院相互支援整合并聚焦於「休闲产业」特

色，形成完整的教学型之休闲产业大学。 

 5.本校「教育与创新管理学院」提供休闲产业发展所需的语文、文化、创意设计及教育的人才培

训。 

 6.本校自主经营之「莲潭国际会馆」位置优越，周边景观幽雅、设备近五星级饭店规模，营运绩

效卓着；除了服务社会大众外，更是本校教学与实习重要场域。 

 7.以教师的实务经验教学、饭店主管支援教学的产学双师，让学生的实习、产学合作、推广教育

均能发挥具体功效。 

 8.以完整的实习制度培养学生的就业力与竞争力。 

 9.本校学生校外实习服务品质深具口碑，常接受政府及观光机构之委托，担任导览志工或服务人

员，打造南台湾休闲产业服务中心之特色。 

 10.本校为健全校务发展运作，邀请校外学者专家，担任本校校务发展谘询委员会委员。 

 11.学校自创校以来即累积相当多招生经验，采取「性才为主，学业为辅」的入学管道，学生选

择适合自己性向的学系就读，主动地了解自己与学校的发展目标，对学校的肯定与认同较高，有

利於学生的学习力与表现。 

 12.本校图书馆包括简体字藏书 20 余万册及丰富的汉学研究资讯，堪称台湾最大的简体字图书

馆，有助学生建立两岸新视野。 

 13.校内设有男女宿舍，提供学生优质住宿环境。亦设有学生食堂、便利店、咖啡厅、垒球场、

篮球场、网球场、田径场、室内体育馆及健身房，让学生拥有更多休闲活动规划。 

 1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4,010~51,870 元，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2,500 元。 

 15.校内食堂餐费每日约新台币 15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休闲管理学

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個人資料、2.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3.研究計畫(1000 字以

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5.推薦函(1 封) 

(一)课程核心聚焦：以休闲产业规划与资

讯应用分析为课程核心，强调产业分析与

统计、资讯能力之严谨扎根，并培养独立

思考、领导团队与论文撰写之能力。 

 (二)研究资源多元：可整合本校其他学

系研究资源，包括餐旅、观光、饭店管理

等，提供学生更多样性研究方向。 

 (三)在地资源整合：以大台南地区休闲

产业为核心范围，研究与产业合作在地

化，创造研究特色，并可提供学生立足在

地，放眼台湾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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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修平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4961100 

传真 886-4-24961174 

电子邮件信箱 recruit@mail.hust.edu.tw 

网址 http://www.hust.edu.tw 

地址 台中市大里区工业路 11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就学说明： 

 1.本校设有学习中心。 

 2.本校设有教学助理 TA 制度。 

 3.本校设有学生发展中心。 

 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8,000 元-55,000 元。 

 5.住宿费：2人房每学期（18 周）新台币 14,850 元，4人房及 5人房每学期（18 周）新台币

8,950 元。 

 6.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150 元。 

 7.毕业後辅导机制：(1)本校依在学期间所建置之 e-portfolio 作为学生毕业後之就业准备。(2)

本校学生发展中心不定期进行职涯追踪，以利辅导回国就业。(3)协助衔接美国西北理工大学等学

校就读。 

 8.硕士班修业年限为 2年，得延长 2年。 

 学校概况： 

 1.本校创立於 1965 年，位於台中市大里工业区内，从深圳或厦门搭机至台中清泉岗机场约 90 分

钟。 

 2.本校自 2011-2013 年於台湾「大学学术声誉排名」学士型大学总排名获得前四名，各学院的教

学成果也屡获佳绩，各系经教育部评监均达一等水准。 

 3.荣获教育部核定补助「高等教育深耕计画」近新台币 4,000 万元。 

 4.2013-2017 年获台湾教育部重点支持，成立「雾太达利智慧生活创新创业团队」，计画金额约

每年新台币 100 万，结合在地文化创造人文与创意新产业。 

 本校近年来在专业领域的高度发展受到产业界的重视，受教育部技专校院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及

产业界委托研究计画案快速成长。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人力资源管

理与发展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自傳（1000 字內）、2.研究計畫

（1000 字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推薦函、2.專題報告、3.證照、4.

