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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秋季⼊學僑⽣及港澳學⽣申請就讀⼤學博⼠班校系⼀覽表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國⽴暨南國際⼤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政治⼤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國⽴交通⼤學(台南)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國⽴臺北⼤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國⽴陽明⼤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臺灣藝術⼤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國⽴臺北藝術⼤學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國⽴臺南藝術⼤學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國⽴體育⼤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逢甲⼤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淡江⼤學 Tamkang University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銘傳⼤學(臺北) Ming Chuan University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元智⼤學 Yuan Ze University
世新⼤學 Shih Hsin University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中華⼤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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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學 Fo Guang University
華梵⼤學 Huafan University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雄醫學⼤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中國醫藥⼤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臺北醫學⼤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國⽴臺灣科技⼤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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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秋季⼊學僑⽣及港澳學⽣申請就讀⼤學博⼠班校系⼀覽表
⼀、 業經教育部 108 年 7 ⽉ 24 ⽇臺教技（四）字第 1080099418 號、教育部 108 年 8 ⽉ 26 ⽇臺教⾼（四）字第
1080099417 號 等函核定在案。
⼆、 本表所列系所名單係同意受理僑⽣及港澳學⽣以申請⽅式⼊學者，未列於名單上之其他系所，請⾃⾏報名參加各校⼊
學考試。
三、 有關各校校址、網址暨聯絡電話等通訊資料，請參⾒本會招⽣簡章附錄。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1
聯絡電話 886-2-33662007#302
傳真 886-2-23620096
地址 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網址 https://www.n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僑⽣及陸⽣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ocfs.osa.ntu.edu.tw/news/news.php?class=101
保障僑⽣⼊學第⼀學期可優先住宿，請逕洽本校學⽣住宿服務組，網址：
宿舍
http://dorm.osa.ntu.edu.tw/main.php
臺⼤⽬前已有11個學院及3個專業學院，共約55學系、134研究所，另設有50餘個各學術領域之國家級或校級研究
中⼼，是臺灣規模最⼤的綜合性⼤學。學⽣總⼈數現今已達32,000多⼈，其中⼤學部近17,000⼈，研究⽣15,000餘
備註
⼈，⽐例接近⼀⽐⼀，已經成功轉型為研究型⼤學。臺⼤培養出眾多學術界頂尖學者，包含臺灣第⼀位諾⾙爾獎得
主李遠哲博⼠，以及多位的正副元⾸、企業領導⼈，是臺灣最具影響⼒的學校。
學校
基本
資料

6019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及課程設計，涵蓋中國語⾔⽂字、⽂學、⽂獻及思想等範疇，古今並重，與⼤陸中⽂系有所區別，亦較臺
灣其他研究型⼤學的中⽂系完整，其中以強調原典之閱讀最具特⾊。本系專任教師50餘名，兼任教師20餘名，專⻑遍及各
領域，建議申請⼈應於申請前⾄本系網⾴充分了解教師研究⽅向及課程設計，以利研究規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或英⽂者，須加附中⽂或英⽂翻譯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
年成績單正本，須含分數等級說明。⾮中⽂或英⽂者，須加附中⽂或英⽂翻譯本。 3. 師⻑推薦函(必)：以中⽂或英⽂撰
寫之⼤學教師推薦函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碩⼠論⽂（必繳）：若⾮以中⽂撰寫，須另附5000字以上之
中⽂提要。（應屆⽣尚未完成論⽂考試者繳交初稿或口試本）(2)研究計畫（必繳）：限以中⽂撰寫，應⽴題⽬，5000字
以內。(3)可附已發表之學術著作（選繳）。 5. ⾃傳(必)：限以中⽂撰寫，內容含專⻑、志趣、⽣涯規劃、⾃我能⼒評估
等。1000字以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TOCFL流利級證書，或漢語⽔平考試新HSK
第6級以上證書或其他同等級中⽂能⼒證明。
6010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系所分則
本所以英美⽂學、⽐較⽂學及相關研究為範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碩⼠班成績單正本各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英⽂研究計畫1份 (Statement of Purpose，1500字以內)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必)：影⾳檔，⻑度10分鐘以內，請考⽣⽤英⽂⾃我介紹並詳述研究興趣（請上傳雲端後提供連結） 6. 學術著作
(必)：碩⼠論⽂或英⽂學術著作1份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相當於CEFR C1之英語測驗檢定證明
6010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臺灣⼤學歷史學系成⽴於1928年，⻑期以來是臺灣歷史學的教研重鎮，強調中國史、臺灣史與世界史等三⼤範疇的修習。
本系承續⼆⼗世紀史學運動的優良傳統，重視以史料考證能⼒為基礎的完整史學訓練。針對博⼠班研究⽣要求須具備進⾏
專⾨領域獨⽴研究之能⼒，研究議題具原創性並能予以深化臺灣⼤學的學科完整，本系指導教授、課程等相關制度完善，
並以⾼⽔準學位論⽂⾃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及⼤學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全⽂5000字以內 4.
師⻑推薦函(必)：2封, 紙本推薦函須彌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Dept. of History, No.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收件⼈：Miss Lu, Yiyen、聯絡電話：+886-2-33664704、E-mail：
luyy@ntu.edu.tw、收件截⽌⽇：2020-01-09）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期刊論⽂等已出版品，限三份以內。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正⽂限50,000字以內） 7. ⾃傳(必)：中⽂⾃傳（限1000字，格式請⾄本系網⾴/ 招⽣⼊學/ 表
格下載）
6010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類學系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系所分則
博⼠班訓練為專業領域師資與研究⼈員的基礎，本系以培養具前瞻性及國際視野的專業考古學與社會⽂化⼈類學學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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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以上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畫書 4000字
4. 師⻑推薦函(選)：無 5. 學術著作(選)：碩⼠論⽂
6011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戲劇學系 Department of Drama and Theatre
系所分則
本所博⼠班運⽤臺⼤作為綜合性研究型⼤學的優勢，致⼒於戲劇研究的學術化，並進⾏跨領域研究，開發理論的運⽤⾯
向，以求國際視野之提升。課程設計傳統與現代並重，兼顧東⽅與西⽅，著重於歷史、⽂本、理論、美學等層⾯，以培養
未來的戲劇研究者及⾼等教育師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4000⾄6000
字，應⽴題⽬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參考著作 6. 學術著作(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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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語⾔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系所分則
臺⼤語⾔學研究所碩⼠班於⺠國83年8⽉正式成⽴，博⼠班則於91年8⽉正式成⽴。本所⾃成⽴以來致⼒於語⾔學各學術領
域的教學與研究，進⾏多類型研究計劃，並推動南島語⾔的調查研究，逐漸成為以認知語⾔學理論研究漢語與南島語⾔著
稱的研究所。
近⼆⼗年來語⾔學的發展逐漸成為認知科學的⼀⽀，與⼼理學、神經科學、⼈⼯智慧學、⼼靈哲學、認知⼈類學等並稱為
研究⼈類⼼智的新學⾨，共同參與研究⼈類認知的起源與特性，這幾個學⾨彼此互動與整合程度很⾼。有鑑於此，本所致
⼒於跨學科之整合，培育語⾔學之⼈才，以提升語⾔學之學術⽔準，爭取國際性之學術地位，並滿⾜國內⼈才之需求，參
與國 家現代化之建設⼯作。
本所擁有現代化的語⾳實驗室及⼼理語⾔實驗室，可供研究韻律、⾔談分析中的語調與⼈ 際互動時的視覺現象。本所業已
建⽴國內第⼀個漢語口語語料庫，並進⾏建置南島語⾔、兒童 語⾔、英語學習者、台閩雙語者等語料庫，可強化語⾔與認
知各⽅⾯的研究。
本所碩⼠班以認知功能語法理論研究漢語與南島語⾔為教學與研究重點，博⼠班亦延續此 ⼆⼤領域之教學研究績效，並積
極發展與認知科學相關之課程，如語⾳學，神經語⾔學，計算語⾔學，語⾔、⽂化與認知等課程。在南島語的研究⽅⾯，
本所擬透過國際學術交流，拓展南 島⽐較語⾔學之新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 (以英⽂書寫，並
請註明擬加⼊本所哪⼀位⽼師的研究團隊。) 4. 師⻑推薦函(必)：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英⽂⾃傳(必)：簡要⾃傳
4.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5. 師⻑推薦函(必)：以中⽂或英⽂書寫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碩⼠以中⽂或英⽂書寫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碩⼠論⽂及其他學術著作(需以中⽂或
英⽂撰寫)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其他學術著作(需以中⽂或英⽂撰寫) 7. 進修計畫書(必)：攻讀博⼠學位研究計
畫書 8.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以英⽂書寫） 9. 讀書計畫書(必)：研究計劃 (以英⽂書寫，並請註明擬加
⼊本所哪⼀位⽼師的研究團隊。)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語⾔能⼒證明⽂件(相當於 CEFR 流利級 C1以
上之英⽂能⼒證明(請參考英⽂主要檢測對照表，在英語系國家取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6010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藝術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系所分則
本所旨在從事藝術史學術研究，其⽅法為以藝術鑑賞學為基礎，輔以⽂化史脈絡的探索和詮譯，⼒求跨學科之整合研究，
⽬的在於培養藝術史研究的專⾨⼈才（而⾮藝術創作者）。
⼀、資料審查佔總成績60％。審查成績達60分者，才可參加口試。
審查資料：1.最⾼學歷證件；2.最⾼學歷歷年成績單；3.財⼒證明書；4.照⽚(⼤頭照)；5.兩位教授推薦函；6.攻讀博⼠學
位中⽂研究計畫書；7.碩⼠論⽂及其他學術著作；8.⾜以展⽰語⾔能⼒之證明⽂件。所有審查資料必須是中⽂或英⽂版
本。
⼆、口試佔總成績40％。申請者必須親⾃前來參加口試，⼈在國外者，可視情況以視訊或電話進⾏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讀博⼠學位中⽂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其他學術著作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照⽚（⼤頭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以展⽰語⾔能⼒之證明⽂件
60179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樂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icology
系所分則
本所最終⽬標：建⽴⾳樂學研究的視⾓和⽅法，以凸顯亞洲對全球⾳樂交流的貢獻。
本所發展⽅向：1）整合⾳樂學之分⽀領域； 2）發展跨學科之研究⽅向；3）推動跨國之教學與研究。
⽬前研究重點：1）⾳樂與現代性；2）⾳樂與身體; 3）聲⾳⽂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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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特⾊ ：1）七位專任⽼師（包括⼀位⽇籍），專⻑涵蓋台灣⾳樂及其社會史、中國⾳樂史、西洋⾳樂史、⾳樂理論分
析、美學、戲曲、朝鮮⾳樂⼯業史；2）主要授課語⾔為中⽂，但仍有許多全英⽂課程，其他⽼師也都具備良好英⽂能
⼒。
申請⽣必須配合安排參加⾳訊或視訊或親⾃⾯試，並針對報考動機、過去研究、未來研究⽅向，進⾏15分鐘簡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攻讀博⼠學位動機（500字內）及研究計畫（正⽂2500字內，另包括計畫參考⽂獻不計字數） 4. 師⻑推薦函(必)：
教授推薦函2封，格式請⾄本所網址http://www.gim.ntu.edu.tw/下載，由推薦⼈逕⾏寄到本所信箱
(gim@ntu.edu.tw)。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其他學術論⽂、創作、得獎證明、展演
影⾳記錄、中英⽂能⼒證明⽂件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應屆畢業⽣得繳交論⽂初稿）；已取得碩⼠學位但無
碩⼠論⽂者，得繳交下列⼀項代表性之學術著作⼀篇：a.已出版之學術論⽂。b.已被接受出版之學術論⽂。c.達出版⽔準
之學術論⽂。 7. ⾃傳(必)：履歷表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英⽂能⼒證明⽂件
60180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臺灣⽂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所以臺灣⽂學為主體，擴及臺灣⽂化、語⾔等範疇之教學與研究，是⽬前國內最好的臺灣⽂學研究所。發展⽅向與重點
為：（⼀）臺灣⽂學主體性與本⼟性研究之深化與開展（⼆）關注臺灣⽂學/⽂化/歷史/社會之間交互影響的關係，以及越
界流動、跨領域、跨⽂化之思想與研究⽅法（三）推展國際交流、關注臺灣與東亞、世界⽂學及其相關研究之對話，並著
重東亞、世界⽂學與臺灣⽂學的相互影響。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成績單，附排序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研究
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中英⽂教師推薦信兩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
6010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數學系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數學是近代科學之基⽯。本系深信具備分析清晰的思考能⼒是每⼀位成功者所必需。因此課程以訓練學⽣嚴格的數學証明
的能⼒為主要訴求。除了傳統領域，諸如分析、代數與幾何，本系亦已聘請在應數、計算以及統計科學等領域表現優秀的
學者，豐富這些領域的課程。
(必要時得另⾏通知口試(採當⾯口試或電話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以上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
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兩封推薦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申請者需檢附銀⾏存款新臺幣10萬元以上之財
⼒證明書
2.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必)：修習中⽂⼀年以上或具有相當之中⽂讀寫能⼒
6017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與研究，兼顧理論和實驗之相互⽀援及配合，舉凡物理之核⼼基礎及前瞻性領域，均有教師從事各領域研究與教
學課程。我們希望開展科學與⼈⽂之間的跨學科橋樑，達到學術研究與產業科技密切結合，培養⾼科技⼈才，包括：物理
系和物理研究所，天體物理研究所，和應⽤物理研究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碩⼠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
三封推薦信函(推薦⼈應是申請⼈的⽼師或雇主)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著作、研究
報告、物理科GRE成績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進修計畫書(必)：簡歷及進修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選)
60106 招⽣名額: 3名 國⽴臺灣⼤學 化學系化學組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國⽴臺灣⼤學前身是臺北帝國⼤學，成⽴於⺠國⼗七年三⽉，是臺灣最具歷史性的⼤學。初創時期，理農學部的⼗個講座
中，理論及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物理學三個講座屬化學科。師資⽅⾯，本系⽬前有專任教師34位，與中央研究院合聘之
教授5位，特聘研究講座4位、特聘講座教授3位；並時常聘請國際知名學者為客座講習。在分析、有機、無機、物理化
學、化學⽣物學五個學⾨的基礎上發展跨領域之教學研究合作計畫。另有助教及教學約⽤幹事15位，職技員⼯23位，協助
處理⼀般學⽣實驗及⾏政事務。⽬前研究⽣博⼠班約130名，碩⼠班約170名，⼤學部學⽣約290名。
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2封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資料(如有,請繳交): 期刊論⽂、化學科GRE成績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如為初稿需經指導教
授簽名) 6. 進修計畫書(必)：無 7. ⾃傳(必)：無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相關證明
60176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地質科學系 Department of Geosciences
系所分則
地質科學系為臺灣⼤學創校理學部四科系之⼀，其傳統特⾊即是為國家社會培育礦產資源探勘，以及探究各種地質現象奧
秘的⼈才。之所以歸屬理學院，主要因為地質資源的探勘及地質現象的分析，需要利⽤各種科學與技術，故而與理學院中
其他各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彼此間互動頻繁。由於此項傳統，地質系多年來對於院 內與校內各種事務熱⼼參與，本系
故中央研究院院⼠阮維周教授、陳正宏教授及羅清華教授，曾任理學院院⻑，陳正宏教授曾榮任臺⼤副校⻑，而羅清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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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現榮任臺⼤副校⻑是本系開放且樂於服務系⾵的最好說明。
本系早已體認進⼊⼆⼗⼀世紀後，⼈類對於環境的保護及關⼼，與對地球資源的渴求同等重要，甚⾄更為重視，因此數年
前即積極轉型，不但延聘了多位環境科學的專家來系任教，並在研究所成⽴應⽤地質組，希望能配合「全球變遷」，及
「環境保育」等世界性的研究課題，使本系的學術研究與全世界契合， 亦使未來學⽣的⼯作能與所學相結合。然而對於傳
統地質學如岩⽯成因、地體構造，或是資源探勘的研究也未曾放鬆。與國外著名⼤學或研究機構，亦有密切交流與⻑期合
作，經常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本系在地質科學研究領域承襲傳統與開創新局皆有⻑⾜進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碩⼠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1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Rm. 201, Department of Geosciences, No.1, Sec. 4, Roosevelt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收件⼈：tzuwenliao、聯絡電話：(02)33669475、E-mail：
tzuwenliao@ntu.edu.tw、收件截⽌⽇：2019-12-31）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碩⼠論⽂(如為初稿需
指導教授簽名)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選)：期刊論⽂ 7. 進修計畫書(必)：研究計畫書 8. ⾃傳
(必)
60177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理學系⼀般⼼理學組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於⺠國38 年正式成⽴，隸屬於理學院。成⽴宗旨除了培養⼼理學專業⼈才以服務⼈群社會之外，並積極發展學術研
究，使⼼理學程為理論與實⽤兼備的科學。創系⾄今，已有六⼗多年的歷史，其間於⺠國50 年成⽴了⼼理學研究所，招收
碩⼠班的學⽣，並於⺠國60 年增設博⼠班，為有志於⼼理學研究的青年，提供深造的機會。
本系創建以來，除了教學之外，⼀向⼗分重視學術研究及其開創精神，臺灣重要的⼼理學研究期刊，包括中華⼼理學刊，
本⼟⼼理學研究；重要的學術研討會，諸如華⼈⼼理學家國際研討會、華語⽂研討會都是在本系誕⽣的。教學領域則以多
元發展為⽬標，含括基礎⼼理學，社會、⽂化及差異⼼理學，以及臨床⼼理學三⼤領域，或是認知與知覺、⽣理、發展、
⼈格與社會、計量、⼯商及臨床等七個次領域。本系屬於中型規模⼼理學系，現有專任教師有24 名 , 榮譽與合聘教師 16
名，兼任與實務教師20 餘名，致⼒於培養各種⼼理學專業與領導⼈才，以貢獻社會；畢業系友散居全球各地，任職各學術
機構、醫療單位、政府部⾨及企業組織等等，都頗能發揚⼼理學之助⼈利他的基本精神。近年來，雖然也著重各新發展領
域的開發，例如腦科學、本⼟⼼理學，但「各科均衡發展，集體邁向卓越」，仍是本系的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研究所)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進修及研究計畫(請註明研究領域名稱：實驗認知、⽣物⼼理、發展、⼈格社會、⼯商、或計量) 4. 師⻑推薦函
(必)：推薦信2封(以中⽂或英⽂書寫))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無則免繳)：期刊論⽂、專
書章節、研討會發表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通過華語能⼒測驗檢定「流利級第五級」之檢定證明或具備同等中⽂能⼒之證明（臺灣各⼤學畢業之僑⽣及港
澳學⽣免繳）
60107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系所分則
地理學探討地表現象的空間分布與成因，是⾃然科學，也是社會科學；關⼼⼈類與環境的關係，是溝通⾃然與⼈⽂世界的
橋樑。⾃然地理的研究主題涵蓋邊坡穩定、坡地⽔⽂、⽣態環境、集⽔區經營管理。⼈⽂地理則包含都市發展、跨界投
資、空間與社會不平等、全球化與地⽅⽂化。環境議題也是焦點，關注著⼟地利⽤變遷、⼭坡地及海岸管理、受災居⺠的
識覺及調適等。此外，由於地理資訊科技的進展，現代的地理學者廣泛利⽤資訊來整合地表的⾃然與⼈⽂現象，從地表環
境的觀測、紀錄、分析到決策⽀援⼀氣呵成。⾯對全球環境變遷帶來⽇益嚴重的衝擊，地理學是永續發展研究的關鍵領
域。
臺灣⼤學地理學系創⽴於西元1955年，隸屬於理學院。創⽴之初分為地理學組與氣象學組兩組。西元1972年氣象學組獨⽴
成為⼤氣科學系，地理學組也成為地理學系。西元1981年增設地理學研究所碩⼠班，西元1989年再增設博⼠班，⾄此，地
理系發展為⼀個完整的教學與研究單位。西元2000年本系更名為「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並增設碩⼠在職專班，回應學術
潮流與社會需求。西元2003年從醉⽉湖畔的舊黃樓搬遷⾄⿅鳴廣場現址，進⼊另⼀個發展階段。配合系名更改，在師資聘
任及學科領域界定上有更寬廣的空間。
本系⽬前有17位專任與6位兼任教師。依教師研究興趣與專⻑，分成⾃然地理、⼈⽂地理、地理資訊科學三⼤領域。發展
⽬標有三：
1. 教育卓越-⽴⾜地理，結合跨領域知能，培養環境議題領導⼈才。
2. 研究卓越-深耕本⼟議題，爭取國際能⾒度，建⽴亞太地區學術重鎮地位。
3. 關懷社會-貢獻專業知能，建⽴產官學研交流平台，致⼒國⼟永續發展。
本系在國⼟與環境監測、都市與區域發展、空間資訊及運⽤、環境資源經理共四個領域上提供良好的深造及⼈才養成環
境，以因應學術研究，及相關中⾼等教育、政府、公營機關及產業界的就業需求。展望未來，本系將持續致⼒於教學、研
究質與量的累積，以培育專業⼈才，並提升本系的國際學術地位；除此之外，也將持續積極地融⼊社會，提升本系的社會
影響⼒，在社會服務上作出貢獻，成為具有⾏動⼒與開創性的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碩⼠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碩⼠班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的研究報告及相關著作 6. 學術
著作(必)：碩⼠論⽂ 7. ⾃傳(必)：履歷⾃傳
60108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氣科學系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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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科學系是⼀⾨兼容理論與應⽤的科學，課程內容⾸重於數學、物理、化學及資訊科學的基礎訓練與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三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進
修計畫書(選)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9. ⾃傳(必)：個⼈⾃傳
60109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海洋研究所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系所分則
海洋研究所成⽴於⺠國57年，為我國最早設⽴之海洋科學教學研究單位。本所之基本任務為推展我國海洋科學研究，以及
培育海洋科學基礎和⾼階研究⼈才。本所之教學研究涵括海洋物理、海洋化學、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海洋⽣物和漁業等
四⼤領域，為我國海洋科學⾼等教育體系中師資陣容最完整的研究機構，歷年來也是台灣海洋科學研究的中堅和領航者，
對於瞭解與保護我國海洋環境，促進海洋資源開發及永續利⽤，保育海洋⽣態，都有卓著貢獻。
本所設有碩⼠班和博⼠班，並採分組教學⽅式；⽬前的教學分組包括：海洋物理、海洋化學、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海洋
⽣物及漁業等四⼤領域。歷年畢業之碩、博⼠班學⽣任職於國內各公、私⽴教學及研究機構、各級政府、⺠間環保⼯程及
⾼科技等產業，⼤致均能在相關事業上學以致⽤，發展⻑才。
本所負責管理「海研⼀號」研究船，並設有⽀援研究船營運的船務室及海洋探勘組(隸屬理學院貴重儀器中⼼)，全⼒⽀援
本所及國內各研究機構海洋教學研究之需求，為我國海洋探測之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1
份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研究報告及相關著作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
(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6017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天⽂物理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tro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與研究，兼顧理論和實驗之相互⽀援及配合，舉凡物理之核⼼基礎及前瞻性領域，均有教師從事各領域研究與教
學課程。我們希望開展科學與⼈⽂之間的跨學科橋樑，達到學術研究與產業科技密切結合，培養⾼科技⼈才，包括：物理
系和物理研究所，天體物理研究所，和應⽤物理研究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碩⼠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
三封推薦信函(推薦⼈應是申請⼈的⽼師或雇主)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著作、研究
報告、物理科GRE成績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進修計畫書(必)：簡歷及進修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選)
6017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應⽤物理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與研究，兼顧理論和實驗之相互⽀援及配合，舉凡物理之核⼼基礎及前瞻性領域，均有教師從事各領域研究與教
學課程。我們希望開展科學與⼈⽂之間的跨學科橋樑，達到學術研究與產業科技密切結合，培養⾼科技⼈才，包括：物理
系和物理研究所，天體物理研究所，和應⽤物理研究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碩⼠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
三封推薦信函(推薦⼈應是申請⼈的⽼師或雇主)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著作、研究
報告、物理科GRE成績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進修計畫書(必)：簡歷及進修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選)
6018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博⼠學位學程 Master’s Program in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氣候變遷相關議題複雜度極⾼，牽涉到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需要科學與⼈⽂的整合。國內⽬前⼗分⽋缺氣候變遷⽅⾯的
研究與實務⼈才，各⼤學也沒有研究所學程對此議題提供必要的⾼等教育訓練。
⼤專學⽣是未來社會的中堅，學校有義務培養學⽣了解全球暖化的相關議題。奠定在原有專業系所的訓練下，在接受進階
的跨領域訓練後，能具備針對問題提出相關調適與因應對策之能⼒，甚⾄協助政府政策之制訂。
由此可知，設⽴「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之跨科學與⼈⽂領域學位學程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並且，台⼤在相關的科學、
⼈⽂領域有最完整教師與課程，最有能⼒訓練出所需的科學研究、政策制訂與實務作業⼈才。
此外，「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學程之成⽴也符合教育部近來推⾏跨領域教學以降低⼤學⽣學⽤落差與青年失業率之⽬
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英⽂研究計畫(請註明研究
興趣與學程教師研究之關聯性) 4. 師⻑推薦函(必)：兩封推薦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的研究報告
及相關著作。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英⽂履歷⾃傳
60110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政治學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培育學養深厚、具有獨⽴研究能⼒之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和公共⾏政領域之學術⼈才。 詳細課程規劃請⾒臺灣⼤學課程地
圖資料（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index.php.htm）。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中⽂研究計畫書，含報考動機與未來研修⽅向。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無則免繳。 5. 學
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或華語⽂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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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明，臺灣各⼤學畢業之僑⽣及港澳學⽣免繳。
6018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學歷證明、碩⼠班歷年成績單、⾃傳、研究計畫、推薦函2封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傳 6. 學術著作(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傳(必)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011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創於⺠國 49 年 7 ⽉，隸屬於社會科學院。 為國內最早設⽴的社會學相關系所之⼀。本系⼀直以創造、傳遞與運⽤社
會學基礎知識做 為本系研究教學的⽬標，為了達成⽬標，本系教師持 續平衡研究、教育、社會參與三項任務。⽬前專任師
資專⻑包括理論與⽂化、社會組織、社會階層、經濟社會學、勞動市場、科技與社會、醫療社會學、資訊社會學、全球
化、性別研究、國際遷移等。
博⼠班則在 7 年 以內。研究⽣需修滿 30 學分（博⼠班不含畢業論⽂ 12 學分），始得畢業。
博⼠班必修課：⾼等量化⽅法（3）、⾼等質化⽅法（3）、公共議題與社會學專題（3）、師⽣研究討論⼀（1）。
審查規定：１.資料審查合格者進⼊口試，口試名單將於本系網⾴公告，未達審查標準者，則不另⾏通知。本系網⾴：
http://sociology.ntu.edu.tw ２.口試⼀律採視訊⽅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興
趣與讀書計畫:請陳述你的簡歷、未來的學習計畫以及報考本所的理由。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
6011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臺灣⼤學社會⼯作原為社會學系社會⼯作組，1981年獲准分組招⽣，並於2002年正式調整成⽴學系，以培養社會⼯作專業
⼈才為教育宗旨，設有⼤學部、碩⼠班與博⼠班。
⼤學部注重基礎學理訓練，除了基礎專業知識的教導外，同樣重視社會迫切需要的實務訓練，所以學⽣均須完成⾄少400
小時的校外實習。
碩⼠班則以進階專業知識訓練為主，以培育知識與能⼒兼具的社會福利⾏政、研究及社會⼯作專業⼈才為⽬標。
博⼠班則是以培養⾼階社會⼯作和社會政策實務⼯作、以及社會⼯作與社會福利等相關領域之教學和研究⼈才為主。
社會⼤眾對社會⼯作系的想像，不外乎是在訓練出有愛⼼、富同情⼼的助⼈⼯作者，然而本系以訓練學⽣「對社會需求具
有⾼敏感度、並透過專業技巧、以求社會正義落實」為教育⽬標，並作為系所發展的主要⽅向。社⼯系(簡稱)創⽴的基
礎，即在於藉著研究與實地參與，回應社會中各種弱勢族群所⾯臨的問題。
本系將⾃⼰定位為「⾏動者」的⾓⾊，他們對社會中的弱勢族群不能僅⽌於關⼼，而是要捲起袖⼦、陪伴他們共同解決問
題。因此社⼯系尤其重視培養學⽣的⾏動⼒與實作能⼒，我們相信，「哪裡有需求、哪兒就有社⼯。」期待透過實際⾏
動，解決社會問題，以落實社會正義。
另外，為強化學⽣的國際觀與多元的經驗，本系除了與海外多所⼤學社會⼯作學院簽定合作協議外，也與美國伊利諾⼤學
香檳分校簽定暑期實習合作備忘錄，透過嚴格的甄選制度，讓學⼠班與碩⼠班學⽣到美國當地機構實習，除了學習專業知
識，也藉此機會學習當地⽂化與福利制度。社⼯系博⼠班學⽣在取得博⼠學位前，也需前往國外學術單位進⾏短期研究或
研習，以借鏡國際、擴展研究新視野。
本系在教學中除了專業能⼒的培養，也⿎勵學⽣能⼤膽探索⾃⼰的興趣，並將社會⼯作專業中最強調的溝通協調、團隊合
作、解決問題、同理⼼、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以及利他精神等價值，帶⼊未來從事的任何⾏業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著作、期刊論⽂或學術報告、師⻑推薦函等。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其他代表作)及中⽂
摘要 6. 進修計畫書(選)：請詳述預計進⼊本所之研究計畫。 7. ⾃傳(必)
6011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100%資料審查。1.⾃傳Autobiography (in Chinese)2.中⽂研究計畫書 Research Proposal (in Chinese)3.碩⼠論⽂及
中⽂摘要 Master’s thesis and Chinese abstract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著作、期刊論⽂或學術報告等。Published
articles, relevant academic reports or other supporting materials (Optional)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
(選)：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著作、期刊論⽂或學術報告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中⽂摘要
6011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藥學系分⼦醫藥組 School of Pharmacy
系所分則
本系從事多元化的藥物研究，包括藥物開發的多數階段。新藥探索組主要利⽤合成與分離得到新藥；製藥製劑組探討藥物
輸送和藥物在體內之動⼒學；而⽣物藥學組著重在藥物篩選及⼈類疾病的分⼦機制的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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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托福成績單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4. 師⻑推薦函(選)：無

5. 其

60181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Dentistry
系所分則
⼀、檢送資料： 1.最⾼學歷之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影本。 2.推薦函⼆份。 3.計畫書。 4.⾃傳。 ⼆、申請資格：教育部認可
之國內外⼤學碩⼠學位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學術著作(選) 8.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畫書 9.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10. 作品集(選) 11. ⾃傳(選)：⾃傳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60117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研究所博⼠班則旨在培育能拓展護理專業理論、研究及實務技能之⾼素質護理領導⼈才及培養具跨專業及國際間領導潛能
之護理⼈才。
審查規定: 1、護理學系畢業。2、臨床護理⼯作或社區衛⽣護理或護理教學經驗⼀年(含)以上。3、經本所辦理審查、口試
通過者。4、附簡要⾃傳(1000字以內)、研究計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於護理學系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研究計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護理經驗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簡要⾃傳(1000字
以內)
60184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醫學檢驗暨⽣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s and
Medical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於⺠國45年成⽴迄今已有六⼗餘年的歷史，造就⼀千餘名畢業⽣，服務於醫學檢驗與相關學術等領域，皆有卓越表
現。本系於⺠國76年成⽴研究所碩⼠班，已培育⼆百多名畢業⽣，而博⼠班則於⺠國91年成⽴。⽬前專任師資共有教授⼋
名，副教授三名，助理教授三名，及助教⼀名。專任教師學歷：博⼠⼗三名、碩⼠⼀名。全系現有⼤學部學⽣⼀百三⼗⼋
名，五⼗六名碩⼠班研究⽣，及⼗六名博⼠班研究⽣。
在教學⽬標⽅⾯本系著重於：１．提⾼醫學檢驗之⽔準；２．培養⾼級醫事技術⼈才，包括醫學檢驗、環保⾷物藥品檢
驗、衛⽣化驗及實驗室管理等⼈才；３．培養從事醫事技術學⾨之研究⼈才及師資；４．培養⽣物技術⼈才。
本系近五年所發表之論⽂共計147篇，其中⼤多數發表於SCI排名之國內外雜誌上，研究成果相當豐碩。
未來發展重點為：１．積極強化研究；２．強化博⼠班的教學與培育；３．研究開發具有潛⼒的檢驗⽅法與試劑。４．推
動與⽣技產業間的互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2
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如論⽂著作,得獎,執⾏計畫,中英⽂語⽂能⼒證明等
60118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物理治療學系 School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物理治療屬健康照護的專業，領域包括⾻科（含體育競技傷害）、神經（含⽼年醫學）、呼吸循環及小兒物理治療等。服
務對象包含新⽣到⽼年各年齡層，當其運動和功能受到損傷、⽼化、疾病或環境因素的威脅時，以實證執業的精神與科學
⽅法評估、分析，制定治療計劃，利⽤運動、儀器、操作、輔具、教育諮詢的⽅法，以鑑別診斷、預防促進及治療，來改
善健康狀況，以增進社會參與。
本系提供六年制⼤學部養成教育及碩博⼠的專業後教育課程，以培育本國物理治療師⼈才，及培育優秀物理治療相關專業
⼈才及師資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位證書或學⽣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兩封 4. 學術著作(選)：碩⼠論⽂ 5. ⾃傳(必)：⾃傳1000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2000字以內
60119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職能治療學系 Schoo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成⽴於2007年，教學⽬標為培育具備研究與教學知能的⾼級職能治療⼈才。
海外僑⽣審查規定:書⾯審查合格者,再⾏通知口試時間及地點，⼈在國外者以網路視訊進⾏。
備註：考選部規定報考職能治療師之資格，略為：公⽴或⽴案之私⽴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學以上學校職
能治療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等科、系、組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具備上述資格者，不
具報考我國職能治療師國家考試資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傳
60169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理學研究所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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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於⺠國36 年8 ⽉成⽴，初期包括⽣理、⽣化及藥理三組，後來⽣化和藥理兩組分別成⽴了研究所。依現⾏組織體系，
臺⼤醫學院⽣理學科和⽣理學研究所是科所合⼀的研究教學單位。⽬前本所每年招收18 名碩⼠班及4 名博⼠班研究⽣。本
所⽬前研究的⽅向⼤致分為：內分泌學、神經⽣理學、循環⽣理學、⼼臟⽣理學、腎臟⽣理學、⾏為神經⽣理學、呼吸⽣
理學、消化道⽣理學及細胞分⼦⽣理學等領域。依研究的⽅法，則區分為分⼦及細胞⽣理學以及整合⽣理學兩部分。所⻑
由李宗⽞教授擔任，所內專任教師⽬前共有 10 位，兼任教師共有4 位。其中教授9 位，副教授 4 位，助理教授 1位，皆曾
在國內外著名學府研習⽣理學。本所擁有優秀的師資與精良的設備，但是仍繼續聘請學界精英加⼊，並且爭取其他更精密
的研究設備。由於⽬前從事專職⽣理研究的⼈員仍屬少數，對於深具潛⼒之學⽣的專業養成，本所責無旁貸。在⼆⼗⼀世
紀⽣物科技蓬勃發展之際，本所除了傳統動物實驗之外，更結合細胞與分⼦層次，推動⽣命科學之整體性，以期能宏觀整
個⽣命現象。使本所之所有研究⼈員，在未來科學研究的潮流中，仍然能具有寬闊的視野，並成為⽇後研究學界的先驅
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學術著作(必)：相關著作或論
⽂ 5. ⾃傳(必)：不限中英⽂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語⾔證明⽂件： 1.繳交華語⽂能⼒測驗檢定3級或相
當之華語測驗檢定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 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
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2.⾮英語系國家學⽣或未在英語系國家獲得學位之申請者須繳交托福達500分
之成績單或其他相當之英語測驗檢定證明。
60120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物化學暨分⼦⽣物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系所分則
台灣⽣化之發展起源於台灣⼤學醫學院⽣化學科，而⽣化學科在台灣光復後(1945年)由前台北帝國⼤學醫學部⽣化學教室
及附屬醫學專⾨部醫化學教室合併而來。當時⽣化學科研究室位於⽬前之台灣⼤學醫學院⼈⽂館(原⼆號館)。董⼤成教授
為光復後的第⼀任⽣化學科主任，開啟本⼟學者在國內⽣化研究之⾥程碑。1962年⽣化學研究所成⽴，由原⽣理學研究所
⽣化組(成⽴於1956年)獨⽴出來。從此⽣化所成為培養⽣化科學家之搖籃，在過去數⼗年來已培育了許多國內外⽣物醫學
相關領域的學⽣，並提升國內之研究⽔準。所有師⽣之表現已使得本科所在學術界聲譽卓著。
近些年來，傳統的⽣化學和進展快速的⽣⼦⽣物學結合後，使得⽣物醫學的相關研究，發展神速，因此⽣化學及分⼦⽣物
學已成為基礎醫學中最重要的基本知識，本所亦於2001年更名為⽣物化學暨分⼦⽣物學研究所所，除了培養學⽣對於該領
域的知識，能廣為吸收，並訓練學⽣從分⼦層次探討⽣物體及疾病的各種現象與表徵。2000年後⼈類基因體計畫告⼀段
落，有龐⼤的基因資訊⼤量釋出，如何⾯對後基因體時代的研究挑戰，新的技術開發是⾮常重要的關鍵，才能主導21世紀
的科技。⽬前已有基因晶⽚之開發，蛋⽩質體學的發展，⽣物資訊學的資料庫，未來更有快速的個⼈化定序設備，這些先
進的技術的突破，將可帶與⼈類邁向另⼀⾼峰。我們將廣納這些課程納⼊研究⽣的訓練外，並須積極吸收學有專精的優秀
⼈才將新的⽣物科技帶⼊，以提昇⽣物科技及醫藥技術之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傳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6012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藥理學研究所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系所分則
本所創⽴於1962年，創始初期致⼒於本⼟蛇毒蛋⽩之基礎研究，建⽴了台灣蛇毒蛋⽩研究在國際上之聲譽。所內教師除了
秉承傳統亦在⼼⾎管藥理、神經藥理、細胞訊息傳遞、癌症及幹細胞等研究領域有豐碩的突破與進展。⽬前正藉由與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之合作，切⼊細胞⽣理與病理訊息傳遞機制，從分⼦層⾯解析細胞乃⾄於系統⽣物體。期望能突破研究瓶頸
並繳出更亮麗之研究成果。
申請繳交資料: 學歷證明、歷年成績單、碩⼠論⽂、⾃傳、研究計畫等。
如必要時得以遠距視訊進⾏⾯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
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請將推薦函 email ⾄ pharm@ntu.edu.tw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
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證明⽂件
6012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病理學研究所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athology
系所分則
臺⼤病理學研究所致⼒於以分⼦⽣物學和臨床病理研究疾病，主要研究⽅向包括癌症、發育⽣物學和⾎液學疾病。
1.資料審查50％、口試50％。
2.語⾔證明⽂件:華語⽂能⼒測驗相當於CEFR⾼階級B2以上。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
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英⽂語⾔能⼒測驗相當於CEFR⾼階級
B2以上。
3.附加審查資料:⾃傳、履歷、研究計畫及著作表。
4.書⾯審查合格者,再⾏通知口試時間及地點，⼈在國外者以電話或網路視訊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
(必)：2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著作列表 6. ⾃傳(必)：中⽂⾃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
⽂能⼒測驗相當於CEFR⾼階級B2以上。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
⽂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英⽂語⾔能⼒測驗相當於CEFR⾼階級B2以上。
60178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微⽣物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系所分則
本所於⺠國54年8⽉成⽴。⽬前有15位專任教師，均具微⽣物學相關領域專⻑，教學及研究設施完善，定期舉辦學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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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升新知的更新，不定期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演講，以提升學術⽔準。
每年均有研究論⽂發表於SCI期刊，並逐年要求質的提升。⽬前極⼒推動學術創新及招收優秀學⽣，期許符合追求卓越，
學⾵⾃由的⽬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就
學計畫書(5000字以內，含動機、學習或研究計畫、專⻑及興趣、⽣涯規畫、⾃我能⼒評估等)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統考成績單、期刊論⽂、代表作品、研究著作等
2.影⾳檔，以presentation 的⽅式說明Statement of Purpose (但請勿照念) ，⻑度10分鐘以內。
3.必要時，會安排口試(電話訪談或遠距視訊)。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學術期刊 7. ⾃傳(選)：簡要⾃傳(1000字
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測驗證明(TOEFL iBT>79或FCE B2級(含)以上等檢測證明)
6012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解剖學暨細胞⽣物學研究所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Cell Biology
系所分則
結合傳統與最近的研究⼯具進⾏解剖學與細胞學的研究，本所在神經科學與細胞⽣物學等領域已有優秀的成果，並將繼續
拓展。除了科學研究的訓練，本所亦致⼒於培養研究⽣成為基礎醫學的教學⼈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 (包含分數等級說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 3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6F., No.1, Sec.
1, Ren’ai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收件⼈：YUH-LIEN CHEN 、聯絡電話：
+886(0)2 23123456 ext 62212、E-mail：anatomy@ntu.edu.tw、收件截⽌⽇：2020-01-09）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研究興趣⾃述信(請⾃述研究興趣)及履歷表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學術著作 7. ⾃傳(必)：⾃傳
6012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毒理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系所分則
臺⼤醫學院於⺠國79年及82年分別成⽴毒理學研究所碩⼠班及博⼠班，設⽴宗旨在培育毒理學⼈才，以供國內學術界、產
業界及政府機關毒理學專業⼈員的需求；以及加強毒理學之研究，裨益國⺠健康，提⾼我國毒理學之學術⽔準及國際地
位。
毒理學乃融合⽣物及化學原理，以探討毒性物質危害⽣物系統之機制，並評估產⽣危害的機率。⽣態環境中，毒物可由⽣
物界及礦物界⾃然產⽣，或因⼈為科技及產業發展而產⽣。
毒理學之重要功能在於暸解、預防及研究治療突發或潛在性毒物及因而產⽣之中毒，其中包括 : 毒物產⽣過程及性質、其
化學檢驗與分析⽅法；毒物對⼈體及⽣物系統之危害，如⽣理機能、形態、新陳代謝之異常，或是致癌性及致畸胎性之形
成；毒性產⽣危害之過程、機轉及治療等。
毒理學之研究、毒藥物之檢驗與管理之妥善與否關係著國⺠健康、經濟發展與國家興衰。近幾年來國內有關毒藥物之使⽤
與因有毒物質而導致之⾷品中毒案件層出不窮，毒理學之加速發展已不容忽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
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英⽂不限
6012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分⼦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lecular Medicine
系所分則
本所於⺠國81年奉准成⽴，成⽴之初暫位於醫學院基醫⼤樓5樓。隨即於次年喬遷⾄附設醫院2樓現址，以加強與臨床醫療
單位間的合作。本所現有7位專任教師及11位兼任教師，每位⽼師均具有博⼠學位。另有1名⾏政助理，協助辦理本所⾏政
業務。本所為⼀跨科系的教學與研究單位，主要的教學研究⽬標乃是以先進的分⼦⽣物學的技術，深⼊研究探討⽣物醫學
相關問題的分⼦機轉。因此，⻑期以來⼀直與醫學校區其他系所及附屬醫院各醫療單位的教師、醫師們，在教學與研究上
均有相當密切的交流與合作，期能應⽤基礎分⼦及細胞⽣物學的知識，落實於臨床醫學的研究上。
本所的教學及研究設施採開放式的管理。教師及學⽣可以共同使⽤所內的所有空間及儀器設備。因而，可以更有效的利⽤
及避免儀器重複購置的浪費。為配合教育部所倡議的終身學習及落實⾼等教育迴流體系，本所⾃88學年度招收在職進修碩
⼠專班，並於92學年度起開設「遺傳諮詢組」課程，以提供在職⼈員進修分⼦⽣物學、分⼦醫學及遺傳諮詢的管道。
本所切盼與國內、外臨床醫療學界及其他⽣物醫學領域的學者有更密切的合作，共謀國內⽣物醫學的進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選)：無 5. 學
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無
60187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基因體暨蛋⽩體醫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Medical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系所分則
依書⾯資料審查，視需要增加遠距視訊⾯試。
本所於⺠國97 年奉教育部核准設⽴，⾃98 學年度起開始招⽣。有別於臺⼤醫學院其他臨床或基礎學科系所的模式，本所
以培育跨領域、並能與臨床及轉譯醫學更為相關之基因體與蛋⽩體醫學研究領導⼈才為⾸要⽬標。因此期盼為新⼀代、來
⾃各個不同臨床或基礎領域之專才，提供量身訂製、涵蓋各領域、且完整之臨床基因體與蛋⽩體醫學教育訓練，使其藉由
研究所的訓練，具備未來有關基因體或蛋⽩體醫學應⽤、研發的實務知識、以及跨領域溝通學習的經驗及領導能⼒。本所
深信這些領導⼈才將是未來國家競爭⼒中重要的無形資產，可以在社會的不同崗位上貢獻其智慧，帶領各種形式的團隊，
共同為提昇國內臨床疾病治療成效、基因體與蛋⽩體醫學研究的國際競爭⼒，以及打造臺灣成為全球⽣物醫學重鎮而努
⼒。
本所研究⽅向：由基因體學及蛋⽩體學研究的⾓度出發，進⾏以臨床應⽤為導向之轉譯醫學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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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2⾄3封
（碩⼠學位者需含指導教授）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履歷表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著作 7. ⾃傳(必)：
無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語⽂能⼒證明⽂件（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
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等。
6019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腫瘤醫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Oncology
系所分則
●沿⾰
臺灣⼤學醫學院腫瘤醫學研究所於⺠國97年奉教育部核准設⽴，⾃98學年度起開始招⽣， 招收對象為博⼠班學⽣。本所博
⼠班招收對跨領域整合有興趣之理⼯醫農碩⼠班畢業⽣以及對腫瘤研究有興趣之相關臨床醫師，以第⼀流之師資搭配開
放、跨領域團隊之課程及環境，以培養頂尖之腫瘤醫學研究⼈才 。
●設⽴宗旨
結合基礎與臨床癌症學者專家，利⽤臺⼤醫學院、臺⼤醫院與未來臺⼤癌症醫院的設施資源，整合規劃基礎與臨床研究、
教學及臨床服務⼯作，促使有關癌症之致病機轉、病因、預防治療、癒後重建等各個環節都能密切聯結。
教育⽬標
1. 培育癌症研究之專⾨⼈才，促進基礎、臨床、及公共衛⽣癌症研究之整合，提升預防品質。
2. 藉由跨領域基礎研究與技術應⽤，強化癌症的尖端醫療，探討致癌成因、改善腫瘤診斷與治療品質。
3. 促進癌症科技研究之國際合作，期能成為亞太地區癌症研究之典範，更進⼀步提升台灣⼤學在國際上之學術地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2⾄3封(碩⼠學位者需
含指導教授)（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5F, No.2, Xuzhou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收件⼈：LIN CHIA CHING、聯絡電話：+886-2-23123456#88783、E-mail：cclin23812@ntu.edu.tw、收件截⽌
⽇：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履歷表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著作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必)：中英⽂語⽂能⼒證明⽂件（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
⽂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等。
60193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口腔⽣物科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Oral Biology
系所分則
口腔⽣物科學的定位，是⽛醫基礎科學加基礎⽣命科學，因此在口腔及口腔附近的各器官組織的⽣命科學，皆是這個所研
究的範圍。其中包含⽣化學、⽣理學、⽣物學、解剖學、組織學、微免學乃⾄材料科學的研究。研究所教師們的研究與教
學重點，以口腔及顏⾯組織為中⼼，而材料學⽅⾯的研究，則以⽣物醫材及材料理⼯學為主。
本所招收的學⽣不限醫學院畢業⽣，更不限⽛醫系畢業⽣，⽬的就在廣納多⽅⾯的基礎科學⼈才，但也希望有⽛醫學系畢
業⽣參加，以便落實口腔醫學的發展。
博⼠班
課程規劃：
在培養基礎⽛醫科學和基礎⽣命科學的研究⼈才，研究範疇涵蓋⽣化學、⽣理學、病理學、分⼦⽣物學、解剖學、組織
學、發育⽣物學、微⽣物學、免疫學、及⽣醫材料科學等。修業年限3⾄7年，除博⼠論⽂12學分外，必修10學分，必修課
程為：口腔醫學實驗技術(2)、⾼級口腔⽣物學專題討論(8) 。共應修滿18學分以上始得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 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傳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傳
(選)：⾃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
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6017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免疫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Immunology
系所分則
本所於⺠國 81年獲准設⽴， 82年6⽉招收第⼀屆碩⼠班研究⽣， 85學年度開始招收博⼠班研究⽣。⽬前共有 6名專任⽼師
及 7名合聘和兼任⽼師。
本所位於醫學院基礎醫學⼤樓五樓，各項基本設備⿑全，加上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共同儀器室、本院動物中⼼及臺⼤附
設醫院等配合，⾜以提供各項免疫學研究之⽤。
本所教學著重教導學⽣了解細胞免疫、分⼦免疫、胞內訊息傳遞、臨床免疫疾病及疾病模式等各⽅⾯。學⽣除修習所內免
疫課程外，亦修習⼀定時數院內共同課程。本所共開 2⾨討論課程 :免疫學專題討論、免疫新知，每年度定期舉辦學⽣論⽂
壁報展⽰，加上各實驗室的每週定期研究進度報告等，訓練學⽣獨⽴思考、提問問題、整理資訊以及作報告的能⼒。
碩⼠班教學著重基礎、臨床免疫學原理以及獨⽴執⾏免疫學研究的訓練，必修 15學分。博⼠班教學著重⾼等基礎及臨床免
疫學，並幫助學⽣建⽴獨⽴思考批判科學論⽂，及獨⽴設計實驗及解決問題之能⼒，必修 18學分。並開設多樣專題討論課
程供學⽣選修。本所另開「免疫學概論」課程，以加強各科系所學⽣對免疫學之綜合了解與認識。本所的研究乃以免疫細
胞及分⼦調控之基礎研究為本，探討發⽣免疫疾病，感染症、⾃體免疫、癌症等的作⽤機制。
各位教師的研究領域包括⾎球⽣成、細胞素訊息傳遞、病毒及細菌感染症、癌症、⾃體免疫疾病、T細胞活化與分化等，
相輔相成，互相合作，形成⼀個陣容堅強的研究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成績單及碩⼠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2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無
60188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臺⼤⼟木系於1943年即已設⽴，歷年所培育出之⼤學部及碩、博⼠班畢業⽣服務國內外各學術機構及⼯程技術單位，本系
在國內屬於⼤型系所之⼀，在學術研究及⼯程建設⽅⾯多居於領導地位。根據國際QS排名，本系也名列全球前40名。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50餘名，教學及研究領域均衡而專精，包括⼤地⼯程、結構⼯程、⽔利⼯程、交通⼯程、電腦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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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營建⼯程與管理、測量與空間資訊等領域。本系與本校的環境⼯程學研究所、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及應⽤⼒學研究所
有密切的教學和研究合作。也與國際知名⼤學⼟木⼯程相關系所有許多教育與研究合作，致⼒提供國際化之優質學習環
境。
本系以培養⼟木⼯程專業⼈才，進⾏前瞻性學術研究為⽬標，⻑期以來接收各公私⽴機構委託及國科會研究計畫，並將研
究成果應⽤在⼯程實業界，為國家建設盡⼀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英⽂不限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成績單，中英⽂不限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含報考動機與未來研究⽅向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英⽂皆可，
字數不限
60127 招⽣名額: 3名 國⽴臺灣⼤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與研究並重，研究⽅向分為固體⼒學、機器設計、機器製造、熱學暨流體⼒學、航空暨系統控制等五個領域；主
要⽬標在因應科技與⼯業之發展趨勢，以培養具前瞻與領導能⼒之優秀機械⼯程⼈才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 6. ⾃傳(必)
60128 招⽣名額: 3名 國⽴臺灣⼤學 化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系上的教授們的研究領域⾮常的多樣化，有⾼分⼦科學、界⾯科學、材料科學、⽣化及⽣醫⼯程、程序系統⼯程、輸送現
象和粉粒體技術、觸媒及反應⼯程、電化學等。台⼤化⼯系在研究⽅⾯以粉粒體技術、界⾯科技、分離技術、⽣物技術、
系統程序⼯程、⾼分⼦與材料科學為主軸，與其他重點領域和基礎研究密切合作，提供整合性的優良教學研究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學部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必繳 4. 師⻑推薦函(必)：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必繳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讀書計畫書(必)：必繳
60129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程科學及海洋⼯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Ocea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程科學」為⼯程及科學的結合，科技與系統整合係⼯程科學主要⽬標，科技的發展以「⼯程」來實現，而「⼯程」則
有賴「科學」來提升。本系教學研究包含「船舶海洋應⼒計算」與「光機電資訊」兩⼤領域，研究主題涵蓋：離岸⾵⼒發
電、海洋能源、⽔下載具、船舶⼯程、海洋⼯程、複合材料、⽔下聲學、振動與超⾳波、應⽤聲學、先進流體傳動控制、
⽣醫光電、智慧型無線感測網路、智能結構設計、壓電電源、光機電系統、⾼效率電路及系統、奈⽶光電 、建康醫療計算
模擬、多媒體網路、⽣物資訊與電腦輔助設計等。本系的教學研究特⾊為科技與系統整合，強調具備科技與系統整合能⼒
的跨領域專業科技⼈才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 4. 師
⻑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學術著作(碩⼠論⽂) 7. ⾃傳(選)：⾃傳
60130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材料科學與⼯程學」包括材料的理論基礎、製造與加⼯成形，由實驗結果並配合理論基礎來改進材料的特性，使其更適
合社會的需求，進而發展新材料以配合其他科技的需要。它是綜合基礎科學應⽤於⼯程學上，是近代科技整合下的⼀個典
型代表。
本系所⽬前共有 29 位專任教授，依教學、研究內容可分為、⾦屬材料、陶瓷材料、⾼分⼦材料、電⼦材料及製程材料共 5
組，研究範圍涵蓋光電、⽣醫、⾦屬、陶瓷、⾼分⼦、能源等材料領域。未來本系所更將朝尖端的新材料發展，提昇國內
的科技⽔準並為國家培養更優秀的科技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函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必繳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必繳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進修計畫書(必)：簡歷及進修計畫書 8.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9. 讀書計畫書(必)
60191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環境⼯程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環境問題除了環境品質之外，對於⼈體健康、資源安全、經濟活動及社會穩定等皆有複查影響。環境⼯程學研究所持續開
發創新技術，以解決從全球範圍（例如氣候變化）到當地規模（例如空氣，⽔和⼟壤污染）的環境問題。本所課程從「科
學與⼯程」及「規劃與管理」兩⽅⾯出發，為學⽣提供深度和廣度的思維和分析能⼒。請輸⼊系所中⽂描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傳(必)
60132 招⽣名額: 3名 國⽴臺灣⼤學 應⽤⼒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Mechanics
系所分則
本所以「Mechanics in Nano-Revolution」為中⼼之三⼤研究主軸：
1、 波動與微/奈⽶機電系統—著眼於彈性波與電磁波個別及互制理論之分析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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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與能源系統—⽣醫醫療設備及個⼈化體外防護技術開發，以及智慧節能及綠能系統之技術與設備開發；
3、 跨尺度⼒學系統—建⽴跨尺度⼒學系統之⼒學/數學模型，並進⾏分析、實驗與計算。各項內容皆具學術及應⽤價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在校事蹟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6013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系所分則
1. 專業通才教育
2. 具反省精神
3. 跨國、跨校、跨學⾨的研教合作及交流
4. 博⼠班：獨⽴⾃主的研究能⼒與承擔專業教學的任務
※口試：原則上採現場口試，但可透過網路，採⽤遠距口試，口試語⾔可採
⽤中、 英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無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
6013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業⼯程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所教師教學∕研究⽅向為產業與服務系統⼯程、科技管理與策略，及跨領域整合與創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無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CV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無

