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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考試系所組別、招生名額、考試資格及考試內容 

本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甄試放榜缺額，已併入本簡章該系所班（組）招生名額

內。如遇招生名額調整時，將公告於本校招生訊息網頁週知。 

※博士班報名共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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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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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者（含應屆畢業）。 
3.符合入學大學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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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附錄四、五），繳驗（交）所需

文件。 
◎持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請參見「附錄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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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招生系所班組如有特殊報

考資格限制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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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自取得碩士學位或具有報考大學博士班同等學力資格後

起算，計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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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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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學力報考規定： 
1.以同等學力資格（不含碩士班應屆畢業生或具有碩士學位者）報考本校博士班招

生考試之考生，應於報名前填妥簡章附件六審查認定申請書，並將相當碩士論文

之著作1份及所具備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送本校先行審查認定，以確認著

作是否具有相當碩士水準，並經本校函覆通知審查結果合於報考資格後，始可報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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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則仍需依規定申請審

查，待資格符合，方得以報名。 
※110 學年度同等學力認定著作送審收件日期：（以國內郵戳為憑，請以限時掛號郵寄） 

110 年 03 月 16 日（二）至 110 年 03 月 23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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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審查認定申請書』、相當碩士論文之著作 1 份及所具備資格之相關

證明文件正本。 
 2.信封封面請註明【申請博士班同等學力認定】。 
  3.如報考多系所班組，請分別填寫申請書並將著作資料分袋裝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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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自傳。 
2.研究計畫書。 
3.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表正本各 1 份。  
4.教授推薦函 2 封。 
5.碩士學位論文（或論文初稿）。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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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聯絡電話 （03）8905012 

傳真號碼 （03）8900169 

系所網址 https://www.csie.ndhu.edu.tw/ 

電子信箱 kiki2002@gms.ndhu.edu.tw 

特色說明及備註 

本校位於乾淨無汙染的花蓮壽豐，幅員廣大，風景秀麗，資工系生師

比低，教授的研究經費和研發成果不輸北部、西部國立大學，代表每

位學生所能分配到之教學研究空間、教授指導時間和研究經費，均數

倍於其它國立大學。近年更致力於對外交流，成為全臺國際化程度最

深、最廣、最全面的資工系，在東華資工即能看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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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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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理工學院 

系所名稱 生命科學系 生物技術博士班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博士班研究（初步）計畫書、碩士論文、其他學術著作各 1 份。 
3.其它有利審查資料(如推薦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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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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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毒、藥學、中草藥、植物基因轉殖、植物

病理、真菌生物防制、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等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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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迄今共有數十位外籍博士生，博士班

專業課程以全英語授課，本國生藉由與外籍生的交流與互動，可培養

具多元文化之包容性和國際觀。本校連續十年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教

學卓越大學」，為東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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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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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理工學院 

系所名稱 物理學系 應用物理博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研讀計畫及相關學術成果各 1 份。 
3.推薦函 2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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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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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試含 15 分鐘的碩士論文內容口頭報告或研讀方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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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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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理工學院 

系所名稱 化學系博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碩士論文或初稿、其他學術著作各 1 份。 
3.推薦函 2 封。 
4.未來進修計畫。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料審查(占分 30%) 
複試：口試(占分 70%) 

複試日期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聯絡電話 （03）8903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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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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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理工學院 

系所名稱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2.碩士論文、研究論文、博士研究計畫書及其他有利審查之書面資料各 
1 份。 
3.推薦函 2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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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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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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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理工學院 

系所名稱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自傳、博士研究計畫書、學術與技術成果、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各 1 份。 
3.推薦函 2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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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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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系屬於跨領域整合之應用研究，具多元師資與國際化的教學環境，

擁有全方位的貴儀設備，鼓勵學生自行操作儀器，且歡迎非本科系學

生報考。 
2.自 109 學年度起，本系博士生（非在職）入學即發給三萬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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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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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理學院 

系所名稱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組別 經營管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3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書面審查資料表。 
2.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含名次）正本各 1 份。 
3.碩士論文（國、內外碩士需繳交碩士論文口試通過定稿本；國外碩士

若無須碩士論文為畢業條件者請說明）。 
4.博士研究計畫書。 
5.其他有助審查資料（例如：學術著作、研討會論文或其他著作、英文

檢定證明等）。 

考試方式及占分 初試：資料審查(占分 35%) 
複試：口試(占分 65%) 

複試日期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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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說明： 
本系致力培養全方位管理人才，博士班則以培養「學術研究」與「專
業企業管理人才」為課程規劃重點。 
 
