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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電子簡章公告(考生自行上網下載) 106.9.29(五)起 

網路報名 

上網登錄取得繳款帳號 106.10.18(三)上午9時~106.11.7(二)下午6時 

繳交報名費 106.10.18(三)上午9時~106.11.7(二)晚上12時 

上網登錄報名資料(含上傳照片檔) 106.10.18(三)上午9時~106.11.8(三)晚上12時 

郵寄報名資料 
【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報名專用信封袋
封面，請自行列印】 

截止日期：106.11.8(三) 

考生自行上網列印應考證 106.11.15(三)下午 2 時起 

未採審查成績特優考生免面試之系所： 
‧公告面試時間表 

106.11.14(二)下午 2 時 

採審查成績特優考生免面試之系所： 

‧公告逕行錄取名單及參加面試之名單  

‧開放考生網路查詢審查成績 

(不寄發審查成績通知單) 

‧公告面試時間表 

106.11.20(一)下午 2 時 

甄試(面試) 106.11.17(五)～11.26(日) 各系所自訂 

公告錄取名單 106.12.2(六)下午 2 時 

寄發成績單及錄取通知 106.12.4(一) 

成績複查(可使用傳真複查，傳真電話：(04-24512908) 截止日期：106.12.8(五) 

正取生網路報到及備取生就讀意願登記 
106.12.4(一)上午 9 時~106.12.15(五)下午 5
時 

公告「新生名單」及遞補順序名單 106.12.19 (二)上午 10 時 

申請提前一學期入學 截止日期：107.1.31(三) 

甄試備取生遞補作業 截止日期：107.2.27(二) 

新生報到繳驗學歷證件(通知另行寄發) 

碩士班新生： 
107 年 4 月下旬(與考試入學新生合併辦理) 
博士班新生： 
107 年 6 月中旬(與考試入學新生合併辦理) 

寄發新生註冊學雜費繳費通知 107.8.1(三)前 

新生註冊入學(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107.8.15(二)前 
 

106 年 10 月 106 年 11 月 106 年 12 月 107 年 1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1 2 3 4      1 2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14 5 6 7 8 9 10 11 3 4 5 6 7 8 9 7 8 9 10 11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12 13 14 15 16 17 18 10 11 12 13 14 15 16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19 20 21 22 23 24 25 17 18 19 20 21 22 23 21 22 23 24 25 26 27 

29 30 31     26 27 28 29 30   
24 

31 25 26 27 28 29 30 28 29 30 31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各系所招生名額及頁碼索引 

◎碩士班甄試共招收 508 名，博士班甄試共招收 45 名。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實際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 

系所學位學程別 
招生 

名額 

頁
碼 

系所學位學程別 
招生 

名額 

頁
碼 

碩士班甄試 

>>工學院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機械
工程碩士班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電聲碩士學位學程 

 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商學院 
 經濟學系 

 統計學系統計與精算碩士班 

 會計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財稅學系 

 財經法律研究所法律學組 

 財經法律研究所法律專業組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金融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7 名 

21 名 

18 名 

 

18 名 

14 名 

8 名 

7 名 

 

 9 名 

14 名 

15 名 

13 名 

12 名 

11 名 

6 名 

7 名 

9 名 

10 名 

 

11 名 

14 名 

 

10 名 

24 名 

15 名 

13 名 

 

 

20 

20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
所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文研究
碩士班 

>>資訊電機學院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通訊工程學系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
學位學程 

>>建設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土地管理學系  

 運輸與物流學系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西班牙薩拉戈薩大學物流供
應鏈管理與創新創業雙碩
士學位學程 

>>建築專業學院 
 建築碩士學位學程 

 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6 名 

7 名 

6 名 

 

6 名 

 

 

15 名 

30 名 

18 名 

18 名 

16 名 

6 名 

 

 

15 名 

13 名 

12 名 

10 名 

11 名 

6 名 

2 名 

 

 

 

 9 名 

6 名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 

 

 

 

41 

42 

博士班甄試 

>>工學院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機械與航空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商學院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金融學院 
 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理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2 名 
1 名 
3 名 
3 名 

 
14 名 

 
6 名 

 
1 名 
1 名 

 
43 
43 
44 
44 
 

45 
 

45 
 

46 
46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資訊電機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
學程 

>>建設學院 
 土木水利工程與建設規劃
博士學位學程 

 
3 名 

 
3 名 
3 名 
 

 
5 名 

 
47 
 

48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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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簡章 

依 106 年 9 月 22 日本校 107 學 

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壹、招生類別及報考資格 

一、碩士班甄試：報考者須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含應屆畢業生)。 

2.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含應屆畢業生)。 

3.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具有報考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者。 

二、博士班甄試：報考者須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碩士學位者(含應屆畢業生)。 

2.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碩士學位者(含應屆畢業生)。 

3.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具有報考博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者。 

三、持境外學歷報考者應注意事項： 

(一)持外國學歷報考者，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院校(參考名冊請至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站查閱)。所有持境外學歷應考者，於錄取後辦理註冊時，須

繳驗學經歷證件，資格不符規定者取消入學資格。 

(二)以境外學歷報考者，須符合相關學歷採認法規： 

1.持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附錄二)。 

2.持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辦理(附錄三)。 

3.持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辦理(附錄四)。 

四、以同等學力身分報考碩士班者應注意事項： 

(一)持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請參閱「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二)僅下列 3 種同等學力身分報考者需事先審查，其餘身分採先考後審方式，於錄取後

辦理註冊時再審核報考資格。 

1.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第六條：「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

員、於專科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或於職業學校擔任技術及專業教師」 

資格者。 

2.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第七條：「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

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資格者。 

3.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第九條：「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

學校畢肄業學歷」資格者。 

4.上述第 1~3 項身分報考者，請於 10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前備妥「碩士班同等學

力資格認定申請表」 (附表一)及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郵寄方式至 40724 台中郵

政 25-54 號信箱「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收。 

5.俟報名後，經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方為符合報考資格。若審議未通過則取消

報考資格，所繳報名費經扣除郵資及行政作業費 200 元後，退還餘款。 

五、以同等學力身分報考博士班者應注意事項： 

(一)持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請參閱「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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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第八條之報考者，請於 106 年 11 月 1 日(星

期三)前備妥「博士班同等學力考生著作審查認定申請書」(附表二)、相當於碩士論

文水準之著作及同等學力相關證件，並併同其他應繳交報名資料，以掛號郵寄方式

至 40724 台中郵政 25-54 號信箱「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收。 

(三)俟報名後，經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方為符合報考資格。若審議未通過則取消報

考資格，所繳報名費經扣除郵資及行政作業費 200 元後，退還餘款。 

※除報考資格外，各系所於招生簡章中另訂有之「附加規定」者，應符合其規

定，方得報名。 

  【註】1.考生請自行確實審查資格，若資格不符將無法報到入學。 

2.報考考生學歷(力)資格之認定，概以網路報名時登錄之資料為依據，所有學歷

(力)證件正本均於註冊時驗證；若經查驗與網路上登錄之資料不符或無法提出

符合報考資格證明者，則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3.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報考及就讀事項請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規定

辦理，惟在臺灣地區各大學已取得學士學位者，或在臺已取得合法居留身分

者，不在此限。 

4.大陸地區人民報考及就讀事項請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規定辦理，惟在臺已取得合法居留身分者，不在此限。 

5.報考一般系所在職生者，另須提供從事與報考系所性質相關1年(含)以上的服務

工作年資證明且目前在職中，得以在職生身份報考(報考「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須出具10年(含)以上工作年資證明)。 

6.在職生能否入學就讀，請考生自行依服務機構之規定辦理，若經報考並獲錄

取，不得以不符服務機關進修規定之理由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7.在職生工作年資(不包含服義務役期間)之計算，應自工作年資證明書(附表三)

所載日期起算至107年9月15日止(不限定在同一機關服務)。同等學力所規定之

離校年資，得與工作經驗年資重複累計。  

8.本校甄試招生，考生可同時報考本校多系所數，但考生同時錄取2個系所(含)

以上者，僅能擇1系所報到及入學就讀；同時報考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

學及考試入學招生，考生如皆獲錄取，亦僅能擇一系所報到及入學就讀。 

【註】本校各系所甄試入學之面試時間可能重疊，考生若同時報考2個系所(含)

以上且面試時間衝突者，請於報名後儘速電洽招生行政組或系所辦公

室，以利錯開面試時間。 

9.本簡章各系所分組，除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法律學組、法律專業組為學籍分

組外，其餘皆為招生分組，日後不會在學位證書上載明。 

10.應屆畢業生如因故未能於本校註冊前畢業且不具同等學力報考資格或不符教

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者，雖經錄取，一律取消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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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學年度大學應屆畢業生(亦即預計於107年6月畢業者)，含大三成績優異之

提前畢業及大五以上延長修業期限之學生，其在校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至畢業

前一學年為止。 

12.各系所組指定繳交資料中，有關大學畢業前各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如

係轉學生或二年制技術學院則為轉(入)學後之學業總平均名次。此類學生應另

繳交轉(入)學前原就讀學校之歷年成績單正本。 

13.本校各系所碩、博士班之在學（含休學）學生或保留入學資格之學生，不得

報考本校同一系所招生考試，經查獲即取消錄取資格。 

14.本校各系所依據其課程規劃情況，已規定錄取生是否得申請提前於106學年度

第2學期(107年2月)入學，請參考「玖、招生系所分則」之規定（第20頁至第

49頁）。 

貳、修業年限 

碩士班：1至4年(報考在職生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博士班：2至7年(報考在職生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參、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網路填表後，再郵寄報名表件）。 

二、報名流程：上網取得繳款帳號繳交報名費再次上網登錄報名資料及上傳照片檔  

列印報名表件郵寄審查資料完成報名 

三、報名日期：  

(一)上網取得繳款帳號期間：自 106年 10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9時起至 11月 7日(星

期二)下午 6 時止。 

(二)繳交報名費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至 11 月 7 日(星期二)

晚上 12 時止。 

(三)上網登錄報名資料期間(含上傳照片)：自 1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

至 11 月 8 日(星期三) 晚上 12 時止。 

四、考生完成網路報名後仍須繳交書面審查資料，應於106年11月8日前(以郵戳為憑，逾

期原件退還不予受理)以掛號郵寄至40724台中郵政25-54號信箱「逢甲大學招生委員

會」收。 

※五、本校生或台中附近考生，可於106年10月18日至11月8日之上班時間內，直接將報名

表件送交本校行政大樓三樓招生行政組登錄收件(當場不予審核或檢查報名表件)。 

六、考生若未於報名截止日前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繳費並寄出資料者，視同報名未成功。 

肆、甄試方式、程序及日期 

一、甄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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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碩、博士班甄試採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 

(二)碩、博士班甄試共有 24 個系所採「審查成績特優考生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 

※纖複系、機電系、工工系、航太系、電聲學程、綠色能源學程、經濟系、

統計系、應數系、材料系、光電系、自控系、資訊系、電機系、電子系、

通訊系、生醫學程、土木系、水利系、都資系、土管系、運輸物流系、景

觀遊憩學程等 23 個碩士班及商學博士學位學程，考生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

加面試並得逕行錄取。 

(三)前述 24 個系所對於「未達審查成績特優條件者」，除「資訊系」須依考生審查

成績擇優參加面試外，其餘系所考生均須參加面試。 

二、甄試程序： 

(一)報考資格審查：本校收件後，先由招生行政組作報考資格條件審查(通過者以電

子郵件通知並給予應考證號，未通過者退件)，再送各系所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二)採審查成績特優考生免面試之系所，於完成書面資料審查後，本校預計 10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公告逕行錄取名單及參加面試之名單，請考生自行

上網查詢，本校不另寄審查成績單。 

(三)面試： 

1.碩士班甄試：除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及「資訊系」擇優參加面試外，其

餘系所之所有考生均須參加面試。 

2.博士班甄試：考生均須參加面試。 

三、甄試日期： 

面試：106年11月17日(星期五)~11月26日(星期日)，各系所面試之日期時間、地點由

各系所自行訂定。 

四、甄試地點：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逢甲大學。各系所面試地點、面試時間及個

別順序表將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供考生查詢。 

(一)未採審查成績特優考生免面試之系所：106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2 時。  

(二)採審查成績特優考生免面試之系所：106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2 時。 

五、考生應試時，務必攜帶「應考證」及「身分證件」正本（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照、

IC健保卡或有效期間內之「護照」等具有照片及身分證字號之身分證明），以備查驗。若

經發現身分與報名資料不符，不准參加考試，考生不得有任何異議。 

六、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時如需申請特殊需求服務，請於報名時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及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及「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需求申請表」(附表四)提出申請。 



 

5 

 

伍、報名手續 

報名程序 重點說明 

(一) 

詳閱招生簡 

章與報考系 

所之規定 

凡報考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之考生，務必事先詳閱簡章所有之規定，並

確實遵守招生考試之各項規定再行上網，以節省報名時間。 

(二) 

上網登錄取 

得繳款帳號 

1.上網申請繳款帳號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時起至 11 月 7 日下午 6 時

止。為避免網路塞車，請儘早上網報名。 

2.請由本校首頁 http://www.fcu.edu.tw 點選「招生資訊總覽」→「網路報名系統」

→「碩士班甄試入學」或「博士班甄試入學」進入。 

3.請輸入個人基本資料與報考系所學位學程組別，取得繳款帳號。一組繳款帳號僅

供一人報考一系所學位學程(組)使用。 

(三) 

繳交 

報名費 

 

碩士班甄試 博士班甄試 

1.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整。 1.報名費新台幣 2,000 元整。 

2.考生上網取得 14 碼銀行繳款帳號及元大銀行代碼(806)後，請至 ATM 自動櫃員

機繳費或至元大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附錄五）或至其他金融機構櫃檯跨行匯

款。 

3.凡報考本校碩士班甄試2個系所組(含)以上者，第2個以後每系所組僅

加收報名費500元。 

4.網路報名繳費作業，請參閱本簡章中之「網路報名繳費方式說明」（附錄六）。 

5.繳費後請將交易明細表正本或匯款單自行留存備查。 

6.繳交報名費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時起至 11 月 7 日晚上 12 時止。 

※低收入戶考生申請免繳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 60%報名費之申請流程 

凡屬台灣省所屬縣市政府、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台中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福建省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所界定低收入戶之

考生得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之考生減免 60%報名費，申請流程如下： 

1.考生上網登錄取得銀行繳款帳號。 

2.請備妥前開各地政府或其依規定授權鄉、鎮、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正本一份，連同本簡章中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

生報名費優待申請表」（附表五），一併於報名期間傳真至招生事務處招生行政組

辦理，傳真電話：(04)24512908。 

3.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若無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部分身分證統一編號

隱藏者，應加附「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4.俟本校查核及處理完畢後，將以電話通知考生上網進行後續報名作業。 