比賽得獎紀錄 

本硕士班以「专业、价值、人性」

为核心理念，培育专业「选、用、

育、留、考」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发

展专家，现有专任教师 10 位，其中

博士及助理教授以上师资达 90%。

发展主轴含括三个重点领域，分别

是具理论与在地实务需求特色之人

力资源管理领域与人力资源发展领

域，两大主要领域融入多元文化与

管理议题，第三领域为发掘问题与

独立研究特色之产业实务研究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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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8927154 

传真 886-2-28965951 

电子邮件信箱 q5900@tpcu.eud.tw 

网址 http://www.tpcu.edu.tw/ 

地址 台北市北投区学园路 2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一、本校位处於交通便捷之台北市关渡平原大屯山麓，可饱览台北 101 大楼、关渡大桥、观音

山、淡水河，山水环抱，山明水秀，本校斥资近 9亿元打造上千床全新设备『宿舍大楼』，且设立

实习旅馆与景观餐厅，为学生实习就业接轨准备，是万千学子企盼学习的优质学府。  

 二、本校日间部设有三个研究所：机电整合研究所、电子商务研究所、休闲健康事业研究所。 

 1.本校国际发明展获得『世界第一的二十五连霸』，为台湾技职教育在世界争光作舞台。近年征

战纽伦堡、日内瓦、韩国首尔及台北等国际发明展，勇夺 143 金、166 银、143 铜及 49 面特别奖

佳绩。  

 2.本校机器人博物馆，师生创下『六个全国第一』，为职能紮根作落实。师生自己设计、绘图、

制作的『机器人数量』，全国第一；师生开发的『机器人种类』，全国第一；机器人科普教育人

数，全国第一；学生「导览解说」机器人成果，教学相长人数，全国第一；学生制作机器人参与

全国竞赛得奖数，全国第一；师生开发机器人专业教材教具数，全国第一。  

 3.民生学院培育民生产业优质的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推动海外实习与参访、就业接轨、国际竞

赛展演，积极促进国际交流，如推动英日语国家交换留学及国外大学双联学位，积极推动产学合

作，强化产业链结，让学生毕业即就业。  

 4.商管学院兼具创新、创意与创业的三创教学，采取课程、证照、实习与就业一贯式策略，旨在

培育诚信、创新、务实、致用、卓越之商管专业人才。院内设有电子商务硕士班，着重电子商务

实务技术与管理能力之养成，以因应全球跨境电商发展之人才需求。  

 三、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  

 四、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9,500~15,000 元。  

 五、餐 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5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资讯管理系

电子商务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1 封或 2 封)、2.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

內)、4.研究計畫(1000 字以內)、5.大

學歷年成績單(含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名

次,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年成績免附)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特殊表現 

一、特色：「电子商务科技整合与应

用」研究中心，进行电子商务资讯

科技、电子化企业经营与管理、贸

易运筹电子化等整合性研究。申请

研究计画及产学合作。开设专题讨

论、智慧财产权系列课程，辅导学

生申请专利，并鼓励学生参与专业

证照考证，如：中高阶之专家级国

际电子商务、国际网路行销、资讯

安全等。 

 二、研究领域：企业电子化管理、

电子商务资讯技术、电子商务经营

管理、资讯系统技术与管理、网路

技术与管理、资讯科技创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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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致理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2580500 

传真 886-2-22588518 

电子邮件信箱 s100@mail.chihlee.edu.tw 

网址 http://www.chihlee.edu.tw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 1段 313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学校简介> 

 建校 56 年历史，位於新北市中心，为全台湾交通最便利的大学。学生约 11,000 名，专兼任教师

近 630 位，专任教师具业界实务经验高达 98%，且 73.58%具有博士学位。全校 11 个学系入学录取

分数均位列全台湾科技大学前列，109（2020）学年度新生注册比例高达 97.81%。 

 <教学品质及学术声望> 

 2017 年教育部评估，所有受评项目全数获得通过，连续 10（2008-2017）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

越大学」，2018-2020 年荣获「高教深耕计画」高额奖助。 

 2016-2020 连续 5年荣获 1111 人力银行调查「企业最爱大学」私立科技大学组第 1名。 

 <教学认证与竞赛> 

 商务管理学院：华文商管教育（ACCSB）5 年认证。 

 商贸外语学院：台湾评监协会教学品保服务 5年认证。 

 创新设计学院：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6 年国际教育认证。 

 学生国际竞赛优异表现如下： 

 1.2018 年世界盃电脑技能大赛荣获世界冠军。 

 2.2019 亚洲智慧型机器人大赛冠军。 

 3.2020 全球品牌策划大赛金奖。 

 4.2020 德国红点国际设计竞赛 5项品牌设计奖。 

 <毕业生出路> 

 1.继续於全球（包含两岸）各大学申请就读博士学位。 

 目前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英国密德萨斯大学合办五年一贯硕学士 MBA 双联学制。 

