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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101010103333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碩士班甄試招生碩士班甄試招生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一一一一、、、、修業年限修業年限修業年限修業年限：：：：1111 至至至至 4444 年年年年（報考在職生而獲錄取入學者，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

完成學位論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高以 2 年為限）。。。。 

二二二二、、、、報報報報名名名名資格資格資格資格：：：：具備以下報考資格，並符合擬報考系所組訂定之其他有關條件者，得辦理報名，

經錄取後入學修讀碩士學位。（以下所述「國內大學校院」為於國內經教育部

立案大學或獨立學院；「國外大學」為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 

(一)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報考者應報考者應報考者應報考者應同時具備同時具備同時具備同時具備下列條件下列條件下列條件下列條件        

1.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校院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

士學位者，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規定者（請參閱簡

章附錄 2）。 

2. 各系所於簡章中另訂有報考資格之附加規定者，應符合其規定。 

註一：各系所如有規定考生須繳交「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人數前百分比」之證明

者，其名次百分比以小數第其名次百分比以小數第其名次百分比以小數第其名次百分比以小數第 1111 位四捨五入計算位四捨五入計算位四捨五入計算位四捨五入計算（名次百分比證明書格式如附件 1）。 

註二：各系所於「報名資格附加規定」欄如有訂定「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分以上者或總

名次列全班(組)人數前○%者優先考慮」之規定，其「優先考慮」僅為原則性規定，

各系所得於審查後依其評定之各考生甄試總成績擇優錄取。 

(二)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報考者應報考者應報考者應報考者應同時具備同時具備同時具備同時具備下列條件下列條件下列條件下列條件        

1.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校院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

士學位者，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規定者（請參閱簡

章附錄 2）。 

2. 自取得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格）後起算，至 103 年 9 月 1 日止，應至少

滿 3 年（各系所得為更嚴格之規定）。 

3. 自取得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格）後起算，至報名截止日止，具有同一機

構連續1年以上之工作經驗(各系所得為更嚴格之規定)，並可繳交服務年資證明書者。 

4. 各系所於簡章中另訂有報考資格之附加規定者，應符合其規定。 

註一：各系所如有規定考生須繳交「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人數前百分比」之證明

者，其名次百分比以小數第其名次百分比以小數第其名次百分比以小數第其名次百分比以小數第 1111 位四捨五入計算位四捨五入計算位四捨五入計算位四捨五入計算（名次證明書格式如附件 1）。 

註二：各系所於「報名資格附加規定」欄如有訂定「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分以上者或總

名次列全班(組)人數前○%者優先考慮」之規定，其「優先考慮」僅為原則性規定，

各系所得於審查後依其評定之各考生甄試總成績擇優錄取。 

註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格式可上網下載。 

三三三三、、、、各系所組招生名額各系所組招生名額各系所組招生名額各系所組招生名額、、、、報考資格附加規報考資格附加規報考資格附加規報考資格附加規定及考試項目定及考試項目定及考試項目定及考試項目：：：：請請請請參閱簡章第參閱簡章第參閱簡章第參閱簡章第 9999 頁至第頁至第頁至第頁至第 111138383838 頁頁頁頁。。。。    

四四四四、、、、報名注意事項報名注意事項報名注意事項報名注意事項及規定及規定及規定及規定    

(一) 本項招生本學年度考生可同時報考本校多系所組本項招生本學年度考生可同時報考本校多系所組本項招生本學年度考生可同時報考本校多系所組本項招生本學年度考生可同時報考本校多系所組，，，，惟同獲錄取者惟同獲錄取者惟同獲錄取者惟同獲錄取者，，，，僅能選擇僅能選擇僅能選擇僅能選擇 1111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組報到及入學就讀組報到及入學就讀組報到及入學就讀組報到及入學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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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生請務必考生請務必考生請務必考生請務必於於於於繳費前及繳費前及繳費前及繳費前及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詳閱本項招生簡章規定詳閱本項招生簡章規定詳閱本項招生簡章規定詳閱本項招生簡章規定（（（（含本校所訂報考資格及各系含本校所訂報考資格及各系含本校所訂報考資格及各系含本校所訂報考資格及各系

所組所組所組所組「「「「報考資格附加規定報考資格附加規定報考資格附加規定報考資格附加規定」），」），」），」），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日日日日後因報考資格不符致被取銷報考後因報考資格不符致被取銷報考後因報考資格不符致被取銷報考後因報考資格不符致被取銷報考或影響錄取或影響錄取或影響錄取或影響錄取。。。。    

(三) 考生請於報名前確認是否要報考考生請於報名前確認是否要報考考生請於報名前確認是否要報考考生請於報名前確認是否要報考，，，，報名時亦請務必確認報考之系所組報名時亦請務必確認報考之系所組報名時亦請務必確認報考之系所組報名時亦請務必確認報考之系所組及及及及應繳金額應繳金額應繳金額應繳金額，，，，

報名費經繳交後報名費經繳交後報名費經繳交後報名費經繳交後，，，，不得要求退還不得要求退還不得要求退還不得要求退還。。。。 

(四) 考生雖已考生雖已考生雖已考生雖已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及及及及上網登錄個人報名資料上網登錄個人報名資料上網登錄個人報名資料上網登錄個人報名資料，，，，但未於報名期限但未於報名期限但未於報名期限但未於報名期限前前前前(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以限以限以限以限

時掛號郵件寄出時掛號郵件寄出時掛號郵件寄出時掛號郵件寄出((((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報名表件報名表件報名表件報名表件((((或當日或當日或當日或當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005:005:005:00 送達送達送達送達))))者者者者，，，，視同視同視同視同放棄放棄放棄放棄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事後事後事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    

(五) 報名後報名後報名後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系所組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系所組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系所組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系所組、、、、身身身身分分分分別別別別、、、、選考科目選考科目選考科目選考科目，，，，可選填志願組可選填志願組可選填志願組可選填志願組

別者亦不得更改志願組別及其順序別者亦不得更改志願組別及其順序別者亦不得更改志願組別及其順序別者亦不得更改志願組別及其順序。。。。    

(六) 考生所繳之報名資料如經報考系所審查後不符報考資格者，取銷其報考，所繳交報名

費退還二分之一，考生不得異議。 

(七) 本項招生考試日程緊湊本項招生考試日程緊湊本項招生考試日程緊湊本項招生考試日程緊湊，，，，考生如因缺繳部考生如因缺繳部考生如因缺繳部考生如因缺繳部分分分分審查資料或各系所規定應繳正本證明審查資料或各系所規定應繳正本證明審查資料或各系所規定應繳正本證明審查資料或各系所規定應繳正本證明

者者者者，，，，各系所各系所各系所各系所得不予通知得不予通知得不予通知得不予通知考生亦得不受理考生亦得不受理考生亦得不受理考生亦得不受理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補件而逕補件而逕補件而逕補件而逕予予予予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其後果考生自行負責其後果考生自行負責其後果考生自行負責其後果考生自行負責。。。。    

(八) 不論錄取與否，報名資料概不退還。 

(九) 同時報考多系所組之考生，其考試成績之計算，僅採計有到場應考系所組之科目成

績，他系所組未到場應考科目概以缺考論，考生不得要求採計已到考相同科目之成績

（無論內容是否相同）。 

(十) 考生上網登錄報名資料之通訊地址、電話號碼及 E-mail 應正確，否則無法通知而致

延誤考試及其他重要事項，其後果自行負責。 

(十一) 僑生及港澳生報考本校各項碩、博士班招生而獲錄取者，其入學後之學籍身分以一般

生認定，入學就讀之簽證及居留相關事項請於報名前向有關單位查詢，註冊後如有問

題需自行負責。 

五五五五、、、、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本項招生本項招生本項招生本項招生採採採採網路報名網路報名網路報名網路報名，，，，請先請先請先請先索取繳款帳索取繳款帳索取繳款帳索取繳款帳號號號號繳費後繳費後繳費後繳費後，，，，再再再再上網上網上網上網填寫填寫填寫填寫報名資料報名資料報名資料報名資料，，，，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後印出後印出後印出後印出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表表表表併同併同併同併同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於期限前逕寄於期限前逕寄於期限前逕寄於期限前逕寄((((或逕或逕或逕或逕送送送送達達達達))))至各系所至各系所至各系所至各系所。。。。    

(一)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須先須先須先須先上網上網上網上網取得取得取得取得「「「「繳款帳號繳款帳號繳款帳號繳款帳號」（」（」（」（共共共共 14141414 碼碼碼碼））））及及及及「「「「通行碼通行碼通行碼通行碼」（」（」（」（共共共共 6666 碼碼碼碼）。）。）。）。    

「「「「繳款帳號繳款帳號繳款帳號繳款帳號」」」」及及及及「「「「通行碼通行碼通行碼通行碼」」」」取得網址為取得網址為取得網址為取得網址為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f/http://gra103.aca.ntu.edu.tw/graf/http://gra103.aca.ntu.edu.tw/graf/http://gra103.aca.ntu.edu.tw/graf/。。。。        

(二) 以以以以取得之取得之取得之取得之「「「「繳款帳號繳款帳號繳款帳號繳款帳號」」」」以以以以 ATMATMATMATM 轉帳轉帳轉帳轉帳（（（（含網路含網路含網路含網路 ATMATMATMATM））））繳費繳費繳費繳費、、、、跨行匯款跨行匯款跨行匯款跨行匯款或臨或臨或臨或臨櫃繳款等方式櫃繳款等方式櫃繳款等方式櫃繳款等方式

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    

1.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報名費金額報名費金額報名費金額報名費金額：：：：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1,1,1,1,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2.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報名費繳交期間報名費繳交期間報名費繳交期間報名費繳交期間：：：：自自自自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至至至至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12121212 時止時止時止時止。。。。    

((((※※※※11110000 月月月月 7777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3333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以後僅能以分以後僅能以分以後僅能以分以後僅能以網路網路網路網路 ATMATMATMATM 或至各地自動提款機或至各地自動提款機或至各地自動提款機或至各地自動提款機以以以以 ATMATMATMATM 轉帳繳轉帳繳轉帳繳轉帳繳

費費費費))))    

3. 報考 2(含)系所組以上之考生，請個別申請繳款帳號，其報名費分別繳交，且繳費金

額正確始會扣款成功。。。。    

4. 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        

(1)(1)(1)(1)持金融卡持金融卡持金融卡持金融卡以網路以網路以網路以網路 ATMATMATMATM 或或或或至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至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至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至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 ATMATMATMATM 轉帳繳費轉帳繳費轉帳繳費轉帳繳費。（。（。（。（華南銀行代碼華南銀行代碼華南銀行代碼華南銀行代碼：：：：

008008008008））））    

(2)(2)(2)(2)至全國金融機構櫃檯辦理跨行匯款至全國金融機構櫃檯辦理跨行匯款至全國金融機構櫃檯辦理跨行匯款至全國金融機構櫃檯辦理跨行匯款。。。。((((每日下午每日下午每日下午每日下午 3333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前辦理分前辦理分前辦理分前辦理，，，，收款行收款行收款行收款行：：：：華銀華銀華銀華銀

臺大分行臺大分行臺大分行臺大分行，，，，解款行代號解款行代號解款行代號解款行代號：：：：0081544008154400815440081544，，，，戶名戶名戶名戶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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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至全國華南商業銀行櫃檯繳款至全國華南商業銀行櫃檯繳款至全國華南商業銀行櫃檯繳款至全國華南商業銀行櫃檯繳款。（。（。（。（每日下午每日下午每日下午每日下午 3333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前辦理分前辦理分前辦理分前辦理，，，，繳款單可至本校繳款單可至本校繳款單可至本校繳款單可至本校

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甄試甄試甄試甄試招生報名登入網站招生報名登入網站招生報名登入網站招生報名登入網站http://gra103.aca.ntu.edu.tw/grahttp://gra103.aca.ntu.edu.tw/grahttp://gra103.aca.ntu.edu.tw/grahttp://gra103.aca.ntu.edu.tw/graffff////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4444))))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申請免繳申請免繳申請免繳申請免繳或中低收入戶申請減免優待或中低收入戶申請減免優待或中低收入戶申請減免優待或中低收入戶申請減免優待報名費之考生報名費之考生報名費之考生報名費之考生，，，，請依下列第六項第請依下列第六項第請依下列第六項第請依下列第六項第

((((四四四四))))點規定辦理點規定辦理點規定辦理點規定辦理，，，，擬申請者請勿預先繳費擬申請者請勿預先繳費擬申請者請勿預先繳費擬申請者請勿預先繳費。。。。    

(三) 繳交報名費後繳交報名費後繳交報名費後繳交報名費後，，，，即可以個人之即可以個人之即可以個人之即可以個人之「「「「繳款帳號繳款帳號繳款帳號繳款帳號」」」」及及及及「「「「通行碼通行碼通行碼通行碼」」」」登入報名系統網站登入報名系統網站登入報名系統網站登入報名系統網站。。。。    

1.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登入網址登入網址登入網址登入網址：：：：http://gra103.aca.ntu.eduhttp://gra103.aca.ntu.eduhttp://gra103.aca.ntu.eduhttp://gra103.aca.ntu.edu.tw/gra.tw/gra.tw/gra.tw/graffff////。。。。        

2. 如使用網路如使用網路如使用網路如使用網路 ATMATMATMATM 轉帳轉帳轉帳轉帳繳費之考生可立即上網登入繳費之考生可立即上網登入繳費之考生可立即上網登入繳費之考生可立即上網登入；；；；如使用如使用如使用如使用自動提款機自動提款機自動提款機自動提款機 ATMATMATMATM 轉帳繳費轉帳繳費轉帳繳費轉帳繳費

者約於者約於者約於者約於 2222 小時後可上網登入小時後可上網登入小時後可上網登入小時後可上網登入；；；；以其餘方式繳費者於次日始可上網登入以其餘方式繳費者於次日始可上網登入以其餘方式繳費者於次日始可上網登入以其餘方式繳費者於次日始可上網登入（（（（考生請及早考生請及早考生請及早考生請及早

辦理繳費辦理繳費辦理繳費辦理繳費，，，，避免延誤上網期限避免延誤上網期限避免延誤上網期限避免延誤上網期限）。）。）。）。    

3.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報名報名報名報名登錄期間登錄期間登錄期間登錄期間：：：：自自自自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至至至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止止止止。。。。    

                                                                        ((((※※※※每日上午每日上午每日上午每日上午 8888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9999 時因系統備份資料時因系統備份資料時因系統備份資料時因系統備份資料，，，，暫時關閉暫時關閉暫時關閉暫時關閉))))    

4. 上網填寫報名資料時，若電腦無法顯示部分文字者，請於報名前至上述網站列印「造

字申請表」，填寫後傳真至(02)2363-4383 臺灣大學研教組王股長收。    

(四) 將將將將登錄報名資料後所列印出之資料袋封面粘貼於登錄報名資料後所列印出之資料袋封面粘貼於登錄報名資料後所列印出之資料袋封面粘貼於登錄報名資料後所列印出之資料袋封面粘貼於B4B4B4B4大之信封袋袋面上大之信封袋袋面上大之信封袋袋面上大之信封袋袋面上。。。。    

(五) 備備備備齊報名表及各項審查文件齊報名表及各項審查文件齊報名表及各項審查文件齊報名表及各項審查文件，，，，將各項文件一併置入將各項文件一併置入將各項文件一併置入將各項文件一併置入此此此此B4B4B4B4大之報名資料袋內大之報名資料袋內大之報名資料袋內大之報名資料袋內，，，，於於於於102102102102年年年年

10101010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含含含含))))前以限時掛號郵件寄出前以限時掛號郵件寄出前以限時掛號郵件寄出前以限時掛號郵件寄出((((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或或或或於於於於10101010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5555時前送達至本校報考系所之辦公室時前送達至本校報考系所之辦公室時前送達至本校報考系所之辦公室時前送達至本校報考系所之辦公室((((送件地址請見送件地址請見送件地址請見送件地址請見報名資料袋封面報名資料袋封面報名資料袋封面報名資料袋封面))))。。。。    

(六) 上網列印准考證明書上網列印准考證明書上網列印准考證明書上網列印准考證明書，，，，並並並並妥慎留存妥慎留存妥慎留存妥慎留存。。。。    

1. 考生可於郵寄(送)報名資料至本校報考系所後 3 個工作天，主動上網查詢報考系所

是否已收到所寄(送)之報名資料袋及是否已通過報考資格之審核。 

2. 本校將於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開放考生列印開放考生列印開放考生列印開放考生列印「「「「准考證明准考證明准考證明准考證明書書書書」」」」，考

生請自行上網列印本證明書並予留存，俾於日後放榜時據以查詢正、備取生名單；

有筆試(口試)系所組之考生於參加考試時，請攜帶本准考證明書及身分證正本準時

應試。 

六六六六、、、、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    

(一)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收費項目 收費對象 收費金額 繳費期間 

審查報名費 

(第 1 階段) 
所有報名考生 

新臺幣 

1,000 元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9999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02102102102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7777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12121212時止時止時止時止。。。。    

各考生於上網登錄報名資料前

先行繳交。 

筆試、口試報名費 

(第 2 階段) 

報考訂有筆試或口

試之系所組且符合

筆試或口試任一資

格之考生 

新臺幣 

500 元 

102 年 10 月 11 日開放第 2 階

段繳費，凡符合筆試或口試任

一資格者(請自行查閱系所網

站)，於筆試或口試前繳交。 

(二) 經繳費後經繳費後經繳費後經繳費後，，，，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第第第第 2222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筆試筆試筆試筆試、、、、口試口試口試口試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請請請請

考生務必先行考生務必先行考生務必先行考生務必先行至系所至系所至系所至系所網站網站網站網站查查查查詢詢詢詢是否符合筆試或口試資格再行繳費是否符合筆試或口試資格再行繳費是否符合筆試或口試資格再行繳費是否符合筆試或口試資格再行繳費，，，，若未符合筆試若未符合筆試若未符合筆試若未符合筆試、、、、

口試資格資格仍繳交者口試資格資格仍繳交者口試資格資格仍繳交者口試資格資格仍繳交者，，，，所繳報名費所繳報名費所繳報名費所繳報名費概概概概不退還不退還不退還不退還））））。。。。    

(三) 考生雖已繳交報名費考生雖已繳交報名費考生雖已繳交報名費考生雖已繳交報名費，，，，但未於報名期限內於網路完成報名資料登錄者但未於報名期限內於網路完成報名資料登錄者但未於報名期限內於網路完成報名資料登錄者但未於報名期限內於網路完成報名資料登錄者，，，，所繳報名費所繳報名費所繳報名費所繳報名費

不予退還不予退還不予退還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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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凡經直轄市及縣凡經直轄市及縣凡經直轄市及縣凡經直轄市及縣（（（（市市市市））））社政主管機社政主管機社政主管機社政主管機關等所界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關等所界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關等所界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關等所界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可憑可憑可憑可憑

前開各地政府或其依規定授權鄉前開各地政府或其依規定授權鄉前開各地政府或其依規定授權鄉前開各地政府或其依規定授權鄉、、、、鎮鎮鎮鎮、、、、市市市市、、、、區公所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區公所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區公所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區公所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如證明文件中無考生姓名等相關資料時如證明文件中無考生姓名等相關資料時如證明文件中無考生姓名等相關資料時如證明文件中無考生姓名等相關資料時，，，，請另附相關戶口名簿或戶籍謄請另附相關戶口名簿或戶籍謄請另附相關戶口名簿或戶籍謄請另附相關戶口名簿或戶籍謄

本本本本，，，，以茲證明以茲證明以茲證明以茲證明))))，，，，得得得得免繳或免繳或免繳或免繳或優待報名費優待報名費優待報名費優待報名費，，，，其其其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免免免免繳繳繳繳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減免報減免報減免報減免報

名費十分之三名費十分之三名費十分之三名費十分之三。。。。    

1. 申請免繳或優待報名費者請自行至網站下載表單，將應附證明文件應附證明文件應附證明文件應附證明文件正本正本正本正本連同連同連同連同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單單單單

於於於於102102102102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5555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前前前前((((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逾期不受理逾期不受理逾期不受理))))，，，，一併一併一併一併寄至寄至寄至寄至或逕送達或逕送達或逕送達或逕送達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教務處研教組辦理教務處研教組辦理教務處研教組辦理教務處研教組辦理。。。。俟審核通過後考生即可獲准登入網站報名(低收入戶之考生可先

取得繳款帳號再寄送申請表；中低收入戶考生之繳款帳號則以email另行通知)，若於

10月5日前寄件但至10月7日下午仍無法登入報名者，請逕洽王股長。 

寄件地址：106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臺灣大學研教組王股長收。 

聯絡電話：(02）3366-2388轉407 

2. 申請免繳或優待報名費申請免繳或優待報名費申請免繳或優待報名費申請免繳或優待報名費考生考生考生考生所繳交所繳交所繳交所繳交之之之之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審查審查審查審查資料袋資料袋資料袋資料袋仍請依規定仍請依規定仍請依規定仍請依規定於於於於期限前期限前期限前期限前(10(10(10(10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時時時前前前前))))另另另另逕寄逕寄逕寄逕寄或逕或逕或逕或逕送送送送達達達達至報考系所至報考系所至報考系所至報考系所。。。。    

3.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免繳免繳免繳免繳或優待或優待或優待或優待報名費者報名費者報名費者報名費者，，，，以以以以 1111 系所組為限系所組為限系所組為限系所組為限，未依規定期間內申請者(於 10 月 5 日前

寄出)，事後不得要求補辦理。申請者申請者申請者申請者請勿先行繳交此請勿先行繳交此請勿先行繳交此請勿先行繳交此系所組之系所組之系所組之系所組之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若事先若事先若事先若事先已繳交已繳交已繳交已繳交

報名費者報名費者報名費者報名費者，，，，本校將不退還報名費本校將不退還報名費本校將不退還報名費本校將不退還報名費。。。。 

七七七七、、、、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此項此項此項此項規定規定規定規定為總論為總論為總論為總論及及及及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各系所組應繳交資料及其份數各系所組應繳交資料及其份數各系所組應繳交資料及其份數各系所組應繳交資料及其份數

詳詳詳詳見見見見內頁內頁內頁內頁該系所組之該系所組之該系所組之該系所組之「「「「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欄欄欄欄，，，，考生不須重複繳交考生不須重複繳交考生不須重複繳交考生不須重複繳交。。。。    

(一)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請將本表置入資料袋內，勿裝訂)：：：：請於表上粘貼最近 6 個月內脫帽半身正面

之 2 吋照片 1 張。 

(二) 學力證明學力證明學力證明學力證明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請繳交大學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已畢業者繳交學位證書影本，

應屆畢業生繳交本學期已加蓋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 

註一：報名時可先繳交學力證明文件影本，惟錄取後，應於辦理註冊入學時繳驗學位證書正本。 

註二：持國外大學之學歷證明報考者，請於報名表上規定欄位具結簽名。    

(三) 依依依依各系所規定各系所規定各系所規定各系所規定繳交繳交繳交繳交學業成績或學業成績或學業成績或學業成績或名次名次名次名次之之之之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 

在校學業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格式如附件 1，內容應記載姓名、學號、就讀學校、就讀

系組、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全班(組)人數、名次、名次佔全班(組)百分比及證明學

校註冊單位戳章。 

註一：考生係繳交為「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人數之排名證明」，考生在校就讀學考生在校就讀學考生在校就讀學考生在校就讀學

系是否有分班系是否有分班系是否有分班系是否有分班((((組組組組))))悉依悉依悉依悉依「「「「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上是否列示有班上是否列示有班上是否列示有班上是否列示有班((((組組組組))))為憑為憑為憑為憑；如無分班(組)則填

寫全系排名。 

註二：部分系所雖於簡章內頁「報考資格附加規定」欄未列明成績及名次規定，惟仍於「報

名應繳交之資料」欄規定應繳交名次證明，係用作審查評分用，考生仍請依規定繳交

「大學部」在學期間之名次證明正本。 

註三：本校之附件1格式為範本，證明學校註冊單位所出具之正式文件若有既定格式，亦可使用。 

(四) 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如報考為「在職生組」者必繳，如各系所於

「報考資格附加規定」欄內有規定者亦須繳交。 

年資證明書內容須記載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服務機關、服務部門、職稱、服務

年資、工作內容概述，並應加蓋服務機關及首長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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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本校年資證明書之格式為範本，考生所出具之在職證明、離職證明及勞保卡等文件正

本，若有記載公司全銜、本人職務、任職起迄年月等資料，經本校認可後亦可使用。 

註二：各證明機關僅得證明報名考生任職於該機關在職期間之工作年資，若考生所提證明中

列有非此證明機關在職期間之工作經驗及年資，本校將不予採計。 

註三：服務年資證明書之各份證明均應繳交正本，若為申請不易之文件，經繳驗正本後系所

可收取該份影本，考生如須系所於審查後退還者(請務必明顯標示)，考生請寄正本、

影本及填寫好之回郵信封，方便系所人員寄還。 

(五)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影本不予受理））））：：：：應繳交至報名時為止之在學期間所有修業

課程及其成績資料。 

(六) 各系所規定應另繳交之資料各系所規定應另繳交之資料各系所規定應另繳交之資料各系所規定應另繳交之資料：如學習計畫書、推薦函、自傳、研究報告…等。 

(七) 各各各各系所系所系所系所於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要求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於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要求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於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要求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於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要求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八) 考生可另檢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考生可另檢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考生可另檢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考生可另檢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九)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資料袋資料袋資料袋資料袋及封面及封面及封面及封面：考生務必使用本校登錄報名資料後所列印出之資料袋封面，將本

封面粘貼於 B4 大之信封袋袋面上，將上列報名表及各項備審資料一併置入袋後粘貼

袋口，再以限時掛號郵件限時掛號郵件限時掛號郵件限時掛號郵件寄出或依其上地址逕送達至本校之報考系所。 

八八八八、、、、考試日期考試日期考試日期考試日期、、、、地點及試場規則地點及試場規則地點及試場規則地點及試場規則    

(一) 請查明簡章考試項目中口試日期及地點欄或筆試日期及地點欄內之規定（如有疑問請

逕向各系所以電話或至網站查詢，各系所聯絡電話請參閱簡章內頁）。 

(二) 請攜帶筆試筆試筆試筆試、、、、口試口試口試口試（（（（第第第第 2222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繳費證明繳費證明繳費證明繳費證明、、、、准考證准考證准考證准考證明明明明書書書書（（（（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中午日中午日中午日中午 12121212 時起開時起開時起開時起開

放列印放列印放列印放列印））））及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正本正本正本正本準時到場應考，未如期到場應考者，該項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三) 試場規則請見附錄 1。 

九九九九、、、、各系所錄取考生規定各系所錄取考生規定各系所錄取考生規定各系所錄取考生規定    

(一) 甄試招生之各系所，如於簡章內頁之「其他規定」欄內列有審查優先錄取之規定，於

審查作業完畢後，依所訂名額可優先錄取審查成績優異者，並得先行放榜（如考生成

績未達優先錄取最低標準，即使原訂有優先錄取之名額者，仍得不足額錄取），其餘

名額則於各考試項目完成後，依考試總分排名擇優錄取，於另訂之梯次放榜。 

(二) 各系所考試科目未特別規定者，各科滿分為 100 分。 

(三) 未符合參加口試或筆試項目資格者，該項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四) 筆試有任1科缺考或零分，或未具筆試資格者，不予錄取；口試缺考或零分，或未具口

試資格者，不予錄取。惟依第(一)點規定，因審查成績優異而優先錄取者，不在此限。 

(五) 各考試項目及格標準與錄取條件由各系所訂定，未達標準者，不予錄取。 

(六) 各系所組錄取最低標準由各系所於放榜前提經招生委員會核定，達最低標準者，依其

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如考生成績未達錄取最低標準及相關錄取條件，

得不足額錄取。 

(七) 達錄取最低標準之考生如考試總成績相同時，除各系所於簡章中另有規定外，則依（1）

審查成績（2）口試成績（3）筆試成績之順序依序比較，以決定錄取優先順序，經比

較後各項成績仍同分者，得經招生委員會之決議增額錄取。 

(八) 各系所得視需要，於放榜前提經招生委員會同意，訂定備取生名額，所列之備取生應

達相關錄取條件。 

(九) 本項招生同系所各組或同系所之一般生及在職生招生名額，除學籍分組間不得互為流

用外，遇有缺額時，得由系所方於放榜前提經招生委員會通過後互為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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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考試總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考試總成績＝筆試平均成績×筆試佔總成績比例＋審查成績×審查佔總成績比例＋ 

            口試成績×口試佔總成績比例。 

(十一) 本校招生考試之各考試項目分數及核錄標準分數均計算至小數點後2位(第3位四捨五入)。    

十十十十、、、、放榜放榜放榜放榜 

(一) 本本本本校校校校分分分分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各系所依其簡章內頁所訂各系所依其簡章內頁所訂各系所依其簡章內頁所訂各系所依其簡章內頁所訂「「「「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之日期公告錄取名單之日期公告錄取名單之日期公告錄取名單之日期公告錄取名單。。。。    

(二) 各系所若能提早辦理完成各項考試各系所若能提早辦理完成各項考試各系所若能提早辦理完成各項考試各系所若能提早辦理完成各項考試，，，，得提前梯次放榜得提前梯次放榜得提前梯次放榜得提前梯次放榜。    

(三) 放榜日期放榜日期放榜日期放榜日期：：：：    第第第第 111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中中中中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以後時以後時以後時以後。。。。    

                                            第第第第 2222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以後時以後時以後時以後。。。。 

(四) 公布方式：正、備取生除以掛號信函寄發通知外，並公布於本校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網站。網址：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recruit.asp。 

(五) 放榜放榜放榜放榜名單名單名單名單正式公布後正式公布後正式公布後正式公布後，，，，考生考生考生考生應應應應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俾於獲知正俾於獲知正俾於獲知正俾於獲知正（（（（備備備備））））取後如期取後如期取後如期取後如期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網路網路網路網路報到報到報到報到，，，，

逾期未報到者逾期未報到者逾期未報到者逾期未報到者，，，，不得以未接獲掛號信函為由要求補救措施不得以未接獲掛號信函為由要求補救措施不得以未接獲掛號信函為由要求補救措施不得以未接獲掛號信函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成績單寄發成績單寄發成績單寄發成績單寄發    

(一) 寄發寄發寄發寄發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於各放榜梯次之當日於各放榜梯次之當日於各放榜梯次之當日於各放榜梯次之當日中中中中午午午午以後以後以後以後寄發寄發寄發寄發。。。。    

第第第第 111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05050505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中中中中午以後午以後午以後午以後。。。。    

第第第第 2222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中中中中午以後午以後午以後午以後。。。。    

(二) 為避免寄失，考生於登錄報名資料時，所登錄之地址資料應正確無誤。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正正正正、、、、備取生網路備取生網路備取生網路備取生網路報到報到報到報到：：：： 

(一) 報到時間報到時間報到時間報到時間：：：：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10:00~10:00~10:00~10:00~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24:0024:0024:0024:00 止止止止。。。。    

(二)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rahttp://grahttp://grahttp://gra103103103103.aca.ntu.edu.tw/gra.aca.ntu.edu.tw/gra.aca.ntu.edu.tw/gra.aca.ntu.edu.tw/graffff////。。。。    

(三) 報到程序報到程序報到程序報到程序：：：：    

1. 請於報到時間內依規定至「碩士班甄試報到系統」辦理網路報到，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未依規定辦理或逾

期未報到者期未報到者期未報到者期未報到者，，，，正取生取銷其入學資格正取生取銷其入學資格正取生取銷其入學資格正取生取銷其入學資格，，，，備取生取銷其遞補資格備取生取銷其遞補資格備取生取銷其遞補資格備取生取銷其遞補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理事後不得以任何理事後不得以任何理事後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補報到由要求補報到由要求補報到由要求補報到。。。。 

2. 考生如同時錄取正考生如同時錄取正考生如同時錄取正考生如同時錄取正、、、、備取多系所組時備取多系所組時備取多系所組時備取多系所組時，，，，可於網路報到時依個人意願登記分發志願順可於網路報到時依個人意願登記分發志願順可於網路報到時依個人意願登記分發志願順可於網路報到時依個人意願登記分發志願順

序序序序，，，，分發志願順序一經填妥送出後分發志願順序一經填妥送出後分發志願順序一經填妥送出後分發志願順序一經填妥送出後，，，，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及順序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及順序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及順序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及順序。。。。本校

於報到截止後依各系所組缺額情形辦理備取生遞補分發，考生如同獲多所遞補資格

時，本校將依其志願順序擇 1 所組遞補錄取。 

3. 簡章中規定可選填志願之系所，若該系所之分組中於報到後有缺額，悉就有選填該組

為志願之考生依其備取名次順序依序遞補。（物理系、天文物理研究所、應用物理學

研究所、機械系另有規定，從其規定。） 

4. 本校將於 10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於研教組網站公布正取生報到及備取生遞補錄