5. 其

60135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醫學⼯程學系係結合醫學、⼯程科技與基礎科學等知識，應⽤於疾病的診斷與防治、及醫療器材研發的專⾨學科。本系研
究特⾊在於融合⽣物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程科學等⽣物醫學⼯程知識，涵蓋分⼦、基因、細胞、組織等⽣物醫學
範疇，及材料、⼒學、電⼦、資訊等⼯程領域，不論在教學或研究上均能真正落實跨領域之結合，讓學⽣達到多⽅⾯多層
次之訓練與啟發。畢業後擬繼續進修者可選擇醫⼯、材料、⽣醫機械、⽣醫電⼦、⽣醫光電、⽣醫材料、醫療器材、醫學
物理等領域之研究所；就業⽅⾯有醫學⼯程師、⽣醫產業、醫療器材、醫學電⼦、醫學資訊等等。
資料審查100%。附簡要⾃傳(1000字以內)、研究計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選)：⾃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具備中⽂聽說
能⼒
60136 招⽣名額: 6名 國⽴臺灣⼤學 ⾼分⼦科學與⼯程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分⼦科學與⼯程學研究所致⼒於⾼分⼦合成、⾼分⼦物理、微結構與特性分析、精密⾼分⼦加⼯及⽣醫⾼分⼦之教學與
研究，主要⽬的在於培育學有專精之⾼分⼦科技⼈才，使其適任於⼯業界、學術界及政府機構。在師資⽅⾯，現有專任師
資7名，合聘師資6名，名譽退休教授1名，且將持續聘請國內外在⾼分⼦領域的傑出專家任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無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
望/照⽚）
60137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農藝學系作物科學組 Department of Agronomy, Crop Science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學⽬標是提供學⽣基本且全⾯性的作物科學知識，培養學⽣了解現代化作物科學與科技特性，學習各項基礎理論
知識與⽣物技術的應⽤，致⼒於作物改良與農業永續經營，並助其建構將來的就業⽣涯。作物科學組研究⽅向著重於：作
物學、作物⽣理與⽣物技術、作物基因體、作物育種學等四⼤領域。
本系必修課程包含植物辨識及病蟲害判讀等，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繳交資料：學歷證明、
歷年成績單、碩⼠論⽂、⾃傳、推薦函、研究計畫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無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無
60197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農藝學系⽣物統計學組 Department of Agronomy, Biometry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學⽬標是提供學⽣基本且全⾯性的作物科學知識，培養學⽣了解現代化作物科學與科技特性，學習各項基礎理論
知識與⽣物技術的應⽤，致⼒於作物改良與農業永續經營，並助其建構將來的就業⽣涯。
⽣物統計組研究⽅向為應⽤⽣物統計、統計遺傳學、試驗設計學等三⼤領域，即試驗規劃、資料收集與管理、統計分析、
基因體⽣物資訊等。
本系必修課程包含植物辨識及病蟲害判讀等，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繳交資料：學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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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成績單、碩⼠論⽂、⾃傳、推薦函、研究計畫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選) 6. ⾃傳(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0138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物環境系統⼯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environmental System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發展策略及執⾏⽅式將整合系內教學、研究⼈⼒與儀器設施，致⼒於「⽔⼟資源⼯程」、「⽣態環境規劃」⼆核⼼
領域之教學、研究與成果推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60139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農業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系所分則
農業化學系是以化學及⽣物為基礎，探索⽣物相關的問題與產業應⽤。教學研究⽅向包括⼟壤環境科學、植物⽣理與化
學、微⽣物與⽣物技術及⽣物資源利⽤，並將其應⽤於農業⽣產環境保護及資源永續利⽤，以提⾼⼈類⽣活品質為⽬的。
有視覺障礙及辨⾊⼒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紀錄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無 5. 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研究成果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學術著作(必)：碩⼠論⽂ 8. ⾃傳(必)：學經
歷及⾃傳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說、讀、寫流利
60140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約臺灣的⼟地有58%為森林所覆蓋，是以森林為臺灣⾮常重要的⾃然的資源。因此，森林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研究與訓
練對於臺灣森林及⾃然資源的經營⾮常重要。本系基於此基礎，提供森林及⾃然資源有關的科學訓練。
備註：申請⼈須接受本系⾯談(視訊或現場⾯談)，時間及地點另⾏通知，另建議申請⼈事先聯繫本系相關⽼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中⽂或英⽂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２封(請使⽤本系推薦信表格，推薦信表格下載網址
http://homepage.ntu.edu.tw/~forestry/sfrc_ref.doc)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
作(必)：碩⼠論⽂ 7. ⾃傳(必)：中⽂或英⽂履歷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證明⽂件(擇⼀提供)：
(1)中⽂：相當於CEFR⾼階級B2以上之中⽂能⼒證明，未提供中⽂能⼒證明者，需經本系⾯試通過。⺟語為中⽂之申請者
免繳(需⾃述中⽂背景)，前⼀學位為中⽂授課之申請者免繳(需提供證明)
(2)英⽂：相當於CEFR⾼階級B2以上之英⽂能⼒證明，未提供英⽂能⼒證明者，需經本系⾯試通過。國籍為英語系國家之
申請者免繳，在英語系國家取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6014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博⼠班修業年限2〜7年，必修科⽬為專題討論5學 分、領域特論課程4選1、本系開設D字頭課程6學 分、修畢18學分並通
過全⺠英檢中⾼級複試（或相當程度英⽂語⾔測驗）、資格考試、發表SCI且 為第⼀作者之論⽂2篇及提出研究論⽂，通過
學位 考試，可獲頒博⼠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就讀
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封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研究成果 6.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中、英⽂語⾔證明⽂件 7. 學術著作(必)：碩⼠論⽂ 8. ⾃傳(必)：⾃傳
60142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農業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系所分則
本系研究所之課程規劃係以透過經濟理論、研究⽅法、計量⽅法、專題討論、碩⼠論⽂及「政策、制度與法規」、「運
銷、貿易與消費」、「⽣產與管理經濟」及「資源與環境經濟」等四個專業學⾨之進階課程訓練，以培育研究⽣能活⽤專
業知識並具備創新思考、獨⽴研究、整合理論和實務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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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研究成果 7.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 8. 學術著作(必)：碩⼠論⽂ 9.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畫 10. ⾃傳(必)：學經歷及⾃傳 11. 讀書計
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說、讀、寫流利
60143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系所分則
博⼠班研究⽣分甲組（園藝科學），⼄組（園產品處理及利⽤）及丙組（景觀暨休憩）；修業期限
三⾄七年，修習學分⾄少18 學分及博⼠論⽂12 學分，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授予農學博⼠學位。
更多其他資訊請參考網⾴：www.hort.nt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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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2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
傳
60144 招⽣名額: 3名 國⽴臺灣⼤學 獸醫學系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系所分則
審查資料：1.須備有學位證書或學⽣證影本1份、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三位講師(含)以上推薦函、研究計畫2份2.研究計畫
兩份,需經本系教授認可簽名(可以郵寄⽅式完成)。3.⾃傳(含⼯作及研究經歷)及任何可增加了解考⽣之資料。4.⾮英語系
國家學⽣或未在英語系國家獲得學位之申請者,須繳交托福成績或其他相當之英語測驗檢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位證書或學⽣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需經本系教授認可簽名 4. 師⻑推薦函(必)：三位講師(含)以上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中英語⽂能⼒
證明或測驗成績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傳(必)：⾃傳(含⼯作及研究經歷)及任何可增加了解考⽣之資料。
60145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國⽴臺灣⼤學⽣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原農業推廣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是鄉村社會學者楊懋春教授於⺠國49年所創
⽴。⺠國97年8⽉1⽇起，正式轉型更名為「⽣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簡稱「⽣傳系」），以發展⽣物產業⾏銷傳播及
社會⽂化發展管理規劃之學術研究與培育各級專業⼈才為主要⽬標。
⽣傳系的學術領域具有跨領域科際整合之特性，關切⽣物產業中之農業⽣產、⼈類⽣活與社會永續發展等多元⾯向，並著
重於⾏銷傳播相關理論與⽅法，以及整體社會發展等學術研究重點。專業課程特⾊在於讓學⽣瞭解整體社會變遷、農業發
展趨勢及全球脈動，訓練學⽣具備⽣農產業認知與視野，整體而⾔希望能培養產業⾏銷傳播專業⼈才，投⼊相關產業，達
到改善社會環境，提升⽣活品質與永續社會發展的終極⽬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
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履歷 6. 學術
著作(選)：碩⼠論⽂ 7. 進修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6014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物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個綜合多⽅⼯程知識，積極發展⽣物機電整合科技與應⽤的⼯程科系，教學與研究領域包括⽣物產業機械、⾃動
化、⽣物⼯程、⽣物感測、⽣物信號處理、智慧型控制、⾮破壞性檢測、⽣物奈⽶微機電、⽣物材料、⽣物資訊、⽣物程
序⼯程等。系所的總體⽬標為發展新科技及培育符合產業與科技研發需求的優秀⼈才，以迎向⽣物產業⼯業化和⾃動化的
世界潮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
⻑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參考著作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進修計畫書(必)：讀書
計畫
60147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昆蟲學系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系所分則
臺⼤昆蟲學系以昆蟲為教學研究標的，內涵包括⽣命科學及應⽤⽣物科技領域。學⽣可以學到昆蟲細胞之分⼦機制及族群
變動的⽣命現象，以及有害昆蟲之管理理論與實務。本系具優質軟硬體設備，畢業⽣在基礎研究或專業應⽤皆具⾼度競爭
⼒。因本系必修課程須透過顯微鏡來觀察昆蟲之形態與組織，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因本系有
必修之野外實習課程，如：步⼊森林、溪⾕等地形，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需先與本系未
來的指導教授討論，並由指導教授認可簽名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碩⼠論⽂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必)：英⽂測驗成績
60148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植物病理與微⽣物學系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and Microbiology
系所分則
簡要⾃傳(1000字以內,含申請動機及未來⽣涯規劃)、研究計畫書、師⻑推薦函2封、應附中⽂或英⽂語⽂能⼒證明、學術
著作(碩⼠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研究及⼯作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無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研究及⼯作經驗)
研究意向書：(Ststement of Research Intent)
.必要時將辦理⾯試或視訊⾯試。（Other documents that may benefit the review procedures） 6. 學術著作(選)：
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含申請動機及未來⽣涯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或英⽂語⽂能⼒證明
60149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品科技研究所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所是⼀個輕鬆和樂的⼤家庭，同學們來⾃全國各地與國外，融合不同教育背景，包括⾷科、⽣物、⽣科、化學、化⼯、
機械、獸醫、園藝、農藝、森林、動科等，⾃由的學術⾵氣，各⼈可隨其所好，培養出屬於⾃⼰的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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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2封推薦
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論⽂著作、得獎作品、執⾏計畫等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履
歷表、簡要⾃傳(1000字以內) 7.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語⽂能⼒證明
或說明。2.英⽂語⽂能⼒證明。
60170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物科技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所於95年8⽉1⽇正式成⽴，並於95學年度招收博⼠班學⽣，103學年度招收碩⼠班學⽣。本所發展⽅向與重點在於培育
我國「挑戰⼆○○⼋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所需之「⽣物科技」⼈才，此等⼈才在我國未來之發展重點包括「⽣物資
訊」、「奈⽶⽣物醫學」、「組織⼯程與再⽣醫學」及「基因體與蛋⽩質體學」等領域中將擔綱起關鍵之⾓⾊，而本所最
主要的特⾊，除在於延攬國際傑出師資來台授課及研究，形成國際⼀流⽣物科技研究團隊，協助我⽣技產業發展外，亦將
藉由本所之增設而進⼀步統合本校各學院有關⽣物科技的教學與研究資源，配合本校『⽣物技術研究中⼼』所開設的核⼼
課程，集結成⼀個跨院系的龐⼤⼒量；再加⼊引⼊法律學院與管理學院的課程訓練，強化學⽣對⽣技產業的經營與管理能
⼒，以便將來能夠實際投⼊⽣技產業界。同時，因為⽣技產業致勝的關鍵在於⾼科技研發，也將以培養⾼級研究⼈⼒為積
極⽬標，期能把握科技產業成功的最基本源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無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進修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
請動機）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9.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視
需要增加遠距視訊⾯試或電話訪談。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0150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台⼤會計所致⼒於追求卓越之教學與研究，並從專業上對社會與國家提出建⾔與服務；台⼤會計所的使命係在創新、辯論
及傳播與會計資訊有關之知識，達成有效之經濟決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
推薦函(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
60151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系前身為國⽴臺⼤管理學院「國際貿易學系」，於⺠國81年為因應企業國際化之趨勢，與國際學術研究之潮流而改名。
並於同年獲准設⽴碩⼠班，⺠國84年再增設博⼠班。承續多年的優良傳統，本系所教學與師資之聘任循四⼤導向規劃：
◎國際企業管理
◎⾏銷管理
◎策略管理
◎財務⾦融
其⽬的在提供⼊學者嚴謹的專業訓練，以培育具有寬廣的國際觀，與多元發展⽅向的國際企業經理⼈才。國際化與⾃由化
的趨勢，使我國企業逐漸⾯對激烈的全球競爭，對國際企業管理⼈才的需求將與⽇俱增。本系所優良之師資與完整的課程
架構，提供有志修習國際企業經營管理之學⼦⼀個理想環境。所培育之⼈才，不僅對於⼀般企業管理任務能負責任事，更
能在企業國際營運的挑戰中⼀展⻑才，為我國產業國際競爭⼒的提升，提供實質的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中⽂或英⽂者，應繳交中或英⽂翻譯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中⽂或英⽂者，應繳交中或英⽂翻譯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本所共分為四⼤領域：國際企業管理、策略管理、
⾏銷管理、國際財務與⾦融，考⽣報名時務必選擇⼀領域研讀，於計畫書中說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申請之書⾯資料 5. 學術著作(選)：碩⼠論⽂ 6. ⾃傳(必)：1000字以內，不限中英⽂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程度證明
•華語⽂能⼒測驗 TOCFL ⾼階 Level 4 以上證書
•⼤⾺⾼等教育⽂憑 STPM 中⽂成績 C+ 以上
•⼤⾺教育⽂憑 SPM 中國⽂學成績 B 以上
•獨中統考 UEC 中⽂成績 C7 以上
•新漢語⽔平考試 HSK Level 6 以上證書
•修讀中⽂ 3 年以上證明
-- ⺟語為中⽂之申請者免繳 ( 需⾃述中⽂背景 )
-- 前⼀學位為中⽂授課之申請者免繳 ( 需提供證明 )
-- 前⼀學位為主修中⽂之申請者免繳 ( 需提供證明 )
60190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商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臺⼤商學研究所博⼠班成⽴於1987年，本系所五⼤學術領域組織⾏為與⼈⼒資源、⾏銷管理、策略管理、營運與決策管理
(營運與商業數據分析)、科技與創新管理。
教師們的研究教學成果與同學們的傑出表現，屢獲國內外各界的佳評美譽。本系所獲選天下Cheers雜誌評⽐為企業管理類
研究所學術聲望第⼀名，是臺灣⾸屈⼀指的企業管理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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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件審查（⼀位考⽣1000）及口試費⽤（⼀位考⽣2000）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各⼀份。（⾄少英⽂版本，中⽂版本有亦
請提供）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讀書計畫、研究計畫、學術聲明書請合寫⼀份
4. 師⻑推薦函(必)：⼆封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基本資料表⼀份 (請⾄本所博
⼠班招⽣網站http://www.ba.ntu.edu.tw/phd/recruit/下載表格)(本所分五個主修領域，考⽣於鍵⼊基本資料表時請留
意報考組別。)
7. 學術著作(必)：可證明研究潛⼒之學位論⽂、著作、研究報告或⾃我評估 8. ⾃傳(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英⽂能⼒證明
6017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所之教育⽬標為培育具有健康⼈權理念、全球視野及專業素養之健康政策與管理的中堅及領導⼈才。
本所隸屬之臺灣⼤學公共衛⽣學院於2017年通過美國公衛教育委員會（CEPH）認證，是北美洲以外第⼀所通過的學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選)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60153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Sceinces
系所分則
本所教師⽬前主要從事於環境及職業衛⽣相關議題之研究，主要在探討起因、機轉及預防措施。研究範圍從分⼦⽣物到流
⾏病學，從微⽶到奈⽶，多元化的包括了物理、化學、⽣物、經濟等學科。也提供碩⼠及博⼠班教育訓練課程，為國內公
共衛⽣領域提供政府及企業界科技⼈才。而本所專、兼任教師師資、招收學⽣及研究⼈員多元的背景，包括有化學、⼯
程、流⾏病學、⼈因⼯程、醫師、分⼦⽣物學、暴露評估和⾵險評估等專⻑，也讓本所有能⼒著⼿及投⼊於現今需要整合
各式專家學者的重要公共衛⽣問題上。⽬前本所教學及研究約可分為9⼤領域：1.環境職業醫學、2.職業衛⽣、3.環境職業
流⾏病學、4.環境毒理、5.氣膠技術、6.⼈因⼯程、7.暴露評估、8.⾵險評估、9.通⾵科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位證書或學⽣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學與碩⼠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 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英⽂能⼒證明⽂件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
6018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流⾏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本所隸屬之臺灣⼤學公共衛⽣學院於2017年通過美國公衛教育委員會（CEPH）認證，是北美
洲以外第⼀所通過的學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應屆畢業⽣可先檢送應屆當學期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
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個⼈資料表、就學計畫與⾃傳表
(請⾄本所網⾴下載格式)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60154 招⽣名額: 3名 國⽴臺灣⼤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國⽴臺灣⼤學電機⼯程學系碩博⼠班擁有傑出的研究表現且培養出頂尖的⼯程師及研究⼈才。臺⼤電機系碩博⼠班包含三
個研究分組：⾃動控制、電⼒系統與電⼒電⼦、計算機科學。本系碩博⼠班⽬前有33位優秀師資，其中有9位IEEE
Fellow、1位ACM Fellow，以及許多獲得國家研究獎項之得主。
本系碩博⼠班致⼒於科技及科學領域的研發，研究領域包含：機器⼈學、奈⽶科技、衛星導航、計算機網路控制與管理、
線性/⾮線性系統分析與控制、智慧控制、適應控制、即時控制、電⼒電⼦、電⼒積體電路、再⽣能源、電源轉換器、智慧
電網、電⼒系統分析、電⼒系統穩定性與控制、電腦電驛、⼈⼯智慧、計算理論、雲端計算、可靠分佈式計算、量⼦計
算、系統晶⽚設計驗證、網路科技、無線網路與⾏動計算、多媒體科技、作業系統、⾳樂信號處理、語⾳信號電腦處理、
⾃動驗證、軟體測試、網路安全、資料探勘等課程。
歡迎有潛⼒的學⽣申請本系碩⼠班或博⼠班。
注意事項：
(1)申請者請⾄本所網⾴下載個⼈資料表。https://graduate.ee.ntu.edu.tw/
(2)若經錄取須於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指導教授限本系該組教師。
(3)本系可視需要以電話或視訊進⾏訪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位證書或學⽣證影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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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學術著作
(必)：碩⼠論⽂(應屆業⽣可繳交論⽂初稿)或已公開發表且有同⾏審查之學術論⽂。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語⾔能⼒證明：
(1)英⽂能⼒：相當於 CEFR 流利級 C1 以上之英⽂能⼒證明或TOEFL (iBT)總分80 以上或同等證明。以英⽂為官⽅語⾔
國家或本國⼤學畢業之申請者得免附英⽂能⼒證明。
(2)中⽂能⼒：相當於 CEFR 基礎級 A2 以上之中⽂能⼒證明或中⽂學習之相關證明⽂件。海外臺灣學校學⽣、以中⽂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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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之國家(或地區)或本國⼤學畢業之申請者得免附中⽂能⼒證明。
60155 招⽣名額: 4名 國⽴臺灣⼤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訊產業為全球最重要的產業之⼀，臺⼤資訊系扮演培育未來頂尖技術⼈才及領導者的搖籃，並從事跨硬軟體及醫學領域
的研究。本系課程概分為下列七⼤領域：計算機理論、計算機軟體、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網路、智慧系統、多媒體系統、
⽣醫資訊。學⼠班課程以培養同學前四⼤領域的扎實基礎為主，輔以對各領域的基本認識。碩⼠班以及博⼠班課程則提供
同學於專精領域的進⼀步訓練，以為未來從事資訊研究⼯作而鋪路。本系畢業學⽣可從事之就業類別如：資訊類（電腦與
通訊）、網際網路系統研發、技術創新，或從事資訊設計師、資訊系統管理師、研究⼈員及教師等相關⼯作。經過數⼗年
之耕耘，本系系友廣佈於產官學界各⾓落並有相當傑出的表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英⽂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
(選)：無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英⽂⾃傳必繳
60156 招⽣名額: 3名 國⽴臺灣⼤學 光電⼯程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ot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
系所分則
本所師資優良，研究包含以下幾項領域：
1. 顯⽰科技：液晶顯⽰、有機發光⼆極體顯⽰、⾮晶矽/多晶矽/微晶矽薄膜電晶體、透明⾦屬氧化物半導體、軟性電⼦、
投影顯⽰、3D⽴體顯⽰及顯⽰⽤光學微機電元件等研究。
2. 能源科技：固態照明、有機/無機/混成太陽能電池、發光元件之新穎材料與奈⽶結構等研究。
3. 奈⽶科技：量⼦點、奈⽶柱、奈⽶線、光⼦晶體、表⾯電漿⼦、奈⽶等級製程與量測等研究。
4. ⾮線性光學科技；⾮線性光⼦晶體、波⻑轉換器、鐵電⾮線性光電元件。
5. 光纖通訊：主動及被動光纖元件、光通訊模組及次系統，及波⻑分割多⼯光傳輸系統、光互連、光⼦積體電路等研究。
6. 各類光電⼦及電⼦元件：寬能隙半導體、鈮酸鋰光波導、矽光⼦元件、量⼦點/量⼦井發光元件、雷射⼆極體、光放⼤
器、光檢測器、互補式⾦氧半導體光電元件、氮化物半導體等研究。
7. ⽣醫光電：⽣物感測、⽣醫儀器、同調光學斷層掃描、⾮侵⼊式光學顯微鏡、諧波顯微術、太赫茲感測等研究。
8. 電腦輔助光電數值模擬研究：光學與太赫茲波導結構、微奈⽶結構、光⼦晶體結構、光電半導體元件、光學元件與系
統、⽣醫影像等模擬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教授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專題成果、期刊
與會議論⽂等。
6. 學術著作(選)：碩⼠論⽂或摘要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碩⼠班成績名次證明 8. ⾃傳(必)：簡要⾃傳（1000
字以內，不限中英⽂）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僑居地⾮英語系國家之申請者，需附中⽂或英⽂能⼒證
明。
60157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電信⼯程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所含「電波」、「通訊與信號處理」及「資料科學與智慧網路」三組。「電波」主要研究領域為天線、微波及毫⽶波電
路、系統封裝及電磁相容等技術。「通信及訊號處理」為國內最早開始從事數位通訊及信號處理⽅⾯研究之學術單位，主
要研究領域為通訊、信號處理、光通訊及多媒體網路。「資料科學與智慧網路」主要研究領域為機器學習、⼤數據分析、
認知神經機器⼈學、資料隱私與訊息檢索、物聯網、軟體定義網路、與網路功能虛擬化技術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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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
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學術著作(選)：碩⼠論⽂ 9.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電信領域專
業能⼒檢測認證 10. ⾃傳(必)：簡要⾃傳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0158 招⽣名額: 4名 國⽴臺灣⼤學 電⼦⼯程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依研究領域分為積體電路與系統組、奈⽶電⼦組及電⼦設計⾃動化組三組招⽣。課程除傳統授課模式，亦可參與跨領域的
整合研究計畫，或與企業合作，以期獲得產學結合的研究成果，進⼀步提升我國電⼦科技之研究⽔準及國際地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註明欲申請組別(限此三組之
⼀：ICS、奈⽶電⼦、EDA) 4. 師⻑推薦函(選)：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傳
(選)：簡要⾃傳(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1)英⽂能⼒：相當於 CEFR 流利級 C1 以上之英⽂
能⼒證明或TOEFL (iBT)總分80 以上或同等證明。以英⽂為官⽅語⾔國家或本國⼤學畢業之申請者得免附英⽂能⼒證明。
(2)中⽂能⼒：相當於 CEFR基礎級 A2 以上之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或本
國⼤學畢業之申請者得免附中⽂能⼒證明。
60159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Networking and Multimedia
系所分則
本所研究著重學術創新與產業應⽤，並⿎勵跨領域合作。為縮小學術界與產業界的落差，規劃網路、多媒體、資料科學與
⼈⼯智慧及系統應⽤等重點研發領域及相關課程，積極培養國家資訊基本建設與網路多媒體產業發展時所需之⾼級⼈才。
在產學合作⽅⾯，本所積極與產業界互訪了解需求，以增加研究成果的實⽤價值，⿎勵創新創業，協助產業提升技術研究
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第 17 ⾴ -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英⽂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
(選)：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英⽂簡要⾃傳(1000字以內)
60160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醫電⼦與資訊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lectronics and
Bio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就申請者資料加以審查。附1.簡要⾃傳(1000字以內)、2.成績單、3.⼆封推薦函、4.研究計畫書(務必註明申請組別為⽣醫
電⼦組或⽣醫資訊組)。僑居地⾮英語系國家及⼤學未於台灣就讀之申請者，需附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務必註明申請組別為⽣醫電⼦組
或⽣醫資訊組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簡要⾃傳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6016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法律學系 College of Law
系所分則
⼀、報考資格：應具備法律或相關領域碩⼠以上學位。⼆、學歷證明、⼤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碩⼠論⽂或代表著作⼀
份、⾃傳(1000字以內)、研究計畫(⾄少10⾴)、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
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外語(英、⽇、德、法)能⼒證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應具備法律或相關領域碩⼠以上學位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少10⾴) 4. 師⻑推薦函(選)：無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代表著作⼀份 6. ⾃
傳(必)：⾃傳1000字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
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和外語(英、⽇、德、法)能⼒證明均須繳交。
6016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育⽬標聚焦於基礎⽣命科學研究及教學。建⽴現代⽣物科學的各主要領域如分⼦⽣物、基因體學、細胞⽣物學、
神經⽣物學、⽣物系統模式、及理論⽣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學⼠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2封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
(選)：碩⼠論⽂ 7. ⾃傳(必)：⾃傳(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
60168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化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因應臺灣⽬前及未來的⽣物科技發展，培育基礎及⾼級⽣命科學研發⼈才。
課程規劃有專題討論：4學分...等等。
畢業⽣未來發展：
1. 產業界：⽣化科技相關產業研發、製程、品管等。
2. 學術界：⽣物醫農各⽅⾯基礎或應⽤⽣化科技之教學與學術研究。
3. 其它：⽣化科技相關政策規劃管理、專利法律、投顧評估等。
辨⾊⼒異常者不易辨別動、植物形態及顏⾊以及各種染⾊的切⽚與標本，也影響對各種化學分析的辨別，選填本系時宜慎
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 GPA 3.0 (A=4.0) 以上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少2封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GRE 成績單 6. 學術著作(必)：含碩⼠論⽂ 7. ⾃
傳(必)：附個⼈履歷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 中⽂能⼒證明
2. TOEFL成績單或其他英語檢定證明
60163 招⽣名額: 3名 國⽴臺灣⼤學 植物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Plant Biology
系所分則
請參考 http://plantbio.lifescience.nt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必繳 4. 師⻑推薦函(必)：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附簡要⾃傳 (1000字以內)、研究計畫。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其他學術著作 7. ⾃傳
(選)
6016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分⼦與細胞⽣物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系所分則
細胞為構成⽣命個體的基本單位，研究細胞內分⼦之間的運作與功能的表現，便成為了解⽣命現象的⼀個重要基礎。爰
此，本所以分⼦⽣物學、細胞⽣物學、遺傳學、發育⽣物學、系統⽣物學、與合成⽣物學等為研究⼯具，探討多種模式⽣
物的基因體、基因調控細胞的結構與功能、發育與遺傳機制等問題。我們所使⽤的模式⽣物包括⼤腸桿菌、酵⺟菌、線
蟲、果蠅、斑⾺⿂、阿拉伯芥、⼤⿏等，涵蓋範圍從原核到真核⽣物、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圓蟲到哺乳動物，這些⽣物
提供多樣性的研究平台，讓我們可以選取適當的⼯具，從不同的⾓度切⼊，系統性地探討以分⼦與細胞為基礎的⽣命現
象，並可進⼀步⽐較物種間的共通性和差異性。任何既有的⼯具和⽅法都有其侷限性，但隨著科技進步和跨領域研究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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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的科研概念和技術也都如⾬後春筍般不斷地浮現，本所教師也都與時俱進，或直接或藉由團隊合作⽅式，採⽤尖
端技術以突破研究瓶頸，這些技術包括奈⽶材料的運⽤、超⾼解析度顯微影像等。新進教師的聘任也以能為本所帶來新的
研究概念或系統為期許。藉由模式⽣物系統的研究和先進技術的運⽤，本所的⽬標便是在培育俱現代⾼等⽣物學專⻑之科
學教學與研究⼈才，以供國家發展⽣物科技，進⾏基因醫藥衛⽣與農業改良之現代化需要，並提升國內整體⽣命科學研究
的⽔準，使其具有國際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少10⾴的留學計畫書: 詳述研究經驗、讀書計畫以及有興趣的研究領域，並請與本所的⽼師討
論未來可能的研究⽅向。附簡要⾃傳(1000字以內)、研究計畫。
6016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態學與演化⽣物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系所分則
本所之教學⽬標在培育學⽣具備⽣態學與演化⽣物學⼆⽅⾯之專業智能，兼顧學術理論之探討及實務之應⽤。本所現有專
任、合聘、兼任師資包括特聘講座1名、教授13名、副教授6名、助理教授4名 、講師1名。本所的課程及研究內容涵蓋分⼦
演化⾄⽣態系統，舉凡基因遺傳變異、演化發育學、個體⾏為與⽣態、族群、群聚、⽔域和陸域⽣態系、古⽣態、地景⽣
態、⾃然保育、⽣物地理、⽣物多樣性、⻑期⽣態、系統分類等領域均有所涉獵，並強調各階層與相關領域之整合，竭誠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共同參加。
**有關本系（所）開設之必修課程可參考下表，惟實際開課課程仍以教務處公佈為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1000字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流利
6016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漁業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Fisheries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所為漁業科學發展的教學與研究單位，⽬的在傳授漁業資源管理的理論與實務經驗，並開發⽔產養殖新技術，以解決資
源⽇益匱乏的產業問題以及促進新漁業發展。
本所的教學與研究⽅向著重於⽔⽣⽣物和漁業資源管理的基礎教育，以及現代⽣物技術的開發與病害防治、環境保育及資
源管理，並考慮整體⽣態系的平衡。同時也將研究成果技術轉移⾄國內外海洋⽣技產業，並發展⽣物技術於⽔產增殖、品
種改良與⽔⽣⽣物資源的永續利⽤。
未來⽅向，將整合校內現有之漁業相關教師等⼈才物⼒資源，朝向:（⼀）海洋⽣物科技與分⼦⽣物、（⼆）⽔⽣⽣物繁養
殖技術與⽔域⽣態環境、（三）漁業⽣物學、資源管理與復育及漁村社造等三⼤主軸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傳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
60167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學 ⽣化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chem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所碩⼠班之教育⽬標：培育兼具⽣物與化學專⻑之研究⼈才，以提供國內學術及⽣化產
業所需之基層研發⼈⼒。本所師⽣近年的研究領域包括：蛋⽩質化學和蛋⽩質體學、結構
⽣物學、遺傳⼯程和基因體學、神經化學和訊息傳導、分⼦及細胞⽣物學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
(必)：教師或專業⼈⼠推薦函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收件⼈：Yu, Lung-Chin、聯絡電話：23665502、E-mail：ibs@ntu.edu.tw、收件截⽌⽇：2020-01-09）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期刊論⽂、著作、得獎紀錄、研究成果報告等。本項資料，無則免繳 5. 學術著作
(必)：碩⼠論⽂(如為初稿，需經指導教授簽署，⽅可繳交) 6.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6019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學 基因體與系統⽣物學學位學程 Genome and Systems Biology Degree Program
系所分則
系統⽣物學是本世紀重要前瞻的科學，不同於傳統⽣物學僅針對⽣物體的個別構成物質（如個別基因、個別蛋⽩質）或個
別⽣化反應進⾏研究，系統⽣物學則是對⽣物體的所有構成物質（如所有基因、所有蛋⽩質）、所有⽣化反應等進⾏整合
性、全⾯性地研究，建⽴其間相互作⽤的動態網絡，並可藉由數學模型來定量描述及預測細胞或⽣物體的表型與功能。基
因體學是系統⽣物學的⼀部份，也是本校在系統⽣物學領域發展較具規模的⼦領域，為使基因體學的研究能繼續深耕，並
促進系統⽣物學的發展，因此我們整合這些領域的優秀師資設⽴「基因體與系統⽣物學學位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
信 2 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其他學術著作 7. ⾃傳(必)：
⾃傳 (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學校代碼
02
聯絡電話 886-6-2757575
地址 70101臺南市⼤學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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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6-2766430

資料

網址 https://web.nck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僑⽣與陸⽣事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活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12-1069-19840.php?Lang=zh-tw
宿舍 ⼤學四年保證住宿(須每年提出申請)
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備註
http://www.ncku.edu.tw。
60260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成⽴迄今60年，在中國⼈⽂學術領域(思想、⽂學與⽂獻考據)，都有⼗分優異表現。同時並重古典⽂學與現學，尤其
在⽂學理論與⽂藝創作實踐領域，更有鳳凰樹⽂學獎與鳳凰劇展等相關活動，享譽國內外，形塑了⼗分優良的學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
出，地址：NO.1,University Road,Tainan City 701,Taiwan,R.O.C、收件⼈：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聯絡電
話：886-6-2757575 ext.52100、E-mail：em52100@email.nck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學術著作
(必)：碩⼠論⽂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60221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外國語⽂學系外國⽂學組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Ph.D.
Program Group/Track: Foreign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具有批判思維、優秀外語能⼒、跨國⼈⽂素養及在地關懷之專業⼈才。
研究⽣核⼼能⼒
*具備專業⽂學或語⾔學的英語溝通能⼒
*具備獨⽴發掘與解決學術議題的能⼒
*熟稔各種理論基礎，具備批判性書寫的能⼒
*培養具備跨領域的批判思維及全球脈動的觀察視野
*培養具備創新領導、團隊合作、創意研究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或學術
著作、個⼈作品 6. ⾃傳(必)：英⽂⾃傳 7. 讀書計畫書(必)：(1)英⽂讀書計畫(2)讀書計畫應涵蓋研究興趣、未來研究⽅
向等。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GEPT等。
60262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外國語⽂學系語⾔學與外語教學組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Ph.D. Program Group/Track: Linguis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具有批判思維、優秀外語能⼒、跨國⼈⽂素養及在地關懷之專業⼈才。
研究⽣核⼼能⼒
*具備專業⽂學或語⾔學的英語溝通能⼒
*具備獨⽴發掘與解決學術議題的能⼒
*熟稔各種理論基礎，具備批判性書寫的能⼒
*培養具備跨領域的批判思維及全球脈動的觀察視野
*培養具備創新領導、團隊合作、創意研究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
碩⼠論⽂及/或學術著作、個⼈作品 6. ⾃傳(必)：英⽂⾃述 7. 讀書計畫書(必)：(1)英⽂讀書計畫(2)讀書計畫應涵蓋研
究興趣、未來研究⽅向等。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60201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1. 本系地處台南府城，座落於國定古蹟內，擁有獨⽴的系館。
2. 因地緣之便，與在地的地⽅政府相關機構、國⽴臺灣⽂學館、國⽴臺灣歷史博物館和⽂史宗教機構均有緊密合作，經常
執⾏編寫地⽅誌或進⾏各種⽥野調查、口述歷史計畫等等，是南臺灣歷史研究的主要基地。
3. 本系師資之研究與教學領域多元，涵蓋範圍廣泛；除史學知識的傳遞外，並著重理論與實作的結合，培養學⽣回應多元
⽂化時代需求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
60202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台灣⽂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為完整的台灣⽂學系所，以台南府域的特殊環境，加上堅強的師資，以及現實社會的趨勢與教育改⾰的需求，將朝向
積極搜集、整理臺灣⽂史相關⽂獻，從事以臺灣為中⼼的全⽅位研究，加強理論與⽅法之訓練，以提昇台灣⽂學學術的⽔
準，落實本⼟語⽂教育的改⾰，進而與國外學界多⽅交流合作，協助台灣⽂學⽣態良性發展的⽬標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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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或台⽂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1)相關論⽂著作或其他有利審查之⽂件（選）(2)視需要參加本系舉辦之⾯試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60203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數學作為⼀切⾃然科學、⼯程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的基礎，也擁有⼀套⾃有完整的理論體系。成⼤數學系除了提供
必修課程的基礎訓練，也讓學⽣有相當⼤的選課⾃由來探索⾃⼰的興趣。學⽣可以接續本系的選修課程來深⼊探討數學理
論，也可以接觸其他科系並認識數學的廣泛應⽤。未來除了成為數學研究者或是教師，也可以將數學結合其他領域如資訊
或⾦融，繼續深造或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限1000字內，親筆中⽂書寫。 8.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GEPT等。
60204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研究部除傳授較⾼深的物理學知識外，還指導學⽣從事物理學的研究，以訓練學⽣獨⽴思考、研究的能⼒，誘發學⽣創造
的潛⼒，使學⽣畢業之後，無論從事教學或研究均能對社會、⼈類有重⼤的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 University Rd., Tainan
City 701, 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Physics、聯絡電話：+886-6-2757575 ext. 65257、E-mail：
em65200@email.ncku.edu.tw、收件截⽌⽇：2020-01-10）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
(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
TOEIC等。
60205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或變⾊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60206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地球科學系 Dept. of Ear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臺灣位處歐亞⼤陸之前緣，屬年代較新的地塊，⼜因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接處，板塊運動等新期地質活動頻
繁，具有獨特且有別於中國古陸塊之地質環境，如：沈積環境、地層、地史、古⽣物化⽯、礦物岩⽯及地質構造。教學研
究分三⼤領域：礦物科技、地球環境（地球化學、地球物理）、⾃然資源（⽔資源、能源資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不限格式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
題作品為多⼈合作者，需詳細註明合作者姓名及⾃⼰所負擔部分，並請指導⽼師或系所主管簽名，若有不實者，不予錄
取。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若論⽂尚未完成，請繳交初稿）1份。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60243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光電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整體⽬標在培育光電⼈才，重點是以基礎及整合教育為主軸，使畢業⽣有良好之學術與技術背景，以從事前瞻性的
學術研究及產業科技研發，亦有能⼒配合電⼦、資訊及通訊產業之發展。具體的教育與研究重點將著重在基礎光電及前瞻
的光電科技課程，例如：奈⽶光學、太陽能光電、光學設計、光電信號處理、光電材料、元件模組、系統及光資訊儲存、
光電通訊及平⾯顯⽰器等相關之應⽤，其最⼤特⾊是上、中及下游整合，兼顧產業應⽤與學術前瞻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60247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pace and Plasma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所特⾊以電漿物理為基礎，發展太空科學與電漿科學尖端應⽤。初期以成為台灣在太空與電漿科學的研究重鎮為⽬標，
未來希望能成為世界級的研究所。本所為台灣唯⼀專注電漿相關研究的研究所，已發展各種電漿現象之量測實驗、理論和
模擬等研究，並積極投⼊核融合能源研究。本所也是國內唯⼀單獨與電漿科學研究相關的太空科學研究所。本所⾃102學
年起設⽴博⼠班，提供完整的專業學程以吸引優秀師⽣，並將培養前瞻領域的⾼階研究⼈才視為我們的重要責任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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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60208 招⽣名額: 5名 國⽴成功⼤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宗旨為傳授機械⼯程學及其他有關之專⾨知識，使其畢業時具有解決機械⼯程問題之雄厚基礎，經過實際⼯作後
更能成為優秀機械⼯程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考⽣務必附上⼤學和碩⼠的總平均（GPA）及總排名證明，如未附上視為資格不符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學歷年成績單（必）：請考⽣務必附上⼤學和碩⼠的總平均
（GPA）及總排名證明，如未附上視為資格不符 (2)其他有利審查之⽂件，如論⽂著作、研究計畫書（選）
5. ⾃傳(必)：英⽂⾃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
明
60209 招⽣名額: 11名 國⽴成功⼤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化⼯系歷史悠久，學⼠、碩⼠、博⼠班皆為台灣⾸創，系友廣佈，⼀直都是企業界的最愛。專任教師共40位，陣容龐
⼤，研究領域多元化，包括⽣物科技與⼯程 、光電材料與奈⽶⼯程、⾼分⼦材料、能源技術與程序系統⼯程等，且量能與
⽔準皆可與世界⼀流化⼯系並駕⿑驅，對於培養各種專業素養及未來繼續深造或就業提供相當良好的條件。
2. 本系除⼀般化⼯課程外，另設有⽣物科技與⼯程、光電材料與奈⽶⼯程、⾼分⼦材料、能源科技與程序系統⼯程四個學
程供學⽣⾃由選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系國家申請者須附英⽂檢定証明。
60251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資源⼯程學系 Dept. of Resource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宗旨定位在資源的開發、利⽤、管理、保育、及再⽣回收的教育及研究機構著重於礦物資源、⽯油資源等，將教
學、研究及服務社會融為⼀體。本系的特⾊在於兼具專業及多元化，包含資源開發與地質⼯程、礦物材料科學⼯程、資源
再⽣⼯程以及資源經濟及管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讀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預期⽬標與未來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
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GEPT等
60210 招⽣名額: 4名 國⽴成功⼤學 材料科學及⼯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專精於奈⽶、⾦屬、陶瓷、⾼分⼦材料與功能性材料，如:半導體、光電、複合、超導、能源及⽣醫材料之教學與研
究。本系之專任教師幾乎全為世界名校博⼠畢業，對學⽣畢業後到國外繼續深造或進⼊⾼科技公司及世界⼤廠就業皆提供
相當有利的條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傳(必) 5. 讀書計畫
書(必)
60211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養⼟木專業⼯程師為教育⽬標，包括⼟木⼯程科學基礎、專業知識、規劃分析、設計與試驗能⼒。重視善待環境與⼈
⽂等基本素養，及團隊合作能⼒與國際觀，具備國外知名⼤學建⽴雙聯學程等多元研習合作管道。除了傳統結構、⼤地、
交通、材料、⼯程管理等領域，近年積極發展地震暨振動災害、⼈⼯智慧應⽤、離岸⾵⼒發電、軌道⼯程、結構⽕害、綠
道路/綠⼟木等跨域整合研究，開拓創新技術與學術研究的嶄新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60212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利及海洋⼯程學系 Dept. of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為臺灣唯⼀的⽔利及海洋⼯程學系，以培育全⽅位的⽔利及海洋⼯程專業⼈才為⽬標，使其具有創新能⼒、⼈⽂素
養、領導能⼒及國際觀。
2.研究及教學⽅向包含⽔資源開發利⽤、防洪及排⽔⼯程、⽔⼟保持、⽣態⼯程、海岸（洋、港）⼯程及⽔海相關災害防
治等。
3.本系具有師資完整、研究設備優良、研究成果豐碩、產學合作傑出、國際交流頻繁等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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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13 招⽣名額: 3名 國⽴成功⼤學 ⼯程科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系所分則
與電機、機械、資訊等之⽐較，電機、機械、資訊等分別在其各⾃之領域中作專精之研究，但本系卻是學習集合這三⽅⾯
研究之基礎知識，再依所需專精或走向系統整合。本系學⽣必需具備資訊⼯程、控制與通訊⼯程及應⽤⼒學三⽅⾯的基礎
知識，進而選擇其中領域為其專⻑或兼備上述三領域的科技整合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0214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程學系 Dept. of Systems and Naval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依發展⽅向分為兩⼤組：
系統及船舶機電⼯程學系
(⼀) 船舶設計組：本系課程規畫強調跨領域知識的培養與專業知識的應⽤。課程安排理論與實務並重，可讓學⽣在學習中
找到⾃⼰的興趣，在學習中發現⾃⼰的能⼒。本組強調船舶與⽔下載具設計之雙專業，技術內涵包括流⼒系統分析、穩定
結構設計、輪機控制系統及熱流技術與⽔下載具技術之整合訓練，可符合業界實際需求，達成培育船舶設計科技⼈才為⽬
標。在學成績優異者，可申請勵學獎學⾦。
(⼆)電控系統組：本系課程規畫強調跨領域知識的培養與專業知識的應⽤。課程安排理論與實務並重，可讓學⽣在學習中
找到⾃⼰的興趣，在學習中發現⾃⼰的能⼒。本組強調機電控制與系統設計雙專業，涵蓋電機、機械、控制、通訊之整合
訓練，符合業界實際需求，促進不同領域的整合，達成培育跨專⻑領域之系統整合科技⼈才為⽬標。在學成績優異者，可
申請勵學獎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ELTS、TOEIC等
60215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航空太空⼯程學系 Dep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與研究概分為以下領域：流體⼒學與空氣動⼒學、燃燒 / 熱傳與噴射推進、結構與材料、導航與控制、⺠航技
術、太空科技、微奈⽶機電等；未來並加強跨領域之合作發展，使學⽣具備深⼊之科技專業與廣闊之尖端知識，除傳統之
⾶機及衛星科技外，亦朝微⾶機及微衛星的系統發展，引領我國航太科技橫跨巨觀及微觀雙世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英⽂檢定成績證明 (2)英⽂檢定成績証明，如：
TOEFLibt、IELTS、TOEIC等
60216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環境⼯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學制領域完整、師⽣同⼼、社會評價⾼。
2. 各項教研儀器設備精良，具國際頂尖⽔準。
3. 廣納國際知名教授，推動教學研究國際化。
4. 與校內外頂尖研究中⼼「永續環境實驗所」整合發展。
5. 發展尖端環保科技，提昇產業競爭⼒。
6. 通過IEET認證規範：建⽴教研之「⾃我檢討」、「持續改善」及「⾃我管理」之機制。
7.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臟病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6. ⾃傳

60217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Dept. of Geo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之研究教學專業領域包含了地球空間資訊的收集、分析、解讀、管理及應⽤科技。從專業領域的相關性來分類，本系
⼤致可分為三個代表性專業領域:全球定位系統、衛星遙測以及地理資訊系統，通稱為3S (GPS, RS and GIS) 科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請逕⾏⾄本系網⾴下載)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相關著作 6. ⾃傳(必)：中⽂及英⽂⾃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及英⽂讀書計畫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60244 招⽣名額: 4名 國⽴成功⼤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學後，依興趣來選課，共分「⽣物⼒學」與「醫學電⼦資訊」等19個實驗室。以培育醫⼯專業⼈才，建⽴南台灣的
醫療器材產業。強化並擴⼤現有國際合作的規模及對象，深化合作團隊的交流與發展，期望將成⼤醫⼯系發展成國際⼀流
教學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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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審查之⽂件（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學歷年成績單（必） (2)其他有利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60245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Institute of Ocean Technology and Marine Affairs
系所分則
台灣以海洋⽴國，與海洋間隱藏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未來的國家發展中正缺乏能有效地解決國內和國際間海洋相關事宜的
⼈才。而如何培育⾜以解決海洋事務問題的⼈才則為本所成⽴的宗旨。本所全名為「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期許培養
出在海洋專業領域中具有科技與事務管理兼具的專業能⼒、放眼於國際間的專業⼈才，因此教育主軸為科技、管理、法
律、政策四領域整合，由四⼤⽅向招聘專業師資，規劃相關教學課程及發展特⾊研究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學歷年成績單（必）(2) 履歷
（必）(3)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件（如語⾔能⼒、獎勵等）（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參考著作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60255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能源⼯程國際博⼠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Doctoral Degree Program on Energy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學程為全英語授課之學位學程，針對學⽣在能源領域的未來發展，規劃完整的基礎課程及專業課程，內容涵蓋傳統能
源、再⽣能源、節能科技、環境科技、能源新利⽤、電能管理、以及能源經濟與策略，結合本校傑出的能源領域研究能量
與國際化的教學環境，協助學⽣建⽴能源科技的完整知識，了解能源技術前瞻發展，具備參與未來全球能源運動的國際
觀，從而建構紮實的綠⾊能源技術專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
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60233 招⽣名額: 5名 國⽴成功⼤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1.奠定深厚專業知能:教育學⽣專業學識，並具備創新、分析、設計及實踐四⽅⾯能⼒，以養成其深厚之電
機⼯程專業知能、賡續學術研究及跨領域整合之能⼒；2.加強團隊合作能⼒：教育學⽣具備寬廣之知識、溝通技巧與團隊
精神，以迎接不同⽣涯發展之挑戰，並對終身學習之必要性有所認知；3.實踐多元領域學習:提供學⽣⾜以適應國際化及社
會需求之優質教育內容，並教育學⽣瞭解電機⼯程師於社會、環境、倫理⽅⾯之⾓⾊及責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論⽂著作等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須標明申請組別(材料組、控制組、電⼒組、VLSI/CAD
組、儀器系統與晶⽚組或資訊與系統組)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檢定成績證明
60234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微電⼦⼯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s
系所分則
本所教育⽬標：
1.奠定深厚專業知能:教育學⽣專業學識，並具備創新、分析、設計及實踐四⽅⾯能⼒，以養成其深厚之微電⼦⼯程專業知
能、賡續學術研究及跨領域整合之能⼒。2.加強團隊合作能⼒：教育學⽣具備寬廣之知識、溝通技巧與團隊精神，以迎接
不同⽣涯發展之挑戰，並對終身學習之必要性有所認知；3.實踐多元領域學習:提供學⽣⾜以適應國際化及社會需求之優質
教育內容，並教育學⽣瞭解微電⼦⼯程師於社會、環境、倫理⽅⾯之⾓⾊及責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論⽂著作等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檢
定成績證明，如TOCFL或TOEFL ibt、IELTS、TOEIC等。
60235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電腦與通信⼯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所教育⽬標:1.奠定深厚專業知能:教育學⽣專業學識，並具備創新、分析、設計及實踐四⽅⾯能⼒，以養成其深厚之微
電⼦⼯程專業知能、賡續學術研究及跨領域整合之能⼒；2.加強團隊合作能⼒：教育學⽣具備寬廣之知識、溝通技巧與團
隊精神，以迎接不同⽣涯發展之挑戰，並對終身學習之必要性有所認知；3.實踐多元領域學習:提供學⽣⾜以適應國際化及
社會需求之優質教育內容，並教育學⽣瞭解微電⼦⼯程師於社會、環境、倫理⽅⾯之⾓⾊及責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須標明申請組別(資訊與系統組、通訊與網路組) 8.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檢定成績證明，如TOCFL或TOEFL ibt、IELTS、TOEIC等。
60250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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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資健全、設備優良致⼒於培育新⼀代資訊科技⼈才，積極研究和開發電腦軟/硬體及資訊應⽤相關技術，結合國內產
官學研之各項資源，並與國際接軌，提升國內之產業技術，並且極⼒爭取建教合作，讓理論與實務並重，提供優良學習環
境，以培育全能資訊專業⼈才為⽬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程式設計相關作品，附上作
品相關資料及連結。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60236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Institute of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and Systems
系所分則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為全國唯⼀整合系統、管理、資訊、電機與製造技術之⾼等學術單位。由於教師具系統、管理、資
訊、電機與製造技術之背景，加上多元之學⽣來源，透過產學合作，將提供未來產業朝精密化、系統化、⾼技術等⽅向發
展，所需之系統整合技術與⼈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0252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奈⽶積體電路⼯程博⼠學位學程 PhD Degree Program on Nano-Integrated
Circuit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學程教育⽬標：
1. 奠定深厚專業知能：教育學⽣專業學識，並具備創新、分析、設計及實踐四⽅⾯能⼒，以養成其深厚之奈⽶積體電路⼯
程專業知能、賡續學術研究及跨領域整合之能⼒；2. 加強團隊合作能⼒：教育學⽣具備寬廣之知識、溝通技巧與團隊精
神，以迎接不同⽣涯發展之挑戰，並對終身學習之必要性有所認知；3. 實踐多元領域學習:提供學⽣⾜以適應國際化及社會
需求之優質教育內容，並教育學⽣瞭解奈⽶積體電路⼯程師於社會、環境、倫理⽅⾯之⾓⾊及責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論⽂著作等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檢定成績證明，如TOCFL或TOEFL ibt、IELTS、TOEIC等。
60237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成⼤建築系創⽴於1944年，為台灣地區相關科系中歷史最悠久者，2015、2016年QS世界⼤學建築系排名，為台灣唯⼀列
⼊世界前⼀百⼤之建築系，擁有完整的教育學程，涵括1.建築設計2.設計運算與數位製造3.環境規劃4.建築歷史與⽂化資產
保存5.建築結構6.建築⼯程與管理7.建築環境計畫與控制等研究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上請註明報考領域，並只限報考⼀
領域(如下擇其⼀) ，未註明清楚者可能影響審查成績。
甲組：設計運算與數位製造;⼄組：環境規劃;丙組：建築歷史與⽂化資產保存;丁組：建築結構;戊組：建築⼯程與管理;⼰
組：建築環境計畫與控制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建築設計作品集、碩⼠論⽂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料(須註明係獨立完成或多⼈參與完成，多⼈參與完成者，需表明所參與之部分)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
(必)
60238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都市計劃學系 Dept. of Urban Plann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兼備⼯程、管理、⼈⽂與美學素養的都市及區域規劃設計⼈才為主，並以整合發展設計智能及多媒體空間資訊
科技為主要特⾊。學⼠班教學以奠定空間規劃設計專業基礎為主，進階研究為輔；碩博⼠班旨在培育⾼階空間規劃設計專
業⼈才。歡迎關⼼公共事務與具備跨領域、多元化學習興趣者加⼊。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學歷年成績單 (2)舉凡作品集、著
作、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等均可納⼊其他有利審查⽂件繳交。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進修計畫書(必)：攻
讀博⼠學位計畫書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60239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設系本著「仁」本主義理念，創造舒適、安全及環保的產品與環境為⽬標，期透過完整的⼈⽂、科技、設計等課程，培
育專業的設計與企劃⼈才。本系配合⼯廠實習、設計實務與企業建教合作，期以理論與實際相互配合，以求對我國⼯業產
品的研究開發具實際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學歷年成績單 (2)其他有利審查之
⽂件：如論⽂著作、得獎、執⾏計畫等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須標明申請組別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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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40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Institut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Design
系所分則
本所隸屬於國⽴成功⼤學規劃設計學院，有別於⼯業設計系偏重產品的取向，創意產業介於產業規劃與企業創新間，以設
計為核⼼，加上產品、服務、策略，以現代科技及企業化經營模式，促使創意作品得以經濟化與產業化。
本所期望招收來⾃不同的學術背景且具備多樣性之研究專⻑的學⽣，以培養開發創意產業及跨領域整合性研究⼈才為主要
⽬的。
本所⽬前共分為三組：品牌與⾏銷企劃(甲(A)組)、媒體與互動設計(⼄(B)組)以及產業與服務創新(丙(C)組)。此外，為期
望台灣特殊⽂化與資源推廣於全世界，本所所有課程以英語⽂授課，相信以學⽣的多元背景與充沛的活⼒，能為台灣的⽂
化創意產業注⼊⼀股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皆以英⽂撰寫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1)履歷表 (CV) (必)(2)審查項⽬請皆以英⽂撰寫(3)請務必註明欲報考之組別。
6. 學術著作(必)：碩⼠論⽂⾮以中/英⽂撰寫者，需提供英⽂摘要。 7. 作品集(選)：報考⼄組媒體與互動設計之同學需
附上作品集以供審查委員參考。 8.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9.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60223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ancy
系所分則
本所以精研會計學術及培育會計專業⼈才為宗旨。在教學⽅⾯，兼顧理論與實務，藉由所內相關課程培養學⽣探究會計理
論之能⼒，提升學⽣會計理論之知識，並提供讓學⽣接觸會計實務之機會，幫助其了解會計實務，以達學⽤合⼀，同時並
重學⽣之⼼智發展，以期能培育學⽣具道德觀念，在未來秉持正直之精神、⾰命創新之能⼒從事學術研究或就業服務。此
外，亦培養學⽣之國際觀，增進其未來作為會計專業⼈員之競爭⼒，以符合全球商務與社會之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學歷年成績單(必) (2)詳細履歷表
(貼照⽚) (必）(3)其他有利審查之⽂件（如、參加⽐賽之作品、⼯作經驗證明等）（選） 5. ⾃傳(必)：中⽂及英⽂⾃傳
(簡歷、曾參與之研究、獎勵、社團活動)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及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英⽂語⽂能⼒
60225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財務⾦融研究所 Institute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藉由系所內開設之相關課程，培養學⽣探究財務理論之能⼒，提升學⽣財務⾦融之知識，及提供學⽣接觸相關財務實務之
機會，幫助其了解財務⾦融實務，以達到學⽤合⼀之要求。注重學⽣⼼智發展，以期能培育學⽣具有道德觀念，在未來秉
持正直之精神、⾰命創新之能⼒從事學術研究或就業服務。此外，培養學⽣具有展望國際遠景之視野，增進未來作為財務
⾦融專業⼈員之競爭⼒，符合全球商務與社會之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詳細履歷表(貼照⽚)(必)(2) ⼤學歷
年成績單(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件(參加⽐賽之作品、⼯作經驗證明等)（選）
5. ⾃傳(必)：中⽂及英⽂⾃傳(簡歷、曾參與之研究、獎勵、社團活動)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及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能⼒
60222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系所分則
著重統計⽅法創新之研究及統計理論推導之訓練，以培養洞悉問題、解決問題、具備獨⽴研究能⼒且研究成果可達國際⽔
準的專業統計精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60248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以數量⽅法和資訊科技為重⼼，應⽤於⼯業界之⽣產與管理，注重專業課程與實務模擬，養成學⽣正確的管理哲
學思想和研究創新精神，期與⼯程技術⼈員配合，構成現代⼯業主體。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1) 學⼠歷年成績單（必）(2) 其他有利審查之⽂件(如專題或⼯作經驗等，無則免附。)（選）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初稿)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檢定證明
60249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鑑於資訊科技蓬勃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企業電⼦化策略規劃以及兼具管理素養之管理⼈才的需求⽇殷，從傳統供
應鏈的產業觀念，到資訊協助產業之發展，本校特別成⽴資訊管理研究所碩⼠班，以理論與實務均衡發展，為國內培養企
業中⾼階資訊管理⼈才。本所發展重點可歸類為物件導向系統分析、管理資訊系統、電腦網路、⼈⼯智慧等四⼤⽅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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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學⼠歷年成績單（必）(2) 其他有
利審查之⽂件(如專題或⼯作經驗等，無則免附。)（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初稿)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
(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檢定證明
60218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承襲本校及本院結合創新與務實的校⾵與傳統，⾃基礎紮根，從⽣活教育細微處著⼿，務求培養出具備專業創新能⼒，誠
信務實特質與國際視野素養的優秀企業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1) 中⽂語⾔能⼒證明:須具備流利的中⽂聽說讀寫能⼒，選繳中⽂能⼒檢定證明。
(2) 選繳英⽂能⼒證明
(3) 中英⽂語⾔能⼒證明請⼀併上傳送出審查。
60219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國際企業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所為培養未來能為企業「規劃國際化策略、執⾏國際資源整合、拓展國際巿場並有效管理國際性企業」的中⾼級專業管
理⼈才，因此教育之重點在理論與實務兼顧，語⽂與專業知識並重。
本所安排課程多元且全⾯，包含財務、⼈⼒資源、⾏銷及策略之專業國際企業管理知識。本所超過75%的課程為英語授
課，且學⽣中有35%為外籍學⽣，學⽣可藉由課堂互動與課餘活動，精進外語能⼒與了解異國⽂化。
本所提供更廣更國際化的課程，藉此培養學⽣國際競爭⼒，提供紮實的專業技能及語⾔能⼒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60220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重點在培養國際化運輸與電信之專業⼈才、⿎勵國際期刊發表，提升學術研究⽔準與整合學術與實務，提⾼研究
能量，協助企業增進經營效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
語⾔能⼒檢定證明、專題報告等)。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5. ⾃傳(必)：中⽂⾃傳(個⼈簡歷、對交通管理之認識、曾經參與之研究計
畫、獎勵、⽣活記要、社團活動等)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60257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為提升學⽣之國際視野提供多元化之國際經營管理相關課程(碩、博合開)，為全英語授課，對應核⼼
能⼒⾮常廣泛，課程設計著重於國際觀、專業能⼒、溝通能⼒與組織整合能⼒，使學⽣⽇後能夠更具備國際經營管理之敏
感度。本所教師專⻑涵蓋國際經營管理中多像不同領域，學⽣經由各核⼼專業科⽬培養專業知能。本所外籍⽣來⾃世界30
餘國，特別著重跨⽂化之融合與管理，培養具備團隊合作及國際溝通能⼒領導⼈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1000字內英⽂⾃傳 7. 讀書計畫書(必)：1000字內英⽂讀書
計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60258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護理學系國際博⼠班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護理教學的特⾊著重有效的學習情境之設計，教導學⽣思考社會變遷對全⺠健康及護理專業的影響；應⽤整體性連性的概
念於個⼈，包括個⼈、家庭、團體與社區照顧；訓練學⽣應⽤護理過程解決個案的健康問題，並加強學在領導及護理研究
⽅⾯的能⼒。
護理學系的設⽴，除培育國內所缺之部份護理領導⼈員與師資，儲備進修⼈才外，並將配合全國醫療網及醫療合作計劃，
協助南部地區醫療、教育機構之護理⼈員及護理教師之在職進修，以達全⾯提升護理品質，推動護理專業之改進及創新之
⽬標。
於學習時產⽣困難或對醫療⼯作有安全之虞，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推薦函三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成績單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其他學術著作 7. 相關證照或檢定
證明(必)：護理師證書 8. ⾃傳(必)：英⽂⾃傳、學經歷與進修計劃書 9.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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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英語系國家需附英⽂檢定證明（以下擇⼀：(a)GEPT全⺠英語能⼒分級檢定中級複試。(b)
TOEFL-ITP 527分以上。(c) TOEFL-CBT 197（含）以上。(d) TOEFL-IBT 72分以上。 (e)IELTS國際英語測試5.5級
（含）以上。(f)TOIEC多益測驗750分（含）以上。）
(2)在英語系國家（澳⼤利亞、加拿⼤、英國、愛爾蘭、紐西蘭、南⾮及美國）取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英語檢定證明，
但須提供畢業證書作為佐證。
60253 招⽣名額: 3名 國⽴成功⼤學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 Institute of Clinical Pharmacy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藥學系的學程結合基礎醫學與藥物科學的知識，培訓健康照護與製藥科技的技能，並養成仁智兼備的專業態度，使畢業⽣
得以從事健康醫療相關之藥事服務與製藥產業之研究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限⽤英⽂，3000 字以
內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少⼆封(格式不拘)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學成績單(必) (2)其他有助於審查
相關資料(如投稿論⽂、得獎作品、外語能⼒證明等)(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60226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環境醫學研究所 Dept.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系所分則
環境醫學研究於1995年招收碩⼠班學⽣，2002年招收博⼠班學⽣，整體涵蓋四⼤研究領域包括⼯業與環境衛⽣、環境毒物
學與化學分析量測技術研究、流⾏病學、職業醫學。
本所設備完整師資優良，研究能量充⾜，⿎勵並補助碩博⼠班學⽣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畢業⽣均能在學術界及產業
界任重要職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
碩⼠論⽂摘要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檢定證明
60224 招⽣名額: 3名 國⽴成功⼤學 公共衛⽣研究所 Dept. of 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Medicine
系所分則
⼀、學制完備，多元學習：
成⼤公衛所⽬前有碩⼠班、博⼠班、碩⼠在職專班(MPH)三種學制，學制完備。此外，本所的學⽣背景多元，來⾃醫藥衛
⽣、護理、營養、統計、社會科學及其他相關領域，有利於彼此學習互動，擴⼤⾒聞。
⼆、師資完備，研究專精：
本所師資學養兼備，研究主題涵蓋衛⽣政策、社區衛⽣、流⾏病學、⽣物統計、健康促進、臨床試驗評估、成本效益分析
等，並致⼒於培育研究⽣獨⽴思考的能⼒，與臨床實務和公衛⼈員⼀起發掘健康與醫療相關議題，進⾏跨領域合作研究和
分析。
三、充裕的研究資源和獎助學⾦：
本所擁有多種全國性健康調查資料庫、健保資料庫、追蹤調查研究資料庫，以及統計分析軟體，有助於學⽣之學術研究發
展。且本所教師承接許多重要的研究計畫，有充裕的獎助學⾦及兼任助理津貼，可提供給有需要的同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者須有碩⼠學位或同等學歷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必)：⼤學成績單 5. 學術著作(選)：已發表之學術著作或其它有助於審查的相關資料 6. ⾃傳(必) 7. 讀
書計畫書(必)
60227 招⽣名額: 5名 國⽴成功⼤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所之設⽴乃為配合成⼤醫學中⼼發展之需要，培育基礎醫學研究及教學⽅⾯之博⼠學位⼈才，利⽤成⼤醫學院現有的⽣
化、藥理、⽣理、微⽣物及免疫學、分⼦醫學、細胞⽣物及解剖、醫事技術及⽣物檢驗等碩⼠班研究所及寄⽣蟲、病理學
科的⼈才及物⼒資源。教學上彼此配合，開授整合性之⽣命科學相關課程；在研究上以研究群的⽅式，彼此⽀援，進⼀步
整合發展現有的研究⼯作，以培養從事基礎醫學研究之優秀博⼠⼈才。並配合本校現有臨床醫學及理⼯學院之資源，發展
跨學⾨之重點科技，使其成為重要的⽣物醫學科學研究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檢定證明
60228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系所分則
1. 以疾病研究為導向培養優秀學術醫學研究⼈才以提升醫療，造福⼈類。
2. 培養兼具臨床與基礎醫學知識且能獨⽴創新研究的醫師科學家及轉譯醫學專⾨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含報考動機、學習主題、未來發展及完成學業所需能⼒、⽅法
等相關條件。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證明⽂件或專題報告等
6. 學術著作(必)：(1)碩⼠論⽂ (2)應屆⽣請檢附論⽂初稿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1)具中⽂聽說讀寫能⼒ (2)如有相關中⽂能⼒證明，請檢附
60229 招⽣名額: 4名 國⽴成功⼤學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Allied Health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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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所發展重點與特⾊為以下五項研究群：(1) ⾼齡健康與照護、(2) 身⼼發展與照護、(3) 動作科學與照護、(4) ⼼理健康、
(5)健康照護產業。本所⼊學考試採專業分組(臨床⼼理組、臨床認知神經組、物理治療組、職能治療組)⽅式進⾏審查，為
落實跨領域研究，於五項跨領域研究中選定⾄少⼀項研究群參加，並依其選定之專業分組及跨領域研究群之規定，修習相
關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英⽂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兩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本所教師
同意指導接受信，或擬進修領域之指導教授名單1-3名。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其他學術著作 6. 進修計畫書
(必)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系國家之申請者需檢附英⽂能⼒檢定
證明（例如：雅思IELTS 5.5 以上、托福TOEFL-ITP 530分以上、TOEFL-CBT 197分以上、TOEFL-IBT 72 分以上、或
多益TOEIC 750 分以上）。 在英語系國家取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英語檢定證明，但須提供畢業證書作為佐證。
60256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政治學系政治經濟學博⼠班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教學宗旨：培養能夠跨越政、經兩⼤領域、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具廣闊視野的專才，為國家的⽣存和發展，提供新⼀代的
⽣⼒軍。針對台灣內部和週邊亞太國家的政經形勢和相關問題，進⾏持續和深⼊的分析及研究，以期攀登這⼀嶄新學⾨的
學術⾼峰。推動並⽀援全校的社會科學教育，從而實現完整⼈格教育的理想。
研究領域：政經理論與⽅法、國家⾏政與治理、全球暨區域政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傳(必)：中⽂及英⽂⾃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及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英⽂能⼒檢定證明
60231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結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與組群選修課程。基礎必修課程依課程先後次序按學年排定，為法律學系學⽣必備之法律
知識；選修課程則依學⽣性向及未來發展選修，按基礎法學、公法學、⺠商法學、刑法學及程序法學等領域及科際整合規
劃課群，以培養具專業能⼒之法律⼈才為宗旨，並為⽇後增班或分組之芻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 限碩⼠法律相關學系畢業而獲有碩⼠學位或具同等學⼒者。(2) 獲錄取者，僅限選擇本系博⼠班
公法組、⺠法組或刑法組，報考時請於「讀書及研究計畫」中註明報考組別。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班歷年成績單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 (2)報考時請於「讀書及研究計畫」中註明報考組別。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0259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智科學原理與應⽤國際博⼠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 in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of Mind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學位學程為跨領域的學程，包含：認知、資訊⼯程、設計、及醫學等，強調理論與實務的應⽤。發展重點在於：1.建⽴
基礎與應⽤並重的跨領域博⼠學位學程、2.發展成為具國際競爭⼒的教研單位、3.與產業結合，培育創新研發⼈才。
研究群：
甲、⼼智科學（Mind Sciences），如：腦神經與情緒、認知、學習、語⾔、決策與設計之關聯性，包括決策神經科學、
情感神經科學、美感神經科學等
⼄、腦神經畢⽣發展與退化之防治（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丙、⼼智計算模型與應⽤(Computation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如：計算⼼智科學、⼈⼯智慧、⼈機互動、⼈
因⼯程、臨床視覺科學、計算科學等
（詳細請⾒本系網⾴：http://idppims.nck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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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個⼈基
本資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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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傳(必)：英⽂⾃傳 8.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證明
60232 招⽣名額: 2名 國⽴成功⼤學 教育研究所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所以教育理論及教育實務經驗培育教育學者、教育專業⼈員及輔導⼈員為宗旨，發展重點與本所特⾊為：
1. 培養主導教育⾰新的學者，養成專精的教育、輔導與研究專業⼈員。
2. 重視理論、實務與研究⽅法學的訓練（質、量的研究作業及報告，著重個案分析及⾏動研究），分「教學與評鑑」、
「⼼理與輔導」兩⼤領域開課，使學⽣有所專精與統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60241 招⽣名額: 3名 國⽴成功⼤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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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具備整體⽣命科學知能及⽣活基本知識涵養的現代公⺠。
1.教學上重視理論與實作課程配合，並積極推動與產業界相互之連結。
2.研究上主要分為⽣物醫學、基因體與⽣物科技、⽣態學等三⼤領域。
歡迎對探討⽣命科學有興趣之青年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推薦函⼆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 University Rd., Tainan City 701, Taiwan(R.O.C)、收件⼈：
Prof. Tzeng, Shun-Fen、聯絡電話：+886-6-275-7575 ext. 58101、E-mail：em65501@email.ncku.edu.tw、收件截
⽌⽇：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應屆⽣請附初稿) 7. ⾃傳(必) 8. 讀書計
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60254 招⽣名額: 5名 國⽴成功⼤學 ⽣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and Bioindustry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配合校內外學術及產業資源，培育學⽣具備深厚學理基礎、倫理素質、領導⼒、產業前瞻視野、團隊合作⼒、勇於挑
戰、創新⼒與突破⼒等⽣技產業實務能⼒之⽣物科技菁英領導⼈才，在「需求趨動科技創新、加速產業升級」的新思維，
具體貢獻於世界⽣技研發及產業發展。另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1)⼤學歷年成績單(必) (2)其他有利審查之⽂件，如：論⽂著作、得獎、研究經驗等。（選） 5. ⾃傳(必) 6. 讀書
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能⼒檢定證明
60261 招⽣名額: 1名 國⽴成功⼤學 轉譯農業科學博⼠學位學程 NCKU-AS Graduate Program in Translational
Agricultur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轉譯農業科學涵蓋⽣物科技、⽣物化學、分⼦⽣物學、遺傳與基因體學、代謝體學、⽣態學、⽣物資訊學等跨領域科學之
落實應⽤，故本學程之教育⽬標為培養具有紮實⽣物科學基礎研究訓練，並能將之應⽤的轉譯⽣物跨領域⾼階專業⼈才。
學⽣透過學程課程學習應具備之核⼼能⼒包含：(1)基礎⽣物科學知識與研究能⼒、(2)國際化視野、能溝通、發掘與解決
問題、(3)跨領域思維，能將基礎研究實⽤化的轉譯思考應⽤能⼒。本學程除核⼼基礎課程及轉譯須具備之跨領域應⽤課
程，另依臺灣⽣物性產業需求設選修，分為三⼤領域：「環境變遷與糧⾷⽣產」、「藥⽤與經濟植物科學」及「⽔產⽣物
科技」。採小班教學或講習等互動式教學，提供更多跨領域間腦⼒激盪的機會，且為使所培育之⼈才能與國際接軌，本學
程採全英⽂授課，強化其國際觀與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傳(必) 5. 讀書計畫
書(必)：英⽂讀書計畫

