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學年度研究所（一般生）招生報名、考試日期表  更新日期：103.02.20

 

 

學   校 發售日 報名日 考試日 

台灣大學 自行下載 
103.1.13 am9~103.1.20 

pm12(中午) 

筆:103.3.1~103.3.2 

面:依各系所規定 

政治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5am9~ 

102.12.19pm17 

筆:103.2.22~103.2.23

面:103.3.15~103.3.23

台北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17 am10~ 

102.12.24 pm13 

筆:103.3.15~3.16 

面:103.4.7 

海洋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25 am9~ 

103.1.15 pm17 
103.3.15 

中央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11 am9~ 

102.12.20 pm15:30 

初:103.2.16 

複:考試時間依各系

所規定 

交通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12 am9~ 

102.12.17 pm17 

初試:103.2.14~2.15 

複試:103.3.12~3.16 

清華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12 am10~ 

102.12.17 pm17 

初:103.2.13~103.2.14

複:103.3.12~103.3.24

中興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26am9~ 

103.1.4pm17 

筆:103.2.27~103.2.28

面:103.3.14 

陽明大學 自行下載 
103.1.6 am9~103.1.14 

pm 17 

筆:103.3.8 

口:103.3.27~103.3.30

嘉義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18~12.26 
筆:103.2.12 

口:103.3.8 

中正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20~ 

102.12.30 

筆:103.3.8 

複(口):103.4.10~4.13

成功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12am9~ 

102.12.19pm12 

筆:103.2.22~103.2.23

面:103 年 3 月 4.5 週

中山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12~ 

102.12.26 

筆:103.2.28 

複:103.3.21~3.23 

高雄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23~ 

103.1.23 

筆:103.2.21 

面:103.3.29 

東華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26 am9~ 

103.1.9 pm16 

初:103.3.16 

複:103.3.29~103.3.30

暨南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0 am10~ 

103.2.21 pm17 

筆:103.3.22 

面:103.4.21~103.4.27

台南大學 自行下載 103.1.10~103.2.17 
筆:103.3.15 

面:103.3.29 

東吳大學 自行下載 
103.1.10 am10~103.1.17 

pm17 

筆:103..2..28 

面:103.4.11~103.4.14

台北市立

大學 
   

宜蘭大學 自行下載 103.1.6~103.2.19 
筆:103.3.23 

口:103.3.29~103.4.1 

聯合大學    

台東大學 自行下載 
103.1.6 am9~103.2.7 

pm12 (中午) 

筆:103.3.16 

口:103.3.16 

金門大學 自行下載 103.2.11~103.3.5 103.3.15 

世新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 am10~ 

103.1.16 pm14 

筆:103.3.6 

口:103.4.18~4.20 

銘傳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 am9~ 

103.2.27 pm17 
103.3.18 

實踐大學 自行下載 
103.2.10 09:00~103.2.20 

17:00 
各系所自訂 

大同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3 am9~103.2.21 

pm23:50 
筆:103.3.14 

文化大學 自行下載 
103.2.19 am9:~103.3.6 

pm16 
103.3.15 

玄奘大學    

輔仁大學 自行下載 
103.1.13 am10~103.1.21 

pm15 

筆:103.3.7 

口(複):103.3.8(甲

類)103.3.30 前(乙類)

淡江大學 自行下載 
103.1.13 am10~103.2.18 

pm16 
103.3.2 

學   校 發售日 報名日 考試日 

華梵大學 自行下載 103.2.6~103.2.25 103.3.22 

真理大學 自行下載
103.2.14am9~103.2.27p

m17 
103.3.16 

中原大學 自行下載
103.2.11 am9~103.2..20 

pm12 (中午) 

初:103.3.5   

複:103.3.26 前 

長庚大學 自行下載 103.1.6 9:00~1.21 17:00 

筆系所：103.3.9 

口系所：103.3.7～

103.3.9 

東海大學 自行下載 102.12.24~103.01.27 
筆 103.3.15~103.3.16  

口: 103.3.22、103.3.29 

元智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 

103.2.24 

初:103.3.24 

複:103.4.24~4.27 

中華大學 自行下載 103.2.17~103.3.3 pm15 103.3.15 

逢甲大學 自行下載
103.1.10 am9~103.2..18 

pm17 

筆:103.3.3 

口:103.2.27~103.3.8 

靜宜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 12:00~103.2.10 
筆: 103.3.8 

