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中興大學 106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14：00          
地點：行政大樓第三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薛富盛主任委員（張天傑副主任委員代） 
出席人員：各招生委員（如簽到單） 

記錄：廖郁淳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本校 105 學年度申請招收陸生之碩士班系所數共有 23 個系所（學程）、招收陸生之

博士班系所數共有 8 個系所（學程）。教育部於簡章公告後，核定給本校陸生招生名

額為碩士班 16 名、博士班 4 名。經查，105 學年度陸生錄取註冊人數共計碩士班 6
名（其中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2 名、獸醫學系 2 名、企業管理學系 1 名、機械

工程學系 1 名）、博士班 1 名（雙聯學制電機系 1 名，104 學年度入學）。 

二、依照本校 105 年 11 月 16 日「106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位生招生協調會議」決議，106
學年度申請招收陸生的系所數共有碩士班 24 個系所（學程）、博士班 6 系所（學程），

教育部預計於 106 年 1 月中旬核定本校招生名額。 

三、106 學年度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陸生聯招會）主辦

學校仍為南臺科技大學。依主辦學校規劃 106 學年度陸生碩博士班招生主要工作日

程如下表整理： 
項    目 招生重要時程（暫訂） 備    註 

簡章公告 106.01.09（一） 陸生聯招會 
陸生網路報名 106.02.06（一）~106.04.06（四） 陸生 
考生資格審查 106.02.13（一）~106.04.13（四） 陸生聯招會 
寄送陸生書面審查資料 106.04.17（一） 陸生聯招會 
書面資料審查 106.04.18（二）~106.05.05（五） 本校各招生系所 

召開第2次招生委員會議 106.05.08（一）~106.05.11（四） 
本校各招生系所 /
國際處 

正備取生名單上傳 106.05.12（五）前 國際處 
公告預分發結果 106.05.16（二） 陸生聯招會 
正式分發網路登記 106.05.22（一）~106.05.24（三） 陸生聯招會 
正式分發放榜 106.05.26（五） 陸生聯招會 
寄發陸生錄取通知單 106.05.31（二） 國際處 

四、陸生聯招會提醒各校務必依據系所自訂之必繳、選繳資料，進行評分與錄取作業，

以免引發爭議。學校亦應審慎評估陸生原就讀之專業與欲就讀之系所研究領域是否

相符，以減少發生註冊入學後卻因所學無法銜接而申請休、退學的情形。 

五、106 學年度陸生招生簡章總則（草案）主要修訂部份已加註底線（詳如附件 1，p. 3），
說明如下： 

（一）依上開陸生聯招會106學年度工作日程表修正年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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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部分皆已加註底線，除了年度及日期外，其他部分說明如下: 

1. 修改採認校數：教育部於今年4月27日公告新增26所大陸地區省都共建高等學校

學歷，爰採認學校增為155校。 

2. 新增同校缺額流用機制：依據陸聯會105學年度第4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於簡章

正式分發內容加入相關文字。 

 

參、提案討論： 
案由：請審訂本校 106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碩博士班學生招生簡章系所分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招生簡章系所分則（草案）彙編如附件 2（p. 8）及附件 3（p. 10），簡章分為正體版

及簡體版。 
二、請審訂系所分則部份，並請各系所務必依據系所自訂之必繳、選繳資料，進行評分

與錄取作業，以免引發爭議。 
（一）應繳資料：分必繳及選繳兩類，資料選項包括以下數項： 

1.推薦函。 
2.簡要自傳。 
3.讀書計畫。 
4.研究計畫。 
5.大學歷年成績單（報考碩士班者，應列為必繳資料）。 
6.研究所歷年成績單（報考博士班者，應列為必繳資料）。 
7.碩士論文（包含論文初稿。報考博士班者，應列為必繳資料）。 
8.英語能力證明影本。 
9.專業成果。 
10.其他。 

（二）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請註明系所研究領域及特色或其他可吸引陸生就讀之

資訊。 
決議：生化所碩士班招生資訊，刪除兩項必繳資料(2.簡要自傳 1000 字內、3.讀書計畫 1000

字內)，其餘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25)。 
  



3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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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國立中興大學 106 學年度陸生招生簡章分則（博士班） 