 2.辅导、媒合学生实习与返乡就业。 

 <国际化程度> 

 与亚、欧、美洲 114 所学校缔结姊妹校，249 名境外生在本校就读。 

 <收费标准> 

 依每年公告之台湾私立大学收费基准，每学年约人民币 21,000 元，住宿费每学年约人民币

6,5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企业管理系

服务业经营

管理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簡歷與自傳、本科歷年成績單正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實習與社團活動參與紀錄、專業證書

（含英語能力檢定）、學習計畫、其他

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之證明文件資

料（如專題製作、競賽獲獎、曾修讀之

輔系或學程紀錄等） 

本硕士班培育具数位能力之服务业

企划与中阶管理干部人才为目标，

开设「数位行销」、「营运管理」、

「服务科技与创新」、「策略管理」

等服务业经营所需之专业为课程主

轴，使学生具备领导能力、服务产

业商业模式分析能力、 创新服务企

划能力、 服务产业经营问题解决能

力等核心能力等。并以具数位能力

之「服务业分析与企划人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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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务业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特助」

等中阶以上管理干部人才为毕业生

之职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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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8059999#1537 

传真 886-2-28052796 

电子邮件信箱 paigerabbi@mail.tumt.edu.tw 

网址 http://www.tumt.edu.tw 

地址 新北市淡水区滨海路 3段 15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学杂费：学期约新台币 55,000 元。 

 2.住宿费：每学期新台币 7,500~10,500 元。 

 3.餐  费：一般估计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15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食品健康科

技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最高學歷證明、最高學歷之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相關證照 

本系教学目标在於培育食品品管、

食品检验、食品行销等食品科技管

理与食品行销规划之中高阶干部及

专业经理人。藉由实务、实用及应

用的食品科技与行销技能，落实食

品检验机制、严管食品品保系统、

开发食品新产品和拓展食品行销市

场，共创卫生安全及营养健康的饮

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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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电话 886-6-2873337 

传真 886-6-2873851 

电子邮件信箱 inteladm@office.ctbc.edu.tw 

网址 http://www.ctbc.edu.tw/bin/home.php 

地址 台南市安南区台江大道 3段 6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秉持「公益为先、助弱扶优」理念办学，以「建构亚洲最务实的专业金融管理

学院」及「培育兼备博雅与专业的国际金融经理人才」为发展愿景，透过「全人发展、宏观视

野、精致专业、产学携手」的推动目标，结合保障毕业生就业之特色，塑造本校成为接轨国际潮

流的专业金融管理学院。 

  

 本校硕士班设立宗旨在促进理论实务结合与金融营运创新，藉由与中信金控产学合作方式，进行

学术师资、业界资深经理人双轨教学融合理论与实务。此外，并与海外知名大学合作，提供学生

暑期海外实习机会，实际印证所学并吸取金融新知。 

 同时秉持本校愿景及校务发展，训练学生具备独立思考与分析判断能力，并培养与时俱进不断追

求卓越之旺盛企图心，期许学生毕业後能立即投入职场成为独当一面之国际金融经理人才。 

 一、学杂费：每学期学杂费约为新台币 4.6 万元。 

 二、住宿费：分为四人房及双人房两类，每学期四人雅房(男)为每人新台币 5,000 元、四人套房

为每人新台币 9,000 元、而双人套房为每人新台币 18,000 元。 

 三、膳食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6 万元(每日膳食费为新台币 230 元，含早、中、晚餐及下午茶

点心)。 

 四、生活辅导：入学後对新生施行身心生活适应量表普测，并进行个别面谈，了解适应状况。另

於期中考後安排陆生关怀团体活动，了解学习与生活状况。学期间亦透过双导师制度，持续关怀

学生动态，如有必要性，得再增加个别谘商提供及时协助。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企业管理学