口: 103.3.8 

南華大學 自行下載 103.1.10 ~103.2.25 pm16  
筆：103 3 .9   

口:103.3.7~103.3.9 

開南大學 自行下載

103.1.02 

am10:~103.03.14 

pm12(中午) 

詳見簡章說明 

義守大學 自行下載 103.2.6~103.3.10 103.3.23 

慈濟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 am9~103.1.8 

pm17 

筆:103.2.22 

口:103.3.21~103.3.23 

佛光大學 自行下載
103.1.16 am9~103.2.25 

pm16 
103.3.15 

亞洲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3~103.2.24 pm17 103.3.8~103.3.9 

長榮大學 自行下載 103.1.8~103.3.10 
初:103.3.22 

複:103.4.15 

大葉大學 尚未公佈 103.01.21~103.03.08 
03.17~103.03.22 

中山醫大 自行下載
103.3.3 am9~103.3.19 

pm16 
103.4.20 

台北醫大 自行下載
103.1.13~ 

103.1.24 pm18 

筆:103.3.8 

口:103.3.21~3.23 

高雄醫大 自行下載
103.1.2 am9~103.1.16 

pm17 

筆: 103.2.23 

口: 103.3.09~103.3.10 

中國醫藥 自行下載
102.12.23 am9~102.12.27 

pm15 

筆:103.2.22 

口:103.3.8 

明道大學 自行下載 103.1.29~103.3.14 103.3.22 

台北護理    

馬偕醫學

院 
自行下載

103.1.6 am9~103.1.20 

pm17 
103.2.22 

高雄餐旅 自行下載
103.2.6 am9~103.2.20 

pm16 

書:103.2.21~103.3.14 

面:103.4.13 

台灣科大 自行下載
102.12.16 am9~ 

102.12.30 pm17 

筆:103.2.12 或 2.13 

口:103.3.7~103.9 

台北科大 102.11.8 
102.12.10am9~ 

102.12.23pm17 

初:103.2.15 

(創新所、英文系、智財

所) 

複:103.3.8 

雲林科大 自行下載
102.12.19 am9~ 

103.1.9 pm16:30 

筆:103.2.23 

面:103.3.15~3.16 

高雄應用 自行下載
102.12.20 am9~ 

103.2.27 pm17 

筆:103.3.22 pm 

1:30~pm5 

口:103.22(資管系限定,

公布於資管系系網) 

高雄第一 自行下載 103.1.2~103.1.22 

筆:103.3.16 

面:103.3.16(應用德語) 
103.3.29(英語應用系口

筆譯碩士班) 

高雄海洋  103.2.24~103.3.21 103.4.12 

 

 



