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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u.edu.tw/→「新生入學網」陸續查詢。新生入學須知（含學號、資訊網路帳

號啟用碼等）紙本資料，開學前由註冊課務組寄發。 

五、 本 校 111 學 年 度 新 生 學 雜 費 收 費 標 準 、 繳 費 須 知 ， 詳 細 資 訊 請 參 閱 會 計 室 網 頁 ：

http://account.thu.edu.tw→「學雜費業務」專區查詢。 

六、 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實施勞作教育，學生均須參與勞作活動。 

七、 凡報名參加本項招生考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考生取得其基本資料及相關

檔案。考生報名資料僅作為本校招生(錄取生資料亦作為學籍資料)及相關統計研究與教育行政

目的使用，其餘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八、 本簡章若有其它未盡事宜，依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決議處理。 

 

拾貳、招生系級、名額、考試科目及規定                                                                                  

 考生可報考2個以上學系(組)。 
 表列名額係暫訂名額，各學系(組)實際招生名額將於111年12月30日公告，實際招生名額大於

或等於暫訂招生名額。 
 報考身份為大學在校生或專科應屆畢業生，報考學系(組)若要求上傳或郵寄歷年成績單，可暫

提供至110學年度下學期成績，錄取報到時應提供包含111學年度上學期之歷年成績單。 

 二年級單招   

招生
系組 

1102 中國文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5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5% 3 

讀書計畫 25%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
事項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應包含原就讀學校歷年成績單(必繳不佔分)，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經
歷。 

 

招生
系組 

1202 外國語文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0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英文自傳 4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英文讀書計畫 40% ２ 

英文檢測成績 1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英文自傳、英文讀書計畫：500字以內。 
(2) 英語檢測成績如TOEIC, IELTS, TOEFL等。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語文競賽、相關活動獲獎紀錄、或大學成績單英文科目成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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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1502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須含轉學動機)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日語學習歷程 30％ 2 

讀書計畫 10％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3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須含轉學動機。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必繳)，需提供日語能力測驗N2或相

當程度以上證照或證明等。 
(3) 錄取生，即便學年課也將從下學期開始修習，故需具有直接修習本系二年級下學期課

程之日語能力。 
 

招生
系組 

1902 哲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4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20% 3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報考本系之理由 25% 2 

讀書計畫 45%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讀書計畫應說明入學後之學習規劃，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應與哲學學習相關。 

 

招生
系組 

2102 應用物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6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30% 2 

讀書計畫 3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應包含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提供高中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

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 19 -  

招生
系組 

2212 化學系化學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5% 2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5%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經歷，必繳不

佔分。 
(2) 自傳：500-1,000字以內，包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

優點)等。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

活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化學領域學習心得或針對文獻撰寫
研究報告等。 

 

招生
系組 

2222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5% 2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5%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經歷，必繳不

佔分。 
(2) 自傳：500-1,000字以內，包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

優點)等。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

活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化學領域學習心得或針對文獻撰寫
研究報告等。 

 

招生
系組 

2312 生命科學系 生物醫學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5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歷年成績單 5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20% 3 

申請動機 20%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 
(2) 自傳：1,000字以內，說明學習過程與生醫相關的學習經驗。 
(3) 申請動機：與系上老師研究相關為佳。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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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實驗課程相關紀錄、英文檢定證明、科學研究報告、活動
證明等。 

 

招生
系組 

2322 生命科學系 
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4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歷年成績單 20% 3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40% 1 

申請動機 30%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 
(2) 自傳：1,000字以內(說明與生態相關的學習經驗，與系上老師研究生物相關為佳)。 
(3) 申請動機：500字以內。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實驗課程相關紀錄、英文檢定證明、科學研究報告、活動

證明等。 
 

招生
系組 

2402 應用數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轉學動機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30% 2 

自傳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大學修課紀錄-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經歷，必繳不佔分。 
(2) 轉學動機：500字以內。 
(3) 讀書計畫：500字以內。 
(4) 自傳：500以內，包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優點)。 
(5)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

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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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310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8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 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30% 2 

轉學動機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500-1,000字以內，包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

優點)等。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系排名)、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
證照證明等。 

 

招生
系組 

3302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歷年成績單 10% 4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40% 2 

讀書計畫 40%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3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2) 自傳：500-1,000字以內，包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

優點)等。 
(3) 讀書計畫：500-1,000字以內。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

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招生
系組 

3402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25% 3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5% 1 

讀書計畫 25%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5%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500-1,000字以內，包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

優點)等。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原校歷年成績單、學測或統測成績、指考成績、英語(文)

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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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3512 資訊工程學系 資電工程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申請動機 30% 2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
事項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應包含歷年成績單。 
2. 本系必修、必選課程學分抵免須經抵免學分考試及格始可抵免。 
3. 本系為招生分組，非學籍分組，畢業證書將不註記分組名稱。 

 

招生
系組 

3522 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申請動機 30% 2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
事項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應包含歷年成績單。 
2. 本系必修、必選課程學分抵免須經抵免學分考試及格始可抵免。 
3. 本系為招生分組，非學籍分組，畢業證書將不註記分組名稱。 