取情況，並以掛號信函寄發遞補錄取通知書予已遞補錄取之考生。 

網址：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recruit.asp。 

5. 本校辦理本校辦理本校辦理本校辦理 103103103103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遞補作業截止日為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遞補作業截止日為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遞補作業截止日為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遞補作業截止日為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2222 月月月月 13131313（（（（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止時止時止時止（（（（未辦理一般入學考試之學系未辦理一般入學考試之學系未辦理一般入學考試之學系未辦理一般入學考試之學系、、、、所所所所、、、、組組組組、、、、學位學程學位學程學位學程學位學程，，，，得遞補至得遞補至得遞補至得遞補至 103103103103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第第第第 1111 學期開學日前學期開學日前學期開學日前學期開學日前）））），，，，於此遞補作業截止日前於此遞補作業截止日前於此遞補作業截止日前於此遞補作業截止日前，，，，若有已辦理報到之正取生放棄入學若有已辦理報到之正取生放棄入學若有已辦理報到之正取生放棄入學若有已辦理報到之正取生放棄入學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則則則則悉悉悉悉依各備取生依各備取生依各備取生依各備取生登記之分發志願順序登記之分發志願順序登記之分發志願順序登記之分發志願順序辦理遞補作業辦理遞補作業辦理遞補作業辦理遞補作業，，，，遞補錄取者及變更錄取遞補錄取者及變更錄取遞補錄取者及變更錄取遞補錄取者及變更錄取

結果者結果者結果者結果者（（（（非非非非以以以以第第第第 1111 志願志願志願志願分發之考生分發之考生分發之考生分發之考生，，，，因其他考生放棄致因其他考生放棄致因其他考生放棄致因其他考生放棄致遞補遞補遞補遞補較前志願者較前志願者較前志願者較前志願者）））），，，，本校將本校將本校將本校將

另行個別通知另行個別通知另行個別通知另行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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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本校辦理 103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遞補作業截止後各系所組若仍有缺額，其缺額併

入一般入學考試招生名額內。 

註二：本項招生經錄取之考生於報到後，仍應如期註冊（註冊時間為 103 年 8 月下旬，屆時

依本校行事曆為準），逾期未註冊者，取銷其入學資格。若一般入學考試招生同系所

組、同身分別列有備取生者，其缺額由該項招生已辦理報到之備取生遞補。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成績複查成績複查成績複查成績複查 

(一) 欲複查成績者，請填妥成績複查申請書及查覆表（請參閱簡章附件 2）上各欄資料，

並貼足回郵，寫明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連同成績通知單影本逕寄 106106106106 臺北臺北臺北臺北

市羅斯福路四段市羅斯福路四段市羅斯福路四段市羅斯福路四段 1111 號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號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號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號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二) 請於 10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前（以郵戳為憑）寄出，逾期不予受理。 

(三) 原已錄取考生經複查成績後，若總分低於錄取標準或成績未達相關錄取條件時，即取

銷其錄取資格，該考生不得異議。 

(四) 各筆試科目以複查試卷內有無漏未評閱、與卷面分數是否相符及總計分數為限。考生

不得要求重閱、調閱或影印試卷，亦不得要求提供參考答案、試卷中各大題（含子題）

之評分及其他有關考試資料。 

(五) 考生申請複查以 1 次為限。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註冊入學註冊入學註冊入學註冊入學、、、、收費標準及抵免學分辦法收費標準及抵免學分辦法收費標準及抵免學分辦法收費標準及抵免學分辦法 

(一) 本校甄試招生各系所之錄取生本校甄試招生各系所之錄取生本校甄試招生各系所之錄取生本校甄試招生各系所之錄取生，，，，如於如於如於如於 101010103333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前已具學位證書者日前已具學位證書者日前已具學位證書者日前已具學位證書者，，，，得申請提得申請提得申請提得申請提

前於前於前於前於 101010102222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辦理註冊入學學期辦理註冊入學學期辦理註冊入學學期辦理註冊入學，其收費標準及必修科目比照 102 學年度之入

學新生辦理，惟欲申請者，請先至各系所查詢第 2 學期課程開設情況。 

(二) 本校將於本校將於本校將於本校將於 10101010333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起起起起將將將將新生註冊日程表及有關選課新生註冊日程表及有關選課新生註冊日程表及有關選課新生註冊日程表及有關選課、、、、體檢體檢體檢體檢、、、、住宿等住宿等住宿等住宿等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置於置於置於置於本校新生暨轉學生入學服務本校新生暨轉學生入學服務本校新生暨轉學生入學服務本校新生暨轉學生入學服務網網網網之之之之「「「「碩博士班碩博士班碩博士班碩博士班」」」」項下項下項下項下供新生下載供新生下載供新生下載供新生下載列印列印列印列印，，，，錄取考生錄取考生錄取考生錄取考生

應依規定如期辦理註冊手續應依規定如期辦理註冊手續應依規定如期辦理註冊手續應依規定如期辦理註冊手續（（（（雖已繳交學費雖已繳交學費雖已繳交學費雖已繳交學費，，，，仍應到校辦理註冊仍應到校辦理註冊仍應到校辦理註冊仍應到校辦理註冊，，，，始完成註冊手續始完成註冊手續始完成註冊手續始完成註冊手續），），），），

逾期未辦理註冊手續者逾期未辦理註冊手續者逾期未辦理註冊手續者逾期未辦理註冊手續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辦註冊入學手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辦註冊入學手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辦註冊入學手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辦註冊入學手續。。。。    

碩博士班新生入學服務網網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服務網網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服務網網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服務網網址：：：：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    

(三) 本校碩、博士班新生於註冊前須完成一般體格檢查，檢查項目及時間將由學務處衛生

保健及醫療中心規劃，本體檢之通知事項亦將於 103 年 6 月 15 日起與新生註冊日程

表置於同一網頁供新生下載列印。 

(四) 本校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學雜費收費標準，依行政會議決議後之正式公告為準，茲

將 102 學年度各學院系所之學雜費收費標準列示於下表供參考：      （單位：元）    

              院所             

種類 

文學院 

社會科學院 

理學院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命科學院 

醫學院 
(除臨床醫學、臨床牙

醫學所外) 

醫學院 

臨床牙醫學所 

學雜費(含基本學分費） 25,640 28,890 31,180 36,230 

              院所 

種類 

醫學院 

臨床醫學所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 

學雜費(含基本學分費) 39,170 30,360 25,790 31,180 

註：上列之學費收費標準不適用於碩士在職專班入學學生。    

(五) 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報考者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報考者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報考者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報考者，，，，於辦理註冊入學時於辦理註冊入學時於辦理註冊入學時於辦理註冊入學時，，，，應應應應繳驗繳驗繳驗繳驗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學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學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學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學

歷證件歷證件歷證件歷證件、、、、歷年成績單正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及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赴國外求學期間之赴國外求學期間之赴國外求學期間之赴國外求學期間之

入出境紀錄影本入出境紀錄影本入出境紀錄影本入出境紀錄影本，，，，若若若若申請人係外國人申請人係外國人申請人係外國人申請人係外國人、、、、僑民者免附僑民者免附僑民者免附僑民者免附）。）。）。）。    

(六) 入學後有關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請參考附錄3（如報考後有修訂，依修訂後之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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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 本校甄試錄取生報到後本校甄試錄取生報到後本校甄試錄取生報到後本校甄試錄取生報到後，，，，不須先聲明放棄甄試錄取資格不須先聲明放棄甄試錄取資格不須先聲明放棄甄試錄取資格不須先聲明放棄甄試錄取資格，，，，可可可可於同一學年度再於同一學年度再於同一學年度再於同一學年度再報考報考報考報考本本本本
校校校校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惟兩項招生皆獲錄取惟兩項招生皆獲錄取惟兩項招生皆獲錄取惟兩項招生皆獲錄取者者者者，，，，僅能僅能僅能僅能選選選選擇一系所組註冊就讀擇一系所組註冊就讀擇一系所組註冊就讀擇一系所組註冊就讀。。。。據據據據
此此此此，，，，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將將將將於辦理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於辦理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於辦理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於辦理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正正正正取取取取((((備取備取備取備取))))生生生生報到報到報到報到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同獲錄取兩同獲錄取兩同獲錄取兩同獲錄取兩
項招生之項招生之項招生之項招生之考生填寫考生填寫考生填寫考生填寫「「「「擇一系所組註冊就讀擇一系所組註冊就讀擇一系所組註冊就讀擇一系所組註冊就讀」」」」之之之之切結切結切結切結。。。。    

(二) 依本校學依本校學依本校學依本校學則規定考生於同一學年度經錄取為本校不同學系則規定考生於同一學年度經錄取為本校不同學系則規定考生於同一學年度經錄取為本校不同學系則規定考生於同一學年度經錄取為本校不同學系、、、、所所所所、、、、學位學程碩士班新生者學位學程碩士班新生者學位學程碩士班新生者學位學程碩士班新生者，，，，
僅得擇一學系僅得擇一學系僅得擇一學系僅得擇一學系、、、、所所所所、、、、學位學程報到就讀學位學程報到就讀學位學程報到就讀學位學程報到就讀，，，，否則取否則取否則取否則取銷銷銷銷其入學資格其入學資格其入學資格其入學資格。。。。    

(三) 教育部 84 年 12 月 28 日臺(84)體 064256 號函規定：「應考考生在本年度內於大學聯
招或其他入學考試時，若有舞弊情事，經檢舉並查證屬實者，應由就讀學校為必要之
議處」。 

(四) 錄取考生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含所繳學力證明、在職身分及經
歷、年資證明等）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剽竊不實、塗改等情事，未入學者取
銷錄取資格，已入學者開除學籍，並應負法律責任，且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之證明，
如係在本校畢業後始發覺者，除勒令撤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銷其畢業資格。 

(五) 錄取考生於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註冊入學時無法繳驗學位證書（以高特考身分報考者
繳驗及格證書，以肄業身分報考者繳驗修業證明書）之正本者，則註銷其入學資格。
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四條第三項資格錄取之考生，於註冊入學時所繳
驗之修業證明書，未修畢該學系應修 128 學分以上者，註銷其入學資格。 

(六) 錄取考生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服役，致不能於該學期入學時，得於 103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前檢具有關證明（因重病者須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醫
院出具之證明，服役者須提出徵集令），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其中因重病原因者，須
經系所主任核可）。（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
生、警察…等，報考時除應符合本校報考資格之規定外，並應自行考量是否符合因其
身分所涉之相關法令規定，若經報考並獲錄取，不得以具前述身分為由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 

(七) 依教育部 86 年 6 月 20 日台(86)高(一)字第 86069355 號函規定:「考生於錄取多所大
學研究所時，在報到前得自由選擇預定就讀學校。如其自願向甲校研究所報到，嗣因
錄取乙校研究所擬放棄就讀甲校之機會，宜由其自行向甲校表明並請求退還切結書或
畢業證書，如甲校拒絕，考生得循法律途徑請求救濟，由司法機關裁決其主張在法律
上是否有理」。 

(八) 錄取考生如持國外學校之學歷證明辦理註冊入學者，日後若經查證所持證明不符教育
部採認規定或不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規定者，註銷其
入學資格。 

(九) 註冊入學後，各系所另有補修大學部課程之規定，依其規定辦理選課。 

(十) 考生對本項招生考試認有損及其權益時，得於放榜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招生委員會
提出申訴，招生委員會應於受理後 1 個月內正式函復，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
查處理。考生對於招生委員會處理申訴之結果若有不服，得依法再提行政爭訟。 

(十一) 如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十二) 本校設有多種學程，其中部分學程為碩、博士班學生可修習，學生入學後欲修習者，
可逕至臺灣大學網站於「課程」項目下查詢「台大課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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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所組招生分則學系所組招生分則學系所組招生分則學系所組招生分則 

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101010101010101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限限限限學士班學士班學士班學士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15151515%%%%者者者者。。。。    

※※※※無法提出名次證明者無法提出名次證明者無法提出名次證明者無法提出名次證明者，，，，視同報考資格不符視同報考資格不符視同報考資格不符視同報考資格不符，，，，請勿報名請勿報名請勿報名請勿報名。。。。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報考資料檢覈表一式報考資料檢覈表一式報考資料檢覈表一式報考資料檢覈表一式 5555 份份份份（（（（依依依依其他規定第其他規定第其他規定第其他規定第一一一一點點點點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士班學士班學士班學士班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5555 份份份份（（（（另需正本另需正本另需正本另需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士班學士班學士班學士班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 5555 份份份份（（（（另需正本另需正本另需正本另需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10001000100010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學術論文代表作一篇學術論文代表作一篇學術論文代表作一篇學術論文代表作一篇((((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5000500050005000 字字字字))))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應立題目應立題目應立題目應立題目，，，，20002000200020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依序裝訂成依序裝訂成依序裝訂成依序裝訂成 5555 冊冊冊冊，，，，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70%70%70%7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本本本校校總區文學院校校總區文學院校校總區文學院校校總區文學院 2222 樓中文系會議室樓中文系會議室樓中文系會議室樓中文系會議室。。。。    

※※※※口試順序依准考證號碼排序口試順序依准考證號碼排序口試順序依准考證號碼排序口試順序依准考證號碼排序。。。。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報名前請至本系網頁報名前請至本系網頁報名前請至本系網頁報名前請至本系網頁「「「「招生入學招生入學招生入學招生入學」」」」處下載處下載處下載處下載「「「「報考資料檢覈表報考資料檢覈表報考資料檢覈表報考資料檢覈表」，」，」，」，由考生詳細勾選簽名後由考生詳細勾選簽名後由考生詳細勾選簽名後由考生詳細勾選簽名後，，，，與報與報與報與報

考資料一併寄交考資料一併寄交考資料一併寄交考資料一併寄交。。。。    

二二二二、、、、學術論文代表作與研究計畫題目與內容不得相同學術論文代表作與研究計畫題目與內容不得相同學術論文代表作與研究計畫題目與內容不得相同學術論文代表作與研究計畫題目與內容不得相同。。。。字數限制皆包含註腳字數限制皆包含註腳字數限制皆包含註腳字數限制皆包含註腳。。。。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補報名後不受理補報名後不受理補報名後不受理補（（（（換換換換））））件件件件。。。。所繳資料恕不退還所繳資料恕不退還所繳資料恕不退還所繳資料恕不退還。。。。    

四四四四、、、、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    

五五五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六六六六、、、、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缺額併入本校碩士班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本校碩士班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本校碩士班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本校碩士班一般考試招生名額內額內額內額內。。。。    

七七七七、、、、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ttp://http://http://www.cl.ntu.edu.twwww.cl.ntu.edu.twwww.cl.ntu.edu.twwww.cl.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3366400333664003336640033366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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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101010102222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外國語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英美語文學系英美語文學系英美語文學系英美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或英語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西洋語文學系或英語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西洋語文學系或英語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西洋語文學系或英語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含應屆畢業生含應屆畢業生含應屆畢業生含應屆畢業生))))。。。。    

二二二二、、、、取得學士學位取得學士學位取得學士學位取得學士學位，，，，曾在大學部修習英國文學史曾在大學部修習英國文學史曾在大學部修習英國文學史曾在大學部修習英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歐洲文學歐洲文學歐洲文學歐洲文學史史史史、、、、西洋文學理論與批評西洋文學理論與批評西洋文學理論與批評西洋文學理論與批評、、、、

西洋文學概論或相關課程至少西洋文學概論或相關課程至少西洋文學概論或相關課程至少西洋文學概論或相關課程至少 18181818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五五五五、、、、讀書計畫一式讀書計畫一式讀書計畫一式讀書計畫一式 3333 份份份份((((以英文撰寫以英文撰寫以英文撰寫以英文撰寫，，，，1000100010001000 字為度字為度字為度字為度))))。。。。    

六六六六、、、、文學文化相關課程之報告一至二篇文學文化相關課程之報告一至二篇文學文化相關課程之報告一至二篇文學文化相關課程之報告一至二篇，，，，各一式各一式各一式各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8080808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文本分析文本分析文本分析文本分析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本系網站。。。。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 75757575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校總區文學院外文系會議室校總區文學院外文系會議室校總區文學院外文系會議室校總區文學院外文系會議室（（（（文學院文學院文學院文學院 115115115115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及口試資格名單分別於及口試資格名單分別於及口試資格名單分別於及口試資格名單分別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及及及及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    有關報考資格第二項有關報考資格第二項有關報考資格第二項有關報考資格第二項「「「「曾修習英國文學史等相關學科曾修習英國文學史等相關學科曾修習英國文學史等相關學科曾修習英國文學史等相關學科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18181818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認定之說明認定之說明認定之說明認定之說明，，，，請至本系網請至本系網請至本系網請至本系網

站查詢站查詢站查詢站查詢。。。。    

三三三三、、、、    本系網址本系網址本系網址本系網址：：：：http://www.forex.ntu.edu.twhttp://www.forex.ntu.edu.twhttp://www.forex.ntu.edu.twhttp://www.forex.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3366321533663215336632153366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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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哲學系碩士班哲學系碩士班哲學系碩士班哲學系碩士班    哲學系碩士班哲學系碩士班哲學系碩士班哲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東方哲學主修東方哲學主修東方哲學主修東方哲學))))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西方哲學主修西方哲學主修西方哲學主修西方哲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1010101033330000    101010104444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約約約約 1000100010001000 字字字字，，，，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

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    

六六六六、、、、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2222 份份份份    ((((每份約每份約每份約每份約 3000300030003000 至至至至 7000700070007000 字字字字，，，，其中至其中至其中至其中至

少少少少 1111 份須附有該領域教師之簡略評論份須附有該領域教師之簡略評論份須附有該領域教師之簡略評論份須附有該領域教師之簡略評論))))，，，，每每每每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第二以上第二以上第二以上第二、、、、四四四四、、、、五五五五、、、、六項文件請依序分裝成四份六項文件請依序分裝成四份六項文件請依序分裝成四份六項文件請依序分裝成四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約約約約 1000100010001000 字字字字，，，，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

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    

六六六六、、、、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2222 份份份份。。。。((((每份約每份約每份約每份約 3000300030003000 至至至至 7000700070007000 字字字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1111 份須附有該領域教師之簡略評論份須附有該領域教師之簡略評論份須附有該領域教師之簡略評論份須附有該領域教師之簡略評論))))，，，，

每份影本每份影本每份影本每份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第二以上第二以上第二以上第二、、、、四四四四、、、、五五五五、、、、六項文件請依序分裝成四份六項文件請依序分裝成四份六項文件請依序分裝成四份六項文件請依序分裝成四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英文哲學著作英文哲學著作英文哲學著作英文哲學著作（（（（見其他規定欄一見其他規定欄一見其他規定欄一見其他規定欄一))))    英文哲學著作英文哲學著作英文哲學著作英文哲學著作（（（（見其他規定欄一見其他規定欄一見其他規定欄一見其他規定欄一))))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4444 時時時時

3333000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台台台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 18181818 號號號號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

樓哲學系樓哲學系樓哲學系樓哲學系 3333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4444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台台台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 18181818 號號號號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

樓哲學系樓哲學系樓哲學系樓哲學系 3333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2020202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台台台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北市思源街 18181818 號號號號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

樓哲學系樓哲學系樓哲學系樓哲學系 411411411411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台台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思源街思源街思源街思源街 18181818 號號號號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水源校區行政大

樓哲學系樓哲學系樓哲學系樓哲學系 40140140140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筆試時可攜帶一般的英漢筆試時可攜帶一般的英漢筆試時可攜帶一般的英漢筆試時可攜帶一般的英漢、、、、英英字典英英字典英英字典英英字典，，，，不能使用不能使用不能使用不能使用

電子字典及哲學專業辭典電子字典及哲學專業辭典電子字典及哲學專業辭典電子字典及哲學專業辭典。。。。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中中中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    

三三三三、、、、非哲學系所畢業之錄取生非哲學系所畢業之錄取生非哲學系所畢業之錄取生非哲學系所畢業之錄取生，，，，至少必須修過以下六至少必須修過以下六至少必須修過以下六至少必須修過以下六

門學科之三門門學科之三門門學科之三門門學科之三門，，，，未修滿三門者未修滿三門者未修滿三門者未修滿三門者，，，，由指導教授指定由指導教授指定由指導教授指定由指導教授指定

補修學科補修學科補修學科補修學科，，，，所補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所補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所補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所補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1111、、、、邏邏邏邏

輯輯輯輯 2222、、、、知識論知識論知識論知識論 3333、、、、形上學形上學形上學形上學 4444、、、、倫理學倫理學倫理學倫理學 5555、、、、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中國哲學

史史史史 6666、、、、西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ttp://http://http://www.philo.ntu.edu.twwww.philo.ntu.edu.twwww.philo.ntu.edu.twwww.philo.ntu.edu.tw////。。。。    

一一一一、、、、筆試時可攜帶一般的英漢筆試時可攜帶一般的英漢筆試時可攜帶一般的英漢筆試時可攜帶一般的英漢、、、、英英字典英英字典英英字典英英字典，，，，不能使用不能使用不能使用不能使用

電子字典及哲學專業辭典電子字典及哲學專業辭典電子字典及哲學專業辭典電子字典及哲學專業辭典。。。。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中中中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philo.ntu.edu.twhttp://www.philo.ntu.edu.twhttp://www.philo.ntu.edu.twhttp://www.philo.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33663396336633963366339633663396    (02)(02)(02)(02)3366339633663396336633963366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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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1010101055550000    101010106666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

生生生生。。。。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畢業生。。。。    

二二二二、、、、有圖書館或資訊服務等相關工作經驗有圖書館或資訊服務等相關工作經驗有圖書館或資訊服務等相關工作經驗有圖書館或資訊服務等相關工作經驗 5555 年年年年    

以上之在職者以上之在職者以上之在職者以上之在職者。。。。    

三三三三、、、、報名時須繳交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報名時須繳交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報名時須繳交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報名時須繳交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

進修證明書進修證明書進修證明書進修證明書，，，，此證明中須有此證明中須有此證明中須有此證明中須有「「「「同意該員在同意該員在同意該員在同意該員在

職進修職進修職進修職進修」」」」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表表表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不須繳交教授及主管推薦函不須繳交教授及主管推薦函不須繳交教授及主管推薦函不須繳交教授及主管推薦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及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名次證明書及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名次證明書及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名次證明書及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

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不須繳交教授及主管推薦函不須繳交教授及主管推薦函不須繳交教授及主管推薦函不須繳交教授及主管推薦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專業英文專業英文專業英文專業英文    專業英文專業英文專業英文專業英文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筆試時一律不可攜帶任何類型字典筆試時一律不可攜帶任何類型字典筆試時一律不可攜帶任何類型字典筆試時一律不可攜帶任何類型字典))))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

本系網站本系網站本系網站本系網站。。。。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筆試時一律不可攜帶任何類型字典筆試時一律不可攜帶任何類型字典筆試時一律不可攜帶任何類型字典筆試時一律不可攜帶任何類型字典))))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起公布於起公布於起公布於

本系網站本系網站本系網站本系網站。。。。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若筆試缺若筆試缺若筆試缺若筆試缺

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若筆試缺若筆試缺若筆試缺若筆試缺

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 3333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 3333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資格所指報考資格所指報考資格所指報考資格所指「「「「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學系如下學系如下學系如下學系如下：：：：師範大學社會教師範大學社會教師範大學社會教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育學系圖書資訊育學系圖書資訊育學系圖書資訊

組組組組、、、、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輔仁大學圖書輔仁大學圖書輔仁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資訊學系資訊學系資訊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原原原原

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教育資料科學學系))))、、、、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系系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

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與與與與 1111000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所所所所))))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應考生應考生應考生應

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is.ntu.edu.twhttp://www.lis.ntu.edu.twhttp://www.lis.ntu.edu.twhttp://www.lis.ntu.edu.tw。。。。    

一一一一、、、、報考資格所報考資格所報考資格所報考資格所指指指指「「「「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學系如下學系如下學系如下學系如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

組組組組、、、、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輔仁大學圖書輔仁大學圖書輔仁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資訊學系資訊學系資訊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原原原原

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教育資料科學學系))))、、、、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系系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

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與與與與 1111000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所所所所))))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應考生應考生應考生應

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http://wwhttp://wwhttp://www.lis.ntu.edu.tww.lis.ntu.edu.tww.lis.ntu.edu.tww.lis.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953(02)33662953(02)33662953(02)33662953    (02)33662953(02)33662953(02)33662953(02)3366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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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    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1010101077770000    10101010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以外之畢業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以外之畢業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以外之畢業報考者須為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以外之畢業((((含含含含

應屆應屆應屆應屆))))生生生生。。。。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2020202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授或主管推薦函教授或主管推薦函教授或主管推薦函教授或主管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能力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日語語言學日語語言學日語語言學日語語言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或日本文學或日本文學或日本文學或日本文學((((日本文日本文日本文日本文

化化化化))))相關學科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力之報相關學科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力之報相關學科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力之報相關學科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力之報

告告告告 1111 篇篇篇篇。。。。    

七七七七、、、、讀書計畫讀書計畫讀書計畫讀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以日文撰寫以日文撰寫以日文撰寫以日文撰寫，，，，2000200020002000 字為限字為限字為限字為限))))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以審查以審查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25252525%%%%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達達達達 80808080 分分分分者者者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圖書資訊學圖書資訊學圖書資訊學圖書資訊學    

日語語言學日語語言學日語語言學日語語言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日本文學日本文學日本文學日本文學((((日本文化日本文化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二二二二

科擇一科擇一科擇一科擇一））））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將同時與符合筆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

本系網站本系網站本系網站本系網站。。。。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日文系日文系日文系日文系 106106106106 圖書室圖書室圖書室圖書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若筆試缺若筆試缺若筆試缺若筆試缺

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考或零分則無參加口試資格））））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成績達成績達成績達成績達 80808080 分分分分者者者者。（。（。（。（若筆試缺考或零分則無參若筆試缺考或零分則無參若筆試缺考或零分則無參若筆試缺考或零分則無參

加口試資格加口試資格加口試資格加口試資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圖書資訊學系 3333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日文系日文系日文系日文系 106106106106 圖書室圖書室圖書室圖書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45454545%%%%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資格所指報考資格所指報考資格所指報考資格所指「「「「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國國國國

內學系如下內學系如下內學系如下內學系如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

資訊組資訊組資訊組資訊組、、、、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輔仁大輔仁大輔仁大

學圖書資訊學系學圖書資訊學系學圖書資訊學系學圖書資訊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原教育資料科學學系原教育資料科學學系原教育資料科學學系原教育資料科學學系))))、、、、世新大學圖書世新大學圖書世新大學圖書世新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資訊學系資訊學系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上述學上述學上述學上述學

系均不得報考系均不得報考系均不得報考系均不得報考。。。。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符合筆試資格名單((((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含筆試地點))))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與口試資格

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名單分別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666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與與與與 1111000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起公布於本系((((所所所所))))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應考生應考生應考生應

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is.ntu.edu.twhttp://www.lis.ntu.edu.twhttp://www.lis.ntu.edu.twhttp://www.lis.ntu.edu.tw。。。。    

一一一一、、、、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8080808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符合筆試資格名單於符合筆試資格名單於符合筆試資格名單於符合筆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japan.ntu.edu.twhttp://www.japan.ntu.edu.twhttp://www.japan.ntu.edu.twhttp://www.japan.ntu.edu.tw。。。。    

或由臺大網頁連結日文系網頁或由臺大網頁連結日文系網頁或由臺大網頁連結日文系網頁或由臺大網頁連結日文系網頁。。。。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953(02)33662953(02)33662953(02)33662953    (02)33662789(02)33662789(02)33662789(02)3366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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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音樂學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1010101099990000    111110101010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 83838383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或在校學業以上或在校學業以上或在校學業以上或在校學業

成績總名次列全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10101010 名者優先考慮名者優先考慮名者優先考慮名者優先考慮。。。。    

具有音樂研究相關之優異表現具有音樂研究相關之優異表現具有音樂研究相關之優異表現具有音樂研究相關之優異表現，，，，並提出具體證並提出具體證並提出具體證並提出具體證

明者明者明者明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或名次證明書成績或名次證明書成績或名次證明書成績或名次證明書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需另需另需另需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需另需另需另需正正正正

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需另需另需另需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3333 封封封封。。。。((((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    

六六六六、、、、語言學或認知科學相關學科語言學或認知科學相關學科語言學或認知科學相關學科語言學或認知科學相關學科((((心理學心理學心理學心理學、、、、人類人類人類人類

學學學學、、、、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神經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神經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計算語言學、、、、

哲學等哲學等哲學等哲學等))))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力之報告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力之報告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力之報告或其他足以顯示研究能力之報告 1111

篇篇篇篇。。。。    

七七七七、、、、讀書計畫讀書計畫讀書計畫讀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以英文撰寫以英文撰寫以英文撰寫以英文撰寫，，，，1000100010001000 字為度字為度字為度字為度))))    

((((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五項外五項外五項外五項外，，，，裝訂成冊裝訂成冊裝訂成冊裝訂成冊，，，，

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需正本另需正本另需正本另需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需正本另需正本另需正本另需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音樂研究相關優異表現之具體證明音樂研究相關優異表現之具體證明音樂研究相關優異表現之具體證明音樂研究相關優異表現之具體證明，，，，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由推薦者親自彌封由推薦者親自彌封由推薦者親自彌封由推薦者親自彌封，，，，並於封並於封並於封並於封

口處簽名口處簽名口處簽名口處簽名。。。。    

九九九九、、、、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式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式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式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如得獎如得獎如得獎如得獎

證明證明證明證明、、、、其它已發表之論文等其它已發表之論文等其它已發表之論文等其它已發表之論文等))))    

((((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裝訂成裝訂成裝訂成裝訂成 3333 冊冊冊冊，，，，與正與正與正與正

本一併繳交本一併繳交本一併繳交本一併繳交））））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語言議題分析語言議題分析語言議題分析語言議題分析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至至至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2222000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文學院文學院文學院文學院 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244(244(244(244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

    者者者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語言所研討室語言所研討室語言所研討室語言所研討室(304(304(304(304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音樂學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105105105105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資格名單於符合筆試資格名單於符合筆試資格名單於符合筆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4444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111000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4444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gilntu/http://homepage.ntu.edu.tw/~gilntu/http://homepage.ntu.edu.tw/~gilntu/http://homepage.ntu.edu.tw/~gilntu/。。。。或或或或

由臺大網頁連結語言所網頁由臺大網頁連結語言所網頁由臺大網頁連結語言所網頁由臺大網頁連結語言所網頁。。。。    

一一一一、、、、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4444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gim.ntu.edu.twhttp://www.gim.ntu.edu.twhttp://www.gim.ntu.edu.twhttp://www.gi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放榜放榜放榜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104(02)33664104(02)33664104(02)33664104    (02)3366(02)3366(02)3366(02)3366469946994699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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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11111111111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一一一、、、、曾於具曾於具曾於具曾於具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制度之期刊制度之期刊制度之期刊制度之期刊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發表論文者者者者。。。。    

二二二二、、、、曾曾曾曾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者者者者。。。。    

三三三三、、、、曾獲全校性以上研究論文獎項者曾獲全校性以上研究論文獎項者曾獲全校性以上研究論文獎項者曾獲全校性以上研究論文獎項者。。。。    

四四四四、、、、曾修習臺灣研究相關課程曾修習臺灣研究相關課程曾修習臺灣研究相關課程曾修習臺灣研究相關課程 15151515 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且全部平均成績達且全部平均成績達且全部平均成績達且全部平均成績達 85858585 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或或或或 GPAGPAGPAGPA 值達值達值達值達 3.763.763.763.76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者者者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有正本另有正本另有正本另有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有正本另有正本另有正本另有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正式發表之正式發表之正式發表之正式發表之學術學術學術學術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或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或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或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或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或獲全校性以上之獎項論或獲全校性以上之獎項論或獲全校性以上之獎項論或獲全校性以上之獎項論

文文文文，，，，或專題研究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第四項者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第四項者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第四項者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第四項者，，，，須附相關課程名稱須附相關課程名稱須附相關課程名稱須附相關課程名稱、、、、學分數及成績列表一式學分數及成績列表一式學分數及成績列表一式學分數及成績列表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九九九九、、、、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如得獎證明如得獎證明如得獎證明如得獎證明、、、、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創作作品創作作品創作作品創作作品等等等等))))    

((((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裝訂成裝訂成裝訂成裝訂成 3333 冊冊冊冊，，，，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就所繳資料就所繳資料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加以審查加以審查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六六六六))))。。。。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灣文學所會議室臺灣文學所會議室臺灣文學所會議室臺灣文學所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報名繳交資料不全報名繳交資料不全報名繳交資料不全報名繳交資料不全，，，，或未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者或未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者或未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者或未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者，，，，審查成績皆以審查成績皆以審查成績皆以審查成績皆以 0000 分計算分計算分計算分計算。。。。    

二二二二、、、、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gitl.ntu.edu.tw/http://www.gitl.ntu.edu.tw/http://www.gitl.ntu.edu.tw/http://www.gitl.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781(02)33664781(02)33664781(02)3366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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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數學系碩士班數學系碩士班數學系碩士班數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01020102010201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8888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1111 份份份份。。。。((((例如獎學金例如獎學金例如獎學金例如獎學金、、、、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一一一一、、、、高等微積分高等微積分高等微積分高等微積分 
二二二二、、、、線性代數線性代數線性代數線性代數 
(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Sn=49ctive/recruit.php?Sn=49ctive/recruit.php?Sn=49ctive/recruit.php?Sn=49))))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科目一科目一科目一科目一：：：：8888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0101010 時時時時。。。。    

