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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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301南投縣埔⾥鎮⼤學路1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第⼀學年免繳學雜費。⾃第⼆學年起，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0分以上，或排名在班上前75%者，均可申請繼
獎學⾦
續減免學雜費，減免期限最⻑為四年。 在學期間，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費全免。
宿舍 保障僑⽣優先住宿學校宿舍。 實際收費，以當年度⼊學收費標準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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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天下雜誌
報導，本校外籍學⽣⽐例在國⽴⼤學中最⾼(⽬前已⾼達10%左右)。。⼆、校內⼯讀機會多，優渥獎學⾦，等你來
拿！(懶⼈包網址：https://reurl.cc/R0ZNbr )。三、2021年THE（Times Higher Education）新興經濟體⼤學
評⽐全球前500⼤ 。四、本校提供「優秀僑⽣獎學⾦」，符合資格者將核發新台幣5萬元。以「師資培育專案」錄取
者，免收4年學雜費及師培課程學分費。除成績優秀獎學⾦外，另提供多項僑⽣獎助學⾦。 五、本校備有學⽣宿舍
備註
，保障新⽣優先住宿，並成⽴各國僑⽣社團，定期舉辦⽂化交流活動。六、本校注重學⽣職涯規劃與學⽤合⼀能⼒
，根據商業週刊報導，本校畢業⽣就業率⾼居公⽴綜合⼤學第2名。七、本校校務評鑑全數通過，科技學院並獲IEE
T認證通過，學術專業與國際接軌。 ⼋、本校榮獲「世界綠⾊⼤學」評⽐全球前50⼤。九、本校校園廣闊宜⼈，學
⽣擁有平均最⼤校地，並有最新穎體育健身設施及豐富圖書資源。 ⼗、本校結合地⽅環境資源，推動划船(⽇⽉潭
輕艇)、射箭、⾼爾夫、國標舞等特⾊運動。
系所分則
1047 國⽴暨南國際⼤學 中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著重以新觀點與新⽅法解讀中國⽂化，使傳統與現代、
理論與實務、研究與創作均衡發展。規劃三⽅⾯學習發展導
向：理論、創作、實務，學⽣可配合本身志趣、專⻑，⾃由
選擇學習重點。「⽂」無處不在，期望培養有⽔準、富創意
的優秀⼈⽂⼯作者，共同賦予「⽂」的新意及活⼒。

1048 國⽴暨南國際⼤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歡迎具語⾔、⽂學天份及興趣的學⽣。聽、說、讀、寫、譯
五能並重，多樣第⼆外語（⽇、法、西、德、韓語及東南亞
語類），小班教學。具三⼤領域：⽂學、語⾔學及應⽤英語
，並各有學程，修畢學分可獲學程證書。本系訂有成績優異
學⽣續修碩⼠學位辦法，且有活躍之戲劇、團隊活動。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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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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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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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證明、社會服務證明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成果作品或相關能⼒證明
歡迎繳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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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1。
6. ⾃傳(必)：中⽂⾃傳1800⾄2000字。
7. 讀書計畫書(必)：1200-1500字。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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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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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成果作品。 聯絡電話：886-4
9-2910960分機2541黃小姐。
5. ⾃傳(必)：英⽂⾃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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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證
明，或可另以中⽂修課成績證明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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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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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之教育培訓，以培育社會福利與社會⼯作⼈才。
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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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有利審查之證明。 聯絡電
話：886-49-2910960分機2623。
6. ⾃傳(必)：中⽂⾃傳（含學⽣⾃述）。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1050 國⽴暨南國際⼤學 公共⾏政與政策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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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 國⽴暨南國際⼤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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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
交。聯絡電話：886-49-2915247。
5. ⾃傳(必)：中⽂⾃傳（請附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著重東西⽂明互動下，社會、經濟與⽂化的變遷。據此規劃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出中國經濟史、社會⽂化史、海洋發展史、海外華⼈史、台 明
灣社會⽂化史及世界⽂明史六⼤領域課程。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
交。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聯絡電話：88
6-49-2910960 #2673 廖小姐。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1062 國⽴暨南國際⼤學 東南亞學系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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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涯發展，本學系擁
有學⼠、碩⼠、博⼠完整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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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選)：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緬甸 - 5 -

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1055 國⽴暨南國際⼤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為創校即成⽴之系所之⼀，課程分為國際企業經營與策
略、國際⾏銷與創新、國際⾦融與財務三⼤次領域專業課程
。並重視企業實習、海外交流，與第⼆外語訓練，部分課程
採全英語授課。以培養具有獨⽴思考與國際移動⼒之國際企
業⼈才為⽬標。 本系網址：http://www.ibs.ncnu.edu.tw

1054 國⽴暨南國際⼤學 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本系課程規劃涵蓋理論研究、產業實務及政策導向三個次領
域。其中，理論研究強化繼續升學的基礎；產業實務透過就
業實習，培養就業競爭⼒；政策導向深化公職與企業所需之
經濟專業能⼒。

1056 國⽴暨南國際⼤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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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
交。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聯絡電話：88
6-49-2910960 #4523 林小姐。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本校之原因及
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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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
成果等證明歡迎繳交。 聯絡電話：886-49-2911247。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教學研究以資訊技術為核⼼，並強調運⽤相關理論與模式，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以輔助組織之運作與管理決策。
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證明。聯絡
電話：886-49-2910960分機4541-4543；E-mail:im@mail.
ncnu.edu.tw
5. ⾃傳(必)：中⽂⾃傳（含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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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等相關證明⽂件。
1057 國⽴暨南國際⼤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以研究企業財務管理、⾦融市場與⾦融機構的管理問題及證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券投資與財務⼯程⽅⾯的理論與管理策略。
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師⻑推薦
函、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能⼒說明或華語⽂
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4. ⾃傳(必)：中⽂⾃傳（含學⽣⾃述）。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1058 國⽴暨南國際⼤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Department of Tourism,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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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組以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為核⼼主軸，教學課程規劃包含
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專業課程融⼊旅⾏業、會展、活動產業
等專業之養成，以及觀光休閒之專業選修課程，預期培養兼
具觀光休閒與餐旅專業與管理知能、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
國際視野與產業關懷之管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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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
成果等證明。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1059 國⽴暨南國際⼤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餐旅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ourism,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組以餐旅管理為核⼼主軸，教學課程規劃包含理論與實
務之結合，專業課程融⼊餐旅資訊、餐飲管理等專業之養成
，以及餐旅管理之專業選修課程，預期培養兼具觀光休閒與
餐旅專業管理知能、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國際視野與產業
關懷之管理⼈才。

1063 國⽴暨南國際⼤學 管理學院學⼠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學⼠班強調新興產業環境下跨領域多元學習趨勢，打破傳
統的知識領域框架，強調多元對話，重視跨域知識的連結與
統合。在知識的傳授之外，本學⼠班特別重視學⽣實作與國
際連結，包括各類型的課外教學、國內外實習與⽥野調查。
藉由「專業主修與跨域副修」相互搭配，本學⼠班⿎勵學⽣
接觸各學科領域的基礎課程，厚植寬廣的學識基礎，同時以
更多元、具特⾊的跨領域學習，協助學⽣探索⾃我、適性發
展，培育具社會關懷及實踐能⼒的未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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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
成果等證明。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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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證明。聯絡
電話：886-49-2910960 #4503 賴小姐。
5. ⾃傳(必)：中⽂⾃傳（含學⽣⾃述、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本校之原因及
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等證明
⽂件。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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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旨在培育國際⽂教⼈才，課程著重外語學習(英、法、德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西、⽇)，外國⽂化與教育政策的瞭解，跨⽂化數位媒體能 明
⼒。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語⾔檢定證明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1053 國⽴暨南國際⼤學 教育政策與⾏政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緬甸 - 7 -

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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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培育課程，培養具有⾏政專業素養、創新能⼒和卓越⾏政能 明
⼒之教育管理及領導⼈才。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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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參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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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能⼒說明或華語
⽂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1060 國⽴暨南國際⼤學 諮商⼼理與⼈⼒資源發展學系諮商⼼理組
Counseling Psychology Program,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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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論、實務與操作，期能提升本組學⽣諮商⼼理專業能⼒。
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會服務證明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1061 國⽴暨南國際⼤學 諮商⼼理與⼈⼒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資源發展組
Lifelong Learning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H
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本組之課程規劃，強調推展終身學習與⼈⼒資源發展之學術
素養，同時亦加強與各類機構之合作，累積學⽣實務⼯作經
驗，強化學術與實務⽅⾯之結合，以培養終身學習與⼈⼒資
源發展的企劃推廣、⾏政管理、研究發展等各類專業⼈才。

1064 國⽴暨南國際⼤學 教育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ducation
教育學院學⼠班課程以學⽣為核⼼、地⽅為本，並依探索校
準、知識應⽤與創新實作課程三階段⽅式規劃課程，學⽣必
須於修業年限內⾄少修習跨領域雙專⻑學程，以成為跨領域
社會實踐式的教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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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條件之證明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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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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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參與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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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能⼒說明或華語
⽂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2056 國⽴暨南國際⼤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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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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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來科技尖兵，培養資訊、通訊及⾳樂科技專⻑者，加⼊我們 明
的⾏列。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證明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2057 國⽴暨南國際⼤學 ⼟木⼯程學系
Dept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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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
養具理論及實務之⼟木⼯程、規劃與管理之⼈才。歡迎對⼟ 明
木⼯程、規劃與管理有興趣的同學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科學
作品等有利審查之證明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2058 國⽴暨南國際⼤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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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 國⽴暨南國際⼤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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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基於實驗安全顧慮，需具有良好移動能⼒
，並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
、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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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
交。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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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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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2060 國⽴暨南國際⼤學 應⽤材料及光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erials and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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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培養具材料背景之光電科技⼈才，以有機/⾼分⼦光電材
料與元件、奈⽶光電材料與元件、半導體材料與元件為發展
的主軸。未來發展為半導體、光電、材料及電⼦產業等研發
或⼯程⼈員，或繼續進修，或⾄教育及研究機構⼯作。本系
適合對於數理化有興趣的同學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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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包含社團參與、獲獎紀錄、成
果作品、語⽂能⼒檢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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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F
L 成績。

2061 國⽴暨南國際⼤學 科技學院學⼠班
Bachelor Program of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技學院學⼠班整合院內資訊⼯程學系、⼟木⼯程學系、電
機⼯程學系、應⽤化學系、及應⽤材料與光電⼯程學系等五
科系的教學資源，由五系整合「AI⼈⼯智慧」與「永續環境
與能源」兩⼤跨領域學程，同時，本學院積極發展跨領域特
⾊研究，也搭配開設相關實作專業課程與實地⾒習場域，學
⽣在不同科系的⽼師共同指導下參與學習及探索⾃我，而能
有適性揚才的發展，使學⽣不再侷限於專⼀領域，而有機會
跨兩個領域或多個領域的學習，以能培育出跨領域溝通與創
新的π型⼈才，進而提升學⽣的就業競爭⼒與國際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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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
交。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
L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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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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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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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
，所提計畫亦不限於從事學術研究；另針對僑⽣身份⼊學者，可申請教育部和僑委員提供的各項僑⽣專屬獎學⾦；
其他捐贈類獎學⾦也陸續增加中。 詳情請⾒https://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宿舍 ⾮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宿，其他請詳洽本校學⽣住宿組網站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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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額不限，可以個⼈狀況及計畫實質內
容核定⾦額；另針對僑⽣身份⼊學者，除可申請教育部相關僑⽣獎學⾦外，本校還提供申請新僑⽣獎學⾦、兼任⾏
政助理⼯讀獎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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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nthu.edu.t
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校致⼒開發多種跨領域學習課程，除教育學程外，另設有47個跨
院系的學分學程，提供更為多元化及客制化的學習機會。在課業之餘，校園內尚有⽂藝、⾳樂、體育、藝術、社會
備註 服務等不同性質的社團，學⽣可培養多元興趣(請⾒本校課外活動組網⾴http://dsa.site.nthu.edu.tw/)。三、本校
在多項學術指標如：國內⼤學學術聲譽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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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英國QS世界⼤學排名，本校為180名，其排名各項指標表現為全國數⼀數
⼆之成績。為了促進學⽣國際合作、提⾼流動⼒，本校設有4個校級「學碩雙聯」或「3+1+X計畫」，包含瑞典林
學平⼤學、美國加州⼤學柏克萊分校、美國加州⼤學洛杉磯分校都提供本校⼤學部同學相關升學管道。四、⾮本國
籍⼤學⼀、⼆、三年級學⽣優先分配住宿，校園景觀優美，⼈稱⽔木清華，全國第⼀。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197 國⽴清華⼤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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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著重培養前瞻資訊⼯程與應⽤之⼈才。師資及課程規劃
強調領域整合、理論與實務兼備，並能與國際接軌。配合資
訊、電⼦產業需求，規劃各種專業領域課程，包含雲端計算
、多媒體系統、網路、IC設計、嵌⼊式系統等領域課程。提
供成績優秀學⽣獎學⾦赴國外⼤學交換學習、規劃學⽣逾五
年完成學⼠及碩⼠雙學位。經本招⽣管道⼊學後為本系⼄組
（資訊⼯程組）學⽣。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
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附⾼中歷年成
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
函」填寫後，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
公告)。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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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
，如：⾺來西亞UEC、SPM、STPM，香港HKDSE、DSE
，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
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傳或英⽂⾃傳
9.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
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
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
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1247 國⽴清華⼤學 清華學院國際學⼠班甲組(華語與專業學科)
Tsing Hua College International Bachelor Degree Program(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with Multi-discipli
nes)
本班招收⺟語⾮華語之外國學⽣及僑⽣。提供多樣化的學習
路徑，培養具有華語能⼒及具國際競爭⼒的理⼯科技、華語
及⼈⽂社會領域專業⼈才。
⼀、⼆年級課程為華語課程，以強化國際學⽣華語聽、說、
讀、寫的能⼒。學⽣在⼀、⼆年級培養華語能⼒並充分⾃我
探索，確定個⼈興趣後，三、四年級則可有兩種學習途徑。
1. ⾃由選修校內任何科系第⼆專⻑的課程。
2. 選修專為國際⽣設計的進階應⽤華語課程。
本班華語課程、校內任⼀院系專⻑課程及「職場應⽤類」課
程，請參⾒本學⼠班甲組網站。https://ibp.nthu.edu.tw/
*必要時得安排視訊⾯試。
1337 國⽴清華⼤學 英語教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
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附⾼中歷年成
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兩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或英⽂⾃傳，含申請動機。
6.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各類華語測驗成績或
曾修習華語課之證明，無則請說明學習中⽂之經歷