國⽴暨南國際⼤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4
聯絡電話 886-49-2918305
傳真 886-49-2913784
地址 54561南投縣埔⾥鎮⼤學路1號
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ia.ncnu.edu.tw/
宿舍 學⼠班保障4年住宿；碩⼠班保障2年住宿；博⼠班保障4年住宿。
⼀、本校為臺灣各⼤學海外聯合招⽣事務主辦學校，培養僑界菁英⼈才為本校設校宗旨之⼀。根據天下雜誌報導，
本校外籍學⽣⽐例在國⽴⼤學中最⾼。 ⼆、本校學雜費收費全國最低，學⽣負擔輕，同時校內⼯讀機會多。 三、
本校除成績優秀獎學⾦外，並提供多項僑⽣獎助學⾦。另提供學⽣宿舍，保障新⽣優先住宿，及⾸次抵台機場接機
服務。 四、根據商業週刊報導，本校畢業⽣就業率達71.33%，排名⾼居公⽴綜合⼤學第2名。 五、本校校務評鑑
備註
全數通過，科技學院並獲IEET認證通過，學術專業與國際接軌。 六、本校為拓展國際視野，特與美、⽇、英、
澳、泰、⾺、越南等國優秀⼤學簽屬學術交流計畫，⿎勵學⽣積極參與各項研討會，同時每年選送數⼗位學⽣赴東
南亞各國進⾏學術交流。 七、本校校園廣闊宜⼈，並有豐富圖書資源及最新穎體育健身設施。⼋、本校榮獲「世界
綠⾊⼤學」評⽐全台綜合⼤學第⼀名，表現優異。
學校
基本
資料

60401 招⽣名額: 3名 國⽴暨南國際⼤學 中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課程著重中國⽂化，學習中國⽂學、語⽂、思想等領域。學⽣可配合本身志趣、專⻑，⾃由選擇學習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正
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公開發表於期刊、研討會之論⽂⾄少1篇，或
未公開發表之課程報告⾄多3篇。
審查⽅式以審查資料為主，必要時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含
學⽣⾃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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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60414 招⽣名額: 2名 國⽴暨南國際⼤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旨在統合社會⼯作與社會政策領域相關實務知能與理論分析之教育培訓，以培育社會福利與社會⼯作⼈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建議字數以五千⾄⼀萬字為限。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已發表之相關論述或研究報告
等，但以與社會政策與社會⼯作相關者為限。未發表之學術論著，恕不受理。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
(必)：中⽂⾃傳（含學⽣⾃述）。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60413 招⽣名額: 4名 國⽴暨南國際⼤學 公共⾏政與政策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公共事務管理與政治經濟分析能⼒，並在結合理論、實務與問題前題下，培育參與公部⾨各類社會活動⼈材
所應具備的基礎應對能⼒與就職⼒，奠定⾏政專才基本認知與⽇後實踐發展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成績總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含申請動機。 4. 師⻑推薦函(必)：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公開發表於期刊或研
討會之論⽂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含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華語⽂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60402 招⽣名額: 2名 國⽴暨南國際⼤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著重東西⽂明互動下，社會、經濟與⽂化的變遷。據此規劃出中國經濟史、社會⽂化史、海洋發展史、海外華⼈史、台灣
社會⽂化史及世界⽂明史六⼤領域課程。
「研究所⼊學考試研究計畫經考試委員推薦得申請本系逯耀東教授紀念獎學⾦，獎學⾦新臺幣伍仟元⾄伍萬元不等，詳請
參閱本系逯耀東教授紀念獎學⾦辦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限史學相關科系取得碩⼠學位。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審查⽅式以審查資料為主，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聯絡電話：886-49-2910960分機2673 5. 學術著作(必)：碩⼠論⽂(⾮中⽂撰寫者請附中⽂摘要)。 6. ⾃傳(必)：中⽂⾃
傳（含學⽣⾃述）。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60404 招⽣名額: 2名 國⽴暨南國際⼤學 東南亞學系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系所分則
全國唯⼀以社會科學跨領域學術訓練理念為核⼼，強化質化訓練，探索東南亞區域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化；輔以
東南亞語⾔訓練，培育學⽣在變遷劇烈的全球化時代，具備多元⽂化視野、跨⽂化溝通能⼒、新興領域就業競爭⼒，培育
國際商業投資⼈⼒管理⼈才、東南亞企業的⽂化⼈才、⽂化資產管理⼈、政府⾏政⼈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成績總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含學⽣⾃述）。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60415 招⽣名額: 2名 國⽴暨南國際⼤學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學位學程觀光創新組 Division of Tourism
Innovation, The Ph.D. Program i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系所分則
本所分為新興產業組及觀光創新組。本學程以「培養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階⼈才」為宗旨，配合我國新興產業發展政
策，培育優秀⾼階管理⼈才；提供企業現職⼈員進修管道，強化創新能⼒；提升學⽣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能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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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書。
必要時得以電話或網路視訊⾯談。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履歷⾃傳(含申請原因與動機)
英⽂能⼒說明或華語⽂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0416 招⽣名額: 2名 國⽴暨南國際⼤學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學位學程新興產業組 Division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Ph.D. Program i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系所分則
本所分為新興產業組及觀光創新組。本所分為新興產業組及觀光創新組。本學程以「培養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階⼈才」
為宗旨，配合我國新興產業發展政策，培育優秀⾼階管理⼈才；提供企業現職⼈員進修管道，強化創新能⼒；提升學⽣學
術研究及產學合作能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履歷⾃傳(含申請原因與動機)。
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華語⽂能⼒

60411 招⽣名額: 2名 國⽴暨南國際⼤學 國際⽂教與⽐較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國際⽂教⼈才，課程著重外語學習(英、法、德、西、⽇)，外國⽂化與教育政策的瞭解，跨⽂化數位媒體能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含學⽣⾃述）。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60403 招⽣名額: 5名 國⽴暨南國際⼤學 教育政策與⾏政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旨在結合教育政策與⾏政領域專業理論與實務⽅⾯之系統化培育課程，培養具有⾏政專業素養、創新能⼒和卓越⾏政能⼒
之教育管理及領導⼈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成績總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公開發表於期刊或研討
會之論⽂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含學⽣⾃述）。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60405 招⽣名額: 1名 國⽴暨南國際⼤學 諮商⼼理與⼈⼒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博⼠班 Doctoral Program of
Guildance and Counseling,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組主要以培育諮商⼼理之專業⼈才為主，課程設計包含理論、實務與操作，期能提升本組學⽣諮商⼼理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本科系畢業之僑⽣，依本系輔導與諮商博⼠班修業規則，應補修相關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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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含學⽣⾃述）。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華語⽂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英語系國家學⽣TOEFL
電腦成績213分(筆試成績550分)以上，或通過全⺠英檢中⾼級以上之成績證明；英語系國家學⽣免附TOEFL成績。
60406 招⽣名額: 1名 國⽴暨南國際⼤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對資訊科技之理論及應⽤均相當重視，歡迎有志成為未來科技尖兵，培養資訊、通訊及⾳樂科技專⻑者，加⼊我們的
⾏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總
表(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含學⽣⾃述）1000字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英語系國家學⽣請繳交TOEFL
成績。
60407 招⽣名額: 1名 國⽴暨南國際⼤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木⼯程及環境規劃管理為教學研究重點，同時致⼒於培養具理論及實務之⼟木⼯程、規劃與管理之⼈才。歡迎對⼟木
⼯程、規劃與管理有興趣的同學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60408 招⽣名額: 2名 國⽴暨南國際⼤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電⼦、系統、通訊三⼤領域為教學研究⽅向，同時致⼒於培養積體電路製造、IC設計、IC測試、通訊、控制、資
訊、光電、微機電、⽣物晶⽚等電⼦科技研發⼈⼒，進而提升本產業之研發能量。
⼆、本系成績優異學⽣可修讀五年⼀貫碩⼠學位。
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選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總表(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聯絡電話：886-49-2910960分機4102；傳真電話：886-49-2917810。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含學⽣⾃述）。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系國家學⽣應繳TOEFL成績。
英⽂能⼒說明或華語⽂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60409 招⽣名額: 2名 國⽴暨南國際⼤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系的設⽴以培育應⽤化學⼈才為⽬標外，並計畫整合台灣中部地區⽣醫科技及材料分析之教育與研究資源，發展具創造
性的前瞻研究，突破傳統教學下理論與實務的藩籬。藉由培育各地學⼦使其成為優良的專業⼈才，繼而帶動台灣學術研究
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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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異常，影響實驗判斷者，及四肢嚴重障礙，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應⽤化學系宜審慎考慮。
2.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碩⼠班成績總表影
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介紹信2封(含指導教授1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含學⽣⾃述）。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7
聯絡電話 886-2-7734-1283
傳真 886-2-2362-5621
地址 10610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網址 http://www.nt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goo.gl/kAvwWH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國⽴臺灣師範⼤學以「跨域整合、為師為範」為願景，培養涵蓋教育、語⽂、資訊、藝術、⼈⽂、理⼯科技及
運動休閒等各領域⼈才為宗旨。⼆、積極拓展國際⾼等教育交流，與全球各國知名⼤學締結姊妹校逾300所，使臺
師⼤躋身國際知名⼤學之列。三、本校於2016年起與國⽴臺灣⼤學、國⽴臺灣科技⼤學成⽴「臺⼤系統」，分享課
程資源，跨校選課、輔系、分享圖書、電腦軟硬體及系統等資源。四、本校位於臺北市交通樞紐中⼼，便捷的⼤眾
備註
運輸縮短了追求知識、體驗⽂化的距離。五、若有意成為師資⽣之僑⽣、港澳⽣，於⼊學後可洽各系所辦公室。
六、校址：教育學院、⽂學院、藝術學院、科技與⼯程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樂學院、
管理學院，位於臺北市⼤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理學院、運動競技學系，位於臺北市⽂⼭區汀州路4段88號。 聯
絡電話：886-2-7734-1111。僑⽣先修部位於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段2號。聯絡電話：886- 2-7714-8270。
學校
基本
資料

6070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社會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Adult & Continuing Education
系所分則
社會教育學系遵循校、院之教育⽬標，以及本系之⾃我定位，訂定本系之教育⽬標為：培養兼具「⼈⽂關懷、社會責任與
⽂化使命」內涵，於社教⽂化事業或第三部⾨等領域，具備企劃、⾏銷、公關與經營等核⼼能⼒之⼈才。並以掌握社會脈
動與全⼈理解、終身教育政策與⾏政、不同族群學習特性與⽅案設計、社教機構經營與⾏銷、研究⽅法與媒體製作、社區
發展與地⽅⽂化創意產業等等為學習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碩⼠班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
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關學術著作。 8. ⾃傳(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和英⽂能⼒證明
6070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博⼠班學⽣依規定需修畢30學分之課程，並通過學科考，提出修業期間發表之學術性論著⼀份及口頭發表專題討論⼀場
後，始得提出論⽂計畫口試；通過口試後著⼿進⾏論⽂研究，⾄少⼀學期後始能提出論⽂，口試通過後授予教育博⼠學
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
(必)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
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
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和相關
學術著作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和英⽂能⼒證明
6070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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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聯絡資訊:
電話：02-7734-5406
傳真：02-3393-8647
E-Mail：slhm@ntnu.edu.tw
https://www.slhm.ntnu.edu.tw/
通訊地址：台北市⼤安區和平東路⼀段162號
所辦地址：台北市⼤安區和平東路⼀段129-1號，綜合⼤樓6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經駐外單位驗證蓋章之最⾼學歷畢業證書及⼤學（含以上）成績證明中⽂或英⽂翻譯。 2. 碩⼠班
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駐外單位驗證蓋章之最⾼學歷畢業證書及⼤學（含以上）成績證明中⽂或英⽂翻譯。 3. 學習研
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
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7. 學術著作(必)：1.碩⼠論⽂或相當碩
⼠論⽂之學術著作
2.已發表之相關學術論著⽬錄 8. ⾃傳(必)：⾃傳（1000字以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
⼒證明
6071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博⼠班教育⽬標：
1.培育具有精深學術素養與環境哲思基礎的環境教育學術研究⼈才；
2.培育國家環境教育領域之領導與創新專業⼈才；
3.培育兼具科學及⼈⽂素養，發展永續科學與永續教育領域之研究⼈才；
4.培育⼤專院校與⼈才培訓機構之環境教育相關領域研究與教學師資；
5.培育國內外環境保育、環境學習、永續產業的研究教學及專業研發⼈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含）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三封（由推薦者密封後，由考⽣連同其他審查資料⼀併寄繳）。（本
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11677 臺北市⽂⼭區汀州路四段88號, No.88, Sec. 4, Tingzhou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R.O.C.)、收件⼈：收件⼈:國⽴臺灣師範⼤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何京蕙、聯絡電話：886-27734-6552、E-mail：mailgie@ntn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
⼈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學術著作(必)：學術論著（含碩⼠論⽂）⼀份 7. ⾃傳(必)：-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071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美術學系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考⽣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通過術科書⾯
審查，始有機會錄取分發。辨⾊⼒異常者選填本系應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
(必)：-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
⽤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
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作品集(必)：個⼈作品集:作
品集內容⾄少需備⿑20件作品(作品須標⽰作品名稱、創作年代、媒材、尺⼨)(主修創作者必審)。 7. ⾃傳(必)：-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071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業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博⼠班教育⽬標:
1、培育技職教育學術、⾏政及領導⾼級⼈才。
2、培育從事技職教育哲學、課程、教材及教學研究⼈才。
3、培育⼈⼒資源發展規劃、設計與研究⼈才。
4、培育職業訓練規劃及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
(選)：-（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段162號(⼯業教育學系), 162, Section 1, Heping E.
Rd., Taipei City 106, Taiwan,(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收件⼈：林書鍰(Ms.Lin,Shu-Huan)、聯絡
電話：886-2-77343361、E-mail：shlin@ntn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
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和相關學術著作 7. ⾃傳(必)：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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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071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 聯絡資訊：林巧怡小姐/ 886-2-7734-3197/ kiki1029@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
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
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當碩⼠論⽂之學術著作 8. ⾃傳(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071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華語⽂教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系所分則
※相關規定： 1. 考⽣錄取後未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學者，不得保留⼊學資格，但持有臺灣獎學⾦者，得保留⼊學資格。
2. 本系錄取之僑⽣需參加國家華語測驗推動⼯作委員會舉辦之「華語⽂能⼒測驗」(測驗類別：⾼階級)，並視其測驗成
績，要求語⾔能⼒較差者，需另⾏修習華語⽂課程，以利隨班聽課。http://www.tcsl.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含以上)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
薦函(必)：推薦函⼆封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
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學術著作
(必)：碩⼠論⽂或相當於碩⼠論⽂之學術著作⼀份或五年內已發表之有關論著⼀份。 6. ⾃傳(必)：⾃傳及履歷表 7. 讀
書計畫書(必)：留學計畫書(以中⽂正體字⼿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0718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健康促進與衛⽣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系所分則
聯絡資訊:
電話：886-2-7734-1721 傳真：886-2-2363-0326
地址：106台北市⼤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
E-Mail：hphe@deps.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與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
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
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關學術著作 8. ⾃傳(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或英⽂能⼒證明
6072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聯絡資訊:
電話：886-2-7734-3439 傳真：886-2-2392-1015
地址：106台北市⼤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
E-Mail：tahrd@deps.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經駐外單位驗證蓋章之最⾼學歷畢業證書及⼤學（含以上）成績證明中⽂或英⽂翻譯。 2. 碩⼠班
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駐外單位驗證蓋章之最⾼學歷畢業證書及⼤學（含以上）成績證明中⽂或英⽂翻譯。 3. 學習研
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
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7. 學術著作(必)：1.碩⼠論⽂或相當碩⼠
論⽂之學術著作
2.已發表之相關學術論著⽬錄
8. ⾃傳(必)：⾃傳（1000字以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072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 Computer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所以『資訊科技教育』和『數位學習』兩各專業領域之研究發展與⼈才培育為宗旨，課程設計分別針對此兩個專業領域
規劃必、選修專業科⽬，提供學⽣紮實而嚴謹的學術專業知能及個別化之研究訓練。本所欲達成之教育⽬標包括：
1、培育資訊科技教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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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育數位學習產業⼈才；
3、培育資訊科技教育與數位學習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含)以上全部成績單正本各⼀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讀計畫⼀份（可含研究⽅向、修課規劃、語⾔進修、基礎知能充實等）。 4. 師⻑推薦函(必)：
推薦函⼆封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
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
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學術著作(必)：學術性著
作(碩⼠論⽂可列⼊⾄多五篇(本))
6072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規畫完整的資訊⼯程與科學之學習課程，並配合優秀的師資及實驗研究設備，以培育能獨⽴思考、積極負責、樂觀進
取的資訊⼯程及科學專業⼈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含）以上成績單（中⽂或英⽂版）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及進修計畫書（中⽂或英⽂版） 4. 師⻑推薦函(選)：-（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
11677 臺北市⽂⼭區汀州路四段88號, 88, Ting-chou Rd., Sec. 4, Taipei 11677, Taiwan, 、收件⼈：國⽴臺灣師範⼤學
資訊⼯程學系 陳姿婷、聯絡電話：886-2-77346660 / 886-2-77346659、E-mail：enroll@csie.ntnu.edu.tw、收件
截⽌⽇：2020-01-10）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
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
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 7.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五年內已發表之有關論著（論⽂需附加中⽂或英⽂摘要） 8. ⾃傳
(選)：⾃傳（中⽂或英⽂）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檢測證明
6073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東亞學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以培育⼈⽂與社會科學⾼等研究⼈才為主。課程聚焦於東亞區域及其⽐較研究，以國際關係、政治、經濟、歷
史、⽂化等跨學科之⽅法論，進⼀步提供博⼠班學⽣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之能⼒。關注範圍涵蓋中國⼤陸、東北亞、
臺灣、東南亞等區域，重點發展領域包括東亞⽂化與思想、⽂化創意與應⽤、東亞政經與兩岸關係、全球化與治理等。
※本系部分課程採英語授課，上課地點位於校本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原則上不少於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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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師⻑推薦函(必)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
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例如碩⼠期間已
發表之論⽂或報告等、活動參與經驗、擔任幹部、國際交流經驗等相關證明，無則免附。) 7. ⾃傳(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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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或其他外語
能⼒證明⽂件。
6073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系所分則
本系基於公⺠教育與活動領導的專業領域，積極培養國⺠中學「社會領域─公⺠」與「綜合活動領域─童軍科」、⾼中職
「公⺠與社會」等科⽬之師資、各級學校/機構之學⽣事務/活動領導⼈員，以及從事⾼深學術研究，並提供教師與社會⼈
⼠在職進修。未來發展將持續深化三個⾯向的理論與實務能⼒：1.研究公⺠教育學術理論與教學實務能⼒。2.研究活動領
導學術理論與跨領域活動⼒。3.研究學⽣事務學術理論與服務學習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
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
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專業證照、獲獎證明等影本） 7. 學術著作(必)：碩⼠論⽂與已發表之
相關學術著作。 8. ⾃傳(必)：⾃傳及學習計畫（含申請本系之理由）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和英
⽂能⼒證明
（1）修習華語課程證明或華語檢定證明（TOCFL Level 4同級或以上）
（2）英⽂能⼒證明（托福或曾在英語系國家獲得學位或語⾔中⼼成績證明）
6073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聯絡資訊：王慕涵/ 886-2-7734-1802/ muhan@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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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
劃書(必)：英⽂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
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當碩⼠論⽂之學術著作或最近5年內已發
表之有關英⽂學術論著 7. ⾃傳(必)：英⽂簡歷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檢定成績單或相關證明
⽂件
6073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重點以教學與研究兼容並蓄，旨在培育⾼科技化學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11677臺北市⽂⼭區汀州路4段88
號/No. 88, Ting-chou Rd., Sec. 4, Taipei 11677, Taiwan、收件⼈：林彥慧(Miss Lin)、聯絡電話：886-2-77346109、E-mail：crtlin@ntn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
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已發表之參
考學術
6073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研究所教育⽬標：
1.培育具備機電⼯程整合實務能⼒之專業⼯程師或研發⼈才。
2.培育機電⼯程相關研究創新與產業應⽤之專業⼯程師或研發⼈才。
3.培育具備⼈⽂素養、專業倫理及終身學習能⼒之專業⼯程師或研發⼈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
(選)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
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
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和相關
學術著作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
明
6073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整合電⼦、電機、資訊、控制等多學⾨之⼯程技術，以『系統晶⽚』、『多媒體與通訊』、與『智慧型控制與機
器⼈』等三⼤領域為核⼼發展⽅向，培育具備跨領域系統整合能⼒之電機電⼦科技⼈才為⽬標。
※所繳交之資料⼀律不退件。
聯絡資訊：蘇小姐
＋886-2-7734-3532 tinasun@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
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60737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師範⼤學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系所分則
請詳本系網站：www.epc.ntnu.edu.tw。
本系博⼠班教育⼼理學組與諮商⼼理學組，為分開招⽣，請擇⼀報名。
另諮商⼼理學組:
視情況選擇書⾯審查資料優秀者，EMAIL通知進⾏SKYPE華語視訊⾯試。
※聯絡資訊：涂⽟珊小姐/ 886-2-7734-3758/ claretu@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1. 最⾼學歷證明(必)：經駐外單位或僑委會保薦單位核驗蓋章之碩⼠(最⾼）學歷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經駐外單位或僑委會保薦單位核驗蓋章之成績證明中⽂或英⽂翻譯版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
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
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必繳)、相關著作(選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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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必)：中⽂或英⽂簡歷、⾃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教育⼼理學組:
①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系國籍須已通過英語能⼒測驗對照CEFR-B2⾼階級(例TOEFL iBT71)以上檢
定成績單影本。
②華語能⼒證明:華語能⼒已通過TOCFL基礎級60分以上(或HSK同等級)檢定成績單影本。(海外臺灣學校或以中⽂為官⽅
語⾔之國家與地區申請者得以中⽂修課成績單為證明)。
諮商⼼理學組:
①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系國籍須已通過英語能⼒測驗對照CEFR-B2⾼階級(例TOEFL iBT71)以上檢
定成績單影本。
②華⽂能⼒證明(必)：已通過TOCFL-B1進階級46分以上(或HSK同等級)成績單影本。(海外臺灣學校或以中⽂為官⽅語⾔
之國家與地區申請者得以中⽂修課成績單為證明)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7
聯絡電話 886-3-5715131
傳真 886-3-5721602
地址 30013新⽵市光復路2段101號
網址 http://www.n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1-1146-14199.php
境外⽣有優先分配住宿，其他請詳洽本校學⽣住宿組網站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bin/home.php?
宿舍
Lang=zh-tw
⼀、本校設有各類獎學⾦，特⾊獎學⾦如：還願獎學⾦、逐夢獎學⾦，兩者申請皆⾦額不限，申請不需成績優異、
不限申請次數，還願獎學⾦依據實際需求提出申請，讓學⽣安⼼完成學業；逐夢獎學⾦為⿎勵學⽣勇於追尋並實現
夢想，所提計畫亦不限於從事學術研究；另針對僑⽣身份⼊學者，除可申請教育部優秀僑⽣研究⽣獎學⾦，本校還
提供獎學⾦，以及減免學雜費類獎學⾦等各項僑⽣獎學⾦陸續增加中，詳情請⾒
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1-1146-14199.php。 ⼆、本校在多項學術指標如：國內⼤學學術聲譽排名、
備註 理⼯學院聲譽排名、最佳研究所排名、國內企業最愛的⼤學⽣等評⽐上均名列前茅，為國內頂尖學府。2019年英國
QS世界⼤學排名本校躍升⾄163名，其排名各項指標表現為全國數⼀數⼆之成績。 三、本校致⼒推動全球化，⽬前
本校簽有學術合作合約之⼤學/學術機構共計有319所，包含亞洲194所、美洲40所、歐洲76所、⼤洋洲5所及⾮洲4
所。在雙聯學位部分，本校有與瑞典林雪平⼤學、美國凱斯西儲⼤學、法國薩克雷⼤學、法國尼斯⼤學、法國巴黎
第⼋⼤學、⼤陸北京清華⼤學、香港科技⼤學、⼟⽿其科克⼤學及英國利物浦⼤學等世界多所知名⼤學合作且陸續
增加中。 四、僑⽣新⽣均可住宿，校園景觀優美，⼈稱⽔木清華，全國第⼀。
學校
基本
資料

61719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類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系所分則
本所前身為社會⼈類學研究所，成⽴於1987年，分社會學和⼈類學兩組。1996年開設⼈類學博⼠班，1998年社會⼈類學
研究所正式分為「⼈類學研究所」與「社會學研究所」。在研究與教學⽅向上，⼈類學研究所有四項特⾊: 1著重⼈類學四
個分枝課程的均衡發展，2. 強化⼈類學的⽥野訓練，3. 以台灣、華南及南島語族的⼈類學為主要的研究領域。4. 培養寬廣
的⼈類學視野，達到理論與實際並重的效果。
請參閱本所網 址：http://www.anth.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未來研究計畫 4. 師
⻑推薦函(必)：⼆封 5. 學術著作(必)：重要發表著作 6. ⾃傳(必)：中⽂⾃傳：⼀份，1000字以內
61715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本系課程特⾊在於多元發展，領域涵蓋古典⽂學、學術思想、近現代⽂學、⽂化研究、⽂學理論、語⽂學以及專業寫作
訓練等。2.本系每年均有同學獲得獎助，參與國際交換學⽣計畫，出國研習⼆個⽉⾄⼀年，國際交流⼗分密切。3.本系與
圖書館⼈社分館同位於⼈社院院館內，館藏豐富多元的⼈⽂社會學科書籍與國內外期刊，擁有台北地區之外最豐富的⼈⽂
社會藏書，本系師⽣可就近使⽤，極為⽅便。4.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cl.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需包含⼤學成績單），若⾮中、英⽂，除原件影本
外，請附公證之英⽂譯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以中⽂撰寫的研究計畫（⻑短不拘）。 4. 師⻑推薦函(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若⾮中、英⽂，需要翻譯其中的⼆章，或以⼆篇中⽂撰寫的學術報告或論⽂代替（⻑短不
拘）。 6. ⾃傳(必)：中⽂⾃傳：⼀份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726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台灣⽂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請參閱本系所網址：http://tl.web.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已發表論⽂2~3篇。 7. 作品集(必)
61718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 第 39 ⾴ -

4. 師⻑推薦函(選)

5.

系所分則
⼀、本所的⽬標在於培養貼近台灣社會動脈、具有深刻分析與批判能⼒的社會學研究⼈才，以及可以在各⾏各業做出獨特
貢獻的幹才。本所特重學⽣的提問能⼒、回答能⼒與實踐能⼒。課程設計的核⼼精神包含了：深化學科基礎訓練、醞釀在
地的關懷與問題感、培養歷史意識、熟悉台灣以外的「第⼆社會」以及結合學術與⽣命實踐。本所以經濟、政治、性別與
⽂化四⼤社會學分⽀領域為基礎訓練，除了台灣社會研究外，當代中國社會議題是本所的特⾊研究領域。
⼆、請參閱本系所網址：http://www.soc.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5⾴以內。 4. 師⻑推
薦函(必)：⼆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份，簡要⾃傳
61717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語⾔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系所分則
本所為理論語⾔學、漢語及南島⾔研究重鎮。本所主要透過理論思維及實證分析過程，提供更進階的課程訓練，包括語⾔
學、⾳韻學、句法學、語意學、歷史語⾔學、神經語⾔學以及⼼理語⾔學。本所每年都有來⾃不同國家的申請者，也有不
少外籍學⽣。許多校友在臺灣及世界各地學術機構從事研究或教學⼯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4. 師⻑推薦函(選)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份，簡要⾃傳
61716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歷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歷史所創於1985年，為清華⼤學⼈⽂社會學院第⼀個成⽴的研究所。創所之初以思想史和科技史為核⼼，設甲組（⼀般史
組）和⼄組（科技史組），培養傳統史學及新興領域之教研⼈才。1996年增設博⼠班。
本所現有專任教師9位 (含清華⼤學特聘講座黃⼀農院⼠)，與本校通識中⼼合聘教師4位、中研院史語所合聘教師2位及多
位兼任教師。本所未來發展以「近世以來⽂明變遷與交流」和「宗教、科技、醫療」為研究主軸，課程涵蓋思想史、社會
⽂化史、科技史、季⾵亞洲與多元⽂化和藝術史等⾯向，循序訓練同學史學研究⽅法與視野，擴充知識⾯與深度、加強觀
察與思考提問能⼒，使學⽣具有教研和⽂史⼯作所需能⼒與素養。
書⾯審核通過後，另⾏通知⾯試或視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格式請⾄歷史所網⾴
下載。 4. 師⻑推薦函(必)：⼆份，請於2020-01-03前寄達本所。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新⽵市光復路⼆段
101號，收件⼈：歷史研究所，連絡電話：886-3-5727128，E-mail: his@my.nthu.edu.tw，收件截⽌⽇2020-01-03。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Institute of History , No.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收件⼈：Institute of History、聯絡電話：886-3-5727128、E-mail：his@my.nthu.edu.tw、收件截
⽌⽇：2020-01-03）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已發表之論⽂。 6. ⾃傳(必)：中⽂簡要⾃傳⼀份
61722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業⼯程與⼯程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具備現代化科學管理知識及⽣產製造技術之⼯業⼯程與⼯程管理專才，在課程設計上，本系除了注重⼀般⼯
業⼯程與⼯程管理的課程教育外，尚強調「資訊化」、「⾃動化」及「⼈性化」等專⻑訓練。因此，本系⿎勵學⽣就讀電
機、資⼯或經濟等科系的⼯⼯相關課程以取得雙學位或輔系學位，或者修讀學校所提供的「全球供應鏈與運籌管理」、
「計量財務」、「電⼦商務」等先導整合學程，以培養⼀個具有專業知識且可塑性⾼的⼯業⼯程與⼯程管理⼈才。有視覺
重度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和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
薦函(必)：⼆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傳：須包含學習計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證明
61705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研究領域廣泛，涵蓋精密製程技術、尖端材料、⾼分⼦科學與⼯程、⽣物技術、奈⽶科技、光電科技、與能源環境科
技等前瞻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4. 師⻑推薦函(必)：⾄
少⼆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
61707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材料科學⼯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材料科學與⼯程兼顧理論橫與應⽤，橫跨⼯程與科學，是電⼦、資訊、通訊、航太、機械及光電產業的基礎。本系材料科
技知識及研究⽅法，旨在使學⽣達成⾼質量研究及成為各⼯程領域的領導者。歡迎加⼊清⼤材料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
(必)：⼆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下列任⼀皆可，官⽅語⾔為英語者免)：(1)全⺠英語能⼒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級複試（測驗項⽬：口說、寫作）
通過（含中⾼級複試（口說、寫作）、⾼級複試（口說、寫作）以上）、(2)雅思國際英語語⽂測驗(IELTS)：5.0分(含)以
上、(3)多益英語測驗(TOEIC)（包含個⼈報名及團體報名/校園多益）：620分(含)以上、(4)托福（TOEFL iBT）61分(含)
以上或（TOEFL PBT）500分(含)以上、(5)劍橋⼤學英語能⼒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Preli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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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st(PET)(含)以上、(6)劍橋博思職場英語檢測（BULATS）: The Assessment of Language Testers in
Europe(ALTE) ALTE Level 2(含)以上、(7)外語能⼒測驗（FLPT）：筆試(含聽⼒、⽤法、字彙與閱讀)150(含)以上、
(8)其他國際認可之英⽂能⼒測驗證明，1-8項限採計英檢主辦單位所「主辦」之成績（與其他學校、單位合辦之英檢測驗
成績及學校⾃⾏舉辦任⼀種形式之英語能⼒模擬測驗成績將不採計），各項英檢測驗⽇期請⾃⾏⾄主辦單位網⾴查詢。
61708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奈⽶⼯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Institute of NanoEngineering and MicroSystems
系所分則
請參閱本所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奈⽶⼯程與微系統研究所主要⽬標在培養具備跨理、⼯、醫學、電資、⽣科領域專⻑，於整合式微系統研究的⼈才。課程
從奈微⽶系統⼊⾨、到元件與晶⽚製程研發、以⾄於模組構裝與系統整合。本所教學與研究範疇，著重於微小化的理論技
術及應⽤；其中，奈微系統涵蓋範圍極廣泛，包含下列領：⽣物醫學微系統、射頻微系統、光學微系統、資訊技術微系
統、以及奈⽶⼯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4. 師⻑推薦函(必)：⼆
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書
61706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動⼒機械⼯程學系 Dept. of Powe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動⼒機械⼯程學系旨在培育機械與電機⼯程整合應⽤之科技⼈才。歡迎具優異數理基礎且有興趣於機電整合、光機電系
統、微奈⽶機電系統、電機控制、動⼒系統、精密機械、智慧機械與製造、及⽣醫⼯程等⼯程應⽤領域的學⽣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4. 師⻑推薦函(必)：⼆
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份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
書計畫書：⼀份
61727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分⼦與細胞⽣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系所分則
1.本院的精神為跨領域⽣命科學，使命在培育各⽣科領域專業⼈才、進⾏尖端⽣命科學的研究並將其拓展及應⽤在⽣活
中。
2.本院師資陣容堅強，現有53位專任教授，提供多樣性課程給不同領域的學⽣。
3.本院研究資源豐富，配置多項先進儀器，進⾏尖端、多元、應⽤的研究主題。並提供與國外⼤學及研究機構進⾏學術交
流。本院與⽣技產業界和醫界(⻑庚紀念醫院、榮⺠總醫院及⾺偕醫院等)有良好研究伙伴關係。
4.本院位置特殊，座落於全國僅有的⽣醫科技聚落，四周有國衛院、⼯研院⽣醫中⼼、同步輻射中⼼、⾷品科學研究所、
科學園區及⽵北⽣醫園區等，擁有極⼤的研發能量。
5.為⿎勵跨領域研究，錄取本院任⼀研究所後可⾃由選擇院內任⼀專任師資為指導教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碩⼠歷年成績單及⼤學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份，讀書研究計畫，格式⾃訂。 4. 師⻑推薦函(必)：⼆封，本項⽬請密封後以紙本⽅式寄出或由推薦⼈直接
以E-mail寄送sb@life.nthu.edu.tw（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College of Life Science, NTHU, No.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收件⼈：College of Life Science(海外聯招審查委員
會)、聯絡電話：886-3-5742745、E-mail：sb@life.nth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獎學⾦及其他獲獎資料證明、參加學術社團活動情形、⼯作經驗、證照、專利或發明、個⼈榮譽事蹟證明等。
6. 學術著作(選)：如：已出版之著作、論⽂發表。 7. ⾃傳(必)：中⽂⾃傳(必繳)：⼀份，簡要⾃傳，⼀⾴以內。
英⽂⾃傳(選繳)：⼀份，簡要⾃傳，⼀⾴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下列任⼀皆可，官⽅語⾔為英語者免)：托福成績(TOFEL)：PBT 550、CBT 213、iBT 79。 GRE成績：234 多益
(TOEIC)：700 雅思(IELTS)：5.5
61728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分⼦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Medicine
系所分則
1.本院的精神為跨領域⽣命科學，使命在培育各⽣科領域專業⼈才、進⾏尖端⽣命科學的研究並將其拓展及應⽤在⽣活
中。
2.本院師資陣容堅強，現有53位專任教授，提供多樣性課程給不同領域的學⽣。
3.本院研究資源豐富，配置多項先進儀器，進⾏尖端、多元、應⽤的研究主題。並提供與國外⼤學及研究機構進⾏學術交
流。本院與⽣技產業界和醫界(⻑庚紀念醫院、榮⺠總醫院及⾺偕醫院等)有良好研究伙伴關係。
4.本院位置特殊，座落於全國僅有的⽣醫科技聚落，四周有國衛院、⼯研院⽣醫中⼼、同步輻射中⼼、⾷品科學研究所、
科學園區及⽵北⽣醫園區等，擁有極⼤的研發能量。
5.為⿎勵跨領域研究，錄取本院任⼀研究所後可⾃由選擇院內任⼀專任師資為指導教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碩⼠歷年成績單及⼤學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份，讀書研究計畫，格式⾃訂。 4. 師⻑推薦函(必)：⼆封，本項⽬請密封後以紙本⽅式寄出，或由推薦⼈直
接以E-mail寄送⾄sb@life.nthu.edu.tw（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College of Life Science, NTHU, No.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收件⼈：College of Life Science(海外聯招審查委員
會、聯絡電話：886-3-5742745、E-mail：sb@life.nth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獎學⾦及其他獲獎資料證明、參加學術社團活動情形、⼯作經驗、證照、專利或發明、個⼈榮譽事蹟證明等。
6. 學術著作(選)：如：已出版之著作、論⽂發表。 7. ⾃傳(必)：中⽂⾃傳(必繳)：⼀份，簡要⾃傳，⼀⾴以內。
英⽂⾃傳(選繳)：⼀份，簡要⾃傳，⼀⾴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下列任⼀皆可，官⽅語⾔為英語者免)：托福成績(TOFEL)：PBT 550、CBT 213、iBT 79。 GRE成績：234 多益
(TOEIC)：700 雅思(IELT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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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23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服務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ervice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所為服務科學領域前瞻研究重鎮，擁有優秀的師資陣容，研究以服務科學為核⼼，連結服務創新與設計、服務⾏銷與管
理、資訊系統、商業分析四⼤模組，強調跨領域整合能⼒。全英語授課環境，並擁有國際師資及學⽣，能於國外著名⼤
學、研究中⼼交換半年，培育國際化⼈才。藉由產學合作與國內外服務科學社群資源、研討會等多元交流，培養具國際競
爭⼒⼈才，貢獻學術研究成果於國際學術及產業社群。
更多資訊請參閱：http://www.iss.nthu.edu.tw/ 。
將於書⾯審查後視情況安排網路⾯談，敬請留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學歷年成績單，轉學⽣需包含轉學前之成績）。 3. 學
習研究計劃書(必)：中⽂與英⽂各⼀份，格式⾃訂 4. 師⻑推薦函(必)：⼆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專題報告、
論⽂發表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著作，如⾮以英⽂撰寫，請提供英⽂摘要。 7. ⾃傳(必)：中⽂與英⽂各⼀
份，格式⾃訂兩⾴以內。另請由本所網⾴下載「個⼈資料表」填寫後⼀併上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如TOEFL,GMAT.GRE多益等
61734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清華⼤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成⽴於2000年，是因應台灣近年來創新與創業管理急速興起與發展需求而成⽴的研究所，並於
2005年成⽴博⼠班。本所的教學與研究⽬標為因應知識經濟時代下，嚴謹的學術⽴論與企業經營實務結合的迫切需要而訂
定，並以⽴⾜台灣及亞洲的卓越科技與創新管理研究領導中⼼為⽬標。本所發展主軸以科技管理為核⼼，著重科技⾏銷、
科技創新、及企業家精神為課程規劃重點，課程設計特別強調實務導向，開設創業管理相關實作課程，⿎勵學⽣組隊參加
企業競賽，亦有全國⾸創的「CEO下午茶」，邀請多位知名的業界⾼階經理⼈⼠與學⽣⾯對⾯座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專題報告、著作、語⽂能⼒證明、學⼒測驗成績單、獎學⾦及其他獲獎資料、社團活動情形之說明
等。
必要時須以視訊⾯談！ 6. ⾃傳(必)：中⽂⾃傳：⼀份，含⾃傳履歷及進修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英⽂能⼒說明及相關證明⽂件:如TOEFL、GMAT
61735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計量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系所分則
計財系努⼒的⽅向，在於建構⼀個完整的課程規劃，除了基本的財⾦知識，也栽培學⽣獲得完整的職場能⼒養成，因應未
來⾦融科技創新，業界對於同時具備財⾦及數理資訊能⼒的⼈才⼤量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英⽂⾃傳(必繳)或中⽂⾃傳(選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61720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請參閱本系所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4. 師⻑推薦函(選)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份，簡要⾃傳，1000字以內 7. 讀書計畫書(必)：⼀份

5.

61709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程與系統科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and System Science
系所分則
請參閱本系網⾴資料http://www.ess.nthu.edu.tw/。
本系為⼀強調跨領域研究及科技整合之系所，研究發展領域橫跨先進能源科技、奈微科技與系統、光電⼯程與物理等，歡
迎⼯科、電機、機械、光電、材料/化⼯/化學、物理、⽣科、醫⼯等相關學系(組)同學報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學歷年成績、名次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份 4. 師⻑推薦函(必)：⼆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著作。 7. ⾃傳(必)：
中⽂⾃傳
61710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醫⼯程與環境科學系⼀般組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General group)
系所分則
⼀、⽣醫⼯程科學與環境科學乃結合物理、化學、⽣物、數學、資訊及⼯程之學識以解決⽇益複雜之⽣醫與環境的問題，
跨領域之⽣醫與環境研究已成為本世紀最重要之主流研究之⼀。
⼆、本系分為：1.分⼦⽣醫⼯程與材料組 2.醫學物理與⼯程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學歷年成績。 3. 師⻑推薦函(必)：⼆封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1725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核⼦⼯程與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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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所研究領域包括：反應器物理與⼯程、反應器安全與熱流、核能材料、輻射屏蔽與應⽤、核能儀控、電漿⼯程、加速
器⼯程與應⽤、醫學物理，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所網⾴：http://www.nes.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及⼤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名次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
⻑推薦函(必)：⾄少兩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已出版之論⽂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下列任⼀皆可，官⽅語⾔為英語者免)：托福成績(TOEFL)PBT550、
CBT213、iBT79、GRE234、多益(TOEIC)700、雅思(IELTS)5.5
61703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教授研究領域廣泛，學術與應⽤並重，成果豐碩；研究環境優良，各項儀器設備先進，另提供國內外
化學期刊雜誌。本系教授研究領域包含：1.有機化學：全合成、新合成⽅法的研發、不對稱合成、有機光化學、天然物及
藥物化學、⽣物分⼦的構造、有機材料化學等；2.無機化學：無機材料化學、結晶學、有機⾦屬應⽤於有機合成、無機合
成、⽣物無機化學、奈⽶材料化學等；3.物理化學：光譜學、理論計算、化學反應動⼒學、觸媒化學、⽣物物理等；4.分
析化學：綠⾊化學製程、質譜分析與潔淨技術、污染物之分析及前處理、奈⽶光電元件等。另有跨領域的材料化學及化學
⽣物相關研究。更多詳細資訊請參考本系網⾴http://chem-en.web.nthu.edu.tw/bin/home.php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另附⼤學歷年成績正本⼀份(含轉學前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 4. 師⻑推薦函(必)：⾄少2封，⾄少⼀封來⾃原碩⼠論⽂指導教授：只接受紙本推薦函，請書明下列資料：（本項⽬
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Dept. of Chemistry , No.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收件⼈：Admission Committe、聯絡電話：886-3-5715131#33605、E-mail：chem@my.nthu.edu.tw、收
件截⽌⽇：2020-01-04）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簡要⾃傳
61702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請參閱本系所網址：http://phys.site.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需含⼤學歷年成績、名次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份 4. 師⻑推薦函(必)：⾄少三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著作等 7. ⾃傳
(必)：中⽂或英⽂⾃傳：⼀份，含個⼈資料
61704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統計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系所分則
本所設碩⼠班及博⼠班，旨在培育具有統計應⽤及研究能⼒之⼈才。本所主要的研究領域涵蓋實驗設計、可靠度分析、品
質管制、時間序列分析、模式選取、⼤樣本理論、⽣態與環境統計、倖存分析、⽣物資訊等。在課程設計上，碩⼠班以統
計理論與實務密切結合為訓練重點，並設有⼯業統計、⽣物統計及數據資訊三個應⽤學程供學⽣研修。博⼠班除了著重於
統計理論之基本訓練外，亦⿎勵修讀碩⼠班所開授之三個應⽤統計學程。透過嚴格紮實與多元的訓練，以期培育出專業的
統計分析師與優秀之教學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4. 師⻑推薦函(必)：⾄
少⼀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份，簡要⾃傳，中英⽂皆可。
61701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對基礎數學訓練和其科學應⽤並重，數學組強調數學的核⼼領域如分析、幾何與拓樸、代數與數論等；應⽤數學組提
供⽅程、動態系統、科學計算、機率等跨領域的訓練，培養數理能⼒，以造就數學研究和教育的學術⼈才，及跨⾜資訊、
⾦融、保險等⾼科技產業的專業⼈⼠。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math.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校排名和百分⽐)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4.
師⻑推薦函(必)：⾄少⼆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THU MATH, No.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收件⼈：Hung Ya-Ting、聯絡電話：886-3-5713784、E-mail：
ythung@math.nthu.edu.tw、收件截⽌⽇：2020-01-04）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傳⼀份，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請書寫在1000字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華⽂證明HSK3或中⽂檢定TOCFL Level2。
61721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天⽂研究所 Institute of Astronomy
系所分則
1. 研究領域：太陽物理、海王星外物體、恆星與⾏星形成，緻密星體、超新星、電波天⽂學、⾼能天⽂物理與宇宙學等。
研究⽅法涵蓋：理論、觀測、與儀器研發。
2. 使⽤國際間各項的觀測設備及多項國際合作計畫，如康卜吞成像光譜儀（COSI）以鍺為材料的三度空間康卜吞偵測器
所組成的加碼射線太空天⽂儀器，與美國柏克萊加州⼤學太空科學實驗室合作。超快天⽂測光儀以100赫茲的⾼速同時觀
測200個天體，與法國巴黎天⽂台合作。
3. 本所以全英語授課。請參閱本所網址：http://www.astr.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少⼆封 5.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61713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通訊⼯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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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國⽴清華⼤學通訊⼯程研究所於1999年隨著⾏動通訊和網際網路的爆發而成⽴，⾄今仍引領世界在5G前瞻通訊、⼈⼯智
慧、⼤數據以及物聯網等熱⾨技術的發展。通訊所的教師陣容包含多位IEEE Fellow、國家講座等國際級通訊網路及訊號
處理專家，所培育之⼀流⼈才皆任國內外產學各界的領袖⼈物。本所強調學⽣獨⽴思考及創新設計能⼒之培養與訓練，理
論及實務並重，藉參與研究計畫，以發揮創意及驗證所學。另外，本所擁有多項先進之通訊及網路設備，再加上清華⼤學
特有之優美校園環境，絕對是莘莘學⼦們學習尖端通訊科技之理想選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學歷年成績、名次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
函(必)：⼆封，⾄少⼀封來⾃原修讀學⼠或碩⼠之學系研究所之教授。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學經歷表(必
繳)、(2)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繳)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著作 7. ⾃傳(必)：中⽂或英⽂⾃傳(1000字以內，格
式⾃訂)
61731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請參閱本系所網址：http://web.cs.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學歷年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限⼆⾴以內。 4. 師⻑推薦函(必)：⼆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Room526, Delta Building, CS OFFICE,
NTHU , No.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收件⼈：濮譓蓉小姐（Hui-Jung,
Pu）、聯絡電話：886-3-5714787、E-mail：office@cs.nthu.edu.tw、收件截⽌⽇：2020-01-04）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蹟、論⽂發表、競賽成績等。 6. ⾃傳(必)：中⽂或英⽂⾃傳⼀份，簡要⾃傳，限兩⾴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61724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資訊系統與應⽤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系所分則
本所於⺠國九⼗年⼋⽉成⽴，為了培育資訊化社會所需具前瞻性整合性的資訊系統與應⽤⼈才，我們的特⾊在於結合不同
領域之專業知識以設計、開發及管理各式資訊系統以及多樣化的資訊服務。本所師資陣容除了資訊專⻑教授外，也合聘本
校及校外相關系所之教授，組成跨領域教學研究團隊。本所設有博⼠班、碩⼠班、以及國際學⽣學程(SNHCC)，招收不同
領域專業⼈⼠，進⾏跨領域資訊系統與應⽤之⼈才培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份 4. 師⻑推薦函(必)：⼆封。 5. ⾃傳(必)：中⽂⾃傳：1000字以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61712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電⼦⼯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所⽬前有18位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如下：(1) 半導體元件及製程 (2) 奈⽶電⼦ (3) 光電元件 (4) ⾼速及功率元件 (5) ⽣
醫電⼦及微機電系統 (6) 軟性電⼦。本所的宗旨為：(1) 培養學⽣未來職涯在⼯程相關領域的領導及創新⼒。(2) 透過執⾏
具原創性的研究，拓展並深化本領域的現有知識，進而將其運⽤於社會以造福⼈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學歷年成績、名次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份 4. 師⻑推薦函(必)：兩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份，1000字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如：托福、IELTS等，英語系國家免繳。
61714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光電⼯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Photonics Technologies
系所分則
本所以「半導體與矽光電」、「奈⽶與綠能光電」、「雷射與量⼦光電」、及「有機與⽣物光電」為重點發展⽅向，主要
研究領域包含：
奈⽶光學、雷射技術、⾮線性光學、強場光電、軟性光電元件、太陽光電、量⼦光學，歡迎有興趣的同學申請本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名次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
或英⽂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封以上(⾄少⼀封來⾃原就讀學校的授課或指導教授)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傳(必)：中⽂或英⽂⾃傳
62902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課程以培養教育經營與發展、課程與教學、教學科技及教育理論等⽅⾯的學術與實務⼈才為主，請參閱本系網
址(http://delt.web.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簡要⾃傳(1500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修習中⽂⼀年以上或具相當程度之中⽂聽說讀能⼒
61736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教育⼼理與諮商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系所分則
博⼠班課程規劃上，因強調跨領域學⾨之研究與整合，故無分組。歡迎具有實務創新、社區或團體領導，或學術研究之相
關經驗的頂尖⼈才申請。 跨領域學⾨之研究與發展包含下列各領域學⾨：學校⼼理學與諮商、社區⼼理學與諮商、認知與
神經科學、社會與⽂化⼼理學、教育與發展⼼理學、⼈⼒資源、⾏銷管理，以及組織⼼理學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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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在校歷年修業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格式
⾃訂，5,000字以內，APA格式 4. 師⻑推薦函(必)：兩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傳及學習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與期待、⾃我優勢/限制評估、⽣涯願景、⼊學後修讀⽅向等，3,000字以內）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 7. 作品集
(必)：碩(博)⼠論⽂與近七年學術著作列表等(格式⾃訂)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修習中⽂⼀年以上或具有
相當之中⽂讀寫能⼒，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者免附。
61733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臺灣語⾔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Ph. D)
系所分則
本所成⽴於1997年，並於2003年成⽴博⼠班，為第⼀個致⼒於臺灣語⾔與語⾔教學之研究所，所內師資與課程規劃涵括臺
灣語⾔(涵蓋閩南語、客家語、南島語及華語)、語⾔研究和語⾔教學等層⾯。除了以語⾔知能為基礎之教學實踐外，博⼠
班的教育⽬標更加強思辨創新與研究能⼒之培養，以期勝任教學基礎端的語⾔研究、教材研發以及教學研究⼯作。我們旨
在提供⼀個專業學術場域，讓關⼼臺灣語⾔之師⽣共同為這些語⾔之傳承與發揚而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學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份 4.
師⻑推薦函(必)：⼆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份，例如：各項著作或論⽂發表等 6. 學術著作(必)：⼀份（例
如：五年內學術代表著作、碩⼠論⽂） 7. ⾃傳(必)：中⽂⾃傳：⼀份
61732 招⽣名額: 1名 國⽴清華⼤學 跨院國際博⼠班學位學程⼀般組 International Intercollegiate PHD Program
(General Section)
系所分則
清華⼤學跨院國際博⼠班學位學程，開台灣⾼等教育史上之先河，承襲本校在教育改⾰創新上的傳統。本學程的特⾊在於
結合全校跨領域的豐沛師資，提供多元、彈性化的修課規劃，並且與國外⼀流⼤學（如：英國利物浦、印度IITMadras）積極合作，引進國際師資、課程及其他優質教育資源。⽬的在於使本學程的成員擁有更寬闊的國際視野，成為
跨領域、多元化的尖端⼈才。本學程提供全英語授課，學⽣畢業後授予指導教授所屬學院之博⼠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學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格式⾃
訂，5⾴以內 4. 師⻑推薦函(必)：⼆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學經歷表（必繳）：⼀份，學程網⾴下載
2.其他有歷審查之資料（選繳）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著作等 7. ⾃傳(必)：中⽂⾃傳：⼀份，2⾴以內
英⽂⾃傳：⼀份，2⾴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如：TOEFL 80分（含）以上、IELTS 6.5（含）
以上、TOEIC 750（含）以上，或其他英⽂能⼒證明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5
聯絡電話 886-4-22840216
傳真 886-4-22857329
地址 40227臺中市南區興⼤路145號
網址 https://www.n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資訊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僑⽣輔導室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ove/
宿舍 學⼠班⼀年級保證住宿，相關規定請與本校僑⽣輔導室聯繫。
⼀、中興⼤學創⽴於1919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綜合型⼤學，校友遍及⼠農⼯商各領域，擔任職場要職，表現優
異。中興校友，秉持優良傳統，照顧學弟妹、發揮⼤⼿牽小⼿、傳承誠樸精勤優良校⾵，貢獻所學。 ⼆、設有⽂、
管理、法政、理、⼯、電機資訊、農資、⽣命科學、獸醫等九個學院，系所完備，校務均衡發展。全校專任及兼任
教師超過1,000⼈、學⽣⼈數超過16,000⼈。 三、在農業科技、植物與動物科學、化學、⼯程、材料科學、⽣物與
備註
⽣物化學、臨床醫學、藥理與毒理學、環境與⽣態學、⼀般社會科學等10⼤領域表現優異，名列基本科學指標全球
前1%。 四、本校各項獎助學⾦(如中低收⼊⼾學⽣助學⾦、清寒勤學獎勵⾦、績優學⽣獎學⾦、各學系所獎學⾦、
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般性獎學⾦、產學合作獎學⾦等獎項共⼆百多項)及學⽣住宿資訊，查詢網址
https://www.osa.nchu.edu.tw/osa/。
學校
基本
資料

60501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中⽂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
⾄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中⽂摘要、碩⼠論⽂ 6.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
來期望 / 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證明，僅要求⺟語⾮華語者之中⽂能⼒如下：華語⽂能⼒
測驗(TOP)流利級或⾼等5級、漢語⽔平考試(HSK)⾼等8級以上證書、華語修業960小時以上證明
60508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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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本系者，應具備⼀定⽔平的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
函上傳⾄系統。 5. ⾃傳(必)：中⽂1000字以內，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60512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
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60513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需具中⽂聽說及閱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 / 研究所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
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 6.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60514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Doctor
Program
系所分則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
本所強調技術創新與與創造企業價值的知識經濟以及全球化的趨勢，並以培育⼈⽂、科技與管理兼具的專業經理⼈才為教
育⽬標。
本所的主要特⾊為：
⼀、培育⼈⽂科技與管理兼具的經營管理⼈才
⼆、培養具國際觀與全球產業洞察⼒的科技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
術著作(必)：碩⼠論⽂、已發表(含接受)之學術期刊或研討會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27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系所分則
具基礎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
(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 6. ⾃傳(必)：60502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中⽂或英⽂ 4. 師⻑推薦函(必)：由指導教授推薦。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
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
1000字以內
60530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40227, 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Physics 陳弘毅 Chen Hong Yi、聯絡電話：886-422840427、E-mail：chy0516@dragon.nchu.edu.tw、收件截⽌⽇：2019-12-31）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03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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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28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資訊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有三⼤教育⽬標（1）培養具備資訊理論、硬體、軟體、網路多媒體與資訊應⽤專⻑之資訊⼈才，（2）培養具備理論
基礎與實作能⼒的資訊⼈才，（3）培養具備⾃我挑戰與終身學習能⼒之⼈才。在專業知識⽅⾯，注重紮實基本訓練、兼
顧理論與實務，並培養學⽣跨領域合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
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2份。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
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
(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60531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35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著重基礎學科（如微積分、⼒學等）的培育及⼯程應
⽤學科（結構⼯程、⽔利⼯程、⼤地⼯程、測量資訊、營建管理等）的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需具備⼀定之中⽂閱讀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04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環境⼯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以培育環境永續發展及污染防治專業⼈才為宗旨，
著重基礎學科（數學、物理、化學、⽣物等）的培育及⼯程應⽤學科（含⽔資源、空氣資源管理、再⽣能資源、⼟壤與地
下⽔、環境管理與監測、綠能科技等領域）的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中⽂或英⽂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
函上傳⾄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系所申請表，請由網站下載http://www.ev.nchu.edu.tw/ 6. 學術著作
(必)：碩⼠論⽂ 7. ⾃傳(必)：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05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06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化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個⼈著作書⾯資料 6.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及英⽂檢定成績證明
60507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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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著作⽬錄 6.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60525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精密⼯程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Precis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精密⼯程研究所成⽴於1999年為⼀跨領域整合科技之教學單位，本所研究範圍乃融合精密製造、光學、電⼦、光電、材
料、化學、控制、機械及⾃動化等科技，主要⽬的為培養具研發新型之製造技術、元件與系統之⼈才，⽬前積極拓展半導
體及精密加⼯技術、光催化反應、光學設計、微機電系統、固態照明系統、微製造加⼯、太陽能電池、超⾳波系統設計、
電腦模擬等相關研究主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15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園藝學系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學⼠及碩⼠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攻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1封，出⾃碩⼠論⽂指導教授為原則，在職者另須檢送⼯作單位直
屬主管推薦信1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其他著作 6. ⾃傳(必)：中⽂或英⽂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TOEFL等英
⽂能⼒測驗或其他可證明中英⽂能⼒測驗成績單或證書影本
60532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應⽤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
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60516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植物病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系所分則
辨⾊能⼒異常及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學系特⾊：
教育⽬標為培育具微⽣物專業特⻑之植物醫學⼈才。課程重點強調：植物病原微⽣物（含真菌、細菌、病毒、線蟲）之⽣
態、⽣理、⽣化特性及其與植物之交互作⽤、植物病害之防治、⽣物技術在微⽣物操作上之應⽤、有益微⽣物在農業與環
境保育之應⽤。
畢業⽣可從事植物檢疫、防疫、⽣物技術或其他微⽣物產業相關之公務或個⼈事業，亦可從事植物醫學及更⾼深之植物病
理學、微⽣物學、植物與微⽣物交互作⽤及基因⼯程學等相關科學之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攻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或⼯作主管推薦信⼆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推薦⼈的電郵
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推薦⼈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著作 6. ⾃傳(必)：中⽂或英⽂
60526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昆蟲學系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學⼠及碩⼠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中⽂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及英⽂
60536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動物科學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系所分則
動物科學系創⽴於⺠國47年(1958年)，旨在教育動物遺傳育種、營養、⽣理、飼養管理、經營、動物產品加⼯等傳統專業
知識以及⽣物技術、動物福祉等新興科技。教導動物科學理論與實⽤技術，俾學⽤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攻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1封，出⾃碩⼠論⽂指導教授為原則，在職者另須檢送⼯作單位直屬
主管推薦信1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必)：指導教授同意書，請由網站下載http://www.as.nchu.edu.tw/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其他著作 7.
⾃傳(必)：中⽂或英⽂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TOEFL等英⽂能⼒測驗或其他可證明中英⽂能⼒測驗成績
單或證書影本
60517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壤環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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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系所分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學⼠及碩⼠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 4. 師⻑推薦函(必)：2份。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7. 語⽂能⼒說
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檢定成績證明
60520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物產業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是將機械、電機、資訊、機電整合、電⼦化及各種⼯程技術應⽤於⽣物及農業產業上。本系之教學⽬標及任務為培養
⽣物產業及農業發展所需之各類⼯程⼈才，以促進產業之發展。
肢體及視聽覺機能障礙而影響製圖、機電相關實習及機械操作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少1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40227,
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hing-Yi Chen、聯絡電話：886-4-22840377#304、E-mail：cychen209@dragon.nchu.edu.tw、收件
截⽌⽇：2019-12-31）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1000字以內，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檢定成績證明
60518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肢障及視覺有嚴重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中⽂或英⽂。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
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
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19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品暨應⽤⽣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
薦函上傳⾄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 7.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21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物科技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29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系所分則
視覺障礙或辨⾊能⼒異常、肢體障礙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學系特⾊：
為將植物學系與動物學系合併而成，整合各領域師資、相關智庫與技術⽀援，打造出優質學習與研究環境。
課程及研究⽅向：
(1)⽣物多樣性學群：研究海洋⽣態、溼地⽣態、陸域⽣態、野⽣動物保育、系統演化分類、⽣態環境復育與⽣態模式等。
(2)⽣命機能學群：以分⼦⽣物學、⽣物化學、細胞⽣物學、分析化學、電⼦顯微鏡及組織學等⽅法，探討⼈類與其他動植
物的⽣理功能與機制。
(3)⽣物科技學群：推動⽣物醫藥、蛋⽩⽣化科技、幹細胞、發育⽣物學及環境微⽣物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
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 英⽂檢定成績証明
60509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分⼦⽣物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系所分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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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
⾄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例：研究計畫、獲得獎學⾦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
或英⽂簡要⾃傳1000字以內
60510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物化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
⾄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應屆畢業⽣請繳交碩⼠論⽂初稿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
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23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物醫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需於就學期間完成本所規定之英⽂能⼒證明及修課證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
⾄系統。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或英⽂，含學⽣⾃
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
60533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醫學⽣物科技博⼠學位學程 Ph.D. Program in Medical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
薦函上傳⾄系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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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6. 專題成果作品
(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 9. ⾃傳(必)：英⽂，含學⽣⾃
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10. 讀書計畫書(必)：英⽂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
定成績證明
60511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獸醫學系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系所分則
1.國內外各⼤學校院相關研究所碩⼠班畢業者。 2.檢送資料須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始同意⼊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
⾄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1000字以內
60534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獸醫病理⽣物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Veterinary Pathobiology
系所分則
國內外各⼤學校院相關研究所碩⼠班畢業者。
檢送資料須經本所所務會議審核通過始同意⼊學。
有⼿部機能、視覺障礙或辨⾊⼒異常⾜以影響研究⼯作者，選填本所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
上傳⾄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
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0522 招⽣名額: 1名 國⽴中興⼤學 組織⼯程與再⽣醫學博⼠學位學程 Ph.D. Program in Tissue Engineer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
⾄系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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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13
聯絡電話 886-2-29387893
傳真 886-2-29387495
地址 11605臺北市⽂⼭區指南路2段64號
網址 https://www.nccu.edu.tw/app/home.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事務暨僑⽣輔導組/僑⽣輔導業務/新僑⽣⼊學專區/住宿與獎助學⾦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nccu.edu.tw/tw/
⼀、⼤學部(學⼠班)：⼤⼀僑⽣係本校學⽣宿舍優先分配對象，⼤⼆以上學⽣可申請參與抽籤。 ⼆、研究所(碩⼠
宿舍
班、博⼠班)：就讀本校碩博⼠班第⼀年且未曾在國內取得⼤學以上學位之外籍⽣及僑⽣，得保障住宿。
備註 男⼥兼收。
學校
基本
資料