5.若經審查資格不符、證件不齊或逾期申請者，一律不予減免。 

6.經審查資格符合中(低)收入戶條件者，低收入戶考生免繳報名費；中低收入戶考

生報名碩士班甄試需繳交 400 元報名費、博士班甄試需繳交 800 元報名費。符合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考生限優待報考 1 個系所組，若報考第 2 個系組(含)以上

者，須繳交全額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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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再次 

上網登錄 

報名資料 

(含上傳照片) 

1.上網登錄報名資料期間：自 106年 10月 18日上午9時起至 11月 8日晚上 12 時止。 

2.考生完成繳費後約 30 分鐘(待報名費入帳完成)，再次上網輸入報名資料及上傳
照片。 

※輸入報名資料：含報考學歷(力)、通訊地址、電子信箱(e-mail)等基本資料。 

※上傳照片：請將 2 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檔上傳，檔案格式比照身分證照片大小
jpg 檔，檔案大小請勿超 1MB；考生若未上傳照片或上傳之照片若不
符規定(如生活照)，將依未完成報名手續處理。 

3.請先詳閱本簡章中之「網路報名注意事項及作業流程」（附錄七）後再行上網，
以節省報名手續時間。 

4.報名資料請仔細校對，確認無誤後送出時，系統會自動寄發 E-mail 確認信，請
妥善保存此信。 

5.若遇有罕字無法輸入或顯示字體，請先用「＊」代替輸入，並填寫「報名考生造

字申請表」(附表六)，傳真至(04)24512908 本校招生行政組處理。 

(五) 

列印 

表件 

報名資料經確認送出後，請用 A4 白紙列印下列文件： 

1.網路報名表(考生須於簽名欄處親自簽名)。 

2.報名專用信封封面(郵寄用)。 

(六) 

郵寄 

審查資料 

報名資料應包括： 

碩士班甄試 博士班甄試 

1.網路報名表。   

2.學歷證件： 

(1)大學已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2)應屆畢業生，繳交學生證正、反面
影本(註冊章必須清晰)。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繳交同等學力
相關證件(專科畢業證書、大學修業
(或休學)證明書、高考或特考及格證
書、甲級或乙級技術證照等)。 

3.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4.原就讀學校出具「在校學業成績名次
證明書」正本(如附表八)。若成績單

上已註明名次百分比及全系(班)人數
者，本項得免附。 

5.各系所碩士班指定繳交之資料。 

6.在職生另需繳交現職單位出具之從事
與報考系所性質相關 1 年(含)以上的
服務工作年資證明書。若現職服務年
資未達 1 年以上者，需另附歷年工作
年資證明或記載有歷年年資之勞工保
險證明正本，以便核算年資數。 

1.網路報名表。   

2.學歷證件： 

(1)碩士班已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2)應屆碩士班畢業生，繳交學生證正、
反面影本(註冊章必須清晰)。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除應提繳相當碩
士論文之著作外，並應繳交同等學力
相關證件【參閱附錄一】及「博士班
同等學力考生著作審查認定申請書」
(附表二)。 

3.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4.各系所博士班指定繳交之資料。 

5.在職生另需繳交現職單位出具之從事與
報考系所性質相關 1 年(含)以上的服務
工作年資證明書(報考「金融博士學位學
程」須出具 10 年(含)以上工作年資證
明)。若現職服務年資未達 1 年以上者，
需另附歷年工作年資證明或記載有歷年
年資之勞工保險證明正本，以便核算年
資數。 

※以上各項表件請依報名專用信封封面所列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用迴紋針

夾在左上角，裝入自備之 B4 大型信封(黏貼報名專用信封封面)，於報名期限內
以掛號郵寄：40724 台中郵政 25-54 號信箱「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收(以郵戳
為憑，逾期原件退還不予受理)。 

備 註 
1.推薦書須由推薦者密封簽名後，交予被推薦者於報名時繳交。 

2.資格條件不符者，請勿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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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注意事項 

一、學生證若為 IC 卡者，請將學生證影本交由原學校註冊組蓋印，並註記 106 學年度第一

學期已註冊。如學生證遺失未及補發者，請繳交原學校出具之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在

學證明書正本。 

二、各系所指定繳交資料之「在校學業成績名次」，係指在學各學期所修科目成績加計後平

均，再經該系(班)排名後所得的名次；其名次百分比若有小數點則取其整數，小數點後

之數字均無條件捨去。 

1.應屆畢業生及延畢生，其在校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至畢業前一學年為止。 

2.轉學生，其在校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轉學後在校各學期成績。 

三、因本校甄試時程緊湊，考生寄繳之審查資料如有缺件或不齊全之情況者，本校得不予

通知考生，亦得不受理考生補件而逕予進行審查，如因此而影響考生個人「資料審查」

項目之評閱成績者，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序

號 
適用對象 應繳交資料 繳交期限 

繳交

方式 

1 所有考生 
依本簡章系所分則之規定

(第 20 頁~49 頁) 
106/11/8 

掛號

郵寄 

2 

以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第六、七、九條資格報

考 

同等學力資格認定申請表 

相關證明文件 106/11/1 
掛號

郵寄 

3 
以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第八條資格報考 

博士班同等學力考生著作

審查認定申請表 

相關證明文件 

106/11/1 
掛號

郵寄 

4 境外學歷考生 

持境外學歷考生切結書 

(附表七) 

學歷證件影本 

歷年成績證明影本 

106/11/8 傳真 

5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考生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

生報名費優待申請表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非清寒證明)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106/11/7 傳真 

6 
報名資料須造字之考

生 

考生報名造字申請表 
106/11/8 傳真 

7 身心障礙考生 

應考服務需求申請表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 

106/11/8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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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退費： 

1.凡因報考資格不符、已繳費未登錄報名資料或已繳費但因報名資料未寄出之考生，

須於 106 年 11 月 8 日前填妥「退費申請表」(附表九)，傳真至 04-24512908 逢甲大

學招生事務處招生行政組提出申請，逾期或未依規定完成退費申請者恕不受理。 

2.若符合前項退費條件者，所繳報名費用經扣除郵資及審查行政作業費(新台幣 200元)

後一律退還，唯須俟退費行政作業完成後，再轉撥至考生帳戶。 

3.考生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銷報名及退費。 

五、應屆畢業生請於學歷欄填寫預定畢業年月(107 年 6 月) 

六、考生輸入報名表上之電話號碼、通訊地址(請輸入 107 年 9 月前限時專送或掛號函件可

收到之地址)應清楚無誤，以免因無法聯絡或投遞而權益受損。 

七、報名表請仔細核對，若考生所填系所組別與代碼不同時，以考生所填系所組名稱為準。 

八、報名資料寄出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系所組別。報名時繳交之文件資料，

由招生系所留存一年後逕行銷毀，不論錄取與否，概不退還。系所如有特殊規定者，

從其規定。 

◎同時報考 2 個系所以上之考生，請記得分開報名、繳交報名費並分別裝袋寄送。 

九、所寄報名資料，經審核後若因資格不符或表件不齊全而遭退件無法報名，概由考生自

行負責，請考生報名郵寄前再檢查、確認。 

十、本校生或台中附近考生若要自行至招生行政組領取甄試成績(錄取通知)者，請在網路

報名時，勾選「自行領取成績(錄取通知)單」，俾利本校作業。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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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軍人、警察…

等，報考除應符合本校報考資格之規定外，並應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或遵照所

屬機關或上級機關之規定辦理；錄取後能否入學就讀，應自行負責，不得以前述身分

為由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十二、教育部立案香港各校院學生經准入境，得憑教育部驗印之畢業證書或由學校開具附

核准入學學籍文號之四下肄業證明，經教育部駐港代表加蓋印章後，准予報考。錄取

後應繳驗正式學位證書，並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辦理入學。 

十三、教育部台(85)軍字第 85523346 號函規定：役男報考專科以上學校，可依「徵兵規則」

第 53 條規定，檢具應考證等證明逕向縣市政府辦理延期徵集入營至學校停止註冊之

日止。 

十四、依據教育部函轉考選部函釋：「中央暨地方機關公務人員薦任升等考試及格者，不宜

逕行比照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資格，報考研究所入學考試」。    

十五、持國外學歷證件（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專科學校）報考者，必須同意日後如

經查證不實，或不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時，自願放棄錄取資格或受退學處分；到校辦

理註冊時，須依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附錄二)之規定繳驗經我國駐

外館處驗證之相關學歷證明正本，未能檢具相關證明或未通過查驗者，取消本校錄取

之資格。 

十六、考生需使用各系所「推薦書或推薦評估表、研究計畫書、讀書計畫、研究興趣、個

人基本資料表、自傳、入學申請資料」之表格者（如下表），請至各系所網頁或本校

「招生資訊」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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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薦書、推薦評估表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
程 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通訊工程學系 建築碩士學位學程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
學位學程 運輸與物流學系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2.研究計畫書、讀書計畫、
研究興趣、英文讀書計畫 

中國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文研究碩士班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建築碩士學位學程 

土地管理學系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3.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考
生)簡歷及自述 

資訊工程學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
學位學程 

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4.自傳、入學申請資料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 

十七、錄取生不得利用錄取資格謀取不當利益，如經發現且查證屬實，即取消錄取資格或

開除學籍，該生並應負法律責任。 

十八、有關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請參閱本簡章附錄八之「逢甲大學招生考試

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十九、報名期間若遇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電洽本校招生事務處招生行政組，諮詢電話：

(04)24517250 轉分機 2181-2187 招生行政組。 

 

 

http://sdswebx.fcu.edu.tw/QueryNotes/queryOne.jsp?id=CE25
http://sdswebx.fcu.edu.tw/QueryNotes/queryOne.jsp?id=C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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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獎助學金 

一、本校提供「研究生助學金」，以鼓勵並協助優秀學生就讀本校，有關「適用 107 學年度

入學新生」之助學金設置要點詳細內容，請逕至本校招生資訊網頁查詢(網址：

http://www.admission.fcu.edu.tw)。 

二、各系所另提供多項研究生研究助學金(RA)、教學助學金(TA)及在學生成績優良獎學金，

凡符合規定者即可提出申請，申請辦法請參閱本校各系所研究生獎助學金施行細則。 

捌、應考證列印、查詢及補發 

一、通過報考資格審查之考生皆可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起自行上網列

印應考證（下載列印網址：http://www.fcu.edu.tw/招生資訊總覽/網路報名系統），但報

考「資訊系」之考生，悉依審查成績擇優參加面試。 

二、考生列印應考證後，須詳加核對應考證上各欄資料，若有錯誤或疑問，請向本校招生

事務處招生行政組提出，以免影響權益。 

三、應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或毀損者，請自行至本校招生資訊網頁列印。若於考試

當天遺失，考生應於考試開始前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有照片及身分證字號之身分證

明），至試務中心申請補發. 

  

http://www.admission.fcu.edu.tw/
http://www.fcu.edu.tw/招生資訊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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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考試時間表 

◎碩士班甄試： 

院別 系所學位學程 面 試 時 間 

工學院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11 月 25 日上午 10 時起 

化學工程學系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起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機械工程碩士班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11 月 23 日上午 9 時起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 

電聲碩士學位學程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起 

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起 

商學院 

經濟學系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 

統計學系統計與精算碩士班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 

會計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起 

企業管理學系 11 月 19 日上午 9 時起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1 月 23 日下午 1 時 30 分起 

財稅學系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財經法律研究所法律學組 11 月 25 日下午 1 時起 

財經法律研究所法律專業組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1 月 26 日上午 9 時起 

金融 

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1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起 

財務金融學系 11 月 20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11 時起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起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11 月 19 日上午 9 時起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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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系所學位學程 面 試 時 間 

人文 

社會 

學院 

中國文學系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起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 

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文研究碩士班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 

資訊 

電機 

學院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11 月 25 日下午 1 時 30 分起 

資訊工程學系 11 月 23 日下午 1 時起 

電機工程學系 11 月 24 日下午 1 時起 

電子工程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起 

通訊工程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11 月 23 日下午 2 時起 

建設 

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起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 

土地管理學系 11 月 24 日下午 1 時 30 分起 

運輸與物流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起 

西班牙薩拉戈薩大學物流供應鏈管理與創
新創業雙碩士學位學程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 30 分起 

建築 

專業 

學院 

建築碩士學位學程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起 

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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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甄試： 

院別 系所學位學程 面 試 時 間 

工學院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化學工程學系 11 月 24 日上午 11 時起 

機械與航空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11 月 18 日上午 9 時起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11 月 23 日上午 9 時起 

商學院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11 月 26 日上午 9 時起 

金融 

學院 
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11 月 18-25 日 

(依個別約定時間進行) 

理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11 月 17 日下午 1 時起 

人文 

社會 

學院 

中國文學系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資訊 

電機 

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11 月 20 日下午 3 時起 

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11 月 22 日下午 2 時起 

建設 

學院 
土木水利工程與建設規劃博士學位學程 11 月 21 日下午 2 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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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成績計算方式及錄取原則 

一、成績計算方式： 

(一)各系所組甄試項目未特別規定者，各科滿分均為 100 分。 

(二)各單項成績小計之計算過程不去除小數點，合計總成績後取至小數點第二位（小

數點第三位以後四捨五入）。 

(三)甄試總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甄試總成績=(書面資料審查成績×審查占總成績比例)+(面試成績×面試占總成績比

例) 

二、錄取原則： 

(一)各系所組之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訂定，凡分數在錄取標準以上且名次

在招生名額以內者，即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考生成績未達各系所組最低錄

取標準者，均不予錄取。 

(二)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不足額錄取，且不列備取生。 

(三)正取生放棄錄取資格，其缺額得以備取生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為止；各系所

錄取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含）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則依簡章規定之各系

所組同分參酌方式決定錄取順序；若經同分參酌後，成績仍相同者，致錄取人數

超出招生名額時，則超額之同分參酌者均予錄取。惟遞補須待報到人數少於原招

生名額後，始得開始遞補，且報到人數不得多於「原招生名額」數。 

(四)考生若有任一項目成績零分或缺考者，即使總分達到最低錄取標準，均不予錄取；

惟因審查成績特優而逕行錄取者，不在此限。另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之面試分

數未達 70 分者，亦不予錄取。 

(五)各系所組若訂有「審查成績特優逕行錄取」之規定，於審查作業完畢後，得於名

額比例內逕行錄取成績優異者，且逕行錄取審查成績佔總成績百分百計算，其餘

名額則於面試後依甄試總成績排序擇優錄取。 

(六)同系所各組(不含學籍分組)或同系所一般生及在職生之名額流用，依簡章規定之各

系所流用原則辦理。 

拾壹、放榜 

一、放榜日期： 

(一)公告逕行錄取名單及參加面試名單：10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纖複系、機電系、工工系、航太系、電聲學程、綠色能源學程、經濟系、統計

系、應數系、材料系、光電系、自控系、資訊系、電機系、電子系、通訊系、

生醫學程、土木系、水利系、都資系、土管系、運輸物流系、景觀遊憩學程等

23 個碩士班及商學博士學位學程，對於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而未達審查成績特優條件之考生，除「資訊系」依審查成績擇優參加面試