⼀、設⽴宗旨：本系配合政府推⾏國小英語教學政策，回應 1. 最⾼學歷證明(必)
社會培育國小優良英語教師之需求，於96學年度成⽴「英語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
教學系」，並於104學年度招收研究部「英語教學系碩⼠班」 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附⾼中歷年成
，⾃此成為國內培育英語⽂教育事業相關⼈才之專職系所。 績單。
本系師⽣致⼒於英語教學與研究，並持續提供專業諮詢與服 3. 師⻑推薦函(必)：兩封
務。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教學⽬標：優質職前師資培育—1.培育優秀之英語⽂專 上傳。
業⼈才。2.統合國小教育與英語教學專業訓練。3.提升學⽣在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英語事業市場之就業競爭⼒。
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
，如：⾺來西亞UEC、SPM、STPM，香港HKDSE、DSE
，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
du.tw/ (各項招⽣訊息→最新消息)。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
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
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
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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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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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02臺中市南區興⼤路145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s://www.n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資訊組
1.獎學⾦名額每年⾄多5名。 2.在學期間，第⼀學期學雜費全免，第⼆學期起，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在該班
獎學⾦ 前50%或成績80分以上者，可繼續申請學雜費全免優待，最多優待4年。 3.在學期間需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取得「
教師專業課程證明書」。
1.男⼥⽣宿舍床位充⾜，可依規定申請住宿，學⼠班⼀年級保證住宿，詳情請聯絡本校住宿輔導組https://www.os
宿舍 a.nchu.edu.tw/osa/dorm/。 2.四⼈⼀間房，每學期住宿費約新臺幣6,200~19,500元，另需繳交保證⾦、電費預
繳、網路費等約新臺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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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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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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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學⽣須通過本校英⽂能⼒畢業標準檢定始得畢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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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分則
1066 國⽴中興⼤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有嚴格的篩選制度及畢業⾨檻，歡迎對⽂學及語⾔有興趣者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
申請。英⽂程度不佳者，請勿申請。
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傳(必)：以中⽂及英⽂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學習計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
1069 國⽴中興⼤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較⾼級之中⽂
聽、說、讀、寫能⼒。
學系特⾊： 本系期盼能夠培養學⽣成為具全⽅位管理知識、
國際觀、企業倫理以及團隊合作的專業精英。舉辦管理國際
研討會，積極爭取國外學者⾄本校訪問、教學，寒暑假⾄歐
美與⼤陸進⾏學術及企業參訪。透過公司個案研討、企業實
習與參、建教合作及產官學界合辦研討會等活動，積極與企
業界互動交流，期能活⽤各種管理理論與知識於實際的經營
管理當中，進而培養才德兼備和睿智的領導者。

1072 國⽴中興⼤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傳(必)：中⽂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個⼈求學志趣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 / 英⽂檢定成績証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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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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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 英⽂檢定成績証
明

1073 國⽴中興⼤學 應⽤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本系⼤學部課程除校訂必修、系訂必修外，另分農業經濟領
域、產業經濟領域及資源與環境領域及共同必選修課程。
學系特⾊：主要訓練學⽣兼具經濟分析與資源管理能⼒的特
質，畢業時授予「管理學位」。

2075 國⽴中興⼤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良好中⽂聽、
說、讀、寫能⼒。
學系特⾊：為了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學⽣，課程安排是以⼈
⼯智慧(AI)與資料科學、資訊管理與資訊安全等⼆⼤學群為
主要⽬標。
學⽣畢業後可選擇擔任系統分析師、軟體⼯程師、資料分析
師、管理規劃顧問⼈員、以及不同領域（資訊科技、資訊安
全與管理、服務科技與管理）的程式開發⼈員。

2062 國⽴中興⼤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4.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
機 / 未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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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
機 / 未來期望 /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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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實驗課程極為重要，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
⾊彩）判定之需要，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
護能⼒。
學系特⾊：
教學及研究並重之單位，為科技部中部貴重儀器中⼼、中部
化學圖書服務中⼼。
本系研究領域涵蓋廣泛，包括藥物合成、材料、分析及催化
研究，學⽣必修科⽬包含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
無機化學、⽣物化學、化學數學及物理化學等科⽬。
未來就業選擇性廣：化學技師、品管⼯程師、環保與⼯安技
師、特⽤化學品研發技師、半導體產業製程⼯程師、教職（
⼤學、⾼中、國中）等。

2063 國⽴中興⼤學 應⽤數學系應⽤數學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依⼀般限制。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
望 / 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含申請動機

2076 國⽴中興⼤學 應⽤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依⼀般限制。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
望 / 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含申請動機

2064 國⽴中興⼤學 物理學系⼀般物理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依⼀般限制。
學系特⾊：
於1987年成⽴，除⼀般物理、光電物理外，奈⽶科技及⽣物
物理列為研究發展重點。本系培養學⽣除了具備基礎物理知
識，更加強培養動⼿作實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
並具問題分所及邏輯推理、溝通、⾃我充實的技巧。畢業⽣
除繼續升學外，主要就業狀況有半導體製造與研發、積體電
路設計、光電材料與⼯程技術、電腦程式設計、中學與⼤學
教師、基礎科學與技術研究開發⼈員等。

2074 國⽴中興⼤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1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
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含申請動機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由學⽣填寫師⻑email，由師⻑上
傳。
上傳電⼦檔⽅式：學⽣以e-mail邀請師⻑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
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含申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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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依⼀般限制。
學系特⾊： 於1987年成⽴，除⼀般物理、光電物理外，奈⽶
科技及⽣物物理列為研究發展重點。本系培養學⽣除了具備
基礎物理知識，更加強培養動⼿作實驗、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的能⼒，並具問題分所及邏輯推理、溝通、⾃我充實的技
巧。畢業⽣除繼續升學外，主要就業狀況有半導體製造與研
發、積體電路設計、光電材料與⼯程技術、電腦程式設計、
中學與⼤學教師、基礎科學與技術研究開發⼈員等。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由學⽣填寫師⻑email，由師⻑上
傳。
上傳電⼦檔⽅式：學⽣以e-mail邀請師⻑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
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含申請動機

2065 國⽴中興⼤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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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資訊專題
，著重研究⽅法與實作能⼒的訓練，培養學⽣具備⾃我學習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之能⼒。

3055 國⽴中興⼤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
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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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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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電⼦檔⽅式：學⽣以e-mail邀請師⻑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跡、社團參與、競
賽成果、實作作品等。
6.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
00元(或美⾦50元)，繳費⽅式(1)在臺轉帳或匯款(2)海外匯款
，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
繳交後⼀律不予退還。繳費帳⼾，⼾名：國⽴中興⼤學境外
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
代碼007)，SWIFT Code: FCBKTWTP401。
5. ⾃傳(必)：以中⽂撰寫，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
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含申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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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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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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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學年免繳學雜費。⾃第⼆學年起，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 分以上，或排名班上前 50%者，均可申請繼
獎學⾦
續減免學雜費，每學年擇優⾄多2 名。減免期限最⻑為四年。
宿舍 保留在學期間宿舍免抽籤。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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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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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個碩⼠班，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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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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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分則
2113 國⽴臺灣海洋⼤學 系統⼯程暨造船學系
Dep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Naval Architecture
（⼀）本系教學⽬標在培育整合⼯程系統觀念之專業⼯程師
，學習領域涵蓋機電與⾃動控制系統、結構與振動噪⾳系統
、熱流系統及船舶⼯程與管理系統。（⼆）中⽂能⼒未具聽
、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
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2114 國⽴臺灣海洋⼤學 河海⼯程學系
Dept. of Harbor and River Engineering
（⼀）教學⽬標：培育發展海港、海岸、海洋⼯程、⽔資源
、河川、⼤地、結構運輸之專⾨⼈才，並從事相關學理技術
之研究與發展。（⼆）特⾊：本系除⼟木⼯程專業課程外，
並針對本學系的教育⽬標開授河川及海洋⼯程⽅⾯的⼀系列
課程，並加強⼯程實務與⼯程管理，為全國唯⼀具河海⼯程
特⾊之系所，創系五⼗餘年來培育許多⼯程實務與學術研究
之⼈才。（三）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
困難者，宜慎重考慮。（四）本系所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
站https://hreweb.ntou.edu.tw/。
3070 國⽴臺灣海洋⼤學 ⾷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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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
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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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
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學部之教學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培育⾷品科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
學和⾷品⽣物科技的專業⼈才，課程以配合本校「具有海洋 校證明/在學證明)
特⾊綜合型⼤學」之定位。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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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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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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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8
聯絡電話 886-3-8905114
傳真 886-3-8900170
地址 974003 花蓮縣壽豐鄉⼤學路⼆段⼀號
網址 http://www.ndh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獎學⾦項⽬：第⼀學年學雜費全免。第⼆學年起，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5分以上，或班級排名百分⽐在
獎學⾦
前50%者，得續領學雜費全免獎學⾦。減免期限最⻑為四年。 ⼆、獎學⾦名額：每學年5名。
宿舍 保障境外⽣⽣在學期間住宿。
備註 本專案學⽣須依規定繳交教育學程學分費；且須修畢教育學程最低應修學分，始可取得本校核發之修課證明。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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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1114 國⽴東華⼤學 華⽂⽂學系
D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1.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能⼒。
2.本系是華語世界第⼀個以現當代華⽂⽂學研究與創作教學
為主的科系，旨在開拓學⽣的⽂學視野，重視⽂學批評與⽂
化研究的理論與⽅法，結合當代⽂化議題，強調⽂學與⽂化
的多元跨界整合。開設有⽂學創作與⽂化創意產業課程，強
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1116 國⽴東華⼤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1.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本系發展⽅向和重點為：東台灣發展史、環太平洋區域史
、及社會⽂化史。課程安排除傳統史學的基礎訓練外，亦重
視與實務的結合，如檔案管理、口述訪談、史蹟導覽、紀錄
⽚、歷史小說與數位化歷史學等，落實對學⽣的實務訓練。
同時，也發展「⽂化創意產業」學程等跨領域課程的合作，
⿎勵學⽣在歷史的基礎下，有更廣寬的學習空間。
1130 國⽴東華⼤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申請⼈需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本系旨在培養社會學
之優秀⼈才，課程以學程架構進⾏設計，兼具理論、實務與
專業能⼒之培養。歡迎有志於從事社會參與和社會服務的學
⽣加⼊本系⾏列。

1137 國⽴東華⼤學 諮商與臨床⼼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本系培養具⼈⽂關懷及社會實踐能⼒之諮商與臨床⼼理專業
⼈才為⽬標。發展⽅向為：以基礎⼼理學為核⼼，重視諮商
與臨床⼼理應⽤領域及相關⼼理學新知開發；強調理論與實
務整合，落實⼈⽂與科學並重及兼具多元⽂化的教學研究特
⾊。

1138 國⽴東華⼤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本法律學系乃在培育兼具法律素養與法學知識之優秀⼈才，
課程設計導⼊國家考試法律課程學程化，並開設相關跨領域
學程的多元教學選擇，更結合本校法律學系碩⼠班既有資源
，提供在地司法單位及法律⺠間機構實務經驗。

2102 國⽴東華⼤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ivision of Physics, Dept. of Physics (Bachelor)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得獎資料。
5. ⾃傳(選)：中⽂⾃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表(含名次或
百分⽐)正本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
3.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小論⽂：如何運⽤⿎勵技術
提升⾃⼰的⽣活適應⼒。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學⽣⾃述)。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能⼒證明HSK 3
或TOCFL Level 2，或英⽂能⼒證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總表（含名次or
GPA）正本1份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1⾄3封。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1份
5. ⾃傳(必)：(1) 中⽂⾃傳1份(附照⽚)(必) (2) 英⽂⾃傳1份(
附照⽚)(選)
6. 讀書計畫書(必)：(1) 中⽂讀書計畫書1份(必) (2) 英⽂讀書
計畫書1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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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以專業視野與競爭⼒為教育核⼼⽬標，強調學⽣本位與職涯
規劃。特別擬定跨領域之奈⽶與光電物理學程、理論與計算
物理學程及⽣物與材料物理學程。旨在提供學⽣發掘⾃我興
趣，培養專業素養與能⼒，未來可投⼊半導體、光電、材料
研發等相關產業或繼續從事學術深造。