科目二科目二科目二科目二：：：：10101010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 204204204204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 519519519519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期五期五期五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6666 時時時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http://www.math.ntu.edu.twhttp://www.math.ntu.edu.twhttp://www.math.ntu.edu.twhttp://www.math.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810(02)33662810(02)33662810(02)3366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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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物理學系碩士班物理學系碩士班物理學系碩士班物理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0202020202020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535353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60606060％％％％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 75757575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慮慮慮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表格置於網址表格置於網址表格置於網址表格置於網址：：：：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    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分分分分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物理學系碩士班物理學系碩士班物理學系碩士班物理學系碩士班    ((((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020202022220000))))、、、、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    ((((志志志志

願代碼願代碼願代碼願代碼 2160216021602160))))、、、、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170217021702170))))。。。。    

二二二二、、、、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至多至多至多至多可可可可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所所所所錄取錄取錄取錄取，，，，各各各各所所所所如於正取生如於正取生如於正取生如於正取生

報到後有缺額報到後有缺額報到後有缺額報到後有缺額，，，，僅以有選擇各該僅以有選擇各該僅以有選擇各該僅以有選擇各該所所所所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已獲正取者將不再

具有備取資格具有備取資格具有備取資格具有備取資格。。。。    

三三三三、、、、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請請請於於於於「「「「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項目項目項目項目，，，，依依依依「「「「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擇定擇定擇定擇定「「「「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報名後不報名後不報名後不報名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    

五五五五、「、「、「、「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轉所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轉所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轉所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轉所。。。。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627007(02)23627007(02)23627007(02)23627007；；；；3366512233665122336651223366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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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化學組化學組化學組化學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0202020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656565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附附附加規定加規定加規定加規定    

報考者需符合下列二種身份之一者報考者需符合下列二種身份之一者報考者需符合下列二種身份之一者報考者需符合下列二種身份之一者：：：：    

一一一一、、、、化學系或應用化學系畢業化學系或應用化學系畢業化學系或應用化學系畢業化學系或應用化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其他相關學系畢業得學士學位其他相關學系畢業得學士學位其他相關學系畢業得學士學位其他相關學系畢業得學士學位，，，，曾修習普通化學曾修習普通化學曾修習普通化學曾修習普通化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無機化學無機化學無機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物理化物理化物理化

學學學學、、、、材料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材料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材料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材料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 3333 科且及格者科且及格者科且及格者科且及格者((((繳成績單正本憑核繳成績單正本憑核繳成績單正本憑核繳成績單正本憑核))))。。。。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信兩位教授推薦信兩位教授推薦信兩位教授推薦信。。。。((((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六六六六、、、、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含自傳及進修計畫含自傳及進修計畫含自傳及進修計畫含自傳及進修計畫)1)1)1)1 份份份份。。。。((((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七七七七、、、、選繳資料選繳資料選繳資料選繳資料 1111 份份份份((((無則免無則免無則免無則免))))：：：：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1.(1.(1.(1.指導教授於報告封面簽名指導教授於報告封面簽名指導教授於報告封面簽名指導教授於報告封面簽名，，，，2.2.2.2.考生另以考生另以考生另以考生另以 1111 頁為限註明頁為限註明頁為限註明頁為限註明「「「「實實實實

際參與之研究工作內容際參與之研究工作內容際參與之研究工作內容際參與之研究工作內容」」」」))))、、、、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 85858585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者者者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3333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日日日日))))每日每日每日每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化學系館化學系館化學系館化學系館 1111、、、、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研究報告優異者優先考量研究報告優異者優先考量研究報告優異者優先考量研究報告優異者優先考量。。。。    

二二二二、、、、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 95959595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者者者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梯次放梯次放梯次放

榜日期公告榜日期公告榜日期公告榜日期公告。。。。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    

四四四四、、、、若本組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本組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本組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本組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之化學組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之化學組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之化學組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之化學組備取生遞補。。。。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h.ntu.edu.twhttp://www.ch.ntu.edu.twhttp://www.ch.ntu.edu.twhttp://www.ch.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14(02)3366114(02)3366114(02)33661143333、、、、3366113933661139336611393366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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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化學生物學組化學生物學組化學生物學組化學生物學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02020204444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需符合下列二種身份之一者報考者需符合下列二種身份之一者報考者需符合下列二種身份之一者報考者需符合下列二種身份之一者：：：：    

一一一一、、、、化學系或應用化學系或生物化學系或生化科技系畢業化學系或應用化學系或生物化學系或生化科技系畢業化學系或應用化學系或生物化學系或生化科技系畢業化學系或應用化學系或生物化學系或生化科技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其他相關學系畢業得學士學位其他相關學系畢業得學士學位其他相關學系畢業得學士學位其他相關學系畢業得學士學位，，，，曾修習普通化學曾修習普通化學曾修習普通化學曾修習普通化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無機化學無機化學無機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物理化學物理化學物理化學、、、、

生物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生物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生物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生物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 2222 科且及格者科且及格者科且及格者科且及格者((((繳成績單正本憑核繳成績單正本憑核繳成績單正本憑核繳成績單正本憑核))))。。。。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表表表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信兩位教授推薦信兩位教授推薦信兩位教授推薦信。。。。((((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六六六六、、、、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含自傳及進修計畫含自傳及進修計畫含自傳及進修計畫含自傳及進修計畫)1)1)1)1 份份份份。。。。((((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請用本系格式，，，，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七七七七、、、、選繳資料選繳資料選繳資料選繳資料 1111 份份份份((((無則免無則免無則免無則免))))：：：：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1.(1.(1.(1.指導教授於報告封面簽名指導教授於報告封面簽名指導教授於報告封面簽名指導教授於報告封面簽名，，，，2.2.2.2.考生另以考生另以考生另以考生另以 1111 頁為限註明頁為限註明頁為限註明頁為限註明「「「「實實實實

際參與之研究工作內容際參與之研究工作內容際參與之研究工作內容際參與之研究工作內容」」」」))))、、、、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 85858585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者者者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3333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日日日日))))每日每日每日每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化學系館化學系館化學系館化學系館 1111、、、、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555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研究報告優異者優先考量研究報告優異者優先考量研究報告優異者優先考量研究報告優異者優先考量。。。。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若本組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本組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本組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本組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之化學生物學組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之化學生物學組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之化學生物學組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之化學生物學組備取生遞補。。。。    

四四四四、、、、化學生物學組之高等必修課程採化學生物學組之高等必修課程採化學生物學組之高等必修課程採化學生物學組之高等必修課程採英文授課方式英文授課方式英文授課方式英文授課方式。。。。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h.ntu.edu.twhttp://www.ch.ntu.edu.twhttp://www.ch.ntu.edu.twhttp://www.ch.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14(02)3366114(02)3366114(02)33661148888、、、、3366113933661139336611393366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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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地質科學系碩士班地質科學系碩士班地質科學系碩士班地質科學系碩士班((((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    心理學系碩士班心理學系碩士班心理學系碩士班心理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    一般心理學組一般心理學組一般心理學組一般心理學組((((註明研究領域名稱註明研究領域名稱註明研究領域名稱註明研究領域名稱))))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020202055550000    202020206666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8888    1414141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確認志請確認志請確認志請確認志願組別願組別願組別願組別))))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履歷或自傳履歷或自傳履歷或自傳履歷或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未來讀書及研究計畫書未來讀書及研究計畫書未來讀書及研究計畫書未來讀書及研究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已發表或已接受已發表或已接受已發表或已接受已發表或已接受

之期刊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之期刊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之期刊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之期刊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國內外研討國內外研討國內外研討國內外研討

會論文發表會論文發表會論文發表會論文發表、、、、學士論文學士論文學士論文學士論文、、、、參與研究工作的參與研究工作的參與研究工作的參與研究工作的

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於請於請於請於「「「「報考系所組報考系所組報考系所組報考系所組」」」」後自行後自行後自行後自行

加註研究領域名稱加註研究領域名稱加註研究領域名稱加註研究領域名稱：：：：實驗認知實驗認知實驗認知實驗認知、、、、生物心理生物心理生物心理生物心理、、、、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人格社會人格社會人格社會人格社會、、、、工商或計量工商或計量工商或計量工商或計量))))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    

六六六六、、、、履歷履歷履歷履歷、、、、自傳自傳自傳自傳、、、、進修及研究計畫進修及研究計畫進修及研究計畫進修及研究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及已發表或已接受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及已發表或已接受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及已發表或已接受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及已發表或已接受

之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等之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等之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等之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7070707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020202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地質科學系後館地質科學系後館地質科學系後館地質科學系後館 213213213213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心理系南館心理系南館心理系南館心理系南館 217217217217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本系分地質組及應用地質組二組本系分地質組及應用地質組二組本系分地質組及應用地質組二組本系分地質組及應用地質組二組：：：：    

1111、、、、地質組地質組地質組地質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020202055551)1)1)1)：：：：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9999 名名名名。。。。    

2222、、、、應用地質組應用地質組應用地質組應用地質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052052052052)2)2)2)：：：：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9  9  9  9  

名名名名。。。。    

二二二二、、、、考生可就本系二組中選擇志願考生可就本系二組中選擇志願考生可就本系二組中選擇志願考生可就本系二組中選擇志願，，，，錄取考生錄取考生錄取考生錄取考生

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    

三三三三、、、、    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於請於請於請於「「「「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

欄依志願順序別選擇欄依志願順序別選擇欄依志願順序別選擇欄依志願順序別選擇「「「「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報名後報名後報名後報名後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    

四四四四、、、、口試口試口試口試注意事項及時程表於注意事項及時程表於注意事項及時程表於注意事項及時程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三三三三))))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於本系網頁時起於本系網頁時起於本系網頁時起於本系網頁公布公布公布公布，，，，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gl.ntu.edu.twhttp://www.gl.ntu.edu.twhttp://www.gl.ntu.edu.twhttp://www.gl.ntu.edu.tw。。。。    

一一一一、、、、相關資料之撰寫格式及本系研究所學程之相關資料之撰寫格式及本系研究所學程之相關資料之撰寫格式及本系研究所學程之相關資料之撰寫格式及本系研究所學程之

相關規定可至本系網站查詢相關規定可至本系網站查詢相關規定可至本系網站查詢相關規定可至本系網站查詢。。。。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psy.ntu.edu.twhttp://www.psy.ntu.edu.twhttp://www.psy.ntu.edu.twhttp://www.psy.ntu.edu.tw。。。。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前時前時前時前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考生考生考生應應應應主動主動主動主動查查查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錄取生如未到校註冊錄取生如未到校註冊錄取生如未到校註冊錄取生如未到校註冊，，，，其缺額不予遞補其缺額不予遞補其缺額不予遞補其缺額不予遞補。。。。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02)3366(02)3366(02)33669475947594759475    (02)33663109(02)33663109(02)33663109(02)3366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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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心理學系碩士班心理學系碩士班心理學系碩士班心理學系碩士班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臨床心理學組臨床心理學組臨床心理學組臨床心理學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222000077770000    20202020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1010101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學位證書或學學位證書或學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生證影本生證影本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    

六六六六、、、、履歷履歷履歷履歷、、、、自傳自傳自傳自傳、、、、進修及研究計畫進修及研究計畫進修及研究計畫進修及研究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及已發表或已接受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及已發表或已接受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及已發表或已接受例如學術競賽得獎證明及已發表或已接受

之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等之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等之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等之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履歷自傳履歷自傳履歷自傳履歷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的研究報告及相關著作其他有利審查的研究報告及相關著作其他有利審查的研究報告及相關著作其他有利審查的研究報告及相關著作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5550000%%%%    6060606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020202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見其他規定第二點見其他規定第二點見其他規定第二點見其他規定第二點))))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心理系南館心理系南館心理系南館心理系南館 119119119119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二樓會議室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二樓會議室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二樓會議室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二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相關資料之撰寫格式及本系研究所學程之相關資料之撰寫格式及本系研究所學程之相關資料之撰寫格式及本系研究所學程之相關資料之撰寫格式及本系研究所學程之

相關規定可至相關規定可至相關規定可至相關規定可至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psy.ntu.edu.twhttp://www.psy.ntu.edu.twhttp://www.psy.ntu.edu.twhttp://www.psy.ntu.edu.tw。。。。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前時前時前時前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考生考生考生應主動應主動應主動應主動查查查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錄取生如未到校註冊錄取生如未到校註冊錄取生如未到校註冊錄取生如未到校註冊，，，，其缺額不予遞補其缺額不予遞補其缺額不予遞補其缺額不予遞補。。。。    

一一一一、、、、推薦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geog.ntu.edu.twhttp://www.geog.ntu.edu.twhttp://www.geog.ntu.edu.twhttp://www.geog.ntu.edu.tw。。。。    

放榜梯放榜梯放榜梯放榜梯次次次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109(02)33663109(02)33663109(02)33663109    (02)23629908(02)23629908(02)23629908(02)2362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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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大氣科學系碩士班大氣科學系碩士班大氣科學系碩士班大氣科學系碩士班    大氣科學系碩士班大氣科學系碩士班大氣科學系碩士班大氣科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222090090090090    22221001001001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0101010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大氣科學報考者須大氣科學報考者須大氣科學報考者須大氣科學、、、、地球科學地球科學地球科學地球科學、、、、地球物理地球物理地球物理地球物理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海洋海洋海洋海洋、、、、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理物理物理物理、、、、數學數學數學數學、、、、機械機械機械機械、、、、

土木土木土木土木、、、、環工環工環工環工、、、、環境科學或相關學系畢業環境科學或相關學系畢業環境科學或相關學系畢業環境科學或相關學系畢業((((含含含含

應屆應屆應屆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2020202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大氣科學大氣科學大氣科學大氣科學、、、、氣象及大氣物理系畢業氣象及大氣物理系畢業氣象及大氣物理系畢業氣象及大氣物理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限生限生限生限

報考甲組報考甲組報考甲組報考甲組，，，，不可報考本組不可報考本組不可報考本組不可報考本組。。。。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個人自傳個人自傳個人自傳個人自傳、、、、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著作著作著作著作、、、、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此項非必要此項非必要此項非必要此項非必要）。）。）。）。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個人自傳個人自傳個人自傳個人自傳、、、、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著作著作著作著作、、、、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此項非必要此項非必要此項非必要此項非必要）。）。）。）。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就所繳資料加以就所繳資料加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5550000%%%%    5555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且排名前以上且排名前以上且排名前以上且排名前 2020202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且排名前以上且排名前以上且排名前以上且排名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大氣科學系大氣科學系大氣科學系大氣科學系ＡＡＡＡ206206206206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大氣科學系大氣科學系大氣科學系大氣科學系ＡＡＡＡ206206206206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5550000%%%%    5555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s.ntu.edu.twhttp://www.as.ntu.edu.twhttp://www.as.ntu.edu.twhttp://www.as.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s.ntu.edu.twhttp://www.as.ntu.edu.twhttp://www.as.ntu.edu.twhttp://www.as.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於於於第第第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923(02)33663923(02)33663923(02)33663923    (02)33663923(02)33663923(02)33663923(02)3366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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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    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海洋物理組海洋物理組海洋物理組海洋物理組    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121212111110000    212121212222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1010101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

慮慮慮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原校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書各原校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書各原校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書各原校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書各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15151515%%%%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科學英文能力測驗科學英文能力測驗科學英文能力測驗科學英文能力測驗 地球科學英文閱讀地球科學英文閱讀地球科學英文閱讀地球科學英文閱讀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106106106106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106106106106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15151515%%%%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 10 10 10 月月月月 23 23 23 2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106106106106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215215215215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7070707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    

一一一一、、、、本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主修領域包括本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主修領域包括本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主修領域包括本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主修領域包括    

「「「「海洋地質海洋地質海洋地質海洋地質、、、、地球化學地球化學地球化學地球化學、、、、地球物理及水下地球物理及水下地球物理及水下地球物理及水下

偵搜偵搜偵搜偵搜」。」。」。」。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33661606336616063366160633661606    (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3366160633661606336616063366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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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    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海洋地質及地海洋地質及地海洋地質及地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球物理組球物理組球物理組    海洋化學組海洋化學組海洋化學組海洋化學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121212133330000    212121214444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以上者優先考

慮慮慮慮。。。。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含現含現含現含現職職職職機構在職證明書機構在職證明書機構在職證明書機構在職證明書））））    

三三三三、、、、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名名名次證明書者正本次證明書者正本次證明書者正本次證明書者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原校兩位教授或副教授推薦書各原校兩位教授或副教授推薦書各原校兩位教授或副教授推薦書各原校兩位教授或副教授推薦書各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包括將來研究之興趣與計畫))))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例如托福成例如托福成例如托福成例如托福成    

績單等績單等績單等績單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5151515%%%%    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地球科學英文閱讀地球科學英文閱讀地球科學英文閱讀地球科學英文閱讀 海洋化學論文閱讀測驗海洋化學論文閱讀測驗海洋化學論文閱讀測驗海洋化學論文閱讀測驗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106106106106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215215215215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5151515%%%%    5050505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215215215215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106106106106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7070707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本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主修領域包括本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主修領域包括本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主修領域包括本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主修領域包括    

「「「「海洋地質海洋地質海洋地質海洋地質、、、、地球化學地球化學地球化學地球化學、、、、地球物理及水下地球物理及水下地球物理及水下地球物理及水下

偵搜偵搜偵搜偵搜」。」。」。」。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33661606336616063366160633661606    (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3366160633661606336616063366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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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海洋生物及漁業組海洋生物及漁業組海洋生物及漁業組海洋生物及漁業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1212121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70%70%70%7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基礎生物學英文測驗基礎生物學英文測驗基礎生物學英文測驗基礎生物學英文測驗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海洋所 215215215215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http://www.o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02)23629945；；；；3366160633661606336616063366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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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天文物理研究所碩士班    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物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121212166660000    222211117777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8888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60606060％％％％且且且且

學業總成績平均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 75757575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先考慮以上者優先考慮以上者優先考慮以上者優先考慮。。。。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60606060％％％％且且且且

學業總成績平均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學業總成績平均達 75757575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先考慮以上者優先考慮以上者優先考慮以上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 、、、、 兩 位 教 授 推 薦 函兩 位 教 授 推 薦 函兩 位 教 授 推 薦 函兩 位 教 授 推 薦 函 。（。（。（。（ 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 ：：：：

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    請 考 生 自 行 下請 考 生 自 行 下請 考 生 自 行 下請 考 生 自 行 下

載載載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成績及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 、、、、 兩 位 教 授 推 薦 函兩 位 教 授 推 薦 函兩 位 教 授 推 薦 函兩 位 教 授 推 薦 函 。（。（。（。（ 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 ：：：：

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    請 考 生 自 行 下請 考 生 自 行 下請 考 生 自 行 下請 考 生 自 行 下

載載載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分分分分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物理學物理學物理學物理學

系碩士班系碩士班系碩士班系碩士班    ((((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020202022220000))))、、、、天文物理研究天文物理研究天文物理研究天文物理研究

所碩士班所碩士班所碩士班所碩士班    ((((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160216021602160))))、、、、應用物理學研應用物理學研應用物理學研應用物理學研

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    ((((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170217021702170))))。。。。    

二二二二、、、、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至多至多至多至多可可可可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錄取考生依總錄取考生依總錄取考生依總錄取考生依總

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所所所所錄取錄取錄取錄取，，，，各各各各所所所所

如於正取生報到如於正取生報到如於正取生報到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後有缺額後有缺額後有缺額，，，，僅以有選擇各僅以有選擇各僅以有選擇各僅以有選擇各

該該該該所所所所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

補補補補。。。。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    

三三三三、、、、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於請於請於請於「「「「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依依依依「「「「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擇定擇定擇定擇定「「「「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    

五五五五、「、「、「、「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

轉所轉所轉所轉所。。。。    

一一一一、、、、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三所辦理聯合招生，，，，分分分分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物理學物理學物理學物理學

系碩士班系碩士班系碩士班系碩士班    ((((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020202022220000))))、、、、天文物理研究天文物理研究天文物理研究天文物理研究

所碩士班所碩士班所碩士班所碩士班    ((((志願代志願代志願代志願代碼碼碼碼 2160216021602160))))、、、、應用物理學研應用物理學研應用物理學研應用物理學研

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    ((((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2170217021702170))))。。。。    

二二二二、、、、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至多至多至多至多可可可可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三個志願，，，，錄取考生依總錄取考生依總錄取考生依總錄取考生依總

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所所所所錄取錄取錄取錄取，，，，各各各各所所所所

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僅以有選擇各僅以有選擇各僅以有選擇各僅以有選擇各

該該該該所所所所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

補補補補。。。。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    

三三三三、、、、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於請於請於請於「「「「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依依依依「「「「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擇定擇定擇定擇定「「「「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http://www.phys.ntu.edu.tw。。。。    

五五五五、「、「、「、「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應用物理學研究所」」」」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

轉所轉所轉所轉所。。。。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627007(02)23627007(02)23627007(02)23627007；；；；33665122336651223366512233665122    (02)23627007(02)23627007(02)23627007(02)23627007；；；；3366512233665122336651223366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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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應用數學組應用數學組應用數學組應用數學組    數理統計組數理統計組數理統計組數理統計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2180218021802180    219021902190219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1111 份份份份。。。。((((例如獎學例如獎學例如獎學例如獎學

金金金金、、、、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計算或程計算或程計算或程計算或程

式設計經驗式設計經驗式設計經驗式設計經驗、、、、統計調查經驗統計調查經驗統計調查經驗統計調查經驗、、、、大學部專題大學部專題大學部專題大學部專題

計畫等計畫等計畫等計畫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1111 份份份份。。。。((((例如獎學例如獎學例如獎學例如獎學

金金金金、、、、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大學數學學力測驗成績單、、、、計算或程計算或程計算或程計算或程

式設計經驗式設計經驗式設計經驗式設計經驗、、、、統計調查經驗統計調查經驗統計調查經驗統計調查經驗、、、、大學部專題大學部專題大學部專題大學部專題

計畫等計畫等計畫等計畫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以審查以審查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2020202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一一一一、、、、微積分微積分微積分微積分 
二二二二、、、、微分方程微分方程微分方程微分方程與線性代數與線性代數與線性代數與線性代數 
(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 
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

Sn=49Sn=49Sn=49Sn=49))))    

一一一一、、、、微積分微積分微積分微積分 
二二二二、、、、機率統計機率統計機率統計機率統計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相關內容請參閱網址: 
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http://www.math.ntu.edu.tw/prospective/recruit.php?

Sn=49Sn=49Sn=49Sn=49))))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科目一科目一科目一科目一：：：：8888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0101010 時時時時。。。。    

科目二科目二科目二科目二：：：：10101010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 204204204204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

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科目一科目一科目一科目一：：：：8888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0101010 時時時時。。。。    

科目二科目二科目二科目二：：：：10101010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 204204204204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

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    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審查及筆試成績合格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 519519519519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天文數學館 519519519519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6666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    

http://www.math.ntu.edu.tw/~iams/index.htmlhttp://www.math.ntu.edu.tw/~iams/index.htmlhttp://www.math.ntu.edu.tw/~iams/index.htmlhttp://www.math.ntu.edu.tw/~iams/index.html。。。。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6666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相關修業規定請詳見本系網址：：：：    

http://www.math.ntu.edu.tw/~iams/index.htmlhttp://www.math.ntu.edu.tw/~iams/index.htmlhttp://www.math.ntu.edu.tw/~iams/index.htmlhttp://www.math.ntu.edu.tw/~iams/index.html。。。。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810(02)33662810(02)33662810(02)33662810    (02)33662810(02)33662810(02)33662810(02)3366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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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政治學系碩士班政治學系碩士班政治學系碩士班政治學系碩士班    政治學系碩士班政治學系碩士班政治學系碩士班政治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政治理論主修政治理論主修政治理論主修政治理論))))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國際關係主修國際關係主修國際關係主修國際關係))))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3010301030103010    30203020302030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777    8888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者者者。。。。    

限在校限在校限在校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者者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3333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一式計畫一式計畫一式計畫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TOEFLTOEFLTOEFLTOEFL、、、、GREGREGREGRE、、、、GMATGMATGMATGMAT、、、、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代代代代

表作表作表作表作（（（（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等等等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3333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TOEFTOEFTOEFTOEFLLLL、、、、GREGREGREGRE、、、、GMATGMATGMATGMAT、、、、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代代代代

表作表作表作表作（（（（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等等等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政治理論政治理論政治理論政治理論 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國際關係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1212121 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 7777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1212121 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 7777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414141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414141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1212121 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三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三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三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三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請先至系辦公室報到請先至系辦公室報到請先至系辦公室報到請先至系辦公室報到））））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000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1212121 號本校社會科學院號本校社會科學院號本校社會科學院號本校社會科學院貴賓貴賓貴賓貴賓

室室室室。（。（。（。（請先至系辦公室報到請先至系辦公室報到請先至系辦公室報到請先至系辦公室報到））））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上網查上網查上網查上網查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上網查詢上網查詢上網查詢上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41(02)2341(02)2341(02)2341----6666169169169169    (02)2341(02)2341(02)2341(02)2341----616961696169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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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經濟學系碩士班經濟學系碩士班經濟學系碩士班經濟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30303030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020202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30003000300030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3333 份份份份：：：：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TOEFLTOEFLTOEFLTOEFL、、、、GREGREGREGRE、、、、GMATGMATGMATGMAT、、、、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代表其興趣及代表其興趣及代表其興趣及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能力之作品等能力之作品等能力之作品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綜合考試綜合考試綜合考試綜合考試(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統計學統計學統計學統計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1212121 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 22222222、、、、第第第第 23232323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3030303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1212121 號本校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號本校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號本校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號本校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 2222 樓第一會議室樓第一會議室樓第一會議室樓第一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行至本系網頁逕行至本系網頁逕行至本系網頁逕行至本系網頁 http://www.econ.ntu.edu.tw/graduate/recommend.dochttp://www.econ.ntu.edu.tw/graduate/recommend.dochttp://www.econ.ntu.edu.tw/graduate/recommend.dochttp://www.econ.ntu.edu.tw/graduate/recommend.doc 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111000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本系接受本系接受本系接受本系接受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梯梯梯次放榜次放榜次放榜次放榜))))符合下列條件的考生符合下列條件的考生符合下列條件的考生符合下列條件的考生，，，，但名額只限總招生名額的但名額只限總招生名額的但名額只限總招生名額的但名額只限總招生名額的 10%10%10%10%：：：：    

已修畢下列九門課程當中至少九學分以上已修畢下列九門課程當中至少九學分以上已修畢下列九門課程當中至少九學分以上已修畢下列九門課程當中至少九學分以上，，，，得按審查資料擇優錄取得按審查資料擇優錄取得按審查資料擇優錄取得按審查資料擇優錄取：：：：    

相當於本系碩一必修的個體經濟理論一相當於本系碩一必修的個體經濟理論一相當於本系碩一必修的個體經濟理論一相當於本系碩一必修的個體經濟理論一(4(4(4(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總體經濟理論一總體經濟理論一總體經濟理論一總體經濟理論一(4(4(4(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計量經濟理論一計量經濟理論一計量經濟理論一計量經濟理論一(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計量經濟理論二計量經濟理論二計量經濟理論二計量經濟理論二(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或相當於本系大學部建議課表或相當於本系大學部建議課表或相當於本系大學部建議課表或相當於本系大學部建議課表「「「「數理經濟領域數理經濟領域數理經濟領域數理經濟領域」」」」所列前三項所列前三項所列前三項所列前三項

之高等微積分一之高等微積分一之高等微積分一之高等微積分一(4(4(4(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高等微積分二高等微積分二高等微積分二高等微積分二(4(4(4(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線性代數一線性代數一線性代數一線性代數一(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線性代數二線性代數二線性代數二線性代數二(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高等統計推論一高等統計推論一高等統計推論一高等統計推論一(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及高等統計推論二及高等統計推論二及高等統計推論二及高等統計推論二(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con.ntu.edu.twhttp://www.econ.ntu.edu.twhttp://www.econ.ntu.edu.twhttp://www.econ.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519641(02)23519641(02)23519641(02)23519641 轉轉轉轉 27627627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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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社會學系碩士班社會學系碩士班社會學系碩士班社會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303030304444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惟國外大學畢業無法提出名次者惟國外大學畢業無法提出名次者惟國外大學畢業無法提出名次者惟國外大學畢業無法提出名次者，，，，得以得以得以得以 GPA3.5GPA3.5GPA3.5GPA3.5

以上之成績證明報名之以上之成績證明報名之以上之成績證明報名之以上之成績證明報名之。。。。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例如學期報告例如學期報告例如學期報告例如學期報告、、、、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222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社會學論著評述社會學論著評述社會學論著評述社會學論著評述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5555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 21121121121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成績與筆試成績與筆試成績與筆試成績與筆試成績均成績均成績均成績均需需需需達達達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兩者平均後兩者平均後兩者平均後兩者平均後，，，，排名在前排名在前排名在前排名在前 1414141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 323323323323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10101010 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學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學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學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學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者者者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sociology.ntu.edu.tw/http://sociology.ntu.edu.tw/http://sociology.ntu.edu.tw/http://sociology.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217(02)33661217(02)33661217(02)336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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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30303030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者者者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例如學期報告例如學期報告例如學期報告例如學期報告、、、、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社會工作論著評述社會工作論著評述社會工作論著評述社會工作論著評述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 205205205205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學系學系學系 423423423423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大學部非本科系畢業之錄取生須提出大學部非本科系畢業之錄取生須提出大學部非本科系畢業之錄取生須提出大學部非本科系畢業之錄取生須提出：：：：    

1111、、、、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1111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666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222、、、、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333、、、、社會個案工作或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個案工作或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個案工作或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個案工作或社會團體工作（（（（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三科目之學分證明三科目之學分證明三科目之學分證明三科目之學分證明，，，，未能提出證明者須於入學後補修上述課程未能提出證明者須於入學後補修上述課程未能提出證明者須於入學後補修上述課程未能提出證明者須於入學後補修上述課程，，，，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

分分分分，，，，未完成補修者不得提出學位考試未完成補修者不得提出學位考試未完成補修者不得提出學位考試未完成補修者不得提出學位考試。。。。    

若欲以相近科目抵免若欲以相近科目抵免若欲以相近科目抵免若欲以相近科目抵免，，，，則須備齊則須備齊則須備齊則須備齊：：：：1.1.1.1.該科目詳細課程大綱該科目詳細課程大綱該科目詳細課程大綱該科目詳細課程大綱    2.2.2.2.成績單等資料成績單等資料成績單等資料成績單等資料，，，，由課程委員會委由課程委員會委由課程委員會委由課程委員會委

派教師專案審理通過後方可抵免派教師專案審理通過後方可抵免派教師專案審理通過後方可抵免派教師專案審理通過後方可抵免。。。。    

二二二二、、、、10101010 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工作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工作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工作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工作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ntusw.ntu.edu.tw/http://ntusw.ntu.edu.tw/http://ntusw.ntu.edu.tw/http://ntusw.ntu.edu.tw/。。。。    

四四四四、、、、甲組甲組甲組甲組僅招收一般生僅招收一般生僅招收一般生僅招收一般生，，，，一般生若在外有專職工作一般生若在外有專職工作一般生若在外有專職工作一般生若在外有專職工作，，，，不得在現任職機構進行實習不得在現任職機構進行實習不得在現任職機構進行實習不得在現任職機構進行實習。。。。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241(02)33661241(02)33661241(02)3366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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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303030306666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一一一一、、、、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二二二二、、、、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有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實務工作經驗有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實務工作經驗有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實務工作經驗有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實務工作經驗 5555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並可繳交現職並可繳交現職並可繳交現職並可繳交現職    

機構在職證明機構在職證明機構在職證明機構在職證明。。。。    

三三三三、、、、報名時須繳交現職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現職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現職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現職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此證明文件須有此證明文件須有此證明文件須有此證明文件須有「「「「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之字之字之字之字    

句句句句。。。。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現職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現職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現職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現職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含動機、、、、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估))))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例如工作報告例如工作報告例如工作報告例如工作報告、、、、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代表其興趣及能力之作品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社會工作論著評述社會工作論著評述社會工作論著評述社會工作論著評述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 205205205205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學系暨社會工作學系 423423423423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大學部非本科系畢業之錄取生須提出大學部非本科系畢業之錄取生須提出大學部非本科系畢業之錄取生須提出大學部非本科系畢業之錄取生須提出：：：：    

1111、、、、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1111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666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222、、、、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333、、、、社會個案工作或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個案工作或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個案工作或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個案工作或社會團體工作（（（（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三科目之學分證明三科目之學分證明三科目之學分證明三科目之學分證明，，，，未能提出證明者須於入學後補修上述課程未能提出證明者須於入學後補修上述課程未能提出證明者須於入學後補修上述課程未能提出證明者須於入學後補修上述課程，，，，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

未完成補修者不得提出學位考試未完成補修者不得提出學位考試未完成補修者不得提出學位考試未完成補修者不得提出學位考試。。。。    

若欲以相近科目抵免若欲以相近科目抵免若欲以相近科目抵免若欲以相近科目抵免，，，，則須備齊則須備齊則須備齊則須備齊：：：：1.1.1.1.該科目詳細課程大綱該科目詳細課程大綱該科目詳細課程大綱該科目詳細課程大綱、、、、2.2.2.2.成績單等資料成績單等資料成績單等資料成績單等資料，，，，由課程委員會委由課程委員會委由課程委員會委由課程委員會委