外，其餘系所考生均須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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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錄取名單：106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二、公布方式： 

(一)甄試錄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站，網址為http://www.fcu.edu.tw 進入逢甲大學首頁，

點選「招生資訊總覽」查詢。 

(二)查榜專線：(04)24517250轉2181~2187。 

(三)正取生均以掛號信函郵寄錄取通知及成績單，備取生及未錄取者則分別以限時、

平信寄送成績單，請考生特別留意信件。 

拾貳、成績單寄發、補發及成績複查 

ㄧ、成績單寄發：106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寄出。 

二、成績單補發： 

(一)考生若於本校寄發成績單後五日內仍未收到者，可向招生事務處招生行政組查詢

或申請補發，錄取生若未依上述方式辦理而逾期未報到者，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補救。 

    (二)成績單補發限當年度申請，並以ㄧ次為限。 

三、複查期限：請考生於 106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以郵戳為

憑)。考生複查成績，亦可使用傳真複查，傳真電話：(04)24512908。 

四、請填寫本簡章所附「成績複查申請及回覆表」(附表十)，連同成績單影本（考生可自

行上網列印初試成績），填妥姓名、郵遞區號、地址並貼足郵票，寄 40724 台中郵政

25-54 號信箱本校招生委員會複查。 

五、複查成績以複查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之累計分數為限，不得申請複查閱卷標準。 

六、複查結果若有增減分數或錄取情形有異動者，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拾參、正取生網路報到、備取生就讀意願登記 

※凡是若有意願就讀本校之正取生及備取生無論名次為何，皆應依規定期限內完成網路

報到、就讀意願登記程序。逾時未完成登記程序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不得以

未接獲通知為由提出異議，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登記。 

一、正取生網路報到暨備取生就讀意願登記期限：  

自106年12月4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至12月15日(星期五)下午5時止。 

二、網路報到暨就讀意願登記網址：http://www.admission.fcu.edu.tw。 

三、網路報到暨就讀意願登記流程： 

 1.有【就讀意願】之正
取生、備取生 

 2.請於網路報到/意願登記
期限內完成登記 

【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3.進入網路報到/意願
登記網址 

 【同招生資訊網址】 

 4.核對是否為本人無
誤 

 5.進行網路報到意願登
記程序 

 6.完成網路報到/意願
登記 

列印完成畫面留存 

 7.離開報名系統  8.再次進入網路報到/意
願登記網址 

【查詢是否已確實完成報
到登記手續】 

 9.確實完成網路報到/

意願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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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事項：  

(一)正取生(含逕行錄取生)應依規定登記期限內辦理網路報到，逾期未報到者，以自願

放棄入學資格論。  

(二)備取生應依規定期限內辦理就讀意願登記，逾期未登記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完成網路報到/就讀意願登記之正取生、備取生，應自行列印「完成報到暨意願登

記」留存備查。「完成報到暨意願登記」為重要憑證資料，請務必妥善保存。 

(四)公告【新生名單】及【遞補順序名單】：106年12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時。 

 【新生名單】係依已完成網路報到暨就讀意願登記之正取生及備取生按原名次依序

排列至錄取名額為止，其後則為候補之【遞補順序名單】。已登記就讀意願之備

取生，如已列入新生名單中， 視同已完成網路報到。 

(五)已完成網路報到/就讀意願登記之正取生、備取生應主動於公告時間上網查閱【新

生名單】及【遞補順序名單】，本校不另通知。 

(六)備取生遞補截止期限：107年2月27日(星期二)。 

五、備取生遞補： 

(一)備取生遞補期限截止前，若有新生自願放棄入學資格，則按各系所【遞補順序名

單】依序個別通知備取生遞補缺額。 

(二)經本校招生資訊網頁公告獲遞補缺額之備取生，應完成填送「遞補入學確認書」 (表

格請至招生資訊網頁下載)，始列入本校新生。 

(三)若自本校招生資訊網頁公告獲遞補名單之日起，於遞補期限內未寄送(以中華郵政

郵戳為憑)或傳真「遞補入學確認書」至招生行政組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寄送或補傳真，其名額依序再進行遞補。 

(四)請考生於遞補期間自行至本校招生資訊網頁查詢最新遞補狀態。遞補截止日後，

應自行至招生資訊網頁查詢遞補截止日後的新生名單。  

(五)備取生遞補期限截止後，如仍有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者，出缺名額不再遞補，其缺

額流用至本校考試入學招生名額。  

六、已辦理網路報到之正取生或已完成遞補報到之備取生，因特殊事由欲放棄錄取資格，

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頁下載填具「自願放棄入學資格切結書」聲明自願放棄入學資格，

親自簽名後以掛號郵寄或洽本校註冊課務組辦理(郵寄地址：40725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

路 100 號，信封上請註明「自願放棄甄試生入學資格」，以利本校甄試生備取作業)。 

拾肆、新生報到繳驗證件 

一、 新生報到繳驗學歷證件通知單：碩士班將於 107 年 3 月底前寄發。 

                            博士班將於 107 年 5 月底前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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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已完成網路報到之本校新生，應依本校通知單上規定日期(碩士班：107 年 4 月下旬，

博士班：107 年 6 月中旬)親自到校辦理入學驗證手續。未完時完成驗證者，取消入學

資格，其名額由碩士班或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之備取生依序遞補。 

三、新生本人如無法親自到校辦理入學驗證者，應填具委託書(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頁下

載)，由受託人攜帶委託書、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身分證件及新生入學應繳驗相關證件

代為辦理。 

四、新生繳驗證件時，應持下列證明文件辦理： 

(一)新生報到繳驗學歷證件通知單正本。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 

(三)學歷證件：須依網路報名時所登錄符合報考資格之學歷為準。 

1.應屆畢業生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應先繳驗學生證正本(或在學證明)，另繳交

影本乙份及填具「切結書」，並於切結期限內完成補繳，逾期未完成補繳，即以

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2.已畢業生繳驗畢業證書正本，另繳交影本乙份。 

3.以同等學力報考之錄取生：繳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另繳交影本乙份。 

(1)錄取碩士班者，請參閱本簡章附錄一「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5、6、

7、9 條之相關規定。 

(2)錄取博士班者，請參閱本簡章附錄一「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8 條

之相關規定。 

4.持國外學歷資格報考之錄取生，須依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

規定繳交下列文件： 

(1)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正本(中、英文以外之語言，應加附認證之中文

或英文譯本)，另繳交影本乙份。 

(2)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正本(應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期間)，另繳

交影本乙份；但報考人如係為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本項資料。 

5.持教育部認可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歷資格報考之錄取生，須依教育部「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辦理，查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入出國紀錄，另繳交

影本乙份。 

6.持香港、澳門學校學歷考生，依教育部「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

辦理，查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入出國紀錄，另繳交影本各乙份。 

拾伍、新生註冊入學 

一、新生學雜費繳費通知單將於 107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前以限時專送寄發，屆時亦可自

行上網列印繳費單，網址為 https://school.bot.com.tw/。 

二、已完成報到繳驗證件之本校新生，仍應依本校規定日期(107 年 8 月 15 日)前繳交學雜

費(或完成辦理就學貸款)、選課事宜，俾便完成註冊入學手續，否則其名額由碩士班

或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之備取生依序遞補。 

https://school.bot.com.tw/


 

18 

 

三、同時錄取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及考試入學之考生，僅能擇 1 系所(組)辦理報

到及註冊入學。同時錄取本校 2 個系所(組)以上之考生，僅能擇 1 系所(組)辦理報到及

註冊入學。 

四、各系所錄取生是否能申請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107 年 2 月)提前入學，悉依簡章分則

內各系所「申請提前入學」之規定。欲申請提前入學者，請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前逕向

各系所提出入學申請(申請表格請至本校「招生資訊」(http://www.admission.fcu.edu.tw)

網頁下載），並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辦理註冊入學手續，繳交畢業證書正本(尚未取得

畢業證書者，須填具切結書，切結書申請緩繳最遲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日前)。

若已申請提前入學者，屆時因故無法提前入學，應於上課日（107 年 2 月 27 日）前主

動與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聯繫，否則以取消入學資格論。 

五、錄取生所繳學經歷、年資證明，經查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不實者，未入學

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者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學歷證明；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

始發現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六、註冊選課資訊於 7 月中旬可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fcu.edu.tw/點選行政組織－

教務處公告事項） 

七、錄取生因重病、徵召服兵役、懷孕、生產或育嬰等重大事故不能於該學期開學時入學，

應於規定註冊日期前，得檢具區域級醫院以上之證明或入營服役通知單(或在營服役證

明書)，向註冊課務組申請保留入學資格。經核准保留入學資格之新生，毋須繳納任何

費用。 

因依兵役法規定徵召入營服役者，得申請延長保留入學資格至服役期滿，檢具退伍證

明申請入學，並限於退伍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因重病、懷孕、生產或育嬰須保留入學資格者，以一年為限。 

八、各系所得視實際需要要求錄取新生於入學後加修學士班課程，學生不得拒絕，且其加

修科目學分依學則規定不得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 

九、錄取生入學後之修業規定及學籍須遵守教育部相關法規及本校學則之規定。 

十、本校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尚未定案，檢附 106 學年度碩士班、

博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供參，詳細資料請至本校網頁查詢。 

逢甲大學 106 學年碩士班、博士班學雜費一覽表 

院  別 學雜費/每學期 備  註 

工學院 54,970 元  

商學院 47,820 元  

金融學院 47,820 元  

理學院 54,520 元 
環科系、材料系及光電系依

工學院收費標準。 

人文社會學院 47,080 元  

資訊電機學院 54,9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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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學院 54,970 元 
土管系、運輸物流系依商學

院收費標準 

建築專業學院 54,970 元  
 

拾陸、考生申訴辦法 

一、考生對於本甄試入學過程中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而有疑義者，最遲應於情事發生之日

起 15 日內，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考生對於考試結果認為有損其權益情形時，得於本校成績單寄發之次日起 15 日內，以

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三、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應考證號碼、報考系所、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日期、

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及檢附有關文件或證據。 

四、考生申訴案，如有下列情形者不予受理： 

(一)招生有關法令或招生簡章已有明確規範者。 

(二)逾申訴期限。 

五、受理之申訴案，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成立「申訴處理小組」處理之。必要時，得通知申

訴人或關係人列席說明。 

六、申訴以一次為限，申訴處理結果由招生委員會於一個月函覆申訴人。 

拾柒、附註 

一、如遇人力不可抗力之情事，是否須延期舉行考試，請考生自行上網查詢（網址：

http://www.fcu.edu.tw）或收聽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發布公告，本校不另行個別通知。 

二、本考試各項通知皆以書面郵寄或電子郵件(e-mail)方式寄送，各考生之電子郵件信箱應

隨時保持暢通，若未能於相關期限內收到通知，請考生至本校「招生資訊」網頁或直

接向招生事務處招生行政組查詢。 

三、本校不另發售紙本招生簡章，考生可由本校招生資訊網頁查詢並免費下載本簡章內文：

http://www.admission.fcu.edu.tw。 

四、本簡章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決議處理。 

  

http://www.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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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招生系所分則(含招生名額、甄試規定) 

一、碩士班甄試 

院別 工學院 

系所別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碩士班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E053100 CE08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7名 一般生21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含個人未來發展規劃) 

5.讀書計畫書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已接受或發表
之學術論文、專題報告、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 

5.讀書計畫書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推薦書*1~2

份、學術論文、專題報告、獲獎資料等） 

◆請依本系推薦書格式撰寫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0 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工學館

2樓工221)。 

4.本系另備自傳表格，請自行至 

http://www.fcm.fcu.edu.tw 之招生資訊下載。 

5.如為轉學生，需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3408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審查成績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起。 

3.面試地點：前一日公布於本系網頁及本系
辦公室(學思樓 5 樓學 521)。 

4.本系另備推薦書表格，請自行至本系下載 

http://www.che.fcu.edu.tw。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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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工學院 

系所別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機械工程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E04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8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證明 

4.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推薦書、讀書計畫、專題報告、研究生入學能力考試成績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1)學業成績 

(2)研究計畫書 

(3)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工學館2樓工208)。 

3.本系另備推薦書格式，請自行上網至本系下載，網址：http://www.mcae.fcu.edu.tw之入

學招生項下載。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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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工學院 

系所別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士班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E063100 CE13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8名 一般生14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入學申請資料(含個人基本資料表、研究計
畫書、推薦書二份) 

5.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專題實驗成果、學術
論文、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入學申請資料(含自傳、研究計畫書) 

5.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專題
報告、獲獎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1)學業成績 

(2)研究計畫書 

(3)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50%】 

(1)學業成績 

(2)研究計畫書 

(3)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年 11月 23日上午 9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工學館

3 樓工 318)。 

3.個人基本資料表、研究計畫書、推薦書格

式，請自行上網至本系網站， 

http://www.inde.fcu.edu.tw 下載。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603 

6.相關修業規定及非大專院校工業工程相關

科系畢業者須修相關科目詳見：

http://www.inde.fcu.edu.tw/graduate/ 

1.面試時間：106年11 月24 日上午10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科航大

樓4樓科航401)。 

3.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4.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951 

http://www.inde.fcu.edu.tw/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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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工學院 

系所別 電聲碩士學位學程 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系所組 

代碼 
CE193100 CE24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8名(含在職生) 一般生7名(含在職生)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讀書與研究計畫書 

5.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推薦書、專題報
告、作品、語文或專業證照證明、獲獎紀
錄或相關工作重要事蹟證明) 

6.個人簡歷及自述(自述部份請包含下列重
點：a.攻讀本學位之動機，b.希望修習之課
程及修習目的，c.畢業後之生涯規劃)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 

5.學習計畫書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專題
報告、創作作品、獲獎資料或推薦書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1)學業成績 

(2)讀書與研究計畫書 

(3)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審查成績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起。 

3.面試地點：前一日公布於本學位學程辦公

室(工學館 106)。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492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審查成績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2時起。 

3.面試地點：前一日公布於本學位學程辦公
室(工學館 5 樓工 517) 及學程網頁
http://www.gest.fcu.edu.tw。 

4.本學位學程另備推薦書表格，請自行至學
程網頁之招生事項下載。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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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商學院 

系所別 經濟學系碩士班 
統計學系統計與精算碩士班 

應用統計暨計量財務組 精算組 

系所組 

代碼 
CB083100 CB073101 CB073102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9 名 

一般生 8 名 一般生 6 名 

合計 14 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 

5.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全民英檢、大

學基礎數學與統計學基本學力測驗、學術

論文、專題報告、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書二份 

5.自傳(五百字以內) 

6.讀書計畫書 

7.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TOEIC、全民英
檢、大學基礎數學與統計學基本學力測驗)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60%】 

2.面試【40%】 

1.書面資料審查【60%】 

2.面試【4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下午2時起。 

2.面試地點：於本校招生網頁公告。 

3.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4.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455 