61301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學術研究學者、中等學校國⽂教師、⽂學創作作家、華語⽂教學師資等⽂化薪傳⼈才為宗旨。
課程架構主要分為⽂學、思想、語⾔⽂字及其他三⼤範疇，在每⼀範疇下⼜區分不同專業領域。此外，本系亦重視科際整
合與跨領域學習，除強調中⽂專業知識外，更透過與校內其他系所以及校外相關研究機構的合作，相互交流，收到顯著的
成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及論⽂ 7. ⾃傳(必)：中⽂⾃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國語⽂能
⼒證明
61302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本系以中國近現代史、近代中外關係史等領域為發展重⼼，研究成果豐碩，近年來開拓宗教史、醫療史、社會史等多元化
的發展。另外，本系關於⺠國史與國⺠黨史研究的研究成果，對於國內外學界具有重要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
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或論⽂ 7. ⾃傳(必)：中⽂撰寫，包含⾃我介
紹、學習背景、申請動機、未來計畫及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證明⽂件
61313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哲學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系所分則
http://thinker.ncc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中⽂撰寫，包含申請動機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選)：相關學術
著作，申請⼈若有碩⼠論⽂，建議列⼊本項⽬中繳交。 7. ⾃傳(必)：中⽂撰寫，包含⾃我介紹、學習背景、申請動機、
未來計畫及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61314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所成⽴的宗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圖書資訊學與檔案學之⾼級專業⼈才，係國內唯⼀設有檔案學專業教育的研究
所。本所重視跨領域結合，掌握多元化的資訊環境，致⼒培育數位資訊時代之⾼科技與⼈⽂關懷專才，進而邁⼊資訊服務
的新境界。本所於2016年加⼊iSchools聯盟，成為該國際頂尖圖書資訊學校聯盟組織會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或論⽂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61321 招⽣名額: 2名 國⽴政治⼤學 宗教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所經教育部核准，於2000年正式招⽣，成為國內第⼀所國⽴⼤學的「宗教研究所」，積極培育年輕的宗教學術⼈才。
本所於成⽴碩⼠班以來，積極發展宗教學術教育。為顧及未來宗教學術發展之需，以培養⾼級的宗教研究⼈才，在跨學科
與跨宗教傳統的訓練之下，使宗教研究成為具有深度的專業學⾨，於2007年成⽴「宗教研究所博⼠班」。
本所以從事宗教學術研究，培養宗教研究⼈才為宗旨，教學與研究發展⽬標秉持：以廣義的綜合宗教研究為範圍，不偏向
任何的單⼀宗教傳統；以多元與科際整合進路為學術⽅向，不囿於特定學派、理論或⽅法；宗教理論與實際兼具，著重國
內、外宗教現象的觀察、分析與詮釋。
本所在碩、博⼠班之課程中，研究與教學重點分為以下三⼤領域，其⽬的在培養研究⽣寬廣的宗教知識基礎，亦為其釐清
研究⽅向：1.宗教傳統：包括世界各⼤宗教、中國、台灣⺠間宗教、原住⺠宗教等。2.宗教理論：包括宗教哲學、現象
學、社會學、⼈類學及⼼理學等。3.宗教與⽂化：著重宗教與⽂化⼤環境中不同領域的互動關係，如宗教與⽂學、藝術、
性別、教育、傳媒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請繳交2封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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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學術著作 7. ⾃傳(必)：中⽂撰寫，包含⾃我介紹、學習背景、申請動機、未來計畫及照⽚
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8. 語⽂能⼒說明或相關

61315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台灣⽂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所以加強不同學⾨的理論訓練、建⽴東亞⽂學視野為⽬標，使台灣⽂學意義的開發更為深⼊而周延；為強化學⽣研究和
就業能⼒，亦側重外語與跨學科的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或論⽂ 7. ⾃傳(必)：
中⽂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國語⽂能⼒證明
61303 招⽣名額: 2名 國⽴政治⼤學 華語⽂教學博⼠學位學程 Doctor's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系所分則
政⼤華語⽂教學博/碩⼠學位學程涵蓋中⽂、外⽂、教育、國際學術合作四個領域，故⽤學程的概念來命名。在學制上，華
語⽂博⼠學位學程等同⼀般的研究所博⼠班，畢業後授予博⼠學位（Ph.D.)；華語⽂教學碩⼠學位學程等同⼀般研究所之
碩⼠班，畢業後授予碩⼠學位(MA)。
核⼼課程共分為「漢語語⾔學」、「華語⽂教學」、「華⼈社會與⽂化」三個範疇，學⽣於每個範疇必須修習⾄少3學
分。
博/碩⼠學位學程的教育⽬標是培育優質的華語⽂教師、學者以及領導者，因此學⽣除了必須具備華語⽂教學博/碩⼠班的
專業能⼒之外，還要培養相關的學術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
(必) 6. ⾃傳(必)：中⽂；含學⽣⾃述/個⼈學經歷/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國
語⽂能⼒證明
61304 招⽣名額: 2名 國⽴政治⼤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教育系博⼠班階段，以培育⾼階教育學術研究⼈才、⾼等教育機構專業⼈員、各級教育⾏政⼈才之進階養成、專業化諮商
輔導與具教育理論視野之優秀教師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64,Sec.2,ZhiNan Rd.,Wen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1605,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學系闕⾦治助教、聯絡電話：
+886-2-29393091 ext.62281、E-mail：jjchiue@nccu.edu.tw、收件截⽌⽇：2019-12-31）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學術著作(選)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1312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政治學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是華語政治學界中歷史最為悠久的學術單位之⼀，分為「經驗政治」、「⽐較政治」、「政治思想與歷史」三個學
⾨，以培養學⽣敏銳的政治觀察⼒與豐厚的⼈⽂素養為旨，期使學⽣在接受學科訓練後，能夠具有獨⽴思考判斷能⼒。
本系過去連續四年在QS世界⼤學排名政治與國際研究(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類組中，排名51-100，是本校
所有學科裡表現最為優秀的。
本系與⽇本東北⼤學簽署博⼠班雙聯學程，並與多所國際知名⼤學簽署交換協議，提升本系國際知名度與競爭⼒之餘，同
時培養學⽣的英⽂能⼒與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請以中⽂撰寫 7.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如無中⽂能⼒證明，得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代替）
61327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系所分則
國⽴政治⼤學社會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是⺠國七⼗年（1981）⼋⽉由「⺠族社會學系」改制而來。⺠國四⼗三年
（1954）國⽴政治⼤學（以下簡稱本校）在台復校，翌年，恢復⼤學本科，邊政學系為⾸先設置的五個學系之⼀。當時邊
政學系名稱，不⾜以概括課程內容的全貌，且易滋⽣誤解，故對外譯名向以「⺠族社會學系」稱之。為求名符其實，且順
應學術研究潮流，多年來即籌謀改制，直⾄⺠國五⼗九年（1970）⼋⽉始奉准改稱為「⺠族社會學系」，為我國第⼀個⺠
族社會學系。嗣後，為因應學術發展需要，逐漸增加社會學⽅⾯師資，遂更名為「社會學系」。為符合社會及學術發展之
需要，本系於⺠國七⼗五年（1986）增設「碩⼠班」，⼋⼗⼋年（1999）增設「博⼠班」，致⼒於專業研究及教學⼈才之
培育。
本系師資及教學原包括社會學及社會⼯作兩個專業領域。鑑於專業發展的需要，原有社會⼯作⽅⾯的師資，於⺠國九
⼗五年（2006）⼋⽉獲教育部核准設⽴「社會⾏政與社會⼯作研究所」。從此，本系進⼊以「社會學」專業教學與研究為
主軸的新紀元。在現有的基礎上，本系未來將致⼒提升教學研究的⽔準，積極增聘優秀⼈才擔任教師，並規劃有前瞻性且
有特⾊的學習及研究⽅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請以中⽂撰寫 4. 師⻑推薦函(必)：中⽂或英⽂推薦函1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
(必) 7. ⾃傳(必)：請以中⽂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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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05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地政學系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系所分則
1.台灣唯⼀結合⼈⽂社會與理⼯科技之地政學系，為學習、研究⼟地(不動產)專業知識之重鎮。
2.教學著重於不動產專業理論、⼟地管理、⼟地資源規劃及⼟地測量與資訊學術理論與實務結合之研究。
3.培養不動產學術研究、公私部⾨之⼟地使⽤規劃與管理、不動產經營管理、估價及測量資訊等專業⼈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件
61316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本系在總體經濟、個體經濟與計量經濟三個領域皆有完整發展，並擴⾄產業經濟、國際貿易、勞動經濟、國際⾦融、經濟
發展、中國經濟等領域。此外，⼈⼯智慧經濟學與環境經濟學，是有別於其他經濟相關系所的特⾊領域。
本系持續與國際各⼤學加強學術交流，⽬前已與澳洲昆⼠蘭⼤學、⽇本廣島⼤學、東北⼤學、國際⼤學，簽訂學、碩、博
等雙聯學位，以及教師間學術交流，近來更進⼀步與東北⼤學經濟學院簽訂博⼠⽣共同指導協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繳交2封師
⻑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選)：相關學術著作或論⽂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中⽂或英⽂能⼒證明
61306 招⽣名額: 2名 國⽴政治⼤學 ⺠族學系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以⺠族學、⼈類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才，配合⺠族志與⺠族史的訓練，以當代⺠族、社會與⽂化的實證研
究視野，落實⼈⽂關懷的精神，並建⽴具有多元⽂化觀的現代公⺠意識。教學與研究重點，在於提供豐富多樣、兼顧觀察
台灣、中國⼤陸與周邊世界地區的⺠族⽂化事務的發展趨勢，強調整體宏觀的學術視野、學科理論⽅法與⽥野實證訓練三
者並重的成果展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關學術著作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中⽂或英⽂能⼒證明
61325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所以「發展研究」為軸⼼，透過社科學理論與⽅法的訓練，進⾏政治、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之理論與政策的教學研
究，提供不同背景學⽣對亞太地區發展跨學科、跨領域的理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且加蓋校印之畢業證書原⽂影本或學歷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且應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之碩⼠及⼤學歷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或
英⽂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中⽂或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之⽂件 6. 學術
著作(必)：碩⼠論⽂或相關學術著作 7. ⾃傳(必)：中⽂⾃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能⼒測驗成績，
另有中⽂能⼒證明尤佳
61323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社會⼯作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本所成⽴於⺠國九⼗五年⼋⽉⼀⽇，原名「社會⾏政與社會⼯作研究所」，期能為我國培育優秀社會⼯作專業⼈才，為回
歸社會⼯作教育之主流，本所獲教育部核准⾃⺠國98年8⽉1⽇起更名為「社會⼯作研究所」，並於⺠國102年8⽉1⽇成⽴
博⼠班，未來將可培育具社會⼯作學術研究及教學能⼒的學術⼈才。本所訓練具有三⼤特⾊：(1)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紮實訓
練；(2)鉅視與微視整合的視野；(3)科際整合課程的提供。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中⽂書寫，⾄多15⾴ 4. 師⻑推薦函(必)：請繳交2封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視審查
需要辦理口試 6. ⾃傳(必)：中⽂書寫，⾄多3⾴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1328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亞太研究英語博⼠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 in Asia-Pacific
Studies(IDAS)
系所分則
政治⼤學亞太研究國際博⼠學程是台灣第⼀個綜合社會科學領域之博⼠學位學程，該學程在政⼤此⼀亞洲頂尖的社會科學
⼤學，以全英⽂授課，並對亞太地區提供跨學科式的理解。
IDAS提供四個學習領域—政治經濟、社會⽂化研究、公共治理與國際關係。IDAS提供結合理論與⽅法的課程，並幫助學
⽣在國際期刊上的研究與出版。IDAS是政⼤社會科學學院的⼀部份，並得到全校之英語授課教師的⽀援。IDAS也提供學
⽣出國留學的機會，政⼤的國際學⽣也可利⽤政⼤優秀的語⾔中⼼學習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英⽂⽂
件）
3. 師⻑推薦函(必)：請繳交2封師⻑推薦函（以英⽂撰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個⼈得獎或能⼒證明⽂
件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本項⽬須含「英⽂申請書」及「Applicant Statements 」（請⾄IDAS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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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網⾴下載https://www.asiapacific.nccu.edu.tw/）
之TOEFL、TOEIC、IELTS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證明，限兩年內

61324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外交學系 Diplomacy
系所分則
1930年，為了培養外交事務專⾨⼈才，遂在中國南京市紅紙廊之中央政治學校設⽴本系。本系不僅在國內學府獨⼀無⼆，
在本校歷史也最悠久。
1954年七⽉，⾏政院核准本校在台恢復辦學，本系旋亦奉准復招新⽣。國際關係研究所因而更名為外交研究所，以配合外
交學系系名。
⾄此，外交研究所與外交系同為培育國際事務⼈才之搖籃。及⾄⺠國1995年，為配合教育部「系所合⼀」之政策，外交研
究所名稱乃不復使⽤，改稱外交學系碩⼠班。2000年奉教育部核准設置博⼠班及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在職專班。
碩⼠班課程涵蓋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法及區域研究與其他國際關係新興領域；博⼠班課程以「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國
際法院成案」、「國際組織」或「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主要研究領域，另搭配其他國際關係新興領域，期許本系博⼠班
學⽣兼具理論與創新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且加蓋校印之畢業證書原⽂影本或學歷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兩位師⻑推薦函（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64,Sec.2,ZhiNan
Rd.,Wen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1605,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Diplomacy. 外交學系鄭湘縈助
教、聯絡電話：+886-2-29393091 ext.50918、E-mail：dip50918@nccu.edu.tw、收件截⽌⽇：2019-12-31） 5.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曾獲獎學⾦或學術才藝成就證明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含碩⼠論⽂) 7. ⾃傳(必)：請
以中⽂或英⽂撰寫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或其他語⾔證明⽂件
61317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東亞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系所分則
東亞所於1968年成⽴，是台灣第⼀個以中國⼤陸研究為主的教育機構，為「中國研究」之重鎮所在。本所以中國與亞太區
域研究訓練為主，專業學科（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訓練為輔，結合多元研究議題與途徑，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
務。本所設有碩⼠班與博⼠班，教育⽬標為培養具備專業分析能⼒與國際視野的「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暨「兩岸公共事
務」⼈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並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師⻑
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件
61320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本研究博⼠學位學程 Doctoral Program in Japan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學程主要分成⽇本政治外交及⽇本經濟社會兩組。在課程⽅⾯，希望能幫助學⽣從多元⾓度進⾏⽇本專題之全⽅位研
究，包含由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外交⾯進⾏研究與分析。因此，除了著重在社會科學研究⽅法及⽇本政治經濟
等基礎學科訓練，同時也重視⽇本政治、⽇本經濟、⽇本社會及⽇本外交等各領域的知識訓練，⽤以培養具國際視野的⽇
本研究相關⼈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且加蓋校印之畢業證書原⽂影本或學歷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且應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之碩⼠及⼤學歷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A4格
式，1-3⾴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包含碩⼠論⽂ 7. ⾃傳(必)：中⽂撰寫
8. 讀書計畫書(必)：中⽂撰寫，包含申請動機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或英⽂證明，應為：⽇本語能
⼒試驗(JLPT)N2級證書，或通過英語能⼒測驗TOEIC多益測驗650分(含)以上，或新制TOEFL iBT 79‐80分(含)以上者
61331 招⽣名額: 2名 國⽴政治⼤學 ⾦融學系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融專業⼈才為宗旨，課程內容理論與實務必重，並積極培育國內、外⾦融機構之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學術著作(必)
6. ⾃傳(必)：請以中⽂撰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61308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提供卓越的研究、教學及服務以促進會計及相關知識之提昇，並在變遷的環境中為企業、政府及⾮營利機構教育未
來之會計領袖⼈才為宗旨，分別於1969年及1991年⾸創台灣第⼀個會計研究所碩⼠班與博⼠班，更是台灣唯⼀同時獲得
AACSB會計與EQUIS兩項認證的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並
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繳交3~4⾴（不含參考⽂獻）中⽂或英⽂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請繳交2封師⻑推薦函（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64,Sec.2,ZhiNan Rd.,Wen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1605,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會計學系林育綺助教、聯絡電
話：+886-2-29393091 ext.87046、E-mail：aganes@nccu.edu.tw、收件截⽌⽇：2019-12-31）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6. 學術著作(選)：請繳交論⽂或其他相關著作 7. ⾃傳(必)：請繳交1⾴300〜500字內中⽂或英⽂⾃傳 8.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請繳交中⽂或英⽂語⾔能⼒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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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2 招⽣名額: 2名 國⽴政治⼤學 統計學系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標在於培養具備國際學術競爭⼒之統計專業⼈才。本系重視統計理論訓練，培育博⼠⽣研究能⼒。本系⿎勵
博⼠⽣參與國際研討會以及⾄海外短期交換，以提升博⼠⽣國際視野以及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加蓋校印之畢業證書原⽂影本或學歷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應經原畢業學校加
蓋章戳或鋼印之碩⼠及⼤學歷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政治⼤學統計學系
博⼠班甄試評審委員會、聯絡電話：+886-2-29393091 ext.89020、E-mail：statdept@nccu.edu.tw、收件截⽌⽇：
2019-12-31）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學術著作 5. ⾃傳(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6. 讀書計畫書(必)：請
以中⽂或英⽂撰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1326 招⽣名額: 3名 國⽴政治⼤學 資訊管理學系學術組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系所分則
為臺灣率先成⽴的資訊管理學系，具備悠久歷史，是國內最完善的資訊管理⼈才養成場所之⼀。師資陣容堅強，著述甚
豐，論⽂分別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及學術會議，同時亦進⾏多項研究計畫。本系著重英⽂教學，培養學⽣全球移動⼒。
本系博⼠班分為資管組、科技組，申請者請在讀書計畫中，加註欲申請組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撰寫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或論⽂ 7. ⾃傳(必)：中⽂撰寫 8. 讀書計畫書(必)：中⽂撰寫 9.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必)：英⽂能⼒測驗成績(如TOEFL、TOEIC、全⺠英檢等)
61309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分為法律組、管理組與精算科學組等三組，申請者請在讀書計畫中，加註欲申請組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加蓋校印之畢業證書原⽂影本或學歷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應經原畢業學校加
蓋章戳或鋼印之碩⼠及⼤學歷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學術著作(必)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證明
61318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學術組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因應全球動態競爭情勢，創新求變是企業致勝的關鍵，也是永續經營的基礎，「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的創⽴宗旨
在於以更多元、更動態的⽅式，有效整合管理、科技、法律三⼤知識領域，以智財為核⼼，鏈結創意、創新到創業的發
展，建構有效之創新價值體系。結合理論與實務，加強產學合作，並積極推動校際、國際和兩岸的學術交流，培養⾼優質
跨領域⼈才，創造獨特之競爭優勢。
本所視審查需要辦理電話或視訊口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
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關學術著作 7. ⾃傳(必)：本項⽬需包含「個⼈
學經歷資料表」，請⾄本所網站下載。
網址：https://tiipm.nccu.edu.tw/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1319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英國語⽂學系⽂學組 Literature Program,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學組以英美⽂學研究為主，強調學⽣⽂本閱讀之分析與批判能⼒。課程分為⽂學理論、斷代、⽂類、主題作家、整合、
⽐較⽂學各類，並納⼊⽂學批評與⽂學理論，務使學⽣能獨⽴探索⽂本、理論、及⽂本⽣成與社會情境間的關連，亦訓練
期能進⼀步檢視各種研究⽅法，找出研究切⼊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並
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以英⽂撰寫3-5⾴ 4. 師⻑推薦函(必)：密封推薦書⼆份(⼆位推薦⼈)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64,Sec.2,ZhiNan Rd.,Wen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1605,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English. 英國語⽂學系張莉華助教、聯絡電話：+886-2-29393091 ext.63914、Email：jenchang@nccu.edu.tw、收件截⽌⽇：2019-12-31） 5. 進修計畫書(必)：有關英美⽂學之英⽂研究報告⼀篇
（12-20⾴）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托福成績單
61330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英國語⽂學系英語教學組 TESOL Program,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英教組實務與研究並重，除了英語教學、語⾔學與語⾔教學，及語⾔習得課程外，另開設英語教學新趨勢、教師專業發
展，及研究⽅法等專題課程，⿎勵學⽣發展個⼈語⾔教學研究專業。在研究上本系教師以多元之學術背景優勢，引導學⽣
創新研究領域，與國際學術社群之接軌與對話。在教學實務上強調與教學現場結合，培養博⼠⽣具備研發有效教學法的專
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並

- 第 55 ⾴ -

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以英⽂撰寫3-5⾴ 4. 師⻑推薦函(必)：密封推薦書⼆份(⼆位推薦⼈)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64,Sec.2,ZhiNan Rd.,Wen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1605,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English. 英國語⽂學系張莉華助教、聯絡電話：+886-2-29393091 ext.63914、Email：jenchang@nccu.edu.tw、收件截⽌⽇：2019-12-31） 5. 進修計畫書(必)：有關英語教學之英⽂研究報告⼀篇
（12-20⾴）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托福成績單
61310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語⾔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系所分則
本所於⺠國⼋⼗⼆年成⽴，是國內⽬前唯⼀「理論與應⽤全⽅位發展」的語⾔學研究所，⽴所特⾊以語⾔學理論為經，語
⾔學應⽤為緯，培養跨領域、具世界觀的語⾔學專業⼈才。在理論語⾔學⽅⾯，以研發創新的語⾔學理論為⽬標，訓練研
究⽣使⽤各種外國語⾔及中國境內語⾔檢視語⾔學最新理論。在應⽤語⾔學⽅⾯，以發展語⾔應⽤科學為理想，訓練研究
⽣將語⾔學專業知識結合現代社會的各類資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檢附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並
加蓋校印之證明⽂件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英⽂撰寫皆可（5-10⾴) 4. 師⻑推薦函(必) 5. 學術著作(必)：限語⾔
學相關著作 6. ⾃傳(必)：中英⽂撰寫皆可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撰寫皆可（2-3⾴)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1322 招⽣名額: 2名 國⽴政治⼤學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系所分則
法學院於⺠國三⼗五年⾄⼋⼗⼆年間係由政治、外交、經濟、社會、財稅、法律等⼗餘系所組成。⼋⼗⼆學年度起，經教
育部核定，由法律系所⾃成⼀院，以肯定法律迥於社會科學之學術研究地位，此亦為當時國⽴⼤學之⾸創。
博⼠班以⺠法、財經法、公法、刑法、勞動法與社會法、基礎法學為研究領域。
本系招收碩⼠班為法律類科背景之畢業（含應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以中⽂撰寫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選) 7. ⾃傳(必)：請以中⽂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
明
61329 招⽣名額: 2名 國⽴政治⼤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1.本系為臺灣培育⼼理學⼈才的重要機構，積極⿎勵具有⼈⽂社會關懷的跨領域研究；從在地的關懷，延伸⾄與國際接
軌，也呼應國際學術發展的趨勢。
2.依研究領域分四⼤組：實驗與發展、社會與⼈格、⼯業與組織、臨床；除要求學⽣對個別領域專精的知能，也要求其他
領域知識的修習。
3.理論與實務結合，「學」與「術」並重，奠定就業或深造之深厚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
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 7. ⾃傳(必)
61311 招⽣名額: 1名 國⽴政治⼤學 資訊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專⻑以計算智慧、資訊系統、多媒體、通訊網絡等領域為主，並以數位內容、數位⼈⽂、法學資訊、網路通
訊等應⽤⽅向為各領域相互整合的框架與積極努⼒的⽬標。
⼆、本系在政⼤推動資訊科技與⼈⽂社會各學科的互動，以碩⼠學位學程或⼤學部雙主修⽅式，培育具有跨學科、跨領域
整合能⼒的⼈才。例如，本系與傳播學院共同開設數位內容學/碩⼠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11
聯絡電話 886-3-5131399
地址 30010新⽵市⼤學路1001號
網址 http://www.nc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組

傳真 886-3-5131598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校區主要為新⽵光復校區(地址：300新⽵市⼤學路1001號)，另外還有新⽵博愛校區(300新⽵市博愛街75號)、
備註 六家校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台北校區(100台北市忠孝西路⼀段118號)及台南校區(711台南市歸
仁區沙崙⾥⾼發三路301號)。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61125 招⽣名額: 2名 國⽴交通⼤學 電⼦研究所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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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完整電⼦研究領域，由元件開發⾄系統設計，微奈⽶電⼦科技垂直整合。具國際化環境。以電⼦電機與資訊通訊為核
⼼，為全國最悠久之電⼦電機領域研究所，鄰近產研機構。研究成果豐碩，國際期刊、研討會論⽂數量與品質躋身世界⼀
流⼤學⽔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學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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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
(必)：推薦函2封(指導教授或任課教師或⼯作單位主管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它有利審查⽂件 6. 學術著作
(必)：碩⼠論⽂1份(若論⽂尚未完成，請繳交初稿) 7. ⾃傳(必)：中⽂⾃傳
61130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電控⼯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控所以著重於控制理論與應⽤技術的研究, 以及培育⾼級電機與控制⼯程⼈才為宗旨。
本所主修控制系統、智慧系統、機器⼈、電機控制、訊號處理、機器視覺、電⼒電⼦、綠能科技、電源管理、汽⾞電⼦、
⽣醫復健、嵌⼊式系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01 招⽣名額: 2名 國⽴交通⼤學 電信⼯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隨著全球對於通訊需求的⼤幅增加，對資訊傳輸不斷要求更⾼速度及更多樣化，使全球電信產業⽇益蓬勃發展，同時對⾼
級研發⼈⼒之需求亦⽇趨殷切。⽬前我國已將電信列為國家重點發展產業，同時已推出各項⼤型計畫，以提升我國電信研
發能⼒，厚植電信技術與產業競爭⼒。
本研究所碩⼠班成⽴於⺠國六⼗⼋年，為孕育⾼級電信⼯程研發⼈才之重要學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21 招⽣名額: 2名 國⽴交通⼤學 光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photonics
系所分則
光電系提供光電技術與知識擴散的卓越教學研究環境，培育能以創新思惟來解決問題之光電研發領導⼈才。研究領域分為
跨領域光電科學、光電元件與材料及光電系統三⼤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影本(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02 招⽣名額: 2名 國⽴交通⼤學 資訊科學與⼯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主修：軟體⼯程、⼈⼯智慧、資料庫、演算法、計算理論、資訊安全、⽣物資訊、分散式系統、資訊與電機整合、計算機
架構、系統晶⽚、系統軟體、嵌⼊式系統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3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傳(必)： 中⽂簡要⾃傳（1000字以
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如：GRE或托福成績)
61103 招⽣名額: 2名 國⽴交通⼤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現有專任教師32位，⼤學部學⽣約400名，研究⽣約370名（博⼠⽣約75名）。本系研究重點在能源科技、精密機
械、光機電系統、控制技術、⽣醫技術等具有⾼潛⼒的新興技術。
※本系教學與研究分成四⼤組別：設計製造、能源熱流、固⼒控制、微奈⽶⼯程。請考⽣在申請資料中註明欲申請之組
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請註明欲申請之組別。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04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所經多年的擴充發展，不論在教學或研究的表現、師資及設備都具規模。本系在結構⼯程、營建管理、⽔利及海洋⼯
程、⼤地⼯程、測量及空間資訊、資訊科技等領域在全國各⼤學中均名列前茅。在師資⽅⾯，編制為29位專任教師，皆為
國內外頂尖⼤學的博⼠。相較於國內外各⼤學的⼟木⼯程系，本系的師⽣⽐偏低，每位學⽣皆能受到充份的指導。
※本系教學與研究分結構⼯程、⼤地⼯程、測量及空間資訊、營建管理、⽔利海洋、資訊科技等領域，請考⽣在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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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註明欲申請之組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請註明欲申請之組別。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
(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05 招⽣名額: 2名 國⽴交通⼤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交通⼤學材料系研究領域涵蓋⾦屬、陶瓷、電⼦、⾼分⼦材料。除探討材料基本物性與化性、開發新穎材料與製程技術之
外，還涵蓋應⽤電⼦、光電、奈⽶、⽣醫、能源及計算模擬等先進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
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ROC EF323、收件⼈：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聯絡電話：+886-3-5712121#55303、E-mail：
chhsu0909@nct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
(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26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世紀跨領域數學科學⼈才為⽬標。⽬前有五個研究群：「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財務⼯程與機
率」、「微分⽅程與動態系統」、「離散數學與最優化」，以及「數論、幾何與分析」等數學研究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08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統計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系所分則
系所特⾊：
1. 致⼒於統計⽅法創新與理論研究，並應⽤統計⽅法解決其他領域的問題。
2. 成功吸引許多海外學⽣前來就讀，並與全球頂尖統計研究機構發展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3.為因應「⼤數據」時代的來臨，積極發展資料科學相關的應⽤領域，並培訓具備分析⼤數據能⼒的跨領域⼈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09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物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交⼤物理研究所成⽴於1993年，核⼼⽬標與特⾊為深化交⼤應⽤科學發展的基礎及強化學校整體物理科學的研究與教學。
本所是個規模不⼤的研究所，但在教育、研究及國際合作⽅⾯的表現頗為積極。⽬前已有數個新穎專利以及研究成果刊登
在「科學」、「⾃然」、及「物理評論快報」。對內，與電⼦物理系的合作拓展交⼤基礎與應⽤物理科學的發展。對外，
與⽇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以及德國⾺克思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hemical Physics of Solids)等
國際研究中⼼簽訂合約，相互交流⼗分密切。
本所研究⽬前可分為四⼤領域：凝態物理、中⾼能與宇宙論、原⼦分⼦與光學物理以及⽣醫物理，其中包括四個實驗小組
及六個理論小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2封（本項⽬
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ROC. SC352、收件⼈：Institute of
Physics、聯絡電話：+886-3-5720810、E-mail：f641126@nct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若論⽂尚未完成，請繳交初稿) 7. ⾃傳(必)：中⽂⾃傳：
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10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交⼤⽣物科技系的教育⽬標在培育學⽣具有⽣物科技學能和技術的學術與產業之領導⼈才。⽣物科技的成果可廣泛應⽤在
醫療、環保、農業及能源等⽅⾯，⽤以提昇⼈類的⽣活，也可為下⼀代創造⼀個更美好的環境。⽣物科技已成為⼆⼗⼀世
紀最重要的領域之⼀，並與⺠⽣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為了培育新時代的跨領域的⽣物科技⼈才，本系所提供基礎與應⽤
並重之⽣物科技教學與研究。本系所的主要專業學科與研究領域有: 腫瘤⽣物學、神經科學、分⼦影像、藥物開發與輸
送、⽣物資訊與系統⽣物學、⽣物電⼦與⽣物感測、奈⽶⽣物科技及環保與綠⾊能源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2封 5.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 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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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1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分⼦醫學與⽣物⼯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lecular Medicine and
Bio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分醫所以分⼦及細胞⽣物為出發，發展理論基礎及相關應⽤。
主要發展⽅向為：從分⼦層次探討細胞及微⽣物之⽣理及病變機轉，並配合⽣物奈⽶材料的發展，開發相關應⽤；研究範
圍涵括微⽣物及細胞、致病機制、⽣物感測及診斷、及⽣物奈⽶材料。
希望以現有在細胞及微⽣物的研究基礎及成果，在持續深耕基礎研究外，發展奈⽶材料在分⼦醫學上的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2封 5.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 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
內）
61112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物資訊及系統⽣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informatics and Systems Biology
系所分則
⼈類基因體⼀⼀被解碼後，結構基因體研究⽇益重要。後基因體時代所欲探索之奧秘，不僅僅是基因的序列，更重要的是
基因的功能。基因的產物-蛋⽩質-更是在後基因體時代扮演著重要的⾓⾊。結構基因體利⽤Ｘ光結晶繞射分析、⾼磁場核
磁共振技術⼤量解出的蛋⽩質結構，將為⽇後新藥的開發和疾病的防治奠定穩固的基礎。研究⽣物巨分⼦三度空間結構，
不僅可以瞭解其結構與功能之間的關係，更可進⼀步進⾏藥物設計及延伸到其他⽣物科技產業的應⽤研究。本所招收學⽣
來⾃於⽣科(Life Science) 與資訊(Information) 兩⼤領域。⽣物資訊研究所專業科⽬，包括基因⽣物資訊、結構⽣物資
訊、分⼦模擬、資料庫結構與設計、計算⽣物演算法、結構⽣物、分⼦及細胞⽣物、遺傳學、分⼦演化、基因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2封 5.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
內）
61129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管理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系所分則
管理科學系以培養未來企業專業經理⼈及領袖⼈才為⽬標，提供⼀般管理包含⾏銷學、財務管理、管理資訊系統、⽣產與
作業管理及⼈⼒資源管理等課程訓練，並可透過選修，選讀專⾨管理科⽬，發展專業管理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 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13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為⼀跨學域學⾨，為國內運輸領域排名第⼀之學系，課程含運輸、資訊、管理等，就業與升學管道多元，研究含陸海
空運輸規劃與營運管理、智慧型運輸、物流管理、全球運籌，就業遍及交通部⾨、⾼科技製造、服務業及學術機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學歷年成績單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或參考著作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若論⽂尚未完成，請繳交初稿)或代表
性學術論⽂(已發表之論⽂或未發表之論⽂草稿)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測驗成績單影本
61114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業⼯程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及研究均具前瞻性，除⼯業⼯程之基礎課程外，尚有管理、統計、電腦與⾃動化、作業研究、⼈因⼯程、及其他
資訊相關課程。本系亦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畫，以加強學⽣就業之競爭⼒。本系研究發展重點分為：⽣產系統管理、製造
⼯程、系統決策及⼈因⼯程四⼤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應屆畢業⽣以草稿本替代)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
內)
61115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所特⾊：
1. 積極培養具國際觀及瞭解國家社會與企業環境特質的「⾼階經營管理」專業⼈才、「⾼科技企業管理」經營管理⼈才、
研究⼈員及教育師資精英。
2. 加強研究發展符合我國國情的管理理論、技術與⽅法，以期加速我國科技及經濟的發展與進步。
3. 重點課程領域包括先修課程、理論課程、⽅法課程、研討課程及「企業策略」、「組織與⼈⼒資源」、「⾏銷」、「財
務」、「科技與資訊」暨「營運與決策科學」等管理專業課程，並⿎勵跨越領域的研究。
4. 課程規劃的⽅針係以經營管理為體，資訊科技為⽤，廣度與深度兼顧，理論與應⽤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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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本校台北校區(台北市忠孝西路⼀段118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17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交通⼤學資訊管理研究所於1989年開始招⽣，是國內資訊管理的先驅，也是資訊管理領域學術及實務應⽤的開創與領導
者。
本所發展⽅向，主要強調運⽤資訊技術（IT）於各事業或專業領域之資訊與知識的有效管理與應⽤，讓資訊的管理更有成
效，並創造資訊價值。
本所課程分為：資訊技術、經營管理、電⼦商務與財⾦以及研究⽅法四⼤領域。訓練學⽣擁有解決問題的能⼒、溝通技巧
與倫理品徳。透過獨⽴的研究能⼒，培養學⽣有效整合資訊科技與管理知識。
資訊管理研究所的優勢，鄰近新⽵科學園區，產學合作與學⽣就業機會優。我們重視與⺠間企業、國營企業及政府組織之
委託或合作單位研究，將理論和實際結合並服務國內企業及提⾼研究層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 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18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融學系財務⾦融博⼠班 Institute of Finance,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財務⾦融研究所成⽴於2002年，並於2007年成⽴博⼠班。有別於傳統的財務⾦融研究所，我們共分有⼆組：財務決策
組與財務⼯程組。財務決策組主要以傳統財務⾦融訓練為主，而財務⼯程組則加強數理財務與相關程式之訓練。本研究所
不只適合⼀般商管與統計科系學⽣，也很歡迎具有電機、資訊、⼯程、數學等科系理⼯背景的學⽣來進⾏跨領域學習。
我們擁有各種相關領域之師資，可提供學⽣各式課程與良好之學習環境。主要教育⽬標為加強財務⾦融學術研究，發揮地
理區域之特性，培育⾼等財務⾦融專業⼈才，並將財務理論之學術研究，結合企業之財務決策、財務⼯程及⾵險管理等課
題，另強化財⾦領域與⾦融科技、投資與財務⼯程之專業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131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技能培養－致⼒培養學⽣創新導向的科技管理技能
•創新模式－協助台灣產業技術與營運模式創新
•產業升級－配合台灣朝向國際性的知識經濟產業升級
•創新⼒－本所教學與研究著重創新與新興科技產業知識，使學⽣能掌握最新產業變化趨勢。
•發展性－發展具⾼科技內涵的新興服務業，協助台灣現有產業結構轉型。
•國際觀－培養在全球市場競爭所需要的運籌與管理能⼒，以及國際化的視野與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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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碩⼠歷年成績單(須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參加學術活動證明⽂件 6. ⾃傳(選)：中⽂簡要⾃傳（1000字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托福/多益成績單
61128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w
系所分則
國⽴交通⼤學科技法律學院以「國際化、實證化、整合化」為發展策略。科技法律研究所除提供學⽣⼀般台灣法律課程
外，更提供完整之英美法律課程、與實務接軌的智慧財產權法律課程，以及其他科技法律課程。本院博班重視跨領域及創
新發展之研究取徑。本院之教學與研究分為六⼤領域，包括：
1.智慧財產權與知識創業
2.企業法律與財經刑法
3.資訊通訊與競爭法
4.⽣物科技與醫療法
5.社會正義、性別平權與勞動權益
6.跨國法律與國際談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
究計劃書(必)：博⼠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資料(TOEFL或
IELTS成績等)。
如有必要將會視訊⽅式進⾏口試。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若論⽂尚未完成，請繳交初稿) 7. ⾃傳(必)：履歷表及⾃
傳各⼀份
61119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應⽤藝術研究所 Institute of Applied Art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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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本所以⼈⽂藝術思維為依歸，現代科技為⼯具，致⼒於科技藝術與設計之理論探討及實務創作。教學上以培養兼具國
際視野、⼈⽂素養、媒體科技與藝術創作能⼒的設計師與藝術家為主要⽬標，融合不同領域之學⽣，⼒求發展跨領域的新
媒體藝術，激盪出多⾯向之藝術與設計創作。
特⾊:廣納各校本科優秀⽣、廣收不同領域背景優秀⼈才、融合設計與藝術領域、國際學術交流頻率⾼。
課程:⼯業設計組－主要培育⾼級設計實務、設計企劃、設計理論與研究及電腦輔助⼯業設計之相關⼈才。視覺傳達設計組
－主要探討如何⼈性化的運⽤電腦科技，佐以視覺原理、造型⼼理學、美學理論與學習理論作學術性的研究，與創作反應
實際的需要以切合美感需求的有深度內涵作品。傳播與科技組: 除了設計與藝術專題研討課程外，另規劃包含傳播理論、
傳播研究⽅法(量化、質化)、知識與⽅法、設計與藝術專題研討…等專業課程。
※備註：1. 本所教學與研究分⼯業設計組、視覺傳達設計組及傳播與科技組，考⽣需在申請信封上註明欲申請組別(限填⼀
組)。2. 學系限制(⼯設組): 限制⼯業設計, 產品設計, 家具設計等相關設計科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份 4. 學術著作(必)：碩⼠論⽂ 5. 作品集(必)：設計作品集或研究報告，本項⽬請寄送紙本或
提供線上連結⾄應藝所
收件地址：HA309,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ROC. , 收件⼈：Institute of Applied Art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聯絡電話：+886-3-5731963, E-mail：iaaoffice@nctu.edu.tw 6. ⾃傳(必)：中⽂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61120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社會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系所分則
交通⼤學社會與⽂化研究所成⽴於2002年，設有碩⼠班與博⼠班。社⽂所的創⽴宗旨建⽴於社會研究（社會實證研究與批
判理論）與⽂化研究（跨學科與在地化研究）的理念。社⽂所課程以跨領域、知識實踐以及批判反省為特⾊，強調⾯對⽂
化與社會象徵形式的意識型態問題，分析⽂化政治與社會歷史脈絡，並回應當前思想界所關注之議題。社⽂所課程以超越
學科領域的「社會與⽂化理論」作為理論思考深化的主軸，發展：「台灣社會與⽂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藝術
社會⾏動」三個重點⽅向。利⽤台聯⼤系統（交通⼤學、清華⼤學、中央⼤學、陽明⼤學）的⽂化研究團隊合作平台，拓
展多元國際視野與學術交流的學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須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學術著
作(必)：碩⼠論⽂ 6. ⾃傳(必)：3.簡要⾃傳（1000字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需具備中⽂語⾔程
度證明(例：其他相關研究成果、修課記錄、代表作品以學術論⽂為主、其他中⽂檢定)
61124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教育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所研究範疇涵蓋教育⼼理、科學教育與數位學習，師⽣研究成果豐碩，多位教授獲科技部(原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吳⼤
猷先⽣紀念獎。本所⽣師⽐例低，致⼒提供前瞻且多元課程，教授教學成效優異，屢獲校級傑出教學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2
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簡要⾃傳
（1000 字以內）
61127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班學術研發組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Program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國⽴交通⼤學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以培育「國際化」及「產業化」之頂尖⼈才為教學宗旨，致⼒於半導體科技的創新與應
⽤，研究著重於「半導體材料」、「固態電⼦元件」、「⾼階系統封裝」、「積體電路設計」及「異質系統整合封裝」等
半導體領域，以研發下世代半導體製程技術及半導體晶⽚設計為發展重點。本學院採全英⽂教學，與國內外知名科技公司
成⽴研究中⼼及合作計畫，並提供美國UCLA、⽇本東京⼯業⼤學、⽐利時魯汶⼤學和印度理⼯學院等國際⼀流理⼯學校
雙聯學位及國際合作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簡要⾃傳（1000字以內）

國⽴交通⼤學(台南)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11A
聯絡電話 886-3-5131399
地址 30010新⽵市⼤學路1001號
網址 http://www.nc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組

傳真 886-3-5131598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校區主要為新⽵光復校區(地址：300新⽵市⼤學路1001號)，另外還有新⽵博愛校區(300新⽵市博愛街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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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六家校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台北校區(100台北市忠孝西路⼀段118號)及台南校區(711台南市歸
仁區沙崙⾥⾼發三路301號)。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61132 招⽣名額: 1名 國⽴交通⼤學(台南) 光電學院博⼠班 Graduate Program of College of Photonics
系所分則
光電學院博⼠班在研究上分為幾⼤特⾊研究領域: 光通訊科技、光電元件與系統、光學系統設計、固態照明材料、光電轉
換材料科技、影像顯⽰技術、⽣醫光電檢測、⽣物光電仿⽣技術。研究⽣可彈性地在院內跨所選擇指導教授及選課，使學
⽣有跨領域專業學習的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影本(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含名次)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若論⽂尚未完成，請繳交初稿) 7. ⾃傳(必)：中⽂⾃傳：簡要⾃傳（1000字以
內）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9
聯絡電話 886-2-24622192 分機 1068
傳真 886-2-24634786
地址 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網址 https://www.nto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事務組、學務處⽣活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stu.ntou.edu.tw/SCROOT/Page_Show.asp?Page_ID=21539
宿舍 在學期間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台海⼤為全球最具完整海洋特⾊且⼤學排名最前⾯之「國際化的頂尖海洋⾼等學府」。位於⼤台北地區之基隆市，
濱臨海洋，⼭海校園，獨特的⿓崗⽣態園區與⾬⽔公園，交通便捷、學術氛圍、⽣活機能與學習環境極優。 ⼀、
海⼤共有7個學院，設有22個學系， 27個碩⼠班，19個博⼠班，在商船、輪機、航管、運輸、河⼯、造船、海洋、
⾷品與⾷品安全、養殖、漁業、海洋⽣物與⽣態、海洋事務等領域尤其著名。 ⼆、 海⼤各系皆有特定的產業⽀
持，尤其海洋相關產業，學⽣有特定的就業職場與管道，學⽣競爭⼒與就業⼒⾼。 三、 海⼤備有男⼥宿舍，僑⽣
及港澳⽣享有免抽籤住宿的權利及優先住校之福利並提供各項清寒獎勵、各項獎助學⾦、服務學習機會，讓每⼀位
同學都有機會勇敢逐夢。 四、 海⼤重視學⽣實作與校外實習、培養創新創業與就業能⼒，並推動跨領域次專⻑制
備註 度及微學分，俾適應未來複雜就業職場需要。 五、 海⼤加強學⽣英⽂與中⽂能⼒，設有英⽂畢業⾨檻。學⽣修習
中⽂課程時，每年必須選讀24篇課外⽂章並撰寫4篇作⽂。 六、 海⼤重視學⽣適性發展，特別實施轉系以「興趣」
為主的政策；並取消1/2不及格退學措施，改採取以修⾜必要學分畢業之措施，實施⾃我調整進度的教育節奏。
七、 海⼤具有設施最完善之室內外運動設施，包括最新完成之⼈⼯草⽪運動場、壘球場、沙灘排球場及2座體育館
等，另有完善之⽔上運動設施及帆船與獨木⾈等。 ⼋、 海⼤校園最具國際化，有許多外籍⽣、僑⽣(獨招、個⼈申
請、聯合分發、外籍⽣)、陸⽣(學位⽣與交換⽣)，已發展成為⼀所以專業及海洋為最⼤特⾊的「社會上不可或缺的
學校」及以學⽣為主體⼈⽂關懷的「令⼈感動的學校」，繼續秉持「活⼒創新、海⼤躍進」之理念，朝「國際級的
海洋頂尖⼤學」邁進。
學校
基本
資料

6091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海洋⼤學 ⽣命科學暨⽣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特⾊為「海洋⽣物+⽣物科技+應⽤化學」尤其重視學⽣跨領域應⽤能⼒。並與中研院訂有「分⼦整合⽣物」教學
合作計畫，引進中研院師資與設備，給予學⽣最實⽤與廣泛的訓練。 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
http://www.dbb.ntou.edu.tw/bin/home.php (⼆)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或有重度肢體障
礙或有視覺障礙或辨⾊⼒異常，不宜化學相關實驗課程，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學術著作(必)：碩⼠論⽂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9.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選)
6091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海洋⼤學 航運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研究領域：航運物流管理知識創新與⼈才培育的專業領域，聚焦於海運、空運、物流及管理課程。
⼆、發展⽬標：1.培養航運相關知識的建⽴與研究能⼒。2.培養航運相關知識的擴散與產學交流經驗。3.培養整合航運、
管理、服務科學等跨領域的研究與知識創新⼈才。4.培養具備世界觀的全球性研究⼈才。
三、策略⽅針：培養具有「知識創造」與「知識仲介」能⼒的⾼級研究⼈員，從事航運相關領域的研究，發展有助於產業
創新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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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修讀博⼠學位之研究計畫書⼀份)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7. ⾃傳(必)：(選繳)：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必繳)：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選繳)：中⽂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選繳)：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必繳)：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6090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海洋⼤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研究所特⾊，以授課則以獨⽴研發與邏輯思考為教學導向，培育⾷品領域的專業⼈才並發展海洋領域卓越研究團隊、建構
產學互動之知識創新體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6090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海洋⼤學 ⽔產養殖學系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系所分則
以發展⽔產養殖科技之理論與實務，提升國內⽔產養殖技術與學術⽔準，培育學⽣成為⽔產養殖與⽣物科技之專⾨技術與
研發⼈才為⽬標，為本校極具海洋特⾊學系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
請動機)
6090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Marine Biology
系所分則
博⼠班請繳交下列資料：1.申請表2.最⾼學歷之畢業證書影印本，持外國學歷者請驗證3.教師推薦書兩份4.歷年成績單5.中
⽂讀書計畫6.⾃傳7.研究計畫8.其他⾜資證明研究能⼒之資料9.指導教授同意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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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
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 學術著作(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9.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畫書
10.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06
聯絡電話 886-5-2720411
地址 62102嘉義縣⺠雄鄉⼤學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傳真 886-5-2721481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學⼠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碩⼠班於修業三年期間、博⼠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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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應依規定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部分系
備註 所如有其他要求（如：英⽂能⼒、論⽂發表...等），必須達到系所規定（請⾒系所分則說明及各系所網⾴之修業相
關規定），⽅得畢業。⼆、各系所得視實際需要，要求錄取碩⼠班新⽣於⼊學後加修學⼠班課程，錄取博⼠班新⽣
於⼊學後加修學⼠班或研究所碩⼠班課程，學⽣不得拒絕，且其加修之學⼠班科⽬學分依學則規定不得計⼊碩⼠班
或博⼠班畢業學分，而加修之碩⼠班課程是否列⼊畢業學分依各系所規定辦理。三、依⼀般限制。
60641 招⽣名額: 2名 國⽴中正⼤學 語⾔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系所分則
本所強調認知科學的語⾔學研究，希望學⽣能從事語⾳學、⾳韻學、句法學、語意學、⼼理語⾔學、計算語⾔學、語料庫
語⾔學、社會語⾔學，以及神經語⾔學的議題研究。我們以現代語⾔學理論為基礎，發展語⾔與認知的跨領域研究，致⼒
於語⾔學、認知⼼理學與神經語⾔學的科際整合研究，所從事的本⼟語⾔研究，包括漢語、閩南語、客語、原住⺠語⾔及
台灣⼿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
單。 3. 師⻑推薦函(必)：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No.168,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62102, Taiwan, R.O.C.、收件⼈：國⽴中正⼤學語⾔學研
究所、聯絡電話：+886-5-2720411 ext.21501、E-mail：Linguist@ccu.edu.tw、收件截⽌⽇：2020-01-10） 4. 學術
著作(必)：碩⼠論⽂或相關學術著作。 5. ⾃傳(必)：中⽂⾃傳，1份。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1份。
60646 招⽣名額: 2名 國⽴中正⼤學 ⽣物醫學科學系分⼦⽣物博⼠班 Ph.D. Program in Molecular Biology,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與研究特⾊是以⽣物醫學(Biomedical Sciences)為發展⽅向。教學上著重⽣物化學、分⼦⽣物學、與細胞⽣
物學等基礎領域之紮實訓練。配合後基因體時代之重要發展⽅向，開設有基因體學(genomics)、蛋⽩質體學
(proteomics)、幹細胞學(stem cell biology)等課程。研究上包含癌症⽣物學、基因治療、蛋⽩質結構和功能、發育⽣物
學、病毒學、表基因體學、奈⽶醫學、系統⽣物學等重點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
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及有關之其他作品。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相關學術著作及其他優良表現證明。 6. ⾃傳(必)：中⽂⾃傳，1000字以內。
60609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社會福利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之社會福利政策⼈才為主，課程強調整合應⽤社會科學知識及多元思考，探討社會福利議題，藉以
培養學⽣制度分析、政策規劃、⾏政管理、福利服務之知識與社會⼯作專業能⼒，歡迎關⼼社會問題、⼈群福祉的熱忱學
⽣加⼊我們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學位和碩⼠學位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
研究計劃書(必)：中⽂學習研究計劃書，包含研究⽅向、研究概要、參考資料等。 4. 師⻑推薦函(必)：教授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關之著作，如代表作(5本為限)，或⾜以顯⽰⼯作經驗及成就之⽂件(無則免繳)。 6. 學
術著作(必)：碩⼠論⽂或研究論⽂。 7. ⾃傳(必)：簡要⾃傳，請以中⽂書寫(1000字以內)。
60602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h .D . Program in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系所特⾊、研究及發展重點：⼀、認知⼼理學涵蓋知覺、注意、記憶及語⾔、⼈因⼯程。⼆、⽣理⼼理學涵蓋睡眠、⾃主
神經系統、學習與記憶及渾沌理論之應⽤。三、發展⼼理學偏重認知與情意之互動、嬰幼兒發展、青少年發展、認知發
展、全⼈發展及諮商⼼理。四、社會⼼理學涵蓋社會認知、態度與說服、性格結構與發展、組織⾏為及⼯商⼼理學。五、
計量⼼理學著重試題反應理論與電腦化適性測驗。六、臨床⼼理學涵蓋健康⼼理學與睡眠醫學、臨床兒童、臨床神經⼼理
學及⼀般精神醫學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
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須註明研究領域：認知⼼理學、社會組織⼼理學、發展⼼理學、⽣理⼼理學、⼼理計量學
及臨床⼼理學等6個領域中任選1領域，須與未來研究⽅向相同。 4. 師⻑推薦函(必)：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
地址：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168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Township, Chiayi County 62102, Taiwan(R.O.C.)、收件⼈：Miss Su Ling Yeh、聯絡電話：+886-52720411ext.22201、E-mail：psycho@cc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
著作(必)：碩⼠論⽂或研究論⽂。 7. ⾃傳(必)：中⽂⾃傳，含報考理由、讀書計畫、研究經驗、實務經驗等。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語⽂能⼒證明(包含中⽂及英⽂)。
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
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60637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課程，傳授學⽣電機⼯程專業相關知識，訓練學⽣具有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培養分⼯合作發揮團隊⼒量的
能⼒，並瞭解國內外相關產業之現狀與需求，⼤部分課程係以英語授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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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正本各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1份。 4. 師⻑推薦函(必)：⾄少1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No. 168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County 62102, Taiwan (R.O.C.)、收件⼈：電機⼯程學系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聯絡電話：+886-5-2720411 ext. 23201、E-mail：electric@cc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研究論⽂1份。 7. 進修計畫書(選) 8. ⾃傳(必)：中⽂⾃傳，1份。 9.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及英⽂檢定成績證明。
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
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60636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機械⼯程學⾨包含各種⼒學、熱⼒學、設計與製造、控制⼯程、結構分析、光機電整合、⼯程材料、新興科技等基礎理論
與實務內容。是⼀切精密機械、機器⼈、⾞輛船舶以及航太⼯業的重要基礎。機械⼯程師在新興⼯程如⽣醫⼯程、奈⽶及
微機電⼯程、半導體製程、顯⽰器與3C產業、能源⼯程亦皆是炙⼿可熱的⼈才。本系以先進的設備、⼀流的師資以及與產
業密切結合研究之充裕資源，可培養出兼具理論實務之⼀流機械⼯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包括就學期間之修課、研究以及⾃我充實計劃。在研究⽅⾯可⾃訂⼀有興趣之研究⽅向
扼要說明研究題⽬、動機與可⾏之研究⽅法。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傳(必)：中⽂或英⽂⾃傳，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0635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經濟學系國際經濟學博⼠班 Doctoral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師畢業於全球知名⼤學，全數具有博⼠學位。教師研究與教學並重，研究表現在國內經濟學⾨名列前茅，教學優異
屢獲獎項。本系注重學⽣國際視野的養成，國際經濟領域課程豐富，培育學⽣職場競爭⼒或繼續深造的實⼒。
※畢業要求：學⽣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需通過本系博⼠班英⽂檢定⾨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正
本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業與⽣涯規劃書。 4. 師⻑推薦函(必)：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
Doctoral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168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Township, Chiayi County 62102, Taiwan(R.O.C.)、收件⼈：Sue Feng Yean、聯絡電話：+886-52720411ext.24102、E-mail：admsfy@cc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關
學術著作。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中⽂及英⽂語⽂能⼒證明，各1份。
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
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60629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以培養能在資訊科技環境下，充分發揮會計專業知識之管理⼈才為⽬標。四⼤會計師事務所主動到本系徵才，也是公司會
計部⾨、資訊部⾨或管理部⾨之重要幹部，並且具有參加國內外各級專業證照考試之專業能⼒，學⽣畢業後有更寬廣的前
景。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
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168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Township, Chiayi County 62102, Taiwan(R.O.C.)、收件⼈：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許怡雯小姐、聯
絡電話：+886-5-2720411ext.24503、E-mail：deptact@ccu.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得獎證明或其他有利⽂件。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關學術著作。 7. ⾃傳(必)：中⽂⾃傳，1份。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及英⽂語⽂能⼒證明，各1份。
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
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60618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著重法律與其他學科領域之科際整合，積極推展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重視法學外⽂之訓練及培育從事⾼深法
學研究能⼒之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
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證照或檢定
證明等。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檢定成績證明。
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
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60632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成⼈及繼續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的願景為「向著標竿，竭⼒追求－開創成⾼新視界」，在此願景下，本系的發展使命在於使本系成為成⼈及⾼齡教育
的理論研究先驅、教學創新的基地、實務推廣的苗圃，以及政策規劃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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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
單正本各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中⽂書寫，研究計劃書內容須包含⽂獻探討與研究⽅法。 4. 師⻑推薦函
(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相關優良表現證明，如著作與得獎紀錄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研
究論⽂。 7.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0647 招⽣名額: 1名 國⽴中正⼤學 犯罪防治學系 Department of Criminology
系所分則
師資陣容全國最強，學習領域包括：犯罪學、⼼理學、社會學、社會⼯作、矯正科學、刑事法學、精神醫學等。畢業出
路：擔任觀護⼈（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監獄官、廉政⼈員、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警官、少年
矯正學校輔導員、中小學教師暨輔導員、社⼯⼈員，及國內外相關研究所進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
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Test of Proficiency－ Huayu Basic (初等)級以上之證明，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傳(選)：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
學校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3
聯絡電話 886-5-2717296
傳真 886-5-2717297
地址 60004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cyu.edu.tw/oia
宿舍 僑⽣新⽣保障住宿
⼀、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住校。 ⼆、政府單位,⺠間團體或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之同學，提供急難救
備註
助⾦、各類獎助學⾦、⼯讀申請等協助措施。
學校
基本
資料

60308 招⽣名額: 1名 國⽴嘉義⼤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特⾊:本學系歷史悠久，學⾵優良，是培養教育理論、課程教學，以及教育⾏政與⽂化事業專業優秀⼈才的搖籃，課程
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本⼟化與國際化兼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
查，請以「系統上傳」。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碩⼠論⽂(必)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參加⽐賽得獎證書或各種能⼒檢定證明 6. ⾃傳(必)：近期⾃傳或簡歷 7.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或英⽂能⼒證明
60304 招⽣名額: 1名 國⽴嘉義⼤學 農業科學博⼠學位學程 Ph. D Program of Agriculture Science
系所分則
請參考網址:http://www.ncyu.edu.tw/agromail/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1)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
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2)⾄少2封推薦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碩⼠論⽂(必)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7. ⾃傳(必) 8.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0310 招⽣名額: 1名 國⽴嘉義⼤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國內⾸創採⽤ DBA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企管博⼠學制規劃之博⼠班；課程設計以企業功能與實作為導
向，並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來培養⾼等管理教育師資、⾼階管理專業管理⼈才，以及各產業所需之⾼級資深顧問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和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
(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碩⼠論⽂ (必) (2) 碩⼠畢
業後三年⼯作經驗(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7. ⾃傳(必)：中⽂⾃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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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5
聯絡電話 886-3-4227151轉57151
傳真 886-3-4223474
地址 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cu.edu.tw/index.php/tw/2013-03-21-10-17-02/2013-03-21-10-19-58.html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備註 本校部分系所部份課程採英語授課。
學校
基本
資料

61504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1. 物理系研究領域涵蓋重⼒、天⽂、粒⼦物理、原分⼦物理、凝體、半導體、電漿、複雜系統及⽣物物理等。
2. 研究成果豐碩，學術論⽂被引⽤率更居全國前端，更獲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經費重點補助。本系與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合作密切，同學可參與中研院研究計畫，同時，由於這個合作關係，在本系進⾏研究⼯作的學者⼈數眾多，形成極優良的
研究⾵氣與環境。
3. 本博⼠⽣畢業出路廣泛，在⾼科技產業及教研單位尤多，發展前景甚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
函 4. 學術著作(必)：論⽂等相關學術著作 5. ⾃傳(必)：⾃傳與研究計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或英⽂能⼒證明
61506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光電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Optics and Photonics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學術著作(必)：論⽂ 5. ⾃傳(必)
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6. 讀書計

61545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天⽂研究所 Graduation Institute of Astronomy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2封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相關
學術研究成果 7. ⾃傳(必)：英⽂⾃傳
61508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請就以下組別擇⼀報考，並註明於申請表：(1)⼒學與結構⼯程組(2)⼤地⼯程組(3)⼯程材料組(4)⽔資源⼯程組(5)運輸⼯
程組(6)空間資訊組(7)防災與資訊應⽤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
術著作 7. ⾃傳(必)：英⽂⾃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
61509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及⼤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本系教師推薦函1封、師⻑推薦函1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學位論⽂ 7. ⾃傳(必)：⾃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
英⽂能⼒證明
61525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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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學位論⽂

7. ⾃傳(必)：⾃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61515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請就以下組別擇⼀報考並註明於申請表：(1)電⼦組 、(2)固態組、(3)系統與⽣醫組、(4)電波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1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證明
61516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通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資料（相關學術論著） 6. ⾃傳(必)：⾃
傳(中英皆可)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61517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Network Learning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 6. ⾃傳(必)：中⽂或英⽂⾃傳 7. 讀書計畫
書(必)：讀書計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說明
61526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客家語⽂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博⼠班 Ph.D. Program in Hakka Studies,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中⽂或英⽂）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
(必)：碩⼠論⽂ 7. ⾃傳(必)：中⽂⾃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及英⽂能⼒證明
61524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系所分則
研究重點：包括逆境⽣物學、醫藥、發育與演化、免疫發炎反應、環境荷爾蒙、神經⽣物、⽣質能源等領域，並與本校
理、⼯學院其他系所進⾏跨領域合作，加强⽣物技術的開發與運⽤。
學術合作：本系與中央研究院分⼦⽣物研究所及植物暨微⽣物學研究所合作，學⽣可選擇本系或中研院分⽣所或中研院植
微所⽼師為指導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上密切合作與⽀援，加强基礎研發與科技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學習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論
⽂
61528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醫科學與⼯程學系⽣物醫學⼯程博⼠班⼀般組 PH.D Program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中⽂或英⽂能⼒證明、
競賽得獎證明)。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 7. ⾃傳(必)：⾃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
證明
61527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學術著
作 7. ⾃傳(必)：中⽂⾃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英⽂能⼒證明
61533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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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志趣簡述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相關
學術著作(含學位論⽂)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說明
61544 招⽣名額: 1名 國⽴中央⼤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系所分則
本所發展⽅向為「應⽤新科技，檢視學習者學習狀況及歷程，回饋學習理論、創新教學應⽤」，重點在學習科技與教育應
⽤，以學習為主軸，結合學習、課程與評量及認知⼼理學等領域，以學習科技為導向，在各級學校進⾏研究與活動。本所
特⾊如下：
1.核⼼⽬標：本所期待學⽣在不斷變⾰的社會中，穩定地發揮關鍵影響⼒。這樣的學⽣不僅是教育系統的中流砥柱，也是
促成系統改⾰與創新的關鍵⾓⾊。為此，本所的課程著重基礎能⼒的紮根，培養透視問題的深度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創造
⼒。本所⻑期在各級學校進⾏實際的研究活動，透過檢視學習者的學習狀況與學習歷程，回饋學習理論的發展，作為創新
教學的基礎。
2. 研究⽅向：〈教育相關理論〉－學習學、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理學、⽂化研究與教育等；〈閱讀與語⾔習
得〉－英語與華語語法與詞彙、閱讀⼼理學、閱讀發展、教學語⾔知識數位資源設計等；〈教育科技與設計〉－社會學習
網路設計、數位內容與遊戲設計、⾏動學習、教育桌遊、教育創客等；〈教育評鑑〉－教育測驗⽅法、教育評鑑與政策
等；〈教育改⾰〉－教師設計能⼒、歐陸新教育運動、後現代思想與教育、課程設計、⼯程教育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依下
列項⽬進⾏說明：(1).你在進⼊學習與教學所後，想深⼊研究哪些問題或議題；(2).你對這些問題（議題）及其重要性的認
識；(3).你曾經做過哪些事來回答這些問題；(4).你認為就讀學習與教學所如何能讓你的研究興趣有發展的空間。 4. 師⻑
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 7.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付此證明，另以修
課成績替代)

