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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碩士班報名共同規定 

※實際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 
    （一）一般生報名資格： 

1.教育部立案之本國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並獲有學士學位者（含應屆畢業）。 

2.符合教育部採認之境外大學校院畢業並獲有學士學位者（含應屆畢業）。 

3.符合入學大學碩士班同等學力資格者。 

◎持境外學歷應考者，於錄取報到辦理驗證時，須依教育部「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

辦法」、「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請詳簡章附錄五、六），繳驗（交）所

需文件。 

◎持同等學力資格報考者，請參見「簡章附錄四、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二）在職生報名資格： 

除應具備上述一般生申請資格外，另須具備下列條件： 

1.須在公民營機構服務 2 年以上，取得在職證明書（含服務年資）及在職人員進修

同意書之現職人員。 

2.前項所謂「2 年以上」係自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同等學力資格後

起算，算至本校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註冊日止（以本校 110 學年度行事曆公告為

準），惟欲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之在職生，其工作年資計算至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學日止。 

3.如以在職生身分報考之考生，經資格審查後未符合以上條件者，概以一般生身分

報考。 

（三）同等學力第 6 條及第 7 條報考規定： 

1.以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6條及第7條資格報考本校碩士班甄試之考生，應於報名

前填寫簡章附件九資格審查認定申請書，且郵寄報考系所規定之「特殊申請資

格」所具備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送本校招生委員會先行審議，並經本校

函覆通知審查結果合於報考資格後，始可報考。 

惟第7條部分，須系所學程組訂有招收規定，並符合其專業領域卓越成就表現受

理資格條件者，始得受理資格審查申請。 

2.經審查通過者，得於提出申請後二學年度（含當年度）內參加甄試或考試，不

需再次申請審查，惟如欲報考未經審核通過之系所，則仍需依規定申請審查，

待資格符合，方得以報名。 

※110 學年度同等學力第 6 條及第 7 條報考資格審查收件日期：（以國內郵戳為憑，請以

限時掛號郵寄） 
109 年 09 月 10 日（四）至 109 年 09 月 21 日（一）止 

※送件地址：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招生委員會收 
※送件注意事項： 
 1.請繳交簡章附件九資格審查認定申請書、具備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2.信封封面請註明【申請碩士班同等學力第 6 條、第 7 條資格審查認定】。 
  3.如報考多系所班（組），請分別填寫申請書並將資格審查資料分袋裝寄。 

（四）其他相關規定，請見各報考系所簡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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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應用數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教授推薦函 2 封。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513 

傳真號碼 （03）8900161 

系所網址 https://am.ndhu.edu.tw 

電子信箱 math@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大數據、人工智慧這些市場最新的發展趨勢所急需引進之專業能力，有絕

大部分與本系長期培育具備數學、統計與計算之理論與實作能力的專業人

才的特色相符合。本系培養之專業人才無論是進入相關領域從事研究工作

或投入就業市場，都有極為優異的表現，專業能力也切合市場需求。本系

師資優良，教師各有專長並富有教學熱忱，本系建置完善的資訊計算設備，

提供學生學習基本電腦程式語言及各種數學與統計軟體 (C、  C++、

Python、 MATLAB、 SAS、R、 Swift)。本系碩士生亦可參加師資培育中

心之師資生甄選，修讀中、小學教育學程，未來從事中小學教育工作。110

學年度考取並入學就讀本系之學生，本系將額外提供每名伍仟元獎學金，

歡迎報考。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應用數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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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應用數學系 統計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教授推薦函 2 封。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513 

傳真號碼 （03）8900161 

系所網址 https://am.ndhu.edu.tw 

電子信箱 math@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10 學年度考取並入學就讀本系之學生，本系將額外提供每名伍仟元獎學

金，歡迎報考。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應用數學系統計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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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別 資工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27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例如專題研究成果、著作、推薦函等。若有專題研

究成果者，請提供專題貢獻度表格說明，請從本系網頁「系所公告」「招生

訊息」下載表格。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012 

傳真號碼 （03）8900168 

系所網址 http://www.csie.ndhu.edu.tw 

電子信箱 kiki2002@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東華資工系教研經費、空間設備各項指標均優於多數公私立大學。近年在

人工智慧、AR/VR 及資訊安全的研發上屢獲科技部及業界大型計畫經費，

表現傑出。2019 年及 2020 年英國泰晤士報世界大學之電腦科學領域排名

中，本校分別居全台第七及第六，且本系國際化相當成功，目前外籍生人

數約佔 1/5，堪稱全台最為國際化的資工系，讓您在東華資工就能看見全世

界。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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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生命科學系 生物技術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針對生命科學或生物技術相關領域研究具卓越成就提出具體

佐證（如專書、具審查制度論文報告、國內外著名獎項...等），具從事相

關工作三年以上。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3.專題研究報告、研究計畫書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633 

傳真號碼 （03）8900163 

系所網址 https://dlife.ndhu.edu.tw 

電子信箱 shyuanerl@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系所師資群具有高昂的研究活力與專業的研究熱誠，致力於生物科技領

域的研發。專業師資群歷年來執行多項科技部、教育部及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開發具有特色及競爭力的研究題材。研究領域包括：幹細胞、奈米醫

學、代謝、癌症、病毒、藥學、植物基因轉殖、植物病理、真菌生物防制

等研究。本系於 2012 年底遷入全新落成之理工三館，總樓地板面積共 1892

坪，是全校唯一（全國少數）具有獨立系館的系所，並有多項現代化之嶄

新儀器設備供細胞生物學及分子生物學研究使用，優質的研究環境可進行

學術研究，創造優良之學術及產業成果。本校連續十年榮獲教育部評選為

「教學卓越大學」，為東台灣最優質的高等教育學府。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生命科學系生物技術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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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物理學系 應用物理碩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1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3.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例如專題研究成果、著作、推薦函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692~4 

傳真號碼 （03）8900166 

系所網址 http://phys.ndhu.edu.tw 

電子信箱 jenna@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無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物理學系應用物理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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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化學系碩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9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修習專題研究者，簡述專題內容。未修專題研究者，請簡述進研究所的