學制 系所名稱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應繳資料 

博士班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1.培養具有誠樸精勤、關懷生命之現代青年。 

2.培養具有動物醫學研究創新知能及國際學術著作發表能力之人才。 

3.獸醫學系研究學群區分為（1）小動物臨床醫學、（2）大動物臨床

醫學、（3）基礎醫學、（4）癌症研究、（5）寵物疾病診斷、（6）

經濟動物疾病診斷、（7）水生及野生動物疾病診斷、（8）人畜共通

傳染病、（9）疫苗研發、（10）毒藥理及食品安全等 10個研究學

群。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3.

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5.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6.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

證明等）。 
 

博士班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本系課程係本著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財務金融專業人才理念，依專

業、國際、與資訊化發展特色，再配合發展重點所設計。除了訂定財

金基本研究與專業所需學識，再配合學生大學背景與志趣發展，設計

出系列且有先後連貫性之必修與選修課程。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

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5.推薦函 1封。、6.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

獎證明等）。、3.大學歷年成績單。 
 

博士班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本系強調尖端材料與精密製程、生醫與生化工程、及高分子與奈米科

技三大發展方向與應用。此三大研究發展重點將能使本系畢業生成為

未來化學工業升級的先鋒。歡迎有興趣投入化工相關產業之具學士學

位者報考。  

必繳資料： 

 

1.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含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

單）。、2.推薦函 1封。、3.碩士論文或論文初稿（應

屆畢業生繳交論文初稿）。、4.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

書。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及其他有助審查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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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本系培育優良的應經專業人才，提昇國際交流，教學與研究領域包

含農業經濟、資源與環境經濟及產業經濟三大領域，並規劃核心課程

以利學生之知識融合，促進職場競爭力。 

2.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及公私部門建教合作與推廣，增加學生實習機

會，近年加強國際化的腳步，鼓勵出國進修、交換學生，並促進產學

合作，學以致用達到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3.本系網址:http://nchuae.nchu.edu.tw/。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3.

研究計畫 5000字內。、4.研究所歷年成績單。、5.碩

士論文及其他著作。、6.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

證明等）。 
 

博士班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本系教育目標，旨在： 

一、培養義理、辭章、小學等傳統中文學術的專業人才。 

二、培養具文化視野之現代中文學術發展的專業人才。 

三、增強中文讀寫能力，培養創作、文化推廣、編輯等專業人才。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3.

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5.研究

所歷年成績單。、6.碩士論文。、7.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 
 

博士班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為配合科技與工商管理決策之需求，以落實學習多元化，研究所依數

學與力學領域授課。本系經多年來之發展，無論師資陣容、數學課

程、圖書儀器等都已建立良好的基礎，尤以電腦設備更為充實。由於

師資優良、設備充實，歷屆畢業系友已為本系立下了卓著聲譽，極受

各界讚賞。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封。、2.簡要自傳 1000字內。、3.讀書計

畫 1000字內。、4.研究所歷年成績單。、5.碩士論

文。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研究計畫 5000字內。、2.英語能力證明影本。、3.

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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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中興大學 106 學年度陸生招生簡章分則（碩士班） 

學制 系所名稱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應繳資料 

碩士班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1.培養具有誠樸精勤、關懷生命之現代青年。 

2.基礎組培養具有基礎動物醫學研究技術之人才。 

3.臨床組培養具有動物醫療素養及臨床研究基礎技術之人才。 

4.獸醫學系研究學群區分為（1）小動物臨床醫學、（2）大動物臨床

醫學、（3）基礎醫學、（4）癌症研究、（5）寵物疾病診斷、（6）

經濟動物疾病診斷、（7）水生及野生動物疾病診斷、（8）人畜共通

傳染病、（9）疫苗研發、（10）毒藥理及食品安全等 10個研究學

群。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

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本系課程係本著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財務金融專業人才理念，依專