國⽴臺北⼤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0
聯絡電話 886-2-86741111#66122
傳真 886-2-86718006
地址 23741新北市三峽區⼤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nt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僑⽣及陸⽣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tpu.edu.tw/chinese/laws/law.php?dep=97&class_id=3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其他詳情逕洽本校
國⽴臺北⼤學前身為國內極富盛名之「中興法商學院」，在2000年改制後，承繼優良學⾵傳統，並開創嶄新局⾯，
成為⼀所擁有6學院22系所之綜合型⼤學。校本部座落於新北市三峽區鳶⼭際，⾵景清新優美，校舍建築新穎，並
經網路票選為「⼗⼤最美⼤學校園」之⼀；校圖書館因外側呈現波浪型，極具設計感，其「空中廊道」之建築設計
可看到⼭湖交織的美麗景⾊。2009年起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2015-2016年更獲1億2,000萬元補助，
備註
為國⽴⼤學中最⾼，2018年更獲得教育部⾼教深耕計畫7仟8,005萬元補助；與國⽴臺北科技⼤學、臺北醫學⼤學、
國⽴臺灣海洋⼤學組成「臺北聯合⼤學系統」；亦另與國⽴臺灣藝術⼤學辦理策略聯盟，提供師⽣跨界跨領域學習
研究之寬廣機會。 ★宿舍、獎學⾦等⼊學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
http://www.ntpu.edu.tw/exam/admission.php
學校
基本
資料

61007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共分4組，各組簡介如下（其他師資課程等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址：www.law.ntpu.edu.tw）：
1.公法學組：研究公法學上重要爭議議題，從學理與實際案例，探尋解釋所應遵循適⽤之原理原則。
2.⺠事法學組：研究⺠事（含商事）審判之實體及程序問題。
3.刑事法學組：探討犯罪成因與對策，尋求發現真實與保障⼈權程序。
4.財經法學組：架構國家經濟發展之法制規範，培養財經與法律兼具之專業⼈才
※本系有權依申請資料決定最終錄取組別，錄取後不得變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應具有法學碩⼠學位。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研究計畫（請於封⾯註明選定之組別），須依專攻領域選定組別撰寫（公法學組、⺠事法學
組、刑事法學組、財經法學組4擇1），以便審查。倘未選定組別，將於書⾯審查時依申請者提供之研究計畫內容擇定組
別，不得異議。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件。 6. 學術著
作(必)：碩⼠論⽂:
(1)碩⼠班應屆畢業⽣，須出具「碩⼠指導教授簽署」已排定論⽂考試之證明（不限格式）正本1份。
(2)應屆畢業⽣，須提供碩⼠論⽂初稿。 7. ⾃傳(必)：中⽂履歷表與⾃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如在臺灣就讀學⼠班或碩⼠班得免附）(如學⼠班或碩⼠班以中⽂授課者得免附)
61008 招⽣名額: 2名 國⽴臺北⼤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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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招收具有碩⼠學位且致⼒於學術⼯作者，培養獨⽴學術研究的能⼒。依不同專業領域分財務⾦融、⾏銷與國際
企業、資訊與作業管理及策略、組織與⼈資管理組。畢業最低學分三⼗四學分(不含論⽂⼗⼆學分)。
※申請學⽣申請時需於研究計畫書載明主修領域組別（不得轉組）及⼊學後選定副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與報考學歷相符之碩⼠歷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件 4. 學術著作(必)：碩⼠論⽂ 5. ⾃傳(必)：中⽂⾃傳，需含⾃介、學經
歷背景、申請動機、未來⽣涯規劃期望、博⼠研究學習計畫等
61003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系所分則
本所創辦於1968年，為國內第⼀所都市計劃研究所。⽬前碩⼠班學⽣每年招收24名，教育⽬標為培育具有規劃實務⼯作以
及從事都市及區域相關議題之學術研究能⼒的專業⼈才；博⼠班學⽣每年招收3名，教育⽬標為培育都市計劃領域優秀的
研究與教學⼈才，以及帶領團隊執⾏都市及區域政相關計劃之領導⼈才。本所師資陣容堅強，教學研究成果豐碩，國際交
流熱絡頻繁，且與國外名校締結雙聯學位，亦積極投⼊社會服務⼯作，並常接受政府部⾨與產業界之委託研究。當前課程
結構涵蓋「環境規劃與管理」、「空間經濟與交通運輸」、「空間治理與全球化發展」等三⼤特⾊領域。本所學⾵⿍盛，
歡迎對都市及區域規劃與研究有熱忱的學⼦加⼊⾏列，共同為未來的臺灣都市及區域環境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碩⼠歷年成績單，需含在校名次 3. 學習研究計
劃書(必)：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的資料，其他他有助於審查的資料如著作、語⽂檢
定證明、教授推薦函、參與相關計畫、獎學⾦、獎章、獎狀等。 5. ⾃傳(必)：中⽂⾃傳，應說明求學歷程、到本所研讀
之動機、⽬的及讀書計畫
61006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1.本系師資陣容堅強，現有專任教師27名，兼任教師12名，及助教4名。
2.本系博⼠班提供完整及紮實的基礎理論課程，並教導學⽣如何進⾏學術研究。本系必修課程共有18學分，另有多⾨選修
課程分屬⾦融、貨幣與經濟成⻑、產業與公共經濟、⼈⼒、資源與環境經濟、和經濟理論與⽅法4⼤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離校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包括學校排名及百分⽐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學習計畫，須說明預計未來的研究⽅向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包括語⽂檢定證明、
紙本寄送的教授推薦函、曾參與過的計畫、曾獲得的獎學⾦或獎章、及出版或未出版著作。海外臺校或僑居地以中⽂為官
⽅語⾔之申請者，得免附華語⽂能⼒證明，其他申請者則須繳交中⽂⾃傳或中⽂修課成績。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 6. ⾃傳(必)：中⽂版簡要⾃傳，包括⾃我介紹、求學背景、申請動機、未來計畫、及照⽚。並請敘明過去求學歷程、
以及到本系博⼠班研讀之動機及未來計畫
61002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學 公共⾏政暨政策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系所分則
博⼠班之「教學⽬標」乃在培育公共⾏政相關領域教學、研究，以及策略規劃之專業⼈才；「研究⽬標」則結合本校與校
際、跨領域的學術議題與資源，追求公共⾏政與政策學理與實務的創新與發展；「發展⽬標」則以持續提升學術研究品
質，同時提供政府與⺠間專業諮詢及策略建議。
博⼠班設有嚴謹之訓練機制，畢業前除通過學位論⽂考試之外，需學科考試及格、發表⼆篇學術期刊論⽂，並通過全⺠英
檢中⾼級或其他同等級語⽂能⼒認證。相關修業規則請⾒:http://pa.ntpu.edu.tw/index.php/ch/course/index/5/28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敘明未來研習的論⽂⽅向。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如教授推薦函、參與相關計畫、獲得獎學⾦或獎章、著作、其他有利審查之證明等。 5. ⾃傳(必)：中
⽂⾃傳，敘明過去求學歷程、以及未來到本系博⼠班研讀之動機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如在臺灣就讀學⼠班或碩⼠班得免附。
61005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學 ⾃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所博⼠班之設⽴，將結合全球環境問題發展趨勢與本國環境、⽣態及資源配置問題之特性，培育本⼟具獨⽴研究及分析
能⼒之資源管理⼈才，涵蓋範疇除寶島台灣之在地關懷外，更期擴及尋求全球變遷議題解決之道、以及維持⽣態體系永續
發展為標的。上述⼈才之培育，除以滿⾜國內相關研究及教學之迫切需要外，並將以下之研究⽅向為重點：⼀、環境/⾃然
資源經濟與政策分析，⼆、環境/⾃然資源系統規劃與評估，三、環境/⾃然資源 科技與綠⾊管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校在校成績，需含在校名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的資料，如著作、語⽂檢定證明、教授推薦函、參與相
關計畫、獎學⾦、獎章、獎狀等。 5. ⾃傳(必)：中⽂⾃傳，應說明求學歷程、到本所研讀之動機、⽬的及讀書計畫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08
聯絡電話 886-3-8905111
地址 974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學路⼆段⼀號
網址 http://www.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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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8900170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宣傳與招⽣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宣傳與招⽣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dhu.edu.tw/files/11-1114-8477.php?Lang=zh-tw
宿舍 保障境外⽣⽣在學期間住宿。
備註 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課程、獎助學⾦及住宿資訊，請參閱各系、教務處、國際事務處及學⽣事務處網⾴。
60801 招⽣名額: 1名 國⽴東華⼤學 中國語⽂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h.D Program)
D.C.L.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多元，兼顧傳統中⽂學⾨義理、辭章、考據三個⾯向，課程設計從傳統出發兼顧現當代，研究領域含古
典詩⽂及小說、經學及思想、古典⽂學、⺠間⽂學、聲韻學及出⼟⽂獻學等。並設有雙碩、雙博的「中⽂─⺠間」學術研
究架構，在臺灣可謂獨樹⼀格。最⾼⽬標係以結合理論與應⽤為導向，逐步深耕青年對中國⽂化與時代思潮之體認，進而
掌握兩岸⽂化發展與全球中⽂熱潮之脈動，期能厚植學⽣⾯對未來深造或就業全⽅位之實⼒與學養。申請就讀之學⽣須具
備基礎中⽂聽說讀寫能⼒(中等程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備審資料，請提供： (a)研究計畫書（中⽂書寫）。 (b)已發表之論⽂或⽂章（若為外⽂，請⾃⾏中譯「摘要」
及「緒論」）。 5. 學術著作(選)：碩⼠論⽂（若為外⽂，請⾃⾏中譯「摘要」及「緒論」）。 6. ⾃傳(選)：中⽂⾃
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及英⽂能⼒證明。
60804 招⽣名額: 1名 國⽴東華⼤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提供⾏銷、組織⾏為與⼈⼒資源管理、策略、⽣產管理、財務管理等全⽅位企管之專業課程外，並注重邏輯推理與計
量能⼒之培養。此外，亦規劃實務講座、企業實習等課程，以形塑學⽣優質學習態度，加強未來職場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表正本各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博⼠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學術或創作之著作。 6. 學術著
作(必)：碩⼠論⽂（國外碩⼠若無碩⼠學位論⽂者，可以專題報告、專案報告、成果報告等提報）或優良學術表現如公開
發表之⽂章、有公開審查制度之學術獎項。 7. ⾃傳(必)：中⽂⾃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及英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60802 招⽣名額: 1名 國⽴東華⼤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班 Ph.D. Program of Education, Dept. of
Education and Human Potentials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1. 本博⼠班分為課程與教學組、特殊教育組、教育政策與⾏政組等三組，課程架構完備，學⽣依專業分組上課，學習資源
豐富、師⽣相處融洽，是兼具學術研究與⽂化交流的優良學習環境。本班尤重弱勢關懷，招收關注課程與教學、多元⽂
化、社會融合、身⼼障礙、輔助科技、無障礙環境、教育⾏政等教育相關領域之⼈才，歡迎有興趣且願意繼續深造之⼈才
投⼊。
2. 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1封。 5. 學術
著作(選)：1. 碩⼠論⽂（應屆畢業⽣得繳交碩⼠論⽂初稿）。
2. 相關學術著作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6. ⾃傳(選)：中⽂或英⽂⾃傳(約1000字)。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中⽂或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60815 招⽣名額: 1名 國⽴東華⼤學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D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班統合全院資源提供的選修課程，及本校其他相關系所的課程，配合論⽂及課業指導委員會對學⽣選修課程的規劃與建
議，可協助博⼠班學⽣獲得有效的訓練與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1000字以內）。 4. 師⻑推薦
函(必)：⼤專教師或任職主管推薦函⼆封。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業成果。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7. 學術著作(必)：碩⼠論⽂。 8. ⾃傳(必)：中⽂⾃傳500字以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
動機，1000字以內(必繳)。
英⽂讀書計畫書(選繳)。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60817 招⽣名額: 1名 國⽴東華⼤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訊⼯程學系（包含學⼠班資⼯組(中⽂授課)、學⼠班國際組(中英⽂雙語授課)、碩⼠班資⼯組、碩⼠班國際組、博⼠
班、碩⼠在職專班等學制）：
主要研究為多媒體、⼈⼯智慧與機器學習、數位棋藝與遊戲、網路與嵌⼊式系統、⾏動與雲端運算、⼤數據資料處理、軟
體系統與應⽤等多元領域。同時結合本校⾃然資源、環境以及⽣物科技等領域，從事整合性研究。教學上強調學術與應⽤
並重、⿎勵學⽣參與產學計畫，注重獨⽴思考與創新能⼒，以培育基礎與尖端資訊⼈才。
本系經營國際化頗有成效。⽬前共有60多位來⾃世界各地的國際⽣就讀學⼠及碩⼠班國際組。國際組之必修課程皆為英語
授課。全體教授皆積極參與國際論⽂發表及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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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址位於理⼯⼆館，使⽤空間廣達3,000平⽅公尺。除了四間具備多媒體互動教學功能之電腦教室外，另有雲端與⼤數據
伺服器教室、⾏動運算電腦教室、影像與視訊處理實驗室、網路創新技術實驗室等⼆⼗⼆間實驗室，均具備充實完善之軟
硬體設備。
系友分佈於公私營公司，從事通訊、網路、軟體設計、多媒體等科技產業，及各類學術研究單位及政府機構等。更多詳
情，請參閱學系網址: http://www.csie.nd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在學證明/修業證明/離校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1份 (含班級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排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英語能⼒檢定…等。 5. ⾃傳(必)：1000字以內，含學⽣⾃述、個⼈經歷、照
⽚、求學經過與得失、申請動機。中英⽂皆可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研究計畫書。中英⽂皆可。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9
聯絡電話 886-7-5252000
傳真 886-7-5252920
地址 80424⾼雄市⿎⼭區蓮海路70號
網址 http://www.nsy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sysu.edu.tw/index.php
宿舍 本校備有校內宿舍，學⽣提出申請，優先安排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西⼦灣畔，倚坐壽⼭，前瞻⾼雄港，以「海洋」教育與研究為發展特⾊，建校三⼗餘年來，已成為
⼀所⼈⽂與科技並重的精緻研究型⼤學，同時躋身全國重點研究型⼤學⾏列。近年來，本校成⻑茁壯，國際學術成
果表現亮麗，充分具備⼈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能量與競爭優勢，已成為國際知名⼀流⼤學。 國⽴中⼭⼤學以「讓⽣
命在中⼭轉彎」為宗旨，堅守⼈本關懷的教育價值，以追求學術卓越、促進社會流動為發展⽅向，訂定「培育具前
備註
瞻思維領導菁英，促進社會流動」、「創造卓越學術價值，提升國際學術競合⼒」及「引領區域升級發展動能，創
建社會與經濟福祉」三⼤⽬標。 未來，我們將秉持著這份信念與對社會的責任，使中⼭⼤學成為莘莘學⼦嚮往，優
秀⼈才聚集，校友引以為傲的⼀流學府，繼續在台灣締造更多輝煌成就，在不斷挑戰、蛻變、躍升之際，擔當起南
台灣學術、⽂化、⼈才培育及產業發展的發動機。
學校
基本
資料

61923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於⺠國69年創⽴，79年增設碩⼠班，82年增設博⼠班，由⼤學⾄博⼠，擁有完整⼀貫的學制。博⼠班以探討傳統學術
與現代⽂化的關係為⽬標，重視理論研究和創造的思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500字以上之中⽂留學計畫書含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
信2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含500字以上中⽂摘要） 6. ⾃傳(必)：中⽂⾃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華語⽂能⼒測驗(TOCFL)⾼階級（B2）或新漢語⽔平考試（New HSK）4級以上；或在臺灣學習480小時以上
（海外學習960小時以上）之證明。
61902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本系博⼠班課程涵蓋英美⽂學史各時期與⽂類，兼具傳統與現代、多元及跨領域，並著重於培養學⽣獨⽴研究西⽅⽂
學與探討⽂化現象的能⼒。除建構其邏輯思考能⼒，同時培養學⽣具備公開發表會議及期刊論⽂、教授基礎英⽂及⽂學課
程的能⼒。
2、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多為外⽂學⾨各領域知名學者，獲得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件數⽐例名列前茅。
3、本系連續五年榮登QS世界⼤學英國語⽂學系排名全台第⼆；2016年排名更進步⾄全球101-150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10⾴以內英⽂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3封 5. 學術著作
(必)：英⽂碩⼠論⽂或2份相當⻑度之英⽂研究報告 6.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英語系國家學⽣TOEFL成績須達舊制600分（相當CBT-TOEFL250分或iBT-TOEFL100分）
61903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物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研究領域主要涵蓋：⽣態多樣性與系統分類學、分⼦與細胞⽣物學。⽬標為兼顧基礎及應⽤⽣命科學的教學和研究⼯
作，以培養⽣物科學的研究及教學⼈才。
※其他規定：須為相關研究所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
相當碩⼠論⽂之著作 6.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61905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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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啟發學⽣在科學主題中習得⾜可⽤於⾯對未來世界挑戰的硬與軟實⼒，透過完善的課程設計與科學研究培養學
⽣成為洞悉前瞻科學、⾼科技研究或科技趨勢等專業的翹楚，從而更上層樓，也能在更綜合性的領域扮演領導的⾓⾊。本
系追求卓越，學術專⻑著重於與凝態物理相關的半導體物理、光電學、磁學、超導物理學，以及更廣義的理論物理、天⽂
物理等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當碩⼠論⽂之著作 7. ⾃傳(選)：⾃傳
61906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研究領域包含⾮線性分析、⽅程與動態系統、組合數學與代數、機率與統計及科學計算。研究所⽬前有四個分組:
機率統計組、科學計算組、數學組及數據科學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教授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其他學術著作、得獎紀錄、⼯作經驗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論⽂初稿） 7. ⾃
傳(必)：10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TOEFL考試成績
61904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系上成員致⼒發展的研究⽅向，主要區分為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四⼤領域。
基於安全考量，辨⾊⼒異常影響實驗觀察者或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2封推薦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當碩⼠論⽂之著作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1907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物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隨著⽣命科學研究發展的⽇新⽉異，醫學領域藉助⽣命科學技術的相關應⽤益趨多元，而培養能將⽣物科技的新穎研究應
⽤於醫學領域上的⼈才亦⽇漸重要，因此國⽴中⼭⼤學於1999年設⽴⽣物醫學研究所碩⼠班，培育基礎⽣醫領 域⼈才，並
且為給予⽣醫領域⼈才完整且深⼊紮實之教育及研究訓練，於2002年獲教育部核准後設⽴博⼠班。
研究領域：基礎⽣物學、分⼦細胞學⽣物學、基因體學、蛋⽩質體學、轉譯醫學、精準醫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以上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6. ⾃傳(選)
61901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理學國際博⼠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for Science
系所分則
隨著科學與技術的演進，國家新興產業升級，現今社會對⾼階⼈才的需求，除了具備傳統的專業知識之外，對擁有跨領域
能⼒，能提出綜觀⾒解之⼈才有殷切的需求。近來有志於繼續深造，以學術研究為志向的年輕⼈⽇益減少，不利於社會與
國家未來的發展。因此吸引國際上，尤其是鄰近國家，有志於此之優秀學⽣，經本地培育，得以在可⾒的未來為我國服務
或者成為我國與國際學⽣國家互助合作之橋樑。本學程的發展⽅向與重點，在整合⽬前理學院各系所的師資與資源，建⽴
⼀個跨領域合作的平台，提供學⽣更寬廣與多樣的選擇，學⽣能專注於專業領域亦可跨不同領域或選擇已具有跨領域特性
的專業。核⼼課程的組成及修課內容，經學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使學⽣得以在不同系所修習跨領域之課程。本學程
將分為數個主領域(數學、物理、化學、⽣物科學、⽣醫與醫科、以及加速器光源與中⼦束應⽤)，學⽣除了選擇主領域
外，在跨領域研究下得再選擇其他領域為次領域。對於跨領域學習與研究極為重要，也是與⼀般系所最⼤不同之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以上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選)：碩⼠論⽂獲相當碩⼠論⽂之著作 7. ⾃傳(選)
61924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為求落實完整之電機教育，平衡發展電機⼯程之各類技術，本系教學研究概括七⼤領域：電⼦、控制、網路多媒體、電
⼒、電波、訊號應⽤及系統晶⽚，使學⽣能廣泛的涉獵電機相關課程，除⼀般 課程講授外亦配合舉辦⼯廠參觀，強調動⼿
實驗製作能⼒，使學習能與務實配合，爾後不論是就業或深造皆有紮實的基礎。實驗課程需實際操作，安全考量頗為重
要，故身體嚴重障礙或⾊盲、重聽 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1925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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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分為熱流組、固⼒組、控制組、設計製造組、微奈⽶系統組。⽬前之研究⽅向包括：微熱傳與⼒學分
析、微流通元件之製作、節約能源與能源⼯程、顯微⼒學解析、半導體封裝技術、光機電整合實務、微奈⽶檢測技術、超
精密加⼯技術、微奈⽶技術之整合與應⽤、綠⾊能源、⽣醫機電系統、智慧型機器⼈、以及智慧型⾞輛系統等相關領域。
進而協助台灣傳統機械產業之轉型與提升，加強國際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TOEFL或TOEIC或其他相當之英語能⼒測驗成
績
61917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專業課程設計強調理論、應⽤、實務三者並重。⼤學部的課程，除了基礎數學、程式設計等課程之外，還包含電腦
軟體、硬體的理論和應⽤。使學⽣畢業之後，不但有充分的能⼒進⼊就業市場，也可以進⼊研究所繼續深造。
碩⼠班的教學⽬標是配合本系教師的專⻑和學⽣的興趣，選擇⼀個合適的研究領域從事深⼊的研究，使學⽣在理論和應⽤
上均可獲得更進⼀步的訓練。畢業之後，可更容易進⼊就業市場擔任較重要的⼯作，或有能⼒進⼊博⼠班繼續追求更⾼深
的學識。
博⼠班的教學以培養具有獨⽴研究能⼒的⼈才為⽬標，使畢業⽣均能在他的研究領域中繼續發展，成為國家學術研究的主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信3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學
術著作(必)：碩⼠論⽂
61908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環境⼯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所教學及研究涵蓋七⼤領域:
1、空氣品質及污染控制技術。
2、飲⽤⽔與⽔污染處理技術。
3、廢棄物處理與處置技術。
4、⼟壤及地下⽔污染整治技術。
5、綠⾊能源與資源。
6、環境永續及環境管理。
7、新興污染物分析與處理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著作抽印本或摘要、環境⼯程相關⼯
作經驗說明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中⽂簡要⾃傳(1000字以內) 7. 讀書
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研究計畫)
61909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光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Photonics
系所分則
國⽴中⼭⼤學光電研究所，創⽴於1993年，並於2008年成⽴⼤學部。師資研究領域涵蓋雷射物理、光電半導體材料、有機
材料、平⾯顯⽰、光通信、系統及應⽤。光電系/所在執⾏教育部卓越計畫、矽島計畫及頂尖研究中⼼之計畫⽀持下，無論
在研究、教學等各⽅⾯之質量已打下堅實基礎，持續以培育優秀⼈才為核⼼，發展創新光電技術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讀書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選)：簡要⾃傳(1000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
61918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提供全國最多的國際交換計畫，致⼒於培養具備創新、執⾏⼒和國際競爭⼒的商管⼈才。
2、連續三次獲得AACSB全球管理教育品質的認證，2016⾄2018蟬聯英國⾦融時報全球管理學碩⼠榜，全台唯⼀。
3、課程理論與實務兼備，擁有多國籍的優良師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 5. ⾃傳(選)：簡要⾃傳(1000
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61911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資源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所博⼠班特⾊：
1、培育全⽅位管理⼈才。
2、培養國際觀-⽂化與視野。
3、外語能⼒-溝通無障礙。
4、學術研究成果-期刊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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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
(必)：證明研究能⼒相關之發表著作或研究作品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61920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海洋⽣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系所分則
本系以海洋科學為主，並著重海洋⽣物科技的專業，希望能招收到對化學⽣物科學有興趣的學⽣；此外，辨⾊⼒異常者將
不易辨認海洋⽣物有關之形態或切⽚，且對於化學有關實驗反應現象之觀察亦將有困難，⼜海洋⽣態學實驗課程須⾄野外
採集和觀察，對於肢體機能障礙者將有所不便，故辨⾊⼒異常及肢體機能有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份。 4. 學術著作(必)：碩⼠論⽂:(1)應屆畢業⽣經指導教授簽證後，
得以碩⼠論⽂初稿替代。(2)以同等學⼒報考或無碩⼠論⽂者，請繳交相當碩⼠論⽂之著作。 5. ⾃傳(必)：簡要⾃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含研究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證明
61914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海洋環境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研究發展重點包括下列三⽅⾯：
1、海洋及海岸⼯程：波浪與海流動⼒學、海岸⼤地⼯程、海岸⼯程⼒學、港灣⼯程、海岸地形變遷、⼈⼯島、海岸保全
⼯法、海岸牧場、海埔地開發、海洋⽣態⼯程技術等。
2、海洋環境保育：海洋環境化學、污染傳輸模式與模擬、海洋放流技術、海洋及海岸污染整治技術。
3、海洋環境規劃管理及資訊：海洋與環境法規、環境影響評估、海洋環境監測、海洋環境⽣態、海岸⼟地利⽤與遊憩地
設施之規劃管理、電腦應⽤與地理資訊系統〈GIS〉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3封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無碩⼠論⽂者可以碩⼠論⽂初稿，或相當於碩⼠論⽂之著作代替) 6.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7. 讀書計
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證明
61912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海洋科學系 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研究領域：海洋⽣物、海洋化學、海洋地質、海洋物理。
◎學⼠班以中⽂授課為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
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中英⽂皆可)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份 5. 學術著作(必)：
碩⼠論⽂(無碩⼠論⽂者可以碩⼠論⽂初稿，或相當於碩⼠論⽂之著作代替) 6. ⾃傳(必)：⾃傳(中英⽂皆可) 7. 讀書計畫
書(必)：讀書計畫書(中英⽂皆可)
61921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政治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中⼭政研」（ips.nsysu.edu.tw）為台灣政治學界獨具特⾊的學術單位。座落於悠美的西⼦灣，⾯⼭擁海以及⾃由跨域
的學術環境，⼆⼗多年來培育許多⼤格局的政治家及企業家。中⼭政研的研究與授課以五⼤領域⾒⻑：「中國與臺海情
勢」、「國際局勢分析」、「臺灣政經與兩岸關係觀察」、「思想與實踐」，以及「資訊、意義與⽅法」。更將以全新設
計的課程迎接有志於公共服務、開創領導者格局，以及有志於結合資料科學及社會關懷的跨領域⼈才申請。⼀半的課程以
英語進⾏，你將有機會在⾼雄重新連結全世界。未來的資訊時代，企業與政府需要的不只是⼈⼯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還有能夠解讀資料、探索資料背後意義以及綜覽脈絡與全局的⼈性智能（Human Intelligence）。全
新的中⼭政研碩⼠班將不只讓你找回⼈類社會背後哲學及⼈性的關懷，也培養你成為新⼀代全⽅位、政府與企業都需要的
⼈才，擁有精準發問及論述的能⼒、洞析資料及意義的能⼒，以及宏觀世局變化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含推薦⼈簽名及聯絡資訊之推薦信1⾄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
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學術出版品、紀錄⽚等) 5. ⾃傳(必)：含個⼈簡歷、⽣涯規劃、報考動機、研究興趣等(2,000字中⽂
為限；1,500字英⽂為限；12號字，2倍⾏⾼)
61916 招⽣名額: 1名 國⽴中⼭⼤學 教育研究所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所主要培育具備⼈⽂⼼、本⼟情、創新觀之教育專業⼈才，加強現代科際整合與推動教育學術國際交流為宗旨，主要特
⾊為：1.落實師徒模式培育⾼研究能量學術⼈才。2.研發創新課程與教學培養優質教育專業⼈才。3.培育社會菁英與領導
⼈才。4.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以提升國際競爭⼒。研究主修領域分為：教育⼼理學、科學教育、教育⾏政與管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讀⽬標及研究計劃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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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陽明⼤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21
聯絡電話 886-2-28267000 #2299,2268
傳真 886-2-28250472
地址 11221臺北市北投區⽴農街2段155號
網址 https://web.ym.edu.tw/bin/home.php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活事務暨僑⽣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ss.ym.edu.tw/files/11-1207-2243-1.php
宿舍 新⽣保障住宿
備註 博⼠班，各項修業學則規定請參照本校註冊組網⾴。（http://reg.web.ym.edu.tw/bin/home.php）
學校
基本
資料

62101 招⽣名額: 2名 國⽴陽明⼤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系所分則
⾃⺠國69年創⽴以來，陽明神經科學研究所陸續成⽴分⼦細胞神經科學組（甲組）、認知神經科學組（⼄組）、神經科技
組（丙組）及臨床醫學組（丁組）。研究上涵蓋了基礎分⼦基因、系統認知⾏為與尖端神經技術之應⽤，教育上則是以養
成優秀神經科學研究⼈才為標的，以打造⼀個由基因到認知的跨領域神經科學研究，並希望能將研究成果應⽤到臨床，造
福社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神經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聯絡電話：02-28267000轉7101、E-mail：
ins@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
報告等）
62102 招⽣名額: 5名 國⽴陽明⼤學 微⽣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系所分則
1.歷史
本校醫學院醫學系微⽣物學科成⽴於1977年，主要負責⼤學部（含醫、⽛、醫學技術與護理學系）之教學，另於1981年成
⽴微⽣物及免疫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微免所）之碩⼠班，於1984年成⽴本校第⼀屆之博⼠班（現為微免所﹝博⼠班甲
組﹞）以積極培育微免跨領域之⾼級研發⼈才。本所為因應跨領研究之趨勢，於2003年與中研院合作成⽴分⼦醫學學程
（現為﹝陽明⼤學 分⼦醫學學程﹞），於2005年與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合作成⽴基因體科學學程（現為﹝博⼠班⼄
組﹞），於2013年成⽴微免所在職組（現為﹝博⼠班丙組﹞）。
2.願景和策略：
A.成為⽣命科學領域中頂尖教育單位，以培養第⼀流的研究及教學⼈才作為國家學術與產業發展之⾻幹
B.成為⽣物醫學領域中頂尖之研究機構，於專業領域具國際競爭⼒，獲得同儕認同
C.培育未來產、官、學、研界之領袖⼈才
著重對⽣命科學之整體認知及微免領域之專業訓練培養⾃主學習、終身學習的習慣與能⼒訓練發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
強調以學習成效為導向之教學著重邏輯分析、能獨⽴設計與操作實驗具備良好之語⾔表達及書寫能⼒能有效應⽤有限之⼈
⼒、物⼒與時間於實驗⼯作，並具備團隊研究精神⿎勵基礎與(臨床)應⽤之整合研究及跨領域研發慎選重要研究課題，強
調國際化，以達到世界⼀流⽔準為標竿。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微⽣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聯絡電話： 02-28267000
轉5242、E-mail：hffan@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
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2103 招⽣名額: 5名 國⽴陽明⼤學 ⽣化暨分⼦⽣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系所分則
陽明⼤學⽣化暨分⼦⽣物研究所碩⼠班成⽴於⺠國71年，⺠國76年成⽴博⼠班，在過去三⼗年來已培育出許多國內外⽣物
醫學相關領域的優秀⼈才，在全體師⽣的⾟勤耕耘之下已使本所在國內外聲譽卓著。
本所的研究及課程特⾊是以⽣物化學及分⼦⽣物為基礎探討1.疾病機轉及治療之藥物開發，2.基因及蛋⽩科技，3.細胞分
⼦動態學，4.微⽣物⽣技產品開發。所有課程教授著重學⽣邏輯思辨能⼒以及瞭解科學新知與⽅法，⼒求培養學⽣獨⽴發
掘與解決問題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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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化暨分⼦⽣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聯絡電話：0228267000轉5251、E-mail：biochem@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
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2104 招⽣名額: 2名 國⽴陽明⼤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學位（含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物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聯絡電話： 02-28267000轉
5368、E-mail：cmtsai@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
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2105 招⽣名額: 1名 國⽴陽明⼤學 公共衛⽣研究所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本所創⽴於⺠國74年，開辦時以碩⼠班為招⽣對象，⺠國85年成⽴博⼠班，畢業校友分布於國內外，公共衛⽣⾏政機關、
醫療院所及學術機構，並擔任各類重要職務，為我國具有優良歷史傳統之公共衛⽣學術機構。
由於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公共衛⽣議題從疾病預防擴⼤到健康促進，介⼊的⼿段也從感染控制擴展到社區改造及政策遊
說。為了滿⾜上述公共衛⽣⽇益多元的任務，本所課程架構涵蓋流⾏病學、⽣物統計、法律與政策、預防醫學四⼤領域。
期藉由完整之課程訓練，培育公共衛⽣專業⼈才，以服務社會國家，並促進本國公共衛⽣之發展。
本所專任教師14⼈，合聘教師21⼈，兼任教師19⼈，共計54⼈，其專⻑領域涵蓋公共衛⽣學、流⾏病學、社區醫學、預防
醫學、衛⽣統計、衛⽣⾏政、健康保險、醫療法律與政策、國際衛⽣等，另外還有法律、政治、經濟領域等特殊⼈才，形
成最具特⾊的跨科際及領域之教學研究團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聯絡電話：02-28267000Ext.5326、E-mail：iph@ym.edu.tw、收
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學術著作 7. ⾃傳(必)：⾃傳 8. 讀書計畫書(必)：研究計畫書
62114 招⽣名額: 3名 國⽴陽明⼤學 ⽣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and Institute of
Genome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所的訓練⽬標在於培育新世代⽣醫科學領袖⼈才，無論是往⽣技產業發展或從事科學研究領域，能兼具紮實的⽣醫技術
與宏觀的視野⾒解，以⾯對複雜多變的⼯作環境。本所的⼊學背景區分成兩組，甲組為基因與發育組，⼄組為藥物發展與
結構⽣物組。前者⿎勵對探討發育、遺傳及疾病機制有興趣的⽣命科學相關背景學⽣就讀，後者則針對有興趣探討⽣物巨
分⼦如蛋⽩質、核醣核酸的結構如何影響⽣物功能，及這些分⼦與化學藥物作⽤的各類含理⼯科學⽣。惟⼊學後，學⽣可
不限組別選擇指導⽼師。本所指教師的研究領域含：分⼦遺傳學（探討基因的複製調控）、基因體學（探討個體的⽣命現
象）、發育⽣物學（探討細胞⽣⻑、分裂與胚胎發育之調控機制）、神經⽣物學（探討神經系統之機制調控）、結構⽣物
學（探討⽣物巨分⼦之性質）、癌症⽣物學（探討癌症機轉）、藥物發展（探討藥物與接受器之作⽤機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and Institute of Genome
Sciences、聯絡電話：02-28267000 轉 5716、E-mail：genetics@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發表之論⽂著作、GRE、TOEFL等英⽂能⼒證明等)
6. 學術著作(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2112 招⽣名額: 3名 國⽴陽明⼤學 傳統醫藥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系所分則
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學位（含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者。
所為我中華⺠國國⽴⼤學醫學院中第⼀所，也是⽬前唯⼀的⼀所，專⾨從事傳統醫藥教育研究⼯作的機構，於⺠國⼋⼗年
⼋⽉成⽴碩⼠班，並於⼋⼗七年成⽴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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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成⽴之宗旨：
（1）發揚固有⽂化，突破當代醫療瓶頸，培育研究及教學⼈才。
（2）適應世界醫療趨勢，研究如何將傳統醫學納⼊現代醫療體系，為⼈類的健康服務。
（3）研究整理傳統醫藥，使傳統醫學診斷標準化、系統化、科學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2107 招⽣名額: 2名 國⽴陽明⼤學 口腔⽣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Oral Biology
系所分則
口⽣所擁有多元的研究領域：口腔癌病因之探討、檳榔致病機制之研究、口腔炎性及感染性疾病致病機轉之探討、⽣醫材
料與組織⼯程。本所師資陣容堅強，聘請在不同⽣醫領域的⽼師，以精緻小班教學和多元課程選擇⽅式，進⾏跨領域的學
習培訓。
本所具有優質的研究團隊與活絡的學術氣氛，研究⽣可申請補助⾄世界各國進⾏學術交流，增進國際觀與競爭⼒；本所亦
定期邀請外賓和校友進⾏學術討論與⽣涯規劃，並舉辦全所活動，增進師⽣交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口腔⽣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Oral Biology、聯絡電話：02-28267000轉5080、E-mail：
fslee@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
報告等）
6. 學術著作(必)：碩⼠論⽂及學術著作 7. ⾃傳(必)：學⽣⾃我介紹、學歷背景、申請動機、未來計畫
62115 招⽣名額: 2名 國⽴陽明⼤學 ⽣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所是唯⼀設置於國⽴⼤學之「⽣醫影像暨放射科學」教育單位，全體師⽣都秉持不斷提昇教學及研究品質，建⽴⾼度
競爭⼒與追求卓越的核⼼價值為信念；以培育國內在放射技術、放射醫學、⽣物、化學、物理及影像⼯程等各相關領域之
專業領導⼈才。本系所也積極與先進國家實驗室之研究發展接軌，⼒求掌握最新⽣物醫學科技的脈動，不斷提升研究的質
與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聯絡電話：02-28267000轉7217、E-mail：pcchen3@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2106 招⽣名額: 1名 國⽴陽明⼤學 ⽣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成⽴沿⾰
隨著⽣物醫學科技⽇趨發達，為創造新的趨勢，增加國際競爭⼒，國⽴陽明⼤學於2005年底，特別決定將原有的⽣物資訊
研究所，衛⽣資訊與決策研究所整併為「⽣物醫學資訊研究所」，並在2007年完成正式的整併。這使我們在跨領域的整合
之外，產⽣了跨層次的整合，由研究分⼦與細胞層次的⽣物資訊，連接到組織、器官、個體，甚⾄族群層次。而衛⽣資訊
⽅⾯也因為⽣物資訊領域的加⼊，能由分⼦機制來瞭解疾病。

成⽴宗旨、願景、使命與⽬標
本所之設⽴宗旨為:
「運⽤資訊科技，促進⼈類健康」。
本所之願景為:
「整合⽣物資訊與醫學資訊，創造⽣物醫學資訊學，並成為亞太地區⽣物醫學資訊教育及研究的標竿」
本所之使命為:
「培養跨⽣醫、資訊、數理、⼯程領域的⼈才，整合醫學資訊與⽣物資訊，最終達到改善⼈類的健康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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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之教育⽬標為:
碩⼠班：培養具有跨領域能⼒與國際觀之研究儲備⼈才
博⼠班：培養具有跨領域能⼒與國際競爭⼒之獨⽴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物
醫學資訊研究相關經歷、各類醫療⼈員證書或專業證照等
62110 招⽣名額: 5名 國⽴陽明⼤學 ⽣醫光電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photonics
系所分則
⽣醫光電乃是⼀種以發展⽣物醫學影像技術(Imaging)與量測法(Detection)，以及利⽤光學實驗技術對活體⽣物樣本作影
像與實驗上操縱(Manipulation)的應⽤科技。這是⼀⾨整合了⽣物醫學、光學、電機、資訊、精密機械、物理與化學的新
興的科學與⼯程領域，它是因應解決⽣物技術與醫學上的問題而發展出來的。⽣物醫學光電可以分為⽣物光⼦學和醫⽤光
電學兩個部分，分屬⽣物學和醫學領域，但⼆者存在相互交疊的範圍，並無嚴格的分界。在⽣物學上，⽤以偵測分⼦的結
構、功能與機制；在醫學研究上，⽤來研究組織/⾎液從巨觀到圍觀的尺度去做⾮侵⼊式⽣醫感測、診斷，最終⽬標則為治
療疾病。由於⽣醫光電檢測⽅法具有相當⾼的精密度，因此此研究領域逐漸在⽣醫科技上受到重視，許多國家的學者都積
極投⼊⽣醫光電領域的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醫光電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photonics、聯絡電話：02-28267000轉5707、E-mail：
biophotonics@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
研究成果報告等）
6. ⾃傳(必)
62117 招⽣名額: 1名 國⽴陽明⼤學 急重症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系所分則
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學位（含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者。
急重症醫學研究所於⺠國92年8⽉成⽴並招收第⼀屆的研究⽣。本所是國內外唯⼀以急重症醫學相關領域創設的研究所，
宗旨和教育⽬標，旨在培養急重症醫學相關領域研究的專業⼈員，兼或改善和提升國內急診及重症醫學之醫療照護之⽔
準。具體⽬標，與學校和醫學院相契合，朝所務發展、教學改進、研究提昇及國際化等四⽅⾯努⼒改進，最終能培育急重
症醫學相關領的臨床醫療、教育和研究之專業⼈才⽔準，暨達到提昇我國急重症醫學相關領域的醫療、教育和研究之⽔準
的⽬的。
⾃106年8⽉開始招收第⼀屆博⼠班研究⽣，期望培育在急重症醫學及相關領域中做更深⼊研究的專業⼈員，畢業後能在專
業領域中持續增加相關研究的深度及廣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中、英⽂皆可）
4. 師⻑推薦函(必)：最少⼀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急重症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聯絡電話：02-28267000轉7931、E-mail：ieccm@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6. ⾃傳(必)：中英皆須，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及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讀寫能⼒證明
62111 招⽣名額: 1名 國⽴陽明⼤學 腦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Brain Science
系所分則
陽明⼤學腦科學研究所由謝仁俊教授於2003年提出申請，2005年9⽉獲教育部核准成⽴碩⼠班招收臨床醫學組與神經資訊
組學⽣，正式於2006年⼋⽉開始運作，座落於陽明⼤學最新建築圖書館資訊⼤樓⼋樓。博⼠班亦於2007年經教育部核准，
將於2008年開始招⽣，歷任所⻑為郭博昭教授、林永煬教授。現任所⻑為楊定⼀教授，將偕同全所師⽣⼀同為本所的健全
發展努⼒，戮⼒使本所成為國際頂尖研究單位。本所強調整合跨領域科技，解答神經-精神疾病的問題，開創腦科學研究新
領域。
特⾊-理論與實務並重，⼯學、⽣物、醫學並⾏，全⽅位進⾏腦神經研究。
在學術發展及課程規劃上，本所劃分成三⼤組
臨床腦科學組：以功能性磁振造影、全頭型腦磁波儀、多頻道腦電波儀、多頻道顱內神經電位記錄儀等先進神經影像與功
能檢查⼯具，進⾏神經及精神疾病相關之機理探討及臨床應⽤研究。
神經⼯程暨腦資訊組：結合神經資訊、造影與⼯程進⾏腦功能與結構之整合研究與應⽤，積極發展各種腦神經資訊庫及知
識庫、分析式與模型化之研究分析⼯具及計算模型。
基礎腦科學組：結合⽣理學、分⼦細胞⽣物學及系統⽣物學之基礎神經科學領域，以⾮侵體式⼈體實驗、動物模型與細胞
培養⽅式探討睡眠⽣理、⼼率變異、神經退化與神經保護之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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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腦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Brain Science、聯絡電話：02-28267000轉7389、E-mail：
ibs@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
告等）
62118 招⽣名額: 1名 國⽴陽明⼤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Physical Therapy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國⽴陽明⼤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成⽴於1988年，由創設物理治療學⼠班起步，於2000年擴增物理治療碩⼠
班，2007年與本校復健科技輔具研究所合併後，正式更名為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並增設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碩⼠班
及博⼠班，成為獨步全球結合物理治療與輔助科技的學系，⾃2016年8⽉始，本學系學⼠班課程更由四年轉型為六年制物
理治療學⼠學位課程（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以提升國內物理治療教育躋身國際之競爭能⼒。
陽明物輔系包括「物理治療」與「輔助科技」⼆⼤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分組，專任教師的陣容堅強且專⻑多元，涵蓋神經物
理治療、應⽤神經⽣理研究、動作分析、肌⾁⾻骼與運動科學、⼼肺物理治療、健康促進、運動⽣理、兒童物理治療、⽼
⼈⻑照建康與醫療保健政策、智慧型機電輔具、計算⽣物⼒學、運動暨復健科技、資電科技應⽤、國際功能分類系統(ICF)
暨輔具服務應⽤與政策等多⾯向研究，每年爭取科技部、其他政府部會、醫療及產業合作單位的計畫案繁多，整體研究成
果⾼度符合社會、經濟、⽂化與科技發展的需求，且能將研究與教學緊密結合，提供學⽣不同專⻑領域的教學資源與實
作。教育⽬標在於培育學⽣能兼具物理治療及輔助科技應⽤的臨床專業⼈才，並具備從事相關研究發展的潛⼒，以及具備
關懷、尊重、倫理、溝通之⼈⽂素養，具備思辨、國際觀與終身學習等核⼼能⼒，以因應未來的社會挑戰與需求。
◆教學特⾊
1.六年制物理治療學⼠學位課程，著重於扎實的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訓練，課程設計多元彈性，深化現有臨床訓練，強化
全⽅位醫療保健體系專業教育，增強物理治療鑑別診斷、實證評析、臨床推理與決策能⼒以及物理治療⾏政管理經營能
⼒，並包含輔助科技、競技運動、⾼齡及⻑期照護領域等課程，培養學⽣專業獨⽴性與競爭⼒。更連結臨床及相關產業場
域的⾒實習課程，能滿⾜學⽣學習與社會環境需求。
2.本學系碩⼠班分成物理治療(甲組)及輔助科技(⼄組)。甲組著重於臨床應⽤研究；⼄組則著眼於輔具的應⽤與開發，兩組
在系內時有機會互動交流，增添跨領域學習機會。
3.本學系博⼠班，在學理專攻外，需具備完成獨⽴研究與國際交流的能⼒，並發表國際論⽂，也有許多學⽣研究主題結合
輔助科技研發，設計許多產品並取得專利。
4.本學系提供⼤學部及研究所學⽣國際交流的學習機會，可申請⾄國外的姐妹校修習必選修課程或臨床實習課程。每年亦
有許多國際交換學⽣⾄本系或本校修習相關領域課程。
◆系務發展願景
1.成為國內外物理治療與輔助科技之整合教學與研究的特⾊單位。
2.成為國內外物理治療與輔助科技領域的學術領導者。
3.躋身國際優秀的物理治療與輔助科技專業⼈才培育與研究機構之⼀。
◆學⽣就業及發展
本系歷屆⼤學部畢業⽣通過物理治療師國考的錄取率皆在75%以上，遠⾼於全國平均錄取率，且近四年連續居全國之冠。
七成以上的畢業⽣能夠學以致⽤，有服務於國內外的學術研究單位從事教研⼯作，在各級醫療院所、復健中⼼、社區居家
醫療、療養機構、學校特教系統、輔具資源中⼼擔任物理治療師或兼部⾨主管，或是擔任運動隨隊治療師、開設物理治療
所、運動保健⼯作坊獨⽴執業，也有在醫療復健器材或運動產業領域從事研發⼯作或經營者。約有三成以上的畢業⽣會再
進修，以報考或申請國內外物理治 療、運動科學、醫學⼯程、公共衛⽣、⽣理、解剖等相關研究所為⼤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學位（含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向及規劃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本
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55, Sec.2, Linong Street, Taipei, 112 Taiwan (ROC),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收件⼈：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Physical Therapy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聯絡電話：0228267000 ext 5213、E-mail：atwang@ym.edu.tw、收件截⽌⽇：2020-01-08）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於申請之資料(如發表著作、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或課外活動、GRE、TOEFL等英⽂能⼒證明或中⽂能⼒證明等) 6. 學術
著作(必)：碩⼠論⽂(必繳)以及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等） 7. ⾃傳(必)：中⽂和英⽂⾃傳（不超過
1000字）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含就讀動機）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E0
聯絡電話 02-2871-8288 EXT 7505
傳真 02-28752726
地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博愛校區）11153臺北市⼠林區忠誠路2段101號（天⺟校區）
網址 http://www.utaipei.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保障僑⽣住宿 博愛校區：每學期5,500元（含住宿費4,500元、網路費1,000元）。 天⺟校區：4⼈房每⼈每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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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 10,000元（含住宿費9,000元、網路費1,000元）、6⼈房每⼈每學期8,500元（含住宿費7,500元、網路費1,000
元）。
臺北市⽴⼤學在臺北市政府的政策指導下於2013年正式進⾏整併，⽬標朝國際⼀流城市⼤學邁進。臺北市⽴⼤學⽬
前的學系、研究所與學院包含了⼈⽂藝術、教育、科學、公共⾏政、體育等領域。在我們過去的培養下，已有許多
校友在所屬的領域成為專業領袖，在社會貢獻所⻑。最近五年內全校教授的學術研究快速發展，著作廣泛受到其他
備註
國際學者引⽤已達數千次，對拓展⼈類的尖端知識範疇展現實質貢獻，逐漸奠定我們邁向國際⼀流⼤學的基礎。臺
北市⽴⼤學位於極具活⼒的國際城市臺北，⽬前校園包括位於市中⼼的博愛校區與天⺟校區。誠摯邀請您參觀我們
的校園與設施，參與我們的學術活動並加⼊成為我們的⼀份⼦。
6E005 招⽣名額: 1名 臺北市⽴⼤學 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s Training
系所分則
奧運⾦牌選⼿的條件必須是天⽣的還是歸功於訓練效果！想了解2004年雅典奧運我國跆拳道劉慶⽂總教練！如何率領跆拳
道隊獲得2⾦1銀的佳績！陳詩欣如何克服逆境邁向⾦牌之路登上奧運獎牌的殿堂！為我國奪得奧運史上第⼀⾯⾦牌！請加
⼊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再創運動佳績！
在21世紀的國際競技運動賽會，競技選⼿與教練，必須在競技訓練科學領域有堅實的專業背景與涵養，才具備奪⾦實⼒；
教練必須依靠⾃⼰的經驗和專業訓練知能與教練科學指導競技選⼿，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為教練提供⾼階教練科學學習的
機會，培養優秀現役選⼿和具備國際競爭能⼒的教練，最終⽬標是擴展競技運動訓練相關科學知識。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網路上傳）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傳
(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
機）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6E004 招⽣名額: 1名 臺北市⽴⼤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Department of Sports Sciences.
系所分則
臺北市⽴⼤學運動科學研究所擁有臺灣最頂尖的運動科學研究之國際學程，主要培養未來的研究⼈員，在創意，多樣和⾼
質量的環境中為學習過程帶來遠⾒卓識。我們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豐富了我們的知識活動，有助於我們作為台灣碩⼠和博
⼠學位領先的體育科學課程的排名。為了擴⼤對國際學⽣的教育服務，運動科學研究所設⽴了國際⼊學單獨制度。中⽂或
英⽂的合理語⾔能⼒是良好學習成果的成功之道。我們教師之⼀的推薦信將⼤⼤增加⼊學機會。因此，我們⿎勵未來學⽣
在提交申請之前與我們的教職員⼯聯繫。所有課程將以英語授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1封
（網路上傳）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 7.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
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18
聯絡電話 886-6-2133111
地址 70005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網址 http://www.nutn.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企劃組

傳真 886-6-2149605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本校備有男⼥⽣宿舍，相關規定請參閱http://www2.nutn.edu.tw/gac320/2016site/dorms.html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7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交
備註 誼廳、⾃修室、⾃助餐廳、書局、⽇常⽣活供應俱全，近⽕⾞站⽣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均可依規定參
加教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
61804 招⽣名額: 1名 國⽴臺南⼤學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博⼠班 Doctoral Program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班⽬標在有系統地培養課程與教學研究、資訊科技研究的優秀⼈才、專精課程與教學的領導⼈才。課程規劃以⽅法論課
程為博⼠班之根本，再搭配基礎課程，穩固根基後進⼀步探索課程與教學領域課程及數位學習領域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學歷年成績
(2)碩⼠歷年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中⽂及英⽂研究計畫 4. 學術著作(必)：(1)碩⼠論⽂中英⽂摘要及全⽂電⼦檔
(無碩⼠論⽂者請說明)。
(2)已發表之學術論著(影本)1份，並附論著清單。 5. ⾃傳(必)：中⽂及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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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3 招⽣名額: 1名 國⽴臺南⼤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Ph.D Program,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成⽴於93 年8 ⽉，為國內第⼀個擁有學⼠、碩⼠與博⼠完整數位學習科技⼈才培育單位。
啟動資訊科技與⽣活學習的碰撞，玩AR、VR、MR、桌遊、體感遊戲，做教學；設計光雕、互動藝術搭配慶典演出；寫
程式開發系統、⼿機app，上架推廣做創業；連線雲端、探勘⼤數據，建⽴物聯模式找市場；還能⽤⼼理學算命，從⼤腦
腦波透視內⼼；成為國家前瞻發展科技軟體園區中，規劃、整合、開發應⽤性資訊系統與數位內容之專業三創⼈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需有臺灣駐外單位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與碩⼠班歷年成績單(需有
臺灣駐外單位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學術著作(必)：已發表之學術論著(影本)1份，並附論著清單。
5. ⾃傳(必)：中⽂⾃傳：簡要⾃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
⽂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代碼
23
聯絡電話 886-4-7232105
傳真 886-4-7211154
地址 50007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網址 http://www.nc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及教學資源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ca.ncue.edu.tw/?locale=zh
宿舍 新⽣保障住宿，舊⽣在學期間優先登記分配住宿，詳情逕洽本校。
⼀、本校設有中等教育及特殊教育學程，研究所學⽣修習教育學程應經學系或師資培育中⼼甄選，甄選通過並修畢
所有應修學分者，本校將開⽴修畢證明書；後續有關本國教師資格取得之程序及權利與義務，則依師資培育法等相
備註 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戮⼒推動國際化，姊妹校涵蓋世界各地，與世界名校簽屬雙聯學制，提供更多出國交
換、實⾒習與獲取國外學位的機會，培養學⽣國際視野，詳洽國際處，網址：http://oica.ncue.edu.tw/。 三、本
校分進德、寶⼭⼆校區，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學院、管理學院學⽣以在寶⼭校區上課為原則。
學校
基本
資料

62301 招⽣名額: 1名 國⽴彰化師範⼤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台灣開設最早、規模最⼤的⼼理諮商系所。擁有台灣規模最⼤之諮商教學中⼼、表達性治療教學中⼼及社區⼼理諮
商中⼼。研究領域包括學校、社區、⽣涯、企業、家庭與婚姻之⼼理諮商，個別、團體、網絡之⼼理諮詢，重視學⽣個別
差異及需求，務求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兼顧社會發展趨勢，培養學⽣對時代的前瞻⼒與宏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
出，地址：No.1, Jin-De Road, Changhua City 50007 ,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聯絡電話：886-4-7232105ext.2208、E-mail：
ytw@cc.ncue.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選) 7. 進修計畫書
(選)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9. ⾃傳(選)：中⽂或英⽂或中英⽂皆繳，含個⼈履歷
62302 招⽣名額: 1名 國⽴彰化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國內⾸創從事特殊教育師資培育之全師培學系，含蓋所有障礙類別並透過跨專業整合，邀請醫院及社會福利機構之專家
學者，與本系教授協同教學。
2.本系培育優秀之特殊教育教師及⾏政⼈員並提供在職進修及推廣服務與為提升特殊教育學⽣鑑定與教學並致⼒特殊教育
學術研究。
3.本系課程須⾄實務現場教學實習，適合細⼼沉穩、個性活潑、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及與學⽣良好
互動移動能⼒者。
4.本系就業狀況優異，應屆畢業⽣除繼續升學外均百分百就業，就業出路以國、⾼中職特教教師及特殊學校教師為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本項⽬請以紙本⽅式寄
出，地址：No.1, Jin-De Road, Changhua City 50007 ,Taiwan, R.O.C.、收件⼈：Mr. Chan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聯絡電話：886-4-7232105#2406、E-mail：sed@cc2.ncue.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
傳(選)：以中⽂撰寫 6.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撰寫
62303 招⽣名額: 1名 國⽴彰化師範⼤學 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所主要放在培育從事學術研究、教育⾏政、學校⾏政與社會企業⼈才，以及提供教育⼈員進修管道。本所亦期望擴⼤學
⽣就業出路，培養企業組織之教育訓練⼈才。本所四⼤願景：多元、卓越、創新、關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 6. ⾃傳(必)：以中⽂撰寫 7.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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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09 招⽣名額: 1名 國⽴彰化師範⼤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系所分則
<簡介>本所兼具師資培育傳統優良⾵範及創新研究⾵氣之特⾊，期能以落實於教學實務的科教/數教的研究成果，來培育
優秀數理師資及促進中小學各階段數理科教師專業成⻑。<課程領域>本所課程內容涵蓋數學/科學/資訊教育，課程規劃除
必修課程外，另分研究領域、理論領域與實務領域<⽣涯規劃>就業：中小學數理教師、科普相關專業⼈員、數學/科學教
育研究⼈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傳(選)：以中⽂撰寫
62317 招⽣名額: 1名 國⽴彰化師範⼤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課程兼顧理論與應⽤，可精實學⽣物理知能與研究能⼒，使其成為學術、科技或教育界的傑出⼯作者。
【課程領域】
1.提供兼顧理論與應⽤的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提供學⽣多元化及全⽅位選課。2.除本系共同必修科⽬外，學⽣可選修光
電所的相關課程。藉由彈性化的課程設計，以因應產業需求、學⽣能⼒與興趣的個別差異。
【⽣涯規劃】
利⽤「學理基礎」配合「實驗訓練」使學⽣在物理專業技能上能學理與實驗並重。培養學⽣具有專業倫理與團隊精神，可
凝聚群體⼒量解決問題。學⽣未來可從事科技、教育、研究或其他需具備科學素養的領域的⼯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
⻑推薦函(必)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2311 招⽣名額: 1名 國⽴彰化師範⼤學 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系所分則
設系宗旨在培養優秀之中等學校國⽂科教師、國語⽂學術研究以及⽂藝創作⼈才；並兼負中學國⽂教學輔導之任務。本系
教學⽬標：1. 培養中等學校國⽂科師資。2. 培養中⽂學⾨學術研究⼈才。3. 培養⽂藝創作⼈才。4. 培養⽂化傳播⼯作⼈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另附⼤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學術著作(選)：1.通過畢業口試之碩⼠論⽂，應屆畢業⽣得以
未經過口試之碩⼠論⽂及「碩⼠學位考試申請書」送審。
2.學術論⽂：含研討會論⽂、期刊論⽂或攻讀碩⼠學位期間於課堂上公開發表之讀書報告（封⾯上加蓋系戳，並請任課教
授簽名蓋章作為認證） 6. ⾃傳(必)：以中⽂撰寫
62315 招⽣名額: 1名 國⽴彰化師範⼤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主為培育綠⾊能源科技、光電通訊領域之電機專業知能及系統整合設計⼈才，並成⽴綠⾊能源科技中⼼及協助中華⺠
國綠⾊能源科技協會，促進產官學研合作機制。博⼠班課程以培育學⽣具有精進電機專業知能與系統整合設計能⼒、電機
產業所需技能與研發創新能⼒、獨⽴研究、計畫管理與溝通能⼒及專業倫理與國際視野為特⾊。畢業⽣服務於國內外電機
電⼦相關產業，⽬前以擔任系統整合設計研發⼯程師及中⾼階管理職務為主要職涯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
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2,ShiDa Road,Changhua,50074 Taiwan、收件⼈：Jeen-Sheen Row、
聯絡電話：886-4-7232105#8201、E-mail：jsrow@cc.ncue.edu.tw、收件截⽌⽇：2020-01-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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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 8. 學術著作(選) 9.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10. ⾃傳(必)：中⽂和英⽂皆須繳交 11. 讀書計畫書(必)：中⽂
和英⽂皆須繳交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27
聯絡電話 886-7-7172930
傳真 886-7-7263332
地址 和平校區：80201⾼雄市苓雅區和平⼀路116號 燕巢校區：82444⾼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
網址 http://www.nk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學⽣事務暨國際開發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有關本校各學院所屬系所教學資源概況、教務選課、學⽣住宿及兩校區交通接駁等相關說明，請參閱本校資訊
網，網址：http://www.nknu.edu.tw。 ⼆、本校是師範校院唯⼀連續九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補助之學校。
備註
三、⽂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學⽣，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 四、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學⽣，上課地點在本
校燕巢校區。

- 第 83 ⾴ -

62702 招⽣名額: 1名 國⽴⾼雄師範⼤學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博⼠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國⽴⾼雄師範⼤學科環所博⼠班培養具有前瞻與宏觀之科學教育/環境教育理念，以及理論與實務兼備的科學教育/環境教
育學術⼈才，並因應社會之脈動，培育科學教育/環境教育相關領域的教師與專業經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論⽂、碩⼠歷年成績單(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中⽂研究計畫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傳(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62704 招⽣名額: 1名 國⽴⾼雄師範⼤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教育學系以培育教育基礎理論、教育政策與⾏政、課程教學與媒體、⼼理輔導與測驗統計等四⼤領域之優秀⽂教⾏政及學
術研究⼈才為⽬標，並配合教育政策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將朝學校師資、⾏政、學術研究及⽂化事業等⼈才培育多元發
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論⽂研究計畫
(中⽂或英⽂)(必)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佐證資料(必) 6. 學
術著作(必)：碩⼠論⽂(必), 最近三年內已發表之學術著作(必)
7.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畫(中⽂或英⽂)(必) 8. ⾃傳(必)：⾃傳(中⽂或英⽂) ⼯作資歷(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修習中⽂課程之相關證明(必)
62705 招⽣名額: 1名 國⽴⾼雄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博⼠班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旨在培養學術研究⼈員，及各特殊教育階段別及相關機構之⾏政領導⼈才提供特殊教育專業⼈才在職進修機
會，輔導各級學校推廣特殊教育業務，並從事特殊教育宣導⼯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碩⼠班歷年成績單(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
習計畫（含學習⽬標、⽅向、重點、主題，及如何完成所擬定的學習計畫） (必)
申請者請繳交審查資料 3份，以供審查。
4. ⾃傳(必)：個⼈⾃傳。(含申請動機、志趣、⽣涯規劃) ,⼯作資歷（檢附證明並列表說明）(必)
申請者請繳交審查資料 3份，以供審查。
62706 招⽣名額: 1名 國⽴⾼雄師範⼤學 諮商⼼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諮商⼼理博⼠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Doctoral Program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培育從事諮商師教育訓練與諮商⼼理學術研究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
習計畫(必) 4.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當於碩⼠論⽂之學術著作（如為外⽂著作，須附中⽂摘要）,最近五年內已發
表之學術著作，最多三篇，餘可列表供參考（如為外⽂著作，須附中⽂摘要）,論⽂研究計畫（中⽂書寫）(必) 5. ⾃傳
(必)：⾃傳及證明⽂件 (必) :⾃傳（中⽂書寫限500字以內）包含照⽚、⼯作或研究資歷，及證明⽂件。
本所擇優選取數名進⼊⾯試，申請⼈依規定時間接受⾯試
62703 招⽣名額: 1名 國⽴⾼雄師範⼤學 ⼯業科技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招⽣不分組，培養⼯業科技教育學系相關系所及課程之師資、學術研究⼈才及業界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碩⼠學位證書影本(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修讀碩⼠學位期間歷年成績總表
(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必)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份（分由⼆位推薦⼈推薦，⾄少⼀位原畢業⼤
學助理教授（含）以上推薦）(必) 5. 學術著作(必)：碩⼠論⽂（無碩⼠論⽂者，得以相當之學術論著代替）,.已發表之學
術著作（學術著作以最近3年內發表者為限，論⽂以外國⽂字撰者，須附加中⽂摘要）,歷年發表之學術著作⽬錄(必) 6.
⾃傳(必)：⾃傳（以⼀千字為原則）(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外語能⼒成績證明(必)
62713 招⽣名額: 1名 國⽴⾼雄師範⼤學 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系所分則
1.本系之課程特⾊為理論與實⽤並重，古典與現代兼顧。有義理思想、語⾔⽂字、古典⽂學、現代⽂學等，學⽣可依興趣
與研究⽅向多元發展。
2.具有中⽂聽、說、讀、寫能⼒之學⽣較為適合就讀本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中⽂研究計畫(含申請動機)(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佐證資料(選) 5. 學術著作(必)：學
術發表成果（學術論⽂或研究成果）(必) 6. ⾃傳(必)：中⽂⾃傳(必)
62711 招⽣名額: 1名 國⽴⾼雄師範⼤學 地理學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93年8⽉1⽇，屬於⽂學院，課程以地理學知識為基礎，⾃然地理、⼈⽂地理、地理技術及區域地理四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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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且重視理論與應⽤，從知識學習到⽥野實察，形成⼀套系統性和綜合性的引導探究課程。
本學系教授群⻑年以所進⾏的學術研究，引導本系所的碩⼠班、暑期碩⼠在職專班、博⼠班的進⾏論⽂研究，包含⾃然和
⼈⽂環境議題，因此，提出許多對地形演育、區域發展、地理教育、空間資訊、都市規劃和環境經營等主題的研究成果，
為本系創系以來勤耕的展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暨碩⼠歷年成績總表正本各⼀份(必) 3. 學習研
究計劃書(必)：研究、進修計畫書⼀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佐證資料(包括相關學術著
作、論⽂等)(必) 5. 學術著作(必)：碩⼠論⽂1份(必), 6. 進修計畫書(必)：研究進修計畫書(必) 7. ⾃傳(必)：⾃傳⼀份
(含求學、⼯作或研究資歷) (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修習中⽂課程之相關證明(必)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代碼
26
聯絡電話 886-4-22183456
傳真 886-4-22181023
地址 40306臺中市西區⺠⽣路140號
網址 http://www.ntcu.edu.tw/newweb/index.htm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rd.ntcu.edu.tw/OCstudents/file.php
宿舍 新⽣優先安排住宿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申請住校。三、本校碩⼠班僑⽣若欲修習教育學程，需參
備註 加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之甄選，通過後才得以修習教育學程並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但如未具中華⺠國身分
證，仍不得參加中華⺠國辦理之教師檢定考試，無法取得中華⺠國教師證書。
學校
基本
資料