1. 最⾼學歷證明(必)：在學證明書或⾼中學位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
1份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

2106 國⽴東華⼤學 物理學系奈⽶與光電科學組
Division of Nano and Photoelectric Science, Dept. of Physics (Bachelor)
以專業視野與競爭⼒為教育核⼼⽬標，強調學⽣本位與職涯
規劃。特別擬定跨領域之奈⽶與光電物理學程、理論與計算
物理學程及⽣物與材料物理學程。旨在提供學⽣發掘⾃我興
趣，培養專業素養與能⼒，未來可投⼊半導體、光電、材料
研發等相關產業或繼續從事學術深造。

1. 最⾼學歷證明(必)：在學證明書或⾼中學位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
1份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傳(選)：中⽂⾃傳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

2108 國⽴東華⼤學 資訊⼯程學系資⼯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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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在職
專班、博⼠班等學制):主要研究重點為⼈⼯智慧與機器學習、
雲端運算與⼤數據分析、多媒體、電腦網路與分散式系統、
資料庫與知識庫系統、VLSI與嵌⼊式系統設計、平⾏與分散
算式計算、⾏動與普及計算、軟體⼯程、密碼學與資訊安全
、計算理論與演算法、⼈機互動系統、程式語⾔與編譯系統
、⽣物資訊、最佳化與決策⽀援、學習科技等多元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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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在學證明/修業證明/離
性研究。教學上強調學術與應⽤並重、⿎勵學⽣參與產學計 校證明
畫，注重獨⽴思考與創新能⼒，以培育基礎與尖端資訊⼈才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1
。本系課程採模組化學程制，設有多媒體與智慧計算學程、 份(含班級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排名)
網路與系統學程、與智慧科技跨領域應⽤與實作學程，讓同 3.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
學⾃由選讀。在輔導同學修課及參與各類證照考試之外，並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設有縮短修業年限之「學、碩⼠五年⼀貫學程」，可在5年內 上傳。
同時取得學⼠與碩⼠雙學位。本系經營國際化頗有成效，⽬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成
前共有近百位來⾃世界各地的國際⽣就讀學⼠、碩⼠及博⼠ 果、英語能⼒檢定…等
班國際組。國際組之必修課程皆為英語授課。全體教授皆積 5. ⾃傳(必)：中⽂或英⽂⾃傳，500字以內，含學⽣⾃述、個
極參與國際論⽂發表及研究計畫。系址位於理⼯⼆館，使⽤ ⼈經歷、照⽚、求學經過與得失、申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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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學⽣涯規劃及對
之電腦教室外，另有雲端與⼤數據伺服器教室、⾏動運算電 未來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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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畢業後就業選擇廣，薪資⾼，如軟體開發、
雲端服務、⾏動應⽤、IC與硬韌體設計、系統分析、遊戲企
劃製作等，範圍廣及各⾏業資訊部⾨。系友分佈於⼯研院、
資策會、台積電、宏達電、華碩、⽟⼭銀⾏、中鋼等公私⽴
機構。更多詳情，請參閱學系網址：http://www.csie.ndhu
.edu.tw/
2109 國⽴東華⼤學 資訊⼯程學系國際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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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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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已設有多媒體與智慧計算學程、網路與系統學程、與智
慧科技跨領域應⽤與實作學程，讓同學⾃由選讀。除輔導同
學參與各類證照考試之外，並設有縮短修業年限之「學、碩
⼠五年⼀貫學程」，可在5年內同時取得學⼠與碩⼠雙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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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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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國⽴東華⼤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在新⼀代的資訊社會中，具備資訊技術與商業智慧管理的⼈
才扮演了很重要的價值創新⾓⾊。資訊管理學系擁有多位在
實務與理論專精的教授群，積極推動學術與產業之交流，落
實資訊管理之核⼼價值，培育⾼階資訊管理⼈才。本系致⼒
於以數位內容、知識管理與電⼦商務等領域之研究⽅向，規
劃資訊技術與管理相關課程，包括資料挖掘與機械學習、⼤
數據分析(Big Data)、商業智慧(BI)、企業資源規劃(ERP)、
⼈⼯智慧(AI)、物聯網(IoT)與資訊安全等。近年來，本系設
⽴了「東部巨量資料管理中⼼」、「企業資源規劃與商業智
慧研究中⼼」與「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數位內容
、知識管理、電⼦商務三⼤領域實驗室」與「資訊科技畢業
專題實驗室」，落實⾼級資訊管理⼈才之培育，建⽴其整合
資訊技術與商業智慧管理的能⼒，以完成學術理論與實務應
⽤相互印證之教學⽬標。
1121 國⽴東華⼤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1. 本系分別針對「財務」及「科技⾦融與⼤數據分析」兩⼤
領域進⾏發展，並致⼒於培養具國際視野的優秀財⾦管理⼈
才為⽬標。所提供的課程囊括公司理財、投資、衍⽣性⾦融
商品、信⽤⾵險、⾦融市場與機構、不動產投資、企業社會
責任、⾦融⼤數據及數位⾦融等專業科⽬。學⽣可依⾃身規
劃和發展加以選擇。課程的安排亦著重⾦融實務訓練，透過
「⾦融實務講座」、「企業參訪」及「企業實習」等活動讓
學⽣在理論與實務皆能並重成⻑。
2. 審查⽅式以書⾯審查為主，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
式訪談。
1133 國⽴東華⼤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Dept. of Tourism, Recreation and Leis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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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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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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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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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涯規劃及對未來的期望。中英⽂
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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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
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畫書(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
明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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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
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並加註排名
3. 師⻑推薦函(選)：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例如：
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5. ⾃傳(必)：中⽂或英⽂⾃傳擇其⼀(⾄少500字)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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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在「觀光、休閒、遊憩」的專業領域上，本系規劃之發展⽅
向，以深度體驗的觀光發展與反應健康的休憩活動為基礎，
1. 最⾼學歷證明(必)
核⼼在於培養「深度遊憩體驗」、「關懷社群健康」以及「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強調資源永續」之經營與規劃的觀光休憩專才。依據本學系
3. 師⻑推薦函(選)
規劃之發展⽅向，學⼠班精⼼設計兩⼤領域學程：（1）觀光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產業與發展學程：包括『觀光產業的經營』以及『觀光區域
上傳。
的發展』；（2）休閒遊憩管理學程：包括『休閒遊憩與⾏為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以及『體驗與遊憩資源管理』。本校每年提供校內外優秀
5. ⾃傳(選)：中⽂⾃傳
獎學⾦以及校內外⼯讀機會。具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者優先。
1141 國⽴東華⼤學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國際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Finance
本學程提供管理科學及財⾦領域之專業課程，供學⽣修習，
學⽣可依其未來發展⽅向及興趣加以選擇，使課程更具彈性
，學⽣可偏重管理領域或是財⾦領域，達到專業與彈性並重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
的課程學習⽬標。希冀未來本學院學⽣都能成為結合理論與
⼄份
實務的業界優良企管及財⾦學養⼈才。期盼世界各地學⽣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表正本⼄份
⼊我們，我們提供學⽣⼀個優質的學習環境，並享受世界⼀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3封
流的國際學習機會。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發展重點：
上傳。
1. 促進本國與友邦的學術交流及相互了解，培育國際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2. 培育具備優異英⽂能⼒的中⾼級管理與財⾦⼈才。
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證明
3. 培育管理與財⾦雙領域的⼀流專業⼈才。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個⼈特殊事蹟或其他有助審查
系所特⾊：
之資料
1. 專業學科以全英語授課。
6. ⾃傳(必)：中⽂或英⽂⾃傳(學⽣⾃述，內容含家庭背景、
2. 外籍⽣與本地⽣共同學習。
成⻑過程、申請本系動機、未來志趣等)
3. 專業師資優良，課程多元與專業並俱。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檢定證明
進修與就業：
1. ⾄國際⼀流學府深造。
2. ⾄跨國企業及⾦融機構就業。
1126 國⽴東華⼤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and Human Potentials Development
1. 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系新⽣皆為「⾮師資培育⽣」（意
指畢業後無法取得中華⺠國教師證書，⾄於是否可在原僑居
地任教小學，則依該國法律規定）。
3. 本系的⽬標是培養優秀之國小教師、潛能開發師或⽂化科
學傳播⼯作者。本系畢業⽣除了從事小學教育⼯作，亦可到
企業界從事教育訓練⼯作，或⾃⾏創業開設有特⾊的教育事
業或潛能開發班。
1128 國⽴東華⼤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1. 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能⼒。
2.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系新⽣皆為⾮師資培育⽣。
3. 本系旨在培育優良的特教師資及身⼼障礙輔助科技研究⼈
才。
4. 本系各項教學設施優良、學習活動多元，並結合理論與實
務，擴展⽣涯視野。
1127 國⽴東華⼤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學⽣⾃述)800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請簡單描
述對教育之認知與⼊學之讀書計畫，字數限制在1000字以內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選)：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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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1.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1. 最⾼學歷證明(必)
2. 課程有幼兒師資培育學程及幼兒教保基礎學程等⼆學程。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
3.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皆不具師資培育⽣資格。
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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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參與證明或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
料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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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中⽂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明）
1131 國⽴東華⼤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本系前身為國⽴花蓮教育⼤學⾳樂教育學系，設⽴於⺠國81
年，以培養優秀之國小⾳樂教師為宗旨。⺠國95年因應社會
結構變遷，師資需求縮減，積極轉型為⾳樂學系。⺠國96年
成⽴碩⼠班，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表演、教育、研究
之⾳樂專才；培養具⼈⽂藝術涵養與跨領域整合能⼒之全⽅
位⾳樂專才；培養社會關懷與國際視野並重之⾳樂專才。翌
年與東華⼤學合併，更名為「國⽴東華⼤學⾳樂學系」。 課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程架構依據學程化理念制定，幫助學⽣釐清學習⽬標與⽅向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並與未來就業需求互相銜接。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發展特⾊：
上傳。
1. 理論實務兼備、職涯實務推動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2. 通識博雅培育、多元跨域整合
5. 作品集(必)：需要作品集審查，⾄少2件以上。作品集項⽬
3. 深化在地聯結、重視國際交流
：⾄少8分鐘之個⼈演奏/唱錄影，上傳⾄YouTube並提供網
址
未來展望：
6. ⾃傳(必)：中⽂⾃傳詳述個⼈⾳樂學習之經歷(須包括主修
1.身⼼樂活、健康演奏
項⽬及修習時間)及未來學習⽬標
2.强化學習、跨域整合
3.深耕在地、接軌國際
備註：
1. 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部機能適宜者
2. 申請本系者，須具備中⽂溝通能⼒"
1135 國⽴東華⼤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Dep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achelor)
本系是臺灣的綜合型⼤學中，第⼀個結合藝術創作、藝術教
育和創意產業經營與管理的整合型系所，課程規劃有兩⼤學
程：⺠族藝術創意學程與藝⽂產業經營學程。並設有⾦⼯、
陶藝、平⾯彩繪、繪本、琉璃、編織和草木染等專業的創作
⼯坊提供師⽣教學與創作的場域。碩⼠班部分設有視覺藝術
教育和⺠族藝術兩組，針對藝術教育、族群藝術、產業經營
提供進階研究課程，同時規劃有「五年修讀學、碩⼠學位」
辦法，⿎勵優秀學⼠班畢業⽣直升本系碩⼠班。
本系是臺灣東部創意⼈才孵育與群聚的中⼼，歡迎有創意的
你，加⼊東華藝創系。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
(加註註冊組或同等單位驗證章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例如
：獲獎紀錄、作品或展演紀實及其他特殊表現）
4. ⾃傳(必)：⾃傳(中⽂撰寫，請述明家庭背景、興趣專⻑、
個性、求學經過，1000-2000字)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或學習計畫(中⽂撰寫，含申請動機
，未來規劃1000字以內)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F0
聯絡電話 886-8-766-3800
傳真 886-8-721-6520
地址 900391 屏東市⺠⽣路4-18號
網址 https://www.nptu.edu.tw/index.php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獎學⾦ 在學期間四年予以學雜費同額之獎學⾦或補助師培學分費或補助住宿費，以五名學⽣為限。
宿舍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住宿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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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修業年限四年。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申請住校。 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
概況、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s://www.nptu.edu.tw)。 四、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資源：
備註
特殊教育中⼼、完善圖書設備、多媒體教室及各系專業教室等。 五、學校對於經濟困難學⽣，提供減免學雜費、獎
學⾦等多項協助措施。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4453 國⽴屏東⼤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1.本學系是⼀個提供優質的小學教師教育的部⾨，畢業⽣以
從事⽂化和社會服務為主的相關⼯作。
2.本學系學⼠班招收之海外僑⽣不具師資⽣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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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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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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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它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如
專題作品、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語⾔能⼒等)。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僑居官⽅語⾔⾮中⽂
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選） HSK3或TOCFL Lev
el2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學校代碼
E0
聯絡電話 02-2871-8288 EXT 7505
傳真 02-28752726
地址 100234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網址 http://www.utaipei.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提供第⼀學年免繳學雜費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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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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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421 臺北市⽴⼤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費為主。本系歷史悠久師資優異
，課程多元且學術活動頻繁。強調在學期間到教育機關或⽂
教事業參觀、⾒習與實習，提供國際交流及海外實習機會，
理論與實務並重。畢業後輔導學⽣往學校任教、⾏政與⽂教
單位任職或從事學術研究等發展。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1份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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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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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必)：中⽂或英⽂⾃傳1份
8.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1份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通過華語⽂能⼒檢定
初等2級之證明影本。(附⽣活於華⼈系統地區之⽂件或經學
系專業審查通過者，可免檢附此證明。)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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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學校代碼
18
聯絡電話 886-6-2133111
傳真 886-6-2149605
地址 700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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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雜費：減免4年學雜費，準⽤本校外國學位學⽣獎學⾦實施要點。 (⼆)師培學分費：在學期間，修習師培課程
獎學⾦
之學分費全免。
宿舍 宿舍：保障4年優先安排住宿，相關費⽤準⽤本校外國學位學⽣獎學⾦實施要點。
備註 依本校「國⽴臺南⼤學僑⽣暨外國學⽣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規定」申請學程。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252 國⽴臺南⼤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學系於⺠國76年(1987年)正式成⽴，為國內最早的特殊教 1. 最⾼學歷證明(必)
育師資培育單位。本學系成⽴⼗多年後並陸續開設「特殊教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育碩⼠班」、「輔助科技研究所」與「重度障礙研究所」，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培養⾼階專精教育與研究⼈才；更於⺠國97年(2008年)開設 4. ⾃傳(必)：中⽂⾃傳(含學習經歷)⼀份
博⼠班，成為國內第四所提供博⼠課程之特殊教育學系。本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能⼒證明；海
學系除了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育與學術研究，歷年來也持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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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另⼆個相關單位--特殊教育中⼼、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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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無間，共同致⼒於特殊教育的精進與推廣。
績或證明替代)。 (2)英⽂能⼒證明。
1259 國⽴臺南⼤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本校於⺠國81年成⽴⾳樂學系，旨在培養演奏與⾳樂教育⼈
才。⽬前設有⽇間學⼠班、進修學⼠班、⽇碩班及夜間在職
專班。本系現有專兼任共70位教師，均畢業於國內外知名⾳
樂系所，各有學術專精與豐富表演經歷，本系課程規劃兼顧
樂器演奏和⾳樂教學能⼒，並增設跨領域課程，如爵⼠⾳樂
理論實作、流⾏⾳樂、電腦⾳樂等，使學⽣能有更多修課選
擇，不只學習專業技能；亦培養多⾯向知識與學養。除了多
元的課程，本系於每學期安排多場⼤師班、專業講座、⾳樂
會等活動，邀請國內外知名⾳樂家、演奏家蒞校交流指導，
給予學⽣更多歷練機會與累積舞台經驗。
1261 國⽴臺南⼤學 戲劇創作與應⽤學系
Dept. of Drama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本系課程具備五⼤特⾊：⼀、提供特有的戲劇教育課程，包
括將戲劇運⽤於各種教育場域，以及表演藝術課程設計。⼆
、透過以議題導向的互動式戲劇與⽅案設計，強調應⽤戲劇
於不同的社群團體。三、提供豐富的劇場創作、製作與理論
課程。四、提供獨特的兒童與青少年劇場相關課程。五、提
供就業為基礎的學習機會，本系與各類公私⽴教育機構、社
區、⽂化場館、藝術團體進⾏合作，包括共同製作演出、舉
辦⼯作坊或簽訂實習合約。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樂能⼒相關資料。 2、8-1
0分鐘之個⼈展演有聲影⾳(建議上傳YouTube，並於其他有
利審查資料中呈現網址。）
4. ⾃傳(必)：⾃傳（含申請動機及學習經歷，字數為五百字
⾄⼀千字。）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中⽂或英⽂三千字以內）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總平均及相關主要學
科成績均在C或70分以上。
3. 師⻑推薦函(必)：推薦書⼆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習經歷)：字數為五百字⾄⼀千字
。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20
聯絡電話 886-89-318855
地址 950309臺東縣臺東市⼤學路⼆段369號
網址 https://www.nttu.edu.tw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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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89-517316