派教師專案審理通過後方可抵免派教師專案審理通過後方可抵免派教師專案審理通過後方可抵免派教師專案審理通過後方可抵免。。。。    

二二二二、、、、10101010 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工作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工作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工作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年內國內已出版之社會工作期刊論文及研究專著為筆試科目出題範圍目出題範圍目出題範圍目出題範圍。。。。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ntusw.ntu.edu.tw/http://ntusw.ntu.edu.tw/http://ntusw.ntu.edu.tw/http://ntus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241(02)33661241(02)33661241(02)3366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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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當代臺灣當代臺灣當代臺灣當代臺灣))))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大陸與兩岸關係大陸與兩岸關係大陸與兩岸關係大陸與兩岸關係))))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3030303077770000    30303030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一一一般生般生般生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555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者者者。。。。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者者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以以以以 3000300030003000 字為限字為限字為限字為限))))    

七七七七、、、、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 1111 份份份份：：：：    

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學期報告學期報告學期報告學期報告、、、、研研研研

究著作等究著作等究著作等究著作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歷歷歷年成績單正本年成績單正本年成績單正本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以以以以 3000300030003000 字為限字為限字為限字為限))))    

七七七七、、、、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 1111 份份份份：：：：    

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學期報告學期報告學期報告學期報告、、、、研研研研

究著作等究著作等究著作等究著作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政治學政治學政治學政治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法學通論法學通論法學通論法學通論（（（（四科擇四科擇四科擇四科擇

一一一一））））    
大陸政策大陸政策大陸政策大陸政策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0000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0000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缺額併入甲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甲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甲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甲組碩士班一般

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nd.ntu.edu.twhttp://www.nd.ntu.edu.twhttp://www.nd.ntu.edu.twhttp://www.nd.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缺額併入乙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乙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乙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乙組碩士班一般

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hhhttp://www.nd.ntu.edu.twttp://www.nd.ntu.edu.twttp://www.nd.ntu.edu.twttp://www.nd.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319(02)33663319(02)33663319(02)33663319    (02)33663319(02)33663319(02)33663319(02)3366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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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新聞研究所碩士班新聞研究所碩士班新聞研究所碩士班新聞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全球化與發展主修全球化與發展主修全球化與發展主修全球化與發展))))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3333090909090000    333310101010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8888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者者者。。。。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

者者者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以以以以 3000300030003000 字為限字為限字為限字為限))))    

七七七七、、、、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得附其他有助審查之學術成果各 1111 份份份份：：：：    

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例如期刊論文、、、、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學期報告學期報告學期報告學期報告、、、、研研研研

究著作等究著作等究著作等究著作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附註推薦人現職及聯絡方式附註推薦人現職及聯絡方式附註推薦人現職及聯絡方式附註推薦人現職及聯絡方式))))    

六六六六、、、、自傳及學習計畫自傳及學習計畫自傳及學習計畫自傳及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各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各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各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例如代表作品例如代表作品例如代表作品例如代表作品、、、、學術寫作或媒體相關作學術寫作或媒體相關作學術寫作或媒體相關作學術寫作或媒體相關作

品品品品、、、、傑出成就證明傑出成就證明傑出成就證明傑出成就證明、、、、英文能力檢定證明等英文能力檢定證明等英文能力檢定證明等英文能力檢定證明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6060606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全球化與發展全球化與發展全球化與發展全球化與發展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起詳見本所網站公告。。。。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111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0000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國家發展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新聞所新聞所新聞所新聞所 310310310310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缺額併入丙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丙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丙組碩士班一般缺額併入丙組碩士班一般

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考試招生名額內。。。。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nd.ntu.edu.twhttp://www.nd.ntu.edu.twhttp://www.nd.ntu.edu.twhttp://www.nd.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111000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所時起公布於本所時起公布於本所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journalism.ntu.edu.twhttp://www.journalism.ntu.edu.twhttp://www.journalism.ntu.edu.twhttp://www.journalis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319(02)33663319(02)33663319(02)33663319    (02)33663130(02)33663130(02)33663130(02)3366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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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班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班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班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311031103110311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8888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須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者者者者。。。。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3333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一式計畫一式計畫一式計畫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TOEFLTOEFLTOEFLTOEFL、、、、GREGREGREGRE、、、、GMATGMATGMATGMAT、、、、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代表作代表作代表作代表作（（（（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以一件為限））））等等等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行政學行政學行政學行政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1212121 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 7777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414141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1212121 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二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二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二號本校社會科學院第二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請先至請先至請先至請先至政治學系政治學系政治學系政治學系系辦公室報到系辦公室報到系辦公室報到系辦公室報到））））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政治學系政治學系政治學系政治學系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http://politics.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2341234123412341----616961696169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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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口腔病理學主修口腔病理學主修口腔病理學主修口腔病理學))))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牙體復形及美容牙科學主修牙體復形及美容牙科學主修牙體復形及美容牙科學主修牙體復形及美容牙科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010401040104010    40204020402040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二年期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二年期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二年期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二年期

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    或或或或    於民國於民國於民國於民國 99999999 年年年年 5555 月前畢月前畢月前畢月前畢

業經業經業經業經 2222 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醫師獨立執牙醫師獨立執牙醫師獨立執牙醫師獨立執

業資格者業資格者業資格者業資格者。。。。    

須須須須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    1010101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口腔病理學口腔病理學口腔病理學口腔病理學 牙體復形學牙體復形學牙體復形學牙體復形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五期五期五期五))))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專科訓練專科訓練專科訓練專科訓練

為副為副為副為副。。。。    

三三三三、、、、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

行於行於行於行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五期五期五期五))))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

行於行於行於行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cd.http://gicd.http://gicd.http://gicd.ntu.edu.twntu.edu.twntu.edu.t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6856668566685666856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685666856668566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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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牙髓病學主修牙髓病學主修牙髓病學主修牙髓病學))))    丁組丁組丁組丁組((((主修牙周病學主修牙周病學主修牙周病學主修牙周病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030403040304030    404040404040404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須須須須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    須須須須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    1010101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牙髓病學牙髓病學牙髓病學牙髓病學 牙周病學牙周病學牙周病學牙周病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期二期二期二期二))))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五期五期五期五))))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專科訓練專科訓練專科訓練專科訓練

為副為副為副為副。。。。    

三三三三、、、、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

行於行於行於行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五期五期五期五))))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    

三三三三、、、、具相關研究成果且成績優良者優先考慮具相關研究成果且成績優良者優先考慮具相關研究成果且成績優良者優先考慮具相關研究成果且成績優良者優先考慮。。。。    

四四四四、、、、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

行於行於行於行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梯次放梯次放梯次放榜榜榜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6856668566685666856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685666856668566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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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戊組戊組戊組戊組((((主修補綴學主修補綴學主修補綴學主修補綴學))))    己組己組己組己組((((主修兒童牙科學主修兒童牙科學主修兒童牙科學主修兒童牙科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050405040504050    406040604060406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    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二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二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二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二

年期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年期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年期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年期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    或或或或    於民國於民國於民國於民國 99999999 年年年年

5555 月前畢業經月前畢業經月前畢業經月前畢業經 2222 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

醫師獨立執業資格者醫師獨立執業資格者醫師獨立執業資格者醫師獨立執業資格者。。。。    

二二二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5550000

％％％％者者者者。。。。    

須須須須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    1010101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補綴學補綴學補綴學補綴學 兒童牙科學兒童牙科學兒童牙科學兒童牙科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五期五期五期五))))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

行於行於行於行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聯日前聯日前聯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絡本所辦公室絡本所辦公室絡本所辦公室。。。。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五期五期五期五))))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專科訓練專科訓練專科訓練專科訓練

為副為副為副為副。。。。    

三三三三、、、、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

行於行於行於行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cd.ntu.edu.thttp://gicd.ntu.edu.thttp://gicd.ntu.edu.thttp://gicd.ntu.edu.twww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6856668566685666856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685666856668566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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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庚組庚組庚組庚組((((主修齒顎矯正學主修齒顎矯正學主修齒顎矯正學主修齒顎矯正學))))    辛組辛組辛組辛組((((主修口腔顎面外科學主修口腔顎面外科學主修口腔顎面外科學主修口腔顎面外科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070407040704070    408040804080408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入學時入學時入學時入學時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獲得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已完成衛生署

二年期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二年期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二年期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二年期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    或或或或    於民國於民國於民國於民國 99999999 年年年年 5555

月前畢業經月前畢業經月前畢業經月前畢業經 2222 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醫師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醫師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醫師年訓練並已取得中華民國牙醫師

獨立執業資獨立執業資獨立執業資獨立執業資格者格者格者格者。。。。    

報考者須報考者須報考者須報考者須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具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牙醫學系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研究進修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不接受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    1010101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555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齒顎矯正學齒顎矯正學齒顎矯正學齒顎矯正學 口腔顎面外科學口腔顎面外科學口腔顎面外科學口腔顎面外科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555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號臺大醫院舊址    

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牙醫學系二二二二樓樓樓樓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第一會議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五期五期五期五))))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

行於行於行於行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符合筆試、、、、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五期五期五期五))))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本組課程以臨床基礎研究為主。。。。    

三三三三、、、、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錄取考生於辦理本校報到手續後，，，，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並請另

行於行於行於行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日前聯絡本所辦公室。。。。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http://gicd.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6856668566685666856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685666856668566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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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    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新藥探索主修新藥探索主修新藥探索主修新藥探索))))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製藥科技主修製藥科技主修製藥科技主修製藥科技))))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090409040904090    41004100410041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6666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名次名次名次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二位教二位教二位教二位教師師師師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六六六六、、、、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報報報報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二位教二位教二位教二位教師師師師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六六六六、、、、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報報報報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筆筆筆筆試日試日試日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3333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4444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301301301301 講堂講堂講堂講堂。。。。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3333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4444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301301301301 講堂講堂講堂講堂。。。。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2220000%%%%    2222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0000000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12121212 樓樓樓樓系圖書系圖書系圖書系圖書室室室室。。。。    

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0000000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12121212 樓樓樓樓 1231231231234444 室室室室。。。。    

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5550000%%%%    5555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    

二二二二、、、、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以本系一以本系一以本系一以本系一

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    

一一一一、、、、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    

二二二二、、、、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以本系一以本系一以本系一以本系一

般般般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381883818838188381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38188381883818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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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碩士班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生物藥學主修生物藥學主修生物藥學主修生物藥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110411041104110    41204120412041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1515151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限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或或或或

GPAGPAGPAGPA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2.72.72.72.7（（（（含含含含））））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二位教二位教二位教二位教師師師師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六六六六、、、、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報報報報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告或其他相關資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1111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各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各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各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3333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4444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301301301301 講堂講堂講堂講堂。。。。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222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5757575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0000000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04504504504 室室室室。。。。    

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口試順序依准考證序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西址號臺大醫院西址號臺大醫院西址號臺大醫院西址    

檢驗大樓檢驗大樓檢驗大樓檢驗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06506506506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555000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本系招收一般生，，，，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考生入學後應全時進修。。。。    

二二二二、、、、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本組錄取生如有未到校註冊者，，，，以本系一以本系一以本系一以本系一

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般考試招生不分組之備取生遞補。。。。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http://rx.mc.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clsmb/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clsmb/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clsmb/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clsmb/。。。。    

三三三三、、、、推薦函請自行上本系網頁下載推薦函請自行上本系網頁下載推薦函請自行上本系網頁下載推薦函請自行上本系網頁下載：：：：    

http://www.mc.ntu.edu.thttp://www.mc.ntu.edu.thttp://www.mc.ntu.edu.t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clsmb/stw/department/clsmb/stw/department/clsmb/stw/department/clsmb/st

udents_master.htmludents_master.htmludents_master.htmludents_master.html。。。。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381883818838188381    (02)23562799(02)23562799(02)23562799(02)2356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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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專科護理師組專科護理師組專科護理師組專科護理師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13041304130413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 2222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之教學醫院以上之教學醫院以上之教學醫院以上之教學醫院    

臨床護理工作臨床護理工作臨床護理工作臨床護理工作。。。。    

二二二二、、、、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二二二二、、、、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 3333 年年年年；；；；三三三三專離校專離校專離校專離校 2222 年年年年))))，，，，須須須須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且且且且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

總共總共總共總共須有須有須有須有 5555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 1111 份份份份。。。。((((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    

八八八八、、、、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內外科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10~1110~1110~1110~11：：：：5050505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3333 樓樓樓樓。。。。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名名名。。。。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 : : 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    

二二二二、、、、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43588435884358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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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臨床研究護理師組臨床研究護理師組臨床研究護理師組臨床研究護理師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14041404140414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 1111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

業生業生業生業生，，，，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 6666 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

作作作作、、、、臨床試驗或研究相關工作臨床試驗或研究相關工作臨床試驗或研究相關工作臨床試驗或研究相關工作、、、、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

作經驗作經驗作經驗作經驗。。。。    

二二二二、、、、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二二二二、、、、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 3333 年年年年；；；；三專離校三專離校三專離校三專離校 2222 年年年年))))，，，，須須須須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且且且且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

總共總共總共總共須有須有須有須有 4444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之以上之以上之以上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教學醫院臨床護理教學醫院臨床護理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臨床試驗或研究相關工作臨床試驗或研究相關工作臨床試驗或研究相關工作臨床試驗或研究相關工作、、、、社區衛生護理工作社區衛生護理工作社區衛生護理工作社區衛生護理工作

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若為臨床經驗或研究相關工作經驗者若為臨床經驗或研究相關工作經驗者若為臨床經驗或研究相關工作經驗者若為臨床經驗或研究相關工作經驗者，，，，請聘任主管載明工作內容並請聘任主管載明工作內容並請聘任主管載明工作內容並請聘任主管載明工作內容並    

簽章以資證明簽章以資證明簽章以資證明簽章以資證明）。）。）。）。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 1111 份份份份。。。。((((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    

八八八八、、、、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護理學護理學護理學護理學((((甲甲甲甲)()()()(包含臨床研究及護理相關知識包含臨床研究及護理相關知識包含臨床研究及護理相關知識包含臨床研究及護理相關知識))))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10~1110~1110~1110~11：：：：5050505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3333 樓樓樓樓。。。。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名名名。。。。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查查查查詢詢詢詢）。）。）。）。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 : : 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    

二二二二、、、、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上限規定上限規定上限規定。。。。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435884358843588435    



44 

 

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內外科護理組內外科護理組內外科護理組內外科護理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15041504150415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 1111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

業生業生業生業生，，，，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 6666 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

作作作作、、、、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    

二二二二、、、、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二二二二、、、、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 3333 年年年年；；；；三專離校三專離校三專離校三專離校 2222 年年年年))))，，，，須須須須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且且且且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

總共總共總共總共須有須有須有須有 4444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 1111 份份份份。。。。((((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    

八八八八、、、、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內外科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10~1110~1110~1110~11：：：：5050505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3333 樓樓樓樓。。。。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名名名。。。。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 : : 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    

二二二二、、、、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435884358843588435    



45 

 

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丁組丁組丁組丁組((((婦兒暨心理衛生護理組婦兒暨心理衛生護理組婦兒暨心理衛生護理組婦兒暨心理衛生護理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16041604160416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 1111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

業生業生業生業生，，，，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 6666 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

作作作作、、、、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    

二二二二、、、、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二二二二、、、、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 3333 年年年年；；；；三專離校三專離校三專離校三專離校 2222 年年年年))))，，，，須須須須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且且且且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

總共總共總共總共須有須有須有須有 4444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之護理以上之護理以上之護理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 1111 份份份份。。。。((((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    

八八八八、、、、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母嬰母嬰母嬰母嬰護理護理護理護理暨婦女健康暨婦女健康暨婦女健康暨婦女健康學學學學、、、、家庭暨家庭暨家庭暨家庭暨兒兒兒兒童童童童護理學護理學護理學護理學、、、、精神精神精神精神暨心理衛生暨心理衛生暨心理衛生暨心理衛生護理學護理學護理學護理學（（（（三科擇一三科擇一三科擇一三科擇一））））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10~1110~1110~1110~11：：：：5050505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3333 樓樓樓樓。。。。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名名名。。。。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 : : 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    

二二二二、、、、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43588435884358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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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戊組戊組戊組戊組((((社區護理組社區護理組社區護理組社區護理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17041704170417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取得學士學位且具護理師證書者，，，，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自取得護理師證書後至報名時須有 1111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若為應屆畢

業生業生業生業生，，，，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大學畢業後於就讀本所前須取得護理師證書且工作 6666 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之教學醫院臨床護理工

作作作作、、、、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社區衛生護理工作或曾在護理學校擔任護理教學之護理教師工作經驗。。。。    

二二二二、、、、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專科畢業符合同等學力者((((二二二二、、、、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五專離校 3333 年年年年；；；；三專離校三專離校三專離校三專離校 2222 年年年年))))，，，，須須須須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具有護理師證書，，，，且且且且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至報名時

總共總共總共總共須有須有須有須有 4444 年年年年((((含含含含))))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以上之護理工作經驗，，，，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其服務醫院類別比照第一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在學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護理最高學歷之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護理經驗 1111 份份份份。。。。((((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請敘述護理工作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處理方式與結果))))    

八八八八、、、、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代表著作或有利審查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社區護理學社區護理學社區護理學社區護理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10~1110~1110~1110~11：：：：5050505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3333 樓樓樓樓。。。。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名名名。。。。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各組口試時間請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逕至本所網址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2222----1111 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號臺大護理學系系館一。。。。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符合口試參加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口試前逕至本所網址或本系部落格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 : : 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http://nursing.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    

二二二二、、、、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本學系對於進修期間全職工作之考生入學後每學期修課學分有上限規定。。。。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43588435884358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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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註明興趣組別名稱註明興趣組別名稱註明興趣組別名稱註明興趣組別名稱))))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141414188880000    414141419999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777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職能治療學系報考者須職能治療學系報考者須職能治療學系報考者須職能治療學系((((組組組組))))或國外職能治療相或國外職能治療相或國外職能治療相或國外職能治療相

關學系畢業關學系畢業關學系畢業關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於請於請於請於「「「「報考系所組報考系所組報考系所組報考系所組」」」」後自行後自行後自行後自行

加註興趣組別加註興趣組別加註興趣組別加註興趣組別：：：：骨科骨科骨科骨科、、、、神經神經神經神經、、、、小兒小兒小兒小兒或或或或心肺心肺心肺心肺))))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自傳暨讀書計畫自傳暨讀書計畫自傳暨讀書計畫自傳暨讀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0001000100010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

讀書計畫讀書計畫讀書計畫讀書計畫 20002000200020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五五五五、、、、自傳自傳自傳自傳((((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30003000300030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1111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如如如：：：：服務年服務年服務年服務年

資證明書資證明書資證明書資證明書、、、、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等等等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資料齊備者資料齊備者資料齊備者資料齊備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3333 樓物理治樓物理治樓物理治樓物理治療討論室療討論室療討論室療討論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333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4444 樓職能治療學系樓職能治療學系樓職能治療學系樓職能治療學系 422422422422 討論室討論室討論室討論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相關資料請逕上網查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相關資料請逕上網查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相關資料請逕上網查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相關資料請逕上網查

詢詢詢詢；；；；詳細個人口試時間請於詳細個人口試時間請於詳細個人口試時間請於詳細個人口試時間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一期一期一期一))))中午上網填寫中午上網填寫中午上網填寫中午上網填寫，，，，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pt.ntu.edu.twhttp://www.pt.ntu.edu.twhttp://www.pt.ntu.edu.twhttp://www.pt.ntu.edu.tw。。。。    

一一一一、、、、報考資格中規定報考資格中規定報考資格中規定報考資格中規定「「「「國外職能治療相關學系國外職能治療相關學系國外職能治療相關學系國外職能治療相關學系」」」」係指係指係指係指

因國外對於職能治療學系名因國外對於職能治療學系名因國外對於職能治療學系名因國外對於職能治療學系名稱未統一之情況下稱未統一之情況下稱未統一之情況下稱未統一之情況下

適用適用適用適用。。。。本系仍以招收職能治療學系的畢業生為本系仍以招收職能治療學系的畢業生為本系仍以招收職能治療學系的畢業生為本系仍以招收職能治療學系的畢業生為

主主主主。。。。    

二二二二、、、、考選部規定報考職能治療師之資格考選部規定報考職能治療師之資格考選部規定報考職能治療師之資格考選部規定報考職能治療師之資格，，，，略為略為略為略為：：：：公立公立公立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

國外大學以上學校職能治療學國外大學以上學校職能治療學國外大學以上學校職能治療學國外大學以上學校職能治療學、、、、復健醫學系職能復健醫學系職能復健醫學系職能復健醫學系職能

治療組等科治療組等科治療組等科治療組等科、、、、系系系系、、、、組畢業組畢業組畢業組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

格格格格，，，，領有畢業證書者領有畢業證書者領有畢業證書者領有畢業證書者。。。。非具備上述資格者非具備上述資格者非具備上述資格者非具備上述資格者，，，，不具不具不具不具

報考我國職能治療師國家考試資格報考我國職能治療師國家考試資格報考我國職能治療師國家考試資格報考我國職能治療師國家考試資格。。。。    

三三三三、、、、職能治療之相關工作經驗為評量的標準之一職能治療之相關工作經驗為評量的標準之一職能治療之相關工作經驗為評量的標準之一職能治療之相關工作經驗為評量的標準之一。。。。    

四四四四、、、、自傳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自傳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自傳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自傳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

載載載載。。。。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ntuot.mc.ntu.edu.tw/main.phphttp://ntuot.mc.ntu.edu.tw/main.phphttp://ntuot.mc.ntu.edu.tw/main.phphttp://ntuot.mc.ntu.edu.tw/main.php。。。。    

五五五五、、、、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詳細個人口試時間及相關資詳細個人口試時間及相關資詳細個人口試時間及相關資詳細個人口試時間及相關資

料公布於本系網站料公布於本系網站料公布於本系網站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於口試日前自行查考生請於口試日前自行查考生請於口試日前自行查考生請於口試日前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02)33(02)33(02)33666666668123812381238123    (02)33(02)33(02)33(02)3366666666818381838183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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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生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生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生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生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444202020200000    44442121212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0101010    1515151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曾修習有機化學及生化學報考者須曾修習有機化學及生化學報考者須曾修習有機化學及生化學報考者須曾修習有機化學及生化學，，，，且成績且成績且成績且成績

均在均在均在均在 70707070 分分分分（（（（或或或或 BBBB––––））））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列全班列全班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

者者者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含含含含))))以上教師推薦函以上教師推薦函以上教師推薦函以上教師推薦函 1111 至至至至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老師推薦函兩位老師推薦函兩位老師推薦函兩位老師推薦函。。。。((((依其他規定第一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一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一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一點辦理))))    

六六六六、、、、專題研究報告專題研究報告專題研究報告專題研究報告（（（（或或或或就就就就學計畫書學計畫書學計畫書學計畫書））））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3333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達達達達 70707070 分且分且分且分且排名在前排名在前排名在前排名在前 2222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030303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台北市仁愛路台北市仁愛路台北市仁愛路 1111 段段段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10101010 樓生理所討論室樓生理所討論室樓生理所討論室樓生理所討論室(1003(1003(1003(1003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8888 樓樓樓樓 807807807807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7777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相關資訊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相關資訊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相關資訊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相關資訊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告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告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告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告於本所網站，，，，

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錄取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錄取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錄取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錄取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

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依依依依口試口試口試口試、、、、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成績高低比較成績高低比較成績高低比較成績高低比較，，，，以決定以決定以決定以決定

錄取優先順序錄取優先順序錄取優先順序錄取優先順序。。。。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physiology.http://physiology.http://physiology.http://physiology.eday.com.tw/eday.com.tw/eday.com.tw/eday.com.tw/。。。。    

一一一一、、、、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請於報名前由本請於報名前由本請於報名前由本請於報名前由本

所網址下載所網址下載所網址下載所網址下載。。。。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3.mc.ntu.edu.tw/department/ibmbhttp://w3.mc.ntu.edu.tw/department/ibmbhttp://w3.mc.ntu.edu.tw/department/ibmbhttp://w3.mc.ntu.edu.tw/department/ibmb。。。。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562216(02)23562216(02)23562216(02)23562216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22788227882278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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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藥理學研究所碩士班藥理學研究所碩士班藥理學研究所碩士班藥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242424220202020    42424242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3131313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醫報考者須醫報考者須醫報考者須醫、、、、理理理理、、、、農及生命科學相關學系農及生命科學相關學系農及生命科學相關學系農及生命科學相關學系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555000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醫學院或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醫學院或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醫學院或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醫學院或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

((((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兩位兩位兩位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依其他規定第一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一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一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一點辦理))))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555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審查成績排名在本所全體考生排名在本所全體考生排名在本所全體考生排名在本所全體考生（（（（一般生及在職一般生及在職一般生及在職一般生及在職

生生生生））））前前前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11111111 樓樓樓樓 1105110511051105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2:002:002:00 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台北市中山南路台北市中山南路台北市中山南路 7777 號臺大醫院新址號臺大醫院新址號臺大醫院新址號臺大醫院新址    

3333 樓病理部討論室樓病理部討論室樓病理部討論室樓病理部討論室(03(03(03(03----80808080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請於報名前由請於報名前由請於報名前由請於報名前由

本所網址下載本所網址下載本所網址下載本所網址下載。。。。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時起公布於本所網時起公布於本所網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站站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pharmaco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pharmaco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pharmaco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pharmaco

logy/template/templatelogy/template/templatelogy/template/templatelogy/template/template----1.htm1.htm1.htm1.htm。。。。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4444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mc.ntu.edu.tw/http://www.mc.ntu.edu.tw/http://www.mc.ntu.edu.tw/http://www.mc.ntu.edu.tw/C0/C2/pathologyC0/C2/pathologyC0/C2/pathologyC0/C2/pathology。。。。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328883288832888328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546265462654626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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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242424244440000    42424242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1717171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醫學院或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醫學院或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醫學院或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醫學院或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    

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七七七七、、、、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推薦推薦推薦函函函函 2222 封以上封以上封以上封以上。。。。    

六六六六、、、、詳細自傳詳細自傳詳細自傳詳細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個人基本簡歷個人基本簡歷個人基本簡歷個人基本簡歷 1111 份份份份。。。。((((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審查成績排名在審查成績排名在審查成績排名在本所全體考生本所全體考生本所全體考生本所全體考生（（（（一般生及在職一般生及在職一般生及在職一般生及在職

生生生生））））前前前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00:00:00:00 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市中山南路市中山南路市中山南路市中山南路 7777 號臺大醫院新址號臺大醫院新址號臺大醫院新址號臺大醫院新址    

3333 樓病理部討論室樓病理部討論室樓病理部討論室樓病理部討論室(03(03(03(03----80808080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台大醫學院號台大醫學院號台大醫學院號台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7777 樓樓樓樓 705705705705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4444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考生請自行上網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mc.ntu.edu.tw/C0/C2/http://www.mc.ntu.edu.tw/C0/C2/http://www.mc.ntu.edu.tw/C0/C2/http://www.mc.ntu.edu.tw/C0/C2/pathologypathologypathologypathology。。。。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本所共分二個志願本所共分二個志願本所共分二個志願本所共分二個志願：：：：    

1111、、、、微生物及免疫學組微生物及免疫學組微生物及免疫學組微生物及免疫學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4251)4251)4251)4251)：：：：招招招招

生名額生名額生名額生名額 15151515 名名名名，，，，2222、、、、寄生蟲學組寄生蟲學組寄生蟲學組寄生蟲學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4252)4252)4252)4252)：：：：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名名名名。。。。    

二二二二、、、、考生可就本所二組中選擇志願考生可就本所二組中選擇志願考生可就本所二組中選擇志願考生可就本所二組中選擇志願，，，，錄取考生依錄取考生依錄取考生依錄取考生依

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鍵入鍵入鍵入鍵入

報名資料時報名資料時報名資料時報名資料時，，，，請於請於請於請於「「「「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欄依志欄依志欄依志欄依志

願順序別選擇願順序別選擇願順序別選擇願順序別選擇「「「「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報名後不得要報名後不得要報名後不得要報名後不得要

求更改志願求更改志願求更改志願求更改志願，，，，分發後亦不得要求更改組別分發後亦不得要求更改組別分發後亦不得要求更改組別分發後亦不得要求更改組別。。。。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3333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微生物及免疫學組網址微生物及免疫學組網址微生物及免疫學組網址微生物及免疫學組網址：：：：

http://microbes.mc.ntu.edu.tw/main.php?Page=http://microbes.mc.ntu.edu.tw/main.php?Page=http://microbes.mc.ntu.edu.tw/main.php?Page=http://microbes.mc.ntu.edu.tw/main.php?Page=

A1A1A1A1。。。。    

                寄生蟲學組網址寄生蟲學組網址寄生蟲學組網址寄生蟲學組網址：：：： 
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parasite/i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parasite/i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parasite/i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parasite/i

ndex.htmndex.htmndex.htmndex.htm。。。。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5462654626546265462    (02)23562219(02)23562219(02)23562219(02)23562219、、、、23123456231234562312345623123456 轉轉轉轉 8893288932889328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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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毒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毒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毒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毒理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242424266660000    424242427777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曾修習生命科學相關課程至少二報考者須曾修習生命科學相關課程至少二報考者須曾修習生命科學相關課程至少二報考者須曾修習生命科學相關課程至少二

科科科科，，，，其成績在其成績在其成績在其成績在 70707070 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或或或或 GPAGPAGPAGPA 值達值達值達值達 2.52.52.52.5 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曾修習毒理學或生物學或化報考者須曾修習毒理學或生物學或化報考者須曾修習毒理學或生物學或化報考者須曾修習毒理學或生物學或化學等學等學等學等

相關課程相關課程相關課程相關課程。。。。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

％％％％或在校學業總成績平均在或在校學業總成績平均在或在校學業總成績平均在或在校學業總成績平均在 70707070 分以上者優分以上者優分以上者優分以上者優

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自傳或研究經歷自傳或研究經歷自傳或研究經歷自傳或研究經歷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或成績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或成績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或成績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或成績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自傳或研究經歷自傳或研究經歷自傳或研究經歷自傳或研究經歷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6666 樓樓樓樓 603603603603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06506506506、、、、559559559559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上上上上

午公布於午公布於午公布於午公布於本所網站本所網站本所網站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toxico.mc.ntu.edu.tw/main.phphttp://toxico.mc.ntu.edu.tw/main.phphttp://toxico.mc.ntu.edu.tw/main.phphttp://toxico.mc.ntu.edu.tw/main.php。。。。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562211(02)23562211(02)23562211(02)23562211    (02)2(02)2(02)2(02)23123456312345631234563123456 轉轉轉轉 6223062230622306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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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242424288880000    424242429999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777    666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教授推薦函至少教授推薦函至少教授推薦函至少教授推薦函至少 2222 封封封封。。。。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222000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1110000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403403403403 講堂講堂講堂講堂。。。。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審查及審查及審查及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前 1515151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8080808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台北市中山南路台北市中山南路台北市中山南路 7777 號臺大醫院號臺大醫院號臺大醫院號臺大醫院東東東東址址址址    

北棟北棟北棟北棟 2222 樓診樓診樓診樓診 02020202－－－－02020202ＡＡＡＡ室分醫所會議室室分醫所會議室室分醫所會議室室分醫所會議室。。。。    

                                                                                                        （（（（近急診樓上近急診樓上近急診樓上近急診樓上））））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000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57557557557 室免疫所討論室室免疫所討論室室免疫所討論室室免疫所討論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6666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請自行上網查請自行上網查請自行上網查請自行上網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mc.ntu.eduhttp://www.mc.ntu.eduhttp://www.mc.ntu.edu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molecular.tw/department/molecular.tw/department/molecular.tw/department/molecular

/main.html/main.html/main.html/main.html。。。。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考生請自行上

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iim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iim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iim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iim。。。。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5701657016570165701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7288728872887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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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444303030300000    44443131313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6666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具藥學學士資格報考者須具藥學學士資格報考者須具藥學學士資格報考者須具藥學學士資格((((含應屆生含應屆生含應屆生含應屆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二位教授推薦函二位教授推薦函二位教授推薦函二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原就讀學系二位教授推薦函原就讀學系二位教授推薦函原就讀學系二位教授推薦函原就讀學系二位教授推薦函((((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    

六六六六、、、、自傳及就學計畫自傳及就學計畫自傳及就學計畫自傳及就學計畫((((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3333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2020202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藥學專論藥學專論藥學專論藥學專論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期二期二期二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台北市仁愛路台北市仁愛路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    

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 2222 樓樓樓樓 222202020202 講堂講堂講堂講堂。。。。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台北市常德街 1111 號臺大醫院舊址牙科大號臺大醫院舊址牙科大號臺大醫院舊址牙科大號臺大醫院舊址牙科大    

樓樓樓樓 3333 樓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討論室樓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討論室樓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討論室樓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討論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    

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 B1B1B1B1 小班教室小班教室小班教室小班教室（（（（01010101））））。。。。    

50505050%%%%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ttp://http://http://sd.ntusd.ntusd.ntusd.ntu.edu.tw.edu.tw.edu.tw.edu.tw/main.php?Page=A6/main.php?Page=A6/main.php?Page=A6/main.php?Page=A6。。。。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1111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址時起公布於本所網址時起公布於本所網址時起公布於本所網址，，，，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址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址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址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址