動機及意向。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3.教授推薦函 2 封。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572 

傳真號碼 （03）8900162 

系所網址 https://chem.ndhu.edu.tw 

電子信箱 liju@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無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化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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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4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未來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學術與技藝成果。 

5.就讀課程之授課教師推薦函 2 封。 

6.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選繳）。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202 

傳真號碼 （03）8900172 

系所網址 https://mse.ndhu.edu.tw 

電子信箱 ycchou@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具多元國際化專業師資、擁有全方位的貴儀設備，鼓勵學生自行操作，歡

迎非材料本科系同學報考。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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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3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2.教授推薦函 1 封。 

3.專題報告。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063 

傳真號碼 （03）8900169 

系所網址 https://ee.ndhu.edu.tw 

電子信箱 senorita@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無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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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理工學院 

系所名稱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0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推薦函 1~2 封。 

2.讀書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專題研究成果、著作、自傳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182 

傳真號碼 （03）8900171 

系所網址 https://oe.ndhu.edu.tw 

電子信箱 tracy0203@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系以太陽光電半導體、照明顯示與光電應用為研究範疇，能源領域表現

卓越。同時維持廣度，如光觸媒氫能、燃料電池、矽基半導體元件的模擬

與設計、生醫光電、軟物質光材料、光學模擬與應用及產學應用皆有觸及。

積極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進行研究合作計畫，以及學術訪問來強化研究

深度與廣度。結合東台灣貴儀中心、本校能源科技中心的設備，具備完整

的光電領域相關研究平台。師資相當年輕，且師生具良好互動與溝通。對

光電領域有興趣的同學，我們都誠摯的歡迎您加入本系碩士班。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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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組別 文學暨文化研究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3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2 名。 
*具備資格： 
1.曾從事華文文學創作、研究、編輯、出版與文史工作等性質相關之專業性
工作三年以上者，專業性工作年資指專任年資，如兼任年資，折半計算。
2.出版有文學創作或文學研究，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3.獲有國際級或全國級文學獎者，其年限得酌減。 
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含學士級歷年名次成績表正本）。
2.研究計畫書。 
3.小論文至少一篇。 
4.其他有助審查資料，如得獎紀錄。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262 

傳真號碼 （03）8900187 

系所網址 https://sili.ndhu.edu.tw 

電子信箱 sl@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1.本系碩士班以現當代華文文學為特色，為訓練文學研究人才與培育作家的研究所。跳
脫傳統中國文學或臺灣文學科系的單一中心視角，注重華文文學的多元性及當代實踐。
本所每年邀請世界各地重要華文文學家為駐校作家，並籌辦文學系列活動，透過對談、
講座、展演、工作坊等形式，提供同學向文壇先進互動請益的機會，深化研究生研究、
創作的體會與思考。 
2.本組學位論文得採學術論文或專題製作報告畢業。 
3.系上設有獎學金奬勵學生：東華華文文學獎助學金、王禎和青年文學奬助學金、研究
生論著獎勵、研究生奬學金（包含研究生入學榜首獎學金）、研究生成績優秀獎學金、
僑生外國學生獎學金、研究生助學金等。 
 
備註： 
1.以同等學力報考者或大學非文學相關科系畢業之考生，入學後須加修本系碩士班課程
「文藝思潮專題」（修過「文學概論」等相關課程得免修）。 
2.本組為學籍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將登載分組名稱。
3.入學前修習過本系碩士班開設之課程，且成績達 70 分（或 B-）以上，經開課教師認
可並經指導教授、本系主任核准後方可抵免，學分抵免無上限。 
4.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之學生，入學前修習過國內外文學相關領域碩士班
開設之課程，成績達 70 分以上，且未計入原畢業學分，除引導研究（一）、（二）與論文
研究（一）、（二）外，得申請學分抵免，經本系審核後方可抵免，學分抵免無上限 。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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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組別 創作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2 名。 
*具備資格： 
1.曾從事華文文學創作、研究、編輯、出版與文史工作等性質相關之專業性
工作三年以上者，專業性工作年資指專任年資，如兼任年資，折半計算。
2.出版有文學創作或文學研究，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3.獲有國際級或全國級文學獎者，其年限得酌減。 
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含學士級歷年名次成績表正本）。
2.寫作計畫書。 
3.創作作品（以下至少擇一送審）：短篇小說（1 萬字以內/篇）；現代詩
10 首；長篇小說計畫書及至少其中 1 章；劇本 1 齣；散文 5 篇。 
4.其他有助審查資料，如得獎紀錄。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262 

傳真號碼 （03）8900187 

系所網址 https://sili.ndhu.edu.tw 

電子信箱 sl@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1.本系碩士班以現當代華文文學為特色，為訓練文學研究人才與培育作家的研究
所。跳脫傳統中國文學或臺灣文學科系的單一中心視角，注重華文文學的多元
性及當代實踐。本所每年邀請世界各地重要華文文學家為駐校作家，並籌辦文
學系列活動，透過對談、講座、展演、工作坊等形式，提供同學向文壇先進互
動請益的機會，深化研究生研究、創作的體會與思考。 
2.本組以小說、散文、詩或報導文學...等文學創作取得畢業學位。 
3.系上設有獎學金奬勵學生：東華華文文學獎助學金、王禎和青年文學奬助學
金、研究生論著獎勵、研究生奬學金（包含研究生入學榜首獎學金）、研究生成
績優秀獎學金、僑生外國學生獎學金、研究生助學金等。 
備註： 
1.以同等學力報考者或大學非文學相關科系畢業之考生，入學後須加修本系碩士
班課程「文藝思潮專題」（修過「文學概論」等相關課程得免修）。 
2.本組為學籍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將登載分組
名稱。 
3.入學前修習過本系碩士班開設之課程，且成績達 70 分（或 B-）以上，經開課
教師認可並經指導教授、本系主任核准後方可抵免，學分抵免無上限。 
4.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之學生，入學前修習過國內外文學相關領
域碩士班開設之課程，成績達 70 分以上，且未計入原畢業學分，除引導研究（一）、
（二）與論文研究（一）、（二）外，得申請學分抵免，經本系審核後方可抵免，
學分抵免無上限。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華文文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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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歷史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4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 