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國⽴臺東⼤學僑⽣暨港澳⽣獎助學⾦施⾏要點 ⼀、 (⼀) 僑⽣暨港澳⽣新⽣獎助學⾦：⼊學當學年免全額學雜費。 (
⼆) 僑⽣暨港澳⽣成績優良助學⾦： 1.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班上前百分之⼆⼗者：次學年免全額學雜費。 2.前
⼀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班上前百分之五⼗者：次學年免⼆分之⼀學雜費。 (三) 國外華校僑⽣師資培育⽣獎助學⾦：
⽐照前⼆款辦理。 (四) 清寒僑⽣暨港澳⽣得另申請校內或校外清寒助學⾦；本校僑⽣暨港澳⽣清寒助學⾦額度得依
實際經費預算彈性調整。 (五) 成績優良僑⽣暨港澳⽣得另申請校內或校外獎學⾦。 ⼆、本獎助學⾦每次核定⼀年
獎學⾦
。⼤學部學⽣核發上限四年；碩⼠⽣核發上限⼆年；博⼠⽣核發上限四年。 ⽀領本獎助學⾦期間遇有下列情形之⼀
者，停⽌本獎助學⾦發給: (⼀) 休學、退學、轉學、畢業者。 (⼆) 受獎期間學科遭扣考或受學校小過以上之處分者
，⾃處分確定後之次⽉起，註銷其該學年受獎資格。 (三) 申請本獎助學⾦之資格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應由「僑⽣
暨港澳⽣獎助學⾦審核委員會」審核撤銷其獲獎資格，已領取之獎助學⾦應予繳回。 (四) 已⽀領教育部師資培育獎
助學⾦者，不得重複⽀領本校國外華校僑⽣師資培育⽣獎助學⾦。
宿舍 僑⽣及港澳⽣保證住宿
修業期限：4⾄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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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
備註
ww.nttu.edu.tw/)。
系所分則
1274 國⽴臺東⼤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本系⼤學部的宗旨在於培養學⽣具備多元⽂化素養、社會關
懷與幼兒教育專業知能，以此為基礎⿎勵學⽣依興趣與性向
成為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幼兒教育研究⼈員、幼兒與家庭
教育相關專業⼯作者、兒童產業⼯作者(教材教具設計者、兒
童活動企劃及執⾏者、家庭及親職教育推廣⼯作者)等。

1272 國⽴臺東⼤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achelor of Education
教育學系為培育國小教育師資，培養具有教育專業素養、熱
忱及研究、創新能⼒之國⺠小學教師或教育與學校⾏政⼈員
，同時並養成具有課程與教材研發、系統化教學設計及教學
科技專⻑的教育專業⼈員。本校凡師資培育學系畢業⽣有關
教師資格之取得，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辦理，餘皆依⼀
般限制。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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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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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中⽂或英⽂語⾔能⼒
證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選)
4.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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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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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英⽂語⾔能⼒
證明。

1275 國⽴臺東⼤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Bachelor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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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主要⽬標為培育小學階段特殊教育師資(身⼼障礙組)，
藉由理論及實務課程，充實學⽣專業能⼒，以因應未來教學
⽣涯的需求。
本系特⾊包括：
1.培育優秀國小師資：為學⽣整合校內學術資源，使本系學
⽣除了能勝任教學⼯作外，並且擁有獨⽴思考、解決問題及
終⽣學習之能⼒。
2.教學設備充實：⽬前有系圖書室、各式測驗⼯具、輔助科
技器材、專科教室、電腦教室及碩⼠班研究室等設備，供課
程教學、研究及實作使⽤。
3.與國內醫療、教育、身障機構密切聯繫合作：增加學⽣臨
床經驗，並培養與其他專業領域合作的能⼒。
本系學⽣畢業後除可繼續赴國內外學術單位深造外，亦可擔
任國小特教教師、國內外教育或身障機構專業⼈員。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選)
4.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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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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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中⽂或英⽂語⾔能⼒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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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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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 提供緬甸學⼦第⼀年⼊學免學雜費及住宿費。
宿舍 1.第⼀年免繳住宿費，房型為四⼈⼀房。 2.僑外⽣保障四年就學住宿。
本校設有「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及「特殊教育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符合本校師資⽣相關甄選規定且
備註 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並滿⾜申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相關修課規範，或依教育學程相關規定登記修習「教
育專業課程」，畢業前可申請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育專業課程」相關證明書或修課證明。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1286 國⽴彰化師範⼤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學校輔導與諮商組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1.本系在教學與訓練上特別重視學⽣個別差異及需求，務求
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兼顧社會發展趨勢。
2.本組課程主修學校輔導與諮商相關課程。
3.歡迎對⼈際溝通、⼼理諮詢與學校事務有興趣者申請。
4.適合細⼼、具⼈際溝通協調能⼒、能管控⾃身情緒者就讀
。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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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建議另附中英⽂履歷
5. ⾃傳(選)：中⽂或英⽂或中英⽂皆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或中英⽂皆繳

1287 國⽴彰化師範⼤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輔導與諮商組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Community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1.本系在教學與訓練上特別重視學⽣個別差異及需求，務求
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兼顧社會發展趨勢。
2.本組課程主修社區輔導與諮商相關課程。
3.歡迎對⼈際溝通、⼼理諮詢與社區服務有興趣者申請。
4.適合細⼼、具⼈際溝通協調能⼒、能管控⾃身情緒者就讀
。
1288 國⽴彰化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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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建議另附中英⽂履歷
5. ⾃傳(選)：中⽂或英⽂或中英⽂皆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或中英⽂皆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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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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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學⽣具備特教⽼師之專業知能，於⼤學部畢業前實
施「基本知能考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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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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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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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轉為公務⼈員或⾄私⽴學校或機構擔任特教教師。
1297 國⽴彰化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成績等級說明
3. ⾃傳(必)：以中⽂撰寫
4.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教育⽬標：
1. 培養各級學校英語⽂師資。
2. 培養符合時代需求之英外語⽂專業⼈才。
⼆、課程修課分為師培⽣及⾮師培⽣；聽、說、讀、寫、譯
等五項技能為學習英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
點
1289 國⽴彰化師範⼤學 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英⽂皆須繳交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皆須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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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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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傳(必)：以中⽂撰寫
9.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撰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1290 國⽴彰化師範⼤學 地理學系
Dept. of Geography
1.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課程之學習須具備⾊彩辨識⼒及野外考察⾏動能⼒之
要求。
3.本系畢業⽣以培育中學教師為主，近年因應社會變遷，教
學著重在空間資訊與社會防災，環境與社區觀光規劃領域的
產學接軌， 在相關公司機構任職者增多，成為師培之外重要
的發展⽅向，同時亦為繼續就讀相關領域研究所提供先備知
識能⼒。
1296 國⽴彰化師範⼤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1.本系現設有藝術教育、藝術創作、藝術學與藝術策評三組
，主要培育藝術教育、藝術學專業、藝術創作、⽂化創意等
專業⼈才，歡迎有興趣者申請。
2.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需⾼度之抽象思維及創作
執⾏能⼒。基於教學條件考量，申請者若有身⼼特殊問題，
請於申請⽂件中告知，以利教學環境準備。
1291 國⽴彰化師範⼤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選)：以中⽂撰寫
5.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撰寫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作品集(必)：個⼈創作作品，其中含三件素描作品【以幻
燈⽚或電⼦檔彙整（電⼦檔案規格：pdf、ppt、jpg、doc）
，檔案不超過200MB（如檔案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建議另
傳⾄網路空間，於填報系統填寫作品連結網址），並附作品
清單，註明姓名、命題、年代、媒材、尺⼨】
4. ⾃傳(必)：以中⽂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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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教育⽬標為培養具多元專業知能、宏觀國際視野與企業
倫理之卓越管理⼈才，多數課程具有討論、互動及參訪，選
填本系應具備⼈際互動溝通能⼒及較佳之中⽂聽、說、讀、
寫能⼒。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以中⽂撰寫
5.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1298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資訊管理組的特⾊是以資通訊與網路科技的發展與管理為主
，並強調改善與整合前述科技在商業的應⽤，重點教研領域
包括雲端運算、電⼦商務、網路⾏銷、企業電⼦化、資料探
勘等。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5. ⾃傳(必)：以中⽂撰寫

1299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Management Program)
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的特⾊是以發展數位遊戲、電腦動畫
、數位學習、數位影⾳、⾏動商務及網路服務為核⼼，並注
重專案企劃、產品設計與製作、⽣產管理與⾏銷策略之實務
研究。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5. ⾃傳(必)：以中⽂撰寫

1294 國⽴彰化師範⼤學 公共事務與公⺠教育學系公共事務組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Program)