系金融管理

硕士班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學歷證件影本（錄取報到時須繳正

本，否則取消入學資格，錄取生不得異

議）、2.大學在校成績單、3.自傳（包

括學習經歷、報考動機與未來規劃

等）、4.研究計畫、5.推薦函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在職生另請繳交工作服務年資證明文

件。 

中信金融管理学院金融管理研究所

课程强调研究方法、实务专业与个

案分析能力，在学期间以类似企业

储备干部培训方式规画课程与实务

参访活动。本所将以学有专精之师

资，结合资深经理人丰富实务历

练，以及结合国际商学名校共同合

作，开设理论实务兼备且具国际化

的相关专业金融课程，以利培育国

际金融经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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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亚东技术学院 

电话 886-2-77387708 

传真 886-2-77386471 

电子邮件信箱 ac_aff_adm@mail.oit.edu.tw 

网址 https://www.oit.edu.tw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四川路二段 58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 2018~2022 年荣获教育部补助办理 5年期大专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计画，并鼓励师生提高跨

领域整合之能力及课程具多元创新方向迈进。  

 2.本校致力於鼓励学生参加国际性竞赛，於 2018 年至 2020 年间共获得 84 面金牌、83 面银牌、

36 面铜牌，足见本校师生共同凝聚之研发成果显着；教师亦在产学合作领域於 2014、2016 及

2019 年皆获得中国工程师学会之产学合作绩优奖，相关成就备受肯定。  

 3.设有陆生辅导专员，负责学生学习、生活辅导、住宿安排，协助其环境适应及相关的联系。 

 4.设有谘商中心，并由各系个管员主动追踪，负责陆生心理适应及心理健康。  

 5.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4,000 元。为鼓励优秀陆生就读本校，择优给予第一学年学杂费全

免。  

 6.住宿：在台校外租屋视房屋型态、地点，住宿收费有所差距，约计新台币$4000~9000/月，学

务处生活辅导组协助寻觅租屋地点。  

 7.为强化就业力，本校实施学生基本能力指标，未通过者需修习相关补救课程。  

 8.亚东拥有多元的远东关系企业事业体，提供国内外实习机会，成为培育拔尖人才的摇篮。  

 9.本校位於新北市板桥区交通便捷，搭乘捷运板南线至「亚东医院」站第 2或 3号出口，步行 3

分钟即可达本校。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大學本科歷年成績單正

本、3.自傳(1000 字內)、4.研究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强调运用资讯科技与结合管理专业

能力，培育 MarTech(行销科技)之

专业能力，并结合企业实务能力为

发展特色，系所设置有：商品陈列

展示实验室、展场空间设计实验

室、广告摄影暨 VR 实验室、智慧行

销实验室、市场调查中心及智慧流

通经营管理实验室。培育： 

 1.「行销与流通」之专业管理知

识。 

 2.「产业分析」与「问题解决」之

经营管理专业。 

 3.「行销与资讯应用」兼具之经营

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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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马偕医学院 

电话 886-2-26360303 

传真 886-2-26365522 

电子邮件信箱 academic@mmc.edu.tw 

网址 http://www.mmc.edu.tw 

地址 新北市三芝区中正路 3段 46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校区座落於风景优美、民风纯朴的新北市三芝区，教学设备新颖且先进、研究器材完善，