1.曾經出版史學研究相關論文或專書，具有特殊成就者。 

2.從事地方文史工作三年以上經驗者。 

3.從事口述歷史採集、田野調查及文獻考證等工作三年以上經驗者。 

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4.學術論文與研究報告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322~3 

傳真號碼 （03）8900189 

系所網址 https://dhist.ndhu.edu.tw 

電子信箱 suju1106@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系碩士班學位論文形式多元，除傳統專題研究論文外（以五萬字為原

則），亦鼓勵傳記、口述歷史、紀錄片、歷史小說、史學教育研究及結合

其他學門或新科技所進行之新形式研究。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歷史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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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 

組別 臺灣區域研究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7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 

1.曾於臺灣研究或區域研究相關刊物發表論文。 

2.曾出版與臺灣研究或區域研究相關的學術著作。 

3.曾公開發表與臺灣文化相關的作品。 

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2.研究計畫書。 

3.自傳與經歷（600 字以內，12 號字）。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發表之研究論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報告…

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212 

傳真號碼 （03）8900109 

系所網址 https://ts.ndhu.edu.tw 

電子信箱 tzumin2001@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本系為國內臺灣研究相關科系中，課程結構唯一獲教育部認定為具培育中

等學程社會領域地理主修及高級中學地理科的科系，並提供全英文授課亞

太區域研究碩士課程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program all English-taught)，

藉由區域研究與國際接軌的科系。課程規劃兼具臺灣主體與國際視野，培

育具新視野的人文社會領域人才。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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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組別 文學媒體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2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 

1.曾獲得表演藝術、影音製作競賽得獎紀錄。 

2.曾獲得文學創作與翻譯獎項。 

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以英文撰寫之自傳及研究領域（550~600 字）。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3.推薦函至少 1 封。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外文檢定證明、專題報告、畢業論文或獲獎資

料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292 

傳真號碼 （03）8900188 

系所網址 https://dengl.ndhu.edu.tw 

電子信箱 dengl@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組碩士班著重當代思潮並鼓勵跨領域研究，學生得以論文、紀錄片/

短片拍攝或主題影展，外加英文書寫之制作/策展論述等多元方式取得學

位。 

2.本組歡迎非英美科系畢業生，對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有興趣且英文程度佳

者報考。 

3.本組為學籍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將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文學媒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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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組別 英語教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3 名，在職生：2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提供英語教學傑出表現之證明，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

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以英文撰寫之自傳及研究領域（550~600 字）。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3.推薦函至少 1 封。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外文檢定證明、專題報告、畢業論文或獲獎資

料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292 

傳真號碼 （03）8900188 

系所網址 https://dengl.ndhu.edu.tw 

電子信箱 dengl@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組歡迎有志從事英語教學者報考。 

2.本組為學籍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將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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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經濟學系碩士班 

組別 國際金融暨貿易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3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1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履歷自傳。 

2.讀書計畫。 

3.學士班學業成績表（含系、班排名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533 

傳真號碼 （03）8900192 

系所網址 https://econ.ndhu.edu.tw 

電子信箱 eco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1.高學歷的優秀師資群：所有教師均擁有國內外知名優質大學博士學位。

2.專業課程與財經專業關聯高：畢業生多任職於公營與民營金融機構、國

營與民營企業，參加高普考具學科優勢。 

3.可甄選修讀小學、中學（社會與公民科）師培課程。 

4.本校有藝術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生易培養藝術及人文氣質。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經濟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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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經濟學系碩士班 

組別 大數據分析與產業經濟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3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履歷自傳。 

2.讀書計畫。 

3.學士班學業成績表（含系、班排名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533 

傳真號碼 （03）8900192 

系所網址 https://econ.ndhu.edu.tw 

電子信箱 eco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1.高學歷的優秀師資群：所有教師均擁有國內外知名優質大學博士學位。

2.專業課程與財經專業關聯高：畢業生多任職於公營與民營金融機構、國

營與民營企業，參加高普考具學科優勢。 

3.可甄選修讀小學、中學（社會與公民科）師培課程。 

4.本校有藝術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生易培養藝術及人文氣質。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經濟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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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社會學系碩士班 

組別 社會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2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曾於國內外社會學學術專業期刊發表論文，卓越成就之認定

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履歷自傳。 

2.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系、班排名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582 

傳真號碼 （03）8900193 

系所網址 https://spa.ndhu.edu.tw 

電子信箱 nancyya@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1.本系培養重視社會公平正義，具有前瞻性規劃及問題分析與解決能力的

實務和研究人才。 

2.本系教師均擁有國內外知名優質大學博士學位，且師生互動良好。 

3.專業課程與實務相結合，畢業生多任職於公營及民營企業的人事、規劃

與研究發展部門，也具有參與高普考的學科優勢。 

4.可甄選修讀小學、中學（公民與社會科）師培課程。 

5.本系碩士班學位論文形式含專題研究論文及社會實務專業報告兩種方

式。 

6.歡迎不具有社會學背景的考生報考。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社會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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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社會學系碩士班 

組別 社會企業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曾於國內外社會學學術專業期刊發表論文，卓越成就之認定

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履歷自傳。 

2.研究計畫書（以社會企業為主題）。 

3.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582 

傳真號碼 （03）8900193 

系所網址 https://spa.ndhu.edu.tw 

電子信箱 nancyya@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1.本系培養重視社會公平正義，具有前瞻性規劃及問題分析與解決能力的

實務和研究人才。 

2.本系教師均擁有國內外知名優質大學博士學位，且師生互動良好。 

3.專業課程與實務相結合，畢業生多任職於公營及民營企業的人事、規劃

與研究發展部門，也具有參與高普考的學科優勢。 

4.可甄選修讀小學、中學（公民與社會科）師培課程。 

5.本系碩士班學位論文形式含專題研究論文及社會實務專業報告兩種方

式。 

6.歡迎不具有社會學背景的考生報考。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社會學系碩士班 

 