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ntugiocp.mc.ntu.edu.tw/CP/newshttp://ntugiocp.mc.ntu.edu.tw/CP/newshttp://ntugiocp.mc.ntu.edu.tw/CP/newshttp://ntugiocp.mc.ntu.edu.tw/CP/news----ch.phpch.phpch.phpch.php。。。。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67016670166701667016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40888408884088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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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343434322220000    444433333030303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具藥學學士資格報考者須具藥學學士資格報考者須具藥學學士資格報考者須具藥學學士資格。。。。    

二二二二、、、、在校學在校學在校學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三三三三、、、、報名時須繳交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報名時須繳交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報名時須繳交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報名時須繳交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之之之之在在在在

職進修證明書職進修證明書職進修證明書職進修證明書，，，，此證明中須有此證明中須有此證明中須有此證明中須有「「「「同意該員同意該員同意該員同意該員

在職進修在職進修在職進修在職進修」」」」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333000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原就讀學系所教授及工作主管推薦函原就讀學系所教授及工作主管推薦函原就讀學系所教授及工作主管推薦函原就讀學系所教授及工作主管推薦函((((依本依本依本依本

所格式所格式所格式所格式))))各各各各 1111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自傳及就學計畫自傳及就學計畫自傳及就學計畫自傳及就學計畫((((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現職工作單位現職工作單位現職工作單位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

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    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含含含含))))以上教師以上教師以上教師以上教師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1~1~1~1~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020202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藥學專論藥學專論藥學專論藥學專論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基號臺大醫學院基號臺大醫學院基號臺大醫學院基礎礎礎礎    

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 2222 樓樓樓樓 202020202222 講堂講堂講堂講堂。。。。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020202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 ) )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號臺大醫學院基礎    

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    B1B1B1B1 小班教室小班教室小班教室小班教室（（（（01010101））））。。。。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009:009:009:00 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北市仁愛路一段臺北市仁愛路一段臺北市仁愛路一段臺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號號號    臺大醫學院基礎臺大醫學院基礎臺大醫學院基礎臺大醫學院基礎

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醫學大樓((((詳細地點另行公告詳細地點另行公告詳細地點另行公告詳細地點另行公告))))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1111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址時起公布於本所網址時起公布於本所網址時起公布於本所網址，，，，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址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址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址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址

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ntugiocp.mc.ntu.edu.tw/CP/newshttp://ntugiocp.mc.ntu.edu.tw/CP/newshttp://ntugiocp.mc.ntu.edu.tw/CP/newshttp://ntugiocp.mc.ntu.edu.tw/CP/news----ch.phpch.phpch.phpch.php。。。。    

口試資格名單分級相關資訊分別於口試資格名單分級相關資訊分別於口試資格名單分級相關資訊分別於口試資格名單分級相關資訊分別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應考生應考生應考生應

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主動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ttp://http://http://gibms.mc.ntu.edu.tw/gibms.mc.ntu.edu.tw/gibms.mc.ntu.edu.tw/gibms.m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8408884088840888408    (02)(02)(02)(02)23123456 23123456 23123456 23123456 轉轉轉轉    8892088920889208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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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碩士班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碩士班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碩士班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434043404340434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一一一、、、、具備醫學士或牙醫學士學位具備醫學士或牙醫學士學位具備醫學士或牙醫學士學位具備醫學士或牙醫學士學位，，，，並已完成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並已完成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並已完成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並已完成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PGY)(PGY)(PGY)(PGY)。。。。    

二二二二、、、、具備碩士以上具備碩士以上具備碩士以上具備碩士以上    ((((含含含含) ) ) ) 學位者學位者學位者學位者。。。。    

三三三三、、、、具備學士學位具備學士學位具備學士學位具備學士學位，，，，且且且且曾於曾於曾於曾於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之之之之 SCISCISCISCI、、、、SSCISSCISSCISSCI、、、、TSSCITSSCITSSCITSSCI 等等等等期刊期刊期刊期刊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等之醫學教育期刊等之醫學教育期刊等之醫學教育期刊等之醫學教育期刊，，，，以第一作者已以第一作者已以第一作者已以第一作者已發表發表發表發表或已被接受發表或已被接受發表或已被接受發表或已被接受發表原著原著原著原著論文者論文者論文者論文者。。。。    

四四四四、、、、具備學士學位且有具備學士學位且有具備學士學位且有具備學士學位且有 3333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含含含含) ) ) ) 之專職臨床工作經驗之專職臨床工作經驗之專職臨床工作經驗之專職臨床工作經驗。。。。    

五五五五、、、、具備學士學位且有具備學士學位且有具備學士學位且有具備學士學位且有 3333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含含含含) ) ) ) 之專職研究工作經驗之專職研究工作經驗之專職研究工作經驗之專職研究工作經驗。。。。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名次證明書一式 5555 份份份份。。。。((((另有正本另有正本另有正本另有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5555 份份份份。。。。((((另有正本另有正本另有正本另有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符合報符合報符合報符合報名資格第一項者請繳交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名資格第一項者請繳交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名資格第一項者請繳交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名資格第一項者請繳交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PGY) (PGY) (PGY) (PGY) 在職證明或完訓證明影本在職證明或完訓證明影本在職證明或完訓證明影本在職證明或完訓證明影本。。。。    

八八八八、、、、符合報名資格第二項者請繳交學位符合報名資格第二項者請繳交學位符合報名資格第二項者請繳交學位符合報名資格第二項者請繳交學位論文一式論文一式論文一式論文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九九九九、、、、符合報名資格符合報名資格符合報名資格符合報名資格第三項者請繳交該篇原著第三項者請繳交該篇原著第三項者請繳交該篇原著第三項者請繳交該篇原著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或該論文已經被接受之證明或該論文已經被接受之證明或該論文已經被接受之證明或該論文已經被接受之證明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十十十十、、、、符合報名資格符合報名資格符合報名資格符合報名資格第四項或第五項者請繳交該專職工作證明第四項或第五項者請繳交該專職工作證明第四項或第五項者請繳交該專職工作證明第四項或第五項者請繳交該專職工作證明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5555 份份份份。。。。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1111 式式式式 5555 份份份份。。。。((((如如如如︰︰︰︰得獎證明得獎證明得獎證明得獎證明、、、、創作作品等創作作品等創作作品等創作作品等))))    

((((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請將以上資料除第一項外，，，，裝訂成裝訂成裝訂成裝訂成 5555 冊冊冊冊，，，，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與正本一併繳交））））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60606060 分分分分且排序在前且排序在前且排序在前且排序在前 15151515 名以內名以內名以內名以內者者者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台大醫學院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台大醫學院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台大醫學院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台大醫學院醫學醫學醫學醫學人文博物館二樓教師聯誼室人文博物館二樓教師聯誼室人文博物館二樓教師聯誼室人文博物館二樓教師聯誼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報名繳交資料不全報名繳交資料不全報名繳交資料不全報名繳交資料不全，，，，或未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者或未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者或未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者或未符合報名資格附加規定者，，，，審查成績皆以審查成績皆以審查成績皆以審查成績皆以 0000 分計算分計算分計算分計算。。。。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socmed/index.htm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socmed/index.htm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socmed/index.htm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socmed/index.htm。。。。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    23123456 ext 8874223123456 ext 8874223123456 ext 8874223123456 ext 8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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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大地工程甲組大地工程甲組大地工程甲組大地工程甲組((((主修大地工程主修大地工程主修大地工程主修大地工程))))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01050105010501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電話或手機及白天可接聽電話或手機及白天可接聽電話或手機及白天可接聽電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7777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1111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查詢本系網站日查詢本系網站日查詢本系網站日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日期公告日期公告日期公告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htthtthttp://www.ce.ntu.edu.twp://www.ce.ntu.edu.twp://www.ce.ntu.edu.twp://www.c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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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大地工程乙組大地工程乙組大地工程乙組大地工程乙組((((主修測量工程主修測量工程主修測量工程主修測量工程))))    大地工程乙組大地工程乙組大地工程乙組大地工程乙組((((主修測量工程主修測量工程主修測量工程主修測量工程))))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020502050205020    503050305030503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9999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此證此證此證此證

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    

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    

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    

八八八八、、、、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九九九九、、、、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十十十十、、、、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11000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11000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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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結構工程組結構工程組結構工程組結構工程組    水利工程組水利工程組水利工程組水利工程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040504050405040    505050505050505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1313131    1515151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及白天及白天及白天可接聽電可接聽電可接聽電可接聽電

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

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23232323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4040404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8888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2323232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    

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

第第第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7777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不不不    

必必必必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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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水利工程組水利工程組水利工程組水利工程組    交通工程甲組交通工程甲組交通工程甲組交通工程甲組((((主修交通運主修交通運主修交通運主修交通運輸輸輸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060506050605060    507050705070507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1212121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此證此證此證此證

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

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    

八八八八、、、、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九九九九、、、、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十十十十、、、、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件件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

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9999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1616161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查詢本系網站日查詢本系網站日查詢本系網站日查詢本系網站，，，，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不不不    

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02)336642(02)336642(02)336642(02)3366428686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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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交通工程乙組交通工程乙組交通工程乙組交通工程乙組    

((((主修資訊通訊網路技術應用主修資訊通訊網路技術應用主修資訊通訊網路技術應用主修資訊通訊網路技術應用、、、、防救防救防救防救

災災災災 ITSITSITSITS、、、、道路及機場工程道路及機場工程道路及機場工程道路及機場工程))))    

電腦輔助工程組電腦輔助工程組電腦輔助工程組電腦輔助工程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080508050805080    509050905090509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1010101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

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需註明計畫研究方向需註明計畫研究方向需註明計畫研究方向需註明計畫研究方向((((以下三選一以下三選一以下三選一以下三選一))))為為為為：：：：    

1111、、、、資訊通訊網路技術應用資訊通訊網路技術應用資訊通訊網路技術應用資訊通訊網路技術應用或或或或 2222 防救災防救災防救災防救災 ITSITSITSITS    

                或或或或 3333、、、、道路及機場工程道路及機場工程道路及機場工程道路及機場工程。。。。    

六六六六、、、、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

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    

六六六六、、、、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6666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1515151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555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不不不    

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http://www.ce.ntu.ehttp://www.ce.ntu.ehttp://www.ce.ntu.edu.twdu.twdu.tw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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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電腦輔助工程組電腦輔助工程組電腦輔助工程組電腦輔助工程組    營建工程與管理營建工程與管理營建工程與管理營建工程與管理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100510051005100    51515151111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1010101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報名時須繳交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此證此證此證此證

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明中須有「「「「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之字句。。。。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及白天可接聽    

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電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二點辦理))))    

七七七七、、、、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特殊才能證明 1111 份份份份。。。。    

九九九九、、、、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留請留請留請留 eeee----mailmailmailmail 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及白天可接聽電

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話或手機))))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依其他規定第三點辦理))))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課外活動證明、、、、特殊才能證特殊才能證特殊才能證特殊才能證明明明明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九九九九、、、、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資料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資料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資料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資料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不不不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符合口試名單及詳細考試資訊請於口試前 2222 日日日日

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查詢本系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http://www.c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02)3366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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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六組至多選擇二個志願六組至多選擇二個志願六組至多選擇二個志願六組至多選擇二個志願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15151512222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1111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工報考者須工報考者須工報考者須工、、、、理理理理、、、、農農農農、、、、電資電資電資電資、、、、電機電機電機電機、、、、管理學院畢業管理學院畢業管理學院畢業管理學院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請由您過去求學請由您過去求學請由您過去求學請由您過去求學、、、、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志工或課外活動的經歷志工或課外活動的經歷志工或課外活動的經歷志工或課外活動的經歷，，，，敘述申請研究所的動機敘述申請研究所的動機敘述申請研究所的動機敘述申請研究所的動機 1111 份份份份。。。。    

((((限限限限 10001000100010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之個人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個人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個人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個人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兩位教授推薦函各兩位教授推薦函各兩位教授推薦函各兩位教授推薦函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筆試筆試筆試日日日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本系分六組本系分六組本系分六組本系分六組：：：：    

1111、、、、固體力學組固體力學組固體力學組固體力學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5121)5121)5121)5121)：：：：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2222 名名名名，，，，2222、、、、設計組設計組設計組設計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5122)5122)5122)5122)：：：：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1111 名名名名，，，，

3333、、、、製造組製造組製造組製造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5123)5123)5123)5123)：：：：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1111 名名名名，，，，4444、、、、流體力學組流體力學組流體力學組流體力學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5124)5124)5124)5124)：：：：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3131313 名名名名，，，，

5555、、、、熱學組熱學組熱學組熱學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5125)5125)5125)5125)：：：：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3131313 名名名名，，，，6666、、、、系統控制組系統控制組系統控制組系統控制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5126)5126)5126)5126)：：：：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2222 名名名名。。。。    

二二二二、、、、考生可就本系六組中考生可就本系六組中考生可就本系六組中考生可就本系六組中，，，，至多選擇二個志願組別至多選擇二個志願組別至多選擇二個志願組別至多選擇二個志願組別，，，，錄取考生錄取考生錄取考生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

取取取取，，，，各組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各組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各組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各組如於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僅以有選擇各該組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僅以有選擇各該組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僅以有選擇各該組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僅以有選擇各該組為第一志願之備取生依名次順序遞補。。。。    

三三三三、、、、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於請於請於請於「「「「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項目項目項目項目，，，，依依依依「「「「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擇定擇定擇定擇定「「「「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報名後不得報名後不得報名後不得報名後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志願志願志願。。。。    

四四四四、、、、報名截止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資料報名截止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資料報名截止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資料報名截止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資料，，，，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me.ntu.edu.tw/http://www.me.ntu.edu.tw/http://www.me.ntu.edu.tw/http://www.m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7(02)336627(02)336627(02)3366274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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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化學工程學系碩士化學工程學系碩士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班班班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流體力學流體力學流體力學流體力學、、、、船舶工程船舶工程船舶工程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海洋工程海洋工程海洋工程))))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151515133330000    515151514444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60606060    1111666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名次證明書自行粘貼於報名表背面名次證明書自行粘貼於報名表背面名次證明書自行粘貼於報名表背面名次證明書自行粘貼於報名表背面))))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推薦函格式不拘推薦函格式不拘推薦函格式不拘推薦函格式不拘))))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之個人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個人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個人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個人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及全組及全組及全組及全組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

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 、、、、 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 。（。（。（。（ 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 ：：：：

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績績績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5050505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49494949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9292929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化學工程系館化學工程系館化學工程系館化學工程系館 201201201201 研討室研討室研討室研討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不不不

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之名單及考試資訊請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之名單及考試資訊請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之名單及考試資訊請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之名單及考試資訊請於

口口口口試日前查詢本系網頁之公告或招生連試日前查詢本系網頁之公告或招生連試日前查詢本系網頁之公告或招生連試日前查詢本系網頁之公告或招生連

結結結結，，，，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he.ntu.edu.twhttp://www.che.ntu.edu.twhttp://www.che.ntu.edu.twhttp://www.che.ntu.edu.tw。。。。    

一一一一、、、、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或膠裝或膠裝或膠裝或置置置置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

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聯聯聯絡電話絡電話絡電話絡電話    (02)33663002(02)33663002(02)33663002(02)33663002    (02)3366579(02)3366579(02)3366579(02)3366579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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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固力結構主修固力結構主修固力結構主修固力結構))))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光電光電光電光電、、、、機電機電機電機電、、、、電機電子電機電子電機電子電機電子))))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151515155550000    515151516666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9999    2222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及全組及全組及全組及全組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

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務必用本校格務必用本校格務必用本校格務必用本校格式式式式，，，，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 、、、、 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 。（。（。（。（ 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 ：：：：

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及全組及全組及全組及全組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

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 、、、、 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 。（。（。（。（ 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 ：：：：

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或膠裝或膠裝或膠裝或置置置置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

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    

一一一一、、、、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或膠裝或膠裝或膠裝或置置置置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

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579(02)3366579(02)3366579(02)33665792222    (02)3366579(02)3366579(02)3366579(02)3366579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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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丁組丁組丁組丁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計算科學計算科學計算科學計算科學))))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金屬主修金屬主修金屬主修金屬、、、、製程製程製程製程、、、、陶瓷能源材料陶瓷能源材料陶瓷能源材料陶瓷能源材料))))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151515177770000    51515151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3333    2222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醫醫醫、、、、農相關學系農相關學系農相關學系農相關學系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

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及全組及全組及全組及全組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

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務必用本校格式，，，，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審查資料((((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如專題研究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 、、、、 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兩 位 教 師 推 薦 函 。（。（。（。（ 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表 格 置 於 網 址 ：：：：

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請考生自行下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或膠裝或膠裝或膠裝或置置置置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放於檔案夾內，，，，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

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所有資料請儘可能雙面列印。。。。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http://www.esoe.ntu.edu.tw/。。。。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579(02)3366579(02)3366579(02)33665792222    (02)33664527(02)33664527(02)33664527(02)3366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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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高分子及軟質材料主修高分子及軟質材料主修高分子及軟質材料主修高分子及軟質材料))))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電子材料主修電子材料主修電子材料主修電子材料))))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151515199990000    555520202020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9999    9999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醫醫醫、、、、農相關學系畢業農相關學系畢業農相關學系畢業農相關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

生生生生。。。。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醫醫醫、、、、農相關學系畢業農相關學系畢業農相關學系畢業農相關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

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歷年成績單正歷年成績單正歷年成績單正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有修讀專題者須繳交報告。。。。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http://www.ms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52702)3366452702)3366452702)33664527    (02)33664527(02)33664527(02)33664527(02)3366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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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可選擇志願))))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二組可選擇志願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2525252111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626262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請確認志願組別))))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推薦人姓名請書寫清楚推薦人姓名請書寫清楚推薦人姓名請書寫清楚推薦人姓名請書寫清楚))))。。。。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12121212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4444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至分起至分起至分起至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6666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止分止分止分止。。。。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環工所環工所環工所環工所 205205205205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本所分二組本所分二組本所分二組本所分二組：：：：    

1111、、、、環境科學與工程組環境科學與工程組環境科學與工程組環境科學與工程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5211)5211)5211)5211)：：：：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8181818 名名名名，，，，    

2222、、、、環境規環境規環境規環境規劃與管理組劃與管理組劃與管理組劃與管理組((((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 5212)5212)5212)5212)：：：：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8888 名名名名。。。。    

二二二二、、、、考生可就本所二組中選填志願考生可就本所二組中選填志願考生可就本所二組中選填志願考生可就本所二組中選填志願，，，，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錄取考生依總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組錄取。。。。鍵鍵鍵鍵

入報名資料時入報名資料時入報名資料時入報名資料時，，，，請於請於請於請於「「「「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選擇組別志願」」」」項目項目項目項目，，，，依依依依「「「「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志願順序」」」」擇定擇定擇定擇定「「「「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志願代碼」，」，」，」，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    

三三三三、、、、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1111111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其餘參加口試後之錄取名單於第其餘參加口試後之錄取名單於第其餘參加口試後之錄取名單於第其餘參加口試後之錄取名單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四四四四、、、、口試名單於口試三天前公布於所網站口試名單於口試三天前公布於所網站口試名單於口試三天前公布於所網站口試名單於口試三天前公布於所網站，，，，請自行上網查詢請自行上網查詢請自行上網查詢請自行上網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giee/http://homepage.ntu.edu.tw/~giee/http://homepage.ntu.edu.tw/~giee/http://homepage.ntu.edu.tw/~giee/。。。。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389(02)33664389(02)33664389(02)3366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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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    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動力學及固體力學主修動力學及固體力學主修動力學及固體力學主修動力學及固體力學))))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流體力學主修流體力學主修流體力學主修流體力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252525222220000    52525252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5252525    1212121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    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    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格式請至本所網址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址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址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址下載))))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在校學業成績列全班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格式請至本所網址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址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址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址下載))))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本所得就特殊狀況與考生進行面談本所得就特殊狀況與考生進行面談本所得就特殊狀況與考生進行面談本所得就特殊狀況與考生進行面談。。。。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iam.ntu.edu.twhttp://www.iam.ntu.edu.twhttp://www.iam.ntu.edu.twhttp://www.iam.ntu.edu.tw。。。。    

一一一一、、、、本所得就特殊狀況與考生進行面談本所得就特殊狀況與考生進行面談本所得就特殊狀況與考生進行面談本所得就特殊狀況與考生進行面談。。。。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iam.ntu.edu.twhttp://www.iam.ntu.edu.twhttp://www.iam.ntu.edu.twhttp://www.ia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5606(02)33665606(02)33665606(02)33665606    (02)33665606(02)33665606(02)33665606(02)3366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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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252525244440000    52525252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為都市計劃報考者須為都市計劃報考者須為都市計劃報考者須為都市計劃、、、、地政及農村規劃等地政及農村規劃等地政及農村規劃等地政及農村規劃等

相關學系之相關學系之相關學系之相關學系之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    

一一一一、、、、報考者報考者報考者報考者須為須為須為須為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營建工程及空間設計營建工程及空間設計營建工程及空間設計營建工程及空間設計等等等等

相關學系之相關學系之相關學系之相關學系之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 1111 份份份份((((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    

七七七七、、、、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3000(3000(3000(3000 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學位證書學位證書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或學生證影本或學生證影本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 1111 份份份份。。。。((((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        

七七七七、、、、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3000(3000(3000(3000 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3335555%%%%    33335555%%%%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一一一一、、、、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二二二二、、、、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一一一一、、、、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二二二二、、、、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1111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2222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3333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4444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 113113113113 室室室室。。。。    

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1111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2222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3333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4444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 113113113113 室室室室。。。。    

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5252525%%%%    25252525%%%%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 313313313313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期六期六期六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 313313313313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

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 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

站站站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以以以

棄權論棄權論棄權論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

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 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

站站站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以以以

棄權論棄權論棄權論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 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    (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 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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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    建築與城鄉研建築與城鄉研建築與城鄉研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丁組丁組丁組丁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252525266660000    525252527777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555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報考者報考者報考者須為須為須為須為景觀景觀景觀景觀及及及及園藝園藝園藝園藝等相關學系之等相關學系之等相關學系之等相關學系之畢業畢業畢業畢業

((((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報考者須報考者須報考者須為為為為甲甲甲甲、、、、乙乙乙乙、、、、丙前三組學系以外學丙前三組學系以外學丙前三組學系以外學丙前三組學系以外學

系之畢業系之畢業系之畢業系之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學位證書或學生學位證書或學生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證影本證影本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 1111 份份份份。。。。((((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    

七七七七、、、、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3000(3000(3000(3000 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 1111 份份份份。。。。((((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    

七七七七、、、、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3000(3000(3000(3000 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3335555%%%%    33335555%%%%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一一一一、、、、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二二二二、、、、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一一一一、、、、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二二二二、、、、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1111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2222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3333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4444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 113113113113 室室室室。。。。    

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1111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2222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3333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4444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 113113113113 室室室室。。。。    

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佔總佔總佔總佔總成成成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5252525%%%%    25252525%%%%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 313313313313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 313313313313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

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 下午公布於下午公布於下午公布於下午公布於 本所公布欄及網本所公布欄及網本所公布欄及網本所公布欄及網

站站站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以以以

棄權論棄權論棄權論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

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 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

站站站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以以以

棄權論棄權論棄權論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 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    (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 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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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戊組戊組戊組戊組((((原住民組原住民組原住民組原住民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2525252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限原住民身分者報考限原住民身分者報考限原住民身分者報考限原住民身分者報考。。。。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40404040％％％％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以大學部成績為主）。）。）。）。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名次證明書正本本本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密封之教師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    

六六六六、、、、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本學期選課情況說明 1111 份份份份。。。。((((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應屆生繳交))))    

七七七七、、、、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 1111 份份份份。。。。(3000(3000(3000(3000 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內容必須包括對臺灣原住民空間與議題的看法內容必須包括對臺灣原住民空間與議題的看法內容必須包括對臺灣原住民空間與議題的看法內容必須包括對臺灣原住民空間與議題的看法))))。。。。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九九九九、、、、原住民身分證明或戶口謄本正本原住民身分證明或戶口謄本正本原住民身分證明或戶口謄本正本原住民身分證明或戶口謄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3335555%%%%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一一一一、、、、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二二二二、、、、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國文國文國文國文 1111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2222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3333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4444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應力館 113113113113 室室室室。。。。    

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筆試不另通知，，，，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未依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5252525%%%%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工學院綜合大樓 313313313313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建城所索取，，，，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或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111000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站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站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站下午公布於本所公布欄及網站，，，，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

知知知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http://www.bp.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02)33665977 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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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555292929290000    53005300530053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2121212    666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本組本組本組本組招收工業工程與管理招收工業工程與管理招收工業工程與管理招收工業工程與管理、、、、管理科學管理科學管理科學管理科學、、、、科技管科技管科技管科技管

理理理理、、、、運輸物流運輸物流運輸物流運輸物流、、、、交通管理等相關科系領域學生交通管理等相關科系領域學生交通管理等相關科系領域學生交通管理等相關科系領域學生。。。。    

本組招收其他工程本組招收其他工程本組招收其他工程本組招收其他工程((((如如如如：：：：電機電機電機電機、、、、機械機械機械機械、、、、資工資工資工資工、、、、工工工工

科科科科、、、、土木土木土木土木、、、、生物機電等等生物機電等等生物機電等等生物機電等等))))、、、、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如如如如：：：：商管商管商管商管、、、、資資資資

管管管管、、、、企管企管企管企管、、、、國企國企國企國企、、、、財金財金財金財金、、、、資源管理資源管理資源管理資源管理、、、、經濟等等經濟等等經濟等等經濟等等))))

與數學與數學與數學與數學((((如如如如：：：：統計統計統計統計、、、、應數等等應數等等應數等等應數等等))))相關科系領域學生相關科系領域學生相關科系領域學生相關科系領域學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格式不拘格式不拘格式不拘格式不拘))))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關學術成果彙整其他有關學術成果彙整其他有關學術成果彙整其他有關學術成果彙整 1111 份份份份：：：：其正文不得超其正文不得超其正文不得超其正文不得超

過過過過 8888 頁頁頁頁，，，，附錄不得超過附錄不得超過附錄不得超過附錄不得超過 300300300300 頁頁頁頁，，，，超過部份得超過部份得超過部份得超過部份得

不納入考量不納入考量不納入考量不納入考量。。。。    

八八八八、、、、若有相關工作資歷若有相關工作資歷若有相關工作資歷若有相關工作資歷，，，，得另附相關資料得另附相關資料得另附相關資料得另附相關資料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格式不拘格式不拘格式不拘格式不拘))))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關學術成果彙整其他有關學術成果彙整其他有關學術成果彙整其他有關學術成果彙整 1111 份份份份：：：：其正文不得超其正文不得超其正文不得超其正文不得超

過過過過 8888 頁頁頁頁，，，，附錄不得超過附錄不得超過附錄不得超過附錄不得超過 300300300300 頁頁頁頁，，，，超過部份得超過部份得超過部份得超過部份得

不納入考量不納入考量不納入考量不納入考量。。。。    

八八八八、、、、若有相關工作資歷若有相關工作資歷若有相關工作資歷若有相關工作資歷，，，，得另附相關資料得另附相關資料得另附相關資料得另附相關資料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就所繳資料加以審就所繳資料加以審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查查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6666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3232323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111555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30303030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工業工程所會議室工業工程所會議室工業工程所會議室工業工程所會議室((((國青大樓國青大樓國青大樓國青大樓 101101101101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30303030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工業工程所會議室工業工程所會議室工業工程所會議室工業工程所會議室((((國青大樓國青大樓國青大樓國青大樓 10110110110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555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本校第本校第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3333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ie.ntu.edu.twhttp://www.ie.ntu.edu.twhttp://www.ie.ntu.edu.twhttp://www.ie.ntu.edu.tw。。。。    

四四四四、、、、本所錄取生若於報到後逾期未註冊者本所錄取生若於報到後逾期未註冊者本所錄取生若於報到後逾期未註冊者本所錄取生若於報到後逾期未註冊者，，，，其缺其缺其缺其缺

額由一般考試招生各組依報名人數除以該額由一般考試招生各組依報名人數除以該額由一般考試招生各組依報名人數除以該額由一般考試招生各組依報名人數除以該

組招生名額得值最大者優先排序遞補組招生名額得值最大者優先排序遞補組招生名額得值最大者優先排序遞補組招生名額得值最大者優先排序遞補。。。。    

一一一一、、、、甄試甄試甄試甄試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3333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ie.ntu.edu.twhttp://www.ie.ntu.edu.twhttp://www.ie.ntu.edu.twhttp://www.ie.ntu.edu.tw。。。。    

三三三三、、、、本所錄取生若於報到後逾期未註冊者本所錄取生若於報到後逾期未註冊者本所錄取生若於報到後逾期未註冊者本所錄取生若於報到後逾期未註冊者，，，，其缺其缺其缺其缺

額由一般考試招生各組依報名人數除以該額由一般考試招生各組依報名人數除以該額由一般考試招生各組依報名人數除以該額由一般考試招生各組依報名人數除以該

組招生名額得值最大者優先排序遞補組招生名額得值最大者優先排序遞補組招生名額得值最大者優先排序遞補組招生名額得值最大者優先排序遞補。。。。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9506(02)33669506(02)33669506(02)33669506 轉轉轉轉 118118118118    (02)33669506(02)33669506(02)33669506(02)33669506 轉轉轉轉 1181181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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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材料主修材料主修材料主修材料))))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3535353111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格式無規定由推薦人自由書寫格式無規定由推薦人自由書寫格式無規定由推薦人自由書寫格式無規定由推薦人自由書寫))))。。。。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ＡＡＡＡ4444 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3333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1111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 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日期公告日期公告日期公告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地點於地點於地點於地點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

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bme.ntu.edu.tw/1_bulletin/news_01.phphttp://bme.ntu.edu.tw/1_bulletin/news_01.phphttp://bme.ntu.edu.tw/1_bulletin/news_01.phphttp://bme.ntu.edu.tw/1_bulletin/news_01.php。。。。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144381443814438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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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力學主修力學主修力學主修力學))))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電機主修電機主修電機主修電機、、、、電子電子電子電子))))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353535322220000    53535353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777    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

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ＡＡＡＡ4444 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

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ＡＡＡＡ4444 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以審查以審查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020202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3333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1111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    

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    

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於於於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

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不不不    

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於於於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

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1443814438144381443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144381443814438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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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丁組丁組丁組丁組((((主修生物主修生物主修生物主修生物、、、、醫醫醫醫、、、、農農農農))))    戊組戊組戊組戊組((((主修資訊主修資訊主修資訊主修資訊))))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353535344440000    53535353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0101010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

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ＡＡＡＡ4444 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須有推薦人電話，，，，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格式無規定

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由推薦人自由書寫))))。。。。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ＡＡＡＡ4444 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紙二頁以內))))。。。。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佔總佔總佔總成成成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4444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17171717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    

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111 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號聯合教學館    

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不不不    

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於於於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

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於於於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

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http://bm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1443814438144381443    (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02)23123456 轉轉轉轉 8144381443814438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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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作物科學甲組作物科學甲組作物科學甲組作物科學甲組((((主修生理主修生理主修生理主修生理、、、、生物技術生物技術生物技術生物技術、、、、生產管理生產管理生產管理生產管理))))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5353535366660000    601060106010601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0202020    555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等相關科系畢業醫等相關科系畢業醫等相關科系畢業醫等相關科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推薦函格式不拘推薦函格式不拘推薦函格式不拘推薦函格式不拘))))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

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 2222 封封封封，，，，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就所繳資料就所繳資料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加以審查加以審查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040404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高分子所高分子所高分子所高分子所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 208208208208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之名單請於口試日前查詢本所網符合口試之名單請於口試日前查詢本所網符合口試之名單請於口試日前查詢本所網符合口試之名單請於口試日前查詢本所網

頁之公告頁之公告頁之公告頁之公告，，，，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pse.ntu.edu.twhttp://www.pse.ntu.edu.twhttp://www.pse.ntu.edu.twhttp://www.pse.ntu.edu.tw。。。。    

一一一一、、、、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二二二二、、、、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

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http://wwwhttp://wwwhttp://www.agron.ntu.edu.tw.agron.ntu.edu.tw.agron.ntu.edu.tw.agron.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33665236336652363366523633665236    (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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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    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作物科學甲組作物科學甲組作物科學甲組作物科學甲組((((主修生理主修生理主修生理主修生理、、、、生物技術生物技術生物技術生物技術、、、、生產管理生產管理生產管理生產管理))))    作物科學乙組作物科學乙組作物科學乙組作物科學乙組((((主修遺傳主修遺傳主修遺傳主修遺傳、、、、分子育種分子育種分子育種分子育種))))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020602060206020    603060306030603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歷歷歷年成績單正本年成績單正本年成績單正本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

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 2222 封封封封，，，，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

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 2222 封封封封，，，，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 208208208208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 222212121212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二二二二、、、、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

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    

一一一一、、、、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二二二二、、、、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