辅以一流的教学师资、最佳的课程规划、人性化的建筑设计、最优质的生师比例以及丰富的学习

资源等，是一间专门培育优质医事人员的医学院。 

 2.学务处设有生活辅导组，协助校内学生各式生活辅导等事宜。 

 3.学校设有心理谘商中心，针对新生，不定期举办新生期望、身心适应调查，并规划办理各式成

长团体或主题工作坊，充实学生心灵教育。 

 4.本校 110 学年度学杂费收费标准尚未定案，待定案後将公告於本校会计室网页，网址：

http://www.accounting.mmc.edu.tw/Down.asp?hidDownCatID=4。 

 5.本校学生宿舍参采国外知名大学住宿之书院式教育精神，营造家庭的归属感。学生宿舍共四

栋，宿舍数量足以提供同学在学期间住宿需求。每一层楼有 2~6 个家庭单位，每个家庭单位可住

宿 8名学生(每户 4寝，每寝 2人，床铺、书桌及橱柜均为平面设置)，空间宽敞舒适，设有客餐

厅及乾湿分离卫浴，备有电陶炉料理台、冰箱、冷气与网路接点等设备，生活机能完善，学生满

意度高。 

 6.本校住宿费每学期新台币 15,730 元(宿舍 A、B栋)、新台币 14,300 元(宿舍 C、D栋)。 

 7.学校餐厅提供早午晚三餐，并有福利社提供面包点心、饮料、卤味及冷冻食品加热等服务，亦

有数位生活城提供部份现做点心、热食及现煮咖啡。学生亦可在宿舍内自行烹饪用餐。 

 8.每日餐费，早餐约 20-50 元，午餐约 60 元，晚餐约 60 元。 

 9.其他有关住宿环境可参考网页 http://www.admissions.mmc.edu.tw/dorm.asp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生物医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免

附)、2.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3.自傳

(包括求學動機、目標、研究規劃)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如：專題研究報告或論

文)、2.英語能力證明及其他有助申請

之資料(如：GRE、TOEFL 成績證明及其

他成果)、3.推薦函 1-2 封(需內含推薦

人簽名) 

1.本所目前有硕士/博士学位学程。

 2.研究特色为临床与基础医学的整

合，学生组成中临床医事人员及基

础研究生比例接近 1：1，共同探讨

生物医学之机转及在转译医学上之

应用。 

 3.研究主题包括癌转移、糖尿病、

干细胞治疗、细胞及组织修复、细

胞周期、细胞治疗、基因调控及转

殖(斑马鱼模式动物)、蛋白体学在

临床上的应用、心血管疾病及药理

学等，为基础之医学研究，应用先

进科技来探讨现代文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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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法鼓文理学院 

电话 886-2-24980707 分機 5211 

传真 886-2-24082492 

电子邮件信箱 jing@dila.edu.tw 

网址 http://www.dila.edu.tw/ 

地址 新北市金山区西湖里法鼓路 700 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佛教学系硕士、博士班： 

 (1)出家众奖助学杂费；在家众奖助学费，每学期收杂费 7,000 元（以下金额皆以新台币计）、学

生团保费 3,000 元(500/月，以 6个月计算)、住宿费(2 人房)7,500 元及网路资讯费新台币 1,000

元，大约 17,000 元左右；2年级上学期硕士班另加收论文指导费 10,000 元；3年级上学期博士班

另加收论文指导费 15,000 元。 

 (2)佛学专业课程完整包括历史、思想教义、佛典数位人文，以及梵语、巴利语、藏语佛典语言

基础至高阶课程。 

 (3)优秀国际知名大学毕业教师，丰富佛学相关中、英、日与图书馆藏。 

 (4)与欧、美、日数个知名佛学研究单位结盟，提供数个短期海外国际研修机会。 

 2.人文社会学群(二个硕士学位学程)： 

 (1）出家众奖助学费，每学期收杂费 7,000 元、学生团保费 3,000 元(500/月，以 6个月计算)、

住宿费(2 人房)7,500 元及网路资讯费 1,000 元，每学期大约 17,000 元左右，2年级上学期硕士

班另加收论文指导费 10,000 元。 

 (2）在家众比照国立大学收费标准，每学期学费：24,500 元，杂费为 7,000 元、学生团保费

3,000 元(500/月，以 6个月计算)、住宿费(2 人房)7,500 元及网路资讯费 1,000 元，每学期大约

43,000 元左右，2年级上学期硕士班另加收论文指导费 10,000 元。  

 (3)人文社会学群中，「生命教育硕士学位学程」从东西文化与佛教思想之对话出发，关注於体悟

生活智慧，创发生命价值；「社会企业与创新硕士学位学程」分社会企业、社区再造、环境与发展

三组，关注心灵环保理念，发掘社区新视界，促进社会信任与创新的正向循环，反思人与环境关

系，建设人间净土。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佛教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最高歷年修業成績單正本、2.最高

學歷畢業證書影本、3.研究計畫(﹙須

含研究主題或方向、研究內容提要以及

參考書目等﹚)、4.簡要自傳（含家庭

狀況、報考動機以及未來規劃）、5.推

薦函、6.財力證明(依陸聯會公告之財

力證明開立說明辦理)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健康證明書(含 HIV 抗體、胸部 X 光