公共事務組特⾊：培育公共事務專業⼈才，滿⾜公共事務發 1. 最⾼學歷證明(必)
展之需求，並培育優秀公務⼈才，強化地⽅治理與地⽅政府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之職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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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作品集(選)
8. ⾃傳(必)：以中⽂及英⽂撰寫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1295 國⽴彰化師範⼤學 公共事務與公⺠教育學系公⺠教育組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Program)
公⺠教育組特⾊：培育公⺠教育專業師資，強化⾼級中學公 1. 最⾼學歷證明(必)
⺠與社會科與國⺠中學相關學科之教學品質，以奠定建⽴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社會之基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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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作品集(選)
8. ⾃傳(必)：以中⽂及英⽂撰寫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2224 國⽴彰化師範⼤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以「培育具數學、統計及資訊專業知識，獨⽴思考與數理邏
輯推理能⼒之⼈才，並培育中等學校師資以及相關學術研究
⼈才」為教育⽬標。
1.對師培學⽣：培育優秀之數學科師資，並融⼊各科教學之
中，以提升整體之教學效率與效益。
2.對⾮師培學⽣：加強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相關領域之專
題研究，以期培養多⽅向之專業⼈才。
2226 國⽴彰化師範⼤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ure Physics Program)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傳(必)：以中⽂撰寫
5.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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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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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系所分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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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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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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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其他須具備科學素養的領域的⼯作。
2227 國⽴彰化師範⼤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Dept. of Physics (Photonics Program)
【系所分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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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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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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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其他須具備科學素養的領域的⼯作。
2225 國⽴彰化師範⼤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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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必)：以中⽂撰寫
7.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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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必)：以中⽂撰寫
7.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本系師資素質⾼，除研究論⽂質量優秀外，於執⾏教育部及
科技部計畫之成果也相當豐碩。並⿎勵學⽣參與專題研究，
拓展學⽣畢業後出路。
本系教育⽬標為：
1.培育化學專業學術研究⼈才。
1. 最⾼學歷證明(必)
2.培育優質的各級學校師資。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培養企業專業研發⼈才。
3. ⾃傳(必)：以中⽂撰寫
註：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
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
判定實驗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
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228 國⽴彰化師範⼤學 機電⼯程學系
Dept.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本系提供『機電控制』與『光電應⽤』⼆⼤領域優質課程，
教育學⽣具備機械、控制、電⼦、光電、奈⽶與機器⼈、⼈
⼯智慧系統整合科技產業之知識，以培育學⽣成為相關產業
之優秀⼈才。

2230 國⽴彰化師範⼤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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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課
程以培育學⽣具有基礎電機專業知能、基礎電機實作能⼒、
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及專業倫理與國際視野為特⾊。另外，
本系⿎勵學⽣逕修讀碩⼠及博⼠學位，除提供獎助學⾦外，
更積極協助就業。註：考⽣宜考慮本系操作性課程對於身⼼
健康狀況之基本要求。

2229 國⽴彰化師範⼤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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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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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必)：以中⽂或英⽂撰寫
7.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或英⽂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2, Shi-Da Road, Cha
nghua City 50074, Taiwan, R.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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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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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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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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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以系統晶⽚設計、固態電⼦及微波與通訊等三個領域為 1. 最⾼學歷證明(必)
發展重點。系統晶⽚設計涵蓋計算機系統架構、可重組計算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機系統、編譯技術、作業系統、平⾏處理以及VLSI等。固態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電⼦領域涵蓋半導體元件、半導體材料、光通訊元件、微電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與光電特性分析、半導體雷射、分⼦束磊晶成⻑等。微波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與通訊領域涵蓋微波與通訊相關技術，包括通訊編碼技術、 6. ⾃傳(選)：以中⽂撰寫
通訊安全、關鍵性射頻前端模組之開發、無線網路、天線設 7.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撰寫
計、波導元件、微波主動與被動電路設計等。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2231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之主要⽬標為培育國家未來之資訊⼈才，訓練其兼具深
厚之理論基礎與扎實之基本能⼒；其次，再依其興趣，選擇
網路通訊、軟體開發或系統整合領域為主要修習領域。本系
設有專題製作課程，為理論為實務兼具之學習。

3105 國⽴彰化師範⼤學 ⽣物學系
Dept. of Biology
⽣物學系以培育⽣物科學專業⼈才、中學⽣物類科之優秀師
資及⽣物教育及其研究⼈才為教育⽬標。學⽣畢業後擔任國
中或⾼中⽣物教師、⽣物產業研發、⽣物技術研發等相關⼯
作，系所有16位教師，學習環境佳。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
、聽覺障礙、辨⾊⼒異常者，本系實驗課程學習需要具備辨
⾊和獨⽴完成實驗的能⼒。
3106 國⽴彰化師範⼤學 運動學系
Dept. of Sports
⼀、培養兼具學科與術科能⼒之體育師資。
⼆、培育具外語與多元專業能⼒之運動產業與研究⼈才。
三、提供適性學習發展機會，養成具職場熱忱之專業⼈才。
四、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
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需附全校
及全班排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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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與競賽成果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作品與競賽成果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資訊能⼒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選)：以中⽂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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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撰寫，含申請動機及其他競賽成
果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提供各種英⽂能⼒檢
定之證明⽂件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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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傳(必)：以中⽂撰寫
6.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近三年運動參賽成績及證明影
本
5. ⾃傳(必)：以中⽂及英⽂撰寫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27
聯絡電話 886-7-7172930
傳真 886-7-7263332
地址 802311⾼雄市苓雅區和平⼀路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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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學年免學雜費。⾃第⼆學年起，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80分以上，或排名在班上前50%者均續免學雜費，
獎學⾦
減免期限最⻑為4年。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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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男⼥兼收。⼆、國⽂、英語、地理、教育、特教、美術、⾳樂、數學（數學組）、化學、物理、⽣物、⼯教(科
技教育與訓練組)及體育等13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數學（應數組）、事經、視設、⼯教（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電機⼯程、⼯設、軟⼯、電⼦等8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所;僑⽣⼊學後可依本校師資培育⽣甄選及修習教育專業課
程辦法及各學系所訂相關辦法，或經由師資培育中⼼考試修讀教育學程。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
備註 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僑⽣未取得本國國⺠身分證，不得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四、住宿申請
請依本校學⽣宿舍核配作業規定辦理。五、本校實施「英語能⼒檢定」之畢業⾨檻，學⼠班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
修學分外，「英語能⼒檢定」能⼒檢定必須達到學校規定，⽅得畢業。六、本學年度錄取⽂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
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錄取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燕巢校區。七、本說明未盡
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1312 國⽴⾼雄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師⼤英語系位於⾼雄市中⼼，地理位置優越，可直達機場
、⾞站、鄰近捷運站，交通便利。
本系原以師資培育為主，多年來培育成千上萬的教師及專業
英語⼈才，與台灣教育界關係緊密。本系涵蓋英美⽂學、語
⾔、英語教學三領域，均衡發展，近年來積極轉型為教學和
研究、培訓兼重之學系，重視學⽣國際移動⼒與競爭⼒之養
成。以下為本系之特⾊：
1.多樣化和創新的課程：
除學⼠、碩⼠和博⼠學位學術課程外，聘請專業教師開設翻
譯、口譯、商務、新聞英語，創意英語寫作等。教師與學⽣
間互動良好，營造國際親善學習情境。
2.跨學科教育
為增進學⽣國際視野，除開設正式課程外，並⿎勵學⽣出國
研修、交換或參加國際活動、語⽂競賽，培養跨⽂化溝通識
⾒與知能。
3.教育設施和資源
本系教學設備⿑全充⾜，設置多間專業教室、劇場及語⾔實
驗室，所有教學空間均備有多媒體及資訊化設備，軟、硬體
及各種語⽂圖書等學習資源充⾜。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必)：⼀份英⽂學習計畫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如: 英⽂⾃傳(包括學⽣⾃我介紹/教育程度/申請
動機/未來計劃)⼀份(必)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代碼
28
聯絡電話 886-2-66396688轉82015
傳真 886-2-23777008
地址 106320臺北市⼤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nt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1.提供第⼀學年免繳學雜費及免繳住宿費，⾃第⼆學年起，前⼀學年成績達七⼗分以上， 且參與學校舉辦活動情況
，以評估其續免學雜費之資格，減免期限最⻑為四年；在學期間，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費全免。 2.應於在學期
獎學⾦
間修習師資培育教育專業學程，若於⼊學後第四學期尚未修習者，即終⽌獎助。 3.如辦理休學將停⽌受獎資格。 4.
以上將依據本校「緬甸華校師培專案獎助⾦要點」辦理。
宿舍 視床位狀況優先提供住宿申請。
本校擁有熱忱而優秀的師資培育者陣容，⽤其嚴謹的態度設計多元的專業課程來涵育師資⽣。此外，本校積極延攬
現場經驗豐富的優秀實務⼯作者參與師培教育，讓理論與實務經驗能融合於職前師培的課堂，期能培育出回應現場
需求，⼜具有理想性的優秀基礎教育師資。 本校108學年度起各類科教育學程均依教育部108年4⽉25⽇臺教師（⼆
）字第1080046003號函核定之「各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及學分對照表」，修正本校各類科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專業課程科⽬及學分表。各類科教育學程國小教育階段實地學習時數⾄少72小時(含特教學程)、幼
備註
兒園教育階段實地學習時數⾄少54小時（含特教學程）。 紮實的實習課程是北教⼤的優良傳統，理論與實務並重。
在課程中以⼀週教學⾒習提昇學⽣在理論課程中的實務經驗，依據「本校師資⽣、教程⽣教學⾒習活動實施要點」
，規範師資⽣及教程⽣皆須通過⼀週教學⾒習，以使學⽣及早瞭解教育現場的概況。此外，規範學⽣在畢業前參與
三週集中實習，體現理論化或驗證理論的機會，另在專題探究中⽤研究的視野去進⾏教育理解，並橋接理論與實務
，同時結合教學實務能⼒檢測，評估學⽣教學實作表現，達到培⽤合⼀的⽬標。
系所分則
1329 國⽴臺北教育⼤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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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為培育國⺠小學⾳樂師資，⾃⺠國37學年度起即成⽴「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
⾳樂師範科」招收初中畢業⽣，修業3年，⺠國50學年度改制 校證明/在學證明)
為「師範專科學校」，⾳樂師範科則停⽌招⽣。⾃⺠國57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
年度起設⽴5年制「國校⾳樂師資科」，⺠國67學年度起改名 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為「⾳樂科」。⺠國76學年度起為提升師資改制為4年制「⾳ 3. 師⻑推薦函(必)
樂教育學系」，依新訂課程標準實施教學。本系⾃95學年度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更名「⾳樂學系」，以培育⾳樂專業表演、創作、⺠族⾳樂 上傳。
及⾳樂教育研究與實験⼈才。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作品集(必)：(1)鋼琴、聲樂、弦樂、管樂、敲擊樂器：約1
0分鐘⾃選曲，錄⾳錄影有聲資料（皆需背 譜演奏（唱））
。 (2)理論作曲：繳交3⾸不拘形式的⾳樂作品有聲影⾳資料
。 ※請先⾏⾄本系網⾴（https://music.ntue.edu.tw/?p=1
552）下載考試曲⽬表，填妥後⼀併上傳。 ※請將以上作品
上傳⾄ youtube或影⾳平台，並提供連結網址。或以郵寄⽅
式寄送⾄10671台北市⼤安區和平東路⼆段134號 ⾳樂學系
林助教收。所寄送之影⾳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6. ⾃傳(必)：(1)請註明主修別及欲報考的組別。 (2)5-10分鐘
中⽂⾃我介紹有聲影⾳資料。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2246 國⽴臺北教育⼤學 ⾃然科學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然科學教育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課程具創意而多元發展
，具備⽣物、化學、物理、地球科學課程的內涵，培養學⽣
畢業後，能有多⾯向的職場就業，學⽣可以申請修習教育學
程，擔任課程開發、研發教材或報考相關科系研究所擔任科
技研發⼈員。本系以培養優質之⾃然科學領域專業⼈才及⾃
然與⽣活科技領域之師資為⽬標。凡選讀本系，華語之聽說
讀寫應具⼀定程度，⾃然科學之成績必須優良，否則不宜選
讀，以免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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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
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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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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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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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2)英⽂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2
聯絡電話 886-4-26328001#11571
傳真 886-4-26526602
地址 433303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網址 https://oia.pu.edu.tw/app/home.ph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第⼀學年可獲得雜費同額獎學⾦，學⽣來⾃本校聯盟學校者或合作留台同學會推薦可獲得學費同額獎學⾦。⼤學部
獎學⾦ 僑⽣第⼆⾄第四學年，在學期間無懲處紀錄者，依照前⼀學期班上排名成績得獲不同額度獎學⾦： 班排名第 1-第 1
0 名:學雜費同額獎助學⾦ 班排名第 11-第 20 名:學費同額獎助學⾦ 班排名第 21-30 名:雜費同額獎助學⾦
宿舍 新⽣保障⼀年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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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教學
以中⽂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講能⼒。 三、為⿎勵僑⽣就讀本校，僑⽣新⽣(不含境外學分班學⽣)
第⼀學年可獲雜費同額獎學⾦；僑⽣來⾃聯盟學校者可獲學費同額獎學⾦。⾃第⼆學年起，若無懲處紀錄，依前⼀
備註 學期班排名成績核發助學⾦，⾄多三年：(⼀)前1-10名者：獲學、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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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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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
p://www.oia.pu.edu.tw。 五、本校備有男⼥⽣宿舍，僑⽣第⼀年保障住校。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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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1578 靜宜⼤學 寰宇外語教育學⼠學位學程
Global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寰宇外語教育學⼠學位學程招收各地優秀學⽣來校就讀，以
培養具備國際視野暨優異外語能⼒之中等或國小外語師資及
外語經貿⼈才。本學程為小班制之菁英專班，特別重視培養
學⽣英、西、⽇等專業外語應⽤能⼒。除了外語能⼒的養成
、紮根與深化，學⽣還須完成⾄少⼀種專業學程的訓練：中
等或國小教育學程或外語經貿⼈才學程。此外，畢業前必須
在國內外相關專業單位研習/實習⼀學期，或攻讀國際雙學位
，實現畢業⽴即就業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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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中⽂⾃傳 (詳述個⼈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
⽬標)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70
聯絡電話 886-3-8565301
傳真 886-3-8562490
地址 970374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t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僑⽣專屬獎學⾦ (1)全額獎學⾦(2)免學雜費獎學⾦(3)⽣活費獎學⾦ 當你經海聯會錄取後，如要申請獎學⾦，請主動
寄信到國際處信箱，信件標題請註明：『港澳僑⽣獎學⾦申請』。我們將會有專⼈提供您申請⽂件。若無收到回信
，請致電與我們聯繫確認，謝謝！ 聯絡Email : tcuoia@gms.tcu.edu.tw 聯絡電話 : 886-385635301 #
1014~1018 Tzu Chi University is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ll be provide exclusive scholarships to Ov
erseas Chinese Students. Should you be interested to apply for a scholarship upon your acceptance int
獎學⾦
o the Overseas Chinese Union, please contact us via email. On said email, you are to indicate on the titl
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A member of staff would then be contacting y
ou along with the necessary application documentation(s). In the event should you not receive a reply,
please call us to confirm with us as to the current status .Thank You. Contact Email:
tcuoia@gms.tcu.edu.tw Contact Number: +886-385635301 # 1014~1018
宿舍 新⽣保障住宿。 Freshmen can live in campus dormitories.
1.本校⼤⼀新⽣除特殊狀況經核准外，⼀律住宿，⼆年級以上按「本校學⽣住宿辦法」辦理。 2.本校學⽣應穿著校
（制）服。 3.本校餐廳僅提供素⾷。 4.學⽣須通過「英語能⼒」之學校規定，始得畢業。 5.本校設有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提供僑⽣新⽣接機、居留證申請及延期、健保申請、課業輔導申請、⼯ 作證申請及其他在台學習⽣活各項服
務。 6. 以上各項說明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委員會決議處理。 1. Freshmen are required to li
ve in campus dormitories unless exceptional permission is granted. Sophomores should follow the “C
ampus Residency Guidelines for Students” in seeking their living quarters. 2. All students are required
備註
to wear the student uniform. 3. The campus cafeteria serves only vegetarian meals. 4. Satisfactory
efficiency levels in English test i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5.TCU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ovide
s overseas Chinese freshmen an airport pickup service, ARC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health insuran
ce application, course tuition application, working permit application, and other daily services. 6.Situat
ions or concerns unspecified here will be handled according to relevant laws and decisions by Tzu Chi
University’s Admissions Committee.
系所分則
3266 慈濟⼤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Bachelor Program）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以⽣物科技學理與實作的訓練為基礎，發展「⽣物數據及應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藥物研究及發展」及「⽣物資源及應⽤」專業領域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
，強化與產業發展相關職場就業⼒的⼈才培育。
3. 師⻑推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4. ⾃傳(選)：請提供中⽂或英⽂⾃傳（含申請動機、讀書計
畫、未來期望等）
3267 慈濟⼤學 分⼦⽣物暨⼈類遺傳學系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Human Genetics（Bachelo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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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以培養能終⽣學習並具⼈⽂服務精神的分⼦⽣物暨⼈類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畢業證書/修業
遺傳之⼈才為⽬標。藉由充實的基礎課程及實驗技術養成， 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訓練學⽣具備投⼊研究或產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以期未來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中在校歷年成績
能在公私⽴學術單位、醫療院所研究部⾨、⽣技公司與藥廠 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等參與學術研究、產品研發、管理及銷售等⽅向發揮所⻑。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若結合選修本校傳播及教育⽅⾯教學特⾊課程，也可朝向廣 4. ⾃傳(選)：請提供中⽂或英⽂⾃傳（含學⽣⾃述/個⼈學經
電之科普傳播及中學⾃然科教師等跨領域⽅向發展。
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887 慈濟⼤學 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Bachelor Program）
本系以「健康傳播」為課程特⾊，共有五個專業學群：健康
傳播、影像紀錄、節⽬製作、新聞、整合⾏銷等專業群組課
程。課程設計結合實務、理論，有多元的服務學習活動，培
養學⽣多元專⻑。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請提供1份以上之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請提供華語⽂⾃傳
6.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華語⽂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華語能⼒成績
證明