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未依公布時間到未依公布時間到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考者考者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    (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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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    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作物科學乙組作物科學乙組作物科學乙組作物科學乙組((((主修遺傳主修遺傳主修遺傳主修遺傳、、、、分子育種分子育種分子育種分子育種))))    生物統計學甲組生物統計學甲組生物統計學甲組生物統計學甲組((((主修試驗統計主修試驗統計主修試驗統計主修試驗統計、、、、生物資訊生物資訊生物資訊生物資訊))))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060606044440000    60606060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限農學或生命科學相關科系考生限農學或生命科學相關科系考生限農學或生命科學相關科系考生限農學或生命科學相關科系考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

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 2222 封封封封，，，，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若為轉學生需附轉

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 2222 封封封封，，，，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以上或主管以上或主管以上或主管))))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 222212121212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 206206206206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二二二二、、、、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

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    

一一一一、、、、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二二二二、、、、請務必請務必請務必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參考本系網站參考本系網站參考本系網站，，，，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明暸各教授之研究

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    (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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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生物統計學乙組生物統計學乙組生物統計學乙組生物統計學乙組((((主修理論統計主修理論統計主修理論統計主修理論統計、、、、生物資訊生物資訊生物資訊生物資訊))))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06060606666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推薦函限 2222 封封封封，，，，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每封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主管))))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農藝館 206206206206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有既定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二二二二、、、、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請務必參考本系網站，，，，明暸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暸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暸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暸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http://www.agron.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02)3366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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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    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土壤環境與植物營養學主修土壤環境與植物營養學主修土壤環境與植物營養學主修土壤環境與植物營養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060606077770000    60606060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0202020    555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報報報名表名表名表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2222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    

五五五五、、、、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 2222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土壤學土壤學土壤學土壤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基礎生物化學基礎生物化學基礎生物化學基礎生物化學（（（（三科擇一三科擇一三科擇一三科擇一））））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3333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17171717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2828282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0000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222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7070707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修習內容修習內容修習內容修習內容包含生物環境包含生物環境包含生物環境包含生物環境、、、、水土資源水土資源水土資源水土資源、、、、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與資訊與資訊與資訊與資訊、、、、生態工程生態工程生態工程生態工程、、、、生物環境設施及農村生物環境設施及農村生物環境設施及農村生物環境設施及農村

建築等建築等建築等建築等。。。。    

二二二二、、、、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616161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不不不

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起起起起

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四四四四、、、、本系網址本系網址本系網址本系網址：：：：http://www.bse.ntu.edu.twhttp://www.bse.ntu.edu.twhttp://www.bse.ntu.edu.twhttp://www.bse.ntu.edu.tw。。。。    

一一一一、、、、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推薦函表推薦函表推薦函表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或或或或

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    

四四四四、、、、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c.ntu.edu.twhttp://www.ac.ntu.edu.twhttp://www.ac.ntu.edu.twhttp://www.a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44(02)3366344(02)3366344(02)33663444444    (02)33664802(02)33664802(02)33664802(02)3366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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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    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農業化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微生物學主修微生物學主修微生物學主修微生物學))))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食品主修食品主修食品主修食品化學與加工化學與加工化學與加工化學與加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060606099990000    666610101010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2222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    

五五五五、、、、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 2222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2222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依本系制定格式))))    

五五五五、、、、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報告及有利審查資料各 2222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    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微生物學    食品化學與食品化學與食品化學與食品化學與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基礎生物化學基礎生物化學基礎生物化學基礎生物化學（（（（二科擇一二科擇一二科擇一二科擇一））））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3333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3333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    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資料完備者資料完備者資料完備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農化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70707070%%%%    7070707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或或或或

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http://wwhttp://wwhttp://www.ac.ntu.edu.tww.ac.ntu.edu.tww.ac.ntu.edu.tww.ac.ntu.edu.tw。。。。    

一一一一、、、、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選考科目。。。。    

二二二二、、、、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三三三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向本系索取，，，，或或或或

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    

四四四四、、、、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c.ntu.edu.twhttp://www.ac.ntu.edu.twhttp://www.ac.ntu.edu.twhttp://www.a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802(02)33664802(02)33664802(02)33664802    (02(02(02(02)33664802)33664802)33664802)3366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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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666111111110000    666611112222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2222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一一一一、、、、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二二二二、、、、報考本系在職生者報考本系在職生者報考本系在職生者報考本系在職生者，，，，於錄取報到時須繳交現職於錄取報到時須繳交現職於錄取報到時須繳交現職於錄取報到時須繳交現職

機關機關機關機關((((構構構構))))出具載明出具載明出具載明出具載明「「「「本機關本機關本機關本機關((((構構構構))))同意在職進修同意在職進修同意在職進修同意在職進修」」」」

文字之證明書文字之證明書文字之證明書文字之證明書，，，，未繳交此證明文件者未繳交此證明文件者未繳交此證明文件者未繳交此證明文件者，，，，取銷其取銷其取銷其取銷其

錄取資格錄取資格錄取資格錄取資格。。。。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履歷自傳履歷自傳履歷自傳履歷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八八八八、、、、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及相關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及相關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及相關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及相關

資料各資料各資料各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履歷自傳履歷自傳履歷自傳履歷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九九九九、、、、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及相關資料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及相關資料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及相關資料研究報告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及相關資料

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4444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英文測驗英文測驗英文測驗英文測驗 
(考生若提出已通過考生若提出已通過考生若提出已通過考生若提出已通過「「「「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之之之之「「「「英文英文英文英文」」」」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所列各項標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所列各項標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所列各項標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所列各項標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得免參加筆試得免參加筆試得免參加筆試得免參加筆試。。。。)    

英文測驗英文測驗英文測驗英文測驗 
(考生若提出已通過考生若提出已通過考生若提出已通過考生若提出已通過「「「「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之之之之「「「「英文英文英文英文」」」」項目所列各項標項目所列各項標項目所列各項標項目所列各項標

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得免參加筆試得免參加筆試得免參加筆試得免參加筆試。。。。)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森林環資系館林一教室森林環資系館林一教室森林環資系館林一教室森林環資系館林一教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1111111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森林環資系館林一教室森林環資系館林一教室森林環資系館林一教室森林環資系館林一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 4040404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考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考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考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考

生生生生，，，，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前前前前 2424242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筆試成績達 4040404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考生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考生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考生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考生，，，，

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前前前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森林環資系館森林環資系館森林環資系館森林環資系館 2222 樓研討室樓研討室樓研討室樓研討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森林環資系館森林環資系館森林環資系館森林環資系館 2222 樓研討室樓研討室樓研討室樓研討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9999 時起公布時起公布時起公布時起公布

至本系至本系至本系至本系((((所所所所))))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o.ntu.edu.twhttp://www.fo.ntu.edu.twhttp://www.fo.ntu.edu.twhttp://www.fo.ntu.edu.tw。。。。    

二二二二、、、、學生若非主修森林相關領域學系畢業學生若非主修森林相關領域學系畢業學生若非主修森林相關領域學系畢業學生若非主修森林相關領域學系畢業，，，，入學後入學後入學後入學後

由其指導教授指定加修至少由其指導教授指定加修至少由其指導教授指定加修至少由其指導教授指定加修至少 9999 學分森林環境暨學分森林環境暨學分森林環境暨學分森林環境暨

資源學系相關基礎學科資源學系相關基礎學科資源學系相關基礎學科資源學系相關基礎學科。。。。    

三三三三、、、、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須通過須通過須通過「「「「國立臺灣國立臺灣國立臺灣國立臺灣

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

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生外文能力檢定標準」」」」各點之任一種檢定各點之任一種檢定各點之任一種檢定各點之任一種檢定。。。。    

四四四四、、、、以生物材料領域教師為指導教授之學生以生物材料領域教師為指導教授之學生以生物材料領域教師為指導教授之學生以生物材料領域教師為指導教授之學生，，，，須修須修須修須修

習該領域之規定課程方得畢業習該領域之規定課程方得畢業習該領域之規定課程方得畢業習該領域之規定課程方得畢業。。。。    

一一一一、、、、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9999 時起公布至本時起公布至本時起公布至本時起公布至本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考生應主動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fo.ntu.edu.twhttp://www.fo.ntu.edu.twhttp://www.fo.ntu.edu.twhttp://www.fo.ntu.edu.tw。。。。    

二二二二、、、、學生若非主修森林相關領域學系畢業學生若非主修森林相關領域學系畢業學生若非主修森林相關領域學系畢業學生若非主修森林相關領域學系畢業，，，，入學後由其入學後由其入學後由其入學後由其

指導教授指定加修至少指導教授指定加修至少指導教授指定加修至少指導教授指定加修至少 9999 學分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分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分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分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相關基礎學科相關基礎學科相關基礎學科相關基礎學科。。。。    

三三三三、、、、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須通過須通過須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

力檢定力檢定力檢定力檢定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各點之任一種檢定各點之任一種檢定各點之任一種檢定各點之任一種檢定。。。。    

四四四四、、、、以生物材料領域教師為指導教授之學生以生物材料領域教師為指導教授之學生以生物材料領域教師為指導教授之學生以生物材料領域教師為指導教授之學生，，，，須修習該須修習該須修習該須修習該

領域之規定課程方得畢業領域之規定課程方得畢業領域之規定課程方得畢業領域之規定課程方得畢業。。。。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609(02)33664609(02)33664609(02)33664609    (02)33664609(02)33664609(02)33664609(02)3366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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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動物科學主修動物科學主修動物科學主修動物科學))))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生產技術主修生產技術主修生產技術主修生產技術))))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161616133330000    616161614444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6666    666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導師及相關領域教師推薦函各導師及相關領域教師推薦函各導師及相關領域教師推薦函各導師及相關領域教師推薦函各 1111 封封封封。。。。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    

論文報告論文報告論文報告論文報告、、、、得獎記錄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得獎記錄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得獎記錄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得獎記錄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導師及相關領域教師推薦函各導師及相關領域教師推薦函各導師及相關領域教師推薦函各導師及相關領域教師推薦函各 1111 封封封封。。。。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    

論文報告論文報告論文報告論文報告、、、、得獎記錄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得獎記錄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得獎記錄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得獎記錄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且為該組前分且為該組前分且為該組前分且為該組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且為該組前分且為該組前分且為該組前分且為該組前 1010101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查查查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系務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系務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系務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系務會議同意，，，，否否否否

則不得轉組則不得轉組則不得轉組則不得轉組。。。。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nsc.ntu.edu.twhttp://www.ansc.ntu.edu.twhttp://www.ansc.ntu.edu.twhttp://www.ansc.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系務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系務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系務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系務會議同意，，，，否否否否

則不得轉組則不得轉組則不得轉組則不得轉組。。。。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nsc.nthttp://www.ansc.nthttp://www.ansc.nthttp://www.ansc.ntu.edu.twu.edu.twu.edu.tw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140(02)33664140(02)33664140(02)33664140    (02)33664140(02)33664140(02)33664140(02)3366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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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農業經濟學系碩士班農業經濟學系碩士班農業經濟學系碩士班農業經濟學系碩士班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園藝作物組園藝作物組園藝作物組園藝作物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161616155550000    616161616666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8888    1111555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2222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2222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2222 份份份份。。。。((((查照其他規定第一查照其他規定第一查照其他規定第一查照其他規定第一、、、、二二二二

點點點點))))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

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    

四四四四、、、、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設計作品設計作品設計作品設計作品、、、、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2225555%%%%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一一一一、、、、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佔筆試成績佔筆試成績佔筆試成績佔筆試成績 80%80%80%80%))))    

二二二二、、、、英文英文英文英文((((佔筆試成績佔筆試成績佔筆試成績佔筆試成績 20%20%20%20%))))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 1111 樓農經樓農經樓農經樓農經二教室二教室二教室二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616161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 1111 樓農經系研討室樓農經系研討室樓農經系研討室樓農經系研討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園藝系園藝系園藝系園藝系四號館四號館四號館四號館((((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5353535%%%%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請於報名前至請於報名前至請於報名前至請於報名前至

本系網站下載本系網站下載本系網站下載本系網站下載，，，，填寫後列印填寫後列印填寫後列印填寫後列印，，，，於報名時繳於報名時繳於報名時繳於報名時繳

交交交交，，，，一併置入報名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報名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報名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報名資料袋內。。。。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請與其他文件分開裝訂個人資料表請與其他文件分開裝訂個人資料表請與其他文件分開裝訂個人資料表請與其他文件分開裝訂，，，，勿加勿加勿加勿加

任何封套任何封套任何封套任何封套。。。。    

三三三三、、、、詳細筆試時間及地點將於詳細筆試時間及地點將於詳細筆試時間及地點將於詳細筆試時間及地點將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一一一一))))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四四四四、、、、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二期二期二期二))))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gec.ntu.edu.twhttp://www.agec.ntu.edu.twhttp://www.agec.ntu.edu.twhttp://www.agec.ntu.edu.tw。。。。    

一一一一、、、、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

機機機機、、、、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

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

額內額內額內額內。。。。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676(02)33662676(02)33662676(02)33662676    (02)3366(02)3366(02)3366(02)3366523852385238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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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園藝作物組園藝作物組園藝作物組園藝作物組    園產品處理及利用園產品處理及利用園產品處理及利用園產品處理及利用組組組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161616177770000    61616161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1010101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

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    

四四四四、、、、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書書書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設計作品設計作品設計作品設計作品、、、、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以二技學力報考者

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請附五專成績單))))    

四四四四、、、、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設計作品設計作品設計作品設計作品、、、、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6060606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515151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

機機機機、、、、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

生涯規畫生涯規畫生涯規畫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及自我能力評估等及自我能力評估等及自我能力評估等。。。。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

額內額內額內額內。。。。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    

一一一一、、、、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

機機機機、、、、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

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生涯規畫及自我能力評估等。。。。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上上上

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

額內額內額內額內。。。。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02)3366(02)3366(02)33665238523852385238    (02)3366(02)3366(02)3366(02)3366523852385238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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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景觀暨休憩組景觀暨休憩組景觀暨休憩組景觀暨休憩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16161619999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8888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以二技學力報考者請附五專成績單以二技學力報考者請附五專成績單以二技學力報考者請附五專成績單以二技學力報考者請附五專成績單))))    

四四四四、、、、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設計作品設計作品設計作品設計作品、、、、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發明及得獎記錄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造園學造園學造園學造園學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園藝系四號館((((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造園館造園館造園館造園館 1111 樓普通教室樓普通教室樓普通教室樓普通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機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機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機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機、、、、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專長與研究興趣、、、、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學習或研究計畫、、、、生涯規畫生涯規畫生涯規畫生涯規畫

及自我能力評估等及自我能力評估等及自我能力評估等及自我能力評估等。。。。    

二二二二、、、、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四四四四、、、、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額內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額內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額內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額內。。。。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http://www.hor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02)3366(02)3366(02)3366523852385238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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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獸醫學系碩士班獸醫學系碩士班獸醫學系碩士班獸醫學系碩士班    獸醫學系碩士班獸醫學系碩士班獸醫學系碩士班獸醫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獸醫公共衛生及預防醫學主修獸醫公共衛生及預防醫學主修獸醫公共衛生及預防醫學主修獸醫公共衛生及預防醫學))))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基礎動物醫學主修基礎動物醫學主修基礎動物醫學主修基礎動物醫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666202020200000    62626262111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1515151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

生生生生，，，，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

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生物醫學相關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

生生生生，，，，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

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含含含含))))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證成績證成績證成績證明書正本明書正本明書正本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含含含含))))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818181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 2222 樓樓樓樓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 2222 樓樓樓樓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考生請考生請考生請

自行查詢自行查詢自行查詢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    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膠裝膠裝膠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

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    

四四四四、、、、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vm.nhttp://www.vm.nhttp://www.vm.nhttp://www.vm.ntu.edu.tw/DVM/tu.edu.tw/DVM/tu.edu.tw/DVM/tu.edu.tw/DVM/。。。。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考生請考生請考生請

自行查詢自行查詢自行查詢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膠裝膠裝膠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

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02)33663(02)33663(02)33663762762762762    (02)33663(02)33663(02)33663(02)3366376276276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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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班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班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班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班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262626222220000    62626262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555    2222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自傳自傳自傳、、、、履歷履歷履歷履歷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書(research proposal)1(research proposal)1(research proposal)1(research proposal)1 份份份份。。。。（（（（頁數上限頁數上限頁數上限頁數上限

為為為為 10101010 頁頁頁頁））））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名次名次名次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生機系碩士生機系碩士生機系碩士生機系碩士甄試甄試甄試甄試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請先至本系網頁請先至本系網頁請先至本系網頁請先至本系網頁

下載填寫下載填寫下載填寫下載填寫，，，，列印乙份並簽名列印乙份並簽名列印乙份並簽名列印乙份並簽名，，，，一併繳交一併繳交一併繳交一併繳交。。。。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6660000%%%%    6060606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通過書面審查者通過書面審查者通過書面審查者通過書面審查者。。。。    通過書面審查者通過書面審查者通過書面審查者通過書面審查者。。。。    

口試口試口試口試日日日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333000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農業綜合館 5555 樓樓樓樓 502502502502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機館農機館農機館農機館 2222 樓第一會議室樓第一會議室樓第一會議室樓第一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專業知識能力列入口試內容專業知識能力列入口試內容專業知識能力列入口試內容專業知識能力列入口試內容。。。。    

二二二二、、、、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時起公布於本系網時起公布於本系網時起公布於本系網

站站站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    若有任何英文能力檢定證明若有任何英文能力檢定證明若有任何英文能力檢定證明若有任何英文能力檢定證明（（（（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托托托托

福或其他福或其他福或其他福或其他），），），），請於口試當天攜帶至試場請於口試當天攜帶至試場請於口試當天攜帶至試場請於口試當天攜帶至試場。。。。    

四四四四、、、、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icd.ntu.edu.twhttp://www.bicd.ntu.edu.twhttp://www.bicd.ntu.edu.twhttp://www.bicd.ntu.edu.tw。。。。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7777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不不不

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主考生請主考生請主考生請主

動查詢動查詢動查詢動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若有任何英文能力檢定證明若有任何英文能力檢定證明若有任何英文能力檢定證明若有任何英文能力檢定證明((((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全民英檢、、、、

托福或其他托福或其他托福或其他托福或其他))))，，，，請於口試當天攜帶至試場請於口試當天攜帶至試場請於口試當天攜帶至試場請於口試當天攜帶至試場。。。。    

四四四四、、、、103103103103 學年度起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學年度起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學年度起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學年度起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

須通過須通過須通過須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大學部外文能力檢國立臺灣大學大學部外文能力檢國立臺灣大學大學部外文能力檢國立臺灣大學大學部外文能力檢

定標準定標準定標準定標準」」」」或修習或修習或修習或修習「「「「研究生線上英文二研究生線上英文二研究生線上英文二研究生線上英文二」」」」通通通通

過過過過。。。。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ime.ntu.edu.twhttp://www.bime.ntu.edu.twhttp://www.bime.ntu.edu.twhttp://www.bim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411(02)33664411(02)33664411(02)33664411    (02)33665336(02)33665336(02)33665336(02)33665336    



89 

 

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昆蟲學系碩士班昆蟲學系碩士班昆蟲學系碩士班昆蟲學系碩士班    昆蟲學系碩士班昆蟲學系碩士班昆蟲學系碩士班昆蟲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262626244440000    62626262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6666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13113113113 巷巷巷巷 27272727 號號號號    

昆蟲學館昆蟲學館昆蟲學館昆蟲學館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13113113113 巷巷巷巷 27272727 號號號號    

昆蟲學館昆蟲學館昆蟲學館昆蟲學館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為分組招生甄試為分組招生甄試為分組招生甄試為分組招生，，，，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

般考試招生一般生甲組招生名額內般考試招生一般生甲組招生名額內般考試招生一般生甲組招生名額內般考試招生一般生甲組招生名額內。。。。    

二二二二、、、、就學就學就學就學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之撰寫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查詢之撰寫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查詢之撰寫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查詢之撰寫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查詢。。。。    

三三三三、、、、口試程序表於口試程序表於口試程序表於口試程序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時時時

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ntomol.ntu.edu.twhttp://www.entomol.ntu.edu.twhttp://www.entomol.ntu.edu.twhttp://www.entomol.ntu.edu.tw。。。。    

一一一一、、、、甄試為分組招生甄試為分組招生甄試為分組招生甄試為分組招生，，，，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

般考試招生一般生乙組招生名額內般考試招生一般生乙組招生名額內般考試招生一般生乙組招生名額內般考試招生一般生乙組招生名額內。。。。    

二二二二、、、、就學就學就學就學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之撰寫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查詢之撰寫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查詢之撰寫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查詢之撰寫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查詢。。。。    

三三三三、、、、口試程序表於口試程序表於口試程序表於口試程序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時時時

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考生請自行上網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ntomol.ntu.edu.twhttp://www.entomol.ntu.edu.twhttp://www.entomol.ntu.edu.twhttp://www.entomol.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7325017 (02)27325017 (02)27325017 (02)27325017     (02)27325017 (02)27325017 (02)27325017 (02)2732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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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碩士班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碩士班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碩士班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26262626666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8888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為農學院報考者須為農學院報考者須為農學院報考者須為農學院、、、、生命科學院各學系或其他相關院系畢業生命科學院各學系或其他相關院系畢業生命科學院各學系或其他相關院系畢業生命科學院各學系或其他相關院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非上述之學士學位者或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非上述之學士學位者或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非上述之學士學位者或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非上述之學士學位者或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得經本系同意得經本系同意得經本系同意得經本系同意後報考後報考後報考後報考。。。。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就學就學就學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1111 份份份份（（（（內容包括內容包括內容包括內容包括：：：：研究經驗研究經驗研究經驗研究經驗、、、、就學規就學規就學規就學規劃劃劃劃）。）。）。）。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    ((((內容包括內容包括內容包括內容包括：：：：簡歷簡歷簡歷簡歷、、、、生涯規劃等生涯規劃等生涯規劃等生涯規劃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515151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一號館一號館一號館一號館)308)308)308)308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666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二二二二、、、、本系網址本系網址本系網址本系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ppm/http://homepage.ntu.edu.tw/~ppm/http://homepage.ntu.edu.tw/~ppm/http://homepage.ntu.edu.tw/~ppm/。。。。    

三三三三、、、、若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若報到後可入學之新生逾期未註冊者，，，，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甲組之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甲組之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甲組之備取生遞補其缺額以一般考試招生甲組之備取生遞補。。。。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梯梯梯次放榜次放榜次放榜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604(02)33664604(02)33664604(02)3366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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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食品化學主修食品化學主修食品化學主修食品化學))))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食品微生物主修食品微生物主修食品微生物主修食品微生物))))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262626277770000    62626262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醫醫醫、、、、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

系畢業系畢業系畢業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醫醫醫、、、、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

系畢業系畢業系畢業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歷年成績歷年成績歷年成績單正本單正本單正本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如著作如著作如著作如著作、、、、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如著作如著作如著作如著作、、、、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5353535%%%%    35353535%%%%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9999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5656565%%%%    65656565%%%%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    

二二二二、、、、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    

一一一一、、、、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    

二二二二、、、、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    (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    



92 

 

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食品加工主修食品加工主修食品加工主修食品加工))))    丁組丁組丁組丁組((((主修食品工程主修食品工程主修食品工程主修食品工程))))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666222299990000    666630303030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醫醫醫、、、、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

系畢業系畢業系畢業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醫醫醫、、、、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

系畢業系畢業系畢業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如著作如著作如著作如著作、、、、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如著作如著作如著作如著作、、、、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5353535%%%%    35353535%%%%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333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5656565%%%%    65656565%%%%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    

二二二二、、、、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    

一一一一、、、、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    

二二二二、、、、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放榜放榜放榜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    (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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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戊組戊組戊組戊組((((主修保健營養主修保健營養主修保健營養主修保健營養))))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3636363111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報考者須理、、、、工工工工、、、、醫醫醫醫、、、、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系畢業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系畢業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系畢業農學院或其他學院各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個人學經歷表，，，，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如著如著如著如著作作作作、、、、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5353535%%%%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食品科技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5656565%%%%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限報考一組。。。。    

二二二二、、、、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個人學經歷表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111000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http://www.fs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02)3366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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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伴侶動物組伴侶動物組伴侶動物組伴侶動物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大動物及野生動物組大動物及野生動物組大動物及野生動物組大動物及野生動物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363636322220000    63636363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且具研且具研且具研且具研

究潛能者究潛能者究潛能者究潛能者。。。。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在校學業成在校學業成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績總平均達績總平均達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

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且具研且具研且具研且具研

究潛能者究潛能者究潛能者究潛能者。。。。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

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含含含含))))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含含含含))))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 2222 樓樓樓樓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 2222 樓樓樓樓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膠裝膠裝膠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

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    

三三三三、、、、請考生事先自行利用時間拜訪自身有興趣請考生事先自行利用時間拜訪自身有興趣請考生事先自行利用時間拜訪自身有興趣請考生事先自行利用時間拜訪自身有興趣

之研究室之研究室之研究室之研究室，，，，以了解老師之研究方向以了解老師之研究方向以了解老師之研究方向以了解老師之研究方向、、、、對學對學對學對學

生之規定及要求生之規定及要求生之規定及要求生之規定及要求。。。。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膠裝膠裝膠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

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02)33663(02)33663(02)33663762762762762    (02)33663(02)33663(02)33663(02)3366376276276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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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363636344440000    63636363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歷年成歷年成歷年成績單正本績單正本績單正本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教授推薦函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以未來論文研究計畫為主))))。。。。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7777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舟山路台北市舟山路台北市舟山路台北市舟山路 86868686 號中非大樓號中非大樓號中非大樓號中非大樓 105105105105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7777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舟山路台北市舟山路台北市舟山路台北市舟山路 86868686 號中非大樓號中非大樓號中非大樓號中非大樓 105105105105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校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時起公布於本校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時起公布於本校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時起公布於本校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

程網站程網站程網站程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ntuhttp://homepage.ntu.edu.tw/~ntuhttp://homepage.ntu.edu.tw/~ntuhttp://homepage.ntu.edu.tw/~ntumspmmspmmspmmspm////。。。。    

三三三三、、、、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

般生名額內般生名額內般生名額內般生名額內。。。。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校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時起公布於本校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時起公布於本校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時起公布於本校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

程網站程網站程網站程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ntuhttp://homepage.ntu.edu.tw/~ntuhttp://homepage.ntu.edu.tw/~ntuhttp://homepage.ntu.edu.tw/~ntumspmmspmmspmmspm////。。。。    

三三三三、、、、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

般生名額內般生名額內般生名額內般生名額內。。。。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33669633669633669633669611117 7 7 7     (02)(02)(02)(02)33669633669633669633669617 17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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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6363636366660000    636363637777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報考者須獸醫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對病理對病理對病理對病理

診斷工作具高度興趣與熱忱診斷工作具高度興趣與熱忱診斷工作具高度興趣與熱忱診斷工作具高度興趣與熱忱。。。。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

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    

三三三三、、、、本組為本組為本組為本組為 3333 年碩士學程年碩士學程年碩士學程年碩士學程，，，，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3333 年兼任住院病年兼任住院病年兼任住院病年兼任住院病

理獸醫師訓練理獸醫師訓練理獸醫師訓練理獸醫師訓練。。。。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生命科學相關科系畢業報考者須生命科學相關科系畢業報考者須生命科學相關科系畢業報考者須生命科學相關科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

生生生生，，，，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且具研究潛能者。。。。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在校學業在校學業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成績總平均達成績總平均達成績總平均達 70707070 分分分分((((含含含含))))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以上者優

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含含含含))))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成績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三位講師((((含含含含))))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555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 2222 樓樓樓樓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獸醫學系三館 2222 樓樓樓樓 20120120120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不另通知知知知。。。。    

二二二二、、、、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膠裝膠裝膠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

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個人時間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公布於獸醫系網站，，，，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繳交資料請用訂書針簡單裝訂即可，，，，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膠裝膠裝膠裝膠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並請響應環保，，，，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所有資料請儘可能

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雙面列印。。。。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http://www.vm.ntu.edu.tw/DVM/。。。。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02)33663(02)33663(02)33663762762762762    (02)33663(02)33663(02)33663(02)3366376276276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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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商學研究所碩士班商學研究所碩士班商學研究所碩士班商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701070107010701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030303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    

                ((((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060606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個人資料表詳細內容說明請個人資料表詳細內容說明請個人資料表詳細內容說明請個人資料表詳細內容說明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查詢至本所網站下載查詢至本所網站下載查詢至本所網站下載查詢。。。。    

二二二二、、、、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詳細地點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詳細地點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詳細地點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詳細地點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考考考

生請生請生請生請主主主主動上網動上網動上網動上網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四四四四、、、、本所畢業之要求請至本所畢業之要求請至本所畢業之要求請至本所畢業之要求請至本所網站查詢本所網站查詢本所網站查詢本所網站查詢。。。。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ba.ntu.edu.twhttp://www.ba.ntu.edu.twhttp://www.ba.ntu.edu.twhttp://www.ba.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0(02)336610(02)336610(02)3366106262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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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    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所組所組所組所組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7020702070207020    703070307030703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7777    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為文報考者須為文報考者須為文報考者須為文商商商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社科學院等畢業社科學院等畢業社科學院等畢業社科學院等畢業((((含含含含

應屆應屆應屆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非文報考者須非文報考者須非文報考者須非文商商商商、、、、非管理非管理非管理非管理、、、、非社科學院等非社科學院等非社科學院等非社科學院等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證明文件各證明文件各證明文件各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即民即民即民即民

國國國國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含含含含))))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 TOEICTOEICTOEICTOEIC

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

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即民即民即民即民

國國國國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含含含含))))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 TOEICTOEICTOEICTOEIC

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

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以審查以審查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 3434343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 1414141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起上午起上午起上午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起上午起上午起上午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成績佔甄試總分之成績佔甄試總分之成績佔甄試總分之 50505050％，％，％，％，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

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 30303030％，％，％，％，第七項第七項第七項第七項

「「「「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佔佔佔佔 20202020％。％。％。％。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起起起起

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 50505050％，％，％，％，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

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 30303030％，％，％，％，第七項第七項第七項第七項

「「「「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佔佔佔佔 20202020％。％。％。％。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起起起起

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考考考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110(02)33661110(02)33661110(02)33661110 轉轉轉轉 20202020    (02)33661110(02)33661110(02)33661110(02)33661110 轉轉轉轉 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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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財務金融主修財務金融主修財務金融主修財務金融))))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7040704070407040    705070507050705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2323232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報考者報考者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至少有至少有至少有至少有 4444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上上上((((含服役年資含服役年資含服役年資含服役年資))))之工作經驗之工作經驗之工作經驗之工作經驗，，，，且能繳交年資且能繳交年資且能繳交年資且能繳交年資

證明正本者證明正本者證明正本者證明正本者((((服務年資之計算可至服務年資之計算可至服務年資之計算可至服務年資之計算可至 101010103333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

％％％％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及服務年資證明書名次證明書及服務年資證明書名次證明書及服務年資證明書名次證明書及服務年資證明書((((含現職證明含現職證明含現職證明含現職證明))))

正本各正本各正本各正本各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繳交兩年內，，，，即民即民即民即民

國國國國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含含含含))))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以後有效之多益 TOEICTOEICTOEICTOEIC

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聽力與閱讀測驗成績，，，，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不可以其他語言測

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驗成績替代。。。。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2222 份份份份。。。。((((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    

((((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審查成績達 70707070 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分且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 4646464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起上午起上午起上午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審查成績佔甄試總分之 50505050％，％，％，％，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其中報名繳

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交之資料及文件綜合評分佔 30303030％，％，％，％，第七項第七項第七項第七項

「「「「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英文測驗成績」」」」佔佔佔佔 20202020％。％。％。％。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期一期一期一期一))))起起起起

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http://www.acc.ntu.edu.tw。。。。    

一一一一、、、、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

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

估估估估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等等等等。。。。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以以以以    

1111 張張張張 A4A4A4A4 紙為限紙為限紙為限紙為限，，，，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

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

定定定定，，，，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三期三期三期三))))中中中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110(02)33661110(02)33661110(02)33661110 轉轉轉轉 20202020    (02)33661100(02)33661100(02)33661100(02)336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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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財務工程主修財務工程主修財務工程主修財務工程))))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風險管理與風險管理與風險管理與風險管理與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7060706070607060    707070707070707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1111    666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30303030％％％％者者者者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2222 份份份份。。。。((((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    

((((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其他相關個人能力經歷等證明文件各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2222 份份份份。。。。((((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    

((((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 2222222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

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

估估估估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等等等等。。。。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以以以以    

1111 張張張張 A4A4A4A4 紙為限紙為限紙為限紙為限，，，，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

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

定定定定，，，，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三期三期三期三))))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請自行請自行請自行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    

一一一一、、、、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學習計畫書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

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學習計畫、、、、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未來志趣及自我能力評

估估估估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附上成績單正本一份等等等等。。。。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個人資料表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列印，，，，以以以以    

1111 張張張張 A4A4A4A4 紙為限紙為限紙為限紙為限，，，，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一份與學習計畫書裝訂，，，，

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另一份個人資料表與成績單以迴紋針固

定定定定，，，，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置入報名資料袋內（（（（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勿加任何封套）。）。）。）。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三期三期三期三))))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http://www.fin.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100(02)33661100(02)33661100(02)33661100    (02)33661100(02)33661100(02)33661100(02)336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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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708070807080708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    