檢查肺結核、腸內寄生蟲糞便、梅毒血

清、麻疹及德國麻疹之抗體陽性檢驗報

告或預防接種證明、漢生病檢查)、2.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語言檢定、

證照、各項競賽獎勵、志工證明等） 

提供多元、专业及国际化的教学资

源，培育优秀佛教学术研究与现代

宗教实践人才 

 1.国际学术接轨之佛学课程，包含

宗教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学

等重要学科训练。 

 2.紮实的梵、巴、藏佛典语言训

练。 

 3.实用的佛典数位人文课程。 

 4.专业的佛法弘化、禅修、生命关

怀、佛教艺术等宗教实践课程。 

 5. 提供多个海外大学或宗教场所

之短期研修与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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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北市立大学 

电话 886-2-2311-3040 

传真 886-2-2314-6811 

电子邮件信箱 ad@utaipei.edu.tw 

网址 http://www.utaipei.edu.tw/bin/home.php 

地址 台北市爱国西路 1号 

 

研究所 

招生说明 

1.本校自 102 年 8 月起由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与台北市立体育学院整并成立，将立基於市教大与北

体两校的优良传统，营造成「师资培育典范大学」、「夺金选手重镇大学」，以及成为北市府市政管

理与发展人才库的「都会特色创新大学」。 

 2.本校在师资、产学合作、国际化等面向，都因与台北市有高度连结而坐拥独特且丰沛的资源。

 3.具优质教学团队及专业化课程，为学子们建立永续发展的学习环境，建构更具效能、自由、多

元与专业精致的学习空间。 

 4.设有学生辅导中心，可提供学生学习、生活等方面之协助。 

 5.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4,000 元。 

 6.住宿费：【博爱校区】每学期约新台币 5,500 元；【天母校区】4人房每人每学期 10,000 元、6

人房每人每学期 8,500 元。 

  

 

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运动科学研

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

究計畫(5000 字以內)、5.研究所歷年

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3.發表著作、4.其他

有利審查之書面資料 

本所为台湾最顶尖的体育运动科学

国际学程，聘请国际讲座教授，采

英语授课，广纳台湾与全球菁英学

生。专注於运动科学之尖端新知，

设有运动营养学、运动生理学、运

动医学与运动体能训练实验室，全

所教授在该领域全球国际期刊学术

论文发表的质与量，为顶尖大学之

水准，研发之产品亦於全球销售，

本所致力於提供优质舒适的学习环

境与新进的实验设备。国际学生来

自美、日、中、泰、印尼、马来西

亚。 

  

教育行政与

评监研究所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以內)、4.研究

計畫(5000 字以內)、5.研究所歷年成

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3.發表著作、4.其他

有利審查之書面資料 

本所以培养教育行政与评监之学术

研究、领导人才与实务工作人员为

目标。基於「教学优质化、研究专

门化、学习国际多元化、辅导适性

化」四大策略，以及「教育行政高

阶人才」、「教育评监专业人才」、

「高教学术研究人才」三大模组课

程主轴，培养具思考力、判断力、

执行力的全方位管理与评监人才。

本所曾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教评

院等学术机构交流，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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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及华中师范大学亦有交换生於本所

就读。目前华中科技大学邹娜正於

本所修读博士学位。 

心理与谘商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研

究計畫(5000 字以內)、5.大學歷年成

績單、6.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參考資料

或特殊專長證明影本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 

本系硕士班设有研究方法、心理学

基础、教育心理组领域、谘商组领

域等课程，提供完整之谘商辅导与

教育心理训练，在务实中求精进，

透过紮实之谘商辅导实务与实用之

教育心理观念教授，培养心理治疗

知能与学术研究专业人才。 

音乐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

暨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3.研究計

畫(5000 字以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5.個人演奏（唱）／創作之影音資

料（須為 DVD 格式或網路連結，影音光

碟或連結如有瑕疵無法讀取者，須自行

負責，本系不接受補件），其內容請依

各組之規定繳交、6.【演奏(唱)組】

鋼琴 1.從海頓、莫札特、貝多芬鋼琴

奏鳴曲作品中任選完整作品一首。 2.

自選兩首不同時期與風格之作品。、6-

1.聲樂 1.三首不同語言之外文藝術歌

曲（含義德法英西語） 2.二首詠唱調

（選自歌劇、輕歌劇或宗教作品） 3.