1883 慈濟⼤學 東⽅語⽂學系中⽂組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Program of Chinese）（Bachelor Program）

本系中⽂組須修⽇語課程8學分，除⼀般中國語⾔、⽂學、思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想⽂化課程，以對外華語教學、⽂化實務為課程重點。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請提供中⽂⾃傳
5.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中⽂讀書計畫書
1884 慈濟⼤學 東⽅語⽂學系⽇⽂組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Program of Japanese）（Bachelor Program）
本系⽇⽂組須修中⽂課程8學分，並通過⽇本語試驗N2級，
除⼀般⽇語課程外，以語⾔應⽤、⽂化實務為課程重點。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請提供中⽂⾃傳
5.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中⽂讀書計劃書

1885 慈濟⼤學 英美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achelor Program）
兼顧英美⽂學與語⾔的訓練，旁及實⽤語⽂、語⾔學、專業
英語，使學⽣更具發展潛⼒與就業機會。本系 有優秀的師資
陣容，有優良的讀寫聽說的綜合課程，有⽂學及應⽤英語課
程。應⽤英語分為商業英語及媒體與服務英語兩類。 本系主
旨為培養有紮實英語能⼒、西⽅⽂學修養的⽂化⼈才，畢業
⽣除從事⽂化⼯作外，亦可勝任與英語 有關的各種⾏業。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
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請提供中⽂、英⽂⾃傳
6.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中⽂、英⽂進修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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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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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供第⼀學年免繳學雜費，⾃第⼆學年起，前⼀學年班排名前50%或學年平均達70分以上，可續免學雜費之資格
獎學⾦ ，減免期限最⻑為四年；在學期間，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費全免。 2.提供住宿費減半優惠。 3.如辦理休學或退
學將停⽌受獎資格。
新⽣可申請宿舍住宿，前⼆年享有保障，住宿費半免，每學期約需5000元，此費⽤不包含寒、暑假期住宿。 第三
年開始由抽籤決定⼊住，因此第三學年開始，學⽣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境外新⽣第⼀學年保障以東校區宿舍為主
宿舍
，第⼆學年起男性境外⽣保障以新北宿舍為主，⼥性境外新⽣保障以南港宿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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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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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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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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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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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科⼤也特別增加英語授課，同時與許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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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額外設有每年發放⼀次之「國⽴臺北科技
⼤學僑⽣獎學⾦」，供成績優異之學⽣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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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分則
2437 國⽴臺北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國⽴臺北科技⼤學位居國内科技⼤學的⿓頭地位，也是世界
⼀流的⼯業⼤學，機械系更是學校最⼤與最核⼼的科系，肩
負學校發展的重責⼤任，配合本系師資專⻑及研究設備，以
未來科技趨勢、國家產業需求為⽬標，研究重點有六⼤領域
：1. 精密機械；2. 機電整合技術、智慧機械、⼯業4.0；3. 微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
光機電系統；4. 先進薄膜與奈⽶技術；5. 半導體技術與⽣物
請提出在學證明。
晶⽚；6. 醫⼯與醫療輔助器材技術研發、智慧醫療⻑期照護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名資料為佳
。
。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本系優勢及特⾊：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1.師資健全：38名專任師資均具博⼠學位，陣容堅強，研究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及教學成效普獲好評。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2.課程完善：強調紮實的實務經驗，配合專題領域及校外實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規劃，可選擇⽤英⽂
習，達到學⽤合⼀的⽬標。
書寫。
3.資源完善：40間特⾊實驗室，先進儀器設備⿑全，含各式
精密量測設備、3D列印製程設備、數值控制⼯具機、機械⼿
臂教學與應⽤模組、電⼦顯微鏡等。
4.系友眾多：本系歷史悠久，校友遍及各⾏業，結合為龐⼤
⼈⼒資源後盾。
2438 國⽴臺北科技⼤學 ⾞輛⼯程系
Dep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輛⼯程系所的研究與教學發展⽬標係在培育⾞輛產業所需
專業⼯程⼈員，並針對⾞輛產業之零組件研發、設計、製造
、裝配，以及⾏銷管理、售後維修以及⾏⾞安全與肇事重建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
等各項技術進⾏相關教學及研究，以開發先進⾞輛零組件增 請提出在學證明。
進⾞輛性能及安全性。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若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
佳。
⾞輛⼯程知識具系統整合特⾊，尤其是先進⾞輛更是⾞輛、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電⼦與通訊等整合領域知識之綜合體，相關學理基礎有⾞輛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類的圖學、固⼒、熱流、材料、機設，與電學類的電機、電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控制，應⽤則包含針對⾞輛特有的科⽬如懸吊系統、煞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系統、⾞輛測試法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每年全國⼤專校院超級環保⾞⼤賽，本系在電動⾞、超級省
油⾞及⾞輛製作等⽅⾯屢獲佳績。
2448 國⽴臺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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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以教授電機⼯程專業知識及培育國家建設所需之電機科
技專業⼈才為主要⽬標。本系主要分為電⼒與系統兩⼤範圍
。其中電⼒領域細分為「電⼒與能源」及「電⼒電⼦」兩個
專業領域，而系統領域分為「控制」、「通訊」及「計算機
」三個系統專業領域，可⾒本系共分五⼤專業領域：電⼒與
能源⼯程、電⼒電⼦⼯程、控制⼯程、通訊⼯程、計算機⼯
程。除電⼒與能源專業領域較著重傳統的電機專業外，其餘
電⼒電⼦、控制系統、通訊⼯程及計算機⼯程四個專業領域
與⽬前尖端的電⼦科技產業環環相扣。北科電機的實作技術
訓練及紮實的理論基礎，在全國性的各種競賽中常領先群倫
，獲得佳績。
2439 國⽴臺北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電⼦系教學⽬標為配合⼯業經濟發展與產業界的需求，積極
為國內產業界培育⾼等電⼦專業技術⼈才，其發展的重點以
計算機⼯程(含軟體、硬體、韌體、多媒體、⼈機介⾯、及單
晶⽚微處理)、無線通訊 (含無線傳播、⾏動通訊、信號處理
及網路應⽤)、電波⼯程(含數值電磁、⾼頻電路、微波傳播
、微波積體電路設計、光電系統、光通訊及光纖有線電視雙
向互動影⾳傳輸)與晶⽚系統(晶⽚設計、電腦輔助、設計⾃
動化、軟硬體共同設計)等四⼤領域，並強調計算機、通訊、
電波及積體電路等技術之整合與應⽤。
2441 國⽴臺北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本系重點發展之特⾊：
1.光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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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學⼯程： 主要研究及開發光學元件與系統，其中之技術
包含光學設計、鍍膜、光電量測、短脈衝雷射、近場光學、
繞射光學、光資訊處理、與⽣醫等領域之應⽤。
3. 顯⽰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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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光電材料與元件： 主要研究⽅向為研發新穎的三元及四元
化合物、發光⼆極體(LED)、檢光元件、太陽能電池、積體
光學元件、光電材料薄膜及奈⽶結構製程開發。
2442 國⽴臺北科技⼤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創⽴於西元1917年，歷史悠久且教學品質卓越，以培養
專精務實，具⽣物科技素養之化學⼯程師為⽬標。課程及教
師研究之⽅向為四⼤領域：化學程序⼯程、⽣化與⽣醫⼯程
、材料與奈⽶⼯程、光電能源與環境。
本系除加強傳統化⼯教育，以提升化學⼯業⽣產、操作及設
計之技術⽔準外，並因應化⼯之新領域，配合未來產業發展
特⾊，重點發展⽣物科技、奈⽶科技、材料⼯程、半導體製
造科技、特⽤化學品、分離程序、清潔⽣產、燃料電池、先
進⾼分⼦材料、相平衡、電化學、程序⼯程等。 辨⾊⼒異常
者，不宜申請本系。
2444 國⽴臺北科技⼤學 ⼟木⼯程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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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在學⽣請提
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在學⽣請提
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若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
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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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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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木系教學⽬標為培育⼟木⼯程專業技術⼈才，使能從事⼟
木⼯程有關之規劃、調查、測繪、設計，施⼯、檢驗及維護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
管理等專業⼯作，進而培養學⽣具有⼟木專業領域之進修研 請提出在學證明。
究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
本系未來之教學及研究．將繼續著重於結構、⼤地、營建、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管理、⽣態與防災資訊、⽔資源等⽅向發展，期能培養專業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技術⼈才，以改進⼟木⼯程環境，提昇⽣產⼒及⼯程品質。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本系畢業之學⽣可從事⼟木建築⼯程之規劃設計、監造及施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交通運輸、⽔利⽔保⽣態⼯法、防災規劃等⼟木相關領 擇⽤英⽂書寫。
域，歷屆系友在⼯程界獲得極⾼之評價。
2446 國⽴臺北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建築系歷史悠久，為國內最早成⽴的建築科系。其創設可溯
⾃1912年（⼤正1年）⼯業講習所時代，九⼗多年來，為台
灣建築、營造界培育了無數的⼈才，畢業⽣除了開設建築師
事務所擔任建築師外，並為營造⼯程實務界中的翹楚與基幹
。因此⼤學部的特⾊重點著重於建築各領域的均衡訓練課程
，包括通識、計畫、史論、構造、結構、景觀、都市、規劃
、多媒體、理論等領域課程，以培養全⼈的建築設計與實務
⼈才，同時因應21世紀之需要，培養綠建築、⽣態環境保育
與控制、都市規劃設計等⽅⾯的⾼級技術⼈才。 申請本系以
具備良好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1906 國⽴臺北科技⼤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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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作品集(必)：不限形式，以能突顯⾃⼰具本系相關背景為
佳。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本系以經營管理、創新與創業的結合為發展重點，在此發展
主軸之下，本系以⾏銷管理、財務管理組織與策略管理及服
務與科技管理等肆個學術領域為系所主要發展⽅向並形成特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
⾊。
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名資料為佳
1. ⾏銷管理：主要以⾏銷管理、消費者⾏為、服務管理、⾏
。
銷決策分析、品牌與通路策略、策略⾏銷等為發展⽅向。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
2. 財務管理：著重於管理經濟學、財務管理、公司理財、⾵
、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險管理、投資決策分析、⾏為財務與企業投資融資及避險決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策之訂定。
⽚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3. 組織與策略管理：以組織⾏為、⼈⼒資源管理、組織理論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與管理、任⽤管理、策略管理等為主。
擇⽤英⽂書寫。
4. 服務與科技管理：主要以專案管理、營運模式與供應鏈管
理、客⼾關係管理、計量管理與決策、服務設計等為發展⽅
向。
1907 國⽴臺北科技⼤學 應⽤英⽂系
Dept. of English
本系為達專業⼈才培養之⽬標，⼤學部課程分為以下五⼤主
軸：1. 基本英⽂能⼒課程 2. 應⽤語⾔學專業課程 3. ⽂化⽂
學專業課程 4. 專業英⽂與多元應⽤課程 5. 第⼆外語課程 。
希望以紮實穩固的英語⽂能⼒，強化專業語⾔與⽂學⽂化應
⽤知識，培養深度思考、分析、批判及多元⽂化溝通智能，
輔以實務導向之科技經貿英⽂課程，培育出具廣度及深度之
英語⽂專業⼈才。 課堂作業多以激發學⽣創造能⼒、反思能
⼒和解決問題能⼒為主；課堂討論活動則著重培養學⽣之溝
通能⼒與專業英⽂能⼒；實務課程以實習演練充實學⽣對產
業發展的認知，培植其就業實⼒。申請本系者應具英⽂聽、
說、讀、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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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名資料為佳
。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
⻑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
⽚等等，請⽤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請⽤
英⽂書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證明，如全
⺠英檢、TOEFL iBT、TOEIC等。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學校代碼
72
聯絡電話 886-5-5372637
地址 640301 雲林縣⽃六市⼤學路3段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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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5-5372638