業、國際、與資訊化發展特色，再配合發展重點所設計。除了訂定財

金基本研究與專業所需學識，再配合學生大學背景與志趣發展，設計

出系列且有先後連貫性之必修與選修課程。為提升國際知名度及加強

學生國際視野，特與美國 Fordham大學合作開辦全國金融碩士學位學

程（Master of Science in Global Finance），供全院研究生及大學

部畢業生修習。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5.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錄取生如未修習過統計學、會計

學者，入學後一律補修。經本系同意者，則可免於

補修。畢業前需達「英語」能力檢定標準。 
 

碩士班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本系強調尖端材料與精密製程、生醫與生化工程、及高分子與奈米科

技三大發展方向與應用。此三大研究發展重點將能使本系畢業生成為

未來化學工業升級的先鋒。歡迎有興趣投入化工相關產業之具學士學

位者報考。  

必繳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2.推薦函 2

封。、3.自傳（包含學習計畫）。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有助於甄試

審查之個人資料，如曾參與研究相關計畫、著作、

獲獎、獎學金等，資料恕不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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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本系培育優良的應經專業人才，提昇國際交流，教學與研究領域包

含農業經濟、資源與環境經濟及產業經濟三大領域，並規劃核心課程

以利學生之知識融合，促進職場競爭力。 

2.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及公私部門建教合作與推廣，增加學生實習機

會，近年加強國際化的腳步，鼓勵出國進修、交換學生，並促進產學

合作，學以致用達到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3.本系網址:http://nchuae.nchu.edu.tw/。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

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本系教育目標，旨在： 

一、培養義理、辭章、小學等傳統中文學術的人才。 

二、培養具文化視野之現代中文學術發展的人才。 

三、增強中文讀寫能力，培養創作、文化推廣、編輯等人才。 

四、加強人文藝術涵養，培養具有書法、國畫、曲藝鑑賞、創作或表

演能力的人才。 

五、培養華語文教育師資。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

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5.

推薦函 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法政學院  

國家政策與公

共事務研究所 

國務所核心領域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公共事務理論與實務」

及「公共事務管理與實務」，在此核心領域之下分為「公共治理」與

「地方政府」二大專業領域。本所課程規劃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同

時亦重視對於政策規劃與分析能力之訓練。本所旨在培養具備公共事

務管理與規劃及跨領域地方治理發展能力之『公共經理人』，及培育

能協助公共事務規劃研究及提供政策實務建議之『政策分析師』，以

達全方位的視野與思維規劃國家與社會永續發展。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

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理學院  

奈米科學研究

所 

奈米所為跨領域研究所，研究領域包含相關之奈米光電材料、奈米檢

測、奈米光電元件、奈米生醫技術。應用範圍涵蓋物理、電子、材

料、生物、農業等。 

教學目標為訓練學生： 

1.了解物質在奈米尺度下，基礎特性之變化及基礎原理。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

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2 
 

2.學習奈米結構的觀察，檢測及分析。 

3.新穎奈米電子、光電元件的設計及開發。 

訓練學生具有實作能力，理論與實驗並重，開設多種實驗課程，使學

生畢業即能將所學應用到奈米相關產業。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本系具有極優質的學習、研究環境與師資陣容，包含了生態、演化、

生理、分子生物、基礎醫學、尖端生物科技等主要生命科學領域，以

及病毒、微生物、植物、動物等所有生物類群。本系提供了全方位且

具有彈性的課程和學習環境，讓有志於生態保育、研究教學、或是生

物技術產業等基礎研究和應用科技的年輕人，能獲得最完整的教育和

訓練。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封。、2.簡要自傳 1000字內。、3.讀書

計畫 1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2.其他

補充資料。 
 

碩士班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本系碩士班主要在培養學生成為具有批判思考能力、全球視野、社會

責任感、創新與領導，以及自主解決問題能力的專業經理人才。課程

強調管理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內容涵蓋管理各相關領域，包含『人力

資源與組織』、『國際企業與策略管理』、『決策科學』等。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3.推薦函 1封。 
 

碩士班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1.本系為台灣最早成立的環境工程學系，歷史悠久，發展完備，師資

優良，設備完善。 

2.研究領域除了涵蓋傳統的空、水、廢、毒及環境管理之外，近來也

納入「生物科技」及「環境奈米科技」，充分因應科技發展趨勢。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內。、