  



 

 

國立東華大學 110 學年度博士班、碩士班暨碩士學位學程甄試招生簡章 
 

-56-

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公共行政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與經歷（600 字以內）。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系、班排名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3.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研究計畫、發表之研究論文、著作、專題研

究成果、社團活動等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512 

傳真號碼 （03）8900191 

系所網址 https://pa.ndhu.edu.tw 

電子信箱 yuche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本系以培育國家公共行政人才為核心辦學理念，希冀藉由公共治理的理論

與實務學習，培養公、私部門所需之領導統御和學術研究人才。本系著重

公共行政基礎理論學習，並且結合實務導向課程，鼓勵研究生從事跨學科

領域的博雅學習，以強化研究生的本科專業知識、拓展其人文關懷與學科

視野。透過教學與研究的相互整合與支援，培育理論與實務能力兼具、懷

有在地與國際視野的卓越公共事務人才。 

 

備註： 

入學後可甄選修讀小學、中學（公民與社會科）師培課程。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公共行政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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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法律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8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1.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2.限曾修習法律相關課程者報考。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推薦函 1 至 3 封。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論文、已發表之期刊專論、得獎紀錄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不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提前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662 

傳真號碼 （03）8900196 

系所網址 https://ifel.ndhu.edu.tw 

電子信箱 meditator@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非法律相關科系畢業且無法律相關專業考試證照者，入學後須補修本校法

律學系之院基礎學程與法律核心學程法律科目含本系教師開設之中華民國

憲法至少五科（大學部課程不列入研究所畢業學分）；補修法律學系法律

科目之修課規定，悉依法律學系課程規劃辦理。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法律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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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組別 中國語文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2 名。 

*具備資格： 

1.曾從事中文或民間文化學術研究、藝文創作或表演、編輯與出版等性質

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三年以上者。 

2.出版中文或民間文化學術研究成果或藝文創作專書，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 

3.學術研究成果曾發表於優良刊物或獲有國際級、全國級藝文獎項者，其

專業性工作年限得酌減。 

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1,000 字以內）。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3.研究計畫。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學術論文、文藝創作、讀書報告及得獎紀錄

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673 

傳真號碼 （03）8900197 

系所網址 https://chinese.ndhu.edu.tw 

電子信箱 syluo@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備註： 

1.非中文相關科系畢業，或以同等學力報考者，須至少加修本系學士班人

文學基礎學程或核心學程共 8 學分。 

2.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中國語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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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組別 民間文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2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 

1.曾從事中文或民間文化學術研究、藝文創作或表演、編輯與出版等性質

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三年以上者。 

2.出版中文或民間文化學術研究成果或藝文創作專書，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 

3.學術研究成果曾發表於優良刊物或獲有國際級、全國級藝文獎項者，其

專業性工作年限得酌減。 

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1,000 字以內）。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3.研究計畫（以民間文學為主題）。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學術論文、文藝創作、讀書報告及得獎紀錄

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673 

傳真號碼 （03）8900197 

系所網址 https://chinese.ndhu.edu.tw 

電子信箱 syluo@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備註： 

1.非中文相關科系畢業，或以同等學力報考者，須至少加修本系學士班「中

國文學史」、「民間文學概論」、「俗文學概論」等相關科目至少 8 學分。 

2.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民間文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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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碩士班 

組別 諮商心理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逕予錄取名額，依資料審查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推薦函 2 封。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3.自傳（3,000 字以內，內含專業與研究興趣主題或方向說明等，12 號字）。

4.研究計畫。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不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提前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633 

傳真號碼 （03）8900195 

系所網址 https://cp.ndhu.edu.tw 

電子信箱 mandy_hsu@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未修助人歷程與技巧、團體諮商或相同課程者，須於入學後補修學士班

該課程 6 學分，並依本系修課要點規定辦理。 

2.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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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碩士班 

組別 臨床心理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逕予錄取名額，依資料審查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推薦函 2 封。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3.自傳（3,000 字以內，內含專業與研究興趣主題或方向說明等，12 號字）。

4.研究計畫。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不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提前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633 

傳真號碼 （03）8900195 

系所網址 https://cp.ndhu.edu.tw 

電子信箱 mandy_hsu@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錄取生入學後須依本系修課要點規定辦理。 

2.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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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碩士班 

組別 心理科學研究與應用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推薦函 2 封。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3.自傳（3,000 字以內，內含專業與研究興趣主題或方向說明等，12 號字）。

4.研究計畫。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633 

傳真號碼 （03）8900195 

系所網址 https://cp.ndhu.edu.tw 

電子信箱 mandy_hsu@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本組目標為培育心理學專業研究人才以及具備科學素養之助人專業人才，

研究領域包括「認知神經科學」、「社會心理測量及跨文化研究」、「社會與

人格心理學」等。 

 

備註： 

1.錄取生入學後須依本系修課要點規定辦理。 

2.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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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2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4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正本 1 份。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例如：英文檢定證明、社團活動證明及紀錄、畢

業論文、專題報告、獲獎資料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013 

傳真號碼 （03）8900150 

系所網址 https://ibm.ndhu.edu.tw 

電子信箱 cpjuang@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系致力於行銷與電子商務、策略與人力資源管理、以及運籌與決策科

學等專業領域之發展。 

2.本系提供豐富的國際交流機會，包括海外學生與本地生的交流，以及本

地生至海外交換學習的機會。 

3.專業、彈性的修課規劃，不論是升學、就業，都能讓你畢業即就業。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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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0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逕予錄取名額，依資料審查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1.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2.不限科系報考。 

指定繳交資料 1.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正本 1 份。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3.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自傳、語文能力證明、推薦函、獲獎資料、

社會參與或貢獻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043 

傳真號碼 （03）8900151 

系所網址 https://ib.ndhu.edu.tw 

電子信箱 ib@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系培養具「國際視野」與「全方位經營能力」之國際企業專業經理人。