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640301 雲林縣⽃六市⼤學路3段123號

網址 https://www.yuntech.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1.就讀⼤學部滿⼀學年，每學期⾄少修習九學分，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操⾏成績 80 分以上。 2.在學
獎學⾦
期間，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費全免。如辦理休學將停⽌受獎資格。
宿舍 無
備註 如師培修業成績未達標準，將喪失資格。
系所分則
2436 國⽴雲林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現有16位專任教師，均具博⼠學位，其中教授11位、副
教授1位、助理教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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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 國⽴雲林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1.具備數理基礎。
2.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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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1896 國⽴雲林科技⼤學 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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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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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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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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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3 國⽴雲林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BS in Architecture Design Program)
本系以培養學⽣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之專業能⼒，訓練具備
藝術⼈⽂素養與科技運⽤能⼒，熟練實務操作與研究發展之
專業⼈才。在學校發展的策略下，朝向產業化、國際化、資
訊化之⽬標，呼應產業與社會的發展趨勢，孕育符合國家社
會所需的專業能⼒。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作品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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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 國⽴雲林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BS in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本系以培養學⽣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之專業能⼒，訓練具備
藝術⼈⽂素養與科技運⽤能⼒，熟練實務操作與研究發展之
專業⼈才。在學校發展的策略下，朝向產業化、國際化、資
訊化之⽬標，呼應產業與社會的發展趨勢，孕育符合國家社
會所需的專業能⼒。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作品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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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86
聯絡電話 886-4-23323000
地址 413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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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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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3742317

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獎學⾦ 免繳4年學雜費且免繳修習師培課程學分費。
宿舍 免繳4年住宿費（不含⽔電費）。
⼀、 本校榮登2021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全球最佳⼤學排名1000+、全球最佳年輕⼤
學排⾏榜400+、亞太地區最佳⼤學排名400+、世界⼤學影響⼒排名601-800、全球新興經濟體⼤學排名500+、亞洲
地區最佳⼤學排名400+、全球電腦科學領域排名601-8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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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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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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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雜誌》國際及兩岸交流能量調
查排名，「赴⼤陸交換學⽣⼈數」TOP 20，連續5年蟬聯私⽴科⼤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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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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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勞作教育，培養學⽣愛護校園與關懷社區精神。
系所分則
4018 朝陽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 專業特⾊：
因應資訊快速取得、溝通和整合，⾼科技引進與外貿商
務談判迫切需要等趨勢，除⼀般外語養成和⼈⽂素養等訓練
，規劃多種專業課程，加強學⽣相關知能，本系旨在培養具
國際觀與時代觀的⾼等專業外語⼈才。
⼆、 課程特⾊：
基礎語⾔、英語教學模組、商務溝通模組、⽇⽂、西班
⽛等第⼆外語，第四學年另有海外實習與畢業專題與實務接
軌課程。此外，課程結合與業界，讓同學運⽤英語的優勢，
在英語教學、商務溝通的專業領域中學習。並與國小、幼兒
園、國際商務旅館、企業公司及財團法⼈簽署產學合作合約
，使學⽣在安全且專業環境中學習。學⽣於課餘時間到偏遠
地區國小擔任英語教學志⼯，獲得國小師⽣廣⼤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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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
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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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各類英語能⼒證明(如
：全⺠英檢、多益、托福…等)

正修科技⼤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4
聯絡電話 886-7-7358800
傳真 886-7-7358895
地址 833301⾼雄市⿃松區澄清路840號
網址 http://www.cs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無提供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備註 本校現有三個學院，分別為⼯學院、管理學院、⽣活創意學院，提供學⼠班、碩⼠班、博⼠班等不同學制。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127 正修科技⼤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and Fashion Styling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因應國家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趨勢需求，採「化妝品科技」
與「時尚彩妝造型」分組教學，秉持⼈本關懷美德，教育學
⽣具備⼈才與科技宏觀視野胸懷，培育學⽣具有化妝品基礎
知能與彩妝造型美學之涵養應⽤，使學⽣擁有：1、化妝品研
發調製與分析技術能⼒；2、彩妝整體造型設計與美容服務能
⼒。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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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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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4129 正修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因應國家經建發展政策及⽂創產業發展需求，以培
育從事視覺傳達設計領域相關產業所需之實務專業⼈才為⽬
標。⾃成系以來，教學與實務並重，致⼒教授設計創意之基
本技能，更著重學⽣對⽣活美感的洞悉能⼒。
本系課程發展以視覺傳達設計為主要學習⽅針，並提供
「創意商品設計」與「造形⼯藝研發」領域的發展鍊結。課
程規劃側重基礎的知識學能訓練，⼒道於徒⼿繪畫表現技法
、專業創作⼯坊實務操作與進階數位繪圖應⽤，再結合⾏銷
企劃之概念，使設計創意轉化為具備產能之優質商品；此外
，國內外知名專家講座研習與寒暑假的職場體驗也是學習的
理之當然，藉此培育學⽣佳良的創造信念，讓學⽣們習有所
專。
4120 正修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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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本系開設兒童「托育教學組」及「家庭社⼯組」課程模組。
「托育教學組」培養幼兒保育實務專才，符合具備擔任托育
機構之教保員及保⺟技能之完備訓練；「家庭社⼯組」培育
學⽣具備以家庭為中⼼的服務能⼒，運⽤社會⼯作專業與社
會資源，促進家庭功能，強化家庭⽣活，協助個⼈及家庭解
決家庭關係及社會適應問題。配合技職教育特⾊，強調務實
致⽤，加強社區推廣教育服務及托育⼈員職類技能檢定，促
進與親⼦⽂教產官學界接軌實習實作，輔導協助學⽣適性就
業職能發展。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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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122 正修科技⼤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
本系之設⽴，係為配合國家的政策需要與產業的發展需求，
而以培育既有運動、健康與休閒的整體概念，⼜有各⾃專擅
領域專業知能的優秀⼈才為⽬標。 ☆完善的建教實習計畫，
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 ☆充沛的社區合作資源，連結產官與
學術結合。 ☆卓越的學術師資陣容，強調學科與術科並重。
☆完整的課程教學規劃，追求技能與品格並進。

4119 正修科技⼤學 觀光遊憩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 Recreation
配合觀光休閒旅遊趨勢及國家重⼤觀光政策，本系發展特⾊
注重產業導向之實作教學，以培育觀光管理及旅館管理之中
、⾼階管理⼈才為主軸。課程內涵重視第⼆外語學習及跨領
域模組課程多元學習；教學內容強調實務、實習課程( 國內、
海外) 為導向；注重創新專題實作及邏輯思辨能⼒；⿎勵參與
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積極爭取國內產學合作案、辦理就業
學程職場體驗及校外異地學習、設⽴專業證照測驗中⼼，加
強輔導職場就業能⼒與觀光餐旅產業延攬⼈才之缺口連結，
強調「做中學、學中做」精神，落實學以致⽤，促使系專業
核⼼能⼒予以證照化，提供專業設備之教學環境，提升職場
就業⼒，使其成為觀光休閒產業所需之專業⼈才。
4118 正修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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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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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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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係配合國家數位內容發展重點、地⽅⽂化加值產業及⾼
雄軟體園區發展數位內容產業所需，以「互動媒體設計」與
「影⾳動畫設計」為核⼼，並輔以創業經營管理實務，提升
動漫遊戲設計領域專業技能，激發更多⼈才對於遊戲設計及
動漫畫設計技術之投⼊與學習。課程規劃著重美術設計、創
意互動、動畫設計、創意企劃等領域技能，加強整合地⽅⼈
⽂內涵，且配合我國多元⽂化特⾊，結合新世代媒體科技發
展，培育兼具⼈⽂素養以及國際觀之跨領域之優質數位媒體
設計⼈才。

4128 正修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本系以培養餐飲業專技與經營管理⼈才為⽬標，訓練具備廚
藝實務與烘焙點⼼等基本專業技能，且兼具餐飲管理與微型
創業等外場管理能⼒及餐廳經營管理概念。 學術與技能卓越
師資，強調學科與術科並重。 課程與實務專業教學，追求技
能與創新成⻑。 建教與實習完善規畫，落實理論與就業連結
。 產學與業界充沛能量，圓滿產官與學術結合。

4121 正修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教育⽬標：培育具備⼈⽂素養、資訊運⽤知能兼具觀光或
商務職能之外語⼈才。（⼀）堅實本位課程，強化縱向四年
的聽、說、讀、寫之外語基礎能⼒（⼆）教學技職導向，⿎
勵學⽣取得證照並兼顧質與量（三）培育學⽣具備基礎理論
與實務職能兼具之外語（四）結合資訊與科技能⼒，增進跨
系跨院相關學程多元學習（五）培育⼈⽂素養與認識多元⽂
化的終身學習能⼒。本系分為「商務英語組」及「觀光英語
組」，⼊學後可選擇其⼀組別就讀。