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

獎證明等）。 
 

碩士班 

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  

國際農學碩士

學位學程 

專任師資皆獲得國內外名校相關領域博士學位，並由國外優秀學者組

成之多元師資團隊。本學程為全英語學程，課程皆以英語授課，學生

須每周以英語進行專題討論、以英語撰寫畢業論文；培育學生具備跨

領域農學知識的能力、國際情勢的認知與關懷並兼具整合與創新能

必繳資料： 

 

1.簡要英文自傳 1000字內。、2.讀書研究計畫 1500

字內（以英文撰寫）。、3.大學歷年成績單英文

版。、4.英語能力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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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教學設備齊全、並建置遠距教學教室、備有碩班學生研究室等，

學程交誼廳更成為讓來自世界各地學生於小組討論或提升情誼時使用

的外語環境空間。（請搜尋 NCHU IMPA）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跨

國文化研究所 

1、積極推動跨院校和跨領域的資源整合，開拓台灣文學與藝術、電

影、歷史、人類學、民俗學等其他領域之交流。 

2、提供學生扎實的台灣文學與文化學術訓練。 

3、推展跨國脈絡下的台灣文學與文化之教學研究。積極發展國際學術

網絡之連結，與國外學術單位規劃共同教學和研究計劃。 

4、建立學生參與國際場域活動的網絡，發展學生進行國際學術對話之

能力。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法政學院  

國際政治研究

所 

本所教學研究重點分為國際政治基礎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國

際安全與戰略等三大核心課程，強調科際整合的研究方法，重視教學

品質與強化師生學術互動，除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邀請國內外

知名人士蒞所演講外，並定期出版本所期刊，以提升影響力期能達到

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更透過設置研究中心，強化重點研究項目，積極

培養全球化潮流下具備全球事務、安全戰略、外交政策、兩岸事務、

國際經貿專才。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封。、2.簡要自傳 1000字內。、3.研究

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讀書計畫 1000字內。、2.英語能力證明影本。、

3.專業成果（相關著作、得獎證明等）。、4.其

他。 
 

碩士班 
理學院  

物理學系 

1.培育具紮實物理基礎的人才。 

2.訓練具有撰寫科學論文能力的人才。 

3.訓練具有尋找、研讀研究領域內論文能力的人才。 

4.培育了解前端物理研究概況的人才。 

5.培育具備跨學門溝通能力之人才。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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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生命科學院  

分子生物學研

究所 

一、教育目標：培養分子生物及生物技術之人才。 

二、優勢及特色： 

（一）擁有紮實的分生技術平台，可全面支援教學及研究工作。 

（二）堅強之師資陣容，可全面支援教學、研究及跨領域研究之工

作。 

（三）各研究室儀器、設備充分交流，學生學習不受限制。 

（四）各研究室經費、空間充足，研究表現優良。 

三、研究方向及成果：本所研究成果豐碩，各領域之研究成果均發表

於 SCI國際期刊或申請專利，部份已技轉產業，朝產學合作為教育目

標。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例如

專題研究成果報告（含摘要、前言、材料與方法、

結果、討論、參考文獻）。 
 

碩士班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究

所電子商務碩

士班 

1.培育人文科技與管理兼具的經營管理人才：開授科技管理、產品/服

務開發與專案管理、電子商務管理、電子商務科技與應用等課程，培

養科技管理、有效掌控產品開發、服務創新與專案管理、電子商務經

營管理、科技與應用各方人才。        

2.培養具國際觀與全球產業洞察力的科技管理人才：提升學生的外語

能力，除本地生外也招收國外學生，吸引優秀人才前來修習，促進本

國與國際學生的交流機會，培養具國際觀的科技管理人才。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 、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 、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3.推薦函 1封。 
 

碩士班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究

所 

本所以培育生醫工程之全方位人才為目標，教師專長包含生物標的螢

光劑、光感物質、醫療儀器設計、生物化學、食品科學、磁性生醫、

奈米生醫、微侵入光纖平台、醫學影像顯影劑、生醫材料、組織工程

等領域，擁有 6間研究實驗室以及 2間共用教學實驗室，並且與鄰近

產業及醫療院所互動密切，擁有一般型研究、產學及跨國合作等不同

類型的計畫，因而研發成果也相當豐碩，質量並重。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封 、2.簡要自傳 、3.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2.專業成果（參與論文、專