屏東科大 自行下載 
102.12.30~ 

102.1.14 
103.3.15 

虎尾科大 自行下載 102.12.26~102.1.9 
筆: 103.3.15 

面: 103.3.15 

澎湖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2~103.3.28 筆: 103.4.26 

勤益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0 am9~103.3.7 

pm14:30 

筆: 103.3.30 

面: 103.3.30 

龍華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3~103.3.21 
書面審查 

面試 103.4.12 

大華科大 102.12.2 
通:103.3.17~103.4.11 

現:103.3.17~103.4.18 
103.5.3 

學   校 發售日 報名日 考試日 

朝陽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0~103.3.5 
筆:103.3.23 

面:103.3.23 

明新科大 自行下載 103.3.17~103.3.31 
筆: 103.4.27 

面: 103.4.27 

中國科大    

崑山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9 12(中午)103.3.10 

pm17 
103.3.22 

南台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9~103.3.12 103.3.23 

嘉南藥理 自行下載 103.2.21~103.3.6 103.3.22 

樹德科大 自行下載 
通訊:103.1.15~103.3.18

現場:103.3.19~103.3.20 

筆:103.3.29~103.3.30

口:103.3.29~103.3.30 

高苑科大 自行下載 
通訊:即日起~103.4.18 

現場:即日起~103.4.18 
103.4.26 

輔英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0~103.3.11pm17 103.3.22 

景文科大 

自行下載

簡章，一

律採通訊

報名，郵

戳為憑 

103.3.17~103.4.21 103.5.10 

嶺東科大 自行下載 
103.3.10 

am9~103.4.11pm15 
103.4.19 

明志科大 自行下載 

103.2.24 am9~ 

103.3.17 pm16.30  

現/郵 103.3.17 郵戳為

憑 

筆:103.4.19 

複(面):103.4.19 

健行科大 自行下載 
103.3.3am9~103.3.27pm

17 
103.4.12 

吳鳳科大 自行下載 通訊:103.2.17~103.3.21 103.4.12 

正修科大    

遠東科大    

東南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7~103.3.21 103.4.12 

建國科大    

聖約翰科

大 
自行下載 103.3.31~103.4.18 103.5.3 

台南應用 

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1am9~103.3.18p

m16 
103.4.12 

萬能科大 自行下載 
103.3.10 

am9~103.4.18pm15 
103.5.10 

弘光科大 自行購買 103.2.11~103.3.27 
初:103.4.27 

複:103.5.10~5.11 

元培科大 自行下載 103.3.3~103.4.14 103.4.27 

大仁科大    

德明財經

科大 
   

中臺科大 自行下載 103.3.3~103.3.24 面:103.4.26~4.27 

中華科大    

中華醫事    

僑光科大 自行下載 
通訊:103.3.10~103.4.9

現場:103.3.10~103.4.11 
103.4.20 

南開科大    

華夏學院 自行下載 103.2.1~103.3.31 103.4.12 

育達科大    

環球科大 自行下載 通訊:即日~103.4.18    

現場:103.4.11~103.4.21 

筆:103.4.26 面:103.4.26 

 

學   校 發售日 報名日 考試日 

美和科大    

長庚科大 自行下載 
103.3.3~103.3.103.3.2

4pm12(晚間) 

筆:103.3.29

面:103.3.29 

台灣藝大 自行下載 103.2.19~103.2.25 
筆:103.3.15~103.3.16

口:103.4.12 

台北藝大 自行下載 
102.12.16am9~ 

102.12.23pm15 

筆:103.3.8 

面:103.3.8~103.3.13 

台南藝大 自行下載 102.12.23~103.1.6 

筆:103.3.1 

面:103.3.1~103.3.2 

103.4.18~103.4.20

台灣師大 自行下載 102.12.19~102.12.25 103.3.15 

高雄師大 自行下載 
103.1.16~ 

103.1.24 

筆:103.3.16 

複(口): 

103.4.17~4.20 

彰化師大 自行下載 
103.1.3 am9~103.1.21 

pm17 

筆:103.3.16 

口:103.4.19 

台北教大 自行下載 
102.12.16~ 

103.1.6pm24 

筆:103.3.16 

面:103.4.12~103.4.13

屏東教大 自行下載 102.12.30~103.1.14 103.3.15 

新竹教大 自行下載 
103.1.10 

am9~103.1.20pm17 

初:103.3.22 

複:103.4.11 

台中教大 自行下載 
103.2.6 am9~ 

103.2.19pm17 

筆:103.3.15 

面:103.3.14 

103.3.16 

103.3.22 

103.4.18(諮商與應用

心理學系碩士班) 

103.4.18(文化創意產

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事業經營碩士班) 

103.4.19(永續觀光暨

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 

台北商業 自行下載 102.12 底 筆:103.2.28 

屏東商業 自行下載 
103.2.19 

pm12~103.3.17pm16 

筆:103.4.12 

面:103.4.12 

修平科大    

台中科大 自行下載 103.2.12 am9~103.3.3 
初:103.3.22

複:103.4.12~103.4.13

亞東學院 自行下載 103.3.12~103.4.10 103.4.19 

經國學院    

臺北城市    

中州科大    

國立體大 自行下載 
102.12.24 am 

9~103.1.14 pm14 

筆:103.3.8 

(運動科學研究所於

筆試結束後當天

11am 進行口試) 

口:103.3.29 

國立台灣 

體大 
   

稻江管理    

醒吾科大    

南榮學院    

康寧大學    

桃園創新    

慈濟學院    

東方學院    

亞太創意    

中央警大 自行下載 
103.3.4am9~103.3.11p

m17 

初:103.4.19~4.20

複:103.6.27 

文藻外語    

和春學院    

 



 

最新資訊網站即時更新 

考訊中心貼心提醒您: 若學校報名為網路報名時，請注意報名的開始與結束

時間，避免錯過報名。       

本表僅供參考，正確日期請依學校公佈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