備註： 
1.錄取生入學後，經營管理組由企業管理學系負責。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班各組學生入學後，須依各組課程規劃修業，且不得轉組。各組之

學生由各所屬系所負責論文指導等相關事宜，如有特殊狀況，須經各

所屬系所之同意後，方得由不同組所屬系所之教授共同指導。 
2.書面審查資料表請上網下載填寫，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網址：http://faculty.ndhu.edu.tw/~ibm/main/4/doc/phd_data.doc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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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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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理學院 

系所名稱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組別 觀光遊憩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學歷證明、碩士論文、博士研究計畫構想書、其他（例：學術著作）
各 1 份。 
3.推薦函 2 封。 
4.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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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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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說明： 
秉持「在地關懷、國際視野」的精神，規劃培養「深度遊憩體驗」、「關
懷社群健康」及「強調資源永續」之經營與規劃的觀光休憩專才。為
國內少數大學具有觀光休憩完整學制（學士、碩士、博士）的學系，
師資陣容整齊堅強，包括「觀光產業與發展」及「休閒遊憩管理」兩
大領域學程。專業學術注重觀光產業經營、永續觀光發展、休閒健康
及遊憩資源管理等方向。研究生專業訓練強調學術思維與研究發表、
國際學術交流、多元專業學門論述。 
 
備註： 
1.自傳表格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https://trm.ndhu.edu.tw/p/405-1052-151325,c18269.php）。 
2.錄取生入學後，觀光遊憩組由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負責。企業管理

學系博士班各組學生入學後，須依各組課程規劃修業，且不得轉組。

各組之學生由各所屬系所負責論文指導等相關事宜，如有特殊狀況，

須經各所屬系所之同意後，方得由不同組所屬系所之教授共同指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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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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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理學院 

系所名稱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組別 國際企業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碩士論文（無碩士論文者請說明）。 
3.博士班研究計畫書或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如創作之著作等）。 
4.推薦函 1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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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聯絡電話 （03）890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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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說明： 
1. 本組課程規劃兼具ABC 三大特色，A(Academic 學術)、B (Business 

企業經營) 及C(Consulting 顧問諮詢)，歡迎各界人士報考。 
2. 本組課程安排具有彈性，學生得兼顧現職與進修。 
 
備註： 
1. 錄取生入學後，國際企業組由國際企業學系負責。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班各組學生入學後，須依各組課程規劃修業，且不得轉組。各組
之學生由各所屬系所負責論文指導等相關事宜，如有特殊狀況，須
經各所屬系所之同意後，方得由不同組所屬系所之教授共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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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企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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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組別 中國語文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1 份。 
2.碩士論文 1 份。 
3.博士研究計畫 1 份。 
4.自傳。 
5.其他有助審查之著作或資料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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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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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chen@gms.ndhu.edu.tw 

特色說明及備註 

特色： 
本系博士班分為中國語文組與民間文學組，中國語文組以傳承中華文
化，研究中外漢學為主，在課程上以人文化成的恢宏格局，兼顧傳統
中文學門義理、辭章、考據三個面向，並延伸至當代。民間文學組研
究領域涵括中國民間文學、臺灣民間文學、比較民間文學、民間文藝
等領域。旨在於蒐集、整理、發掘、研究、推廣民間文學，藉以發揚
民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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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中國語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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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系所名稱 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組別 民間文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1 份。 
2.碩士論文 1 份（碩士學位如係在國外獲得而無碩士論文者，得以相
等之學術論著代替）。 
3.博士研究計畫 1 份。 
4.自傳。 
5.其他有助審查之著作或資料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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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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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chen@gms.ndhu.edu.tw 

特色說明及備註 

特色： 
本系博士班分為中國語文組與民間文學組，中國語文組以傳承中華文
化，研究中外漢學為主，在課程上以人文化成的恢宏格局，兼顧傳統
中文學門義理、辭章、考據三個面向，並延伸至當代。民間文學組研
究領域涵括中國民間文學、臺灣民間文學、比較民間文學、民間文藝
等領域。旨在於蒐集、整理、發掘、研究、推廣民間文學，藉以發揚
民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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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民間文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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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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碩士論文（若無論文，得由校方出示證明其碩士學位之取得並無論文
寫作之要求，而得以學校認可之論文或報告替代之）。 
3.報考動機與研究計畫說明（4000 至 6000 字）。 
4.書寫作品或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 
5.推薦函 2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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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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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口試項目：包含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研究方法及研究潛力等項。 
2.有關入學考試資訊請參考本系網頁/招生資訊；修業相關資訊請參考
本系網頁/法規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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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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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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博士班 