62601 招⽣名額: 1名 國⽴臺中教育⼤學 語⽂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PhD
Program)
系所分則
⼤學部∕碩⼠班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學部的課程，如：少兒⽂學原理與創作，聽、說、讀、寫、作教學理論與實務、
語⽂測驗與多元評量、語⽂課程設計與教學、讀經教育原理與實務，均特⾊獨具，其中讀經教育原理與實務這⾨課，更是
獨步全球。研究所課程，則進⼀步強化語⽂理論與教學實務的結合，旨在培育學⽣兼具研究與教學的能⼒。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1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或等同成績證明) 3. 學習研
究計劃書(必)：博⼠研究計畫1份，含研究主題、研究動機與⽬的、⽂獻探討、研究⽅法與設計、預期研究成果、參考⽂
獻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以發表之教育學術論著⽬錄及代表作(以三篇為限) 6. 學術著
作(必)：碩⼠論⽂(或等同之學術著作)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修習中⽂課程之相關證明 8. 作品集(必)：其他已發
表之教育學術論著⽬錄及代表作(以三篇為限) 9. ⾃傳(必)：1500字內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通過華語
能⼒測驗(TOCFL) B2級以上證明
62602 招⽣名額: 1名 國⽴臺中教育⼤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octor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有⼤學部⼀個班次，碩⼠班四個班次，博⼠班⼀個班次，是設有學⼠、碩⼠、博⼠三種班別的完整學系。
本系主要在培養具有專業熱忱與正確信念、專業知識、教育實踐⾏動能⼒、反思與創新能⼒之教育專業⼈員。
本系畢業⽣的主要發展包括：
1.從事學校教育⼯作。
2.從事⽂教⾏政⼯作。
3.擔任課後補教業及安親班或相關⽂教事業師資。
4.擔任各公、⺠營機構⼈⼒資源部⾨職前訓練課程規劃與執⾏之職務。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影本1份(需加蓋學校註冊單位章及駐外單位驗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
⼠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博⼠班研究計畫，包含研究主題與研究⽅
法 4. 師⻑推薦函(選) 5. 學術著作(必)：其它已發表之教育學術論著⽬錄及代表作（以三篇為限） 6. 進修計畫書
(必)：博⼠研究計畫(中⽂撰寫)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參加「華語能⼒測驗」達B1級以上者 8. 作品集(必)：碩⼠
論⽂（或等同之學術著作） 9. ⾃傳(必)：中⽂撰寫、1500字以內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須參加「華
語能⼒測驗」達B1級以上
62603 招⽣名額: 1名 國⽴臺中教育⼤學 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Measurement (Doctoral Program)
系所分則
原名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於1997年成⽴，並於2005年設⽴博⼠班，是臺灣⾸創，也是亞洲第⼀所「教育測驗、評量與統
計專業學術研究機構」。本所近年來著重「新式測驗理論研發」、「電腦化測驗與適性學習」、「認知神經計量」、「教
育巨量資料分析」以及各項智慧型學習科技之研究。2014年，為使本所⼈才培育與產業界脈動結合，導引社會進步與國家
發展，正式更名為「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有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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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影本1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須有在校每學期課程所修讀之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博⼠班研究計畫，包含研究主題與研究⽅法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包含期刊論⽂、研討會論⽂、專書論⽂等 7. 作品集(必)：碩⼠論⽂ 8. ⾃傳(必)：履歷表和
讀書計畫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能⼒測驗(a TOCFL certificate)B1級以上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28
聯絡電話 886-2-27321104轉82222
地址 10671臺北市⼤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網址 http://www.nt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傳真 886-2-23777008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視床位狀況優先提供住宿申請。
⼀、本校學⽣在校期間，欲修習教育學程者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及參加甄選，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費⽤。⼆、
備註 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悉依「師資培育法」、「⾼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
理之。另依前揭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報考者須為中華⺠國國⺠。
62802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教育⼤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政策與管理博⼠班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 Doctoral Program in Education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為全台唯⼀具有⼤學部、碩⼠班與博⼠班等系列發展之教育管理學系所，師資陣容堅強，致⼒於教育學與管理學的融
合，提供「政策分析能⼒」導向課程、「學校經營管理」導向課程，並積極尋求「教育學」與「管理學」之匯通，以及法
學在⽂教事業的應⽤，以培育具有⼈⽂關懷、社會實踐、全球視野的教育政策、管理、法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應繳資料⼀定要有中⽂語⾔之資料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必)：應繳資料⼀定要有中⽂語⾔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應繳資料⼀定要有中⽂語⾔之資料 7. 進修計畫書
(必)：應繳資料⼀定要有中⽂語⾔之資料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9. ⾃傳(必)：應繳資料⼀定要有中⽂語⾔之資料
10. 讀書計畫書(必)：應繳資料⼀定要有中⽂語⾔之資料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應繳資料⼀定要有中⽂
語⾔之資料

國⽴臺灣藝術⼤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34
聯絡電話 886-2-22722181 #1151
地址 22058新北市板橋區⼤觀路1段59號
網址 http://www.ntu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傳真 886-2-89659515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僑⽣優先分配住宿(延修⽣除外)
國⽴臺灣藝術⼤學創校已⼀甲⼦，是臺灣歷史最悠久、學⾨及課程架構與教學師資最完備的藝術⾼等教育學府。六
⼗年來的美的歷程，累積⼀甲⼦的辦學能量，迄今已鑄就無數頭⾓崢嶸的藝術家及精銳⼈才。⽬前本校共有美術、
備註
設計、傳播、表演藝術、⼈⽂五⼤學院，共設14系所、3個獨⽴研究所，2個教學中⼼等單位，架構出14系、21碩⼠
班、6博⼠班的教學系統。僑⽣優先保留學校宿舍(延修⽣除外)。本校不收取審查費，如誤繳，概不退還。
63407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藝術⼤學 美術學系當代視覺⽂化博⼠班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Ph. D
Program
系所分則
為因應時代創新領導⼈才的需求，本博⼠班以具體擴張當代視覺⽂化實踐的藝術內涵、體現⽂化多樣性為教育宗旨，致⼒
養成藝術創新與藝術興業之實務領導⼈才，培育⽅向將不預置任何藝術體制或⽂化範型，以複合性的跨領域策略思維，超
越傳統藝術學科分際，透過彈性教學與育成研發，結合本校其他系所博碩班教學資源與國際重要師資協同教學，依【創作
實踐研究】與【藝⽂實務研發應⽤】分組，課程除了提供研究⽣精進跨域創作的專業藝能，在消費社會脈絡下，亦授予當
代⽂化經濟體的經營管理知識，激發研究⽣重新思考藝術⽣產形式與平台，為藝術與社會的連結模式積極進⾏功能性的轉
化，解除藝⽂⽣產的慣性中介，進而重新定義⼆⼗⼀世紀藝術家的社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博⼠論⽂研究計畫（五千字以內，請依學
術格式書寫，需包含摘要、⽬錄、綱要內容及參考書⽬，引⽤資料需明列出處）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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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曾發表之學術論著或創作研究成果與作品圖版集冊，或實務經歷成果報告，以及相關活動或獎賞紀錄等專業表現成
果。需附上著作權切結書http://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26&id=156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應屆畢
業⽣繳交將送審之論⽂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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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傳(必)：中⽂⾃傳與履歷(兩千字以內)
6340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藝術⼤學 書畫藝術學系 Dept. of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s Doctor Class
系所分則
1.本系招⽣以⽔墨及書法篆刻專⻑為優先考量，透過專業的⽔墨、書篆教學，培育優秀創作與理論兼修⼈才，精研中、西
繪畫理論與技巧，充實學⽣學理與創作內涵為教學⽬標。2.無相關術科基礎，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選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三千字以內，引⽤資料及參考書⽬需名列
出處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曾發表之學術論著、創作研究成果與作品圖版集冊等，以及相關活動或獲
獎紀錄等專業表現成果。需附著作權切結書http://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26&id=156 5. 學術著作(必)：
碩⼠論⽂（應屆畢業⽣繳交將送審之論⽂稿，以同等學歷報考、持國外學歷報考而無碩⼠論⽂者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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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0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藝術⼤學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Creative Industry Design
系所分則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班於2010年成⽴，以「培養⽂創⼈才、促進⽂創產業、推動⽂創⾏銷」三個⾯向作為發展⽬標，
⽂創⼈才⽅⾯期許在扎根多元設計觀點下，具有跨域整合思維並促進跨域⼈才交流；⽂創產業⽅⾯除整合理論與實務應⽤
層次，亦挖掘與形塑臺灣⽂創產業特⾊；⽂創⾏銷⽅⾯希望能夠協助扶植臺灣⽂創產業⾏銷與品牌發展，連結產官學界互
動交流，並帶動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 的⽂創發展模式。未來，期藉由創意產業的發展機制，達到三個效應：藝術品
味普及化、應⽤藝術⽣活化、⽂化經濟⾼值化；並透過藝術、設計、⽂化三⽅⾯提升創意產業經濟⼈才的培育，及培養實
際學術理論研究能⼒與創造突破性藝術產業發展的企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三千字以內，引⽤資料及參考書⽬需明列
出處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曾發表之學術論著、創作研究成果與作品圖版集冊等，以及相關活動或獲
奬紀錄等專業表現成果。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應屆畢業⽣繳交將送審之論⽂稿，以同等學歷報考、持國外學歷
報考而無碩⼠論⽂者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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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傳(必)：⾃傳與履歷（三千字以內）
6340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藝術⼤學 傳播學院影⾳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博⼠班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reative
Video and Digital Media Industry
系所分則
培養具有科技與⼈⽂素養之思辨、影⾳媒體創新及產業環境與趨勢剖析之能⼒、具在地化與國際化視野並擁有跨領域整合
與應⽤能⼒之⾼端創作⼈才。
課程規劃影視製作領域、數位媒體產業領域及數位媒體與歷史領域，畢業時具備學術研究與作品創作之能⼒。
就業：可從事⾼等教育專業師資、獨⽴製作數位影⾳製作之⾼級策劃⼈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需有駐外單位認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三千字以內，引⽤資料及參考書⽬需名列出處）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曾發表之學術論著、創作成果、執⾏相
關展演活動或獲獎紀錄等專業表現。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應屆畢業⽣繳交將送審之論⽂稿，以同等學歷報考、
持國外學歷報考而無碩⼠論⽂者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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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傳(必)：中⽂⾃傳與履歷（三千字以內）
6340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藝術⼤學 表演藝術學院表演藝術博⼠班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Ph. D. Program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表演藝術博⼠班（以下簡稱本班），隸屬國⽴臺灣藝術⼤學表演藝術學院下之學位學程。本班結合四學系（戲劇學系、⾳
樂學系、中國⾳樂學系、舞蹈學系）五碩班（戲劇學系碩⼠班、表演藝術碩⼠班、⾳樂學系碩⼠班、中國⾳樂學系碩⼠
班、舞蹈學系碩⼠班）之既有教學資源與設備，於101學年度成⽴。本班是以培養國家⾼階之表演藝術學術研究⼈才，及
表演藝術⾼階領導⼈才為⽅向的博⼠班；學術定位在於深化表演藝術之跨領域學術研究，促進表演藝術研究及產業研究跨
領域整合，並推動表演藝術研究在地化理論建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須經駐外單位認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三千字以內，引⽤
資料及參考書⽬需明列出處。 4. 師⻑推薦函(必) 5. 學術著作(必)：應屆畢業⽣繳交將送審之論⽂稿，以同等學歷報
考、持國外學歷報考而無碩⼠論⽂者需繳交相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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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傳(必)：⾃傳與專業經歷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件
6340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藝術⼤學 藝術管理與⽂化政策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Art Management and
Culture Policy
系所分則
沿⾰:本所為臺藝⼤第⼀個，也是國內唯⼀以藝術管理及⽂化政策為名的碩、博⼠班研究所。本所在宏觀層次以國家及都市
⽂化政策的規劃、實踐為藍圖，理論批判為核⼼，在微觀層⾯以視覺藝術機構的經營管理為主軸，強調藝術⽂化政策規劃
⾯與藝⽂機構實務操作⾯的全⾯觀照，定位為⼀強調⾏動⼒與主體思辨的教育與研究機構。
教育⽬標:本所因應在地、區域與全球藝⽂發展趨勢與需求，規劃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藝術管理與⽂化政策專業課程，據此培
育⼈才，本所教育⽬標為：「培育藝術管理的實踐與創新⼈才及⽂化政策的規劃與研究⼈才」
課程規劃-四⼤課程領域:•理論與⽅法 •⽂化政策與法規 •藝術管理 •博物館與⽂化資源。
通過資料審查後，如需視訊或電話訪談，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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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需有駐外單位認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千
字-三千字，引⽤資料及參考書⽬需明列出處）。(20%)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發表資料、活動紀錄
（20％）曾發表之論⽂、著作代表三篇（註明出處及ISBN）或活動紀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專業領域⾒解（30％）對藝術管理與⽂化政策專業領域的個⼈⾒解，⼆千字內。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應屆畢業⽣繳交將送審之論⽂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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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7. ⾃傳
(必)：中⽂⾃傳與履歷(10%)，含報考動機及⽣涯規劃，⼀千字內

國⽴臺北藝術⼤學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33
聯絡電話 +886-2-2896-1000
地址 11201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網址 http://www.tnu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傳真 +886-2-2893-8891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僑外⽣在學期間優先分配住宿
⼀、各學系（所）男⼥兼收。 ⼆、凡報考本校需加考術科之學系，本校於書⾯審查通過後，將視各所需求以視訊、
電話等⽅式進⾏考試，考⽣必須參加並通過此項考試，否則不予錄取進⼊本校就讀。 三、有關學校提供之各項獎助
學⾦、及學⽣住宿等事宜， 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http://student.tnua.edu.tw/ 。 四、有關本校學雜費之繳納
標準，請參考本校學雜費專區網站：http://exam.tnua.edu.tw/tuition/tuition.htm。 五、若⽂件有更改姓名，
備註
請檢附相關證明⽂件。 六、博⼠班審查費為新台幣 1,000 元，繳交⽅式為信⽤卡線上刷卡付款。惠請考⽣⾄本校網
站：http://exam.tnua.edu.tw/overseas.html 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繳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
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七、考試諮詢：886-2-2896-1000 轉 1255。 ⼋、其他
相關資訊：http://exam.tnua.edu.tw/tnua2.html。
63301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藝術⼤學 ⽂化資源學院⽂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班 PhD. Program in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s Innovation Studies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博⼠班審查費為新台幣 1,000 元，繳交⽅式為信⽤卡線上刷卡付款。惠請考⽣⾄本校網站：
http://exam.tnua.edu.tw/overseas.html 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繳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
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未完成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繳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碩⼠論⽂或學術論著：已獲得碩⼠學位者繳交碩⼠論⽂1篇；未獲得碩⼠學位者繳交學術論著1篇。
（⼆）研究計畫：須含研究計畫綱要、計畫內容、重要參考書⽬，以不超過10⾴為限。
（三）⾃傳、學習經歷：請附相關證明為佳。
（四）附排名簽證之成績單。
⼆、視訊或電話口試：必要時進⾏，本院另⾏通知。
三、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書⾯審查資料請依次以A4規格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
必繳交資料，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
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三）博⼠班審查費為新台幣1,000元，繳交⽅式為信⽤卡線上刷卡付款。惠請考⽣⾄本校網站（網址：
http://exam.tnua.edu.tw/overseas.html）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繳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
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未完成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3302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藝術⼤學 舞蹈學系 Ph.D. Program, Department of Dance
系所分則
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博⼠班審查費為新台幣 1,000 元，繳交⽅式為信⽤卡線上刷卡付款。惠請考⽣⾄本校網站：
http://exam.tnua.edu.tw/overseas.html 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繳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
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未完成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
薦函2封（請彌封，封口請推薦者簽名）。（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1 Hsueh-Yuan Rd., Peito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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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11201, Taiwan, R.O.C. (Ph.D. Program, Department of Dance)、收件⼈：葉國隆、聯絡電話：+886-2-28961000 # 3312、E-mail：guolong@dance.tnua.edu.tw、收件截⽌⽇：2020-01-04）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繳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5.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碩⼠論⽂或展演製作報告。
（⼆）其他可證明學術研究能⼒的論⽂或公開發表的展演製作紀錄：⾄少2項。
（三）攻讀博⼠學位詳實研究計畫：內容應包含計畫緣起、研究問題、⽂獻分析、研究⽅法、章節⼤綱、預定進度、參考
書⽬等，4000⾄6000字，中英⽂皆可。
（四）相關研究或展演經歷。
（五）推薦函2封（請彌封，封口請推薦者簽名）。
⼆、視訊或電話口試：必要時進⾏，本所另⾏通知。
三、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書⾯審查資料請依次以A4規格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
必繳交資料，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
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三）影⾳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由考⽣於填報系統「作品集」中填寫作品連結網址。
（四）博⼠班審查費為新台幣1,000元，繳交⽅式為信⽤卡線上刷卡付款。惠請考⽣⾄本校網站（網址：
http://exam.tnua.edu.tw/overseas.html）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繳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
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未完成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國⽴臺南藝術⼤學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35
聯絡電話 886-6-6930100 #1212
地址 72045臺南市官⽥區⼤崎⾥66號
網址 http://www.tnnu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傳真 886-6-6930151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情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
本校經⾏政院於⺠國78年1⽉核定籌設，⺠國82年籌備處因應而⽣，於85年7⽉正式設校名為國⽴臺南藝術學院，嗣
於⺠國93年8⽉改名為國⽴臺南藝術⼤學（簡稱南藝⼤）是校史盛事。校址位於⾵光明媚的臺南市官⽥區烏⼭頭⽔
庫旁。 南藝⼤以培養⾼等專業藝術⼈才為⽬標，教學領域豐富完整，涵括⾳樂學院、視覺藝術學院、⾳像藝術學
院、⽂博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成⽴多年以來教學成果不凡，學⽣在專業師資及藝術環境的薰陶下，已在藝術創
備註
作及研究的的領域中培養了許多傑出的藝術專業⼈才，奠定南藝⼤成為臺灣最具特⾊的專業藝術學府之⼀。 近年來
南藝⼤更致⼒於推展⼈⽂藝術與科技整合的可能性，與國內數位科技產業進⾏異業結盟，積極展現本校各藝術專業
之創作實⼒。更不斷透過創作與研究之專業，協助地⽅⽂化進⾏⽂化復建與凝聚在地⼈⽂意識，並透過各種藝術交
流活動與國際接軌，將國內藝術專業⼈才推上國際舞臺，展現臺灣藝術實⼒。
63501 招⽣名額: 1名 國⽴臺南藝術⼤學 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Doctoral Program in Art
Creation and Theory
系所分則
⼀、設所宗旨
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班成⽴於⺠國92年，以建構藝術創作與理論學術為基礎訓練為課程重點，就⾳像、視覺、⽂博、
⾳樂四⼤領域，分藝術創作、藝術理論與評論、當代社會⽂化思潮、藝術史學等研究⽅向。學⽣除須擇專題領域研究外，
並須以藝術創作為基礎進⾏跨領域研究。本博⼠班是以培養創作與理論兼備之藝術類專業⼈才為⽬標，也是台灣藝術⾼等
教育中第⼀個成⽴兼顧理論學習與實務訓練的研究所。本校現有之研究所課程，將提供廣泛之相關研究資源。本所所開設
之課程則涵蓋完整的藝術創作與理論之個別指導與合班研討，本所博⼠⽣能有系統地發展個⼈研究⽅向與主題，逐步建構
具體的研究成果，
本所修滿45學分後將授予Ph.D.學位。
1.建⽴具在地觀點之全球化視野
⽂化之紮根必須先⽴⾜本⼟，進而胸懷國際。台灣歷經南島⺠族⽂化、西歐殖⺠⽂化、漢⽂化、近代歐美⽂化、⽇本⽂
化、現代美⽇⽂化等的影響，在地⽂化與國際⽂化已有相當的融合，可視為台灣⽂化發展上之優勢；在本⼟⽴⾜點上進⼀
步培養學⽣全球宏觀視野，則是本所博⼠班課程規劃的重點。
2.⼈⽂素養與創作實務並重
本校素以藝術理論、⼈⽂素養及創作實務並重；除了培養專業的藝術⼯作者外，本所亦期養成專業之術⾏政⼈才、教育⼈
才以及研究⼈才。畢業⽣除專業創作外，未來可從事⾏政機構、學術機構、教育機構、⽂化團體之相關⼯作。
3.多⽅位整合的跨領域研究
藝術創作與理論之形成，與歷史⽂化背景不可分割。藝術創作者應具備良好的⼈⽂素養；當代藝術創作除涵蓋藝術領域之
外，更應融匯社會學、⼈類學、哲學、⼼理學、藝術學……等不同學⾨的知識，以豐富創作理念內涵與形式。本校為⼀專
業藝術學府，領域涵蓋⾳樂、繪畫、雕塑、建築、編織、⾦⼯、陶藝、影像、動畫…等等藝術學⾨，在課程⽅⾯⾜以相互
⽀援，建⽴深⼊的研究體系，以養成廣博與專精兼備之學⽣。
4.彈性的開課⽅式提供多樣性研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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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將就相關知識學⾨加以分類，每隔年選擇不同主題開設系列課程與相關講座，⼀⽅⾯促進研究⾵氣，提供學⽣多
種選擇；另⼀⽅⾯增加校內與校外的學術交流，⿎勵跨領域學⾨的研究⽅向。本所亦將邀請國內外知名教授進⾏短期講
座，加強教學資源，提昇研究⽔準以及研究範圍的深度與廣度。
未來展望
1.建⽴深⼊的研究體系，期以養成廣博與專精兼備之學⽣。
2.培養專業的藝術⼯作者、藝術⾏政⼈才、教育⼈才以及研究⼈才等。
3.經由與國際藝術學校與環境接軌，培養具世界觀的藝術學者。
4.推動「現代性亞洲」計畫：
藝術創作理論博⼠班試以「亞洲與現代性」為基礎概念，建構整合型發展計畫，進⾏對師資、作品發表、國際交流、學術
出版、展演的完善規劃與統整。透過逐步完成建構整合型計畫的每⼀個階段，博⼠班預期成為亞洲國家中，「亞洲⽂化、
藝術以及現代性」的研究重鎮，並成為聯結「亞洲⽂化、藝術研究」的活動樞紐。
5.舉辦「國際青年論壇」學術研討會：
⽬標以及亞洲地區、韓國、新加坡、香港、⽇本、⼤陸等藝術創作理論相關之博⼠班，促使博⼠班研究⽣與外校博⼠⽣交
換學術觀點的機會，並凝聚亞洲新世代對藝術論述的基點。
⼆、評分⽅式：以審查資料為主，評分佔100%，如審查資料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得不⾜額錄取。
三、本博⼠班研究⽣於申請資格考前應擇⼀提出以下外語能⼒證明：
（⼀）托福（TOEFL）：紙筆測驗550分以上或電腦測驗213分以上
（⼆）全⺠英語能⼒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級以上
（三）通過教育部認可之等同托福550分之其他語⾔能⼒測驗，以及相當等級的其他外國語⾔能⼒測驗
（四）修習通過本所開設「英⽂藝術⽂獻選讀」選修課8學分，且⾄少選修2位不同授課教師，此8學分不列⼊畢業學分。
四、本所E-mail：dr2003@tnnua.edu.tw
Tel：886-6-6930100轉2321
Website：http://doctor.tnnua.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書約3000-5000字，以A4格式橫式書寫
繳交資料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 66, Daci
Village, Guantian District, Tainan City, Taiwan, R.O.C. 、收件⼈：Graduate Institute of Doctoral Program in
Art Creation and The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聯絡電話：886-6-6930100 Ext.2321、E-mail：
dr2003@tnnua.edu.tw、收件截⽌⽇：2020-01-03） 5. 作品集(必)：審查資料：（⼀）研究計畫書約3000-5000字，以
A4格式橫式書寫。（⼆）創作⾃述或創作理論研究⼀份，相關成果3⾄7件以內，同系列作品以1件計（含論⽂、策展實例
或論述、作品集或有聲資料等）。（三）學經歷約1000字。以上繳交資料之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影⾳資料請上傳
YouTube，再將作品網址填⼊系統中。

國⽴體育⼤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32
聯絡電話 886-3-3283201
地址 33301桃園市⿔⼭區⽂化⼀路250號
網址 http://www.nt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傳真 886-3-3971897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無
本校原名為國⽴體育學院於⺠國七⼗五年九⽉籌備處正式成⽴，並於七⼗六學年度開始招⽣，⼜於九⼗⼋年七⽉三
備註
⼗⼀⽇改名國⽴體育⼤學。本校有4個學院：競技學院、運動與健康科學學院、體育學院及管理學院。
63201 招⽣名額: 1名 國⽴體育⼤學 體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培養體育學術發展之⾼級⼈才。
⼆、培養瞭解體育相關事務之⽅法。
三、培養體育學術研究⽅法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參加學術活動證明⽂件或專題報告等有助於審查
之資料 5. 學術著作(必)：近五年發表著作(2013-2018) 6. ⾃傳(必)：簡要⾃傳 (1000字以內)
63203 招⽣名額: 1名 國⽴體育⼤學 國際運動管理與創新博⼠學位學程 Doctoral Program of Transnational Sport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程旨在建⽴運動管理領域特⾊學術⽔準，重管理實務與學術之結合，培養國際化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才。
專任師資居臺灣相關領域學術領先地位，透過跨學院、跨運動領域與跨國學習與研究的多邊合作，進⾏各國運動產業之跨
國研究、國際具特⾊主題事件的效益研究，以創新發展專業領域之知識基礎、運動產業國際營運模式與運動產業之國際⾏
銷策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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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在學證明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參加學術活
動證明⽂件或專題報告等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近五年發表著作 7. ⾃傳(必)：簡要⾃傳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45
聯絡電話 886-2-29053074
地址 2420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網址 http://www.fj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傳真 886-2-29049088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現有12個學院、48個研究所，是⼀所基礎學科與應⽤學科並重的綜合⼤學，且為世界天主教⼤學聯盟之成
員，在國際上著有聲譽。 ⼆、本校重視教學創新與師⽣互動，連續多年獲得教育部獎助教學卓越計畫之肯定。
備註
三、本校僑⽣提供住宿，寢室除提供應有設備外，另附設專⽤電話、24小時宿舍網路等。宿舍附近均有餐廳、超商
等，⽣活機能⽅便。 四、校內、外獎助學⾦及本校其他資訊請上網（http://www.fju.edu.tw/）查詢。
64510 招⽣名額: 1名 天主教輔仁⼤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Ph.D. Program)
系所分則
培養⼈⽂精神，實踐社會關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成績總表正本 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研究計畫 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之著作或⽂件。(無則免繳)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個⼈⾃傳
64502 招⽣名額: 1名 天主教輔仁⼤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Ph.D. Program)
系所分則
中西⽅哲學並重，融⼊⼠林哲學精神，增進學習哲學之理性反省與批判能⼒，以適切於現代社會和⽣活之⼈格陶成。
※⾮哲學系畢業之⼊學⽣，須於提交論⽂前補修學⼠班形上學、知識論學分，不列⼊畢業學分。
※本系以華語授課為主，請⾃⾏衡量華語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成績總表正本 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1份。
碩⼠論⽂或碩⼠論⽂已完成之部分以及相關著作⼀式。
(無學位論⽂者,另附8000字以上之中⽂論⽂或10⾄15⾴之英⽂論⽂⼄篇) 5. ⾃傳(必)：⾃傳

4. 學術著作(必)：

64506 招⽣名額: 1名 天主教輔仁⼤學 跨⽂化研究所⽐較⽂學與跨⽂化研究博⼠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Ph.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系所分則
※申請資格附加規定:
1.應屆畢業⽣碩⼠論⽂應已完成三分之⼆以上。
2.曾修習1 種外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班畢業證書及碩⼠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影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
成績單及碩⼠班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較⽂學或跨⽂化領域之研究計畫書 （含⽂獻評述，英⽂或中⽂
打字3000⾄5000字）附參考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履歷表
(2)考⽣資料表請上本所網⾴下載：http://www.giccs.fju.edu.tw/02_admissionsC.html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或碩⼠論⽂已完成之部分及相關著作。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曾修習1種外語之證明⽂件（外語檢定成績
單、國內或國外修課成績單、學⼠班或碩⼠班之主系學位 或輔系證明）
64511 招⽣名額: 1名 天主教輔仁⼤學 ⾷品營養博⼠學位學程 Ph.D. Program in Nutrition and Food Sciences
系所分則
1.本學程包含⾷品科學領域、營養科學領域、⽣物醫學領域、餐旅管理領域，歡迎前來報考。
2.聯絡⽅式：李秘書∕+886-2-2905-6045∕G0D@mail.fj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份。 3. 學術著
作(必)：碩⼠論⽂或研究報告(包含會議壁報論⽂) 4. ⾃傳(必)：個⼈⾃傳 5. 讀書計畫書(必)：學習計畫
64508 招⽣名額: 1名 天主教輔仁⼤學 商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h.D.
Program)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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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研究所在前吳秉恩院⻑規畫及前黃登源院⻑申請創所，於91學年度成⽴以來，其中經歷黃登源所⻑、龔尚智所⻑、楊
銘賢所⻑、李天⾏所⻑，⾄⽬前的謝邦昌所⻑在五位所⻑領導之下，從創所時期核准招收3名招⽣名額，⾄⽬前核准招收
12名招⽣名額的情況下，本所⽇益蓬勃發展。⾃91學年度成⽴之時，為管理學院惟⼀博⼠班，故定位為具有天主教辦學特
⾊之整合型博⼠班，並期望成為理論與實務兼俱之博⼠班。
展望未來21世紀，社會環境迅速變遷，⼈⼼價值多元分化，政治⺠主漸趨普及，產業技術興衰更迭，管理典範⽇新⼜新，
在在均展⽰著⼀個全新⾵貌，充滿了變數、危機與挑戰，也明顯的引領著⼀個全新思維⽅式。⾯對當前環境，我們需有能
領導創新思維，以無畏的精神、探索⼈的深度知識，引領管理學院之教學，研究及服務⽅向⼀個，具有明確定位之獨特性
型博⼠班，是管理學院宏觀前瞻後，最勇敢最真⼼的承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成績單正本各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進⼊博⼠班之研究提案。
4.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其他學術著作。 5. ⾃傳(必)：個⼈⾃傳
64509 招⽣名額: 1名 天主教輔仁⼤學 宗教學系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Ph.D.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秉持宗教教育求知與身教並重的傳統，兼顧宗教學理論、宗教傳統與宗教經驗，最終以宗教⽐較與交談為依歸，以之
培養兼具宗教學術與實務能⼒之⼈才，充實⽣命教育與宗教輔導與實務⼈才。以此結合⼤學教育知⼈、知物、知天之精
神，發展本系各具教學特⾊之學⼠班、進修學⼠班、碩⼠班、碩⼠在職專班、博⼠班等各學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
究計劃書⼀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5. ⾃傳(必)：個⼈⾃傳

逢甲⼤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4
聯絡電話 886-4-24517250轉2184
傳真 886-4-24512908
地址 40724台中市西屯區⽂華路100號
網址 http://www.fcu.edu.tw
承辦單位 招⽣⾏政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招⽣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
⾦
http://www.admission.fcu.edu.tw/wSite/publicfile/Attachment/f1452494209877.pdf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1. 男⼥兼收。 2. 優先分配新⽣住宿。 3. 設置僑外⽣獎助學⾦，分⼀學年12萬元、6萬元及⽣活津貼等三種，以獎
勵並協助優秀學⽣就讀本校。 4. 2019年天下雜誌USR公⺠評選結果，本校榮獲私⽴⼤學第⼀。 5. 2019年Cheers
雜誌「最佳⼤學指南」調查，本校辦學績效獲全國第⼆。 6. 2018年教育部⾸度提供各⼤專校院「就學穩定率」，
全國⾼於95%以上者共有20校，本校以95.44%位居⼀般⼤學之⾸。 7. 2018年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發布「世
界⼤學學科排名」，本校於「⼯程與技術」排名全球601-800、全國第14、私校綜合⼤學第⼀；「電腦科學」排名
全球601+，全國第12、私校綜合⼤學第⼀；「物理科學」排名全球601-800、全國第9、私⽴綜合⼤學第⼀；「商
備註 業與經濟」排名全球401-500、全國第12、私校綜合⼤學第三。 8. 2018年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本校
位居全國第⼋、私校之冠。 9. 2018年教育部公布「⾼教深耕計畫」審查結果，本校經費補助獲全國綜合私校第
⼀。 10.《遠⾒雜誌》2017年台灣最佳⼤學排⾏榜調查，本校與台清交等國⽴⼤學並列全國公私⽴綜合⼤學
TOP10，在⼤學正副校⻑互評的「學校整體辦學聲望」亦居全國私校第⼀，深獲各界肯定。 11. 商學院、⾦融學院
皆獲得AACSB國際商管教育認證。 12. 所有⼯程相關系所皆通過IEET國際⼯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13. 本校⽇間學
⼠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科⽬、學分數(含⾮本系⾄少9學分)及系訂畢業條件外，另需通過
「服務學習」、「英⽂能⼒」及「資訊素養」等課程，⽅得畢業。
學校
基本
資料

64402 招⽣名額: 1名 逢甲⼤學 化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開設的課程，包括輸送現象、化學反應⼯程、與化⼯熱⼒學等核⼼課程，以及⺠⽣化材、綠⾊製程、⽣化⽣醫、能源
技術等領域之選修課程。期望培育學⽣具有可⽤於光電、半導體、電⼦、⾼分⼦、⽯化、材料、⽣化、能源等產業發展所
需之化學與⼯程製造相關專業知識與計畫管理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印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資料 6. 學術著作
(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
64404 招⽣名額: 1名 逢甲⼤學 機械與航空⼯程博⼠學位學程 Ph.D. Program of Mechanical and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機械和航空⼯程博⼠學位學程結合機械與電腦輔助⼯程學系、航太⼯程與系統⼯程學系及應⽤數學系。 透過整合教學資源
以提⾼博⼠學位課程的效率和靈活性。三系所共同提供學程所需的專業知識，空間和設備等設施，並協調教材和內容。本
學程課程重點分為設計製造與新材料應⽤技術、能源⼯程技術領域與熱動⼒系統、電腦整合技術、航太技術、計算⼒學與
計算數學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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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印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
(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
64406 招⽣名額: 1名 逢甲⼤學 商學博⼠學位學程 Ph.D. Program in Business
系所分則
逢甲⼤學商學院於⺠國91年成⽴中部地區唯⼀的商學博⼠班，培養商學專業研究⼈員與師資，並特別重視培育具備國際觀
的跨領域之專業研究與⾼階管理⼈才。學位學程的教育⽬標在於
1. 教導學⽣學習商管領域的理論基礎與研究分析⼯具，使其能結合理論與實務，進⾏獨⽴研究。
2. 培育學⽣成為商管領域企業、教育與研究機構的專業⼈員。
3. 訓練學⽣能運⽤商管學科的基礎知識，使其具備跨領域研究之能⼒。
4. 推動國際性交流活動，以培養學⽣國際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印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
著作(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
64411 招⽣名額: 1名 逢甲⼤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語⽂、⽂學、思想⽂化等領域，每年邀請⽇、韓、中國⼤陸等地知名學者來系客座，近年更發展多元創新表
達群組課程，提升就業及深造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印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
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
作(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
64412 招⽣名額: 1名 逢甲⼤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1969年創系，根基深厚，設有博碩學⼠班，學制完整；為全國第⼀個榮獲中華⼯程教育學會認證通過之資⼯系，具國際
競爭⼒；培養學⽣多元專⻑，⿎勵學⽣⼊學後⾃選系上專業課程，依照興趣搭 配出專屬學習套餐，注重專題製作，學⽣可
獲專精的理論與實務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研究所畢業證書(影印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
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
作(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
64414 招⽣名額: 1名 逢甲⼤學 ⼟木⽔利⼯程與建設規劃博⼠學位學程 Ph.D. Program for Civil Engineering,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nd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系所分則
1.培育具備永續理念、實務性規劃、設計、管理及監造能⼒之⼟木⽔利⼯程及⽔⼟環境保育專業⼈才。
2.課程含⼟木⽔利⼯程、⽔⼟保育及規劃、設計等專業領域。另可修習院共同第⼆專⻑學程之跨領域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印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
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
作(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
64408 招⽣名額: 1名 逢甲⼤學 ⾦融博⼠學位學程 Ph.D in Finance
系所分則
審查資料：1.研究所畢業證書(影印本) 2.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簡要⾃傳(1000字) 4.研究計畫 5.碩⼠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影印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及⼤學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0年(含)以上⼯作年資證明書
【具備⾦融業資深主管經歷】
※⼯作年資證明書(如：勞保卡、離職證明書－須載明在職起迄年⽉) 6. ⾃傳(必)：簡要⾃傳(字1000)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36
聯絡電話 886-2-28610511 #11307
地址 11114台北市⼠林區華岡路55號
網址 http://www.p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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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861-8701

⼀、本校獲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與⾼教深耕計畫、教育部補助⼤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教育部頒發服
務學習⽰範計畫優等獎學校。⼆、本校設有獎勵優秀學⽣及清寒學⽣之獎助學⾦相關辦法，請點選本校網站 -> 公
告系統 ->獎助學⾦查閱。三、本校備有男⼥⽣宿舍 ，供學⽣申請住宿。四、碩博⼠班學⽣須符合以下規定始得畢
業：1.修畢各系所應修科⽬及學分數（依學位審定表），並符合「畢業修業規定」。2.通過英⽂語⽂能⼒檢定標
備註 準，依本校「碩博⼠班研究⽣英⽂語⽂能⼒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理。3.在學期間發表學術⽂章⼀篇且學位論⽂考
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論⽂，依本校「博碩⼠班學位論⽂考試辦法」辦理。4.博⼠班學⽣另須通過資格考核，依本校
「博⼠學位候選⼈資格考核要點」辦理。相關辦法及規定，請參閱本校教務處教務組網⾴（法規下載網址：
http://reg.pccu.edu.tw/files/11-1004-1960.php 畢業⾨檻：http://reg.pccu.edu.tw/files/11-10046674.php）
63601 招⽣名額: 1名 中國⽂化⼤學 哲學系 Doctoral program,Deprt. of Philosophy
系所分則
本所碩⼠班成⽴於⺠國51 年，為創校研究所之⼀，博⼠班成⽴於⺠國64 年，是國內最早頒授博⼠學位的研究所。基於本
校以中國⽂化為核⼼特⾊，本所向來以中國哲學之承傳和創新為主軸，⽬前不但延續這⼀特⾊，且致⼒拓展中西美學為另
⼀⽬標，以滿全哲學追求真、善、美之整全性價值。本系⽬前有 11位專任教師，4 位中哲專⻑， 7 位西哲專⻑，課程涵蓋
中國傳統儒道佛哲學、西⽅傳統哲學、近代英美哲學、歐陸哲學，課程呈現多樣化及均衡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傳(必)
63602 招⽣名額: 1名 中國⽂化⼤學 中國⽂學系 Doctoral program,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所設有碩⼠班及博⼠班，特⾊甚多，重要者有四：⼀是本系分設「中國⽂學組」及「⽂藝創作組」兩組，因此在研究所
課程之開設，亦古典與現代並重。⼆是本所在「⺠間⽂學」、「古典⽂學」等領域，表現傑出，⻑期與「中國口傳⽂學學
會」合作，出版刊物，舉辦研討會。三是除每半年出版學報外，並出版《中華詩學》季刊，發揚古典⽂學，備受重視。並
定期與國內外學校共同舉辦「中國⽂學暨華語⽂教學學術研討會」會後並出論⽂集。四是所培養之校友，分佈全國各⼤學
院校，表現傑出。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傳(必)
63603 招⽣名額: 1名 中國⽂化⼤學 史學系 Doctoral program,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博⼠班創⽴於⺠國56年，為國內最早創設史學博⼠班之⼀。
⼆、本博⼠班旨在培養專業歷史研究⼈才，使其具備擔任⾼等教育教師或從事獨⽴研究之能⼒。
三、師資陣容堅強，⾃來名師如雲，早期有如史學⼤師錢穆、黎東⽅、吳相湘、梁嘉彬、楊家駱、蔣復璁、札奇斯欽……
等，近期有名家王仲孚、呂芳上、張瑞德、王明蓀……等教授，皆執教於本所，作育英才。
四、本所辦學以中國史研究為特⾊，尤其以中古、近世及現代史為重點。
五、畢業⽣各具所⻑，貢獻社會，成就⾮凡。其中，有擔任⼤學校⻑、學術與⾏政主管的，有任國家圖書館館⻑、國史館
副館⻑與地⽅⽂博館館⻑等，皆為顯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傳(必)
63606 招⽣名額: 1名 中國⽂化⼤學 國家發展與中國⼤陸研究所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Mainland China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所博⼠班教育的重點，在於以全球化和社會科學主流學科發展的脈絡,探討台灣發展經驗和當代中國⼤陸的發展，著重⼈
⽂與社會科學之整合研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化、哲學等各種思潮及制度層⾯，期與現今國家發展與中國
⼤陸以及兩岸相關學說相互詮釋，進而及於⼆⼗⼀世紀的全球治理，以體現新的時代意義及學術價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傳(必)
63607 招⽣名額: 1名 中國⽂化⼤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Doctoral Program,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系所分則
本博⼠班為台灣六個⽼建築系之⼀,專業領域乃基植於建築,培養永續發展信念之環境設計專業⼈才為⽬標,教育學⽣有分享
及服務社會之使命,以服務學習回饋環境達成永續之信念。其專業領域包括建築及都市設計、建築及都市歷史理論、⼯程技
術與管理、電腦輔助設計、環境控制設計、環境規劃與設計等。並開放跨領域之跨院、跨校與跨兩岸四地共同指導,採開放
式教育與跨領域學習為導向,主要訓練以邏輯思考及研究⽅法為基礎,並以建築及都市之相關空間環境議題、技術、法令、
管理、政策為課程及研究主軸,以質化或量化之研究⽅法,來探討建築及都市相關空間之主題,旨在培養研究⽣發掘問題及解
決問題之能⼒,為台灣之建築及都市設計領域培養⾼等專業的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傳(必)
63608 招⽣名額: 1名 中國⽂化⼤學 體育學系運動教練博⼠班 Doctoral program,Dept. of Sport Coaching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所提供優秀運動員攻讀碩、博⼠學位的管道，黃志雄⽴委（奧運銀牌）、江志忠（世界盲⼈運動會⾦牌）、陳麗如（奧
運銅牌）與宋⽟麒（奧運銅牌），皆為在學期間榮獲奧運獎牌。數⼗位國家級教練，曾在本所接受提升教練素質的訓練。
本所為國內第4個成⽴博⼠班的體育學術單位，碩、博⼠班錄取學⽣中，學、術科專⻑者皆各佔⼀半，教師多⼈為國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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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訓練與運動教練之權威教授，運動教練學與肌⼒訓練為本所學科與術科的教學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傳(必)

淡江⼤學 Tamk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7
聯絡電話 886-2-26215656
傳真 886-2-26209505
地址 25137新北市淡⽔區英專路151號
網址 http://www.tku.edu.tw
承辦單位 招⽣策略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境外⽣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eie.tku.edu.tw/zh_tw/LinkStudent/Scholarships
⼀、學校學⽣宿舍有松濤館(⼥⽣宿舍)及淡江學園(男、⼥宿舍)，相關介紹可進⼊本校住宿輔導組網⾴瀏覽
http://spirit.tku.edu.tw/tku/main.jsp?sectionId=8。 ⼆、僑⽣新⽣上網https://bit.ly/2rvgNii線上繳交新⽣床
宿舍
位定⾦即可確保可⼊住本校學⽣宿舍。 三、若是校外租屋，建議可瀏覽本校住宿輔導組網⾴，點選左下⽅「雲端租
屋網」參考有關校外租賃資訊。
⼀、2019年本校於《Cheers》雜誌「2,000⼤企業最愛⼤學⽣調查」，連續22年蟬聯私⽴⼤學第1名。 ⼆、2019年
本校於《遠⾒》雜誌「臺灣最佳⼤學排⾏調查」，歸屬「⽂法商類⼤學」為全國第3名，私校第1名；在「國際化程
度」之評⽐獲私⽴⼤學第1名。 三、2019年本校於「世界⼤學網路排名(WRWU)」，續獲私校第1名。 四、2015
年本校獲教育部「⼤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被評定為國際化典範⼤學。 五、2009年本校榮獲中華⺠國
第19屆國家品質獎。 六、各項僑⽣獎助學⾦、住宿資訊及注意事項，請參閱本校學⽣事務處資訊網(網址：
備註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1)⽣輔組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住輔組網⾴(網址：
http://spirit.tku.edu.tw/Housing_Guidance/)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http://www.oieie.tku.edu.tw)。
七、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畢業⾨檻始得
畢業。
學校
基本
資料

63709 招⽣名額: 1名 淡江⼤學 資訊⼯程學系 Doctoral Program,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培育⾼級資訊⼯程⼈才，以為國家建設及學術研究之⽤，特於67年秋，將原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資訊系統組改升為
資訊⼯程研究所。為配合資訊科技未來發展之趨勢，本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物聯網/無線網路、⼤數據分析、嵌⼊式系統、
多媒體、電腦視覺、資訊安全技術等各項領域之研究。
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及研究計畫)。3.⾯談或電訪。4.中⽂能⼒。5.英⽂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1
份(含排名) 3. ⾃傳(必)： 中⽂⾃傳含⾃我介紹、教育背景、申請動機及未來規劃(附照⽚)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 中⽂讀書計畫書包含申請動機
63711 招⽣名額: 1名 淡江⼤學 管理科學學系 Doctoral Program,Dep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系所分則
"1.培育學⽣洞悉問題、解決問題以及具有獨⽴從事研究的能⼒。
2.強調決策分析、企業經營、統計分析、財經分析四⼤學習領域，以利將來專業發展。
3.培養博⼠⽣研究與發表論⽂的能⼒。在學期間⾄少發表⼀篇應在SCI、SSCI、EI或A&HCI所收錄的期刊。
4.藉由書報討論與論⽂專題研討之課程學習，使得學⽣與廣泛教師切磋，充實其管理決策視野。
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及研究計畫)。3.中、英⽂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1
份(含排名) 3. ⾃傳(必)：中⽂⾃傳及研究計畫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能⼒或中、英⽂修課成績
63712 招⽣名額: 1名 淡江⼤學 英⽂學系 Doctoral Program,Dep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提供學⼠班、碩⼠班以及博⼠班課程，致⼒於培養英語教學、英美⽂學、⽣態⽂學研究、影像研究等多元的專業⼈
才。
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及研究計畫)。3.中⽂⾃傳或中⽂修課成績證明、英⽂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1份(含排名)
3. ⾃傳(必)：中⽂⾃傳及研究計畫
2. 英⽂能⼒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 中⽂⾃傳或中⽂修課成績證明

63713 招⽣名額: 1名 淡江⼤學 歐洲研究所 Doctoral Program,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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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 本所成⽴於1971年，為國內唯⼀專⾨從事跨領域研究的歐洲研究所，教學與研究領域包含歐洲聯盟研究與俄羅斯研
究。
2. 台灣歐盟中⼼結盟學校之⼀，本所負責舉辦活動與⽀援教學。
3. 與歐洲及俄羅斯姊妹校碩⼠⽣固定交流機制。
4.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研究計畫及中、外語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1
份(含排名) 3. ⾃傳(必)：中⽂⾃傳及研究計畫
63704 招⽣名額: 1名 淡江⼤學 ⼟木⼯程學系 Doctoral Program,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木組課程分結構⼯程、⼤地⼯程、資訊科技與營建管理三⼤主軸。⾵⼯程研究中⼼2棟實驗室及4座⾵洞，進⾏⾼樓建築
抗⾵、橋樑抗⾵及⼤氣擴散之研究，並和國際知名⾵⼯程研究學者合作，為全臺最具特⾊的⼟木⼯程研究所之⼀，已通過
IEET⼯程教育認證。
建築組訓練⽬標為培養⾼等之建築與都市設計之教學與研究⼈才，以訓練建築、都市、綠建築、⽂化環境、與資訊⽂化等
⽅向之相關理論與設計研究為主要⽬標。
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及研究計畫)。3.中、英⽂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1份(含排名)
3. ⾃傳(必)：中⽂⾃傳及研究計畫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 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
2. 英⽂能⼒
63717 招⽣名額: 1名 淡江⼤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Doctoral Program,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系所分則
"淡江⼤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成⽴於1982年，在戰略研究⽅⾯，本所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機構，享有極⾼的學術聲
望。本所兼顧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注重跨學科與跨領域的學習，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具有⾼度政策導向的特⾊，本所
具有碩⼠班、碩⼠在職專班以及博⼠班三種學制，博⼠班成⽴於2006年，除了國際關係、戰略研究兩⼤主軸之外，本所的
博⼠班專研領域包括了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中共軍事與兩岸關係以及區域安全研究。本所的教師⼤多具備重要政府公職
服務的實際經驗，此為本所的最⼤優勢。本所的學⽣組成也⾮常多元，⾄⽬前為⽌，研究⽣來⾃全球近20餘國。
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及研究計畫)。3.⾯談或電訪。4.中、英⽂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1份(含排名)
3. ⾃傳(必)：研究計畫及中、英⽂⾃傳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檢定成績証明
63718 招⽣名額: 1名 淡江⼤學 教育學院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班 Doctoral Program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院博⼠班的規劃以學術研究、研發⼈才培育、教育領導⼈才培育三環並重。學術研究⼈才⽅⾯，透過課程的安排、以及
獨⽴研究與教授⾯對⾯的薰陶，發展國內及國際學術論⽂寫作與發表的能⼒。研發⼈才培育⽅⾯，結合教育與科技管理，
透過理論與管理實務課程培養博⼠⽣科技創新與管理的能⼒。教育領導⼈才培育⽅⾯，本院博⼠班有兩個修讀的領域，以
及院外選修的機制，透過學術的互動，培養有別於傳統的教育創新領導⼈才。
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及研究計畫)。3.中、英⽂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1份(含排名)
3. ⾃傳(必)：中⽂⾃傳及研究計畫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中、英⽂能⼒及檢定成績証明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1
聯絡電話 886-3-2651718
傳真 886-3-2651729
地址 32023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網址 http://www.cy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touch.cycu.edu.tw/active_system/query_data/student/ssgogo.jsp
全校共五棟宿舍，包含⼒⾏宿舍、信實宿舍、恩慈宿舍、良善宿舍及熱誠宿舍，共提供約5000床位，境外新⽣⼤⼀
宿舍
保證住宿。
學校
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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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榮獲私⽴⼤學第⼀名。 ⼆、2019連續三年榮獲1111⼈⼒銀⾏公布
「企業最愛⼤學」私⽴⼤學第⼀名。 三、2018年連續五年榮獲世界⼤學排名中⼼（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簡稱CWUR）排名，台灣私⽴綜合⼤學第⼀名。 四、2016年上海交通⼤學兩岸四地⼤學排名，連續六
年榮獲全台私⽴綜合⼤學第⼀名。 五、104⼈⼒銀⾏公布台灣⼤專校院⼤學部畢業⽣⾼薪排名，榮獲私⽴綜合⼤學
第⼀名。 六、2014迄今104⼈⼒銀⾏公布全臺⼤專院校畢業⽣就業率排名，中原⼤學名列私⽴綜合⼤學之⾸。 七、
備註 地理位置最便利，距桃園機場30分鐘、臺北市區50分鐘⾞程。⾷、⾐、住、⾏等⽣活機能俱優。 ⼋、具多元國際
學習機會，每年有超過1000個赴海外學習機會，可申請⾄美國、韓國、⽇本等多國姊妹校成為交換學⽣或獲得雙聯
學位。 九、2019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商學管理雙學⼠學位學程。 ⼗、相關資訊詳⾒中原⼤學官網
http://www.cycu.edu.tw/ 【研究所僑外⽣助學⾦】 研究所僑外⽣經審查⼊學通過者，依其申請條件，核發助學
⾦如下： 碩⼠⽣⾃⼊學年度起，⾄多核發減免全額學雜費⼆學年；博⼠⽣⾃⼊學年度起，⾄多核發減免全額學雜費
及校園住宿費四學年。學⽣所屬學術單位頒發之助學⾦不在此限。 碩⼠⽣及博⼠⽣⾃⼊學年度第⼆學年起，經系所
或指導⽼師推薦逐年申請獎學⾦。
66102 招⽣名額: 1名 中原⼤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具有專業知識和創造⼒的優秀化學和材料化學⼈才，奠⽴學⽣堅實之基礎，提昇其再學習的能⼒，具有均衡
的身⼼素質。學⽣應具備學術研究和技術研發能⼒，以服務⾏業，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
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兩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研究論
⽂、相關學術著作 7. ⾃傳(必)：中、英⽂⾃傳擇⼀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6104 招⽣名額: 1名 中原⼤學 機械⼯程學系⼀般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中原⼤學機械系擁有如下特⾊：
．學制完整，除⼤學部之外，擁有堅強的碩⼠班及博⼠班。
．歷史悠久，資源豐富，系館空間上千坪，圖書館專書上百萬冊。
．德智體群四育發展均衡，具有樸實努⼒、榮譽、⾃⽴⾃強的優良傳統。
．系友眾多，表現傑出者不勝枚舉，為國家社會盡⼒貢獻所學。
．課程先進、完整且系統化、⾰新化，包括機電整合類課程，精密機械類課程，先進製造類課程，光機電系統類課程，電
腦輔助設計製造類課程，先進控制類課程。
．學術研究表現優異，論⽂發表、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均在全國排序中名列前茅，發明、專利、技術轉移成果豐碩。
．學術⾵氣良好，學⽣畢業後再深造⽐例達七成，92及93年連獲1111⼈⼒銀⾏評⽐為企業界最歡迎之新鮮⼈第⼆、三名，
與成⼤機械及台⼤機械系同列鰲頭。
．研究⽣可申請獎助學⾦及研究津貼。
．研究成果豐碩，發表論⽂質量評⽐均達到國際名校以及台清交成機械系之⽔準，遠勝於國內平均值。
．研究計畫每年超過五⼗件，研究⽣⼈⼈有研究計畫可執⾏，理論與實務同步學習，畢業後謀職為企業界之最愛。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
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No. 200, Chung Pei Rd., Chung 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32023, R.O.C.、收件⼈：Yen-Chi Chuang、聯絡電話：886-3-2651718、E-mail：
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2020-01-10） 5. 學術著作(必) 6. ⾃傳(必)：中⽂⾃傳(英⽂⾃傳亦可)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66106 招⽣名額: 1名 中原⼤學 ⼯業與系統⼯程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創設於1964年，歷史悠久，為全國第⼆個成⽴⼯業⼯程系之學校，現有⼤學部3班、碩⼠班、博⼠班、碩⼠在職專班
(碩專班)及國際碩⼠班。系友資源豐富，⾄今已達萬⼈，傑出系友遍佈國內外⾼科技、製造、服務與教育業。專任教師18
位，均畢業於國內外知名⼤學，產研成果與經驗豐富，授課與研究分管理技術、⽣產系統、品質管理、作業研究、資訊系
統、⼈因⼯程領域。2004年本系為全國第⼀個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程科技教育認證之⼯⼯系，與國際接軌。本
系於2005年隸屬電機資訊學院，並於2008年從「⼯業⼯程學系」更名為「⼯業與系統⼯程學系」。2015年成⽴國際碩⼠
班招收外籍⽣並採英語授課，帶領全系邁向國際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
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No. 200, Chung Pei Rd., Chung 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32023, R.O.C.、收件⼈：Yen-Chi Chuang、聯絡電話：886-3-2651718、E-mail：
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2019-12-31）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學術著作(選) 7. 相關證照或
檢定證明(選) 8. 作品集(選) 9. ⾃傳(必)：中⽂⾃傳(英⽂⾃傳亦可)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66107 招⽣名額: 1名 中原⼤學 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電⼦⾼科技⼈才，以從事光電元件、半導體、積體電路、⽣醫感測、多媒體、通訊系統等相關主題之研發與
整合應⽤。
本系課程結構涵蓋電⼦電機領域之基礎內容，且特別強調與電⼦產業需求趨勢密切結合，課程符合⼯程科技育認證規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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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與國際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
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No. 200, Chung Pei Rd., Chung 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32023, R.O.C. 、收件⼈：Yen-Chi Chuang、聯絡電話：+886-3-2651718、E-mail：
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2019-12-31）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7. 學術著作(選) 8.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66109 招⽣名額: 1名 中原⼤學 商學博⼠學位學程 Ph.D. Program in Business
系所分則
商學博⼠學位學程招收博⼠班學⽣，結合本校商學院企管、國貿、會計、資管及財⾦五個學系的教學資源，師資陣容堅
強，教師專⻑領域深廣，可提供的發展⽅向如下：國際經濟、國際經營管理、國際貿易、兩岸經貿、公司理財、公司治
理、⾵險管理、衍⽣性商品與財務⾦融等。
⾃2005年起，本校商學院新增設財務⾦融學系，以因應⾦融國際化與⾃由化的衝擊，以及⾯對嶄新財務紀元的挑戰。該系
的成⽴加深學術研究與實務之結合，除可為我國⾦融體系之健全，財務管理的精進奠⽴良好的基礎外，亦能提供本學位學
程博⼠⽣於財務⾦融⽅⾯的專業養成。
商學院企業管理系業已成⽴博⼠班，故本學位學程將以相關系、所為基礎，提供授課師資、教學設備空間等，並整合資源
全⼒發展商管的理論與實務，以提供修習本學位學程博⼠班之研究⽣極佳的學術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
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封（⾃訂格式）（本項⽬請以紙本⽅式
寄出，地址：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No. 200,
Chung Pei Rd., Chung 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32023, R.O.C.、收件⼈：Yen-Chi Chuang、聯絡電話：
886-3-2651718、E-mail：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2019-12-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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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檢
附書⾯之審查資料摘要表(依備註說明網址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rQdC33cRrIZDS3sVaoKIo0sT404MRs8/view?usp=sharing
8. 學術著作(選) 9. 進修計畫書(必) 10.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11. 作品集(選) 12.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3.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1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9
聯絡電話 886-4-23598900
傳真 886-4-23596334
地址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道四段1727號
網址 http://www.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ep.t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2
宿舍 新⽣保障住宿
東海⼤學是⼀所結合專業知識與博雅教育的⾼等學府，⾃1955年創校⾄今，為社會培育了無數的優秀⼈才。課程內
容豐富多元、教學與研究設備先進新穎，不僅提供⼀流的教學資源，可滿⾜您追求專業的知識，更可提供您多元跨
領域的學習機會，並重視學⽣國際視野的拓展，完成您與全球連結的夢想。 本校於2013年獲｢未來事件交易所｣評
鑑為全國私校第⼀，並屢獲教育部評選為私⽴⼤學校院整體校務發展各項審查項⽬優等學校，更連續10年榮獲教育
備註
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劃」經費補助。本校擁有9⼤學院與36個系(所)，學⽣獲得的教育品質，是中部地區私⽴
⼤學之冠！且校園規劃完善，位處中台灣之樞紐，交通便捷，提供您完美的學習與⽣活空間。 本校設有僑⽣輔導專
責單位，安排僑⽣住宿及⽣活所需，選擇東海是您⼈⽣最重要的抉擇，本校全體師⽣誠摯地歡迎您加⼊我們學習的
⾏列，透過我們的熱情與專業，相信您必定可以擁抱繽紛多彩的在台⽣活。
學校
基本
資料