題、競賽得獎等） 
 

碩士班 
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  

食品科學為一具理論基礎之應用科學，教學及研究領域相當廣泛。本

系教學共分為食品加工與工程、保健營養與食品化學、食品微生物與

生物技術等三大研究群，分別針對其教學領域開設相關課程以提供各

必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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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暨應用生

物科技學系 

級學生修課，增進專業訓練。教師研究亦依此三大研究領域，範圍廣

闊且與時並進。在硬體設備方面，本系設有食品生技大樓及食品生技

實習工廠，提供先進的教學及研究設備。在師生共同努力下，本系在

國內外學術界及產業界，均獲致相當輝煌的成果。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5.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本所旨在培育熟悉經典文學並能掌握當代批評理論的外國文學與文化

研究人才。本所教師的研究以當代文學及文學理論為主幹，在現代研

究、科幻小說研究、族裔研究、原住民研究、性別研究、新英文文

學、亞美文學、全球化論述、生態與環境論述、兒童文學、喬伊斯研

究、數位文學研究、戲劇等領域的表現尤其突出。乃中部地區首屈一

指的外國語文學研究所。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法政學院  

教師專業發展

研究所 

本所培育之人才，重視其具有研發、規劃或是執行教師專業發展方案

的能力與理念，期使他／她們能夠在各級學校和其他教育組織中，發

揮變革創新和團體成長發展的力量，並且針對國內外教育發展的開放

化、多元化、民主化、生活化、統整化以及科技化的趨勢，培養相關

教師專業能力及倫理精神。要言之，本所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全方

位知識、國際觀、社會責任的教師專業發展研究和實務人才。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計畫 1000字

內。、3.研究計畫 5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 
 

碩士班 
理學院  

化學系 

本系有完整的課程規劃與教學研究設備，為科技部中部化學圖書中心

及貴重儀器中心之重點系所。研究領域涵蓋有機合成、光電材料、無

機催化、奈米材料、藥物化學、生醫材料、能源應用、理論計算、分

子光譜、感測器及晶片製備、環境分析、藥物檢測等。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封。、2.簡要自傳 1000字內。、3.讀書

計畫 1000字內。、4.研究計畫。、5.大學歷年成績

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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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究

所 

本所具有優質的師資陣容與研究學習環境，以培養高階科學研究與科

技產業人才為主。透過紮實的基礎課程與產學應用合作，輔以國際化

導向，提升學生國際競爭力。研究領域涵蓋基礎生命科學與尖端應用

生物科技等領域，以生物功能與結構解析生命科學問題。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封。、2.簡要自傳 1000字內。、3.讀書

計畫 1000字內。、4.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相關著作、

得獎證明等）。、3.其他補充資料。 
 

碩士班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創立於 1961年，畢業的校友不論是在提昇國內學術的研

究水準，或是參與各項全國性的重大建設上，皆具舉足輕重的關鍵角

色。 

本系為規劃 21世紀前瞻性土木工程教育，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之特

色，自 2007年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工程教育認證

（EAC），與國際接軌。配合師資及發展重點，規劃有下列之研究領

域：結構工程、水利工程、大地工程、測量及空間資訊、營建工程。  

必繳資料： 

 
1.推薦函 1封。、2.簡要自傳。、3.讀書計畫。、

4.研究計畫。、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專業成果。、3.其他。 
 

碩士班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本系之教育總目標為培養具有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資訊系統開發整合

之跨領域人才，並以「巨量資料分析與管理」、「物聯網與智慧生活

應用」、「資訊安全與管理」三大學群為主要發展領域。  

必繳資料： 

 
1.簡要自傳 1000字內。、2.讀書或研究計畫 5000

字內。、3.大學歷年成績單。、4.推薦函 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力證明影本。、2.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如：學術著作、專題研究報告、參與研究計畫或

活動報告、得獎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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