以「全球經營管理」與「行銷管理」雙專業課程，扎實養成學生進修研究

與就業之競爭培力。 

2.課程特色及系友表現： 

（1）畢業即就業，跨國企業聘雇比例高（2）部分課程結合企業參訪與企

業實習（3）部分課程與企業主或在職人士共同上課交流（4）海外交換生

與移地教學機會多【移地教學歷程：2015 年南京理工學院，馬來西亞；

2016 年廣州暨南大學，越南；2017 年上海同濟大學，馬來西亞；2018 年

上海同濟大學，日本，印度；2019 年廣州暨南大學，印度；2020 年預計

前往韓國（視 COVID-19 疫情而定）】（5）本系教師在教學、研究與輔導

學生屢屢獲頒獎項。 

3.歡迎各領域學生跨領域報考。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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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運籌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8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3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1.本所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2.不限科系報考。 

指定繳交資料 1.履歷表。 

2.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正本 1 份。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自傳、工作經驗、社團活動、專題報告、獲

獎資料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013 

傳真號碼 （03）8900150 

系所網址 https://gslm.ndhu.edu.tw 

電子信箱 cpjuang@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師資海內外名校博士畢業，師生互動頻繁。 

2.量才適性的教學，邏輯分析、營運管理、語文訓練俱備。 

3.課程與臺灣主流產業相結合，畢業生職涯發展多元，薪資相對優渥。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運籌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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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7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4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建議含讀書計畫書）。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3.在職生須附任職單位進修同意書。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英語檢定、社團活動證明、紀錄及說明、規

劃設計作品集、畢業論文、專題報告、各類型論文發表、研究計畫參與經

歷證明、獲獎資料、教授或任職單位主管推薦函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292 

傳真號碼 （03）8900158 

系所網址 https://trm.ndhu.edu.tw 

電子信箱 estela@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學系碩士班致力於特色專業領域的研究，積極建立學術領導地位，追求觀

光遊憩資源永續發展，培養兼顧「產業經濟發展」與「資源保護」及關懷土

地與人文的人才。專業學術注重於觀光產業經營、永續觀光發展、休閒健康

及遊憩資源管理等方向。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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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8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3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2 名。 

＊具備資格：曾從事資訊管理等相關領域之專業性工作五年以上者，卓越

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簡歷、自傳。 

2.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正本 1 份。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社團活動證明、紀錄及說明、畢業論文、研

究計畫參與經歷證明、英語檢定及獲獎資料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102 

傳真號碼 （03）8900153 

系所網址 https://im.ndhu.edu.tw 

電子信箱 fe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教學研究資源：本系所師資專長涵蓋大數據、人工智慧、商業智慧、知

識管理、電子商務、企業資源規劃、資訊安全、資料探勘、數位多媒體

及物聯網等領域教學及研究資源與產學合作機會，並配合最新資訊科技

與管理科技發展趨勢，隨時調整相關研究方向及更新研究設備，奠定學

生理論與實務基礎，並強化學生專業技術與獨立研究能力。 
2.專業實驗室：本系所配合前述專業領域設有專業實驗室，推動多項學術

研究與產學合作計劃，加深與產業的連結。 
3.完全就業：本所學生具備豐富堅實的資訊技術與管理知識，畢業研究生

常擔任 ERP 顧問、資料科學分析師、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資料庫

管理師、資訊安全管理師、專案管理師等工作，深受產業歡迎，就業率

百分百。 
4.課程規劃彈性且研究領域能兼顧學術與實務，非常歡迎一般生與在職生

報考。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資訊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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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5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6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正本 1 份。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社團活動證明、紀錄及說明、畢業論文、專

題報告、獲獎資料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5 日（四）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133 

傳真號碼 （03）8900155 

系所網址 https://fin.ndhu.edu.tw 

電子信箱 sunnyc@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師資優良：師資專長涵蓋財金會計、投資管理、數統計量等領域，奠定

學生理論與實務基礎。 

2.專業課程規劃：突顯財務、投資、國際金融情勢分析、數位金融、金融大

數據統計分析及應用等課程，強調專業技術、獨立研究、論文寫作能力。

3.研究中心：本系有三大研究領域，並依主軸成立三大研究中心，分別為

「信用風險研究中心」、「行為財務研究中心」、「數位金融與金融大數據研

究中心」，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與實務講座，匯集國內外頂尖人才，深化

相關交流活動與人際關係連結。 

4.國際交換生機會：與國外知名大學合作，提供交換生合作計畫並與日本

長崎大學提供雙聯碩士學位，培養同學國際觀及獨立生活經驗，提升個人

價值。 

5.就業特性：具備財金理論與現代金融科技專業知識與技術，強調誠信與

善良價值道德觀念，培育具前瞻性的中、高級國際金融人才，增加就業機

會及強化就業優勢。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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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會計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3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3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學士班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證明正本 1 份。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專題報告、英文檢定成績、獲獎資料和社團

活動證明、紀錄及說明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5 日（四）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072 

傳真號碼 （03）8900152 

系所網址 https://dacct.ndhu.edu.tw 

電子信箱 yinchih@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高就業率，畢業生連續多年達成 100%皆錄取國際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部分課程亦與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合作開設。 

2.提供大量出國交換學習機會。 

3.本班學生可申請研究（RA）、教學（TA）等獎助學金，亦可參與教師科

技部計畫，獲得研究經驗及經費補助。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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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環境學院 

系所名稱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組別 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3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對生態、地球科學、環境教育、環境政策與環境治理，或農

業科學相關領域研究具卓越成就提出具體佐證（如專書、具審查制度論文

報告、國內外著名獎項…等），且從事相關工作三年以上，卓越成就之認

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書（含未來修課規劃、研究方向與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例如：推薦函、外語能力、社團活動等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267 

傳真號碼 （03）8900157 

系所網址 https://ces.ndhu.edu.tw 

電子信箱 stove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本學院強調自然與人文科學的整合，理論與實務的兼顧，在教學與研究上

統合生態學、地球科學、資源及環境經濟與管理、文化與社會等學科領

域，建構整體性的環境研究架構，以推動自然資源保育與利用的永續。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國立東華大學 110 學年度博士班、碩士班暨碩士學位學程甄試招生簡章 
 