63901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西元1955年，歷史悠久。以中國⽂學、⽂化命脈之傳承及發揚創新為使命。學⼠班課程主軸分四⼤群組：「古
典⽂學」、「近現代⽂學」、「語⾔⽂字」、「思想」等，強調學術研究與寫作訓練並重，使學⽣能學以致⽤，並奠定繼
續深造之基礎。另為兼顧學⽣未來就業之準備，並輔以「應⽤類課程」，期許學⽣學有所⻑，於社會貢獻所學，課程及畢
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chinese.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1-2
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供參考之有利資格審查⽂件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進修計畫書(必)：攻
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7. ⾃傳(必)：中⽂⾃傳（500-1000字）
63920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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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之辦學理念為「中西哲學並重，理論與實踐兼顧」為宗旨，期能讓學⽣於中西哲學之各家思想能多所涉獵，兼容並
蓄，以啟發學⽣⾃⼰的思考。哲學為實踐的智慧學，不應封限於⼀特殊的理論、學說或學派。本系之辦學特⾊是於⼀寬廣
的⼈⽂視域中來思解⼈底問題，從理論的分析達致實踐的會通，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philo.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3. 學術著作(必)：哲學相關論⽂⼀
篇 4. ⾃傳(必)：中⽂⾃傳500-1000字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及學習研究計畫書
63903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應⽤物理學系 Dept. of Applied Physics
系所分則
現有專任師資16名（教授6位、副教授9位、助理教授1位）。有8位⽼師從事理論與計算模擬研究，領域涵蓋凝體物理、⽣
物物理、⾼能物理與⼈⼯智慧在物理的應⽤。本系⾼速計算實驗室，提供計算物理領域絕佳之教學與研究平台。另外8位
⽼師，分別從事光電科技、奈⽶科技及材料物理等領域的研究。在⽼師們的努⼒下，逐年購置X-Ray繞射儀、掃描電⼦顯
微鏡、穿透是電⼦顯微鏡等貴重儀器，提供系上⽼師及學⽣進⾏尖端之實驗教學與研究。教學⽅⾯，除了傳統物理學系之
基礎與專業課程外，亦開設論⽂專題選修課程，以培養學⽣進⾏專題研究與發表成果報告的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
參閱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各⼀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攻讀博⼠學位之研究計畫書1份 4. 師⻑推薦函(必)：⼆位教師推薦信各1份（中⽂或英⽂） 5. 學術著作(必)：碩
⼠論⽂ 6. ⾃傳(必)：中⽂或英⽂（500-1000字）
63905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1.理論與實驗並重，不但加強學⽣的學理基礎，更訓練學⽣親⼿實作，使學⽣具備從事化學研究必須之基本能⼒。 2.本系
教師開授課程要求嚴格，除重視教學品質外，在⽣活輔導及研究上更為重視。 3.學術交流頻繁，每學期均安排多位校外專
家學者來系發表學術演講、產業發展，擴展師⽣化學視野，並吸收最新專業知識。 辨⾊能⼒異常、四肢嚴重障礙及腦性⿇
痺等會影響實驗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chem.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教師推薦函⼀份（中⽂或英⽂）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論⽂、研
究成果或報告等 6.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63904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系所分則
1. 本系設⽴宗旨在培育⽣命科學⽅⾯的專業⼈才，⽬標為培育學⽣具有基本的科
學研究能⼒，並提供多⽅⾯教學資源，⿎勵學⽣朝向學術研究、⽣物產業及多元化發展。教學特⾊強調專業知識傳授和研
究能⼒的養成，透過多元化學習的資源，提供學⽣全⽅位的優質學習環境。
2. 提供本系專屬研究⽣獎助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讀博⼠
學位研究計畫書⼀份 4. 師⻑推薦函(必)：2封（中⽂或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關著作⼀份 6. ⾃傳
(必)：⾃傳（含研究興趣、⽅向或計畫等）
63915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教學符合國際IEET認證規範。
2.師資優良，聲譽卓著。
3.重視國際化：與國際著名⼤學與教授合作研究。
4.多元化特⾊研究：注重在製程與能源科技、材料科技與⽣化科技等三⼤領域。
5.產學互動密切，提供產業實習機會，學⽣就業順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1-2封 4. 專題成
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進修計畫書
(必)：攻讀博⼠學位計畫書 7. ⾃傳(必)：500-1000字；中、 英⽂皆可
63907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業⼯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1.研究領域為智慧設計與⽣產、智慧經營與管理、醫務⼯程與管理。
2.橫跨⼯程及管理⼆⼤領域，培養未來產業需要的⼯業⼯程、資訊系統、經營管理跨界⼈才。
3.參與國際IEET⼯程教育認證：以課程搭配實驗室的作法，建⽴完整的學習機制。
4.學術研究：著重理論與實務結合，畢業後將同時具備產業界的經驗及學術理論背景。
5.產學合作：與台灣中部各產業領域均有合作。
6.國際化：積極辦理國際研習計畫，觸⾓已拓展到美、荷、義、⽇本、中國，與東南亞等國⼤學與企業。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www.ie.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2份

- 第 99 ⾴ -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學術論⽂著作、研究報告、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畫書(必)：攻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7.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進修計

63914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環境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特⾊從地球環境⾄個⼈健康，以環境⽣態與⾃然保育、環境污染防治、環境化學及環境規劃與管理為教學⽅向，均衡
發展各領域，培養學⽣專業表達能⼒及提升國際觀。本系優勢1.師資結構優良;2.中部地區唯⼀同時具備環境⼯程、科學與
管理專業的系所;3.創系已逾30年為台灣最早成⽴環⼯系所之⼀且具有傳統形象優勢;4.系所教學設備健全;5.校院級研究多
樣且完備有利跨領域研究與教學;6.理論與實務兼顧;7.環保各專業領域之師資完整;8.教師建教合作績效強;9.教師研究能量
佳;10.完備的⾏政組織運作與⾃我改良機制。11. IEET⼯程認證通過。辨⾊能⼒異常、四肢嚴重障礙及腦性⿇痺等會影響
實驗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www.envsci.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攻讀博⼠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位教師推薦函各⼀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術論⽂著作、研究報
告影本或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選)：500-1000字；中⽂或英⽂
63916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師教學經驗豐富且積極從事研究，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本系未來發展之⽅向⼤致可分為：
1.統計理論：繼續深造、從事研究⼯作為⽬標。
2.管理科學統計：⼯商管理包括精算師、銀⾏資訊⼈員之培育。
3.⼯業統計：培養品管、研發、製程等⼈才。
4.⽣物統計：包括資料採礦、⼈口學、醫藥衛⽣、遺傳學和農學⽅⾯的應⽤。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stat.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各⼀份
(必)：攻讀博⼠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63902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分為五個學⾨「政治理論與思想學⾨」、「國際關係學⾨」、「⽐較政府與政治學⾨」、「地⽅政治與區域治
理學⾨」、「公共政策與治理學⾨」，學⾨課程包含領域廣泛。課程與畢業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politics.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研究所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包含就學動
機、興趣領域等 4. ⾃傳(必)：中⽂⾃傳⼀份
63911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博⼠班教育⽬標有三﹕
1.培育社會⼯作專精領域的學術⼈才。
2.培育社⼯理論與研究並重的教育⼈才。
3.培育社會福利政策規劃與評鑑的領導⼈才。」
博⼠班核⼼能⼒有四﹕
1.具備社會⼯作理論及服務輸送的專業能⼒。
2.具備分析、制定政策，判析服務效益的能⼒。
3.具備社會關懷--助⼈專業研究的能⼒。
4.具備講授⼤學課程的教學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班及碩⼠班歷年成績單各⼀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讀書計畫及研究計畫（5000字以內）（中⽂書寫）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實務
經驗⼼得報告⼀篇（中⽂書寫）
2.簡歷（含學經歷、專⻑、所有著作名稱⽬錄等）⼄份；現職、⼯作經歷相關證明影本⼄份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 7. 作品集(選)：學術著作（五篇為限） 8. ⾃傳(必)：簡要中⽂⾃傳、報考動機、對本系之認識（3000字以內）
63917 招⽣名額: 1名 東海⼤學 畜產與⽣物科技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擁有最⼤規模之實習農牧場可供學⽣實習與教師研究，有經濟規模之⽜乳加⼯廠，可供學⽣從收乳、加⼯、品管、⾏
銷、研發、管理等⼀整套之實習，亦可供相關教師之研究與推廣，同時具有⼤規模之乳⽜場，可以供學⽣從事完整實習，
教師研究，並有⿅、雞、豬、駝⿃、其他禽類等養殖場，在各⼤專院校中最為⿑全。辨⾊能⼒異常及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
實習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animal.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
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1-2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學術論⽂著作。研究報告、各項檢定
或得獎事蹟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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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55
聯絡電話 886-2-28819471
傳真 886-2-28838409
地址 11102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
網址 http://www.sc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ae.scu.edu.tw/index.php/zh-hant/ocs-app/scholarship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情請逕洽本校學⽣住宿中⼼ http://web-ch.scu.edu.tw/housing/web_page/2497
● 2019 《遠⾒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學⽣【法政類】及【社會⼈⽂類】私⽴⼤學第1。 ● 2019 《 Cheers雜誌》
企業最愛⼤學⽣調查，私⽴⼤學第5名。 ● 2018 《 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碩⼠⽣調查，【法政 / 社會 / 經濟】及
【財經 / 商管 / ⾦融】學群，私⽴⼤學第1名。 ● 2018 QS 亞洲最佳⼤學評鑑，臺灣私⽴綜合⼤學前5名。 ● 2017
商學院通過美國AACSB 認證，名列全球前5% 頂尖商管學院。 ● 全國⾸創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碩⼠完整學習體
系。 ● 成⽴東吳富蘭克林⾦融科技開發中⼼，並設⽴「⾦融科技學程」，掌握最新的⾦融科技 (Fin Tech) 發展實
務，培育未來的⾦融專業⼈才。 （⼀）博⼠班修業年限以⼆⾄七年為限，男⼥兼收。 （⼆）本校有兩校區：⼈⽂
備註 社會學院(中⽂、歷史、哲學、政治、社會、社⼯、⾳樂、⼈權碩⼠學位學程)，外國語⽂學院(英⽂、⽇⽂、德
⽂)，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微⽣物、⼼理)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碩⼠學位學程)學⽣在台北市⼠林區臨
溪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學院(法律學系)及商學院(經濟、會計、企管、國貿、財精、資管)學⽣在台北市中正
區貴陽街⼀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 （三）博、碩⼠班學⽣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各學系規定畢業科⽬及學分，且通
過本校「博、碩⼠班研究⽣學位考試規章」之各項規定者，始得授予博、碩⼠學位。 （四）本校備有學⽣宿舍，並
可租⽤附近⺠房。有關宿舍及學雜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http://www.scu.edu.tw）查詢。
（五）相關獎助學⾦資訊請⾄本校德育中⼼網⾴（http://www.scu.edu.tw/life）查詢。
學校
基本
資料

65503 招⽣名額: 1名 東吳⼤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秉持「教育而得天下英才」為⼰任，期盼教育出樂觀奮進、愛⼰愛⼈，並具專精學識之社會中堅⼈才。
1.學術特⾊：兼容並蓄，古典與現代多元領域。
2.課程架構：分義理、辭章、⽂獻、小學課群。
3.應⽤專業：因應社會趨勢，開設劇本編創研究、⽂學與傳播專題研究等，與⽂創產業接軌。
4.研究平台：有「東吳中⽂線上學術論⽂」、「東吳中⽂研究集刊」及主辦「有鳳初鳴」全國研究⽣學術研討會，以促進
學術交流，提升研究能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學位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修習碩⼠學位歷年成績
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修習博⼠學位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教授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相關學術著作或個⼈能⼒經驗等證明⽂件。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中⽂⾃傳—個⼈履歷與⾃
述，建議包括曾參與之⼯作、研究、社團經驗、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等。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2
聯絡電話 886-4-26328001
傳真 886-4-26526602
地址 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網址 http://www.p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sa.pu.edu.tw/osa/files/scholarship/S04F1_557.pdf
宿舍 新⽣保障住宿
⼀、本校正式成⽴於1956年，現有6個學院、24個學系(含學位學程)、23個碩⼠班及3個博⼠班。 ⼆、除國際碩⼠
學位學程為全英語教學，其他學系教學以中⽂為主，申請者必須具備中⽂聽講能⼒。 三、為⿎勵僑⽣就讀本校，碩
⼠班僑⽣第⼀學年可獲學費同額獎學⾦。⾃第⼆學年起，若無懲處紀錄，且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80分(含)以
上，依前⼀學期班排名成績核發助學⾦，⾄多⼀年：(⼀)前1-10名者：獲學、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
備註 時服務學習。(⼆)前11-20名者：獲學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三)前21-30名者：獲雜費同
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四、僑⽣申請本校博⼠班第⼀學年可獲學、雜費同額獎學⾦，⾃第⼆學
年，若無懲處紀錄且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80分(含)以上，得續獲獎勵，⾄多三年。 五、校址：43301台中市沙
⿅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 六、本校備有男⼥⽣宿舍，僑
⽣第⼀年保障住校。
學校
基本
資料

64204 招⽣名額: 1名 靜宜⼤學 化粧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養化粧品專業⼈才。課程涵蓋化粧品原料開發、化粧品⽣產與製造、化粧品檢驗與分析、包裝設計與經
營管理、應⽤美學等。理論與實務教學並重。惟辨⾊⼒異常者，可能會造成實驗課程之學習障礙並有安全之虞，選填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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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A4規
格， 與⾃傳合計最多20⾴ 4. 師⻑推薦函(必)：2封(其中1封需由原先修讀學校系所教授推薦) 5. 學術著作(必)：碩⼠班
畢業論⽂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8A
聯絡電話 886-2-28824564#2247
傳真 886-2-28809774
地址 11103台北市⼠林區中⼭北路五段250號
網址 http://web.m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桃園⾏政處學務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mcu.edu.tw/zh-hant/content/scholarship#僑⽣清寒獎學⾦
宿舍 新⽣保障前兩年住宿
1.本校於2010年11⽉18⽇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2016年6⽉24⽇通過
MSCHE再認證審核，取得該認證最⻑的⼗年期認證，再度蟬連全台灣唯⼀擁有美國認證⼤學，同時是亞洲第⼀所
美國認證⼤學地位。 2.設有「僑⽣暨陸⽣輔導組」，作為僑⽣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兼收並備有男、⼥學⽣宿
舍，供學⽣申請住宿。 4.有關獎學⾦之詳細類別，請⾃⾏參考本校網站進⼊學務處網⾴查詢。 5.各招⽣學系課程、
備註
教學特⾊、教學資源概況等，請上各系網⾴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台北市⼠林區中⼭北路5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9 傳真號碼：(02)28809774 桃
園校區：桃園市⿔⼭區⼤同⾥德明路5號 電話：(03)3507001‒2 傳真號碼：(03)3593852 ⾦⾨校區：⾦⾨縣⾦沙鎮
德明路105 號 電話：(082)355233 傳真號碼：(082)355663 8.網址：http://web.mcu.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63802 招⽣名額: 1名 銘傳⼤學(桃園) 應⽤中國⽂學系(桃園)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系所分則
⼀、在桃園校區上課。⼆、教育⽬標：1.培養中國⽂學專業知識與學術研究的⼈才2.培養中國⽂學或華語⽂教學的⼈才3.
培養⽂書⾏政與⽂化事業的⼈才4.培養宏觀視野與服務社會的⼈才。三、宗旨：培育能「學以致⽤」的中國⽂學研究與應
⽤的語⽂⼈才。四、核⼼能⼒：1.具備良好口語表達的能⼒2.具備語⽂寫作的能⼒3.具備⽂學鑑賞的能⼒4.具備⽂書處理的
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進修計畫書(必)：無

銘傳⼤學(臺北) Ming Chu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8
聯絡電話 886-2-28824564#2247
傳真 886-2-28809774
地址 11103台北市⼠林區中⼭北路五段250號
網址 http://web.m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mcu.edu.tw/zh-hant/content/scholarship#僑⽣清寒獎學⾦
宿舍 新⽣前兩年保障住宿
1.本校於2010年11⽉18⽇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2016年6⽉24⽇通過
MSCHE再認證審核，取得該認證最⻑的⼗年期認證，再度蟬連全台灣唯⼀擁有美國認證⼤學，同時是亞洲第⼀所
美國認證⼤學地位。 2.設有「僑⽣暨陸⽣輔導組」，作為僑⽣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兼收並備有男、⼥學⽣宿
舍，供學⽣申請住宿。 4.有關獎學⾦之詳細類別，請⾃⾏參考本校網站進⼊學務處網⾴查詢。 5.各招⽣學系課程、
備註
教學特⾊、教學資源概況等，請上各系網⾴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台北市⼠林區中⼭北路5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9 傳真號碼：(02)28809774 桃
園校區：桃園市⿔⼭區⼤同⾥德明路5號 電話：(03)3507001‒2 傳真號碼：(03)3593852 ⾦⾨校區：⾦⾨縣⾦沙鎮
德明路105 號 電話：(082)355233 傳真號碼：(082)355663 8.網址：http://web.mcu.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63801 招⽣名額: 1名 銘傳⼤學(臺北)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上課地點位於基河校區(捷運劍潭站旁)，交通⽅便，⽣活學習機能佳。畢業29學分，課程精實。⾏銷、組織、產業3分
組領域適合教職研究發展，也利於產業⼈⼠進修。培養博⼠⽣具獨⽴研究、英⽂論⽂寫作及國際期刊發表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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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讀博⼠
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供參考之有利資格審查⽂件(研究報告影本、英⽂讀書計畫、推薦
函)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47
聯絡電話 886-4-23323456 轉 6298
地址 41354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網址 http://www.asia.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學院

傳真 886-4-23394140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
1.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THE)公布世界⼤學評⽐，本校榮獲2019年「 THE 亞太地區最佳⼤學」，排名落在
181-190區間，全台第14名，私校排名第5名。「2019 THE千禧年成⽴全球最佳年輕⼤學」評⽐本校排名第44名，
全台排名第1名，私校排名第1名。本校辦學績優，未來將朝全球最佳500⼤⽬標邁進。 2.亞洲⼤學⽬前設有7個學
院、29個⼤學部學系、4個博⼠班、19個碩⼠班；成⽴國際學院，開辦全英語授課學程，積極落實「亞⼤318國際化
備註
⽬標」：培育學⽣『具備3種語⾔能⼒』、『⼤學期間⾄少出國1次』及『8種出國途徑』。 3.本校積極⿎勵學⽣出
國參加國際競賽:參加巴黎、⽇內⽡等國際發明展，⾄今已獲113⾦、139銀、94銅、40特別獎、1次⼤會⾸獎、1次
⼤會次⾸獎、3次國際最⾼獎；參加國際設計競賽中，迄今獲74件紅點獎，其中14件為最佳獎、7件IF獎。 4.(1)本
校男⼥兼收。(2)學⽣宿舍床位約有4,400床，提供⾜夠數量之宿舍安排，為4⼈之冷氣套房。(3)本校為禁菸校園。
64701 招⽣名額: 1名 亞洲⼤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2
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位研究計畫與碩⼠論⽂ 5. ⾃傳(選)：中⽂⾃傳或簡歷
64703 招⽣名額: 1名 亞洲⼤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標是培養學⽣具備資訊專業訓練以及就業能⼒，申請者以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在校
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5.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
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64705 招⽣名額: 1名 亞洲⼤學 經營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經管系為亞洲⼤學設校之初管理學院率先設⽴之研究所，有豐富研究資源及畢業系友資源。
2.前⼗所成為AACSB國際⾼等商管學院聯盟會員之⼀。
3.師資涵蓋經營管理、⾏銷管理、科技創新管理、作業管理陣容堅強、教師教學及研究認真。
4.研究計畫、論⽂及產學合作數量領先管理學院各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
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位研究計畫與碩⼠論⽂ 5. ⾃傳(選)：中⽂⾃傳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9
聯絡電話 886-4-8511888
傳真 886-4-8511007
地址 51591彰化縣⼤村鄉學府路168號
網址 http://www.d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學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reg.dyu.edu.tw/unit_index.php?page=2&unit=2950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葉⼤學是「德國式師徒制」綜合⼤學，在台灣連續九年獲政府核定為⾼教界「教學卓越⼤學」，更是全國補助經
費⾦額連年成⻑的學校，2015⾄2016年獲教育部獎勵⾦額新台幣1億2千萬元，名列全國第三，2017年名列全國第
四。 ⼤葉師⽣厚實的學術研發實⼒也屢獲德國紐倫堡發明展、義⼤利發明展、⽇本東京發明展等國際獎項肯定。
學校
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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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016年榮登iF全球頂尖設計⼤學前60⼤，囊括12座iF與紅點設計⼤獎。此外，國際極具權威的西班⽛
Webometrics 2016年世界⼤學網路排⾏榜，在全球超過24,000所⾼教機構中，本校全球排名為1368，躋身前5％
領先席次，進⼊亞洲前350⼤！ 據臺灣ESI論⽂統計，本校⼯程領域進⼊世界前1%(以論⽂被引⽤次數計算)；而
WOS論⽂統計，亦顯⽰本校機械學⾨、農學類、材料類、⽣物及免疫類等領域均已蓄積相當之研究能量。
64901 招⽣名額: 1名 ⼤葉⼤學 機械與⾃動化⼯程學系 Ph.D.Program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葉⼤學機械與⾃動化⼯程學系秉持「理論與實務並重」、「科技整合」與「師徒制」之教學理念，強調教育⽬標在於
知識傳授與技術訓練，培育具思維創新、團隊精神、終身學習與全球視野之機械產業菁英⾼級專業⼯程⼈才。發展重點⽅
向：先進⾞輛與能源科技、精密機械與微機電、機電整合與⾃動化，課程設計著重培養學⽣具備機械與⾃動化⼯程之專業
知識與技術、規劃及執⾏專題研究、技術創新思考及解決問題與不同領域⼈員協調整合、宏觀的國際觀及領導、管理、規
劃之能⼒。近年來更是特別強化學⽣開放思考及創新創業能⼒，創造⾼品質⼈才。本系已通過最新IEET國際⼯程及科技教
育認證，畢業⽣將與國際無縫接軌，學歷與資格獲得國際認可。2.E-mail：me501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1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1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
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4904 招⽣名額: 1名 ⼤葉⼤學 管理學院博⼠班 PH.D. PROGRAM I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管理學院博⼠班以整合管理學院各系所的專⻑領域，結合全院師資、設備、圖書等資源為⼀體，促使管理學院整體組織架
構之完整；教學規劃及資源運⽤更臻完善。包括「⾏銷管理」、「⼈⼒資源管理」、「財務管理」、「⽣產與作業管理」
及「策略管理」等領域，培養學⽣之多元管理知識、擴展研究領域視野、深 化管理研究素養、提升專業的研究能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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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次⾼學歷證明
⼤學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7. 學術著作(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5
聯絡電話 886-3-2118800
傳真 886-3-2118700
地址 33302桃園市⿔⼭區⽂化⼀路259號
網址 http://www.cg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90-1012-1.php
宿舍 在學期間皆可申請學⽣宿舍。申請⽅式與台灣學⽣相同。
1.「⻑庚⼤學研究所優秀僑⽣獎學⾦實施要點」：凡碩⼠班⼀⾄⼆年級、博⼠班⼀⾄四年級前⼀學期學業總平均成
績達80分以上、未受申誡以上之懲處，且未享有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所設置之各類獎補助⾦者，每名每⽉核發教育
備註
部補助款新台幣10,000元整。 2.本校僑⽣輔導專責單位，為學務處就僑組。 3.中英⽂版本如有出⼊時，以中⽂版
為準。
學校
基本
資料

66501 招⽣名額: 1名 ⻑庚⼤學 ⽣物醫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1.紮實的基礎課程加上學⽣獨⽴操作先進儀器的⾒習訓練，更注重培養研究⽣獨⽴思考及⾃我學習的素養，藉以培養⽣物
醫學基本觀念及應⽤技術之能⼒。
2.教師研究領域多樣，範疇包含基礎⾄轉譯醫學，藉以培養研究⽣垂直與橫向整合知識及應⽤，儲備⽣醫產業⼈才，畢業
⽣就業率⾼。
3.以教育部頂尖⼤學資源所建⽴的研究中⼼，結合⻑庚醫院臨床發展重點，發表質量俱佳研究論⽂，並建⽴⽣物科技產學
聯結。
4.配合研究中⼼研究課題（蛋⽩質體、基因體、代謝體、新興病毒）招⽣，提供碩博⼠⽣獎學⾦。
5.開設 ｢⽣物資訊」和｢⽣醫產業」學程課程，並⿎勵研究⽣選讀跨學院相關⽣醫⼯程產業與管理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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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教授推薦函三封 其中⼀封為指導教授推薦函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碩⼠
論⽂ 6. 學術著作(選)：相關學術著作 7. 進修計畫書(必)：研究計畫 8. ⾃傳(必)：簡要⾃傳
66506 招⽣名額: 1名 ⻑庚⼤學 物理治療學系 School Physical Therapay,Graduate Institute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
系所分則
1.應具備華語聽說讀寫能⼒，以因應本系通識課程與在地臨床實習課程。
2.需具備適當的英⽂能⼒，以符合本校英⽂畢業⾨檻、及修習專業課程之英⽂教材內容。
3.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本系藉由完整的基礎醫學和物理治療專業的學習，培育訓練優秀物理治療師及提升專業素養，以拓展多元化物理治療與
復健相關專業學術研究⾵氣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與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
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3封(以中⽂或英⽂書寫)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
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 7. ⾃傳(必)：簡要⾃傳(1000字以內)
66509 招⽣名額: 1名 ⻑庚⼤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系博⼠班課程著重護理理論、基礎科學、研究與實務的結合，強調多科際的合作與整合，著重學⽣的國際觀及語⾔能⼒
之養成，除研究者之⾓⾊外，以重視其他相關⾓⾊的培養(如臨床專家、⾏政者或教育者)。希望藉由建⽴學⽣之整合學術
檔案（integrated scholarly portfolio）來培養其成為優秀之學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
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碩⼠論⽂ 6. 學術著作(必)：學術著 7. ⾃傳
(必)：簡歷 8. 讀書計畫書(必)：研讀動機及⽬標
66512 招⽣名額: 1名 ⻑庚⼤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庚⼤學管理學院已獲AACSB 國際商管學院認證。
2、 全球化視野：招收外籍⽣、部分課程以英⽂授課、授課內容重視國際觀點並促進知識經濟的發展。
3、 整合健康產業、創意產業及資訊產業各核⼼專⻑。
4、 造就具整合性能⼒⼈才：以管理學與⽅法學為核⼼能⼒應⽤於不同的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
畫 4. 師⻑推薦函(必)：教授推薦函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碩⼠論⽂
66511 招⽣名額: 1名 ⻑庚⼤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所具完整實務訓練資源，能有效強化學⽣就業競爭⼒。
2.研究重點領域
(1)【資訊與通訊領域】物聯網與⼈⼯智慧、光⼦毫⽶波通訊技術、智慧家庭、⾏動通訊系統及IC設計、智慧型⼿機APP開
發、智慧眼鏡、⾏動電視傳輸、網路安全、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技術
(2)【電⼒與控制領域】智慧控制、太陽能/⾵⼒發電系統、電⼒系統分析與規劃、⾼壓電場產⽣器、市電併聯型變流器設
計、室內舒適度監控系統、多機器⼈合作控制
(3)【醫電與電路系統領域】⼈⼯智慧、⽣醫光學技術、醫學影像/訊號處理、⽣理檢測嵌⼊式系統、超⾳波⾼階醫療器
材、系統晶⽚設計、數位/類⽐晶⽚設計、擴增實境醫療應⽤
3.本校有充沛醫學資源，故本所在各領域（尤醫電領域）之研究環境與資源優於國⽴⼤學。
4.與⻑庚醫療團隊之研究成果曾榮獲美國國家科學院選為重要研究成果。
5.通過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教學品質有保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傳(包含學⽣⾃述，教育背景，申請動機和未來讀書計畫)
66507 招⽣名額: 1名 ⻑庚⼤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博⼠班通過 IEET ⼯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教學品質有保障，並與國際接軌。 與多所國外⼤學（如：美國明尼蘇達⼤學、
韋恩州立⼤學、香港理⼯⼤學、⽇本岡⼭⼤學、瑞⼠蘇黎⼠聯邦理⼯學院洛桑分校等）簽訂學術研究合作協定，提供學⽣
出國研究、學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
畫 4. 師⻑推薦函(必)：教授推薦函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碩⼠論⽂
66508 招⽣名額: 1名 ⻑庚⼤學 化⼯與材料⼯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化學⼯程與材料⼯程之專業⼈才為主旨，超低⽣師⽐，使學⽣獲得專業化之訓練。課程融合理論與實務操作，
內容涵蓋綠⾊技術製程、尖端材料設計與製備，⽣化與⽣醫的應⽤等。本系強化學⽣將課堂所學運⽤於職場的能⼒，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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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為具備獨⽴思考及解決問題能⼒之科學⼯程師，畢業⼯作於國內外知名企業或進⼊頂尖⼤學擔任教職。肢體、視、
聽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部與碩⼠班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與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
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2封推薦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6. ⾃傳(必)：⾃傳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41
聯絡電話 886-7-6577711
地址 84001⾼雄市⼤樹區學城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is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傳真 886-7-6577477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醫學院區⼤⼀新⽣(第⼀年)皆⼊住校本部宿舍，於⼤⼆再返回醫學院區。 宿舍簡介：(住宿費⽤包含⽔費、網路
費，不含冷氣費或電費) ⼀、校本部 (⼀)第⼀宿舍四⼈房：每學期為10,9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
卡)。 (⼆)國際學舍三館三⼈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2,800元，下學期(3~7⽉)19,000元，另繳保證⾦3,800元，
宿舍
寒、暑假可續住。 ⼆、醫學院 (⼀)校區三⼈套房：每學期為17,5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義⼤醫院宿舍區雙⼈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7,000元，下學期(3~7⽉)22,500元，另繳保證⾦4,500元，
寒、暑假可續住。
備註 ⼀、男⼥兼收，並備有男⼥⽣宿舍。 ⼆、提供各項獎助學⾦，詳情可上網查詢：義守⼤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64102 招⽣名額: 1名 義守⼤學 資訊⼯程學系 PhD Program i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研究與教學以「嵌⼊式系統」、「網路與通訊系統」、「多媒體與⼈⼯智慧系統」、「資訊管理技術」為主要發展⽅向，
包括雲端計算、多媒體資訊網路、多媒體資料庫設計、影⾳壓縮、糾錯編碼、影⾳通訊系統、資訊安全、資訊識別和檢
測、⾃動光學檢測、電⼦商務、智慧型資訊系統等項⽬，其中在多媒體技術、編碼理論、⾼速網路技術、嵌⼊式系統與⽣
醫訊號處理等領域都有傑出的研究成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限制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限
制
64104 招⽣名額: 1名 義守⼤學 管理學院管理博⼠班 Postgraduate Programs in Management (PhD)
系所分則
本班專任師資共80位，師資結構健全，學術背景多元，研究涵蓋商管各領域，能符合不同背景專業⼈才之學習需求，培養
成為具國際發表能⼒之學術⼈才。 學⽣畢業後可在學界或業界服務，無論在教學上或在科技部研究案的申請都備受肯定，
並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限制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限
制

元智⼤學 Yuan Ze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57
聯絡電話 886-3-4638800-3211
傳真 886-3-4630997
地址 32003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網址 http://www.yz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全球事務室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8
宿舍 本校學⽣宿舍男⼥兼收，僑⽣新⽣優先分配住宿，並保障住宿⼆年，第三年起可申請優先住宿。
1.本校學⽣宿舍男⼥兼收，僑⽣新⽣優先分配住宿，並保障住宿⼆年，第三年起可申請優先住宿。 2.博⼠班僑⽣新
⽣，第⼀學期得申請獎助學⾦，最⾼NT$30,000。 3.⾃第⼆學期起，博⼠班僑⽣得依前學期成績表現並經由就讀系
所推薦，申請「在學獎學⾦」或「研究所優秀僑⽣獎學⾦」。獲前項獎學⾦者，每學期最⾼可獲得NT$30,000，⾄
多3年。獲後項獎學⾦者，每⽉獎助⾦⾄少NT$10,000。 4.為瞭解學⽣健康狀況，依據學校衛⽣法第⼋條及元智⼤
學學則第七條規定，新⽣⼊學時應參加本校實施之健康檢查。 5.元智⼤學於2018年⾄2019年獲教育部補助「⾼等
備註 教育深耕計畫」、「⼤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提升⾼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計畫」。 6.英國泰晤⼠報⾼
等教育專刊2011本校獲排名全球前400；2012-2013本校擠⾝「全球前百⼤年輕潛⼒⼤學」；2013-2014蟬連「亞
洲前百⼤最佳⼤學」。2015元智續獲全球最佳⼤學排⾏前800⼤。2016「亞洲前200名最佳⼤學」，元智台灣排名
第13，榮登⾮醫學類私⽴⼤學第⼀名。2018年，獲泰晤⼠報評選為亞洲⼤學排⾏第200名、全球最佳年輕⼤學排名
學校
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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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50名。 7.2013、2015年榮獲⾦磚五國與新興經濟體（BRICS & Emerging Economics）前百⼤最佳⼤學。
65709 招⽣名額: 1名 元智⼤學 管理學院博⼠班 Doctor of Philosophy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管理學院博⼠班現有「管理」、「財務⾦融」、「會計」三個主修領域，由管理學院各專⻑領域專任教師授課，以培
育管理領域之學術研究與實務專業⼈⼒資源，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
續證，辦學品質深受肯定。
⼆、申請者請於下列領域中擇⼀作為主修領域：(⼀)管理 (⼆)財務⾦融(三)會計，並註明於『研究計劃書』內。。網址：
http://www.cm.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605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中⽂或英⽂版本(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中⽂或英⽂版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與
其他研究著作 7.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有助於審查之華
語或英語能⼒檢定證明 （限最近兩年內之檢定證明）。1.中⽂能⼒：可提出⼀項下列華語檢定證明。(1) CEFR B2以上 (2)
華語⽂能⼒測驗 (TOCFL)Level 4 以上 (3) 新版漢語⽔平考試 (HSK)六級以上(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2.英語能⼒：可
提出⼀項下列英語檢定證明。(1) TOEFL/ITP考試紙筆測驗520分以上 (CBT電腦托福190分以上，或IBT托福68分以上)。
(2)TOEIC 675分以上。(3)全⺠英檢中⾼級。(4)IELTS 6以上。(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65710 招⽣名額: 1名 元智⼤學 化學⼯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系所分則
化⼯與材料是設計、開發與製造尖端與⺠⽣材料與產品的關鍵產業。本系教師致⼒於世界與國家尖端科技研發，積極爭取
政府與⺠間各類個⼈與整合研究計畫經費，積極建⽴「具特⾊、跨領域整合的研發團隊」，系上平均每年有60-80篇的國
際期刊論⽂發表與四⾄五千萬元的研究經費。本系並與亞東醫院合組研究團隊，⽣技領域研究斐然。教學上，除加強學⽣
之基礎化⼯與材料理論與實作能⼒、培養獨⽴研究之能⼒、創新科技知識之經驗、與職場⼯作之核⼼能⼒。為提昇本系學
⽣之全球競爭⼒，部份課程採英語授課，強化學⽣國際語⾔之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讀書或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考⽣學經歷彙整表(請⾄本所網站http://www.che.yzu.edu.tw/Menu11/study-list.doc下載)、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如著作、專題報告、競賽得獎、英檢證明等) 6. 學術著作(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
研究成果報告）
65707 招⽣名額: 1名 元智⼤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及研究領域涵蓋資訊科學與⼯程相關領域，主要包括(1)晶⽚設計與內嵌式系統；(2)軟體⽅法論及系統；(3)網
路、物聯網與雲端計算；(4)多媒體系統、⼈機互動與動畫科技；(5)數據科學與計算智慧 以及(6)⽣物與醫學資訊等重點⽅
向。近年更發展「跨領域」整合型研究，例如：物聯網、⼤數據分析、寬頻無線通訊軟體、4C科技整合、系統晶⽚設計、
數位內容及開放原始碼等。致⼒於提升學⽣的外語能⼒及拓展學⽣國際視野，除於專業課程使⽤英語教材及⿎勵畢業論⽂
以英⽂撰寫外，並補助學⽣短期出國學習參訪或參加國際交流及學術會議。網址： http://www.cse.yzu.edu.tw，聯絡電
話 : 886-3-4638800 ext: 2351、2378。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說明未來欲從事的論⽂主題⽅向 4. 師⻑推薦函
(選)：師⻑推薦函⼀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個⼈履歷與⾃述 7.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世新⼤學 Shih Hsin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48
聯絡電話 886-2-22368225
地址 11604臺北市⽂⼭區木柵路⼀段17巷1號
網址 http://www.s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傳真 886-2-22362684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詳情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s://is.gd/Ya7Fv0
備註 無

64803 招⽣名額: 1名 世新⼤學 ⾏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在培育具有「思考⼒、判斷⼒、執⾏⼒」的全⽅位⾏政管理⼈才，核⼼基本能⼒包含公共管理能⼒、政策分析能
⼒、問題解決能⼒與⼈際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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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封 4. 學術著作(必)：代表著作(研究論⽂或創
作) 5. 進修計畫書(必)：讀書⽅向、研究計畫或博⼠論⽂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3
聯絡電話 886-2-77364604
傳真 886-2-25855215
地址 10452台北市中⼭北路三段40號
網址 http://www.ttu.edu.tw
承辦單位 註冊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tturule.ttu.edu.tw/rulelist/showcontent.php?rid=500
宿舍 新⽣保障住宿
本校由林尚志先⽣創⽴於1956年，並以⼯程、設計及商業管理為主要領域。本校與許多公司產學合作密切，為國內
知名的建教合⼀、研究發展的優質⼤學，學校特⾊為:1、本校位居臺北市中⼼，校區緊鄰北美館及花博公園，步⾏
可⾄⺠權西路、圓⼭及中⼭國小捷運站，⽣活機能完善，是有志向學者的理想學習環境。2、本校建校60多年來以
培養國家發展所需的科學家、設計師、⼯程師與事業經營者著稱，傑出校友遍佈產官學研各領域。3、辦學績效優
異，榮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各系所皆通過教育部系所評鑑與 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並榮獲
備註
德國紅點(Red Dot)、iF設計評⽐優質設計學校，更多次榮獲中國⼯程師學會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4、積
極發展與海外姊妹校之雙向交流，並與國內外⼀流企業進⾏密切產學交流，培育務實致⽤⼈才。5、獎助學⾦：境
外研究⽣助學⾦、出國獎學⾦、教育部核發⾼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助學⾦、 教育部補助⼤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
秀僑⽣獎學⾦、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僑⽣回國就讀⼤學校院獎學⾦、僑務委員會補助僑⽣⼯讀⾦、僑務委員會獎勵
學⾏優良僑⽣獎學⾦等。
學校
基本
資料

66310 招⽣名額: 1名 ⼤同⼤學 設計科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sign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所師資⽬前共有專任及合聘教師等22位，兼任教師6位，提供多元專⻑指導。
本所除積極參與各研究機構相關之基礎及應⽤計畫外，並分別與⼤同公司集團等單位加強建教合作，藉更多的實務設計研
發，達到相關⼈⼒資源與設備有效之整合。為強化科技整合，提升研究⽔準，本所以設計為中⼼，規劃5⼤發展⽅向，分
別為「設計與意象傳達」、「認知設計⼈因」、「設計策略管理」、「互動媒體與空間設計」、「互動設計技術整合」。
並由各研究室依擬定之中⻑程計畫，推動各研究領域整合⼯作，提升研究品質。同時⿎勵師⽣投⼊多⽅來源之研究，承接
⼤同集團、國科會、交通部等各研究機構或產業界委託之研究計畫，以致⼒研究領域之擴⼤級⽔準之提升。並透過完善產
學合作制度，累積學術研究成果與商品研發實務經驗，使本所成為培育⾼級設計研發⼈才之搖籃。
本校在⻑達四⼗多年的設計教育實踐中，已建⽴完整設計教育體系，與國外許多設計教育學校，如⽇本京都⼯藝纖維⼤
學、千葉⼤學、⻑岡造形⼤學、美國奧勒岡⼤學、德國斯圖加特應⽤科技⼤學及英國布魯內爾⼤學等校，進⾏實質國際交
流。
為更能與世界接軌，本所更透過設計科學講座，交換教授及博⼠班學⽣等⽅案與國外學校或設計單位密切交流，以達到
教育資源分享及開拓師⽣國際視野，提升設計能⼒等⽬標。畢業規定學分: 26學分。聯絡電話:886-2-21822928#623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兩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投稿論⽂、專利得獎作品及其他有助於說明個
⼈能⼒之資料。 5. 學術著作(必)：碩⼠畢業論⽂或有關著作及研究計畫。

中華⼤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50
聯絡電話 886-3-5186221
地址 30092新⽵市東香⾥6鄰五福路⼆段707號
網址 http://www.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試務與招⽣專業化組

傳真 886-3-5377360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中華⼤學於1990年成⽴，在歷來董事會及校內主管精⼼擘劃之下，學校有下述成果與特⾊： 1.就業型三⾼學府: 依
據教育部、104⼈⼒銀⾏、1111⼈⼒銀⾏最新調查顯⽰，中華⼤學畢業⽣具有「就業率⾼、薪資⾼、企業滿意度
⾼」的三⾼表現。其中，本校學⽣就業率為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綜合型⼤學第1名，在104⼈⼒銀⾏統計中，有超過
半數畢業⽣平均薪資⾼於全國私⽴⼤學畢業⽣平均薪資，並已連續3年名列1111⼈⼒銀⾏企業最滿意私⽴⼤學前10
名。 2.⽵苗地區唯⼀取得國際AACSB及IEET雙認證私⽴⼤學 中華⼤學為⽵⽵苗地區唯⼀獲得美國國際商學院促進
協會（AACSB）認證及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之私⽴⼤學。學⽣修得之學位、學分可以通⾏全球。 本校
管理學院不僅躋身世界前5%頂尖商管學院之列，2018年英國⾼等教育調查公司QS評⽐中，本校躍進亞洲地區⼤學
前350名，亦名列台灣綜合型私⽴⼤學第9名。 3.學校現況：本校設有資訊電機學院、管理學院、建築與設計學院、
⼈⽂社會學院、觀光學院及創新產業學院等6個學院、21個學系、2個學⼠學位學程、12個碩⼠班、9個碩⼠在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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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3個博⼠班、3個進修學⼠班及3個⼆年制在職專班，專任教師230⼈，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達90%以上，學⽣⼈
備註 數約6600⼈之⼤學(含有學位陸⽣、短期研修陸⽣交流⽣，並有近300餘國際學位⽣、僑⽣、港澳⽣、華語⽣及海青
班學⽣)，在國際化推動成效榮獲教育部獎助全國⾼教體系通過計畫之優異⼤學。 4..⾥程碑: ◾英國QS評⽐，本校
躍進亞洲地區⼤學前350名，名列台灣綜合型私⽴⼤學第9名。◾1111⼈⼒銀⾏2018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8名。
◾獲得教育部⼤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補助。◾遠⾒雜誌「2017台灣最佳⼤學」TOP 20國際化⼤學。◾1111
⼈⼒銀⾏2017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9名。◾獲教育部第3期獎勵⼤學教學卓越（104年-105年）計畫補助。
◾1111⼈⼒銀⾏2016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8名。◾全台灣第⼀所取得美國國際AACSB新制認證之私⽴⼤學，管
理學院躋身世界頂尖前5%商管學院之列。 5.僑⽣專責單位：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專責協調校內各單位與資
源，針對僑⽣在出⼊境申請、學習輔導及⽣活輔導等各⽅⾯協助。 6.本校設有教學助理TA、諮商輔導中⼼、⽣活
輔導組及住宿輔導組，對於學習及⽣活⽅⾯提供協助。 7.每學期學雜費：資電學院、建築與設計：新台幣54,580
元；管理及觀光學院：新台幣47,821元；⼈⽂社會學院：新台幣47,142元(平安保險費新台幣300元/每學期)。2019
學年實際收費請以本校網⾴公告為準。 8.住宿費：依宿舍別有不同收費標準，費⽤為每學期新台幣8,400~18,600元
(內含網路及熱⽔費⽤，但冷氣費⽤另計) 。 9.住宿⽅⾯，新⽣均已保留床位，宿舍內床具、書桌椅、櫥櫃、宿舍網
路及冷氣⼀應俱全。
65003 招⽣名額: 1名 中華⼤學 ⼯程科學博⼠學位學程 Ph. D. Program in Engineering Science
系所分則
"1.本博⼠班為⼀跨領域之學程，整合電機、機械、資訊等三⼤領域之師資及教學研究資源，教師共25位皆具博⼠學位。
2.本博⼠班規劃【物聯網】、【智慧型能源及控制系統】和【⼈⼯智慧】等三個研究領域。
3.本博⼠班通過IEET國際⼯程教育認證，為國際承認之學歷。
4.本博⼠班與國際知名學校如英國克蘭菲爾⼤學簽訂雙聯學位，並與⼤陸浙江⼤學、同濟⼤學等學校有密切之教學及研究
交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
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
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佛光⼤學 Fo Gu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4
聯絡電話 886-3-9871000
傳真 886-3-9875531
地址 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網址 http://www.fg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佛光⼤學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oo.gl/3YLF5I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發揚傳統書院精神，提供妥善照顧︰本校效法宋明理學家辦學精神，依循傳統教育「⾔教」與「身教」並重的
辦學理念。不論在⾏政團隊及師資陣容皆為私⽴⼤專校院之翹楚。 ⼆、推展三⽣教育理念，培育內外兼具特質︰將
「⽣命、⽣活、⽣涯」等三⽣教育的概念融⼊校園，同時推展學術導師、企業導師之雙師制度，期盼打造⼀個「全
備註
⼈教育、溫馨校園、終身學習」的典範⼤學。 三、全球聯⼤系統︰2011年由佛光體系成⽴全球聯⼤系統，提供學
⼦（1）學期交換⽣（2）暑假短期英語遊學。 四、其他︰ （⼀）宿舍安排︰備有境外⽣專屬宿舍。 （⼆）獎學⾦
︰依本校規定辦理，詳⾒本校「新鮮⼈⼊口網」。
學校
基本
資料

66401 招⽣名額: 1名 佛光⼤學 佛教學系 Dept. of Buddhist Studies
系所分則
1.本學系博⼠班每名學⽣每學期提供獎學⾦新台幣伍萬元整，並以⼆個學年為限。2.為落實創系⽬的，本系學⽣均需住
校、素⾷，並參與⾏⾨課程，以便接受佛⾨解⾏並重的完整教育。3.博⼠班需具中、英⽂能⼒。 洽詢電話：+886-39871000轉27203。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研究計畫或讀書計畫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兩份(可由原就讀科系教師或由職場主管推薦)。 5. 學術著作
(選)：著作或作品 6. ⾃傳(必)：個⼈履歷與⾃述(需附照⽚以及描述⼯作經驗、選考動機及其他得以證明⾃我能⼒之⽂
件)

華梵⼤學 Huafan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學校代碼
62
聯絡電話 886-2-26632102#2233
地址 22301新北市⽯碇區華梵路1號
網址 http://www.h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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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6633763

資料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保障國際學⽣四年住宿權利
⼀、本校創辦於西元1990年，備有男⼥宿舍，保證就學期間提供學校宿舍住宿。⼆、本校特⾊：結合產業脈動(產
學合作、產業實習、學⽤合⼀)，國際交流學習(國際遊學、海外實習、⽂化交流)，問題解決導向(專題設計、專案
備註 管理、創新價值)，創新實務教學(創意開發、實務設計、校外展演)。三、設置⼆⼗餘種獎助學⾦，另有校外獎學⾦
⼋⼗餘種，獎助名額多。校內各單位提供⼯讀機會，協助同學養成獨⽴⾃主精神，擴展學習領域。四、開設校級、
院級相關就業學程，延攬業界專業師資，讓學⽣所學的知識理論與未來職場接軌。
66202 招⽣名額: 1名 華梵⼤學 東⽅⼈⽂思想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Humanities(Master & Ph.D.
Programs)
系所分則
培養對於儒家⽂化、中國佛教⽂化或者是印度佛教⽂化所共同代表的「東⽅⼈⽂思想」，達到縱向的分析，以及橫向的理
解，使之成為具有整合型研究能⼒的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專以上歷年成績
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含申請動機。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1~2份。 5. ⾃傳(選)：中⽂⾃傳：含家庭背
景、個⼈特質、課外學習、報考動機、⾃我期許等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6
聯絡電話 886-4-24730022
傳真 886-4-24754392
地址 40201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1段110號
網址 http://www.cs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csmu.edu.tw/files/15-1022-33604,c1880-1.php?Lang=zh-tw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男、⼥兼收。 ⼆、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三、從迎新接待⾄⽣活照顧，包含社團活動、獎助學
⾦、居留證及出⼊境輔導、基本學科學業輔導、保險、⼯讀…等，使從世界各國⾄本校就讀之同學，得以能安⼼向
備註 學，進而發展其個⼈職涯之規劃。 四、有關各系所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
(http://www.csmu.edu.tw/)。 五、僑⽣輔導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332。 六、招⽣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112、11130、11118。
學校
基本
資料

66603 招⽣名額: 1名 中⼭醫學⼤學 公共衛⽣學系 Graduate Program in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公共衛⽣之⽬標為預防疾病、延⻑壽命及促進身⼼健康。經社區⼒量從事環境衛⽣、傳染病管制及個⼈衛⽣教育，並結合
醫療資源，使疾病獲得早期的診斷和預防的治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學術著作(選)：學
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展望/照
⽚)
66604 招⽣名額: 2名 中⼭醫學⼤學 營養學系 Graduate Program in Nutri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備⾷品營養與醫學知識之專業⼈才為⽬標。課程學習須具備視覺辨⾊、⼈際互動溝通協調、控管⾃身情緒等
能⼒。本系課程含實驗操作，基於實驗結果判斷之需要與考量潛在的危險性，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 5. 學術著作(選)：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
歷/申請動機/未來展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明)

⾼雄醫學⼤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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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67
聯絡電話 886-7-3121101
地址 80708⾼雄市三⺠區⼗全⼀路100號
網址 https://www.k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傳真 886-7-321-2062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本校僑、外⽣住宿安排請洽本校學⽣事務處⽣活輔導組：https://goo.gl/r5Q89Y
⼀、本校⼤學部學⼠班為全中⽂授課，學⽣應具備優良中⽂聽、說、讀、寫能⼒。⼆、本校各學系男⼥兼收。三、
備有學⽣宿舍。四、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
備註 https://www.kmu.edu.tw/。五、本校為獲教育部認定「績效卓著」醫學⼤學。六、本校學⽣修業期滿前，應符
合本校英⽂能⼒畢業⾨檻之規定，其標準由各學系另訂之。七、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66701 招⽣名額: 1名 ⾼雄醫學⼤學 醫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Medicine
系所分則
醫研所成⽴於1977年，為綜合型醫學研究機構，整合了臨床與基礎研究。具有醫學⼠學位且有等同碩⼠論⽂著作、或具有
碩⼠學位之學⽣皆可申請本所博⼠班。畢業後，學⽣可擔任教職、研究⼈員、醫師科學家或是⽣技專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具醫學、⽣命、⾃然科學相關學系之碩⼠學位或醫學系學⼠學位者） 2. 碩⼠班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份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TOCFL）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當於碩⼠論⽂之論⽂著
作 7. ⾃傳(必)：中⽂⾃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證明
66709 招⽣名額: 1名 ⾼雄醫學⼤學 ⽣物醫學⼯程博⼠學位學程 Ph.D. Program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由臨床醫學研究所及運動醫學系共同協同合作發展的團隊，以此為基⽯，加上⾼雄醫學⼤學附設中和醫院以及與⾼雄應⽤
科技⼤學電機⼯程學系與電⼦⼯程學系的配合，在培養具有產業效益產出能⼒之醫學⼯程專⻑之學⽣，其本學位學程之發
展⽅向將朝向：（⼀）醫學電⼦與影像、（⼆）⽣醫材料、（三）⽣物⼒學、（四）醫學資訊、（五）臨床⼯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讀博⼠學位
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TOCFL） 6. 學
術著作(必)：相關學術著作：碩⼠論⽂或相當於碩⼠論⽂之論⽂著作 7. ⾃傳(必)：⾃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英⽂能⼒證明
66704 招⽣名額: 1名 ⾼雄醫學⼤學 天然藥物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ural Products
系所分則
1. 結合天然物化學、藥理學、分⼦⽣物學與⾼速篩選平台等⽣物技術。
2. 發展創新天然藥物研究及傳統中藥理論現代化、科學化之研究。
3. 注重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的連結。
4. 有活躍之國際教學研究合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具醫學、⽣命、⾃然科學相關學系之碩⼠學位）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在校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如：TOCFL）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當於碩⼠論⽂之論⽂著作 7. ⾃傳(必)：⾃傳 8.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英⽂能⼒證明（中⽂可以中⽂⾃傳證明）
66711 招⽣名額: 1名 ⾼雄醫學⼤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以臨床醫學檢驗⽣物技術專業領域為研發特⾊、培養專業醫學檢驗與⽣物技術⼈才為⽬標。本系教師的研究領域為臨
床⽣化檢驗科技、微⽣物免疫檢驗科技、⾎液及⾎庫學檢驗科技、毒物與奈⽶⽣醫檢驗科技、營養與慢性疾病等。在結合
基礎醫學、臨床檢驗醫學與⽣物技術的養成教育下，本系學⽣具多元研究發展之優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
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如論⽂著作、得獎、參與執⾏研究⼯作之經歷、TOCFL等) 5.
⾃傳(必)：中⽂或英⽂⾃傳
66712 招⽣名額: 1名 ⾼雄醫學⼤學 ⽣命科學博⼠學位學程⽣醫化學組 Ph.D. Program in Life Sciences (Division of
Biomedical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學位學程規劃兩⼤核⼼領域(1)⽣醫化學領域及(2)⽣物科學領域。選讀不同領域之學⽣必須跨領域修習⽣醫化學領域或
⽣物科學領域之相關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前⼀學位之在校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
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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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FL）

6. ⾃傳(必)：中⽂或英⽂⾃傳

中國醫藥⼤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8
聯絡電話 886-4-22070165
傳真 886-4-22057895
地址 40402臺中市北區學⼠路91號
網址 http://www.cmu.edu.tw
承辦單位 招⽣室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僅限研究⽣申請)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mucia.cmu.edu.tw/
本校宿舍僅開放給⼤學部學⼠班學⽣ 。學⼠班⼀年級外國新⽣可優先獲得學校宿舍安排，宿舍為3-4⼈⼀間，每學
宿舍 期住宿費約新台幣8,300~10,300元/學期/⼈。 詳細住宿資訊請⾄中國醫藥⼤學軍訓暨⽣活輔導組網⾴參閱最新公告
(http://guide.cmu.edu.tw/dorm.php)
⼀、校址：40402臺中市北區學⼠路91號。 ⼆、電話：+886-4-22053366 招⽣業務-招⽣室分機1122或1176,⽣活照
備註
應-國際學⽣中⼼分機1611 三、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學校
基本
資料

66810 招⽣名額: 1名 中國醫藥⼤學 ⽣物醫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招⽣條件:
⼀、獲有本國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或獨⽴學院相關科系畢業之畢業 (含應屆) ⽣，具碩⼠學位。
⼆、本所博班「臨床醫學組」畢業⽣不具備報考中華⺠國「專⾨職業及技術⼈員⾼等考試醫師考試」資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攻讀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碩⼠論⽂(或相當於碩⼠論⽂之研究論⽂，或其他已發表或已接受(須附接受證明)之學術論⽂(請附最新
版SCI影響係數) 7.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6801 招⽣名額: 1名 中國醫藥⼤學 公共衛⽣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招⽣條件：
博⼠班甲組：職業安全衛⽣、環境醫學、⾵險管理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碩⼠班畢業。
2.外國學⽣部分課程為全英語授課。
3.需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4.⼊學前若未修讀「研究⽅法」、「⽣物統計」等研究所相關課程，須補修上列課程，所修學分不列⼊畢業總學分。
5.其他畢業⾨檻:
博⼠學位候選⼈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時，須檢附與博⼠論⽂內容相關經期刊發表之論⽂抽印本（或電⼦檔列印）或已接受證
明⽂件（論⽂被接受函）。博⼠班甲組：職業安全衛⽣、環境醫學、⾵險管理其論⽂需為SCI、SSCI期刊刊登(或接受)之
原著（理論、驗證、創⾒），該⽣應為第⼀作者，累計Impact factor 4.0以上或⾄少有三篇為相關領域排名前50%之論
⽂。
博⼠班⼄組：預防醫學、⽣統流病、環境衛⽣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碩⼠班畢業。
2.外國學⽣部分課程為全英語授課。
3.需具基本中、英⽂聽、說、讀、寫能⼒。
4.⼊學前若未修讀「研究⽅法」、「⽣物統計」等研究所相關課程，須補修上列課程，所修學分不列⼊畢業總學分。
5.其他畢業⾨檻:
博⼠學位候選⼈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時，須檢附與博⼠論⽂內容相關經期刊發表之論⽂抽印本（或電⼦檔列印）或已接受證
明⽂件（論⽂被接受函）。博⼠班⼄組：預防醫學、⽣統流病、環境衛⽣其論⽂需為SCI、SSCI期刊刊登(或接受)之原著
（理論、驗證、創⾒），該⽣應為第⼀作者，累計Impact factor 4.0以上或⾄少有三篇為相關領域排名前50%之論⽂。
博⼠班丙組：醫務管理與衛⽣政策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碩⼠班畢業。
2.外國學⽣部分課程為全英語授課。
3.需具基本中、英⽂聽、說、讀、寫能⼒。
4.⼊學前若未修讀「研究⽅法」、「⽣物統計」等研究所相關課程，須補修上列課程，所修學分不列⼊畢業總學分。
5.其他畢業⾨檻:博⼠學位候選⼈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時，須檢附與博⼠論⽂內容相關經期刊發表之論⽂抽印本（或電⼦檔列
印）或已接受證明⽂件（論⽂被接受函）。博⼠班丙組：醫務管理與衛⽣政策其論⽂需為SCI、SSCI期刊刊登(或接受)之
原著（理論、驗證、創⾒），該⽣應為第⼀作者，累計Impact factor 4.0以上或⾄少有三篇為相關領域排名前50%之論
⽂。
博⼠班丁組：護理Doctoral Divisio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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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碩⼠班畢業。
2.申請⼈需有當地護理師執照並有⼆年護理臨床實務相關⼯作經驗。
3.外國學⽣部分課程為全英語授課。
4.需具基本中、英⽂聽、說、讀、寫能⼒。
5.⼊學前若未修讀「研究⽅法」、「⽣物統計」等研究所相關課程，須補修上列課程，所修學分不列⼊畢業總學分。
6.其他畢業⾨檻:博⼠學位候選⼈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時，須檢附與博⼠論⽂內容相關經期刊發表之論⽂抽印本（或電⼦檔列
印）或已接受證明⽂件（論⽂被接受函）。博⼠班丁組：護理以第⼀作者發表SCI或SSCI期刊刊登(或接受)之原著（理
論、驗證、創⾒），累計Impact Factor3.0以上或⾄少有兩篇為相關領域排名前50%之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
期望/照⽚）
66809 招⽣名額: 1名 中國醫藥⼤學 ⽣物科技學系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招⽣條件：獲有本國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或獨⽴學院畢業(含應屆)⽣，具碩⼠學位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6804 招⽣名額: 1名 中國醫藥⼤學 中醫學系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系所分則
招⽣條件：
⼀、獲有本國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或獨⽴學院畢業之碩⼠畢業⽣。
⼆、本系博⼠班畢業⽣不具報考中華⺠國「專⾨職業及技術⼈員⾼等考試中醫師考試」資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華語⽂能⼒測驗、中⽂修課成績或證明等)。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
66805 招⽣名額: 1名 中國醫藥⼤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系所分則
招⽣條件：獲有本國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或獨⽴學院藥學或藥學相關科系畢業之畢業 (含應屆) ⽣，具碩⼠學位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相關著作 6.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6806 招⽣名額: 1名 中國醫藥⼤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系所分則
招⽣條件：獲有本國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或獨⽴學院藥學或藥學相關科系畢業之畢業(含應屆)⽣，具碩⼠學位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具備良好華語溝通能⼒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
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
66808 招⽣名額: 1名 中國醫藥⼤學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grated Medicin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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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條件：獲有本國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或獨⽴學院與醫、⽛醫碩⼠學位（含應屆畢業⽣）。
⼆、申請者須持有中醫師、醫師或⽛醫師證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相關著作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中醫師、醫師或⽛醫師證書影本
66811 招⽣名額: 1名 中國醫藥⼤學 針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Science
系所分則
招⽣條件：
甲組:
1. 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學或獨⽴學院中醫學系、學⼠後中醫學系、醫學系、學⼠後醫學系、⽛醫學系畢業者，取得
醫學碩⼠學位者（含碩⼠班應屆畢業⽣)。
2. 曾任教學醫院醫師；發表相當碩⼠論⽂或科學期刊⼀篇以上者。
⼄組: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學或獨⽴學院碩⼠學位者(含碩⼠班應屆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申請甲組者，需檢附教學醫院服務證明正本 6. 學術著作(必)：相關著作 7. ⾃傳(必)：
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臺北醫學⼤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9
聯絡電話 886-2-27361661
傳真 886-2-23774153
地址 11031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網址 http://www.t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my2.tmu.edu.tw/board.php?courseID=24789&f=news
(1)⼤學部：僑⽣⼤學部⾃三年級起即不予保障。 (2)研究所：以第⼀年來台就讀之新⽣為限，且由研究所新⽣床位
宿舍 預留保障男⼀床、女⼀床，申請⼈數超過預留時 以抽籤⽅式決定。 ※申請資格及保障依臺北醫學⼤學學⽣宿舍住
宿申請及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修業年限：博⼠班，⼆⾄七年為限；碩⼠班，⼀⾄四年為限。本校各系所男、⼥兼收。三、視⼒、語⾔、聽
備註 ⼒、⾏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儀器操作時有困難，並對醫療⼯作有影響
者，選填本校各系所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66903 招⽣名額: 1名 臺北醫學⼤學 ⽛醫學系 Ph.D. Program in School of Dentistry
系所分則
1.擁有三家附屬醫院⽛科部，可提供必要的臨床試驗場所。
2.口腔醫學院內擁有⽣醫材料研發、⽛⿒銀⾏及再⽣⽛醫學等研究中⼼及研究⼈才，可提供多元的研究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
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6. ⾃傳(必)：⾃
傳。
66904 招⽣名額: 1名 臺北醫學⼤學 藥學系 Ph.D. Program in School of Pharmacy
系所分則
本校藥學系係最早創設之⼀，迄今已逾五⼗載，歷屆⽇夜部畢業⽣已⼀萬多名，共計⽇間部四⼗⼋屆，夜間部三⼗⼋屆，
藥學系第⼆部六屆；本系的教育⽬標乃為國內培養藥學專⾨⼈材之藥師，提供執⾏有關藥品的製造，調劑、販賣及管理⽅
⾯的⼈⼒；藥師專業仍為參與醫療⾏業、提供病⼈及醫事⼈員的藥物資訊，保證國⼈⽤藥的療效及安全，提昇國⺠健康具
正⾯的意義，尤其⾃全⺠健保實施後的⼆年正式實施醫藥分業後，使藥師功能更有發揮的空間，提供國⼈⽤藥服務更顯重
要，本系歷屆校友除部份出國進修貢獻學術研究⽅⾯之外，諸多服務於國內醫、藥廠、藥品貿易公司、政府衛⽣機構或⾃
營藥局，成績輝煌，頗受社會的肯定及讚許，本系歷經師⻑及校友的努⼒參與，充實設備，延攬師資及課程改⾰等，教育
有成，陸續成⽴藥學研究所碩、博⼠班，提昇藥學⼈材⽔準，為國內培育⾼級藥物科技專材，均具不少的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命科學相關之⼤學及研究所學位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如論⽂著作，中英⽂語⽂能⼒證明等。 6. ⾃傳(必)：⾃傳。
66908 招⽣名額: 1名 臺北醫學⼤學 醫學資訊研究所 Ph.D. Program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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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1.本所以醫學資訊和⽣物資訊為主軸，運⽤轉譯醫學與巨量資料技術，連結本校三家附屬醫院及五家結盟合作醫院，培育
具⽣醫資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跨領域⼈才
2.教學研究品質符合國際標準，通過IMIA(國際醫學資訊學會)醫學資訊教育評鑑，成為亞洲第⼀個通過IMIA評鑑的系所
3.提供國際化學習環境，補助參與國外短期研修和國際研討會發表論⽂等學習活動，擴展國際視野，培養國際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博⼠班研究計畫⼀份。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已發表之論
⽂。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個⼈學經歷⼀份。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若有醫師證書、專業證書或相關經
歷證明者請⼀併附上影本 。
66909 招⽣名額: 1名 臺北醫學⼤學 國際⽣醫⼯程博⼠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Our PhD Program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is determined to reflect and
anticipate the trends seen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field at global level: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s the present and is the future ! It therefore offers a complete portfolio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by covering the areas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and Tissue Engineering,
Nanotechnologies, and Bio-Optomechatronics.
Research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s pragmatic and illustrates the global movement to provide concrete
tools,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aiming at improving patients’ treatment and at delivering efficient clinical
solutions.
Being located next to the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group of Hospitals with over 3000 beds, our program
provides to our international PhD students unbeatable and unmatched direct contacts with clinicians and
clinical researchers for an optimal translation of bench findings to clinics.
An additional asset of our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is to be located in Taiwan, a hospitable, friendly, and
convenient country known for its innovative dynamic, creative, and vivid industry. We provide high-level
capacity for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in a suitable safe, and tolerant environmen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where 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 take place enjoy one of the best spot in Taiwan
close the world renowned 101 sky scraper, in a district full of restaurants, coffeeshops (with free wifi and
nice working places), and various food and clothes shops.
Last, but not least, our University and our College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provides fellowships to the
foreign PhD students joining us in our research dreams and targets.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位證書或學⽣證影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如學術著作、證照及具體優良事蹟之相關證明⽂件、中英⽂語⽂能⼒證明等)。 6. ⾃傳(必)：⾃傳。
66917 招⽣名額: 1名 臺北醫學⼤學 保健營養學系 Ph.D. Program in School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請輸⼊系所中⽂描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及研究計劃書(各2⾴為限)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英⽂檢定證明
66918 招⽣名額: 1名 臺北醫學⼤學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Ph.D. Program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系所分則
1.⼤陸地區⼯商業發展後，汽機⾞急遽⼤量增加，交通事故死亡也迅速增加，死亡⼈數為全球之冠，巨⼤地影響醫療系統
與社會經濟，因此⼤陸傷害防治⼈才有其必要及需求市場。
2.⼤陸地區近年來洪⽔、地震、乾旱等天然災害頻傳，⼈為災害也逐年攀升，急需傷害防治相關專業⼈才，臺灣經驗可供
參考。
3.本所為華⼈世界以及亞洲第⼀個傷害防治學研究所，對於傷害防治的理論與實務有完整的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學術著作或優良事蹟之證明 6.
⾃傳(必)：約1000字⾃傳(含個⼈研究興趣及志向)。
66919 招⽣名額: 1名 臺北醫學⼤學 公共衛⽣學系 Ph.D. Program i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1.本系位於臺灣⾸善之都臺北市精華地帶，教學研究資源與就業機會豐富，產官學界及國際⼈⼠連結性⾼。
2.本系結合臺北醫學⼤學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及多家結盟醫院臨床研究資源，提升公共衛⽣教學與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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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系結合臺北科技⼤學、臺北⼤學、中國醫藥⼤學、師範⼤學等學校教學資源，修課管道多元且暢通。
4.本系師資具⼈⽂關懷、國際視野、教學熱忱與研究潛⼒，研究領域廣泛且專業，師⽣互動和諧且溫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5
聯絡電話 886-7-6011000 #31621
傳真 886-7-6011801
地址 80778 ⾼雄市三⺠區建⼯路415號
網址 http://www.nk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kust.edu.tw/p/412-1010-1894.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第⼆年起須配合宿舍積分活動，才享有抽籤宿舍權利(請以學校網站公告為主)
第⼀校區： 本校交通便捷，近國道1號、3號，可由交流道快速抵達。⾼雄捷運都會公園站及青埔站，均有接駁公⾞
進⼊校區。 楠梓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紅線⾄後勁站(R20)步⾏約5分鐘即可到達。 2.搭乘⾼雄市公
⾞：⾼雄市公⾞6、29號公⾞（楠梓⽕⾞站搭⾞）於⾼雄海洋科技⼤學下⾞。市公⾞28、301（⾼雄⽕⾞站搭⾞）於
後勁國中站下⾞。 旗津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橘線⾄西⼦灣站(O1)，步⾏約2分鐘⾄⿎⼭渡輪站搭乘渡
輪前往旗津，下船後步⾏約5分鐘即可到達旗津校區。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1、248號公⾞（⾼雄⽕⾞站
備註 搭⾞）⾄⿎⼭渡輪站下⾞，搭渡輪⾄旗津，轉市公⾞紅9號公⾞於旗津國小下⾞，或沿中洲三路步⾏約10分鐘可抵
旗津校區。 建⼯校區 路線1：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路 → 建⼯路 路線2：下中
正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中正路 → ⼤順路 → 建⼯路 路線3：小港機場往⾼雄市區⽅向 → 中⼭路
→ 博愛路 → 同盟路 → 建⼯路 路線4：⾼鐵左營站 → 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路→ 建⼯路 路線5：捷運後驛站 → 公⾞紅３０建⼯幹線 燕巢校區
http://www.kuas.edu.tw/files/13-1000-542.php?PreView=1
學校
基本
資料