組別 課程與教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2.碩士論文（碩士學位如係在國外獲得而無碩士論文者，得以相等之學
術論著代替；應屆畢業生得繳交碩士論文初稿）。 
3.已發表之學術論著（以外國文字撰寫者須附中文摘要）。 
4.研究計畫。 
5.自傳。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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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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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說明： 
本博士班整合國際化、本土化、科技化、創新性的課程規劃，培養學
生能在教育相關產業，成為卓越的教育專業與學術研究的領導者。 
 
備註： 
1. 研究計畫除計分外並供口試參考。 
2. 歷年成績單僅供口試參考。 
3. 錄取生入學後，課程與教學組由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負

責。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各組學生入學後，須依各組課
程規劃修業，且不得轉組。各組之學生由各所屬系所負責論文指導
等相關事宜，如有特殊狀況，須經各所屬系所之同意後，方得由不
同組所屬系所之教授共同指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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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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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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博士班 

組別 教育政策與行政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3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2.碩士論文（碩士學位如係在國外獲得而無碩士論文者，得以相等之學
術論著代替；應屆畢業生得繳交碩士論文初稿）。 
3.已發表之學術論著（以外國文字撰寫者須附中文摘要）。 
4.研究計畫。 
5.自傳。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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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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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計畫除計分外並供口試參考。 
2. 歷年成績單僅供口試參考。 
3. 錄取生入學後，教育政策與行政組由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負責。教

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各組學生入學後，須依各組課程規劃
修業，且不得轉組。各組之學生由各所屬系所負責論文指導等相關
事宜，如有特殊狀況，須經各所屬系所之同意後，方得由不同組所
屬系所之教授共同指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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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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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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博士班 

組別 特殊教育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2.碩士論文（碩士學位如係在國外獲得而無碩士論文者，得以相等之學
術論著代替；應屆畢業生得繳交碩士論文初稿）。 

3.已發表之學術論著（以外國文字撰寫者須附中文摘要）。 
4.研究計畫。 
5.自傳。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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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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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說明： 
本組以特殊教育議題為主軸，招收關注社會弱勢、社會融合、融合教
育、身心障礙、輔助科技、無障礙環境、少數民族特殊兒童等教育相
關領域人才。 
 
備註： 
1. 口試項目：分身心障礙、資賦優異論題及趨勢、研究方法及研究潛

力等項評審，可準備 10 分鐘 Power Point 簡報。 
2. 錄取生入學後，特殊教育組由特殊教育學系負責。教育與潛能開發

學系教育博士班各組學生入學後，須依各組課程規劃修業，且不得
轉組。各組之學生由各所屬系所負責論文指導等相關事宜，如有特
殊狀況，須經各所屬系所之同意後，方得由不同組所屬系所之教授
共同指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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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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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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博士班 

組別 運動教育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碩士論文全文 1 份（若無碩士論文者，得以相等之學術論著代替；
應屆畢業生得繳交碩士論文初稿）。 
3.自傳及推薦函各 1 封。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例如：已發表之學術論著或運動成就證明
文件；以外國文字撰寫者須附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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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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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生入學後，運動教育組由體育與運動科學系負責。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各組學生入學後，須依各組課程規劃
修業，且不得轉組。各組之學生由各所屬系所負責論文指導等相關事
宜，如有特殊狀況，須經各所屬系所之同意後，方得由不同組所屬系
所之教授共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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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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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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3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2.碩士論文 
（1）應屆畢業生得繳交碩士論文初稿。 
（2）碩士學位如係在國外獲得而無碩士論文者，得以相等之學術論著
代替。 
3.已發表之學術論著（以外國文字撰寫者須附中文摘要）。 
4.研究計畫。 
5.自傳（包括學習、工作經歷、研究歷程或社會參與經歷等）。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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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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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學生可依師資培育中心規定甄選，修習中等、小學師資學程，以
增進專業知能及就業競爭力。 
3.畢業生得從事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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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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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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教育博士班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 
2.碩士論文（或初稿）及相關學術成果各 1 份。 
3.研讀計畫（含簡歷、動機及目標）。 
4.推薦函 1 封（推薦函格式請依備註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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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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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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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班學生可依師資培育中心規定甄選，修習中等、小學師資學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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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就業：國內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教師、中、小學科學領導教師、科普
傳播/科學博物館研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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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http://goo.gl/crcw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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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環境學院 

系所名稱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無 

指定繳交資料 

1.自傳。 
2.碩士論文（或論文初稿）及相關學術成果 1 份。 
3.讀書計畫書（含未來修課規劃、研究方向與研究計畫書）。 
4.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表（含名次）正本各 1 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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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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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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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110學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