1.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報考組別。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 

3.面試地點：於本校招生網頁公告。 

4.流用原則：兩組名額之缺額不得互為流用。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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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商學院 

系所別 會計學系碩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B013100 CM01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15 名 一般生13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與讀書計畫書。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外語檢定及
專業證照證書及其他可證明個人專業
之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含研究計畫書) 

5.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英檢證明、專業
證照、參與研究、專題報告、海外遊學、
國內外實習經驗及其他獲獎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不可 可 

備 

註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上午9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商學大

樓十一樓商1101)。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201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商學大

樓 5 樓商 506)。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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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商學院 

系所別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 財稅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B023100 CB05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12 名 一般生 11 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書二份(限用本系推薦書格式) 

5.自傳 

6.讀書計畫書或研究計畫書 

7.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英檢證明、專業
證照、畢業論文、著作、發表文章、參與
研究、專題報告及其他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
證明 

4.自傳 

5.研究計畫書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英檢證明、專業
證照、畢業論文、著作、發表文章、參與
研究、專題報告及其他獲獎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40%】 

(1)學業成績 50% 

  (2)綜合資料 50% 

2.面試【60%】 

1.書面資料審查【50%】 

(1)學業成績 50% 

(2)綜合資料 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年11 月 23日下午1時30分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商學

大樓 8 樓商 805A)。 

3.本系推薦書格式，請自行上網下載，網

址：http://www.itra.fcu.edu.tw/招生訊息下

載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096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年11月25日上午9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商學

大樓 11 樓商 1117)。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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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商學院 

系所別 
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法律學組 法律專業組 

系所組 

代碼 
CB153110 CB15312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6 名 一般生 7 名 

報考 
資格 
附加 

規定 

限大學法律學系或財經法律學系或法律專
業相關學系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得有法學
士學位者。 

限大學非法律學系及非財經法律學系畢業
(含應屆畢業生)，得有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
力者(曾修習法律系或財經法律學系為輔系
者仍可報考)。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3.個人簡歷或自述 

4.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3.個人簡歷或自述 

4.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讀書計畫書、推
薦信、外語檢定證明、專業證照或工作相
關重要事蹟證明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年11月25日下午1時起。 

2.面試地點：商學大樓7樓本所辦公室(商715)。 

3.如為法律系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

二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4.若有特殊情況者，得經面試委員同意，另行

安排。 

5.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181、4199 

1.面試時間：106年11月25日上午9時起。 

2.面試地點：商學大樓7樓本所辦公室(商715)。 

3.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專或

大學歷年成績單。 

4.若有特殊情況者，得經面試委員同意，另行

安排。 

5.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181、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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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商學院 

系所別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系所組 

代碼 
CB063100 CB21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9 名 一般生 10 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 

5.讀書計畫書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如外語檢定證
明、專業證照、畢業論文、著作、發表文
章、參與研究、專題報告及其他獲獎資料
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及讀書計畫書一份(格式可參考本碩
士學位學程樣本) 

5.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全民英檢、畢業
論文、著作、發表文章、參與研究、專題
報告及其他經歷與獲獎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2.面試地點：商學大樓 9 樓合作經濟暨社會
事業經營學系辦公室(商 901)。 

3.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專或
大學歷年成績單。 

4.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354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 時起。 

3.面試地點：商學大樓 5 樓科管碩士學位學
程辦公室(商 506)。 

4.本碩士學位學程自傳及讀書計畫書格式請
自行至網址：http://www.mot.fcu.edu.tw/文
件下載。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若有特殊情況者，得經面試委員同意，另行安
排。 

7.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052 

 

http://www.mot.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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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金融學院 

系所別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組 計量風險管理組 

系所組 

代碼 
CB043110 CB043120 CB03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9名 一般生 2 名 
一般生14名 

一般生11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自傳 

5.研究計畫書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英語能力測
驗、學術論文、專題報告、獲獎資料及通
過專業證照考試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書二份 

5.自傳(五百字以內) 

6.讀書或研究計畫書 

7.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畢業論文、曾參
與學術研究之說明、在學時各項著作或專
題報告、已發表之文章、獲獎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70%】 

2.面試【30%】 

1.書面資料審查【70%】 

(1)學業成績 

(2)研究計畫書、推薦書及其他有助於甄試

之資料 

2.面試【3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報考組別。 

2.面試時間：106年11月18日上午10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商學大

樓 10 樓商 1001 室)。 

4.流用原則：兩組名額之缺額不得互為流

用。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124 

1.推薦書格式不拘。 

2.面試時間：106年 11月 20日上午 9時 30分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商學大

樓 12 樓商 1211)。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152 

 



 

30 

 

院別 理學院 

系所別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S013100 CS03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0名 一般生24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自傳、讀書計畫、
論文報告、專題報告、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有助於甄試之相關資料如自傳及讀書計
畫、學術論文、專題報告、獲獎資料與語
文能力鑑定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40%】 

(大學成績、研究計畫等相關資料) 

2.面試【60%】 

(微積分、基礎數學等相關問題) 

1.書面資料審查【50%】 

(1)學業成績 

(2)有助於甄試之相關資料 

2.面試【50%】 

(10～15分鐘，面試材料相關問題)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年 11月 24日上午 11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理學大

樓 2 樓理 201)。 

3.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103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學思樓

3 樓學 321)。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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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理學院 

系所別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碩士班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S023100 CS06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5名(含在職生) 

一般生12名、在職生1名 

合計13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一般生繳交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在職
生繳交服務證明或在職證明文件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評估表至多二份(限用本系推薦評估表) 

5.個人簡歷(含工作經歷)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評估表二份(限用本系推薦評估表) 

5.簡歷(限用本系考生簡歷表)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專題
研究報告、進階實驗成果、業界實習經驗、
獲獎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1)學業成績，或工作資歷證明 

  (2)推薦評估表及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2.面試【50%】 

 （10~15分鐘） 

1.書面資料審查【40%】 

  (1)學業成績 

  (2)推薦評估表及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2.面試【60%】 

(1)自我簡介 

(2)專題研究或進階實驗或業界實習成果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理學大

樓 3 樓理 301)。 

3.推薦評估表，請自行至本系網站下載，網

址：http://www.ees.fcu.edu.tw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203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理學大
樓1樓理109)。 

3.推薦評估表、考生簡歷表，請自行至本系
網站下載，網址：
http://www.photonics.fcu.edu.tw 

4.流用原則：一般生與在職生之缺額得互為
流用。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如為教育部核定之國際交換學生，面試當
日無法回國者，得於報名時向本系申請視
訊面試。 

7.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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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人文社會學院 

系所別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S043100 CH07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6名 

一般生4名、在職生3名 

合計7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3.自傳 

4.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5.其他有助甄試資料（如學術論文、專題報
告、文創作品、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個人基本資料表 

5.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專題
報告、獲獎資料、工作經驗、學業成績名
次證明正本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起。 

2.面試地點：本校人言大樓九樓。 

3.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表格請至本系網頁下
載：http://www.cl.fcu.edu.tw 

4.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審查資料於
面試當天發還。 

5.每月可領最高 12,000 元助學金。 

6.可免費修習華語教師學程。 

7.鼓勵多元發展，得以藝文創作或展演成果
申請學位考試。 

8.可至本系簽訂雙聯學制學校修讀，取得雙
碩士學位。 

9.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353。 

 

1.有助甄試資料之內容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所辦公室(人言大
樓 8 樓人 807)。 

4.個人基本資料表及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表
格請至本所網頁下載，網址： 

http://www.ghhr.fcu.edu.tw。 

5.本所提供研究生獎學金（含曾一民教授紀
念獎學金，每年新台幣三萬元整，依受獎
人數分配，詳情請參見本所網頁）申請。 

6.本所教師承接各項產官學研究計畫，可提
供研究生研究津貼與實作之機會。 

7.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652。 

8.流用原則：一般生與在職生之缺額得互為
流用。 

http://www.cl.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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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人文社會學院 

系所別 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文研究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H083100 CH06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6名 
一般生4名、在職生2名 

合計6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個人簡歷及自述 

5.讀書計畫及研究興趣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社會服務或參

與、學術論文、專題報告、外語能力檢定

成績證明、獲獎紀錄、學術活動紀錄、學

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

證明 

3.英文讀書計畫(可參考所附表格) 

4.經大專教師批注過之英文作文或研究報告

一篇 

5.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士論文、專題

報告、獲獎資料、英檢成績單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須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須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上午10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所辦公室(人言大
樓 8 樓人 801)。 

3.個人簡歷及自述表格請至本所網頁下載。 

4.面試時毋須繳交資料，但書面審查資料亦
在面試範圍之內。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6.本所教師承接各項產官學研究計畫，可提
供研究生研究津貼與實作之機會。 

7.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702、5709。 

8.本所師資課程與修業相關規定請參見
http://www.gipp.fcu.edu.tw。 

1.有助甄試資料之內容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年 11 月 24 日上午10時起。 

3.面試地點：本校人言大樓十一樓。 

4.英文讀書計畫表格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網址：http://www.fll.fcu.edu.tw。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602。 

6.流用原則：一般生與在職生之缺額得互為流

用。 

 



 

34 

 

院別 資訊電機學院 

系所別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E123100 CE07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5名 一般生30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系排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評估表 1 份(限用本系推薦評估表) 

5.自傳(含讀書計畫與研究方向)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專題報告、學
術論文、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個人基本資料表(含自傳) 

5.研究計畫書 

6.論文、著作或專題報告 

7.推薦書二封 

8.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榮譽獎項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依審查成績擇優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年11月25日下午1時30分起。

(請於 12:30~13:00 完成報到及抽籤手續，報

到地點於資電館 4 樓資電 418)  

3.面試地點：資電 416、資電 427、資電 428。 

4.推薦評估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的招生資訊

處下載，網址：http://www.auto.fcu.edu.tw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905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 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資電館

2 樓資電 201)。 

4.個人基本資料表、推薦書格式請至本系網

頁下載，網址：http://www.iecs.fcu.edu.tw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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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資訊電機學院 

系所別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E113100 CE09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8名 一般生18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評估表二份(限用本系推薦評估表) 

5.自傳(含讀書計畫與研究方向) 

6.其他有助於甄試資料(如專題報告、學術論
文、其他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評估表二份(限用本系推薦評估表) 

5.自傳(含讀書計畫與研究方向)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專題實驗成果、
計畫書及其他獲獎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 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資電館

資電 301)。 

4.推薦評估表格式請自行至

http://www.ee.fcu.edu.tw/下載。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806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電通館

1 樓電通 122)。 

4.本系另備推薦評估表格式，請自行至

http://www.ece.fcu.edu.tw/下載。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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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資訊電機學院 

系所別 通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系所組 

代碼 
CI023100 CI13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6名 一般生6名(含在職生)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
證明 

4.推薦評估表一份(限用本系推薦評估表) 

5.自傳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專題實驗成果、
計畫書及其他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個人基本資料表(含自傳) 

5.推薦書二封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論文、著作、專
題報告、或榮譽獎項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 

(面試時間前 20 分鐘報到) 

3.面試地點：面試前一日公布於本系網頁

(http://www.ce.fcu.edu.tw)。 

4.推薦評估表格式請於本系網頁自行下載。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專

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802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2 時起。 

3.面試地點：面試前一日公布於本學位學程

網頁(http://www.bmie.fcu.edu.tw) 

4.個人基本資料表及推薦書格式請於本學程

網頁自行下載。 

5 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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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建設學院 

系所別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碩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E013100 CE02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5名 一般生13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讀書(含研究)計畫書 
5.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專
題報告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推薦評估表二份(限用本系推薦評估表) 
5.讀書(含研究)計畫書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專題
報告、實習履歷、實習報告、證照及獲獎
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60%】 

(1)學業成績 60% 

(2)讀書(含研究)計畫書 20% 

(3)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

專題報告等)20% 

2.面試【40%】 

個人資料及讀書計畫簡報約五分鐘 

1.書面資料審查【60%】 

 (1)學業成績 60％ 

 (2)讀書(含研究)計畫書 20％ 

 (3)推薦評估表及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如學術論文、專題報告等)20％ 

2.面試【40%】 

準備個人資料簡報電子檔，並口頭報告約
五分鐘。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土木水
利館 3 樓土 305)。 

3.本系網址：http://www.civil.fcu.edu.tw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碩士生有機會取得上海同濟大學土木工程

學院碩士學位，依兩校雙聯學制合作協議
書規定辦理。 

6.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102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 

 (土木水利館 3 樓土 303 多功能研究室)。 

3.本系另備推薦評估表表格，請洽本系辦公
室索取或自行上網下載， 

網址：http//www.wre.fcu.edu.tw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碩士生有機會取得上海同濟大學土木工程
學院碩士學位，依兩校雙聯學制合作協議
書規定辦理。 

6.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202 



 

38 

 

院別 建設學院 

系所別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碩士班 

土地管理學系碩士班 
都市計畫組 空間資訊組 

系所組 

代碼 
CE103101 CE103102 CM03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6名 一般生6名 
一般生10名 

合計 12 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就讀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推薦書二份 
5.研究計畫書乙份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報
告、設計作品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研究計畫書乙份 

5.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發表
文章、參與研究計畫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60%】 

(1)學業成績 60% 

(2)研究計畫書 20% 

(3)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20% 

2.面試【40%】 

1.書面資料審查【60%】 

(1)學業成績 60% 

(2)研究計畫書 20% 

(3)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發

表文章、參與研究計畫等)20% 

2.面試【4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報考組別。 

2.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3.其他有助於甄試資料於面試時繳驗。 

4.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上午9時30分起。 

5.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忠勤樓
4 樓忠 413)。 

6.研究計畫書及推薦書格式請洽本系辦公
室索取，或自行上網下載，網址： 

http://www.up.fcu.edu.tw 

7.流用原則：兩組名額之缺額不得互為流用。 

8.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9.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353 

1.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下午1時30分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丘逢甲
紀念館 3 樓紀 313)。 

3.研究計畫書格式請自行上網下載，網址：
http://www.lm.fcu.edu.tw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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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建設學院 

系所別 運輸與物流學系碩士班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系所組 

代碼 
CM023100 CD03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11名 一般生6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3.推薦書二份(限用本系推薦書表格) 
4.自傳 
5.研究興趣書面資料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畢業論文、著
作、發表文章、參與研究成果、專題報告
及其他獲獎資料等）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3.研究興趣 

4.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景觀設計與規
劃作品集、論文、發表文章、參與研究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1.書面資料審查【50%】 

(1)學業成績 50% 

(2)研究興趣 30% 

(3)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景觀設計與規
劃作品集、論文、發表文章、參與研究

等) 2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1.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逕行錄
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書面資料審查 

2.面試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審查成績範圍。 

2.其他有助於甄試資料於面試時繳驗並列入
面試成績參考。 

3.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上午9時30分起。 

4.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丘逢甲
紀念館 3 樓紀 303)。 

5.推薦書格式，請自行上網下載，網址： 

http://www.tl.fcu.edu.tw 

6.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7.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652 