-71-

學院別 環境學院 

系所名稱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組別 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3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對生態、地球科學、環境教育、環境政策與環境治理，或農

業科學相關領域研究具卓越成就提出具體佐證（如專書、具審查制度論文

報告、國內外著名獎項…等），且從事相關工作三年以上，卓越成就之認

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書（含未來修課規劃、研究方向與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例如：推薦函、外語能力、社團活動等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267 

傳真號碼 （03）8900157 

系所網址 https://ces.ndhu.edu.tw 

電子信箱 stove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本學院強調自然與人文科學的整合，理論與實務的兼顧，在教學與研究上

統合生態學、地球科學、資源及環境經濟與管理、文化與社會等學科領

域，建構整體性的環境研究架構，以推動自然資源保育與利用的永續。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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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環境學院 

系所名稱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組別 生態與保育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3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對生態、地球科學、環境教育、環境政策與環境治理，或農

業科學相關領域研究具卓越成就提出具體佐證（如專書、具審查制度論文

報告、國內外著名獎項…等），且從事相關工作三年以上，卓越成就之認

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書（含未來修課規劃、研究方向與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例如：推薦函、外語能力、社團活動等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267 

傳真號碼 （03）8900157 

系所網址 https://ces.ndhu.edu.tw 

電子信箱 stove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本學院強調自然與人文科學的整合，理論與實務的兼顧，在教學與研究上

統合生態學、地球科學、資源及環境經濟與管理、文化與社會等學科領

域，建構整體性的環境研究架構，以推動自然資源保育與利用的永續。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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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環境學院 

系所名稱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組別 地球科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3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對生態、地球科學、環境教育、環境政策與環境治理，或農

業科學相關領域研究具卓越成就提出具體佐證（如專書、具審查制度論文

報告、國內外著名獎項…等），且從事相關工作三年以上，卓越成就之認

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書（含未來修課規劃、研究方向與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正本 1 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例如：推薦函、外語能力、社團活動等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267 

傳真號碼 （03）8900157 

系所網址 https://ces.ndhu.edu.tw 

電子信箱 stove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本學院強調自然與人文科學的整合，理論與實務的兼顧，在教學與研究上

統合生態學、地球科學、資源及環境經濟與管理、文化與社會等學科領

域，建構整體性的環境研究架構，以推動自然資源保育與利用的永續。 

 

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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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環境學院 

系所名稱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英文讀書計畫（含未來修課規劃、研究方向與研究計畫書）。 

2.英文能力檢測成績證明。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畢業證書或學歷證明影本 1 份。 

5.大專教師或任職主管推薦函 2 封。 

6.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322 

傳真號碼 （03）8900157 

系所網址 https://ces.ndhu.edu.tw/files/11-1020-10931.php 

電子信箱 nre54047@gmail.com 

特色說明及備註 為目前國內唯一整合環境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與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課程

及師資的全英語授課學程，期待學生成為「改變環境者」。透過「應用生

態學及人文領域」、「科學管理」和「環境政策與治理」三階段課程設計

方式，培養學生以尊重及謹慎態度面對自然、社會及文化等複雜交互作用

下衍生的環境議題，並積極推動可持續性的永續發展，與建構強調人文關

懷的社區經營與資源治理模式，達有效的共同管理目標。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環境學院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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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原住民民族學院 

系所名稱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4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1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報考動機與研究計畫書說明（4,000 至 6,000 字）。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3.推薦函 2 封。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論文、著作、專題研究成果、語言能力、社

團活動、社會服務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762 

傳真號碼 （03）8900201 

系所網址 https://erc.ndhu.edu.tw 

電子信箱 sylong@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系結合人類學、社會學、歷史、族群藝術、文化研究等學科訓練，提供

修習族群研究以及多元文化的專業課程，以培養相關的專業人才，未來可

以投入族群與多元文化之研究或實務工作。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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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原住民民族學院 

系所名稱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組別 民族發展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2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3,000 字以內）。 

2.讀書暨研究計畫書（5,000 字以內）。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著作或有利審查之成果（如作品、展演、獲獎、社團服務或成就表

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822 

傳真號碼 （03）8900202 

系所網址 https://didsw.ndhu.edu.tw 

電子信箱 ringo@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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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原住民民族學院 

系所名稱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組別 民族社會工作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2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3,000 字以內）。 

2.讀書暨研究計畫書（5,000 字以內）。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著作或有利審查之成果（如作品、展演、獲獎、社團服務或成就表

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822 

傳真號碼 （03）8900202 

系所網址 https://didsw.ndhu.edu.tw 

電子信箱 ringo@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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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原住民民族學院 

系所名稱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組別 民族語言與傳播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 名，在職生：1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3,000 字以內）。 

2.讀書暨研究計畫書（5,000 字以內）。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著作或有利審查之成果（如作品、展演、獲獎、社團服務或成就表

現）。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822 

傳真號碼 （03）8900202 

系所網址 https://didsw.ndhu.edu.tw 

電子信箱 ringo@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登

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 

 

  



 

 

國立東華大學 110 學年度博士班、碩士班暨碩士學位學程甄試招生簡章 
 

-79-

學院別 海洋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組別 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3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針對海洋科學相關領域研究具卓越成就提出具體佐證（如專

書、具審查制度論文報告、國內外著名獎項...等），具從事相關工作三年

以上。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書或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4.教授於彌封處簽章或教授親自逕寄至本所 Email 信箱之推薦函 2 封。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8）8825001 分機 8007 

傳真號碼 （08）8825087 

系所網址 https://imb.ndhu.edu.tw 

電子信箱 imb@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所由本校與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合作成立，以培養理論與實務兼具之

海洋研究人才。 

2.本所上課及實習地點：以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為原則（地址：屏東縣車

城鄉後灣村後灣路 2 號）。 

3.本所之研究、教學設備及宿舍均由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提供。 

4.報考本所者，指定繳交資料請以郵寄方式繳件。 

5.複試地點：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6.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44401 屏東縣車城鄉後灣村後灣路 2 號 

國立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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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海洋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組別 生物科技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3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針對海洋科學相關領域研究具卓越成就提出具體佐證（如專