六六六六、、、、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    

七七七七、、、、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敘述研讀之動機敘述研讀之動機敘述研讀之動機敘述研讀之動機、、、、目的與本身學習背景目的與本身學習背景目的與本身學習背景目的與本身學習背景、、、、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係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係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係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係))))    

八八八八、、、、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444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起起起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臺大管理學院一臺大管理學院一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號館號館號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個人資料表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個人資料表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個人資料表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個人資料表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填妥後連同其他資料一併寄出填妥後連同其他資料一併寄出填妥後連同其他資料一併寄出填妥後連同其他資料一併寄出，，，，並並並並

於於於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前將個人資料表前將個人資料表前將個人資料表前將個人資料表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ntuib2@ntu.edu.twntuib2@ntu.edu.twntuib2@ntu.edu.twntuib2@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甄試入學個甄試入學個甄試入學個

人資料表人資料表人資料表人資料表____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XXX()XXX()XXX()XXX(姓名姓名姓名姓名)()()()(例例例例：：：：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____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10001100011000110001

王小華王小華王小華王小華))))，，，，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XXX()XXX()XXX()XXX(姓名姓名姓名姓名)()()()(例例例例：：：：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10001100011000110001 王小華王小華王小華王小華))))，，，，檔檔檔檔

案以案以案以案以 1111 頁頁頁頁ＡＡＡＡ444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時間及地點於時間及地點於時間及地點於時間及地點於 1111000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中中中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並開始繳交並開始繳交並開始繳交並開始繳交

口試費用口試費用口試費用口試費用，，，，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四四四四、、、、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4242424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不含碩士論文不含碩士論文不含碩士論文不含碩士論文))))。。。。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ib.ntu.edu.twhttp://www.ib.ntu.edu.twhttp://www.ib.ntu.edu.twhttp://www.ib.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638399(02)23638399(02)23638399(02)2363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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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709070907090709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666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報考者須於符合報考資格後，，，，至少有至少有至少有至少有 2222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不不不不含服役年資含服役年資含服役年資含服役年資))))之工作經驗之工作經驗之工作經驗之工作經驗，，，，且且且且能繳交年資證能繳交年資證能繳交年資證能繳交年資證

明正本者明正本者明正本者明正本者。。。。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者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各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    

八八八八、、、、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學習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敘述研讀之動機敘述研讀之動機敘述研讀之動機敘述研讀之動機、、、、目的與本身學習背景目的與本身學習背景目的與本身學習背景目的與本身學習背景、、、、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係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係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係興趣及未來生涯規畫之關係))))    

九九九九、、、、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個人工作經歷及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請檢附個人專業成就之具體事項及其他相關請檢附個人專業成就之具體事項及其他相關請檢附個人專業成就之具體事項及其他相關請檢附個人專業成就之具體事項及其他相關    

資料影本資料影本資料影本資料影本，，，，如得獎記錄如得獎記錄如得獎記錄如得獎記錄、、、、主持之專題計畫書主持之專題計畫書主持之專題計畫書主持之專題計畫書、、、、公司刊物或專業雜誌公司刊物或專業雜誌公司刊物或專業雜誌公司刊物或專業雜誌、、、、期刊之公開報導資料期刊之公開報導資料期刊之公開報導資料期刊之公開報導資料))))    

((((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臺大管理學院一號館。。。。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歡迎具產業工作經驗者報名歡迎具產業工作經驗者報名歡迎具產業工作經驗者報名歡迎具產業工作經驗者報名。。。。    

二二二二、、、、    個人資料表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個人資料表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個人資料表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個人資料表及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至本系網站下載，，，，填妥後連同其他資料一併寄出填妥後連同其他資料一併寄出填妥後連同其他資料一併寄出填妥後連同其他資料一併寄出，，，，並並並並

於於於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前將個人資料表前將個人資料表前將個人資料表前將個人資料表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ntuib2@ntu.edu.twntuib2@ntu.edu.twntuib2@ntu.edu.twntuib2@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甄試入學個甄試入學個甄試入學個

人資料表人資料表人資料表人資料表____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XXX()XXX()XXX()XXX(姓名姓名姓名姓名)()()()(例例例例：：：：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____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10001100011000110001

王小華王小華王小華王小華))))，，，，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報名流水號)XXX()XXX()XXX()XXX(姓名姓名姓名姓名)()()()(例例例例：：：：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10001100011000110001 王小華王小華王小華王小華))))，，，，檔檔檔檔

案以案以案以案以 2222 頁頁頁頁ＡＡＡＡ444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時間及地點於時間及地點於時間及地點於時間及地點於 1111000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中午起公布於本系網站，，，，並開始繳交並開始繳交並開始繳交並開始繳交

口試費用口試費用口試費用口試費用，，，，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五五五五、、、、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4242424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不含碩士論文不含碩士論文不含碩士論文不含碩士論文))))。。。。    

六六六六、、、、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ib.ntu.edu.twhttp://www.ib.ntu.edu.twhttp://www.ib.ntu.edu.twhttp://www.ib.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23638399(02)23638399(02)23638399(02)2363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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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71007100710071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9999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需至本系網站填寫需至本系網站填寫需至本系網站填寫需至本系網站填寫，，，，詳見其他規定第三點詳見其他規定第三點詳見其他規定第三點詳見其他規定第三點))))    

六六六六、、、、兩封助理教授兩封助理教授兩封助理教授兩封助理教授((((含含含含))))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以上推薦函。。。。((((依本系格式依本系格式依本系格式依本系格式))))    

七七七七、、、、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學術著作如學術著作如學術著作如學術著作、、、、得獎記錄得獎記錄得獎記錄得獎記錄))))    

((((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審查成績排名在前第 16161616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7777000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大臺大臺大臺大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515151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 111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放榜日期公告放榜日期公告放榜日期公告放榜日期公告。。。。    

二二二二、、、、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填妥後於報名時繳交填妥後於報名時繳交填妥後於報名時繳交填妥後於報名時繳交。。。。    

三三三三、、、、個人資料表請於個人資料表請於個人資料表請於個人資料表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前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印出簽名時前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印出簽名時前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印出簽名時前至本系網站填寫後印出簽名。。。。    

四四四四、、、、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時間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 時公布於本系網站時公布於本系網站時公布於本系網站時公布於本系網站，，，，考生請考生請考生請考生請自行查詢自行查詢自行查詢自行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五五五五、、、、審查原始成績未達審查原始成績未達審查原始成績未達審查原始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或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分者或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分者或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分者或口試原始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六六六六、、、、碩士生畢業前須達到本系規定之英文檢定條件碩士生畢業前須達到本系規定之英文檢定條件碩士生畢業前須達到本系規定之英文檢定條件碩士生畢業前須達到本系規定之英文檢定條件；；；；否則否則否則否則，，，，須自費修習本系指定須自費修習本系指定須自費修習本系指定須自費修習本系指定之之之之英文課程英文課程英文課程英文課程，，，，成成成成

績及格者始得畢業績及格者始得畢業績及格者始得畢業績及格者始得畢業。。。。    

七七七七、、、、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im.ntu.edu.twhttp://www.im.ntu.edu.twhttp://www.im.ntu.edu.twhttp://www.i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200(02)33661200(02)33661200(02)3366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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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健康健康健康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組行為與社區科學組行為與社區科學組行為與社區科學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01080108010801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 1111 份份份份。。。。((((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三三三三、、、、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四四四四、、、、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自由繳交自由繳交自由繳交自由繳交）：）：）：）：    

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555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6666 樓樓樓樓 610610610610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及推薦函及推薦函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表格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表格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表格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不不不

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另通知。。。。    

四四四四、、、、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    。。。。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02)33(02)33(02)33666666668080808049494949、、、、3333333366666666807180718071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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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政策與管理組政策與管理組政策與管理組政策與管理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政策與管理組政策與管理組政策與管理組政策與管理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080808022220000    80808080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招生名招生名招生名額額額額    12121212    3333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 1111 份份份份。。。。((((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三三三三、、、、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四四四四、、、、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自由繳自由繳自由繳自由繳

交交交交）：）：）：）：    

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 1111 份份份份。。。。((((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三三三三、、、、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四四四四、、、、服務年服務年服務年服務年資證明書資證明書資證明書資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    

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依本所制訂格式))))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自由繳自由繳自由繳自由繳

交交交交）：）：）：）：    

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例如學術著作、、、、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555000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6666 樓樓樓樓 645645645645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6666 樓樓樓樓 645645645645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及及及及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表格請逕表格請逕表格請逕表格請逕

至本所網站下載至本所網站下載至本所網站下載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時起公布於本所網時起公布於本所網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站站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及及及及推薦函表格請逕推薦函表格請逕推薦函表格請逕推薦函表格請逕

至本所網站下載至本所網站下載至本所網站下載至本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http://www.cph.ntu.edu.tw/ihpm/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 33(02) 33(02) 33(02) 33666666668071807180718071、、、、33333333666666668080808049494949    (02) 33(02) 33(02) 33(02) 33666666668071807180718071、、、、3333333366666666808080804949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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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班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班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班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08080804444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000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兩兩兩位教授推薦函位教授推薦函位教授推薦函位教授推薦函。（。（。（。（依本所制訂之格式依本所制訂之格式依本所制訂之格式依本所制訂之格式））））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含簡歷含簡歷含簡歷含簡歷，，，，依本所組制訂之格式依本所組制訂之格式依本所組制訂之格式依本所組制訂之格式，，，，A4A4A4A4 直式直式直式直式 1111----2222 頁頁頁頁))))及就學計畫書及就學計畫書及就學計畫書及就學計畫書(A4(A4(A4(A4 直式直式直式直式 1111----2222 頁頁頁頁))))合訂本合訂本合訂本合訂本 5555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自由繳交自由繳交自由繳交自由繳交))))：：：：如大學入學測驗成績如大學入學測驗成績如大學入學測驗成績如大學入學測驗成績、、、、指定科目考試成績指定科目考試成績指定科目考試成績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英文能力證英文能力證英文能力證英文能力證

明文件明文件明文件明文件、、、、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試場於試場於試場於試場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3333 日起公告於本所網站日起公告於本所網站日起公告於本所網站日起公告於本所網站，，，，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222000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7777 樓樓樓樓 701701701701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與簡歷之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推薦函與簡歷之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推薦函與簡歷之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推薦函與簡歷之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omih.ntu.eduhttp://omih.ntu.eduhttp://omih.ntu.eduhttp://omih.ntu.edu.tw/CHT/.tw/CHT/.tw/CHT/.tw/CHT/。。。。    

eeee----mailmailmailmail：：：：omih@ntu.edu.twomih@ntu.edu.twomih@ntu.edu.twomih@ntu.edu.tw。。。。    

二二二二、、、、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達點前寄達點前寄達點前寄達（（（（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三三三三、、、、筆試成績不計入甄試總成績計算筆試成績不計入甄試總成績計算筆試成績不計入甄試總成績計算筆試成績不計入甄試總成績計算，，，，惟成績將併入審查項目之評分惟成績將併入審查項目之評分惟成績將併入審查項目之評分惟成績將併入審查項目之評分。。。。    

四四四四、、、、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口試者請準備三分鐘英文自我介紹口試者請準備三分鐘英文自我介紹口試者請準備三分鐘英文自我介紹口試者請準備三分鐘英文自我介紹。。。。    

五五五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六六六六、、、、各考生請務必於考前先至本所網頁公布欄處查看考試訊息各考生請務必於考前先至本所網頁公布欄處查看考試訊息各考生請務必於考前先至本所網頁公布欄處查看考試訊息各考生請務必於考前先至本所網頁公布欄處查看考試訊息。。。。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02)33(02)33(02)3366666666807780778077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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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環境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環境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環境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環境衛生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08080805555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8888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依本所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    

六六六六、、、、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    

七七七七、、、、2000200020002000 字以內之就學計畫書字以內之就學計畫書字以內之就學計畫書字以內之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依下列格式撰寫依下列格式撰寫依下列格式撰寫依下列格式撰寫：：：：1.1.1.1.興趣與特長興趣與特長興趣與特長興趣與特長 2.2.2.2.工作經歷及與環境衛生相工作經歷及與環境衛生相工作經歷及與環境衛生相工作經歷及與環境衛生相    

關之求學與課外活動之表現關之求學與課外活動之表現關之求學與課外活動之表現關之求學與課外活動之表現 3.3.3.3.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4.4.4.4.生涯規畫生涯規畫生涯規畫生涯規畫。。。。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其他有利於審其他有利於審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查之資料查之資料查之資料（（（（可自由繳交可自由繳交可自由繳交可自由繳交），），），），如相關著作如相關著作如相關著作如相關著作、、、、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衛生核心課公共衛生核心課公共衛生核心課公共衛生核心課

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030303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1114444 時時時時 0000000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1115555 時時時時 4444000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201201201201 講堂講堂講堂講堂。。。。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25252525%%%%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審查及筆試總成績排名在前 1616161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7777 樓樓樓樓 70170170170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5454545%%%%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請於報名前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請於報名前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請於報名前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請於報名前，，，，逕向本所索取或由本所網址下載逕向本所索取或由本所網址下載逕向本所索取或由本所網址下載逕向本所索取或由本所網址下載。。。。    

二二二二、、、、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前寄送達時前寄送達時前寄送達時前寄送達（（（（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報名後不受理資報名後不受理資報名後不受理資報名後不受理資

料補件料補件料補件料補件。。。。    

三三三三、、、、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口試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不予錄取分者不予錄取分者不予錄取分者不予錄取。。。。    

四四四四、、、、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    

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五五五五、、、、考生總成績相同時考生總成績相同時考生總成績相同時考生總成績相同時，，，，以口試成績作為評定依據以口試成績作為評定依據以口試成績作為評定依據以口試成績作為評定依據，，，，若口試成績仍相同若口試成績仍相同若口試成績仍相同若口試成績仍相同，，，，再再再再以審查成績為評定依以審查成績為評定依以審查成績為評定依以審查成績為評定依

據據據據。。。。    

六六六六、、、、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ieh.mc.ntu.edu.twhttp://ieh.mc.ntu.edu.twhttp://ieh.mc.ntu.edu.twhttp://ieh.mc.ntu.edu.tw。。。。    

eeee----mailmailmailmail：：：：iehphc@ntu.edu.twiehphc@ntu.edu.twiehphc@ntu.edu.twiehphc@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112(02)33668112(02)33668112(02)33668112；；；；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2)33668114(02)33668114(02)33668114(02)3366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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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流行病學主修流行病學主修流行病學主修流行病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08080806666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9999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請依下列請依下列請依下列請依下列 1~61~61~61~6 項順序裝訂項順序裝訂項順序裝訂項順序裝訂，，，，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10101010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另附份正本另附份正本另附份正本另附，，，，10101010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英文就學計畫與中文自傳表英文就學計畫與中文自傳表英文就學計畫與中文自傳表英文就學計畫與中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10101010 份份份份：：：：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

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請以請以請以請以

A4A4A4A4 雙面影印雙面影印雙面影印雙面影印。。。。))))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0101010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9999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五五五五、、、、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例例例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

能力測驗成績單及其他寶貴經驗或有助於審委了解處等能力測驗成績單及其他寶貴經驗或有助於審委了解處等能力測驗成績單及其他寶貴經驗或有助於審委了解處等能力測驗成績單及其他寶貴經驗或有助於審委了解處等。。。。((((自行印製自行印製自行印製自行印製 10101010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7272727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000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05505505505 室室室室。。。。    

※※※※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    

二二二二、、、、    所需資料所需資料所需資料所需資料：：：：（（（（1111））））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2222））））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3333））））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請逕至本請逕至本請逕至本請逕至本

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    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務請於務請於務請於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前時前時前時前，，，，寄寄寄寄((((送送送送))))達本所達本所達本所達本所((((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10055 10055 10055 10055 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5555 樓樓樓樓

501501501501 室室室室    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甄試甲組甄試甲組甄試甲組甄試甲組：：：：主修流行病學主修流行病學主修流行病學主修流行病學」」」」))))。。。。    

四四四四、、、、    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    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    

            EEEE----MAIL MAIL MAIL MAIL ：：：：    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02)33(02)33(02)33666666668028028028029999 吳幹事吳幹事吳幹事吳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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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生物醫學統計學生物醫學統計學生物醫學統計學生物醫學統計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08080807777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    

一一一一、、、、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5555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英文就學計畫與中文自傳表英文就學計畫與中文自傳表英文就學計畫與中文自傳表英文就學計畫與中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6666 份份份份：：：：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

國內外學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國內外學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國內外學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國內外學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請以請以請以請以 A4A4A4A4 雙面直雙面直雙面直雙面直

式影印式影印式影印式影印。。。。))))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6666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 6666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5555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五五五五、、、、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於審其他有利於審其他有利於審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

能力測驗成績單能力測驗成績單能力測驗成績單能力測驗成績單、、、、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等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等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等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等。。。。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審查成績排名前 2020202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45545545545 室室室室。。。。    

※※※※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    

二二二二、、、、    所需資料所需資料所需資料所需資料：：：：（（（（1111））））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2222））））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3333））））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請逕至本請逕至本請逕至本請逕至本

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    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務請於務請於務請於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前時前時前時前，，，，寄寄寄寄((((送送送送))))達本所達本所達本所達本所((((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10055 10055 10055 10055 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5555 樓樓樓樓

501501501501 室室室室    臺大流行臺大流行臺大流行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甄試乙組甄試乙組甄試乙組甄試乙組：：：：主修生物醫學統計學主修生物醫學統計學主修生物醫學統計學主修生物醫學統計學」」」」))))。。。。    

四四四四、、、、    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    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    

            EEEE----MAIL MAIL MAIL MAIL ：：：：    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02)33(02)33(02)33666666668028028028028888 詹技士詹技士詹技士詹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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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預防醫學主修預防醫學主修預防醫學主修預防醫學))))    

所所所所組代碼組代碼組代碼組代碼    808080808888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醫學院醫學院醫學院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或護理學院之相關學系畢業公共衛生學院或護理學院之相關學系畢業公共衛生學院或護理學院之相關學系畢業公共衛生學院或護理學院之相關學系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學系之畢業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學系之畢業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學系之畢業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學系之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請依下列請依下列請依下列請依下列 1~61~61~61~6 項順序裝訂項順序裝訂項順序裝訂項順序裝訂，，，，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6666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另附份正本另附份正本另附份正本另附，，，，6666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6666 份份份份：：：：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

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請以請以請以請以 A4A4A4A4 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學位證書或學生學位證書或學生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證影本證影本證影本 6666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5555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 ) ) 

五五五五、、、、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    

六六六六、、、、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可以自由繳交：：：：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

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自行印製自行印製自行印製自行印製 6666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五項請於報名前儘早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填寫，，，，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並於規定期限前一併繳交。。。。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依所繳資料加以審查依所繳資料加以審查依所繳資料加以審查依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3131313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05505505505 室室室室。。。。    

※※※※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本所課程設計因具連貫性本所課程設計因具連貫性本所課程設計因具連貫性本所課程設計因具連貫性，，，，故甄試錄取生不得辦理提早入學故甄試錄取生不得辦理提早入學故甄試錄取生不得辦理提早入學故甄試錄取生不得辦理提早入學。。。。    

二二二二、、、、    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    

三三三三、、、、    所需資料所需資料所需資料所需資料：：：：（（（（1111））））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2222））））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及（（（（3333））））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請逕至本請逕至本請逕至本請逕至本

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所網站下載。。。。    

四四四四、、、、    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考者請備妥上述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報名繳交資料連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亦可自行寄出推薦函），），），），務請於務請於務請於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前時前時前時前，，，，寄寄寄寄((((送送送送))))達本所達本所達本所達本所((((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10055 10055 10055 10055 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5555 樓樓樓樓

501501501501 室室室室    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甄試丙組甄試丙組甄試丙組甄試丙組：：：：主修預防醫學主修預防醫學主修預防醫學主修預防醫學」」」」))))。。。。    

五五五五、、、、    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    http://epm.cph.ntu.edu.tw/mainhttp://epm.cph.ntu.edu.tw/mainhttp://epm.cph.ntu.edu.tw/mainhttp://epm.cph.ntu.edu.tw/main.php?Page=A1.php?Page=A1.php?Page=A1.php?Page=A1。。。。    

            EEEE----MAIL MAIL MAIL MAIL ：：：：    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ntuep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02)33(02)33(02)33666666668080808029292929 吳幹事吳幹事吳幹事吳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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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生物統計主修生物統計主修生物統計主修生物統計))))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88809090909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8888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8888 份份份份。。。。((((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查照其他規定第查照其他規定第查照其他規定第二二二二點點點點，，，，請以請以請以請以 A4A4A4A4

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    

三三三三、、、、學位證學位證學位證學位證書影本書影本書影本書影本 8888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 8888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7777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 ) )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 8888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7777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六六六六、、、、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8888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7777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七七七七、、、、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 ) ) )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自由繳交自由繳交自由繳交自由繳交))))：：：：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    

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自行印製自行印製自行印製自行印製 8888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9999 時時時時 3333000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號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號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號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05505505505 室室室室。。。。    

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 MPHMPHMPHMPH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    

二二二二、、、、    專用表格請逕至專用表格請逕至專用表格請逕至專用表格請逕至 MPHMPHMPHMPH 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    

三三三三、、、、    推薦人如欲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如欲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如欲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如欲自行寄出推薦函，，，，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前寄達下列地址時前寄達下列地址時前寄達下列地址時前寄達下列地址：：：：    

10010010010055555555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徐州路徐州路徐州路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2222 樓樓樓樓 202202202202 室室室室。。。。    

臺大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臺大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臺大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臺大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甄試甲組甄試甲組甄試甲組甄試甲組：：：：主修生物統計主修生物統計主修生物統計主修生物統計」」」」))))。。。。    

四四四四、、、、    學程電子郵件信箱學程電子郵件信箱學程電子郵件信箱學程電子郵件信箱：：：：ntumphprogram@ntu.edu.twntumphprogram@ntu.edu.twntumphprogram@ntu.edu.twntumphprogra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於於於第第第第 2222 梯梯梯梯次放榜次放榜次放榜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3366802933668029336680293366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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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公共衛公共衛公共衛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生碩士學位學程生碩士學位學程生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主修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主修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主修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88810101010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請依序裝訂：：：：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8888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8888 份份份份。。。。((((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查照其他規定第查照其他規定第查照其他規定第二二二二點點點點，，，，請以請以請以請以

A4A4A4A4 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雙面直式影印。。。。))))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8888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 8888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7777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 ) )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單 8888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7777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六六六六、、、、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8888 份份份份。。。。(1(1(1(1 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份正本，，，，7777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格式影格式影格式影

印印印印。。。。))))    

七七七七、、、、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依制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 ) ) )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自由繳交自由繳交自由繳交自由繳交))))：：：：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例如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    

        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自行印製自行印製自行印製自行印製 8888 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份影本，，，，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A4A4A4A4 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格式影印))))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2121212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9999 時時時時 3333000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號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號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號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5555 樓樓樓樓 505505505505 室室室室。。。。    

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5555 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 MPHMPHMPHMPH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    

二二二二、、、、    專用表格請逕至專用表格請逕至專用表格請逕至專用表格請逕至 MPHMPHMPHMPH 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    

三三三三、、、、    推薦人如欲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如欲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如欲自行寄出推薦函推薦人如欲自行寄出推薦函，，，，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前寄達下列地址時前寄達下列地址時前寄達下列地址時前寄達下列地址：：：：    

10010010010055555555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徐州路徐州路徐州路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2222 樓樓樓樓 202202202202 室室室室。。。。    

臺大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臺大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臺大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臺大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請於信封加註「「「「甄試甄試甄試甄試乙乙乙乙組組組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四四四四、、、、    學程電子郵件信箱學程電子郵件信箱學程電子郵件信箱學程電子郵件信箱：：：：ntumphprogram@ntu.edu.twntumphprogram@ntu.edu.twntumphprogram@ntu.edu.twntumphprogra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3366802933668029336680293366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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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 丁組丁組丁組丁組(主修主修主修主修健康政策與管理健康政策與管理健康政策與管理健康政策與管理)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888111111110000    818181812222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在在在職生職生職生職生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    9999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 1111 份份份份。。。。((((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    

三三三三、、、、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    

四四四四、、、、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    

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學術著作學術著作學術著作學術著作、、、、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 1111 份份份份。。。。((((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    

三三三三、、、、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    

四四四四、、、、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    

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依本領域制定格式))))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各各各 1111 份份份份（（（（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學術著作學術著作學術著作學術著作、、、、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成績單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期地期地期地點點點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6666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818181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6666 樓樓樓樓 610610610610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6666 樓樓樓樓 645645645645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及及及及推薦函表格請逕推薦函表格請逕推薦函表格請逕推薦函表格請逕

至至至至 MPHMPHMPHMPH 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    

                網網網網址址址址：：：：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 MPHMPHMPHMPH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一一一一、、、、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二二二二、、、、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個人簡歷及就學計畫書表格請逕個人簡歷及就學計畫書表格請逕個人簡歷及就學計畫書表格請逕個人簡歷及就學計畫書表格請逕

至至至至 MPHMPHMPHMPH 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期三期三期三期三))))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時起公布於 MPHMPHMPHMPH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33668033668033668033668049494949    (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3366807133668071336680713366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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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戊組戊組戊組戊組((((主修環境健康科學主修環境健康科學主修環境健康科學主修環境健康科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888811113333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服務年資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含現職機構在職證明書))))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服務單位同意書服務單位同意書服務單位同意書服務單位同意書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學位證書學位證書學位證書學位證書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A4A4A4A4 直式直式直式直式 1111 頁頁頁頁))))及就學計畫書及就學計畫書及就學計畫書及就學計畫書((((A4A4A4A4 直式直式直式直式 2222 頁頁頁頁))))各一份各一份各一份各一份((((限定格式限定格式限定格式限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    

七七七七、、、、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限定格式限定格式限定格式限定格式，，，，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    

八八八八、、、、大學入學學測大學入學學測大學入學學測大學入學學測、、、、指考指考指考指考、、、、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英文能力證明文件。。。。((((此三項可自由繳交此三項可自由繳交此三項可自由繳交此三項可自由繳交))))        

九九九九、、、、如有參加如有參加如有參加如有參加『『『『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者者者者，，，，請檢附成績單做為參考請檢附成績單做為參考請檢附成績單做為參考請檢附成績單做為參考。。。。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台北市徐州路 17171717 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 7777 樓樓樓樓 701701701701 室室室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自傳自傳自傳自傳、、、、就學計畫書與及推薦函格式就學計畫書與及推薦函格式就學計畫書與及推薦函格式就學計畫書與及推薦函格式，，，，請逕至請逕至請逕至請逕至 MPHMPHMPHMPH 網站或環衛所或職衛所網站網站或環衛所或職衛所網站網站或環衛所或職衛所網站網站或環衛所或職衛所網站

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二二二二、、、、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公衛學程辦公室達公衛學程辦公室達公衛學程辦公室達公衛學程辦公室((((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10055100551005510055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171717 號號號號 2222 樓樓樓樓 202202202202 室室室室。。。。    

三三三三、、、、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口試原始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四四四四、、、、考生總成績相同時考生總成績相同時考生總成績相同時考生總成績相同時，，，，以口試成績作為評定依據以口試成績作為評定依據以口試成績作為評定依據以口試成績作為評定依據。。。。    

五五五五、、、、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口試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起公布公衛學程起公布公衛學程起公布公衛學程起公布公衛學程 MPHMPHMPHMPH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六六六六、、、、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http://mph.ntu.edu.tw/、、、、    http://ieh.mc.ntu.edu.tw/http://ieh.mc.ntu.edu.tw/http://ieh.mc.ntu.edu.tw/http://ieh.mc.ntu.edu.tw/、、、、hhhhttp://omih.ntu.edu.tw/ttp://omih.ntu.edu.tw/ttp://omih.ntu.edu.tw/ttp://omih.ntu.edu.tw/。。。。    

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ntumphprogram@ ntu.edu.tw ntumphprogram@ ntu.edu.tw ntumphprogram@ ntu.edu.tw ntumphprogram@ ntu.edu.tw 、、、、iehphc@ntu.edu.twiehphc@ntu.edu.twiehphc@ntu.edu.twiehphc@ntu.edu.tw、、、、omih@ntu.edu.twomih@ntu.edu.twomih@ntu.edu.twomih@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41；；；；(02)33668077(02)33668077(02)33668077(02)33668077；；；；(02)33668112(02)33668112(02)33668112(02)3366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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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自動控制主修自動控制主修自動控制主修自動控制))))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電力系統與電力電子主修電力系統與電力電子主修電力系統與電力電子主修電力系統與電力電子))))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9010901090109010    90209020902090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7171717    9999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

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為審查之為審查之為審查之為審查之

重要參考重要參考重要參考重要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    

六六六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

告告告告、、、、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

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為審查之為審查之為審查之為審查之

重要參考重要參考重要參考重要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    

六六六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

告告告告、、、、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推薦函等皆可列入參推薦函等皆可列入參推薦函等皆可列入參推薦函等皆可列入參

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二二二二、、、、本所本所本所本所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    

三三三三、、、、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僅僅僅僅為為為為本所本所本所本所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用用用用，，，，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    

四四四四、、、、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前補件前補件前補件前補件

外外外外，，，，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繳交資料恕不繳交資料恕不繳交資料恕不繳交資料恕不

退還退還退還退還。。。。    

五五五五、、、、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    

服役外服役外服役外服役外，，，，不得保留入學資格不得保留入學資格不得保留入學資格不得保留入學資格。。。。    

一一一一、、、、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二二二二、、、、本所本所本所本所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    

三三三三、、、、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僅僅僅僅為為為為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用用用用，，，，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    

四四四四、、、、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前補件前補件前補件前補件

外外外外，，，，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繳交資料恕繳交資料恕繳交資料恕繳交資料恕

不退還不退還不退還不退還。。。。    

五五五五、、、、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    

服役外服役外服役外服役外，，，，不得保留入不得保留入不得保留入不得保留入學資格學資格學資格學資格。。。。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592(02)33663592(02)33663592(02)33663592    (02)33663592(02)33663592(02)33663592(02)3366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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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計算機科學主修計算機科學主修計算機科學主修計算機科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9030903090309030    904090409040904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1313131    7474747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

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為審查之為審查之為審查之為審查之

重要參考重要參考重要參考重要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    

六六六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

告告告告、、、、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推薦函等皆可列入參推薦函等皆可列入參推薦函等皆可列入參推薦函等皆可列入參

考考考考。。。。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大學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大學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大學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大學成績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貼於報名貼於報名貼於報名貼於報名

表背面表背面表背面表背面))))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    

報名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列印並親筆簽

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為審查之為審查之為審查之為審查之

重要參考重要參考重要參考重要參考。。。。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各種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各種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各種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各種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國國國國

際資訊相關比賽際資訊相關比賽際資訊相關比賽際資訊相關比賽（（（（如如如如 ACM ICPCACM ICPCACM ICPCACM ICPC 等等等等））））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著作及得獎記錄等著作及得獎記錄等著作及得獎記錄等著作及得獎記錄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二二二二、、、、本所本所本所本所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http://www.ee.ntu.edu.tw/graduate。。。。    

三三三三、、、、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網站填寫之「「「「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僅僅僅僅為為為為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用用用用，，，，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    

四四四四、、、、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除個人基本資料表可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前補件前補件前補件前補件

外外外外，，，，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其他資料恕不受理補件。。。。繳交資料恕不繳交資料恕不繳交資料恕不繳交資料恕不

退還退還退還退還。。。。    

五五五五、、、、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    

服役外服役外服役外服役外，，，，不得保留入學資格不得保留入學資格不得保留入學資格不得保留入學資格。。。。    

一一一一、、、、本所本所本所本所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csie.ntu.http://www.csie.ntu.http://www.csie.ntu.http://www.csie.ntu.edu.twedu.twedu.twedu.tw。。。。    

二二二二、、、、報名繳交資料之一至五項請勿裝訂報名繳交資料之一至五項請勿裝訂報名繳交資料之一至五項請勿裝訂報名繳交資料之一至五項請勿裝訂。。。。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592(02)33663592(02)33663592(02)33663592    (02)33664888(02)33664888(02)33664888(02)33664888 轉轉轉轉 25325325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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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光電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光電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光電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905090509050905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7070707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三三三三、、、、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含就學計畫)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併繳交，，，，為審查之重要參為審查之重要參為審查之重要參為審查之重要參

考考考考，，，，請正確詳實填寫請正確詳實填寫請正確詳實填寫請正確詳實填寫。。。。））））    

六六六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教授推薦函如教授推薦函如教授推薦函如教授推薦函、、、、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著作著作著作著作、、、、競賽得獎證書等皆可列入參競賽得獎證書等皆可列入參競賽得獎證書等皆可列入參競賽得獎證書等皆可列入參

考考考考。。。。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繳交資料恕不退還繳交資料恕不退還繳交資料恕不退還繳交資料恕不退還。。。。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ipo.ntu.edu.twhttp://gipo.ntu.edu.twhttp://gipo.ntu.edu.twhttp://gipo.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33663587~8933663587~8933663587~89336635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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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電波主修電波主修電波主修電波))))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906090609060906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0303030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請勿裝請勿裝請勿裝訂訂訂訂))))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Statement of PurposeStatement of PurposeStatement of PurposeStatement of Purpose））））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英文成績證明英文成績證明英文成績證明英文成績證明（（（（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或或或或托福托福托福托福 IBT 79(IBT 79(IBT 79(IBT 79(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或或或或國際英語測試國際英語測試國際英語測試國際英語測試