1.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上午10時30分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碩士學位學程辦
公室(紀念館 3 樓紀 309)。 

3.研究興趣書寫格式請自行上網下載，網
址：http://www.glr.fcu.edu.tw 

4.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
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772 

http://www.tl.fcu.edu.tw/
http://www.glr.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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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建設學院 

系所別 
西班牙薩拉戈薩大學物流供應鏈管理與 

創新創業雙碩士學位學程 

系所組 

代碼 
NM01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2 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證明 

3.GMAT/GRE 

4.IELTS/TOFEL(母語為英語人士，或大學畢業於全英語授課科系，可免繳交英語成績) 

5.推薦信2封 

6.個人履歷(Resume/CV) 

7.讀書計畫(Statement of Objectives) 

8.其他有利於資格審查之文件資料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英文面試【60%】 

2.書面資料審查【4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不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下午2時30分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學位學程辦公室(丘逢甲紀念館3樓紀303)。 

3.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4.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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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建築專業學院 

系所別 
建築碩士學位學程 

建築組 室設組 

系所組 

代碼 
CE033101 CE033102 

招生 

名額 

一般生5名 一般生4名 

合計9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證明 

4.推薦評估表二份(限用本系推薦評估表) 

5.研究計畫書一份(限用本系研究計畫書格式)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設計作品、學術論文、專題報告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60%】 

(1)學業成績 40% 

(2)研究計畫書 30% 

(3)其他有助甄試之資料 30% 

2.面試【4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不可 

備 

註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審查成績範圍。 

2.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無法以書面呈現)可於面試時繳驗。 

3.修業年限至少1.5年；若需要修習建築設計18學分，修業年限至少3.5年。 

4.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起。  

5.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學位學程辦公室(忠勤樓 5 樓忠 509)。 

6.研究計畫書及推薦評估表格式，請自行上網下載，網址：http://www.soa.fcu.edu.tw 

7.流用原則：兩組名額之招生缺額得為互為流用。 

8.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9.碩士生(本科獲得建築學學士學位)有機會取得上海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碩士學

位，依兩校雙聯學制合作協議書規定辦理。 

10.碩士生有機會取得匈牙利Budape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碩士學

位，依兩校雙聯學制合作協議書規定辦理。 

11.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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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建築專業學院 

系所別 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系所組 

代碼 
CE253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6名 

指定 

繳交 

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證明 

4.個人簡歷及自述(自述部份請包含下列重點：a.攻讀本學位之動機，b.希望修習之課程及
修習目的，c.畢業後之生涯規劃) 

5.推薦書二份 

6.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創作作品集、學術論文、專題報告、研究計畫書或競賽獲獎
資料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60%】 

2.面試【4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不可 

備 

註 
1.有助甄試資料列入面試範圍。 

2.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下午2時起。 

3.修業年限至少 1.5 年；若需要修習建築設計 18 學分，修業年限至少 3.5 年。 

4.碩士生有機會取得匈牙利 Budape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碩士學

位，依兩校雙聯學制合作協議書規定辦理。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學位學程辦公室(忠勤樓 5 樓忠 509) 

4.研究計畫書及推薦評估表格式，請自行上網下載，網址：http://www.soa.fcu.edu.tw 

5.如為轉學生，請另繳交轉學前之五專、二專或大學歷年成績單。 

6.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303 

 

http://sdswebx.fcu.edu.tw/QueryNotes/queryOne.jsp?id=C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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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班甄試 

院別 工學院 

系所別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博士班 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E054100 CE084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2 名(含在職生) 一般生 1 名(含在職生) 

定
交
料 

指
繳
資 

1.碩士論文或研究報告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
證明 

4.推薦函二封  

5.著作 

6.自傳(含個人經歷及未來發展規劃) 

7.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碩士論文、研究報告或已發表論文 

2.大學(附名次證明)及碩士歷年成績單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經歷、自傳、申請書 

5.推薦函 1~2 封 

6.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1)研究成果(碩士論文、研究報告、已接受
或發表之學術論文) 60% 

(2)大學(附名次證明)及碩士成績單 25% 

(3)其他(包含經歷、自傳、推薦函二封及其
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5%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50%】 

(1)研究成果(碩士論文、研究報告或已發表
論文)：40% 

(2)大學(附名次證明)及碩士成績單：30% 

(3)其他(包含經歷、自傳、推薦函及其他審
查之資料)：30% 

2.面試【50%】 

(面試 20 分鐘，請自行準備 5~10 分鐘之口
頭報告)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纖複系辦公室(工學

館2樓工221室)。 

3.推薦函及自傳格式可自行至本系網頁下載

http://www.fcm.fcu.edu.tw 

4.e-mail：fcm@fcu.edu.tw 

5.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3408。 

1.指定繳交資料列入審查成績範圍。 

2.面試時間：106年11月24日上午11：00時起。 

3.面試地點：前一日公布於本系網頁及本系

辦公室(學思樓 5 樓學 521)。 

4.本系另備推薦函表格，請自行至本系系所

公告下載 http://www.che.fcu.edu.tw。 

5.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3653。 

mailto:fcm@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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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工學院 

系所別 機械與航空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博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E174100 CE064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3 名(含在職生) 一般生 3 名(含在職生) 

定
交
料 

指
繳
資 

1.碩士論文(同等學歷免繳)、研究報告或已發

表論文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正本(同等學歷免

繳碩士成績單)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經歷、自傳及研究計畫書 

5.推薦函二封 

6.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1.碩士論文、研究報告或已發表論文 

2.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入學申請資料（含個人基本資料表、研究

計畫書、推薦函二封）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1)研究成果(碩士論文或研究報告或已發
表論文) 40% 

(2)大學或專科及碩士成績 30%(同等學歷
以大學成績計分) 

(3)其他(包含經歷、自傳、研究計畫書、推
薦函二封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30%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9 時起。 

(若考生因故未到考，在相同面試委員同意

下，得另行安排面試時間) 

2.面試地點：面試前三天公布於本校招生網

頁及本學程辦公室(工學館 5 樓工 517)。 

3.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 3035 

4.e-mail：wctsai@fcu.edu.tw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9 時起。 

2.面試地點：面試前三天於本校招生資訊網
頁公告，當日並公布於工工系辦公室(工學
館三樓工 318)。 

3.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603。 

4.「入學申請資料」表格及相關修業規定，請

自行上網查詢，網址： 

http://www.inde.fcu.edu.tw/graduate/ 

5.非大專院校工業工程系或研究所畢業者須修
相關科目，詳見 

  http://www.inde.fcu.edu.tw/graduate/ 

6.e-mail：inde@fcu.edu.tw 

mailto:fcm@fcu.edu.tw
http://www.inde.fcu.edu.tw/
http://www.inde.fcu.edu.tw/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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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商學院 金融學院 

系所別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系所組
代碼 

CB16410 CF014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14 名(含在職生) 在職生 6 名 

定
交
料 

指
繳
資 

1.依規定表格填寫個人資料－詳見備註 
2.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4.研究計畫書及有助於審查之學術性資料
（含碩士論文等） 

5.推薦函二封(應屆畢業生需一封為指導教
授)－無制式格式 

6.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報考在職生者，請另附「在職工作經歷」
之相關資料 

※報考一般生者，除應屆畢業生外，請另附
服務年資證明（如：勞健保投保證明、離
職證明書–須載明在職起訖年月）。 

1.履歷表及自傳 

2.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或畢業證書
影本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
證明 

4.研究計畫書 

5.推薦函一封－無制式格式 

6.10年(含)以上工作年資證明書【具備金融業
資深主管經歷】 

※工作年資證明書(如：勞保卡、離職證明書
－須載明在職起迄年月) 

7.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60%】 

2.面試【40%】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成績特優者免參加面試並得
逕行錄取，逕行錄取名額至多為招生名額
的一半。 

2.其餘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 書面資料審查 

2. 面試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不可 不可 

備 

註 

1.本學程依主修分為「經營管理」、「醫療產
業管理」及「會計稅務管理」三大領域組
別。 

2.面試時間：106年 11 月 26 日上午9時起。 

3.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辦公室(商學大樓七樓商 709 室)。 

4.個人資料表格，請自行上網下載(商學博士
學位學程之公告事項)，網址： 

http://www.bphd.fcu.edu.tw 

5.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4071、4072。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18-25 日(依個別約
定時間進行)。 

2.面試地點：公布於金融博士學位學程辦公室
(商學大樓七樓商703室)。 

3.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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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理學院 

系所別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博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S034100 CS024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1 名 一般生 1 名(含在職生) 

定
交
料 

指
繳
資 

1.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3.研究計畫書 

4.推薦函一封 

5.著作(畢業者含碩士論文)及其他有助於甄

試之資料 

1.碩士論文 

2.研究計畫書 

3.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正本 

4.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
證明 

5.推薦函三封 

6.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著作 

7.經歷、自傳及讀書計畫 

8.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1.書面資料審查【30%】 

2.面試【7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學思

樓 3 樓學 321)。 

3.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5304。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1 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理學大樓

3 樓理 301)。 

3.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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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人文社會學院 

系所別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系所組
代碼 

CS044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3 名 

定
交
料 

指
繳
資 

1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證明 

3.自傳 

4.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請附碩士論文初稿本） 

5.研究計畫書 

6.其他有助甄試之資料（如學術論文、專題報告、文創作品、獲獎資料等） 

◆以上審查資料一式兩份，請分裝兩袋。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 

2.面試地點：本校人言大樓九樓。 

3.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5353。 

4.研究計畫書表格請至本系網頁下載，網址：http://www.cl.fcu.edu.tw 

5.鼓勵多元發展，得以藝文創作或展演成果申請學位考試。 

6.可免費修習華語教師學程。 

 

 

http://www.cl.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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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資訊電機學院 

系所別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系所組
代碼 

CE074100 CI034100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3 名 一般生 3 名 

定
交
料 

指
繳
資 

1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

關證明 

3.個人基本資料表(含自傳) 

4.研究計畫書 

5.推薦函二封 

6.其他可供參考之資料(例如論文、著作等) 

1.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

證明 

3.自傳及研究計畫書 

4.推薦函二封 

5.其他可供參考之資料(例如論文、著作等)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1.書面資料審查【40%】 

2.面試【6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可 

備 

註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3 時起。 

2.面試地點：當日公布於本系辦公室(資電館

2 樓資電 201)。 

3.個人基本資料表、推薦函格式請至本系網頁

下載，網址： 

(http://www.iecs.fcu.edu.tw) 

4.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707。 

 

1.面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2 時起。 

2.面試地點：面試前一日公布於本學位學程網

頁(http://www.gece.fcu.edu.tw)。 

3.自傳、推薦函格式請至本學程網頁下載。 

4.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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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建設學院 

系所別 
土木水利工程與建設規劃博士學位學程 

土木組 水利組 資源規劃組 

系所組
代碼 

CE144101 CE144102 CE144103 

招生 

名額 

1 名 1 名 3 名 

一般生 5 名(含在職生) 

定
交
料 

指
繳
資 

1.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學歷及其他相關證明 

3.研究計畫書 

4.推薦函二封 

5.著作(畢業者含碩士論文)及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 

甄試 

項目 

及 

占分 

比例 

1.書面資料審查【50%】 

(1)研究成果(碩士論文、研究報告或已發表論文) 50% 

(2)大學(專)及碩士成績 25% 

(3)其他(包含經歷、自傳、推薦函二封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25% 

2.面試【50%】  

甄試 

方式 
所有考生均參加面試 

同分 

參酌 

順序 

1.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 

申請 

提前 

入學 

可 

備 

註 
1.本博士學位學程因教學、研究需要分設土木組、水利組、資源規劃組等三組，網路報名時

須登錄報考組別。 

2.在職者不得以一般生身份報考，報考一般生者，需繳交「不在職切結書」。 

3.不在職切結書可自行至本學位學程網頁下載：http://www.gche.fcu.edu.tw 

4.流用原則：三組名額之缺額不得跨組流用。 

5.面試時間：土木組、水利組、資源規劃組均於 106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2 時起。 

6.面試地點：當日並公布於本學程辦公室(丘逢甲紀念館三樓 309 室)及土木系、水利系辦

公室(土木水利館三樓)。 

7.聯絡電話：(04)24517250 轉 3252。 

8.e-mail：pylin@fcu.edu.tw 

http://www.gche.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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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摘錄) 

106 年 6 月 2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60073088B 號令修正 

第 1 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略)  

第 3 條 (略)  

第 4 條  (略)  

第 5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修

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

歷年成績單。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

算已滿一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包括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

畢業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者

經離校三年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畢業

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者，比照二年制專科學校辦理。各

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 

五、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六、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

驗三年以上。 

(二) 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

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第 6 條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

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第三條及前條

所定新生入學考試。  

第 7 條 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

議通過，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試。  

第 8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年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不包括論文），因故未能

畢業，經退學或休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及檢附歷年成

績單，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二、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學位考

試，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及檢附歷年成績單，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

文水準之著作。 

三、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經有關專業訓練二年以上，並提

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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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年以上，並提出相當於

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五、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六年以上，

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前項各款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由各大學自行認定；其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

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有關專業訓練及第四款、第五款所定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由

學校自行認定。   

第 9 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

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

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

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修

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

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

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

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

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與第三項第一款、第五

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

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第五項、前項、第十項及第十二項所定國外或香港、澳門學歷（力）證件、成績單

或相關證明文件，應經我國駐外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驗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布生效後，臺灣

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人民、

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且符合下列

各款資格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五條第一款

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一、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認可名冊，且無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八條

不予採認之情形。 

二、其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

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 

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得

準用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其畢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

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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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

類學校修業年級者，或持大陸地區學士學位，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

修習第四條第三項第二款之不同科目課程達二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得報考

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二年級。 

持前三項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報考者，其相關學歷證件及成績證

明，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程度成績單、學歷（力）證件，及經當地

政府教育主管機關證明得於當地報考大學之證明文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

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

生入學考試。但大學得視其於國外或香港、澳門之修業情形，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

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第 10 條 軍警校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

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一、離校或休學年數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數之計算：以專業訓練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開

始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第 12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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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103 年 8 月 5 日教育部 

臺教高(五)字第 1030103472B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大學辦理持國外學歷入學學生之學歷採認事宜，應依本辦法規定為之。 

第 3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採認：指受理學校就申請人所檢附之國外學歷文件所為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相
當學歷之認定。 

二、參考名冊：指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就外國大專校院，收錄其名稱、地址所
彙集而成並經公告之名冊。 

三、驗證：指申請人持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明等證件，向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申請證明文件
為真。 

四、查證：指學校查明證實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
對學校認可情形與其入學資格、修業期限及修習課程等事項。 

第 4 條 國外學歷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始得採認： 

一、畢（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府
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二、修業期限、修習課程，應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第 5 條 申請人申請國外學歷採認，應自行檢具下列文件，送各校辦理： 

一、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二、包括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份。但申請
人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 