書、具審查制度論文報告、國內外著名獎項...等），具從事相關工作三年

以上。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書或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4.教授於彌封處簽章或教授親自逕寄至本所 Email 信箱之推薦函 2 封。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8）8825001 分機 8007 

傳真號碼 （08）8825087 

系所網址 https://imb.ndhu.edu.tw 

電子信箱 imb@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所由本校與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合作成立，以培養理論與實務兼具之

海洋研究人才。 

2.本所上課及實習地點：以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為原則（地址：屏東縣車

城鄉後灣村後灣路 2 號）。 

3.本所之研究、教學設備及宿舍均由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提供。 

4.報考本所者，指定繳交資料請以郵寄方式繳件。 

5.複試地點：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6.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44401 屏東縣車城鄉後灣村後灣路 2 號 

國立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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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花師教育學院 

系所名稱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8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符合國光體育獎章一等（含一等一級至三級）資格者，卓越

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2.讀書計畫書。 

3 自傳（1,000 字以內，12 號字）。 

4.個人重要學經歷摘要及證明（如特殊運動成就證明文件等）。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已發表之學術論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研

究報告、畢業專題…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不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提前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936 

傳真號碼 （03）8900175 

系所網址 https://pe.ndhu.edu.tw 

電子信箱 yicwang@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班分為「運動人文社會科學」及「運動自然科學」二大主修領域，學

生於入學後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主修領域，並取得指導教師同意後提出修

業規劃方向申請。在學期間如欲變更主修領域，以一次為限，並需於各學

期開學一週內提出申請。 

2.提供若干名額，經審核通過者，可免費隨班附讀(非專班)修習國民小學

教育學程學分。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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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花師教育學院 

系所名稱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班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2 名。 

*具備資格： 

1.曾從事教育或社會及文化實務、研究、編輯、出版等性質相關之專業工

作三年以上者，專業工作年資指專任之年資，兼任年資折半計算。 

2.出版有教育或社會及文化研究，具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3.對社會參與具有影響力之具體表現獲得國際或全國性獎項者。 

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2.讀書計畫書。 

3.自傳（12 號字）。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發表之文章、專題研究計畫報告與社會參與經

歷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824 

傳真號碼 （03）8900101 

系所網址 https://dehpd.ndhu.edu.tw 

電子信箱 esontsai@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 本所旨在：（1）建構多元文化教育在地理論、方法與實作。（2）洞察少

數族群教育經驗差異，落實教育機會及過程之均等。（3）推動文化包

容、社會平等、公民參與的教育改革與社會重建。 

2. 本班可依師資培育中心之規定，甄選修習中等、小學師資學程，以增進

專業知能及就業競爭力。 

3.畢業生可從事教育、社會及文化之實務工作者或研究人員。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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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花師教育學院 

系所名稱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科學教育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班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2 名。 

*具備資格：曾獲得科學、科學教育、教育領域國際級或國家級獎項者，

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含報考動機及就讀後規劃）。 

2.學經歷。 

3.優良事蹟、相關經驗或證照之說明。 

4.推薦函 1 封（推薦函格式請依備註欄說明）。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824 

傳真號碼 （03）8900101 

系所網址 https://dehpd.ndhu.edu.tw 

電子信箱 esontsai@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1.兼具制式與非制式科學教學的理論與實務，重視在地與國際交流。 

2.本班可依師資培育中心之規定，甄選修習中等、小學師資學程。 

3.本班相關課程符合教育部國小教師加註「自然領域專長」的科目。 

4.進修與就業：(1)進修：學生可於國內外各大學之相關博士班繼續深造，

且本班設有博士班，為國內四大科教博士班之一，優秀學生可逕行直

升。(2)就業：擔任中、小學科學教師、科普傳播工作者、或經營科學教

材、教學之創意產業、參與教育行政工作。 

 

備註： 

本班推薦函格式請至網頁下載，網址：http://goo.gl/crcwX7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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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花師教育學院 

系所名稱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育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7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班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2.自傳與讀書計畫書（1,200 字以內，12 號字新細明體）。 

3.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推薦函、發表之研究論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之報告…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823 

傳真號碼 （03）8900101 

系所網址 https://dehpd.ndhu.edu.tw 

電子信箱 yuyu@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本碩士班旨在培養學生的教育專業與學術研究之能力，核心理念與特色為

「教育研究與革新」，亦即透過教育研究來帶動教育革新。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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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花師教育學院 

系所名稱 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逕予錄取名額，依資料審查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2.自傳（600 字以內，12 號字）。 

3.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已發表之期刊研討會論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全國性獲獎…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556 

傳真號碼 （03）8900103 

系所網址 https://eam.ndhu.edu.tw 

電子信箱 huishu@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提供若干名額，經審核通過者，可免費隨班附讀（非專班）修習國民小學

教育學程學分。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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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花師教育學院 

系所名稱 特殊教育學系 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2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推薦函 2 封。 

2.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3.研究計畫書。 

4.自傳（600 字以內，12 號字）。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發表之研究論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報

告、專案報告…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40%） 

複試：口試（占分 6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不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提前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872 

傳真號碼 （03）8900217 

系所網址 https://spe.ndhu.edu.tw 

電子信箱 spe@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優先錄取 1 名總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之身心障礙考生，請於報名時檢附

身分證明文件（身心障礙證明影本），以利審查。 

2.對於從事特教教師工作有興趣之研究生，可參加本系師資生甄選，取得

師資生資格以修習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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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花師教育學院 

系所名稱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4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1.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2.讀書計畫（含研究計畫書、未來研究方向與規劃）。 

3.自傳（1,000 字以內，12 號字）。 

4.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如發表之研究論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報

告、社團活動、社會服務、推薦函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不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提前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3892 

傳真號碼 （03）8900102 

系所網址 https://ece.ndhu.edu.tw 

電子信箱 tll@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歡迎對幼兒教育、保育有興趣者報名，本系畢業生在就業與進修均有亮