二首中文歌曲（含藝術歌曲、民謠、創

作歌曲）、6-2.小提琴、中提琴、大提

琴 1.一組巴赫無伴奏組曲 2.一首浪漫

派協奏曲之全部樂章 （上列兩者須完

整演奏）、6-3.管樂組 兩首不同曲風之

樂曲，總長不得少於 20 分鐘，其中必

含一首協奏曲的快板樂章。 ＊註：管

樂主修僅限長笛、單簧管、雙簧管、低

音管、小號、長號、法國號 7 種樂器、

6-4.理論作曲 請繳交近三年不同編制

之音樂創作至少三首，資料內需含樂譜

與有聲資料（須為 CD 或 DVD 等格式）；

創作若為電子／多媒體作品，請繳交影

音資料。、6-5.指揮 指揮一首完整曲目

或一首單一完整樂章（須為原作曲家創

作且未經改編之版本），編制可為雙鋼

琴或樂團。影片內容須包含彩排及曲目

之完整呈現至少一次，總長不得超過

20 分鐘。、7.【音樂教育組】 影音資

料：乙份 內容為演奏（唱）一首樂

本系硕士班旨在培育优质表演人

才、音乐学术研究人才与优秀师

资，并积极拓展国际音乐交流及培

养学生的艺术整合能力，强化展

演、创作、教学与学术研究之互动

关系。硕士班分为音乐教育组、音

乐学组及演奏（唱）组，其下包含

钢琴、声乐、弦乐、管乐、理论作

曲、指挥等不同主修。各式教学与

演出活动频繁，透过大师讲座、学

术研讨会、各式音乐会、国内外交

流参访等，营造学生的丰沛学习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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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称 班别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 

曲，不限樂器、語文與風格（可奏唱各

一首）、8.【音樂學組】 影音資料：乙

份 內容為自選演奏（唱）曲一首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文能力證明、2.畢業證件影本(畢

業證及學位證) 

运动健康科

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3.發表著作、4.其他

有利審查之書面資料 

本系设有学士班及硕士班两个学

制，大学部着重於基础教育与实务

实习，课程循序渐进并提供多重学

习管道与专业实习机会，硕士班则

强调学术研发，加强运动科学与实

务连结。另为提升学生国际视野及

研究能力，硕士班课程除遴聘外籍

专业学者授课、开设全英语授课课

程外，并结合本系之重要专案计画

及产学案，融入学生研究议题，使

研究生更快融入产官学研整合之就

业市场，每年皆有毕业生於毕业後

直接衔接就业或延续进行博士班研

究。 

英语教学系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5.研究計畫（5000 字

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2.畢業證件影本

（畢業證及學位證）、3.其他有利審查

之書面資料 

本系课程分四大类：1 教学理论与

实务 2 语言发展与学习 3 语言、文

化与文学 4 研究方法；涵盖英语教

与学过程探讨、语言习得与发展理

论、外语学习困难探究与因应之

道、儿童文学与翻译研究、教学方

法与实况探讨等；课程理论与研究

方法兼具，着重英语教学相关领域

研究，并有附设小学提供教育实习

与观摩机会。师资皆具博士学位，

软硬体教学资源丰富，每学期有专

题学术及英语教学讲座，提供国际

参访交流机会，增进学生新知扩展

视野。 

运动科学研

究所 

硕士班 必繳資料： 

 1.推薦函、2.簡要自傳(1000 字以

內)、3.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4.大

學歷年成績單、5.讀書計畫（1000 字

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畢業證件影本（畢業證及學位證）、

2.英語能力證明、3.其他有利審查之書

面資料、4.發表著作 

本所为台湾最顶尖的体育运动科学

国际学程，聘请国际讲座教授，采

英语授课，广纳台湾与全球菁英学

生。专注於运动科学之尖端新知，

设有运动营养学、运动生理学、运

动医学体能训练实验室，全所教授

在该领域全球国际期刊学术论文发

表的质与量，为顶尖大学之水准，

研发之产品亦於全球销售，本所致

力於提供优质舒适的学习环境与新

进的实验设备。国际学生来自美、

日、中、泰、印尼、马来西亚、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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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實



官微

SCAN THIS CODE
And follow us on WEIBO

官網

SCAN THIS CODE
And follow us on WEB

Apply Online
https://rusen.stust.edu.tw

大学校院招收大陆地区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
会址：71005台南市永康区南台街１号
主办：南台科技大学      
电话：+886-6-243-5163
邮箱：rusen@stust.edu.tw          
网址：https://rusen.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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