三、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文件。 

前項第一款文件，受理學校得逕向申請人國外畢業學校查證、函請我國駐外館處協
助查證，或請申請人辦理驗證。 

第六條第八項及第九項之申請人，得以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
專業評鑑團體出具之證明文件代替第一項第二款資料。 

第 6 條 第四條第二款所稱修業期限，指申請人停留於當地學校之修業時間，其規定如下： 

一、持高級中等學校學歷者，累計修業時間應符合當地國學制之規定。 

二、持學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三、持碩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八個月。 

四、持博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 

五、碩士、博士學位同時於同校系（所）修習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二十四個
月。 

六、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
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 

前項修業期限，各校應對照國內外學制情形，以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當地國學制、
修業期間學校行事曆及入出國紀錄等綜合判斷，其所停留期間非屬學校正規學制及
行事曆所示修課時間者，不予採計。 

修讀學士學位表現優異者，其修業期限，得由各校衡酌各該國外大學學制規定及實
際情況，予以酌減。 

符合特殊教育法所稱身心障礙者，其修業期限，得由各校衡酌各該國外大學學制、
身心障礙程度及其他實際情況，予以酌減。 

經由國際學術合作模式，同時在國內外大學修讀同級學位者，不得全程於國內大學
修業；其修業期限，得累計其停留於各當地大學之修業時間，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一、持學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二、持碩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二個月。 

三、持博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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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人於國內外大學修習之學分數，累計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
之一以上。 

申請人修業時間達第一項或第五項所定修業期限三分之二以上，其修業期限得由學
校就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當地國學制、修業期間學校行事曆、入出國紀錄及國內同
級同類學校學制等綜合判斷是否符合大學入學同等學力後予以採認。 

申請人入學所持國外學歷依國外學校規定須跨國（不包括我國）修習者，由申請人
出具國外學校證明文件並經學校查證認定後，其跨國之修業期限得併計為第一項所
定之當地修業期限，且該跨國修習學校應符合第四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或香
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 

申請人持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設立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學歷入學者，其
停留國內大學之修業期限得併計為第一項及第五項所定之修業期限。 

第 7 條 第四條第二款所定修習課程，如以遠距教學方式修習，取得國外學校學歷者，應在
符合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之學 校修習科目學分，或經由國際學術合作在國內大學修習
學分，其學分數並符合國內遠距教學之規定。 

第 8 條 各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除藝術類文憑，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查證後採認外，應依
下列程序為之： 

一、國外高級中等學校學歷或已列入參考名冊之國外學校學歷，由各校依本辦法規
定採認。 

二、未列入參考名冊之國外學校學歷，各校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查證後採認。 

前項採認如有疑義時，學校應組成學歷採認審議小組進行採認；該小組之組織及運
作規定，由學校定之。 

經前項學校審議小組審議後仍無法逕行採認者，學校得敘明疑義，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送本部協助。 

第 9 條 各校辦理國外學歷查證，應由申請人出具授權查證之同意書及相關文件。 

各校向申請人國外畢業學校查證，或函請駐外館處協助查證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之
項目如下： 

一、入學資格。 

二、修業期限。 

三、修習課程。 

四、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對學校認可情形。 

五、其他必要查證事項。 

第 10 條 國外學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採認： 

一、經函授方式取得。 

二、各類研習班所取得之修課證書（明）。 

三、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未獲得博士學位，申請採認相當於碩士學位資格。 

四、未經註冊入學及修業，僅以論文著作取得博士學位。 

五、名（榮）譽學位。 

六、非使用中文之國家或地區，以中文授課所頒授之學歷。但不包括高級中等學校
學歷。 

七、未經本部核定，在我國所設分校、分部及學位專班，或以國外學校名義委託機
構在國內招生授課取得之學歷。 

八、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學歷不符第七條規定者。 

第 11 條 申請人所提供之各項證件，有偽造、變造、冒用等不實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
撤銷其學歷之採認。獲錄取者，撤銷其入學許可；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
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發現者，撤銷畢業資格，並請申請人繳
還及註銷學位證書；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第 12 條 國內各用人或考試機構採認國外學歷者，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參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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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102 年 4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20055777C 號 令修正 

第1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大陸地區學歷證件：指由大陸地區各級各類學校或學位授予機構（以下簡稱機

構）發給之學歷證件，包括學位證（明）書、畢業證（明）書及肄業證（明）

書。 

二、 查驗：指查核驗明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且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相關證件，或經大陸地區指定之認證中心證明屬實之

證明文件，及其他依本辦法規定應檢具之相關證件。 

三、 查證：指依大陸地區學歷證件、成績證明、論文等文件、資料，查明證實當地

政府權責機關對學校或機構認可情形與其入學資格、修業期限及修習課程等事

項。 

四、 採認：指就大陸地區學歷完成查驗、查證，認定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相當

之學歷。 

五、 認可名冊：指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就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之研究及教

學品質進行認可後，收錄其名稱、地址所彙集並公告之名冊。 

第3條 下列人民持有大陸地區學歷證件者，得依本辦法申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一、 臺灣地區人民。 

二、 申請來臺灣地區就讀之大陸地區人民。 

三、 申請於臺灣地區大專校院依法於境外開設之專班就讀之大陸地區人民。 

四、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 

五、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之大陸地區人民。 

前項人民，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三日修正生效後，於當學期或以後學期

入學於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就讀者，始得依本辦法申請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採

認。 

第4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中等以下各級各類學校學歷： 

(一) 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學歷證件【畢業證（明）書或肄業證（明）

書】及公證書影本；必要時，另應檢附歷年成績證明。 

(二) 前目公證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陸地

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二、 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 

(一) 肄業： 

1. 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肄業證（明）書、歷年成績證明及公證

書影本。 

2. 本目之 1 公證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

大陸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二)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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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畢業證（明）書。 

2. 學位證（明）書及歷年成績。但高等學校或機構專科學歷，得免檢具

學位證（明）書。 

3. 本目之 1 及之 2 文件經大陸地區指定之認證中心證明屬實之證明文

件。 

4. 碩士以上學歷者，並應檢具學位論文。 

前項第二款第二目之 1 至之 3 文件，經本部依第六條規定查證認定有疑義時，並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 前項第二款第二目之 1 及之 2 文件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公證書影本。 

二、 前款公證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陸地區公證

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除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外，

並應檢具居留證。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除應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辦理外，並應檢具國民身分證。 

第5條 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除準用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規定檢具文件外，並

應檢具國民身分證明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臺灣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大學就讀後，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經由學術合作，同時

在本部認可名冊內所列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修讀學位者，其申請學歷採認，

得免檢具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 1 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畢業證（明）書。 

第6條 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持大陸地區中等以下各級各類學校學歷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除第

二款以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採認。 

二、 持大陸地區中等學校學歷、高等學校或機構專科學歷擬就讀學士學位，或持大

陸地區中等學校學歷擬就讀二專副學士學位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

由就讀學校辦理查驗後，送本部辦理查證及認定。 

三、 申請來臺灣地區就讀碩士、博士學位，或申請於臺灣地區大專校院依法於境外

開設之專班就讀之大陸地區人民，由就讀學校辦理查驗後，送本部辦理查證及

認定。 

四、 持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除前款以外，

由本部辦理採認。 

前項第一款所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指申請學歷採認當事人戶籍

所在地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無戶籍者，指申請學歷採認當事人擬就讀學校所在地

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本部辦理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查證、認定及第四款採認，必要時，得委託學校、

機關（構）或團體為之。 

第7條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之修業期間及修習課程，應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

相當。各級學歷或學位之修業期間，規定如下： 

一、 持專科學歷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六個月。 

二、 持學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三十二個月。 

三、 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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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持博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六個月。 

五、 碩士、博士學位同時修習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二十四個月。 

六、 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

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六個月。 

經由學術合作，同時在臺灣地區大學及本部認可名冊內所列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

機構修讀學位者，該二校修業期間，得依下列規定予以併計，不適用前項規定。但

在二校當地修習學分數，累計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一、 持學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三十二個月。 

二、 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二個月。 

三、 博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二十四個月。 

前二項修業期間，應以申請人所持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之行事曆及相關文件綜

合判斷。 

第8條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之採認，應以認可名冊內所列者為限；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予採認： 

一、 非經正式入學管道入學。 

二、 採函授或遠距方式教學。 

三、 經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方式通過後入學。 

四、 在分校就讀。 

五、 大學下設獨立學院授予之學歷。 

六、 非正規學制之高等學校。 

七、 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之學歷。 

八、 學士以上學位未同時取得畢業證（明）書及學位證（明）書。 

九、 其他經本部公告不予採認之情形。 

第9條 經本部採認之大陸地區學歷，不得以該學歷辦理臺灣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之審查及教師資格之取得。 

第10條 外國人、香港及澳門居民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準用本辦法所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

採認之規定。 

第11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自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制定生效後，至九

十九年九月三日修正生效前，已於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就讀者，其所取得之學

歷或學位，符合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得申請參加本部自行或委託學校、機關（構）

或團體辦理之學歷甄試；經甄試通過者，由本部核發相當學歷證明。 

前項甄試，得以筆試、口試、論文審查或本部公告之方式辦理。 

申請參加學歷甄試應檢具之文件，準用第四條規定。 

第12條 申請人所提供之各項證件，有偽造、變造、冒用情事者，應予撤銷其學歷之採認，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第13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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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行政院臺 (86)教字第二六五一○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教育部臺 (86)參字第八六○七六二九二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條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七月十日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20098362B 號令修正發布第 2、4、10 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檢覈，指香港或澳門各級各類學校畢業證（明）書、學位證（明）書、

高級文憑或肄業證（明）書之審查；所稱採認，指經審查後就香港或澳門學歷與
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相當之學歷之認定。 

第 3 條   香港或澳門中等以下學校及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學校學歷之檢覈，由受理機關
或學校自行審查屬實者予以採認。 

前項認可名冊由教育部公告之。 

第 4 條   香港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學歷之檢覈，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學歷證件
（外文應附中譯本）。 

二、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歷年成績證
明（外文應附中譯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入出境日期紀錄。 

四、其他相關文件。 

第 5 條   香港或澳門學歷經檢覈，其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區同級同
類學校規定相當者，始予認定其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相當之學歷。 

第 6 條   香港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製發之學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檢覈及採認： 

一、經函授或遠距教學方式取得者。 

二、持語文或職業訓練所獲之能力證 (明) 書者。 

三、修畢博士班課程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而未獲得博士學位，申請採認為相當於
碩士學位資格者。 

四、持名 (榮) 譽博士學位者。 

五、修習課程非屬正規學制者。 

六、在香港或澳門以外地區設立之分校就讀者。 

第 7 條   受理機關或學校辦理香港或澳門學歷之採認發生困難時，得函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認定，必要時並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舉行甄試。甄試合格者，始予採認。 

前項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專科以上學校為教育部，中等以下學校為地方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 

第 8 條   在臺灣地區立案之香港或澳門私立學校學歷依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辦理。 

第 9 條   香港或澳門中等以下學校學歷之檢覈及採認，除本辦法之規定外，得由地方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訂定補充規定。 

第 10 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但有本條例第六十二條但書情形時，分別自本條
例一部或全部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Q0030008&FL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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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元大銀行全省分行一覽表 

分行 地址 聯絡電話 分行 地址 聯絡電話 

士林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314 號  
(02) 2837-6638  館前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

南路 1 段 15 號  
(02) 2388-3938  

大同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

路 66 號  
(02) 2558-5869  

南京東路分

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

東路 3 段 221 號  
(02) 2545-8777  

忠孝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

路五段 400 號  
(02) 8786-7778  古亭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

福路三段 37 號  
(02) 2365-4567  

中山北路分

行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

路二段 131 號  
(02) 2521-7888  營業部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

南路 1 段 66 號 1~2

樓  

(02) 2173-6680  

台北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

路二段 38 號 1 樓  
(02) 2705-7888  景美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

街 3 號 1~2 樓  
(02) 8663-6766  

松山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

路 5 段 675 號  
(02) 8785-7618  和平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一段 212 號  
(02) 2368-8066  

西門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寶慶路

69 號  
(02) 2388-2768  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

路 618 號 1 樓  
(02) 8751-8759  

天母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

路 14 號  
(02) 2871-2558  承德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

路 3 段 210 號  
(02) 2592-0000  

民生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

路四段 52-1 號  
(02) 8712-9666  信義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

路 4 段 236 之 1 號  
(02) 2703-2569  

松江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09號及 111號 8樓之
1  

(02) 2516-8608  城中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

路 42 號  
(02) 2382-2888  

大安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

路 1 段 148 號之 1  
(02) 2395-8199  光復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

東路 4 段 300 號 3 樓

之 1  

(02) 8773-6667  

公館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

路 3 段 275 號  
(02) 2369-3955  文德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

路 68 號  
(02) 2797-7988  

延平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

路 2 段 57 號  
(02) 2558-9222  北投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

路 2 段 35 號  
(02) 2898-2121  

敦南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

路一段 271 號  
(02) 2700-5818  板橋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

路 1 段 69 號  
(02) 2953-6789  

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657 號  
(02) 8231-1288  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

路三段 111 號  
(02) 2983-2255  

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

1 段 255 號  
(02) 2270-3030  雙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

路 232 號 2 樓之 1  
(02) 2245-7198  

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246 號  
(02) 2996-7999  中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

街 1、3 號 1 樓  
(02) 2245-6789  

新店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二段 252 號 1 樓  
(02) 2912-5799  北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

北路 195 號  
(02) 2982-9192  

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

路 10 號 1 樓  
(02) 2281-8958  樹林分行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

路一段 99 號  
(02) 2675-7268  

上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73 號  
(02) 2990-0999  埔墘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

路二段 125 號  
(02) 8952-0788  

新店中正分

行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225 號 1、2 樓  
(02) 2911-0058  桃園分行  

桃園縣桃園市莊敬

路 1 段 375 號  
(03) 35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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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銀行全省分行一覽表(續) 

桃興分行  
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

51 之 2 號  
(03) 338-5518  中壢分行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

東路 7 號  
(03) 426-6007  

林口分行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三

路 118 號  
(03) 328-8999  平鎮分行  

桃園縣平鎮市環南

路 18 號  
(03) 494-2690  

南崁分行  
桃園縣蘆竹鄉錦興村

中正路 309 號  
(03) 312-9550  大統分行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

196 號 1 樓  
(03) 523-6600  

新竹分行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

276 號  
(03) 545-6688  竹北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

六路 85 號  
(03) 555-9199  

竹科分行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

段 267 號 1~2 樓  
(03) 666-7888  苗栗分行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

路 460 號  
(037) 336-678  

復興分行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

段 269 號  
(04) 2261-6889  台中分行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 2

段 8 號  
(04) 2227-1799  

崇德分行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

2 段 46、46-3、46-6、

46-7、46-8、46-9 號  

(04) 2232-9961  文心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

路三段 337 號  
(04) 2297-0068  

中港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

路三段 102-10 號  
(04) 2465-0889  沙鹿分行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