67501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學院⼯程科技博⼠班(第⼀校區) Ph.D. Program,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學院⼯程科技博⼠班設有甲組(電腦與通訊⼯程組)、⼄組(機電⼯程組)、丙組(營建⼯程組)、丁組(環境與安全衛⽣⼯程
組)、戊組(智慧⾃動化系統組)、⼰組(光電感測組)、庚組(⼯程管理組)及⾟組(電⼦⼯程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必)：推薦書⾄少⼀封 4. 專題成果作品(或
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傳(必)：六百字以內(中英⽂均可)、附
照⽚、附學經歷等。 8. 讀書計畫書(必)：學習計畫書(中英⽂均可)。
67502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管理學院博⼠班(第⼀校區) Ph.D. Programs i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封中⽂教師之推薦書或⾜以證明申請者中⽂能⼒之推薦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無
67503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財務⾦融學院博⼠班(第⼀校區) Ph.D. Program,Colleg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學術著作(必)：碩⼠論⽂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 6. 作品集(選)：無
67601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機械⼯程系(建⼯/燕巢校區) PhD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設計與製造：精密機械設計、機構設計、最佳化設計、電腦輔助設計與⼯程分析、衝擊與破壞⼒
學、⽣物⼒學、機器⼈、智權管理、機械視覺、虛擬實境、微系統設計與製造、智慧製造、精密
製造與量測、3D列印、精微加⼯、微細加⼯、塑性加⼯、雷射加⼯、網際網路於遠距加⼯之應
⽤、CAD/CAM、太陽能電池與光電感測元件、微機電系統技術等領域。
2.機光電與控制：機光電整合、⼯業4.0、⾃動化技術、控制理論、電機機械、超⾳波⾺達、壓電材
料應⽤、光學系統設計量測、投影機顯⽰技術、微機電系統、微感測器等領域。
3.材料與能源：微奈⽶製程與檢測技術、材料⼯程應⽤、電⼦材料、射出成形、微成形、機械熱
流、微流體、能源科技（太陽能、燃料電池）、場發射元件、電⼦散熱、磁感測、⾼分⼦加⼯、
⾮傳統加⼯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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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學部成績單總表正本1份、碩⼠論⽂1份、有助於審查之⽂件相關資料各⼀份【例如：著作、發明(圖說)、⼯作經
驗等】
67603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木⼯程系⼟木⼯程科技博⼠班(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Ph.D Program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將智慧⼯程、資訊科技應⽤於⼟木、建築等跨領域整合知識與科技之專業⼈才
1.結構與監控研究學群：智慧建材、智慧監控、智慧設計
2.資訊與管理研究學群：空間資訊、資訊科技、營建管理
3.施⼯與性能研究學群：⼯程材料、⼤地⼯程、施⼯技術
4.永續與防災研究學群：永續⼯程、防災資訊、防災管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無 4. 師⻑推薦函(選)：1封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碩⼠論⽂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7. ⾃傳(必)：六百字以內、附照⽚、附
學習經歷等 8. 讀書計畫書(選)：無
67604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模具⼯程系(建⼯/燕巢校區) Graduate Institute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國⽴⾼雄應⽤科技⼤學『模具⼯程系博⼠班』，是全國⼤專院校中唯⼀以模具科技為主要研究領域之系所，師資專業領域
包括：「固⼒與⾦屬成型」、「模具設計與製造」、「⽣醫與材料」及「熱傳與再⽣能源科技」。師資專⻑多元、軟硬體
設備⿑全，產學合作經驗豐富，是⼀個親產業的優質科系。
研究領域有兩⼤⽅向：
模具技術：尖端材料開發、超薄/⾼亮度/中⼤尺⼨導光板、沖鍛複合製程、連續輥軋與擺輾成型製程、⽣醫產業等模具、
精密成型與表⾯處理、碳纖維複合材料與快速成形技術。連貫的模具技術，包含產品設計、模具材料、模具設計、模具加
⼯、成形分析、模具檢測。
模具應⽤：主要研究⽅向為太陽光電、燃料電池、⾵⼒等之綠⾊能源及⽣物醫學領域之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1份 4. 師⻑推薦函(選)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學部歷年成績單總表正本1份、碩⼠論⽂1份、有助於審查之⽂件相關資料各⼀份【例如：著
作、⼯作經驗等】
67605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電機⼯程系(建⼯/燕巢校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電⼒領域：電⼒電⼦、綠⾊能源、電⼒⼯程、智慧電網。
2.控制領域：控制理論與應⽤、最佳化技術與應⽤、⾃動化技術、光電⼯程。
3.資訊與通訊領域：無線網路通訊、⼤數據分析與資料探勘、雲端計算、機器⼈控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學部成績單總表正本1份、碩⼠論⽂1份、有助於審查之⽂件相關資料各⼀份【例如：著作、發明(圖說)、⼯作經
驗等】
67702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圈學院⽔產科技產業博⼠班(楠梓/旗津校區) Ph. D. Program of Aqua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dustry, College of Hydrosphere Science
系所分則
⽔圈學院⽔產科技產業博⼠班（Ph.D. Program of Aqua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dustry, College of
Hydrosphere Science）成⽴於104年08⽉01⽇，本所將本著「精進前瞻實務技術」、「活絡產學攜⼿鏈結」、「強化創
新創業能⼒」之精神，培育專精務實的實⽤型博⼠為主軸，分階段規劃專業技術與產業實務課程，包括「關鍵技術進階課
程」、「跨領域產學核⼼課程」、「跨領域產業實踐課程」及「產業實務專業課程」。博⼠班規劃⽔產科技產業專業技能
與經營管理之理論實務課程，配合主題式產業實務實習，強化職場體驗的「產業導向學習」，並透過跨領域平台結合產官
學⼈才組成教學諮議團隊，進⾏學習成效評核，以印證實務學習成效及建⽴回饋機制，同時規劃產業實務專家與學校教師
共同進⾏專精實務研究指導，所培育之實⽤型博⼠將能緊密鏈結產業需求，提供⽔產科技產業升級所亟需之尖端實務技術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67504 招⽣名額: 1名 國⽴⾼雄科技⼤學 海事學院海事科技產學合作博⼠班（楠梓&旗津校區） College of Maritime,
Ph. D. Program, Institute of Mariti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海事科技產學合作博⼠班是由海事院的5個系所組成(包含⾏菌技術系、輪機⼯程系、造船及海洋⼯程系、電訊⼯程系、海
事資訊科技系)。考量海洋⼯程專業實務研發⼈員稀少與養成不易，尤其技職體系在⾼級海洋科技⼈才培育⽅⾯更是付之闕
如，為提供栽培⾼階優質的海洋技術及研發⼈才培育，及積極落實國家國艦國造及離岸⾵電海洋政策，遂成⽴以「跨院系
專⻑、永續海洋發展、
技職⼈才優先」國際級技術研究中⼼為標的之「海事科技產學合作博⼠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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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有利於審查之證明 5. ⾃傳(必)：中⽂⾃傳或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
書(必)：中⽂讀書計畫書或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相關中⽂能⼒或檢定成績
證明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4
聯絡電話 886-8-7703202
傳真 886-8-7740457
地址 91201屏東縣內埔鄉⽼埤村學府路1號
網址 http://www.npust.edu.tw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pust.edu.tw/files/40-1016-1416.php?Lang=zh-tw
住宿費⽤： （⼀）住宿費：每⼈每學期6,630元 （⼆）宿舍網路使⽤費:每學期499元。 本校宿舍優先保留給⼀年級
宿舍 新⽣，⼆年級以上學⽣須採抽籤⽅式決定是否能繼續住宿。 住宿⽣未經允許不可任意變更房間 住宿⽣禁⽌在房間
裡製造噪⾳、吸煙、烹飪、熨燙或使⽤電氣設備等...。 學⽣如不服從宿舍的規定將除名，不予再以登記。
⼀、男⼥兼收。 ⼆、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之教務
處及學務處，網址：http://www.npust.edu.tw/。 三、國際事務處電話：08-7703202#6280 ，學⽣輔導中⼼並備
有相關之輔導措施，以照顧指導學⽣。 四、109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 五、
備註
108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學雜費基數$13,250元，每⼀學分費1610
元；⼯學院學雜費基數$13,740元，每⼀學分費1610元；管理學院學雜費基數$11,460元，每⼀學分費1610元；⼈
⽂學院學雜費基數$11,460元，每⼀學分費1610元。
學校
基本
資料

67402 招⽣名額: 1名 國⽴屏東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品醱酵⽣技、品管檢驗及加⼯研發⼈才為教學主軸，採理論與實務並重原則，著重基礎能⼒，並加強⾷品專
業知識與技術之傳授以培育⾷品專業⼈才。
*辨⾊能⼒異常而影響實驗觀察者及肢體有嚴重障礙者，可能難以勝任⼯廠實習課程，宜慎重考慮。
*碩⼠班:
除修畢規定課程及學分數外，申請碩⼠學位考試當學期結束前須完成下列之其⼀，否則當學期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1)須通過全⺠英檢中級初試或同等級英⽂檢定考試。
(2)若畢業前未通過全⺠英檢中級初試檢定(或同等級英檢)，並參加全⺠英檢中級檢定(或同等級英檢)兩次以上測驗，且其
中⼀次測驗成績已達英檢初級複試(或同等級英檢)標準，始可修讀本系認可之2學分英⽂課程，抵免英⽂檢定考試修畢本系
認可之2學分英⽂課程者。（該課程不列⼊畢業總學分數之計算）。
(3)以英語全⽂及第⼀作者身份發表於國際研討會或國際期刊論⽂⼀篇。
*博⼠班:
論⽂發表
(1) 學位論⽂考試前，博⼠⽣⾄少須以第⼀作者發表論⽂於SCI或EI列名（或 相同等級）期刊1篇（含已接受）。
(2) 所發表論⽂必須是該⽣在博⼠班學程內所完成之研究內容⽅得計⼊。
語⽂能⼒測驗
學⽣依規定須通過iBT (New Internet-based TOEFL)61分(含)或CBT（Computer-based TOEFL）173分（含）或PBT
(Paper-based TOEFL）500分（含）以上，或通過語⽂中⼼所舉辦之他國語⽂能⼒測驗（按公務⼈員出國所需他國語⽂
測試成績之標準，為及格標準）；或多益（TOEIC）670分以上；或通過全⺠英檢中⾼級檢定合格者，始得申請學位論⽂
考試；或另增以英⽂寫作且第⼀作者發表論⽂於國內外有審查制度之期刊1篇（含已接受）取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必)：如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
明、作品集、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等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7401 招⽣名額: 1名 國⽴屏東科技⼤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Department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系所分則
博⼠班
⼀、本系為全英語授課，所有課程及考試以英語⽂實施，需以英語⽂作答。
⼆、博⼠研習課程範疇包括：農藝、園藝、植物保護、農村規劃、獸醫、動物學、森林、木材⼯業、⽔產養殖、⾷品科
學、農企業管理及⼟壤與⽔⼯程等。除本系必修課程外，指導教授可依學⽣領域建議開設選修課程。
三、 學⽣在完成本系規定之畢業學分、發表期刊⽂章、通過英⽂能⼒測驗⾨檻（英語系國家外籍⽣除外），並提交博⼠論
⽂後可獲頒國際學院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博⼠」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以中⽂或英語撰寫未來就讀博⼠班研究計
畫書300字內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檢附其他有利審查證明⽂件（如著作、考試及格證書、特殊專⻑、各類得獎紀
錄等）。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檢附英⽂能⼒測驗檢定考試或同等級英⽂檢定考試等證明⽂件。例如托
福、亞斯、多益等英⽂檢定考試。
67404 招⽣名額: 1名 國⽴屏東科技⼤學 農園⽣產系 Department of Plant Industry
系所分則

- 第 118 ⾴ -

以科技發展熱帶永續農業，並以農園作物之研究發展為特⾊，以果樹、蔬菜、花卉、農藝、特藥⽤作物及園林景觀為主
軸，建構安全農業及⽣態環境。配合熱帶農業發展、政府農業政策規劃、因應社會需求及國際現況，培育兼具現代科學基
礎理論及實務應⽤、永續經營之農園藝專業及領導⼈才。以果樹、蔬菜、花卉、農藝、特藥⽤作物及園林景觀為主軸，配
合栽培管理、⽣理、育種改良、⽣物科技、園產品處理技術及有機農業等科技化課程，培育學⽣之專業技術。⼤學部以培
育農園藝⽣產管理及應⽤實務⼈才，碩⼠班以培育農園藝產業之進階管理及研究⼈才，博⼠班以培育農園藝或植物醫學專
業研究領導及管理⼈才為⽬標。有辨⾊⼒異常、⾏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法定傳染病等，宜慎重考慮報考農園⽣產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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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必)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3
聯絡電話 886-2-27712171
傳真 886-2-87731879
地址 10608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號
網址 https://www.nt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tut.edu.tw/p/412-1032-9284.php?Lang=zh-tw
在臺北市和新北市區內，國⽴臺北科技⼤學擁有不同的學⽣宿舍，包含校區宿舍(東校區宿舍)及⾮校區宿舍(新北宿
舍)。房間皆為4⼈⼀間，每間房間提供電話和網路服務，在學期⼀開始必須繳交宿舍費⽤，僑⽣享有半價優惠，每
學期約需5000元，此費⽤不包含寒、暑假期住宿。 新⽣可申請宿舍住宿，前⼆年享有保障，第三年開始由抽籤決
宿舍
定⼊住，因此第三學年開始，學⽣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 境外新⽣第⼀年保障以東校區宿舍為主，第⼆學年起男性
保障以新北宿舍為主，⼥性以南港宿舍為主。臺北科技⼤學擁有最後分配住宿的權⼒。 申請⽅式: 在確認⼊學後，
新⽣可在回覆就讀意願時，同時回覆是否想要住宿於臺北科技⼤學宿舍。
⼀、國⽴臺北科技⼤學（⼜名臺北科⼤，原臺北⼯專），創⽴於1912年。⽇治時期為訓練⼯科技師的講習所，成⽴
⼀百多年來，在臺灣經濟起⾶轉型的時代，扮演著重要的⼯業推⼿，秉持務實致⽤的教學及研究特⾊，培育無數優
秀⼈才投⼊⼯商產業，⽬前臺灣企業中，10%的中小企業創辦⼈、董事與執⾏⻑，皆為臺北科技⼤學畢業的校友，
因此本校素有「企業家搖籃」之美稱，深獲社會好評。 ⼆、本校為實務研究型⼤學，擅⻑⼯程領域，在設計、研發
以及技職教育也居領先地位，務實致⽤的教學與研究⼀直是本校特⾊，教師與⼯、商、科技業界往來密切，擁有最
⾼⽐例的產學研究案。本校也格外強調實習實作，學⽣在學期間有業界教師輔導，所學為企業所需，畢業前皆已有
業界實習經驗，為企業晉⽤⼈才⾸選，應屆畢業⽣就業率⾼達97%。近年於《遠⾒》及《Cheers》雜誌企業最愛
⼤專校院畢業⽣調查中，本校於各項排名均名列前茅，更為企業最愛公⽴科技⼤學。 三、本校因與世界各國交流頻
繁，國際學⽣眾多，⽬前約有1000位境外⽣分別來⾃超過世界50個不同國家。為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臺北科⼤也
備註 特別增加英語授課，同時與許多世界頂尖⼤學及學術機構締結姊妹校與學術研究合作，提供學⽣出國交換留學、國
際合作交流及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機會，培養學⽣國際觀與國際移動⼒。 四、本校全數⼯程系所皆獲IEET認證通
過，學歷被Washington Accord會員國（包含⾺來西亞、新加坡、香港、⽇、韓、美、加、英、澳、紐等）承
認，管理學院獲AACSB國際認證，畢業⽣具國際競爭⼒。 五、本校位於台北市中⼼，雙線捷運交會口，左鄰繁華
的東區流⾏商場及影城，右近華⼭⽂創園區及全台最⼤的3C資訊批發賣場-光華電腦商圈，交通便捷，資訊發達，
⽣活機能完整。 六、本校備有男、⼥學⽣宿舍，新⽣優先安排住宿，並享有住宿費減半優惠，宿舍床位前2年享有
保障，第3學年起，宿舍床位之申請將以抽籤⽅式決定，學⽣在進⼊第3學年之前，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 七、本校
針對研究所新⽣，發放「優秀國際研究⽣獎學⾦」，完成註冊後可獲⼀學年免學雜費與每⽉12000元獎學⾦，第⼆
學年開始憑成績及發表⽂章表現申請續領。 ⼋、接獲分發通知後，錄取通知書及就讀意願調查將以電⼦郵件⽅式寄
發，報名時請留下正確的電⼦郵件地址，並依電⼦郵件指⽰，在期限內回覆是否就讀，未回覆者視同放棄就讀。
學校
基本
資料

67302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班 Doctoral Program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研究所博⼠班之設⽴，著眼於應付21世紀電機與機械科技趨向整合之世界潮流，本研究所研究領域除本業科技之精進
外，融合機械、電機、電⼦、⾞輛、空調、低溫科技、光電、資訊⼯程、⾃動化科技、製造科技等相關領域之科技，成為
我國發展整合性機電精密科技之研發重點，及⼈才培育中⼼。
本班下設三組：機電整合組、⾞輛組、⾃動化組。研究領域包含：機電整合組(機電整合、微光機電系統、精密機械與創新
設計、⽼⼈醫⼯)、⾞輛組(⾞輛底盤與結構技術、智慧⾞輛與電動⾞技術、先進動⼒技術)、⾃動化組(視覺系統技術、智
慧型系統與控制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
百分⽐資料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
(1) 專業成果
(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之期刊論⽂。 6. ⾃傳(必)：⾃傳及學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
⼈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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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03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程系 Department of Energy & Refrigerating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將密切關連之能源、冷凍與空調的核⼼科技結合為共同之應⽤，研究及發展重點包含：
1. 冷凍與空調⼯程：冷凍與空調系統技術、空調舒適度、空調系統最佳化操作策略、室內空氣品質控制、儲冰空調系統、
防⽕排煙技術、⾃然冷媒技術、新世代冷媒與冷凍系統、冷藏冷凍庫設計、⾷品冷凍⼯程、⽣物醫學低溫技術。
2. 環境與控制技術：⾼科技製程環境之設計與控制、無塵無菌室設計、氣流與⾼潔淨度控制技術、應⽤於⾼科技⼯業之製
程及真空設備、超低溫技術、精密溫控技術、微機電系統、電腦與⾃動控制。
3. 能源與熱流科技：冷凍空調節能技術、能源管理技術、監測控制與節能科技、建築節能技術、⾮電⼒空調與汽電共⽣技
術、再⽣能源發電系統、發電廠系統節能設計、能源與環境相關科技、熱交換器設計、氣流模擬分析、計算流體⼒學、固
液相變過程之熱質傳研究、電⼦冷卻、兩相熱對流、微/奈⽶熱流、熱流⼯程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若有排名
及百分⽐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1) 專業成果
(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論⽂。 6. ⾃傳(必)：⾃傳及學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學經
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7308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研究重點：
1. 電⼒與能源⼯程：
智慧電網、能源監控與管理、電⼒系統保護與協調、軌道電⼒系統、再⽣能源對系統衝擊及減緩、電⼒系統品質、無⼈⽔
⾯載具、微電網、奈⽶科技、電⼒系統穩定度等。
2. 電⼒電⼦：
電⼦電路設計、電⼒電⼦IC設計、PC電源技術、通訊電源技術、變頻器及相關應⽤技術、電磁⼲擾防制、DSP晶⽚應⽤技
術、LED驅動器研製、太陽能發電系統研製、熱電轉換系統研製、⾺達控制與設計、機電整合等。
3.控制⼯程：
智慧型控制、智慧家庭、穿戴式裝置、物聯網技術、節能控制、3C整合控制技術、⾺達與運動控制、DSP晶⽚控制技術、
視覺伺服控制、機器⼈控制與應⽤、視覺檢測與監控、尖端控制理論與應⽤等、電⼒⼯程智慧型控制、智慧型電機控制驅
動系統、智慧型網路控制應⽤、⾺達故障偵測、無線感測器網路應⽤、電⼒數位訊號處理等。
4.資通⼯程⼀：
⾏動無線通訊系統、光纖通訊、展頻通訊、編碼及消息理論、影像與視訊處理、語⾳處理、⾳訊處理、適應訊號處理、多
媒體通訊、⾼速光纖網路、⾏動無線網路視訊網路、網際網路、IP-電信系統、資通訊技術(ICT)應⽤於遠距照護、4G&5G
⾏動通訊系統、智慧聯網平台等。
5.資通⼯程⼆：
IC設計、多媒體網路、雲端運算、資訊檢索、智慧型代理⼈、網路可靠度分析、醫學影像、機器學習、電腦視覺、⾼效能
巨量資料計算、GPU圖形處理器平⾏計算、遙感探測系統、圖形辨識、GPU嵌⼊式系統、物聯網技術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若有排名
及百分⽐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1) 專業成果
(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論⽂。 6. ⾃傳(必)：⾃傳及學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學經
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7304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研究重點：
1. 計算機⼯程：
含醫電資訊⼯程、⽣醫電⼦、⽣醫資訊、醫電⼯程、遠距健康照護、嵌⼊式⽣醫系統設計、物聯網、單晶⽚處理器、微電
⼦應⽤、資訊家電、VLSI系統設計、微處理機系統、嵌⼊式系統、無線感測網路、⾞載資通訊、擴增/虛擬/混合實境、⼈
機介⾯、視覺影像處理、多媒體通訊、多媒體晶⽚系統設計、⾮同步邏輯技術、多媒體串流、⼤數據分析、雲端計算、智
慧雲端運算、⾏動管理、機器學習、⾏動運算等。
2. 通訊與訊號處理：含無線通訊網路、⾏動通訊、信號處理、語⾳信號處理、語⾳/語者/語⾔辨認、語⾳合成、電腦輔助
語⾔學習、語⾳資訊檢索、⾳訊處理與⾳樂資訊檢索、基頻通訊電路架構設計、消息理論和資料壓縮、錯誤控制碼、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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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通訊、無線區域網路應⽤、定位及追蹤技術、無線展頻通訊、新世代資通訊技術、4G/5G、MIMO/OFDMA、巨量
MIMO、MANET、D2D、IoT等。
3. 電波⼯程：含數值電磁、⾼頻電路、天線、電波傳播、無線通訊電磁應⽤、⾼頻⾃動量測應⽤、微波積體電路設計、微
波零組件、射頻積體電路、射頻收發系統、無線⽣醫感測、通訊電⼦、微波介質共振器、雷達遙測、無線傳能、最佳化演
算法之微波應⽤、射頻功率放⼤器等。
4. 積體電路與系統：
含VLSI設計、數位通訊晶⽚設計、類⽐積體電路設計、混合訊號積體電路設計、電源管理晶⽚設計、射頻積體電路設計、
⽣醫積體電路設計、數位多媒體晶⽚設計、電⼒電⼦積體電路設計、電腦輔助設計⾃動化、軟硬體共同設計、FPGA系統
設計與驗證、SOC系統設計、微波與毫⽶波積體電路設計、儀控電路系統設計、半導體元件設計、製程、模擬及模型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
百分⽐資料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
(1) 專業成果
(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之論⽂。 6. ⾃傳(必)：⾃傳及學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學
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7310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軟體系統」、「多媒體系統」與「網路系統」等三⼤特⾊研究領域為核⼼，發展兼具實⽤性與前瞻性的資訊科
技，畢業學⽣普獲業界好評。
1. 軟體系統：本系以物件導向技術為基礎，研發元件式軟體，並運⽤設計樣式 (Design Patterns)發展軟體應⽤架構
(Application Frameworks)與軟體⼯程技術。相關研究實驗室有「軟體系統實驗室」、「軟體⼯程實驗室」、「軟體開
發與測試實驗室」、「智慧型系統實驗室」等。
2. 多媒體系統：本系「多媒體系統與傳輸」研發團隊，專研多媒體編解碼、傳輸與整合，積極開發各項關鍵技術與前瞻系
統。相關研究實驗室有「視訊編碼與傳輸實驗室」、「⾳訊信號處理實驗室」、「多媒體資訊與技術整合實驗室」、「計
算機圖學實驗室」、「互動媒體實驗室」等。
3. 網路系統：本系「無線及寬頻網路系統」研發團隊，專研⾏動計算、感測網路系統、無線區域網路及隨意網路、⾼速網
路存取及路由機制、通訊網路資源配置與效能評估等研究主題。相關研究實驗室有「無線與寬頻網路實驗室」、「網際網
路應⽤與服務實驗室」、「應⽤計算實驗室」、「網路資訊檢索實驗室」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
百分⽐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1) 專業成果
(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之期刊論⽂。 6. ⾃傳(必)：⾃傳及學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
⼈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7305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光電⼯程為光學、機械、電⼦及材料的綜合技術；而本系的研究⽅向係結合相關產業技術開發，主要集中在以下四⼤領
域：
1. 光通訊：光通訊領域主要專注於光纖接取網路、半導體光電元件與光電訊號處理之研究，其中研究主題包括微波光纖傳
輸系統、分波多⼯光纖網路、光纖有線電視系統、⻑波⻑單光⼦元件與應⽤、慢光效應於光訊號處理之應⽤。
2.顯⽰科技：本領域研究液晶顯⽰器以及有機發光元件之相關技術，主要探討其光電與物理特性，並針對顯⽰品質的改
良，開發新型的顯⽰模式。另外，針對關鍵零組件與材料產業探討其內容與現況，以及預測未來該產業之發展趨勢，以進
⼀步獲得更新與更有價值的技術與專利。
3. 光學⼯程：「光學⼯程」學群是利⽤「幾何光學」、「波動光學」及「量⼦光學」等光學理論來研究和開發光學系統，
其中之技術包含光學設計、光學鍍膜、光電量測、短脈衝雷射、近場光學、遠場繞射光學、光儲存、光資訊處理、與⽣醫
光電等領域之應⽤，且本研究群積極提供臺灣光電產業所需「光學技術」的諮詢服務。
4. 光電材料與元件：本領域主要研究⽅向為研發新穎的發光⼆極體（LED）、檢光元件、太陽能電池、積體光學元件、三
元及四元化合物半導體、光電材料薄膜及奈⽶結構製程開發，並進⾏各種半導體摻雜之研究、元件結構設計及構裝、元件
的製程與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
百分⽐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1) 專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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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期刊論⽂。 6. ⾃傳(必)：⾃傳及學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
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7307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系博⼠班化學⼯程博⼠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研究重點：
1. 化學程序⼯程：
輸送現象、程序⼯程、相平衡、特⽤化學品、電化學、分離程序、熱物性、分⼦界⾯科技。
2. ⽣化與⽣醫⼯程：
⽣化⼯程、⽣物技術、⽣醫材料。
3. 材料與奈⽶⼯程
材料⼯程、⾼分⼦材料、半導體材料、奈⽶材料、奈⽶科技。
4. 光電能源與環境
光電材料、半導體製造技術、鋰電池、燃料電池、清潔⽣產、能源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
百分⽐資料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
(1) 專業成果
(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期刊論⽂。 6. ⾃傳(必)：⾃傳及學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
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7309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管理學院管理博⼠班 PhD Program in Management, College of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管理學院管理博⼠班下分三組，重點研究領域如下：
1. ⼯業⼯程與管理組：⽣產管理與製造服務、管理科學與決策、產業電⼦化及資訊應⽤。
2. 經營管理組：⾏銷管理、財務管理、組織管理、服務與科技管理領域。
3. 資訊與財⾦管理組：資訊管理、財務⾦融管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
百分⽐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1) 專業成果
(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之期刊論⽂。 6. ⾃傳(必)：⾃傳及學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
⼈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7301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科技⼤學 設計學院設計博⼠班 Doctoral Program in Design
系所分則
由設計學院整合院內建築系、⼯業設計系、互動設計系之學術專業發展⽅向與資源進⾏運作的整合型博⼠班，設計博⼠班
整合不同領域的設計學⾨，透過相互的差異激盪，培養「創意的⽣產者」。課程規劃具多元廣度，得依個⼈研究專向與探
討領域，選擇各學⾨研究專業課程。研究領域涵蓋產品、家具、室內、建築物、⼾外庭園、住家、社區、都市空間的規劃
與設計之完整專業，並結合科技數位互動設計展⽰應⽤。
研究重點如下：
1. 永續環境設計：
永續環境與空間設計、都市與社區之永續發展、綠建築與健康環境之規劃設計、歷史⽂化資產保存、再⽣能源與環境倫
理、建築與都市防災。
2. ⽂化創意設計：
⽂化創意設計管理、⽣活型態研究、創新產品設計、家具與室內設計、數位科技應⽤、⼈因與通⽤設計、互動設計及服務
設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
百分⽐為佳。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實作成品請附相關之圖⽚、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1) 專業成果
(2) 專⻑或特殊能⼒證明
(3) 獲獎證明
(4) 語⽂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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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薦函 5. 學術著作(必)：碩⼠論⽂、國內外發表之期刊論⽂。 6. 作品集(必)：不限形式。 7. ⾃傳(必)：⾃傳及學
習研究計畫，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含研究興趣與讀書計畫等)/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2
聯絡電話 886-5-5372637
傳真 886-5-5372638
地址 64002雲林縣⽃六市⼤學路3段123號
網址 https://www.yuntech.edu.tw/index.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dx.yuntech.edu.tw/index.php?
⾦
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61&Itemid=627
宿舍 1.第⼀年保障住宿，第⼆年起須參加在校⽣抽籤。 2.⼤學部為四⼈⼀室。
⼀、本校備有學⽣宿舍。⼆、修課內容及畢業條件參照各系所修業規則。三、在交通⽅⾯，無論是⽕⾞或⾼速公路
⾄本校均⾮常便利，另本校每⽇有8班次校⾞提供全校師⽣往返⽃六⽕⾞站接送服務。四、109學年度學雜費之收費
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8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學雜費基數：NT$10,939(企管系、
備註
創管學位學程、財⾦系、會計系、應外系、技職所、休閒所、漢學所、科法所)、NT$12,940(除前述⽂法商系所外
其他各系所)；學分費(每學分)：NT$1,540。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獎助學
⾦、⼯讀機會可供申請。
學校
基本
資料

67201 招⽣名額: 1名 國⽴雲林科技⼤學 ⼯程科技研究所⼯程科技組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程科技研究所博⼠班之⽬標係為培育⾼級科技⼈才，並提供在職進修管道，增進產學合作關係，推動產業技術升級。本
所發展特⾊如下：
1. 發展⽅向涵蓋電機與通訊⼯程、資訊⼯程、半導體與光電⼯程、防災與環境資源、營建⼯程等。
2. 本所各領域之基本設備相當⿑全，設備互相⽀援。
3. 配合國家經建發展需要，培育⾼級科技⼯程⼈才。
4. 積極推動科技整合，發展重點研究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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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學術著作(必) 9. 進修計畫書(必) 10.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11. ⾃傳(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
67212 招⽣名額: 1名 國⽴雲林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現有15位專任教師，均具博⼠學位，其中教授10位、副教授3位、助理教授2位，未來將增聘⾄18位專任教師。本系所
師資涵蓋⽣物化學、電化學⼯程、材料化學、污染防治、分離技術、⾼分⼦複合材料、⽣醫⼯程與災害防治等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學術著作(選) 7. 進修計畫書(必) 8. 作品集(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必)
67203 招⽣名額: 1名 國⽴雲林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選) 6. 進修計畫書(選)

5. 學術著作

67207 招⽣名額: 1名 國⽴雲林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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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
67209 招⽣名額: 1名 國⽴雲林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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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有完善之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資訊技術與資訊管理並重。本系積極培植善⽤資訊技術，有利提升企業營
運效率與效能，並具個⼈獨特競爭優勢的資訊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67210 招⽣名額: 1名 國⽴雲林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傳(必)
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

67211 招⽣名額: 1名 國⽴雲林科技⼤學 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本校管理學院於2014年通過AACSB國際認證，2019年通過再認證，此認證實質肯定本系多年來投⼊教育與學術研究之努
⼒。本系共12位專任教師並延聘產學專家擔任兼任教師，專⻑領域包含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稅務法規及信
息審計等。融合信息技術、法律與專業軟體（ERP、統計分析及審計）於會計專業課程，並定期舉辦研討會及專題講座，
培養專業研究與教學能⼒之會計與產業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作品集(選) 5. ⾃傳(必) 6. 讀書計
畫書(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 (如中⽂檢定、曾修習之中⽂課程)，或是中⽂程度簡述。
67205 招⽣名額: 1名 國⽴雲林科技⼤學 設計學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系所分則
系所特⾊：
1.設計研究：提供多元化、在地化以及國際化之設計研究課程，辦理專題演講、獨⽴研究，設計研究論壇，拓展 設計知
識，暢通設計相關領域⼈⼠與教師在職進修管道。
2.⽂化交會：廣納不同設計領域的在地學⽣、交換⽣與國際學⽣，給予學⽣接觸跨領域的學習環境，藉由彼此互動及交
流，達到學術與⽂化交流之⽬的。
3.科技整合：結合產、官、學、研的整體資源，著眼「科技整合藝術」及「AI技術應⽤」，追求「設計科技化、表現藝術
化」。
4.創意產業：運⽤科技與創新研發，推動⽂化創意整合設計，連結系所、校際、產業之資源，協助⽂化創意產業發展，如
農業、觀光與宗教⽂創產業等以擴展我國在地⽂化影響⼒。
5.國際交流：參與國際研討會、國際論壇、國際設計研習營、國際設計競賽與網路視訊交流，以及推動國際交換學⽣等⽅
式，促進學⽣國際交流的機會。
6.全球視野：「放眼全球．在地⾏動」，透過外語能⼒檢定機制、外語授課、英⽂論⽂撰寫與外語論⽂發表，累積研究成
果及海外經驗，厚實師⽣全球化之洞⾒觀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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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學術著作(選)：碩⼠論⽂、已發
表學術論⽂集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發明專利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67213 招⽣名額: 3名 國⽴雲林科技⼤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教育⽬標旨在培育技職教育與訓練領域的⾼級研究⼈才，招⽣以在職⼈員為主，包含在職的技專校院教師、⾼職教師、以
及產業界從事與教育訓練⼯作有關之在職⼈員，著重應⽤研究導向課程，並可在本校其他碩、博⼠班課程選修若⼲課程加
強其原有的專⾨領域知能，教育重點：
1.應兼具規劃與執⾏研究的能⼒，且亦能從所處情境背景、區域社會⽂化、當地產業科技與經濟發展等脈絡，探索、發
展、綜合與評析國內外技職教育發展的問題與實務。
2.需能將研究成果應⽤於實際⼯作情境，以期提升其專⾨領域⼯作品質與效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78
聯絡電話 886-5-6315108
傳真 886-5-6310857
地址 63201雲林縣虎尾鎮⽂化路64號
網址 https://www.nfu.edu.tw/zh/
承辦單位 綜合教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scholarship-news.html
學校
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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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 本校備有學⽣宿舍，並保障新⽣住宿；依⽬前住宿辦法，僑⽣及港澳⽣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未盡事
宜悉依本校學⽣宿舍相關規定辦理，詳情逕洽本校⽣活輔導組，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life.html
國⽴虎尾科技⼤學創⽴於1980年，已有近39年的歷史，本來為國⽴雲林⼯專，是過去台灣三⼤⼯專之⼀，於2004
改名為現在校名。⽬前本校有四個學院：⼯程學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共有21個系組，18個碩⼠
班，2個博⼠班，學⽣約10,000⼈。本校的優點：1. 歷史悠久，辦學績優(持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典範科⼤
備註
補助。2. 因為是公⽴學校，因此學費較低廉。3. 依⽬前住宿辦法，僑⽣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4.本校
居雲林縣中⼼位置之虎尾鎮市區，交通⽅便，距雲林⾼鐵站15分鐘，78號快速道路5分鐘，中⼭⾼15分鐘，客運⾞
站就在學校旁邊。
67802 招⽣名額: 3名 國⽴虎尾科技⼤學 動⼒機械⼯程系機械與機電⼯程博⼠班 Department of Powe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對⾼科技產業之能源科技、機電整合、微機電應⽤、精密傳動系統、⽣醫⼯程、創意設計有興趣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畢業證書/修
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1份 4. 師⻑推薦函(必)：1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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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1份 7.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1份 8. 學術著作(選)：1份（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9. ⾃傳(必)：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0.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
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67801 招⽣名額: 3名 國⽴虎尾科技⼤學 光電⼯程系光電與材料科技博⼠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Electro-Optical
and Materials Science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事業學識與技術訓練，為國內光電科技與產業培育⾼級技術⼈才，使具備光電、半導體、平⾯
顯⽰器等相關知識與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
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6. ⾃傳(必)：(1)中⽂⾃傳
(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7.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書(選)：1份 （含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必)：1份

國⽴臺灣科技⼤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71
聯絡電話 886-2-27301190
地址 10607台北市⼤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網址 http://www.n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及研教組

傳真 886-2-27376661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詳情逕洽本校
⼀、本校創⽴於西元1974年，為臺灣第⼀所技術職業教育⾼等學府，設置6個學院(⼯程、電資、管理、設計、⼈⽂
社會、應⽤科技等)、24個系所(如簡章所列)，近年辦學成就卓越，於2019亞洲⼤學排名第61名(全臺灣第四)；
2020年QS世界⼤學排名251名(全台灣第五)；德國iF國際設計獎世界⼤學積分(2010⾄2015年)，連續5年蟬聯全球
備註
第⼀。 ⼆、本校位於台北市⽂教區，鄰近公館捷運站，交通便利及⽣活機能優越。本校與臺灣⼤學、臺灣師範⼤學
組成「國⽴臺灣⼤學聯盟」，共享教學資源，學⽣可跨校選課。 三、對於經濟上有需要之學⽣，本校提供各類獎助
學⾦(含清寒僑⽣助學⾦)或校內⼯讀機會。
67109 招⽣名額: 2名 國⽴臺灣科技⼤學 應⽤科技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應⽤科技研究所』包含、醫學⼯程領域(博)、數位學習與科學教育領域(博/碩)、⾊彩與影像科技領域(博)、科技政策與
法律(博)以及能源科技(博/碩)等跨領域研究⽅向，課程內容多元且具特⾊。
2.各領域均有諸多研究/合作計畫，外籍教師與研究⼈員⽐例⾼，具備國際化研究環境，學術發表成果豐碩，歡迎各專⻑學
⽣加⼊。
3.可排定專責教授，協助安排學⽣課程相關事宜，順利修課與融⼊校園⽣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第 125 ⾴ -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
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資料（相關課程或研究經
歷、碩⼠論⽂、著作、獲獎證明、⼯作經歷等）。
6710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and Control
系所分則
本所之成⽴乃是因應未來⾼科技產業對於⾃動化製造、智慧型控制及機電光整合控制技術之⼈才需求。本所專任師資有7
位，教師專⻑亦橫跨機械⾃動化、智慧型控制、機器⼈、光機電、微奈⽶檢測等領域之教學與研究。本所將促進產業學合
作和國際學術交流，希望畢業⽣能快速投⼊產業或在國內外深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研究所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
習研究計畫1份。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著作、專題
報告、獲獎事實、碩⼠論⽂等）。 6. ⾃傳(必)：⾃傳1份。
67115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的在培育具有⾼度技術基礎的機械⼯程師，其課程內容涵蓋機械⼯程之固⼒設計、製造、熱流、控制與材料等
五⼤領域。學⽣除了接受機械⼯程基本學科訓練外，還要學有專精，系所內亦提供「校外⼯廠實習」課程，藉由業界⼯廠
提供⼯讀機會，使本系學⽣在學術理論外獲得之實際⼯廠實作訓練，以培育機械系畢業⽣得以在⼯業界職場時迅速發揮其
潛能。歡迎具電機、電⼦、機械、化⼯、材料、醫⼯、數學、物理、化學等相關⼯程領域的同學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成績單正本各⼄份。 3. 師⻑推薦函
(必)：教授推薦函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著作、獲獎事實、證照、社團活動
等）。 5. 學術著作(選)：碩⼠論⽂。 6.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劃書。 7. ⾃傳(選)：個⼈簡歷（含特殊事蹟）。
6710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材料科學與⼯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材料科學與⼯程系的教學研究發展⽅向，分為有機⾼分⼦材料、材料製程及無機固態材料等三領域，有機⾼分⼦材料領域
研究開發功能性⾼分⼦、⾼性能有機材料、複合材料、⾼分⼦薄膜材料、先端⾼分⼦材料合成、有機光電元件、⽣醫材料
及綠⾊能源材料、⾼分⼦發泡材料，發展最新之奈⽶、光電及⽣醫等先端科技。材料製程領域研究開發材料加⼯製程技
術、製造系統之CAD/CAM、電腦整合製造及相關⼯程設計與⽣產⾃動化技術。無機固態材料領域研究開發⾦屬玻璃、電
⼦陶瓷材料、⾮晶質合⾦、電晶體元件、半導體薄膜材料、燃料電池、微感測器、發光及被動電⼦元件及太陽能電池材
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
教授推薦函⼄份。 4. 學術著作(必)： 碩⼠論⽂及著作。 5. ⾃傳(必)：⾃傳（含研究興趣、讀書計畫）。 6.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證明⽂件。
6710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之研究發展著重於營建管理、⼤地⼯程、結構⼯程、營建材料及資訊科技等五⽅向，並特別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及跨
領域之科技整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部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學習研究計畫書1份。 4.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
專題報告、著作、獲獎證明、證照、專利等）。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傳(必)：⾃傳1份。
67110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化學⼯程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宗旨在培育國際⼀流的化學⼯程研發及技術⼈才，暨進⾏尖端創新之研究。本系教師之研究專⻑包含分⼦科學與⼯
程、界⾯科學及奈⽶技術、光電與能源技術、清潔⽣產技術等領域，涵蓋產品與製程的設計、施作、與優化。本系具充沛
研究能量，強調學習與產業應⽤之連結。教學部份兼顧基礎理論與專業技能知識，並提供學⽣實際動⼿作之實務課程、暑
期實習、與整學期的實習等機會。本系積極推動國際化，提供⼤學部以及研究所英語課程、與國際化學習環境，以培育具
有宏觀視野的化學⼯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讀書及研究計畫書1份。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如重要競賽成果、技能檢定證照證明、研究報告、社團表現或其他⾜以證明學⽣優秀之資料）。 6. 學術著作(選)：碩
⼠論⽂。 7. ⾃傳(必)：⾃傳1份。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證明。
6710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發展涵蓋了許多前瞻性的電⼦科技，如綠能電⼦、無線通訊與信號處理技術、類⽐電路及IC設計、雲端科技、數位
家庭、半導體技術、奈⽶材料、光電元件、次系統與系統、影像顯⽰技術與照明、⽣醫電⼦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學習研究計畫書1份。 4.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專題
報告、著作、獲獎事實、推薦信等）。 6. ⾃傳(必)：⾃傳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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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0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為實現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在各專業科⽬上加重理論薰陶之⽐重。可分為電⼒與能源、電⼒電⼦、系統⼯程、積體電
路與系統、資訊與通訊、電信⼯程等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成績單正本1份。 3. 師⻑推薦函(選)：推薦
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著作、獲獎事實、證照、社團活動等）。 5. 學術著作
(選)：碩⼠論⽂。 6.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畫書。 7. ⾃傳(必)：個⼈簡歷（含特殊事蹟）。
6711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標強調資訊理論及技術的研發，並使其成功地運⽤在產業中。課程內容以培養資訊⼯業所需⼈才為主。並強
調跨領域之結合、建⽴相關課程之實驗室，加強理論與實務之配合教學、強調計算機軟硬體系統之實務，以落實教學及研
究成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學習研究計畫書1份。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
專題報告、著作、獲獎事實、推薦信等）。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畫書。 8. ⾃傳
(選)：⾃傳1份。
67107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光電⼯程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光電⼯程研究所⽬前的研究⽅向包括顯⽰照明、薄膜元件、光電半導體、微光學元件與系統、⽩光發光⼆極體、太陽能發
電、奈⽶材料等。本所除結合本校電⼦∕電機所、機械所與材料科學與⼯程所進⾏研究外，還積極參與國科會、經濟部、
⼯研院、產業界等的合作研究，推展產學合作計畫，並且加強國內外之學術交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學習研究計畫書1份。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專題
報告、著作、獲獎事實、推薦信等）。 6. ⾃傳(選)：⾃傳1份。
67112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標，在於因應我國產業發展之需要，配合技職教育體系之發展，培育企管專業⼈才。在課程的規劃與發展
上，係以企業策略與管理、組織與⼈⼒資源管理、⾏銷管理為重點，再結合財務會計及電腦資訊等相關理論與應⽤課程，
期望培植本系畢業⽣成為全⽅位的經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份（含名次證明）。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專業領域成就證明、學術著作及
其他相關證書及證照）。 5. 學術著作(必)：碩⼠論⽂。 6. ⾃傳(必)：個⼈書⾯資料（個⼈學經歷簡介、⾃傳、進修計
畫，其中進修計畫需包含申請動機）。
67111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89年，以培育商業及產業資訊管理領域專業技能⼈才為⽬標。分為三個主要研究學群：資訊科技與應⽤、企
業系統與管理、計量運算與資訊安全。而新的研究領域包含有物聯網、⾞聯網、雲端計算、⼤數據分析、⾦融科技、第三
⽅⽀付與⼯業4.0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應屆畢業⽣交有蓋註冊章之學⽣證影本）。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
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資料（如專題報告、著作、獲獎事實
等）。 5. 學術著作(選)：碩⼠論⽂。 6.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畫書。
67114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設計系 Dept. of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強調設計理論與技術發展、培育跨領域設計整合⼈才及具備前瞻性之設計國際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論⽂研
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資料（例如：得獎證明紀錄、英
⽂能⼒證明等）。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作品集(必)：作品集。 8. ⾃傳(必)：(1)個⼈簡歷（含特殊事
蹟）。(2)請註明報考組別。
67103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本系之⽬標為培育具⼈⽂關懷、創意思考與國際競爭⼒之建築專業⼈才，學習領域主要包括：(1)建築設計與計畫(2)建築
歷史與⽂化(3)建築思維與理論(4)建築經營管理(5)建築數位科技(6)建築環境科技(7)智慧綠建築(8)建築構造與防災(9)都市
設計 (10)室內設計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年成績單⼄份（含名次證明）。 3. 學習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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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劃書(必)：研究⽅向與專業領域選擇。 4.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
資料。 6. 學術著作(選)：碩⼠論⽂。 7. 作品集(必)：作品集⼄件。 8. ⾃傳(必)：個⼈簡歷（含特殊事蹟）。
67116 招⽣名額: 1名 國⽴臺灣科技⼤學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Digital Learning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所以多元卓越、科技整合、知識創新和全⼈教育為發展主軸，以數位學習為主要發展⽅向，發展⽬標包括：
●培育數位學習與教育相關研究⼈才，推動數位學習與教育之研究與發展。
●提升教育相關⼈員及學校教師之資訊素養，以及資訊融⼊教學之整合能⼒。
●培育數位學習相關產業跨領域專業⼈才，提升數位學習產業之品質與產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
信⼀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資料（例如：碩⼠論⽂）。 5. 進修計畫書(必)：進修計畫書。
6. ⾃傳(必)：⾃傳。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學校代碼
85
聯絡電話 886-2-28227101ext.2733
傳真 886-2-28206729
地址 11219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網址 http://www.ntunhs.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ntunhs.edu.tw/files/13-1002-15374.php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創⽴于1947年，是臺灣專⾨培育國家護理與健康科技⼈才之國⽴⼤學。本校配合⼈在⽣命週期所呈現不同階段
的健康照護需求，培育從出⽣到終⽼階段所需相關護理、健康照護⼈才。⽬前設有護理學院、健康科技學院、⼈類
發展與健康學院，下設⼗⼆系⼗⼆研究所和⼀中⼼。 ⼀、辦學績效 1.本校畢業⽣就業率達95% 2.本校護理系獲選
為臺灣黃⾦科系第⼀名!! 3.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學 4.榮獲教育部評選為典範⼤學 。 ⼆、教學特⾊ 1.提供
備註 多元學習管道/專業機構實習機會 2.提供學⽣取得國際專業證照與國家證照 3.培養學⽣專業與實務能⼒，畢業等於
就業 4.開設海外研修課程，提升學⽣國際競爭⼒ 三、僑⽣就學優惠條件 1.學費：國⽴⼤學收費，每學期約新臺幣
2~ 3 萬元。 2.設置僑⽣獎學⾦與優先⼯讀機會。 3.住宿：保障住宿優先權，住宿費每學期臺幣 6,000 - 9,000元。
4.交通: 位於台北市中⼼，步⾏5分鐘即可達捷運站。 5.國外學習：提供海外研修課程與國際雙學位課程，提供出國
獎學⾦補助。
學校
基本
資料

68501 招⽣名額: 1名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護理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護理系（所）包含學⼠、碩⼠、博⼠，為因應我國醫護教育政策及本校中⻑程計畫，強調「以⼈為核⼼」的照護，配合不
同⽣命週期中之不同的健康照護需求，發展創新護理科技及健康照護模式，並融合專業核⼼價值，包括關愛、專業倫理、
批判性思考及⾃我主導學習、基礎⽣物醫學科學、護理技能與溝通與合作、克盡職責、管理與領導、研究與國際視野等核
⼼素養的培育培訓護理專業及進階護理專業⼈才，以符合我國健康照護體系就業市場所需之醫護專業⼈員。.
申請資格: 國內公私立⼤學校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畢業取得護理或護理相關碩⼠學位，並領有護理師證書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國內公私立⼤學校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畢業取得護理或護理相關碩⼠學位，最⾼學歷畢業
證書影本，⼀式⼆份。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和碩⼠班歷年成績單，各⼀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中⽂學習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應屆畢業⽣需有⼀封指導教授推薦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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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臨床及教學資歷（請繳附證明，含學經歷表）。 6. 專題成果
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作傑出表現（請繳附證明）。 7. 學術著作(必)：已發表之著作影本。 8. 相關證照或檢定
證明(必)：護理師證書 9. ⾃傳(必)：中⽂⾃傳，⾄多五⾴。 10. 讀書計畫書(必)：中⽂博⼠班研究計畫書，⾄多五⾴。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87
聯絡電話 886-6-2533131
地址 71005台南市永康區尚頂⾥南台街1號
網址 https://www.s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傳真 886-6-2546743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請有意願申請住宿之境外學⽣⾃⾏上網⾄本校新⽣專區登記，再由⽣輔組確認後請學⽣預先繳床位費後，再統籌安
宿舍
排。
南臺科技⼤學秉著「發展科技與⼈⽂並重的多元學習學程，培養學養兼具的優質⼈才」及「⽴⾜台灣、放眼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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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佈局」的理念進⾏辦學，並以成為國際頂尖科技⼤學為⽬標。 商管學院各系皆已通過AACSB認證，⼈⽂社
備註 會學院於台灣教育部科⼤評鑑中皆獲得通過，⼯學院全數系所及數位設計學院通過IEET⼯程及教育認證。2018獲
教育部⾼教深耕計畫補助，核定⾦額達1億7,276萬元，為私⽴科技⼤學最⾼、全國科⼤第六；2019年再度獲得補助
⾦額1億8,357萬元 。 2006~2017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8.13億元，全國第⼆，私⽴科⼤第⼀；教育部
「發展典範科技⼤學計畫」私校最⾼補助累計5.22億元，全國私⽴科⼤第⼀，在全國科⼤中亦名列第五。
68702 招⽣名額: 1名 南臺科技⼤學 機械⼯程系機電科技博⼠班 Ph. D. Program in Mechatronic Technology,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博⼠班結合機械、電機、電⼦、資⼯、控制、材料和光電等跨領域科技，應⽤半導體及光電之驅動器與感測器，及精密
加⼯、設計、定位、控制、製造和檢測技術，來發展機電整合技術與系統，並積極利⽤地緣關係，進⾏產學合作研究與教
育，以培養具有實務經驗與理論基礎之⾼級研發⼈才。本班發展重點有三個領域：⼀、微機電系統，⼆、精密機械製造與
⾃動化系統，三、新能源與控制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中⽂或英⽂皆可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
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選)：碩⼠論⽂、已發表
之論⽂ 7. ⾃傳(選)
68705 招⽣名額: 1名 南臺科技⼤學 經營管理博⼠學位學程(僅招收外籍⽣) Ph.D. Program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所在培養有志於經營管理領域，具國際觀與務實致⽤之⾼等管理教育的師資⼈才。因應當前⾼科技全球競爭環境，管理
的教育不只是專業，仍有許多理論與實務應⽤的結合，有深⼊探討的必要。尤其，許多理論與應⽤實務都不斷受到環境與
時代的衝擊，而有⼗⾜的成⻑與改變。其中，尤以科技創新與企業效率的互動，所帶來對新附加價值的轉換過程，最值得
經營管理的研究與傳承。商管學院已商管領域的13個碩⼠班，藉由經營管理博⼠學位學程之開設，可促進商管領域系所的
發展，更能精進商業管理之專業教育與強化商業管理之學術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英⽂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
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選)：碩⼠論⽂、已發表之
論⽂ 7. ⾃傳(選)：請以英⽂撰寫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86
聯絡電話 886-4-23323000
傳真 886-4-23742317
地址 41349臺灣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y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icsc.cyut.edu.tw/service/320
宿舍 新⽣保障第1學年住宿床位
⼀、 本校榮登2019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全球最佳年輕⼤學排⾏榜300+、世界⼤學
影響⼒排名201-300、亞太地區最佳⼤學排名300+、全球新興經濟體⼤學排名350+、亞洲地區最佳⼤學排名400+、
全球最佳⼤學排名1000+、全球電腦科學領域排名600+，7項排名均為臺灣唯⼀進榜之私⽴科⼤。 ⼆、僑⽣及港澳
⽣⼊學後，得向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申請獎助學⾦。依本校海外華裔學⽣暨外國學⽣獎助學⾦設置辦法，每名學
⽣得依成績申請成績績優獎學⾦，⾄多可享學雜費全額補助 。 三、⾸次抵臺提供接機服務並保障第1學年宿舍床
位。 四、 協助境外學⽣辦理就學期間之新⽣接機、⼊住宿舍、註冊說明、體檢、居留證件申辦、⼿機⾨號申辦、
聯誼活動、參與社團活動、參加校外活動及銀⾏開⼾等各項作業。 五、 提供新臺幣8,000餘萬元獎助學⾦，如策略
聯盟⼊學獎學⾦、海外遊學、交換學⽣、學⾏優良及波錠獎學⾦等。 六、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95%，博⼠學位師
備註
資佔83%，師資結構領先臺灣私⽴學校，且優於部份臺灣國⽴⼤學。 七、 2019年《Cheers雜誌》國際及兩岸交流
能量調查排名，「赴海外交換學⽣⼈數」TOP 20，連續3年蟬聯私⽴科⼤第⼀。 ⼋、 2018年1111⼈⼒銀⾏雇主最
滿意⼤學調查，本校獲選為企業最看好年輕潛⼒⼤學排⾏私⽴科⼤第⼀，地區排⾏為中部科技⼤學第⼀，學群排⾏
則囊括建築與設計學群、遊憩與運動學群第⼀。 九、 本校設計學院連續兩年勇奪德國紅點⼤獎最⾼榮譽(Best of
the Best)。 ⼗、2019年國家圖書館公布台灣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統計，本校學位論⽂被引⽤次數連續7年蟬聯全台
科⼤之冠，論⽂書⽬被點閱總次數及論⽂全⽂下載次數皆為私⽴科⼤第⼀。 ⼗⼀、本校與國際學府簽訂交換學⽣及
雙碩⼠，提供學⽣取得本校與國外名校碩⼠學位之機會。 ⼗⼆、實施勞作教育，培養學⽣愛護校園與關懷社區精
神。
學校
基本
資料

68607 招⽣名額: 1名 朝陽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班 Ph.D Program in Taiwan Industrial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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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博⼠班依循本校、院之辦學願景擬定出「建構實務化、創新化與國際化之產業研究重鎮之願景，以「培育跨功能
領域之國際產業經營與策略規劃⼈才」為本系博⼠班之教育⽬標，並成為產業策略發展與研究的⼀流學術單位」。同時，
從「實務化」、「創新化」與「國際化」等三個執⾏⽅向實踐本系博⼠班之願景與教育⽬標，以及「實務化能⼒」、「創
新化能⼒」及「國際觀與視野」三⼤核⼼能⼒。
⼆、課程特⾊：
有別於學術導向博⼠班的課程特⾊，本系博⼠班採以實務導向的訓練，以「產業經營策略」、「產業創新與發展策
略」及「產業國際化策略」三⼤領域進⾏課程設計，此三⼤領域各有相關實務課程，。為使學⽣得到最佳的學習與訓練，
本系博⼠班廣邀產業具知名度與影響⼒的企業菁英及產、官、學界優秀師資授課，並結合中部地區產業與學術研究資源，
掌握產業脈動與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信
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學術著作(必)：學術著作（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
告）及碩⼠論⽂ 7.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8606 招⽣名額: 1名 朝陽科技⼤學 建築系建築及都市設計博⼠班 Ph.D. Program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專業特⾊:
培養具備專業本職技藝與設計美學涵養，並秉持創意思考與敬業倫理，以進⾏跨界整合、開拓環境與設計專業新知的
⾼端⼈才。
⼆、課程特⾊:
規劃以建築、都市、景觀⽅⾯之設計理論及管理實務為主，跨界實務整合的設計與研發也逐步形成本系博⼠班的課程
規劃發展⽅向之⼀。因此博⼠班課程架構將更廣闊地納⼊本校設計學院⼯業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的相關學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碩⼠
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學術著作(必)：學
術著作（作品集、碩⼠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5.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68604 招⽣名額: 1名 朝陽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 專業特⾊：
三⼤發展特⾊主軸(1)商務智能;(2)⼤數據分析;(3) 3D互動多媒體。2014年Elsevier期刊資料庫統計，本校「電腦科
學」與「決策科學」複合領域期刊論⽂之綜合影響⼒全球第⼀。
⼆、 課程特⾊：
主要培養「企業e 化技術與管理」⼈才，課程概分三⼤課群，(1)商管知能課群：培養商管領域應⽤知識；(2)資訊技術
課群：培養企業 e 化所需資訊技術；(3)多媒體應⽤技術課群。規劃3學期實務專題必修課程及安排業界實習，強化系統開
發相關技能、增強實務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碩⼠班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3
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傳真 886-4-26314074
地址 43302台中市台灣⼤道6段1018號
網址 http://www.hk.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sc.hk.edu.tw/page2/super_pages.php?ID=page202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 ⼆、本校⽬前設有⼤學部20系、9研究所，學⽣⼈數近13,000⼈，⾼教深耕教育部補助1億1263
萬，連續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補助，並且獲得典範科技⼤學補助。 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
備註
⾦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 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2234。
學校
基本
資料

69301 招⽣名額: 1名 弘光科技⼤學 護理系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Nursing
系所分則
相關規定：1.須獲有當地教育單位認可之國內、外⼤學或獨立學院碩⼠班畢業，持有碩⼠學位者。2.具本國或他國護理師
證書。3.⾄少兩年醫護相關⼯作之經驗(年資計算⾄ 2018年1⽉31⽇⽌)。 4.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必備資
料：1.⼤學及碩⼠之學歷證件。2.⼤學及碩⼠班之成績單正本⼄份。3.履歷及⾃傳(含英⽂⾃我介紹)。4.博⼠學位研究計畫
書。5.讀書計畫(含就讀動機/護理專業的近程和遠程⽬標)。6.護理師證書⼄份。7.⼯作年資證明。8.兩封推薦信。9.學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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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含已發表之研究、專業論述、及/或碩⼠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及碩⼠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碩⼠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及碩⼠班之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博⼠學位研究計畫書
⻑推薦函(選)：師⻑推薦函2封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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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