眼成就。 

2.本系學生可甄選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教保專業知

能課程】；另可依師培中心規定甄選修習中等、小學師資學程。 

3.進修與就業：(1)進修：國內外各大學之相關博士班。 (2)就業：擔任幼

兒園教師或參與幼教相關事業之工作、參與或經營幼兒教材之產業、參與

教育行政工作。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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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藝術學院 

系所名稱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7 名，在職生：2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依資料審查成績於招生名額中擇優至多 3 名免予複試直接錄取，其餘依初

試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1 名。 

*具備資格： 

1.曾從事藝術或設計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三年以上者。 

2.具藝術或設計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3.獲有藝術或設計獎項或展出資歷者。 

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以藝術與設計為主題之研究計畫。 

2.作品集。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比）正本 1 份。 

4.自傳。 

5.其他有助審查之紙本資料（如發表之研究論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

報告、展演證明、工作檔案、參與研究計畫證明、研究報告或讀書報告…

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料審查（占分 50%） 

複試：口試（占分 50%）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6 日（五）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口試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122 

傳真號碼 （03）8900177 

系所網址 https://artech.ndhu.edu.tw 

電子信箱 chiu91@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特色： 

本系教師多畢業自世界各國名校，且擁有完整的教學設備與空間。課程以
培養學生應用現代藝術與媒材表現情感思想，以及產品設計與新視覺傳達
之研究為主要目標。本校另設有師資培育學程可供甄選修讀。 
 
備註： 
1.非藝術或設計相關科系畢業或以同等學力資格報考而經錄取者，入學後
需依指導教授要求，補修有關藝術或設計專門科目一至三門 3~9 學分。 
2.作品集須為本人創作之作品，若經檢舉查證非本人創作，將取消錄取資
格。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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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藝術學院 

系所名稱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組別 民族藝術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3 名。 

*具備資格： 

1.曾從事藝術創意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三年以上者，專業性工作年資指

專任年資，如兼任年資，折半計算。 

2.出版有藝術創作或教育研究，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3.獲有傳統工藝、藝術創意奬項或展出資歷者。 

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研究計畫（研究方向規劃說明、報考動機）。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其他補充參考資料（創作作品、展演、研究、得獎等事項資料及證

明）。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882 

傳真號碼 （03）8900205 

系所網址 https://artci.ndhu.edu.tw 

電子信箱 yenting@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組指定繳交之資料請裝訂成冊。 

2.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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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藝術學院 

系所名稱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組別 視覺藝術教育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3 名。 

*具備資格： 

1.曾從事藝術創意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三年以上者，專業性工作年資指

專任年資，如兼任年資，折半計算。 

2.出版有藝術創作或教育研究，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3.獲有傳統工藝、藝術創意奬項或展出資歷者。 

出版紀錄或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研究計畫（研究方向規劃說明、報考動機）。 

3.學士班歷年成績表正本 1 份。 

4.其他補充參考資料（創作作品、展演、研究、得獎等事項資料及證

明）。 

考試方式及占分 資料審查（占分 100%）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882 

傳真號碼 （03）8900205 

系所網址 https://artci.ndhu.edu.tw 

電子信箱 yenting@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組指定繳交之資料請裝訂成冊。 

2.本組為教學分組，錄取生入學後修讀取得學位畢業時，其畢業證書不予

登載分組名稱。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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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藝術學院 

系所名稱 音樂學系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6 名，在職生：0 名 

逕予錄取名額及規定 無逕予錄取名額，依資料審查成績通知若干名考生參加複試。 
特殊報考資格 本系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招生名額：至多 2 名。 
*具備資格： 
1.曾於音樂藝術領域獲得國際級或國家級以上競賽獎項者。 
2.曾任音樂藝術相關領域工作三年以上著有成績者。 
卓越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指定繳交資料 1.自傳。 
2.讀書計畫(含未來研究方向與規劃)。 
3.最高學歷歷年成績單正本 1 份。 
4.推薦函 1 封。

考試方式及占分 1.資料審查 10% 
2.術科(含面試) 90%，各樂器別曲目規定如下，所有曲目均需背譜演奏/唱。 
(1)鋼琴 

a.巴赫平均律一組（含前奏曲與賦格）。 
b.古典樂派奏鳴曲一首（含所有樂章）。 
c.浪漫樂派作品或現代樂派作品（包括印象樂派及 1900 年以後之作品）一首。

(2)聲樂，曲目含三種不同樂派之作品，並知曲名及演唱角色（自備伴奏）。 
a.歌劇或神劇選曲（原調）兩首。 
b.藝術歌曲︰自法、英、義、德四種語言，任選兩首不同語言之歌曲。 
c.中文歌曲一首（含國、臺、客、原住民語）。 

(3)合唱指揮 
a.鋼琴演奏一首。 
b.聲樂演唱一首。 
c.現場抽題試教合唱曲一首（含指揮及詮釋，現場備有合唱團）及合唱總譜彈
奏，考試曲目於術科考試前一個月公佈於音樂系網站上（此項目不需背譜）。

(4)小提琴 
a.巴赫（J. S. Bach）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與組曲，選自同一首作品之一快與一
慢樂章。 

b.完成於 1800 年之後之一首協奏曲之快版樂章（若有裝飾奏需演奏裝飾奏），
或一首 Concert Piece。 

(5)中提琴、大提琴 
a.巴赫（J. S. Bach）無伴奏中提琴組曲，選自同一首作品之一快與一慢樂章。
b.一首協奏曲之快版樂章（若有裝飾奏需演奏裝飾奏），或一首 Concert Piece。

(6)長笛、單簧管：三首作品，至少含兩種不同樂派。 
複試日期 109 年 11 月 07 日（六）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術科 
2 月入學特別規定 經本項考試錄取之考生，至 110 年 1 月若已於學士班畢業獲得學士學

位，得申請於 110 年 2 月入學。 
聯絡電話 （03）8905153 
傳真號碼 （03）8900179 
系所網址 https://music.ndhu.edu.tw 
電子信箱 cathylan@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以同等學力及非相關科系畢業之學生錄取後，須由系務會議依學生個別情
形決定自學士班相關科目中補修學分，至少 8 學分。 

備審資料收件地址 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音樂學系碩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