路 535 號  
(04) 2665-6656  

太平分行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路

53 號  
(04) 2270-2688  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

西路 23 號  
(04) 2529-3366  

大里分行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路

724 號  
(04) 2492-2288  大甲分行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

路一段 833 號  
(04) 2688-6088  

員林分行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

二段 283 號  
(04) 835-6403  北斗分行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

路 166 號  
(04) 887-3881  

彰化分行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二段 898 號  
(04) 726-7001  鹿港分行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

路 321 號  
(04) 778-5799  

草屯分行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

88 號  
(049) 232-1661  虎尾分行  

雲林縣虎尾鎮和平

路 1 號  
(05) 633-9169  

斗南分行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

67 號  

(05) 

597-1138~40  
斗信分行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

路 29 號  
(05) 535-1799  

嘉義分行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

185 號 1、2 樓  
(05) 232-7469  開元分行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461 號  
(06) 238-3125  

府城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

1 段 165 號  
(06) 228-1281  安和分行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

路一段 226、228 號  

(06) 

255-1236~8  

府東分行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

段 348 號  
(06) 268-7815  台南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

路一段 348 號 1~2

樓  

(06) 293-8688  

永康分行  
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

511 號  
(06) 312-6789  佳里分行  

台南市佳里區文化

路 278 號  
(06) 721-4888  

博愛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

路 491 號  
(07) 558-6088  三民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

路 715 號  
(07) 395-1588  

高雄分行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

路 143 號  
(07) 282-2101  左營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

大路 158 號  
(07) 581-0898  

鳳山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

路 280 號  
(07) 715-2700  屏東分行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

路 690 號  
(08) 735-0426  

羅東分行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

路 38 號  
(03) 956-8966  花蓮分行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

一路 167 號  
(03) 831-1708  

東信分行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

一段 427 號  
(089) 324-351  金門分行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

路 188-1 號  
(082) 32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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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六 

網路報名繳費方式說明 

一、繳費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時起至 11 月 7 日晚上 12 時止。 

二、繳費前請先上網取得繳款帳號。 

三、繳費方式：下列三種方式擇一繳費，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一)【自動櫃員機（ATM）轉帳】（手續費自付） 

請持晶片金融卡（不限考生本人之金融卡）至各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ATM）轉

帳繳費（轉帳手續費由轉出帳號負擔，不包含於報名費內）。 

 

 

 

 

 

 

 

 

 

 

 

 

 

 

 

 

 

 

 

 

【備註】 

1.持晶片金融卡至自動櫃員機（ATM）辦理轉帳繳費者，請先確認晶片金融卡具有

轉帳功能後再進行轉帳繳費。若所持金融卡不具有轉帳功能時，請逕向原開戶之

晶片金融機構申辦轉帳功能，再行轉帳繳費。 

2.若使用郵局之自動櫃員機轉帳繳費方式，將晶片金融卡插入自動櫃員機後，請選

擇『跨行轉帳』功能後，再選擇『非約定帳號』，輸入元大銀行行庫代碼 806、報

名費繳費帳號及轉帳金額，完成轉帳繳費。 

 

金融卡插入 ATM 後選擇

「轉帳」功能 

 

輸入元大銀行 

行庫代碼 

「806」 

 

上網取得之個人專屬之

「銀行繳款帳號」14 碼 
碩：98269xxxxxxxxx 
博：98268xxxxxxxxx 

 

輸入轉帳金額 
碩士班：1000、400、500 元 
博士班：2000 或 800 元 

 
 

完成繳款 

(請列印交易明細表) 

 

將交易明細表正本印出

後自行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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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元大銀行臨櫃繳費】（免收手續費） 

請至元大銀行全省分行（參閱附錄五）櫃檯以現金繳款，帳號務必填寫正確。 

(三)【至其他金融機構櫃檯跨行匯款】（手續費自付） 

請至全國金融機構櫃檯辦理跨行匯款。 

 

※考生若選擇 (二)或(三) 繳費方式至銀行櫃檯繳款時，務須於繳費期間內每天下

午 3 時 30 分以前至銀行櫃檯繳款，「匯款單」收款人戶名及帳號務請依下列文

字填寫，以免因填寫錯誤以致無法完成入帳，而影響考生權益。 

入帳行：元大銀行台中分行 (元大銀行代號 806) 

戶  名：逢甲大學 

帳  號：填寫上網取得之「銀行繳款帳號」14 碼 

金  額：碩士班 1,000 元、400 元或 500 元  

      博士班 2,000 元或 800 元 

四、繳費查詢： 

(一)上述三種繳費方式，均須使用「銀行繳款帳號」，該帳號僅供考生個人使用，請小

心輸入或填寫。 

(二)以【自動櫃員機（ATM）轉帳】及【至元大銀行臨櫃繳費】兩種方式繳費者，可

於 30 分鐘後進入本校網路報名系統，點選「碩士班甄試入學」或「博士班甄試入

學」之「資訊服務」選項，查詢是否完成繳費入帳，如已入帳成功即可上網報名。 

(三)以【至其他金融機構櫃檯跨行匯款】方式繳費者，因各行庫跨行匯款係人工作業，

須當日下午 6:00後方可上網查詢是否完成繳費入帳，如已入帳成功即可上網報名。

（為確保考生權益，繳費期限最後一日，請勿以跨行匯款方式繳費，以免因各行

庫人工作業延誤而影響報名。） 

五、繳費完成後，請檢查交易明細表，若「交易金額」及「手續費」（持元大銀行晶片金融

卡轉帳繳費者免扣手續費）欄沒有扣款紀錄，即表示轉帳未完成，請依繳費方式再次

完成繳費。 

六、使用自動櫃員機（ATM）繳費轉帳後，請儘早持存摺至原行庫補登錄以確定轉帳成功。

若因報名費不正確、帳號寫錯、轉帳未成功而延誤報名，由考生自行負責。 

七、繳費後請將交易明細表正本或匯款單自行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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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網路報名注意事項及作業流程 

逢甲大學網路報名招生系統是在全球資訊網（www）上操作的系統，使用網路報名的考

生僅須一台可上網電腦、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 8.0 以上）與印表機即可進行網路報名及各

項網路查詢服務。為了美觀與使用方便，本系統建議最佳解析度為 1024×768 以上。 

 網路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日期： 

1、上網取得繳款帳號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至 11 月 7 日 

（星期二）下午 6 時止。 

2、上網登錄報名資料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至 11 月 8 日 

（星期三）晚上 12 時止。 

(二)報名流程：上網取得繳款帳號繳交報名費再次上網登錄報名資料及上傳照片檔  

          列印報名表件 郵寄審查資料完成報名 

(三)報名網址：http://www.fcu.edu.tw 點選「招生資訊總覽」→「網路報名系統」→再點選

「碩士班甄試入學」或「博士班甄試入學」進入。 

(四)預覽輸入結果確認所登錄資料無誤後送出，並產生網路報名「流水號碼」，才算完成資

料輸入程序，同時請務必要列印網路報名表及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五)報名資料輸入後，考生務須再將 2 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檔上傳，才算完成報名手續。上

傳照片檔案格式比照身分證照片大小 jpg 檔，檔案大小請勿超 1MB；請勿傳送自行拍攝

之生活照片，考生若無電子檔者，請以 2 吋照片自行掃描，解析度設定為 300dpi 即可。 

(六)報名網頁中之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出生日期皆為查證身分用；通訊地址及 e-mail 帳

號為寄發各項通知及成績單之用，請務必詳實填寫。 

(七)報名資料一旦確認傳送後，除個人通訊資料可於報名截止日前上網修改外，考生不得以

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系所（組）別，輸入報名表各項資料時請謹慎小心，並核對清楚

無誤後再繳費，以免權益受損。（例：地址輸入錯誤，以致應考證及成績通知單無法寄

達，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八)若遇須造字時，請先用「＊」代替輸入，並填寫本簡章「報名考生造字申請表」(附表六)，

傳真至本校招生委員會處理，處理結果依應考證所載為準。傳真號碼：04-24512908。 

(九)考生應備妥所有應繳資料，依簡章所明定之報名手續及報名日期，寄回完成報名。 

(十)如指定繳交資料過多而無法裝自備大型信封內，請另行包裝，並將報名專用信封封面黏

貼於包裹上，連同報名資料一次寄送。 

※有關考生照片上傳之「操作說明」，將在報名期間詳載於本校招生入學網頁之「網路

報名系統」中，請務必詳閱。 

http://www.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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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報名資料若有不一致時，概以寄回的書面報名資料為準。 

(十二)凡未於 11 月 8 日前（以郵戳為憑）寄回報名表及報名所需繳交之相關表件，視同未

完成報名手續。 

(十三)網路報名完成後，可利用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自行查詢報名狀態、應考證號碼、成

績單等相關資訊。 

(十四)利用 E-mail 通知考生之資料項目，包括報名費入帳通知、應考證號碼通知、試場通知、

成績單通知等資訊。 



 

65 

 

網路報名流程圖： 

 
 
 
 
 
 
 
 
 
 
 
 
 
 
 
 
 
 
 
 
 
 
 
 
 
 
 
 
 
 
 
 
 
 
 
 
 
 
 
 
 
 
 
 
 
 
 
 
 
 
 
 
 
 

30 分鐘後 

 

通知考生
上網報名 

繳交報名費 (請參閱簡
章之繳費方式說明) 

應於報名截止日前傳真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至

04-24512908 逢甲大學招生

行政組審核(註明姓名、報考

系所組別、聯絡電話) 

進入網路報名表輸入網頁，輸

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報考系所學位學程組別 

通知考生上網報名 

考生在交易明細表或繳
費收據上註明身分證字
號、姓名及聯絡電話傳
真至招生行政組(Fax：
04-24512908 ) 

招生行政組確認
是否繳費成功? 

是 

 

是否已繳費？ 

否 

 

網路報名表輸入，考生預覽資

料無誤後，送出網路報考資料 

列印網路報名表、報名

表專用信封封面，連同

其他相關審查資料於期

限內寄出 

 

否 

 

依簡章規定辦理退費 

(中)低收入戶？ 

取得一組個人專屬繳款帳號 (14 碼) 

【報考一系所學程(組)須一組繳款帳號】 

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招生行政收件進行審查作業 

招生行政組取消考生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通
知考生繳費 

 招生行政組審查通

過? 

否 

 
是 

考生進入報名網頁填寫基本資料 
【身分證字號、報考系所學位學程(組)、
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 ( 僑生請
輸入出生年月日加英文名字前兩碼 ) 
 

是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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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逢甲大學招生考試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一、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為辦理本校各項入學招生考試相關試務，提供系(所、學位學程)考試成績、審查資料、

分發及報到等招生資訊服務，並作為招生相關統計研究分析、錄取新生學籍管理作業及

發放獎助學金使用。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方式: 

經由本校招生考試網路報名系統或書面資料蒐集，於考生完成報名作業後，即同意本校

將相關資料及成績予招生考試各項試務、辦理新生報到及入學資料建置使用。 

三、個人資料蒐集之類別: 

姓名、身分證字號(或公民身份證號或護照號碼)、國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性別、

E-mail、學歷、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緊急聯絡人、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情形、工作資料、婚姻狀況、財力證明、健康狀況等。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本校考生個人資料

電子檔保存期間，為自本招生之學年度起算 4 個學年度，並於期限屆滿後主動銷毀;個人

書面資料則於 1 年後主動銷毀。 

五、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及對象: 

本校所取得個人資料的利用地區為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考生授

權處理、利用之地區，本校各級人員依權責及業務的不同，設定必要的系統存取權限，

只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能接觸考生的個人資料。 

六、考生如提供不完整或不確實的個人資料，將可能影響考生考試、後續審查相關試務及接

受考試服務的權益。 

七、考生確認填寫的各項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需更改，除招生簡章規定不得更改的

欄位外，其餘欄位可於報名截日前上網修改。 

八、考生得依個人資料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考生得以書面、傳真、電話等方式與本校招生委員會

聯絡（相關聯絡方式請詳見報名簡章），行使上述之權利。 

九、本校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

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十、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考生向本校提出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

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校違背法令

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本校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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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公私立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代碼對照表 

大  學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101 國立政治大學 140 中國文化大學 

102 國立清華大學 141 靜宜大學 

103 國立臺灣大學 142 長庚大學 

1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3 元智大學 

105 國立成功大學 144 中華大學 

106 國立中興大學 145 大葉大學 

107 國立交通大學 146 華梵大學 

108 國立中央大學 147 義守大學 

109 國立中山大學 148 世新大學 

11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49 銘傳大學 

111 國立中正大學 150 實踐大學 

1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51 南華大學 

1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52 真理大學 

114 國立陽明大學 153 大同大學 

115 國立東華大學 154 慈濟大學 

11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55 亞洲大學 

117 國立臺北大學 156 長榮大學 

118 國立嘉義大學 157 玄奘大學 

119 國立臺南大學 158 開南大學  

120 國立高雄大學 159 佛光大學 

121 國立聯合大學 160 明道大學 

122 國立宜蘭大學 161 康寧大學 

123 國立臺東大學 162 臺北醫學大學 

124 國立金門大學 163 中山醫學大學 

12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64 中國醫藥大學 

126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65 高雄醫學大學 

127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66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2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67 國立體育大學 

129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68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3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69 臺灣首府大學 

131 國立屏東大學 170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132 臺北市立大學 171 馬偕醫學院 

133 國防大學 172 法鼓文理學院 

134 東海大學 173 基督教臺灣浸會神學院 

135 輔仁大學 174 臺北基督學院 

136 東吳大學 175 一貫道天皇學院 

137 中原大學 176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138 淡江大學 177 一貫道崇德學院 

139 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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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代碼對照表(續)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20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40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20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41 南開科技大學 

20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42 中華科技大學 

20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43 東南科技大學 

20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24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20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45 景文科技大學 

20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46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20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47 僑光科技大學 

2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48 美和科技大學 

210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249 環球科技大學 

21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50 吳鳳科技大學 

21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51 中州科技大學 

21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52 修平科技大學 

2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53 華夏科技大學 

215 文藻外語大學 254 醒吾科技大學 

216 嘉南藥理大學 255 南榮科技大學 

217 長庚科技大學 256 大華科技大學 

218 朝陽科技大學 301 慈濟科技大學 

219 南臺科技大學 302 致理科技大學 

220 崑山科技大學 303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21 樹德科技大學 304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222 龍華科技大學 305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223 輔英科技大學 306 東方設計大學 

224 明新科技大學 307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225 弘光科技大學 308 大漢技術學院 

226 正修科技大學 309 永達技術學院 

227 健行科技大學 310 和春技術學院 

228 建國科技大學 311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 

229 中臺科技大學 312 亞東技術學院 

230 高苑科技大學 313 南亞技術學院 

231 明志科技大學 314 蘭陽技術學院 

232 嶺東科技大學 315 黎明技術學院 

233 萬能科技大學 316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234 大仁科技大學 317 大同技術學院 