4130 正修科技⼤學 電競科技管理系
Department of E-Sport Technology Management

本校擬設⽴之「電競科技管理系」是與電競產業發展最直接
相關之系所，配合特⾊教室與各系資源，以「電競設備技術
服務」為主，結合電競運營⼈才能⼒需求，配合當前AI與⼤
數據之應⽤⼈才需求發展，協助加強開發電競遊戲內容，課
程規劃也導⼊電競技術分析，作為未來電競訓練科學化訓練
、受眾消費⾏為分析等⼤數據應⽤之先備知識，達成學⽣畢
業即就業之⽬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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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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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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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畫書(選)
4. 師⻑推薦函(必)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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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8.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9.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10. 作品集(選)
11. ⾃傳(必)
12. 讀書計畫書(必)
13.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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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4125 正修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分成資訊應⽤與管理應⽤⼆組，強調「做中學、學中做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之精神，分別以「數位化創新應⽤」和「電⼦化服務」為 學證明等。
其發展特⾊，並設有碩⼠班和碩專班，以「資訊管理」及「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資訊技術」為發展特⾊，強調資訊科技與管理⽅法的整合應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藉由實務專題和校外實習教導資訊管理實務及培養實作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能⼒。同時推動國際交流、就業學程、菁英班、定期職場參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訪體驗、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及規劃資管實務講座，以培 上傳。
養符合產業界所需之優秀⼈才。系上設有多個即測即評之資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訊証照認證中⼼與輔導系上產學合作、競賽及提供學⽣產業 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
接軌機會的資訊創新服務中⼼，並取得多項國際競賽獎項和 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專利，特別是在專案( 企劃) 績效管理、⾏動Apps、電⼦書及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雲端( ⾏銷) 商務等Web 2.0 ⽅⾯的應⽤。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123 正修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重視證照：輔導學⽣考取國貿、⾏銷、電腦專業證照與
英⽂多益測驗；重實務實習：積極推動校外實習，可使學⽣
畢業後能銜接就業市場；強調國際化：每年暑假辦理學⽣到
國外學校進⾏國際交流，並聘請外籍教師授課；重視學⽣就
業機會：強調職前輔導訓練，辦理求職模擬⾯試與校友回校
分享；軟硬體兼備：專業實習室結合通關運籌軟體，讓學⽣
從操作中練習專業技能；教學助理：專業科⽬的教學助理與
補救教學輔導學⽣課後練習；業師授課：推動千⼈業師及業
界導師，邀請校外專家授課分享實務經驗；強調創意：將創
意思考納⼊課程，培養學⽣具備多元解決事情的能⼒。
4124 正修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 推動就業學程、產業學院、雙軌旗艦班、產學攜⼿計畫班
等多元企業合作，以強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2. 推動校外實
習( 暑期、學期、學年)、實務專題及企業個案教學，以訓練
實務知識及整合能⼒。3. 強化學⽣對外競賽與證照取得能⼒
，建⽴溝通表達能⼒及專業技能，並擴⼤視野。4. 推動國際
交流，以提升學⽣外語能⼒與跨國⽂化素養。5. 透過課程規
劃、創業專題製作及每年舉辦競賽活動，強化學⽣創意與創
業管理能⼒。 ⽬標在於：1.培養企業界具實務能⼒之經營管
理⼈才2.培養具備創意思考、創業能⼒與國際化、資訊化之
經營管理⼈才3.培養具備企業倫理與服務精神，以符合社會
價值觀之經營管理⼈才。
4126 正修科技⼤學 ⾦融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本系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融管理專業⼈才。為因應
產業變遷，滿⾜業界⼈才需求，提升學⽣就業⼒，本系分為
「⾦融⾏銷組」與「財富管理組」，課程強調務實致⽤及證
照輔導，以強化學⽣實作與就業能⼒。課程內涵結合財務、
會計、⾏銷與專業倫理等基礎課程及理財規劃、證券投資、
⾦融⾏銷等專業訓練，以培養全⽅位⾦融商品⾏銷⼈才與財
富管理規劃⼈才。本系發展特⾊注重產業導向之實作教學，
落實全⼈教育精神，強化學⽣兼具專業能⼒與⼈⽂素養，以
利學⽣適性發展、就業接軌，及提升就業⼒。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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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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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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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2576 正修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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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秉持配合國家資訊科技產業發展⽅向，培育優秀資訊⼯
程科技⼈才的教育理念，採「理論與應⽤」並重、「理論與
實務」並⾏的雙軌教學⽅針，以「嵌⼊式發展系統」及「⾏
動網路系統」等⼆個領域為本系教學研究範疇，並據以發展
本系之特⾊，藉由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完整課程規劃、落實⼈
才培訓及創新思考與研究發展的教育紮根⼯作，培養學⽣創
新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並利⽤本系研究設備，提供諮詢
服務，建⽴學術與產業界之橋樑，以促進產業升級，提昇全
球競爭⼒。

2577 正修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秉持「技術與實務導向」的教學研究⽬標，培養學⽣「電⼦
專業」的實務能⼒，並以微電⼦⼯程、光電⼯程、綠能科技
應⽤⼯程，三⼤領域為教學研究的主要範疇。結合本校「載
具及電⼦科技中⼼」⼤⼒推動產學建教合作、推廣教育、技
能檢定等以掌握產業脈動，交換實務經驗，確保學⽣具有專
精技術實⼒，符合產業就業所需之職能。

2578 正修科技⼤學 機械⼯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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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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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以培育具有⾼度專業技能及專業道德之機械⼯程師⽬標。以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精密設計製造及機電系統整合為技術發展核⼼，特⾊實驗室 學證明等。
包含有設計製造整合中⼼( 逆向⼯程實驗室、三次元檢測實驗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室、數控⼯具機實驗室、CAD/CAM 實驗室、快速模具實驗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室)、多軸加⼯實驗室( 五軸加⼯機及⾞銑複合機)、機電整合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實驗室、感測器與訊號處理實驗室等計25 間實驗室。系所推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動產學計畫之⼯程研究科技中⼼為全國認證基⾦會TAF 之認 上傳。
證實驗室，實驗室編號為0844、2242 號，設備獲國際認可。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未來本著已有之良好教學及研究基礎，繼續推動機械、機電 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
領域之專案研究計劃及實務產學研究，並舉辦⼤型國內及國 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際型研討會以提昇教學及研究品質。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2573 正修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主要學習⽬標在於培養各類電機設備或專業技術⼈才，
執⾏有關設計、製造、運⽤及維護等任務。⽬前以『電⼒⼯
程』、『控制⼯程』及『光電⼯程』發展本系特⾊，本系教
學⽬標在因應⾼科技發展及國家建設需要，為社會培育專業
技術⼈⼠。此外為配合網路資訊時代來臨，本系亦將特別著
重在電腦對於電機專業領域之分析與應⽤。除了提昇教育品
質及加強相關設施使學⽣具備電機專業知識與技能外，並希
望加強學⽣英⽂語⽂能⼒，且增進學⽣⼈⽂素質以涵養其優
雅氣質，因應社會多元化之發展趨勢。本系⽬前區分為電機
與控制組、產業技術組與光電⼯程組，培育未來產業需求之
專業技術⼈才。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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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2575 正修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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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旨在培養具⼯業⼯程與管理學識之專業⼈才，藉由⽣產
管理、品質管理、資訊應⽤及經營管理四個主要領域的學習
，使學⽣具有系統整合的觀念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本系
相關課程規劃及設計理念，涵蓋⽣產系統、經營管理及資訊
應⽤三⼤領域，並積極規劃各類就業學程，強化產學合作，
有效增進學⽣就業⼒。

2572 正修科技⼤學 ⼟木與空間資訊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本系以培育⼟木⼯程相關領域中級⼯程⼈員為⽬標，奠定學
習中級技術專業知能之基礎能⼒，並具備繼續進修之能⼒，
期能達成下列⽬標： ⼯程規劃、設計、施⼯、監檢測及營建
維護之⼯程實務訓練，以及⼟木營建、測量製圖、空間資訊
及遙測科技之⼯程實務訓練。

2574 正修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本系以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業界實際⼈才需求，於建築設
計組⽅⾯分別以設計、規劃、設備、結構、史論、景園、電
腦輔助設計等基本領域培養藝術與美學兼備之建築設計⼈才
；室內設計組分別以平⾯設計、空間設計、造園、設備、構
法、史論、電腦輔助設計等基本領域培養藝術與美學兼備之
室內設計⼈才。並強化⼯程實務管理、⾼階設計技巧整合，
與業界合作實務專題，以達到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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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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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
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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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明新科技⼤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91
聯絡電話 886-3-5593142#1467
傳真 886-3-5577682
地址 304001新⽵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網址 http://www.m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中⼼
1.本校提供2名「緬甸師培專案專屬獎助學⾦」：提供減免全額學雜費；在學期間，修習師培課程之學分費全免。 2
獎學⾦
.如辦理休學將停⽌受獎資格。
宿舍 保障華校師培專案之僑⽣優先安排宿舍，四⼈⼀間雅房，每學期新台幣20,100元(含保證⾦2,000元)。
本校地處新⽵縣新豐鄉，占地逾三⼗公頃，交通便捷、毗鄰⼯業區、科學園區，地理位置優越，本校成⽴超過五⼗
年，⼯學院所屬各系均通過IEET中華⼯程教育學會認證。2016年天下雜誌所屬Cheers期刊公布本校為北台灣技專
備註 校院第⼀名。本校各系男⼥兼收，宿舍內設施完善，亦定期舉辦各項活動，且境外⽣為優先住宿。 教學與⽣活設施
完善；校園網路、圖書館、游泳池、保齡球館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 http://www.m
ust.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094 明新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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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師資專⻑具多元性、學習環境規劃完善優美，課程規劃
注重幼保理論與實務之融合，與幼保實務界合作密切，除落
實教保實務實習外並加強學⽣基本電腦資訊處理能⼒之培養
，且開設多元化課程助於學⽣依個⼈興趣朝幼兒園、托嬰中
⼼、安親中⼼、特殊兒童教育、兒童藝術、兒童⽂教出版各
相關領域發展，期望學⽣未來更具競爭⼒。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
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
⽂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
果等。

⽂藻外語⼤學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學校代碼
B2
聯絡電話 886-7-3426031#2644
傳真 886-7-350-8591
地址 807771⾼雄市三⺠區⺠族⼀路900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wz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境外學⽣事務組
獎學⾦ 本校提供緬甸師培⽣1名全額獎學⾦（減免全額學雜費）。
宿舍 保障緬甸師培專案之僑⽣優先安排住宿，四⼈⼀間房，每學期新台幣1,2000元(須另繳新台幣5,000元保證⾦)。
備註 本校師資培育課程完成條件須本科及師培課程兩者皆達到畢業標準，始能完成學業。
系所分則
4257 ⽂藻外語⼤學 英國語⽂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課程以全英語授課，強調語⾔加專業的跨領域培育，增
強學⽣國際競爭⼒與移動⼒，以期學⽣畢業後能在多⽅專業
領域裡持續探索或發展個⼈職涯。透過多元教學⽅式，(例如
，對話、遊戲、討 論、戲劇表演、網路教學、上台報告、⼼
得分享等，)創造多元活⽤英⽂環境與機會，並提⾼學⽣學習
效果與動機，使學⽣在本校英語環境中⽿濡⽬染、潛移默化
，逐漸成為語⾔專業⼈才。

4252 ⽂藻外語⼤學 翻譯系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教學⽬標
⽂藻外語⼤學翻譯系在全⼈教育的理念指導之下，為學⽣提
供完整的專業知能、技能及⼈格⽅⾯的專業翻譯教育課程。
本系除了以英語為主、其他外語為輔的語⾔教學之外，更加
強專業翻譯理論課程及口、筆譯實務訓練。除了紮實的課程
設計，也⿎勵學⽣⾄業界實習，使翻譯系畢業⽣成為各⾏各
業推動國際化的⽣⼒軍，提昇台灣整體國際競爭⼒。
課程設計
核⼼課程包含口筆譯基礎課程，也規劃相關專業課課，包含
科技英⽂、商業英⽂、國際事務英⽂、新聞媒體筆譯、法律
⽂件筆譯、國際事務口筆譯，跨⽂化溝通、影視翻譯、商業
口筆譯、科技口筆譯等。
4251 ⽂藻外語⼤學 應⽤華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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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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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檢定成績證明(例
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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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英⽂檢定成績證明(例
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
例如：TOC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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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招⽣校系名稱

(本表僅供參加個⼈申請制者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1 年 11 ⽉起⾄ 2022 年 8 ⽉底)

註⼀： 個⼈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個），須依本簡章附錄⼀「個⼈申請制（緬甸師資培育專案）學校及系組招⽣
規定」，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
元2022年1⽉6⽇（星期四）臺灣時間下午5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 ⾝⼼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系所分則

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本系的發展重點為培育華語教學師資以及培養中外語⽂能⼒
兼備，並專精寫作與採訪等語⽂應⽤能⼒的⼈才。本系的特
⾊在於以國際視野學習華語及中華⽂化，結合外語⼤學之特
⾊，通過語⾔、⽂化、數位遠距等密集濃縮課程，讓學⽣充
分掌握當代知識與職場實務需求。

4261 ⽂藻外語⼤學 外語教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課程規劃：除基本的語⾔訓練外，更提供教學相關專業課程
，包含外語教學概論、課程設計、教學評量、班級經營、閱
讀教學、寫作教學、聽⼒與會話教學、教學科技與英語教學
、電腦輔助外語教學、語⽂能⼒整合教學、教學實習與服務
學習、外語教學專題研究寫作、兒童與青少年⽂學、語⾔學
概論、成⼈外語教學、畢業專題等。發展特⾊：強調英語教
學理論與實務經驗，並使⽤全英語環境教授專業課程。在學
期間，必須參與校內、外的教學實習，達到學⽤合⼀。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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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檢定成績證明(例
如：TOCFL)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上傳電⼦檔⽅式：學⽣⾃⾏上傳或是學⽣以email邀請師⻑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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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英⽂檢定成績證明(例
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
例如：TOC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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