(IELTS) 6 (IELTS) 6 (IELTS) 6 (IELTS) 6 級級級級((((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七七七七、、、、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TOEFLTOEFLTOEFLTOEFL 或或或或 GREGREGREGRE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等等等等

皆可列入參考皆可列入參考皆可列入參考皆可列入參考。。。。（（（（無則免繳無則免繳無則免繳無則免繳））））    

八八八八、、、、報名前必須至報名前必須至報名前必須至報名前必須至【【【【電信所網頁電信所網頁電信所網頁電信所網頁 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填寫考生審查資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登錄期間至登錄期間至登錄期間至登錄期間至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止時止時止時止，，，，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 1111 份登錄確認表份登錄確認表份登錄確認表份登錄確認表，，，，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一併置入一併置入一併置入一併置入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審查資料袋審查資料袋審查資料袋審查資料袋

內內內內。。。。    

    

((((報名繳交資料不合上述程序者報名繳交資料不合上述程序者報名繳交資料不合上述程序者報名繳交資料不合上述程序者，，，，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期地期地期地點點點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二二二二、、、、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均需於報名規定期限內均需於報名規定期限內均需於報名規定期限內均需於報名規定期限內，，，，繳送繳送繳送繳送『『『『紙本書面資料紙本書面資料紙本書面資料紙本書面資料』』』』及及及及『『『『線上登錄線上登錄線上登錄線上登錄』』』』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三三三三、、、、台大電信所網頁填寫之台大電信所網頁填寫之台大電信所網頁填寫之台大電信所網頁填寫之「「「「碩碩碩碩、、、、博士班招生入學審查博士班招生入學審查博士班招生入學審查博士班招生入學審查登錄系統登錄系統登錄系統登錄系統」」」」為主要審查之參考為主要審查之參考為主要審查之參考為主要審查之參考，，，，請正確且詳請正確且詳請正確且詳請正確且詳

實填寫相關項目實填寫相關項目實填寫相關項目實填寫相關項目。。。。    

四四四四、、、、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繳交資料恕不退還繳交資料恕不退還繳交資料恕不退還繳交資料恕不退還。。。。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3366303366303366303366307575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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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通訊與信號處理主修通訊與信號處理主修通訊與信號處理主修通訊與信號處理))))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積體電路與系統主修積體電路與系統主修積體電路與系統主修積體電路與系統))))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9070907090709070    908090809080908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0505050    5252525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Statement of PurposeStatement of PurposeStatement of PurposeStatement of Purpose））））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如推薦函、、、、

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競賽榮譽證書、、、、TOEFLTOEFLTOEFLTOEFL 或或或或 GREGREGREGRE

成績等皆可列入參考成績等皆可列入參考成績等皆可列入參考成績等皆可列入參考。。。。((((無則免繳無則免繳無則免繳無則免繳))))    

七七七七、、、、報名前必須至報名前必須至報名前必須至報名前必須至【【【【電信所網頁電信所網頁電信所網頁電信所網頁

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填寫考生審查資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

登錄期間至登錄期間至登錄期間至登錄期間至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止時止時止時止，，，，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 1111 份登錄確認表份登錄確認表份登錄確認表份登錄確認表，，，，親筆簽名親筆簽名親筆簽名親筆簽名

後後後後，，，，一併置入一併置入一併置入一併置入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審查資料袋內審查資料袋內審查資料袋內審查資料袋內。。。。    

    

((((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

不全者不全者不全者不全者，，，，不予審查不予審查不予審查不予審查。。。。))))    

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 A4A4A4A4 大小信封大小信封大小信封大小信封，，，，為方便審為方便審為方便審為方便審

查查查查，，，，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歷年成績歷年成績歷年成績單正本單正本單正本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教授推如教授推如教授推如教授推    

薦函薦函薦函薦函、、、、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

入參考入參考入參考入參考。。。。    

七七七七、、、、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

料料料料，，，，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 1111 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

表表表表，，，，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    

((((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    

二二二二、、、、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報名繳交資料，，，，均需於報名規定期限內均需於報名規定期限內均需於報名規定期限內均需於報名規定期限內，，，，繳繳繳繳

送送送送『『『『紙本書面資料紙本書面資料紙本書面資料紙本書面資料』』』』及及及及『『『『線上登錄線上登錄線上登錄線上登錄』』』』缺一不缺一不缺一不缺一不

可可可可。。。。    

三三三三、、、、台大電信所網頁填寫之台大電信所網頁填寫之台大電信所網頁填寫之台大電信所網頁填寫之「「「「碩碩碩碩、、、、博士班招生入博士班招生入博士班招生入博士班招生入

學審查學審查學審查學審查登錄系統登錄系統登錄系統登錄系統」」」」為主要審查之參考為主要審查之參考為主要審查之參考為主要審查之參考，，，，請正請正請正請正

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    

四四四四、、、、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

還還還還。。。。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http://comm.ntu.edu.tw。。。。    

一一一一、、、、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

後列印後列印後列印後列印 1111 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

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本表為本表為本表為本表為

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

關項目關項目關項目關項目。。。。    

二二二二、、、、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

還還還還。。。。    

四四四四、、、、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02)(02)(02)33663073366307336630733663075555    (02)336635(02)336635(02)336635(02)336635292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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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奈米電子含光電半導體主修奈米電子含光電半導體主修奈米電子含光電半導體主修奈米電子含光電半導體))))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電子設計自動化主修電子設計自動化主修電子設計自動化主修電子設計自動化))))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9090909090909090    91009100910091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7777    2424242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 A4A4A4A4 大小信封大小信封大小信封大小信封，，，，為方便審為方便審為方便審為方便審

查查查查，，，，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有助其他有助其他有助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於審查之資料各於審查之資料各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教授推如教授推如教授推如教授推    

薦函薦函薦函薦函、、、、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

入參考入參考入參考入參考。。。。    

七七七七、、、、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

料料料料，，，，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 1111 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

表表表表，，，，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    

((((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

不全者不全者不全者不全者，，，，將嚴重影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審查成績之評定。。。。))))    

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以下資料請依序置入 A4A4A4A4 大小信封大小信封大小信封大小信封，，，，為方便審為方便審為方便審為方便審

查查查查，，，，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請勿裝訂或裝夾成冊：：：：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教授推如教授推如教授推如教授推    

薦函薦函薦函薦函、、、、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

入參考入參考入參考入參考。。。。    

七七七七、、、、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

料料料料，，，，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並列印 1111 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

表表表表，，，，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一併置入審查資料袋內。。。。    

((((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繳交齊全，，，，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應繳交資料

不全者不全者不全者不全者，，，，將嚴重影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審查成績之評定將嚴重影審查成績之評定。。。。))))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

後列印後列印後列印後列印 1111 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

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本表為本表為本表為本表為

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

關項目關項目關項目關項目。。。。    

二二二二、、、、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

還還還還。。。。    

四四四四、、、、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    

一一一一、、、、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請先至本所網站登錄考生審查資料

後列印後列印後列印後列印 1111 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份確認完成登錄之個人資料表，，，，

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本表為本表為本表為本表為

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審查時之重要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

關項目關項目關項目關項目。。。。    

二二二二、、、、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繳交資料恕不退

還還還還。。。。    

四四四四、、、、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修業相關規定詳見本所網頁公告。。。。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http://www.gie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35(02)336635(02)336635(02)33663529292929    (0(0(0(02)3366352)3366352)3366352)336635292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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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碩士班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碩士班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碩士班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碩士班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生醫電子一主修生醫電子一主修生醫電子一主修生醫電子一))))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9110911091109110    91209120912091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8282828    11117777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大學名次證明書正本大學名次證明書正本大學名次證明書正本大學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推薦函格式請由本所網推薦函格式請由本所網推薦函格式請由本所網推薦函格式請由本所網

站下載站下載站下載站下載))))    

六六六六、、、、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

寫寫寫寫，，，，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置於報考資料中一一一一

併繳交併繳交併繳交併繳交，，，，為審查之重要參考為審查之重要參考為審查之重要參考為審查之重要參考。。。。    

七七七七、、、、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各種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各種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各種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各種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國際資訊如國際資訊如國際資訊如國際資訊    

領域相關比賽名次領域相關比賽名次領域相關比賽名次領域相關比賽名次、、、、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著作及得著作及得著作及得著作及得

獎記錄等獎記錄等獎記錄等獎記錄等。。。。    

((((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不受理其他資料補件不受理其他資料補件不受理其他資料補件不受理其他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兩封以上兩封以上兩封以上兩封以上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推薦函。。。。((((格式不限格式不限格式不限格式不限))))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

告告告告、、、、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    

八八八八、、、、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

寫寫寫寫，，，，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    

((((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不受不受不受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理其它資料補件理其它資料補件理其它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inm.ntu.edu.twhttp://www.inm.ntu.edu.twhttp://www.inm.ntu.edu.twhttp://www.inm.ntu.edu.tw。。。。    

一一一一、、、、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並並並並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1111 份份份份，，，，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

料袋內料袋內料袋內料袋內。。。。此此此此「「「「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為主要審為主要審為主要審為主要審

查之參考查之參考查之參考查之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    

二二二二、、、、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補繳補繳補繳補繳

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17:0017:0017:0017:00 前親送前親送前親送前親送

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    

四四四四、、、、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 1111

名名名名」，」，」，」，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 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

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報考報考報考報考

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

始得報考始得報考始得報考始得報考。。。。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888(02)33664888(02)33664888(02)33664888 轉轉轉轉 228228228228    (02)33664961(02)33664961(02)33664961(02)3366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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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生醫電子二主修生醫電子二主修生醫電子二主修生醫電子二))))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生醫資訊主修生醫資訊主修生醫資訊主修生醫資訊))))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9130913091309130    914091409140914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6666    6666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者須為醫學及生命科學等相關領域之學報考者須為醫學及生命科學等相關領域之學報考者須為醫學及生命科學等相關領域之學報考者須為醫學及生命科學等相關領域之學系系系系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生生生。。。。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兩封以上推薦函兩封以上推薦函兩封以上推薦函兩封以上推薦函。。。。((((格式不限格式不限格式不限格式不限))))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

告告告告、、、、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    

八八八八、、、、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

寫寫寫寫，，，，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    

((((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請勿裝訂))))    

五五五五、、、、兩封以上推薦函兩封以上推薦函兩封以上推薦函兩封以上推薦函。。。。((((格式不限格式不限格式不限格式不限))))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如研究報

告告告告、、、、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競賽榮譽證書等皆可列入參考。。。。    

八八八八、、、、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 1111 份份份份：：：：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報名前請至本所網站填

寫寫寫寫，，，，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列印並親筆簽名後一併繳交。。。。    

((((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並並並並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1111 份份份份，，，，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

料袋內料袋內料袋內料袋內。。。。此此此此「「「「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為主要審為主要審為主要審為主要審

查之參考查之參考查之參考查之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    

二二二二、、、、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補繳補繳補繳補繳

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17:0017:0017:0017:00 前親送前親送前親送前親送

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    

四四四四、、、、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 1111

名名名名」，」，」，」，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 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

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報考報考報考報考

資格經本所及本資格經本所及本資格經本所及本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

始得報考始得報考始得報考始得報考。。。。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    

一一一一、、、、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並並並並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1111 份份份份，，，，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親筆簽名後，，，，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一併置入審查資

料袋內料袋內料袋內料袋內。。。。此此此此「「「「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表」」」」為主要審為主要審為主要審為主要審

查之參考查之參考查之參考查之參考，，，，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    

二二二二、、、、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    

三三三三、、、、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除推薦函外，，，，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補繳補繳補繳補繳

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推薦函需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17:0017:0017:0017:00 前親送前親送前親送前親送

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或寄達所辦公室。。。。    

四四四四、、、、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本所得招收「「「「專業領域具專業領域具專業領域具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卓越成就表現者卓越成就表現者卓越成就表現者 1111

名名名名」，」，」，」，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欲報考者請於 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日前檢附相關卓

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越成就表現證明文件，，，，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寄至本所審查，，，，報考報考報考報考

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資格經本所及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同意後

始得報考始得報考始得報考始得報考。。。。    

五五五五、、、、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http://www.bebi.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4961(02)33664961(02)33664961(02)33664961    (02)33664961(02)33664961(02)33664961(02)3366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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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主修基礎法學主修基礎法學主修基礎法學主修基礎法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A010A010A010A01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    

一一一一、、、、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或或或或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

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    

二二二二、、、、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具具具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 5555 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 8888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上上上者者者者。。。。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至至至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一學位證書影本一學位證書影本一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 A4A4A4A4 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另另另另 1111 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    

二二二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前點前點前點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准准准准

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 1111 頁頁頁頁 A4A4A4A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hhhttp://www.law.ntu.edu.twttp://www.law.ntu.edu.twttp://www.law.ntu.edu.twttp://www.la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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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主修公法學主修公法學主修公法學主修公法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A020A020A020A0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    

一一一一、、、、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或或或或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

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    

二二二二、、、、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具具具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 5555 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 8888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上上上者者者者。。。。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至至至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 A4A4A4A4 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另另另另 1111 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    

二二二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前點前點前點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准准准准

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 1111 頁頁頁頁 A4A4A4A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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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主修民事法學主修民事法學主修民事法學主修民事法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A030A030A030A03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本組考生須報考本組考生須報考本組考生須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    

一一一一、、、、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或或或或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

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    

二二二二、、、、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具具具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 5555 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 8888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上上上者者者者。。。。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至至至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 A4A4A4A4 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另另另另 1111 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    

二二二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前點前點前點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准准准准

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 1111 頁頁頁頁 A4A4A4A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    

放榜梯放榜梯放榜梯放榜梯次次次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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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丁組丁組丁組丁組((((主修刑事法學主修刑事法學主修刑事法學主修刑事法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A040A040A040A04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    

一一一一、、、、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或或或或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

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    

二二二二、、、、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具具具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 5555 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 8888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上上上者者者者。。。。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至至至至 11110000222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 A4A4A4A4 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另另另另 1111 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    

二二二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前點前點前點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准准准准

考考考考證號碼證號碼證號碼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 1111 頁頁頁頁 A4A4A4A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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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戊組戊組戊組戊組((((主修財稅法學主修財稅法學主修財稅法學主修財稅法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A050A050A050A05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    

一一一一、、、、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財經財經財經財經法律系法律系法律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或或或或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

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    

二二二二、、、、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具具具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 5555 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 8888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上上上者者者者。。。。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至至至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 A4A4A4A4 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另另另另 1111 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法律學院辦達法律學院辦達法律學院辦達法律學院辦公室公室公室公室。。。。((((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    

二二二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前點前點前點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准准准准

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 1111 頁頁頁頁 A4A4A4A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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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己組己組己組己組((((主修經濟法學主修經濟法學主修經濟法學主修經濟法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A060A060A060A06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    

一一一一、、、、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或或或或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

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    

二二二二、、、、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具具具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 5555 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 8888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上上上者者者者。。。。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至至至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 A4A4A4A4 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另另另另 1111 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    

二二二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前點前點前點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准准准准

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 1111 頁頁頁頁 A4A4A4A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報名後不受理資報名後不受理資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料補件料補件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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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庚組庚組庚組庚組((((主修國際法學主修國際法學主修國際法學主修國際法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A070A070A070A07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    

一一一一、、、、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或或或或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

業得有業得有業得有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    

二二二二、、、、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具具具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 5555 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 8888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者上者上者上者。。。。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至至至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 A4A4A4A4 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另另另另 1111 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    ((((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    

二二二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本請於報名期間至本請於報名期間至本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前點前點前點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准准准准

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 1111 頁頁頁頁 A4A4A4A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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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辛組辛組辛組辛組((((主主主主修商事法學修商事法學修商事法學修商事法學))))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A080A080A080A08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報考本組考生須同時具備以下二項資格：：：：    

一一一一、、、、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含法學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司法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財經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或或或或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其他學系畢

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業得有學士學位並雙主修或輔系法律學系者。。。。    

二二二二、、、、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具具具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實任後 5555 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年以上年資，，，，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或律師、、、、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公務員九職等以上，，，，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且服務滿 8888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者上者上者上者。。。。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服役年資不得計入工作年資，，，，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年資之計算至至至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日為止。。。。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服務年資證明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學位證書影本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歷年成績單一式 3333 份份份份。。。。（（（（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另附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共共共共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自傳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六六六六、、、、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研究計畫書一式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工作成果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八八八八、、、、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一一一一式式式式 3333 份份份份。。。。    

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以上資料請以 A4A4A4A4 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紙規格，，，，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份裝訂成冊，，，，另另另另 1111 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份勿裝訂。（。（。（。（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項之正本隨資料附上））））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10101010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書面資料請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5555 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點前寄((((送送送送))))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達法律學院辦公室。。。。((((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逾時不受理))))    

二二二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請於報名期間至本系網址下載個人資料表，，，，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填妥後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前點前點前點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likesy@ntu.edu.tw，，，，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郵件主旨為：：：：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甄試入學個人資料表————（（（（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准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檔名為：（：（：（：（准准准准

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考證號碼）（）（）（）（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檔案以 1111 頁頁頁頁 A4A4A4A4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三三三三、、、、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報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    

四四四四、、、、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http://www.law.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02)336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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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生命科學系碩士班生命科學系碩士班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植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植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植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植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BBBB000010101010    BBBB0000202020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6161616    1515151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兩位兩位兩位((((含以上含以上含以上含以上))))教授推教授推教授推教授推薦函薦函薦函薦函。。。。    

六六六六、、、、自傳與自傳與自傳與自傳與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1111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含求學過程及研究經歷含求學過程及研究經歷含求學過程及研究經歷含求學過程及研究經歷))))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3030303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4040404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3030303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7777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日日日日))))    

                        每日上午每日上午每日上午每日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 3333 樓樓樓樓 3333CCCC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 3333 樓視聽教室樓視聽教室樓視聽教室樓視聽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7070707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  )  )  

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lifescience.ntu.edu.twhttp://www.lifescience.ntu.edu.twhttp://www.lifescience.ntu.edu.twhttp://www.lifescience.ntu.edu.tw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起起起起

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plantbio.lifescience.ntu.edu.twhttp://plantbio.lifescience.ntu.edu.twhttp://plantbio.lifescience.ntu.edu.twhttp://plantbio.lifescience.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4(02)336624(02)336624(02)33662499997777    (02)33662525(02)33662525(02)33662525(02)3366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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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BBBB000030303030    BBBB00004040404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7777    1111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師推薦函兩位教師推薦函兩位教師推薦函兩位教師推薦函。。。。((((自本所網站下載制定表自本所網站下載制定表自本所網站下載制定表自本所網站下載制定表

格格格格))))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含研究經驗含研究經驗含研究經驗含研究經驗、、、、讀書計畫及讀書計畫及讀書計畫及讀書計畫及

生生生生涯規畫等涯規畫等涯規畫等涯規畫等))))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得獎得獎得獎得獎紀紀紀紀錄證書等錄證書等錄證書等錄證書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不限格式不限格式不限格式不限格式))))    

五五五五、、、、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碩士論文研究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    

，，，，但需撰寫一定程度之內容但需撰寫一定程度之內容但需撰寫一定程度之內容但需撰寫一定程度之內容))))    

六六六六、、、、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 1111 份份份份。。。。((((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依本所制定格式))))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2222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50505050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 5555 樓樓樓樓 527527527527 室室室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26262626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六六六六))))，，，，    

每日上午每日上午每日上午每日上午 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 6666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50505050%%%%    8888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考生請自行查

詢詢詢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二二二二、、、、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cell.lifescience.ntu.edu.twhttp://cell.lifescience.ntu.edu.twhttp://cell.lifescience.ntu.edu.twhttp://cell.lifescience.ntu.edu.tw。。。。    

一一一一、「、「、「、「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及及及及「「「「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自傳與就學計畫」」」」

格式可至本所網頁下載格式可至本所網頁下載格式可至本所網頁下載格式可至本所網頁下載。。。。    

二二二二、、、、甄試須知及考生考試順序表於甄試須知及考生考試順序表於甄試須知及考生考試順序表於甄試須知及考生考試順序表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考考考

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ecology.lifescience.ntu.edu.tw/entrance/mhttp://ecology.lifescience.ntu.edu.tw/entrance/mhttp://ecology.lifescience.ntu.edu.tw/entrance/mhttp://ecology.lifescience.ntu.edu.tw/entrance/m

aster_promote.htmaster_promote.htmaster_promote.htmaster_promote.htm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475(02)33662475(02)33662475(02)33662475    (02)33662460~2(02)33662460~2(02)33662460~2(02)33662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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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漁業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漁業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漁業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漁業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生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生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生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生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BBBB000050505050    BBBB00006060606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8888    11114444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一一一一、、、、除文除文除文除文、、、、法法法法、、、、社科社科社科社科、、、、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藝術藝術藝術藝術、、、、體育學院體育學院體育學院體育學院

以外之畢業以外之畢業以外之畢業以外之畢業((((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含應屆))))生始可報考生始可報考生始可報考生始可報考。。。。    

二二二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列全班((((組組組組))))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人數前 50505050

％％％％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優先考慮。。。。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1111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師推薦函教師推薦函教師推薦函教師推薦函 1111 封以上封以上封以上封以上。。。。((((自網站下載格式自網站下載格式自網站下載格式自網站下載格式))))    

六六六六、、、、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1111 份份份份。。。。((((含求學過程與就學計畫含求學過程與就學計畫含求學過程與就學計畫含求學過程與就學計畫))))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1111 份份份份。。。。((((如研究成果如研究成果如研究成果如研究成果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著作著作著作著作、、、、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4444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4444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4444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教師或專業人士推薦函教師或專業人士推薦函教師或專業人士推薦函教師或專業人士推薦函 2222 封封封封。。。。((((自本所網站自本所網站自本所網站自本所網站

下載格式下載格式下載格式下載格式))))    

六六六六、、、、自傳一頁自傳一頁自傳一頁自傳一頁 4444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4444 份份份份。。。。((((如指導教授如指導教授如指導教授如指導教授

簽名核可之研究成果報告簽名核可之研究成果報告簽名核可之研究成果報告簽名核可之研究成果報告、、、、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得獎紀錄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0404040%%%%    4040404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漁業科學館漁業科學館漁業科學館漁業科學館 107107107107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試成績排名在報名人數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報名人數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報名人數前筆試成績排名在報名人數前 75757575％％％％者者者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2828282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27272727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日日日日))))，，，，    

每日上午每日上午每日上午每日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漁業科學館漁業科學館漁業科學館漁業科學館 407407407407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0101010 月月月月 3333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二至四星期二至四星期二至四星期二至四))))    

每日下午每日下午每日下午每日下午 1111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生化館生化館生化館生化館ＮＮＮＮ103103103103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0606060%%%%    6060606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行上網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行上網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行上網下載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行上網下載，，，，或或或或

向漁科所索取向漁科所索取向漁科所索取向漁科所索取。。。。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起起起起

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不另不另不另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fishing/http://homepage.ntu.edu.tw/~fishing/http://homepage.ntu.edu.tw/~fishing/http://homepage.ntu.edu.tw/~fishing/。。。。    

一一一一、、、、推薦函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至本所網站下載，，，，並經推薦並經推薦並經推薦並經推薦

者密封簽名者密封簽名者密封簽名者密封簽名，，，，始得繳交始得繳交始得繳交始得繳交。。。。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考生應自行考生應自行考生應自行考生應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ibs/http://homepage.ntu.edu.tw/~ibs/http://homepage.ntu.edu.tw/~ibs/http://homepage.ntu.edu.tw/~ibs/。。。。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放榜放榜放榜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872(02)33662872(02)33662872(02)33662872    (02)23665503(02)23665503(02)23665503(02)23665503、、、、33664101336641013366410133664101 轉轉轉轉 550355035503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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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碩士學位學程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碩士學位學程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碩士學位學程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B070B070B070B070    B080B080B080B08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33335555    5555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2222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3333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兩封推薦函。。。。((((自網站下載格式自網站下載格式自網站下載格式自網站下載格式))))    

六六六六、、、、有利審查資料一式有利審查資料一式有利審查資料一式有利審查資料一式 3333 份份份份((((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報告報告報告報告等等等等，，，，每每每每

份研究報告封面前加訂本系聲明書格式份研究報告封面前加訂本系聲明書格式份研究報告封面前加訂本系聲明書格式份研究報告封面前加訂本系聲明書格式))))。。。。    

一一一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1111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2222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2222 份份份份。。。。    

五五五五、、、、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兩位教授推薦函。。。。((((至網站下載格式至網站下載格式至網站下載格式至網站下載格式))))    

六六六六、、、、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就學計畫書 2222 份份份份。。。。((((含自傳含自傳含自傳含自傳、、、、研究經歷及讀研究經歷及讀研究經歷及讀研究經歷及讀

書計畫等書計畫等書計畫等書計畫等))))    

七七七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各 2222 份份份份，，，，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如研究報告、、、、

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國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審查筆試前審查筆試前審查筆試前審查筆試前 50505050 名者資料名者資料名者資料名者資料。。。。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33330000%%%%    5555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報考資格符合規定且繳交資料完備者交資料完備者交資料完備者交資料完備者。。。。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生物化學通論生物化學通論生物化學通論生物化學通論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010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12121212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見本系網頁公告見本系網頁公告見本系網頁公告見本系網頁公告。。。。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審查成績排名在第審查成績排名在第審查成績排名在第審查成績排名在第 16161616 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名至第 4545454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審查成績排名在前 1515151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農化館或農化新館農化館或農化新館農化館或農化新館農化館或農化新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000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生命科學館 6666 樓樓樓樓 628628628628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70707070%%%%    5555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推薦推薦推薦推薦函及聲明書之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函及聲明書之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函及聲明書之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函及聲明書之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

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網站下載。。。。    

二二二二、、、、優先錄取審查成績排名前優先錄取審查成績排名前優先錄取審查成績排名前優先錄取審查成績排名前 15151515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三三三三、、、、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符合口試資格名單、、、、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

於於於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起公布於本系網站，，，，

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考生請自行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四四四四、、、、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甄試總成績未達 60606060 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五五五五、、、、本系需要通過全民英檢本系需要通過全民英檢本系需要通過全民英檢本系需要通過全民英檢(GEPT)(GEPT)(GEPT)(GEPT)中高級初試中高級初試中高級初試中高級初試    

合格或符合本校進階英語課程施行辦法第合格或符合本校進階英語課程施行辦法第合格或符合本校進階英語課程施行辦法第合格或符合本校進階英語課程施行辦法第

7777 條各款檢定標準或修習研究生線上英文條各款檢定標準或修習研究生線上英文條各款檢定標準或修習研究生線上英文條各款檢定標準或修習研究生線上英文

第三級通過方可畢業第三級通過方可畢業第三級通過方可畢業第三級通過方可畢業，，，，就讀臺灣大學學士就讀臺灣大學學士就讀臺灣大學學士就讀臺灣大學學士

班修讀過進修英語及格者免於此限班修讀過進修英語及格者免於此限班修讀過進修英語及格者免於此限班修讀過進修英語及格者免於此限。。。。    

六六六六、、、、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bst.ntu.edu.twhttp://www.bst.ntu.edu.twhttp://www.bst.ntu.edu.twhttp://www.bst.ntu.edu.tw。。。。    

一一一一、、、、推薦函格式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推薦函格式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並經推並經推並經推並經推

薦者密封簽名薦者密封簽名薦者密封簽名薦者密封簽名，，，，始得繳交始得繳交始得繳交始得繳交。。。。    

二二二二、、、、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起公布於本學程網站時起公布於本學程網站時起公布於本學程網站時起公布於本學程網站，，，，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考生請自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不另通知。。。。    

三三三三、、、、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gsb.lifescience.ntu.edu.tw/index.htmhttp://gsb.lifescience.ntu.edu.tw/index.htmhttp://gsb.lifescience.ntu.edu.tw/index.htmhttp://gsb.lifescience.ntu.edu.tw/index.htm    

四四四四、、、、報名後不受理報名補件報名後不受理報名補件報名後不受理報名補件報名後不受理報名補件。。。。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2270(02)33662270(02)33662270(02)33662270    (02)3366(02)3366(02)3366(02)3366948294829482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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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B0B0B0B09999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2222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    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    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    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4444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    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    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4444 份份份份：：：：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社團活動及社團活動及社團活動及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已出版在國內外學已出版在國內外學已出版在國內外學

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    

六六六六、、、、    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在在在在本本本本組組組組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前前前前 8888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222 點點點點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 408408408408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666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二二二二、、、、    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    審查成績排名審查成績排名審查成績排名審查成績排名在在在在本本本本組組組組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一般生及在職生一般生及在職生一般生及在職生一般生及在職生））））第第第第 1111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

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本校第本校第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四四四四、、、、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 5 5 5 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 EEEE----mailmailmailmail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考考考考

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未依公布時間到未依公布時間到未依公布時間到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考者考者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五五五五、、、、    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六六六六、、、、    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    

七七七七、、、、    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    

八八八八、、、、    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481(02)33661481(02)33661481(02)33661481 轉轉轉轉 214214214214、、、、33661481336614813366148133661481 轉轉轉轉 2172172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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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BBBB10101010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    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    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    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4444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    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    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4444 份份份份：：：：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

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    

六六六六、、、、    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八八八八、、、、    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在在在在本本本本組全體考生組全體考生組全體考生組全體考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在職生））））前前前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222 點點點點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 408408408408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666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明瞭各明瞭各明瞭各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教授之研究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二二二二、、、、    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    審查成績排名審查成績排名審查成績排名審查成績排名在在在在本本本本組組組組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全體考生（（（（一般生及在職生一般生及在職生一般生及在職生一般生及在職生））））第第第第 1111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優先錄取，，，，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不必再參加口試，，，，

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優先錄取之名單於本校第本校第本校第本校第 1111 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梯次放榜日期公告。。。。    

四四四四、、、、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 5 5 5 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 EEEE----mailmailmailmail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考考考考

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五五五五、、、、    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六六六六、、、、    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    

七七七七、、、、    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    

八八八八、、、、    本學本學本學本學程網址程網址程網址程網址：：：：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1111、、、、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481(02)33661481(02)33661481(02)33661481 轉轉轉轉 214214214214、、、、33661481336614813366148133661481 轉轉轉轉 2172172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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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工程與環境統計學組工程與環境統計學組工程與環境統計學組工程與環境統計學組))))    

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所組代碼    B11B11B11B11000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    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    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    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4444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    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    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4444 份份份份：：：：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

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    

六六六六、、、、    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222 點點點點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 404040409999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666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二二二二、、、、    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 5 5 5 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 EEEE----mailmailmailmail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考考考考

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    甄試甄試甄試甄試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五五五五、、、、    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    

六六六六、、、、    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    

七七七七、、、、    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481(02)33661481(02)33661481(02)33661481 轉轉轉轉 214214214214、、、、33661481336614813366148133661481 轉轉轉轉 2172172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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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所所所所    別別別別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管理與社會統計學組管理與社會統計學組管理與社會統計學組管理與社會統計學組))))    

所所所所組代碼組代碼組代碼組代碼    B120B120B120B120    

身身身身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1111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附加規定    
    

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報名繳交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    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報名表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    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    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學位證書或學生證影本 4444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    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成績單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另影印 3333 份份份份；；；；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若為轉學生需附轉學前之成績單))))        

五五五五、、、、    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個人資料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一式一式一式一式 4444 份份份份：：：：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包括研究經驗、、、、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社團活動及已出版在國內外學

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術期刊之中英文著作等。。。。((((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    

六六六六、、、、    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至少兩封推薦函。。。。((((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助理教授以上或工作單位主管；；；；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依本學程制定格式，，，，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由推薦人準備正本 1111

份份份份，，，，影本影本影本影本 3333 份份份份))))    

七七七七、、、、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料料料 4444 份份份份。。。。((((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限大學階段))))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44440000%%%%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筆筆筆筆        試試試試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筆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0000%%%%    

口口口口

試試試試    

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前報名資格符合規定且審查成績排名前 4444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口試日    

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期地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222 點點點點 30303030 分起分起分起分起。。。。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博雅教學館 404040405555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佔總成    

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績比例    
66660000%%%%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一一一一、、、、    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請務必參考本學程網站，，，，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明瞭各教授之研究領域後，，，，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再確認報考組別。。。。    

二二二二、、、、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表表表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就學計畫與自傳表、、、、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推薦函之專用格式，，，，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    

三三三三、、、、    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 5 5 5 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時起公布在本學程網站並以 EEEE----mailmailmailmail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考考考考

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生請自行查詢，，，，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以棄權論。。。。    

四四四四、、、、    甄試甄試甄試甄試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總成績未達 70707070 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不予錄取。。。。    

五五五五、、、、    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若有缺額，，，，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其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之一般生名額內。。。。    

六六六六、、、、    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錄取後除因情況特殊經學程會議同意，，，，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否則不得轉組。。。。    

七七七七、、、、    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本學程網址：：：：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http://www.stat.ntu.edu.tw。。。。    

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2222 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梯次放榜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33661481(02)33661481(02)33661481(02)33661481 轉轉轉轉 214214214214、、、、33661481336614813366148133661481 轉轉轉轉 217217217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