235 聖約翰科技大學 318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236 中國科技大學 319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237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320 臺灣觀光學院 

238 遠東科技大學 321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23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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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代碼對照表(續) 

專科學院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40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409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40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410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03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11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04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412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05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13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06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14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07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08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考試證照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501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503 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502 特種考試基層公務人員乙等考
試 

504 學力鑑定考試及格 

 

其  他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601 外國學歷 607 海軍軍官學校 

603 國立空中大學 608 陸軍軍官學校 

604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609 國防醫學院 

605 中央警察大學 610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606 空軍軍官學校 999 其他漏列學校或特種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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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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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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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附表一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認定申請表 

報考系所學程組別  

考生姓名  
應考證號碼 

(考生勿填)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聯絡方式 

手機： 電話： 

E-Mail： 

認定申請項目 

□入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六條，請勾選下列選項：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 

□曾於專科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 

□曾於於職業學校擔任技術及專業教師 

(應繳文件:曾服務學校開立之證明文件影本，須有擔任工作之職稱) 

□入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

成就表現。 

(應繳文件:專業領域成就卓越之具體事蹟或表揚獎項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入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
學歷 

備註： 

1.請於 106 年 11 月 1 日前將「同等學力資格認定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

校招生行政組。 

2.報考資格條件經本校校級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審查未通過者，本校招生

行政組將以不符報考資格辦理。 

3.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審查之目的，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僅存放於校內，作
為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審查管理與聯繫之用，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
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
整或不確實，將無法通過本次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資格審查。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電話：+886-4-24517250，分機 2181~2187，E-mail：admission@fcu.edu.tw。 

考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考生勿填》》---------------------------- 

審查結果 

初審結果 複審結果 

□ 審查通過。 

□ 審查未通過。 

單位主管核章：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 審查通過。 

□ 審查未通過。 

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 (戳印) 

年     月     日 

機密等級：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二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博士班同等學力考生著作審查認定申請書 

一.由考生填寫：

 

1、基本資料： 

報考系所組別 學系(所、學位學程)               組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通 訊 地 址 
□□□□□

  

  電  話：               手  機：             E-mail： 

具 備 資 格 

(請打√) 

□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年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不包括論文），因

故未能畢業，經退學或休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及檢附歷年成績單，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

學位考試，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及檢附歷年成績單並提出相

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經有關專業訓練二年以

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年以上，並提出

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六年

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2、學歷(力)： 

年    月至    年    月在              大學(學院)              所碩士班肄業 

年    月至    年    月在              大學(學院)              系學士班畢業 

年           月                  高等考試                     類科及格 

〈續下一頁〉 

 

 

 

 

 

機密等級：機密 



 

 

 

〈接上一頁〉 

3、相關之專業訓練、工作經驗： 

工作(訓練)機構單位 職 稱 工作(訓練)內容 起 訖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4、須 附 證 件： 

(1)論文著作 (2)以上學歷（力）證件、工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5、考生本人簽名：                       申請日期： 

 

二.由招生系所填寫： 

考生著作經審查後，結果如下：  

□ 通過，可以報考     □ 未通過  

審查人： 

日  期： 

 

說明： 

1.本表應於 106 年 11 月 1 日前檢附於論文著作上，連同系所繳交資料裝入「報名專用信封」

內一併寄(送)。 

2.由各報考系所對考生所繳「相當碩士論文之著作」進行報考資格審查。 

3.審查認定以「通過」或「未通過」評定之；其結果作為考生是否可以同學力資格報考博士

班甄試招生之依據。 

4.審查不通過者，以報考資格不符處理，由本校通知辦理退費事宜。 

5.逢甲大學為辦理博士班甄試同等學力考生著作審查認定之目的，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

將僅存放於校內，作為博士班甄試資格審查管理與聯繫之用，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期滿

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

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通過本次博士班甄試同等學力考生著作

審查認定。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電話：+886-4-24517250，分機 2181~2187，

E-mail：admission@fcu.edu.tw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三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服務工作年資證明書 

姓 名  報考系所

學位學程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關 
 

地址：               電話： 

服務部門  職 稱  

任  職 

起訖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服務期間共計滿：   年   個月 

□現仍在職 □現已離職 

工作內容 

概述 

 

 

備  註  

說明： 

一、 每一份工作填寫一張，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二、 本服務機關保證上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報名後如查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

任。 

三、 考生除使用本證明書外，亦可使用其他足供證明在職年資之證明影本如勞工投

保明細表、離職證明書（須載明在職起迄年月）。 

四、 服務機關另有統一格式者，可依其規定。 

五、 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資格審查之目的，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

將僅存放於校內，作為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資格審查管理與聯繫之用，學校將

保留本表一年，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通過

本次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資格審查。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電話：+886-4-24517250，分機 2181~2187，E-mail：admission@fcu.edu.tw。 

 

 

 

  （蓋服務機關及首長／負責人印信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機密等級：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四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需求申請表 

姓  名 
 性

別 

 
應考證號碼 

(※考生請勿填寫)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報考系所

學程組別 

                           學系 

                           研究所 

                           學位學程                組 

身心障礙

類    別 

 
障礙等級 

 

申請項目 審查小組審定結果 

特 

 

 

殊 

 

 

需 

 

 

求 

考試科目： 

 

                                         

 

                                         

 

請考生自行詳列需求： 

 

                                        

 

                                        

 

                                      

 

 

 

 

 

 

 

招生行政組 

承辦人：                 

 

招生行政組 

組 長：                 

 

 

招生事務長：                 

備註：1.無需安排特殊試場及服務者免填。 

2.本會將依考生特殊需求予以審查，儘量提供服務。 

3.考生應於 10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前將本表以掛號郵寄至 40724 台中市西屯區文

華路 100 號「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 

4.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需求審查之目的，

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僅存放於校內，作為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身心障

礙考生應考服務需求審查管理與聯繫之用，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期滿後即依規

定銷毀。您得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

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通過本次碩、博士班甄試招生

考試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需求審查。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電話：+886-4-24517250，分機 2181~2187，E-mail：admission@fcu.edu.tw。 

 

 

                 考生簽名：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機密等級：極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五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優待申請表 

考生姓名 
 網路報名 

流水號 
 

報名費 

繳款帳號 
982                  

報考系所 

學程組別 
                       

學 系

研究所

學位學程
                  組 

戶籍地址 
□□□－□□ 

 

聯絡方式 
電話：(日)              (夜)                (行動) 

Email： 

應附證件 

(不予退還) 

1.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一般鄰里長所核發清寒證明等證件，概不受理) 

2.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 

應附證件 

黏貼處 
 (證件請浮貼) 

備  註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之考生，請先上網取得繳款帳號後，於 106

年 11月 7日前將本申請表連同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傳真至
招生事務處招生行政組辦理，傳真電話：(04)24512908。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若無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部分身分
證統一編號隱藏者，應加附「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3.本校審查通過後將以電話通知考生進行後續報名作業。 

4.經審查資格不符、證件不齊或逾期申請者，一概不予優待。 

5.經審查通過者，低收入戶考生免繳報名費；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碩士
班甄試需繳交 400 元報名費、博士班甄試需繳交 800 元報名費。符合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考生限優待報考 1 個系所組，若報考第 2 個系
組(含)以上者，須繳交全額報名費。 

6.如有疑義請洽(04)24517250 轉 2186 聯絡。 

7.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報名費優待資格審查之目的，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僅存放於校
內，作為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

優待管理與聯繫之用，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
您得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
事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通過本次碩、博
士班甄試招生考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優待資格審查。
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電話：+886-4-24517250，分
機 2181~2187，E-mail：admission@fcu.edu.tw。 

機密等級：極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六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報名考生造字申請表 

申請考生  網路報名 

流水號 

 

報考系所 

學程組別                         

學 系

研究所

學位學程
                  組 

聯絡方式 

電話：(日)              (夜)                (行動) 

Email： 

需造字 

資料 

考 生 姓 名：              需造字：       

監護人姓名：              需造字：        

地   址：                         

需造字：       

※請依實際需要造字項目勾選，需造之字務請以正楷填寫工整。 

注意事項 

1.個人資料需造字之考生，請於 106 年 11 月 8 日前將本表傳真至本校處理。 

2.毋需造字之考生免填本表。 

3.需造字之難字，報名登錄時該字請輸入「＊」號，例如吳 請輸入吳＊

＊。 

4.本表請於上網報名登錄完成後，傳真至本校招生委員會處理，處理結果依

應考證所載為準。傳真號碼：04-24512908。 

5.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考生報名造字之目的，本表所蒐

集之個人資訊，將僅存放於校內，作為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考生報名

造字管理與聯繫之用，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

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

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完成本次碩、博士班甄試招

生考試考生報名造字申請。 

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電話：+886-4-24517250，分機 2181~2187 E-mail：admission@fcu.edu.tw 

機密等級：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七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持境外學歷考生切結書 

 
本人           欲報考  貴校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報名身

分與所持境外學歷，皆符合規定，特勾選具結以下事項，日後如經查證有不實或不符

情事，願受無條件退學、不錄取及(或) 禁止參加考試之處分，絕無異議。 

□本人所持海外學歷(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符合教育部「大學

辦理境外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若於報名時無法繳驗境外學歷證件正本及移民署

出具之入出境記錄，本人保證於錄取後報到時補交，若未能如期繳交或經查證不符

合報考資格，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本人所持大陸高等學校學歷確為教育部認可名冊中所收錄者，將依「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之規定申請學歷採認。錄取後如有不予採認情事，或不符合報考資

格，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本人所持香港、澳門學歷，符合教育部「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及「香港

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錄取後如有不予採認情事，或不符合報考資

格，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此致 

 

 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報考系所學程組別： 

學校所在國及州別：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持境外學歷切結書審核之目的，本表所蒐集

之個人資訊，將僅存放於校內，作為持境外學歷報考資格審查管理與聯繫之用，學校將保

留本表一年，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通過本次招生考試資

格審核。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電話：+886-4-24517250，分機 2181~2187，

E-mail：admission@fcu.edu.tw。 

機密等級：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八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書 

姓 名  學 號  

就 讀 學 校  

就 讀 系 組 學系  班(組) 

學 業 成 績 總 平 均  

全    系    人   數  名次  

名 次 佔 全 系 百 分 比 %  

全    班    人   數  名次  

名 次 佔 全 班 百 分 比 %  

證 

明 

事 

項 

該生為本校        學年度 
□畢 業 生

□應屆畢業生
 ，其在校學業成績及名次如上表所列無

誤。 

 此 致  

 逢 甲 大 學 
 

 

 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戳章：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報考系所 

學程組別 

___________________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          組    

(由考生填寫) 

【註】1.若考生就讀學校可出具上表所載資料，可用開立之名次證明書。 

2.「名次」係指在學各學期所修科目成績加計後平均，再經該系(班)排名後所得的名次；

名次百分比若有小數點則取其整數，小數點後之數字均無條件捨去。 

3.應屆畢業生及延畢生，其在校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至畢業前一學年為止。 

4.轉學生，其在校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轉學後在校各學期成績。 

5.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考生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之目的，本表所蒐集之

個人資訊，將僅存放於校內，作為碩、博士班甄試考生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之用，

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

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

法通過本次碩、博士班甄試考生名次證明認定。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電話：+886-4-24517250，分機 2181~2187，E-mail：admission@fcu.edu.tw

機密等級：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九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退費申請表 

報考系所 

學程組別 
                   

學 系

研究所

學位學程
            組 

考生姓名  

銀行繳款帳號 

（共 14 碼） 
98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款方式 

（請勾選） 

□ATM 轉帳 

□元大銀行各分行臨櫃繳費 

□跨行匯款 

退費理由 

□已繳費但未登錄報名資料 

□已繳費但因報考資格不符 

□已繳費但因報名資料未寄出 

□溢繳報名費 

退費帳號 

（請擇一填寫，限考

生本人帳戶） 

郵局局號：□□□□□□□(含檢號) 

郵局存簿帳號：□□□□□□□(含檢號) 

戶    名：                    

銀行代號：□□□ 

銀行名稱：                 銀行             分行 

銀行帳號：□□□□□□□□□□□□□□□□ 

戶    名：                    

          (請靠左填寫) 

聯絡電話 (住家)：               (行動電話)： 

備註： 

1.除因已繳費但因報考資格不符、已繳費但未登錄報名資料或已繳費但因報名資料未

寄出或溢繳報名費者外，概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2.退費申請日期限 106 年 11 月 8 日前傳真至 04-24512908 逢甲大學招生行政組，俾便

辦理退費事宜，逾期概不受理。 

3.本校俟退費行政作業完成後再據以辦理退費，預計 12 月下旬轉撥至考生帳戶。 

4.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退費審核之目的，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僅存

放於校內，作為碩、博士班甄試退費管理與聯繫之用，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期滿

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以本表之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

的當事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通過本次碩、博士班甄試

退費審核。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電話：+886-4-24517250，分機

2181~2187，E-mail：admission@fcu.edu.tw。 

機密等級：極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附表十 

逢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成績複查申請及回覆表 

考生姓名  
報考系所 

學程組別 

 

應考證號碼  電  話 (   ) 

複 查 科 目 原始得分 
查覆分數 

(考生勿填) 

   

   

   

複查回覆事項(考生勿填) 

 

 

 

 

 

 

年  月  日 

 

 

 

附 

 

 

註 

 

 

一、考生請於106年12月8日（星期五）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以郵戳
為憑)，考生可使用傳真複查，傳真電話：(04)24512908。 

二、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複查成績以複查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之累計分

數為限，不得申請複查閱卷標準。 

三、申請時必須檢附甄試成績單影本，否則不予受理（考生可自行上網列

印甄試成績）。 

四、複查結果若有增減分數或錄取情形有異動者，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五、本表正面：姓名、報考系所學程組別、電話、應考證號碼、複查科目
及原始得分，應以正楷逐項填寫清楚。 

六、本表背面：收件人姓名、地址、郵遞區號請填寫正確並貼足回郵郵票，
以憑回覆。 

七、本表填寫完畢後，請隨成績單影本一併裝入信封，逕寄40724台中郵政

25-54號信箱「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收。 

八、逢甲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成績複查之目的，本表所蒐集之個人
資訊，將僅存放於校內，作為碩碩、博士班甄試成績複查管理與聯繫

之用，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以本表之聯
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當事人權利。如您提
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完成本次碩、博士班甄試成績複查
申請。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電話：+886-4-24517250，
分機2181~2187，E-mail：admission@fcu.edu.tw。 

機密等級：機密 

mailto:admission@fcu.edu.tw


 

 

 

 

 

 

 

 

 

 

 

 
 

  

 

 
 

 

 

 

請  貼  

郵  票  地 址 ：  40724 台 中 郵 政 ２ ５ 之 ５ ４ 號 信 箱  

電 話 ： ( Ｏ 四) 二 四 五 一 七 二 五 Ｏ 轉 二 一 八 一- 七  

逢 甲 大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