 

招生
系組 

3602 電機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歷年成績單 10% 3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含報考動機) 40% 1 

讀書計畫 40%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審資料說明： 
(1) 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2) 自傳：500-1,000字以內，包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

優點)、報考動機等。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

活動、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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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4102 企業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8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歷年成績單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簡歷和自傳 20% 3 

讀書計畫 20%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2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歷年成績單：高中/職/專科及目前就讀學校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2) 簡歷和自傳：應含1頁個人資料表(格式不限)、轉學(就讀)動機。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語文檢定證明、其他考取證照證明、班級幹部證明、競賽成果、

社團表現…等證明資料。 
 

招生 
系組 

420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5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歷年成績單 5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簡歷自傳與生涯規劃 15% 2 

讀書計畫 15%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2) 簡歷自傳與生涯規劃：1,500字以內。 
(3) 讀書計畫：1,500字以內。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語文檢定、競賽成績、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考取證照

證明等。 
 

招生
系組 

4702 統計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6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歷年成績單 
(含班、系排名) 

5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20% 2 
轉學動機 15% 3 
讀書計畫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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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4902 資訊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原校在校成績(含名次

或名次證明) 
45%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含轉學動機) 15% 3 

讀書計畫 15% 4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 25% 2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歷年成績單：歷年成績與名次證明需有校方正式核章，若自行網頁截圖或自製圖表

者，視同未繳。 
(2) 自傳(含轉學動機)：500-1,000字以內，包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

興趣、專長、優點)、轉學(就讀)動機等。 
(3) 讀書計畫：500-1,000字以內，包含畢業後規劃(升學、就業、準備國家考試或其他)。 
(4)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

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招生
系組 

5212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8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轉學動機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25% 3 

讀書計畫 25%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字數以500-800字為佳，書寫指引：請敘述高中及大學求學歷程、個人特質。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應檢附原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及系排名)，另可提供英語(文)檢

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招生
系組 

5222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轉學動機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25% 3 

讀書計畫 25%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字數以500-800字為佳，書寫指引：請敘述高中及大學求學歷程、個人特質。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應檢附原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及系排名)，另可提供英語(文)檢

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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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5312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0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未來生涯規劃 30% 2 

報考動機 25% 3 

有利審查資料 15%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500-1,000字，內容包含①描述個人特質、②請以自身成長的經歷說明對你來

說是什麼是困難與挑戰?你如何應對? 
(2) 未來生涯規劃：500-1,000字，包含未來學習計畫、畢業後想從事的工作等。 
(3) 報考動機：至多500字，另附原校歷年成績單(合併成1個檔案)，並說明為何想由原校

原科系轉入本系。 
(4) 有利審查資料：內容格式不拘，每項另附200字內簡要說明。 

 

招生
系組 

5402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6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25% 3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25% 2 

原校歷年成績單 40%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個人資料表(必繳)，格式請至報名網頁→【文件下載】，並以PDF格式上傳。 
(2) 自傳：800-1,200字，包含○1 家庭背景、○2 個人特質(說明何項人格特質適合就讀

本系)、○3 大學求學歷程、○4 成長歷程中影響 深的事或遇過 大的困難或挑戰是
什麼，如何解決或面對、○5 其他。 

(3) 讀書計畫：800-1,200字，包含○1 轉學動機、○2 讀書計畫、○3 畢業後規劃(升學、
就業、準備國家考試或其他)。 

(4) 原大專院校歷年成績單及排名。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至多繳交五件，每件證明均需簡要說明(100~150字)學習成

長或收穫。有利審查資料可包含競賽證明、社團證明、幹部證明、文化交流、志工
證明、證照證明、外國語文檢定、其他各式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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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5502 社會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0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5% 2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35% 1 

有利審查資料 20% 3 

有利文件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內容不限，但需含以下：「成長歷程中影響你 深的一件事情是什

麼？」、「你選本系的理由」。1,500字以內（若有引用資料請記得註明出處）。 
(2) 「讀書計畫」：內容不限，但需含以下：「你 想選的一門課程」、「你有興趣的社

會學領域？」。1,500字以內（若有引用資料請記得註明出處）。 
(3) 「有利審查資料」：以下資料請選擇至多2項繳交，每項不限件數：①相關課程的課

堂報告、②參與研討會證明及心得、③參與演講證明及心得、④社會服務證明及心
得。（以上資料以參與社會學相關的領域為主） 

(4) 「有利文件資料」： 
a. 原學校歷年成績單 
b. 其他：以下資料請選擇至多2項繳交，每項不限件數，並檢附文字說明。(①語文

檢定、②競賽成績、③社團活動、④班級幹部證明、⑤考取證照證明) 
 

招生
系組 

5602 社會工作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7名 退伍軍人：1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25%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學習歷程反思 25% 2 

針對近年社會新聞/議

題的分析 
25%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5%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包含對自身生命歷程的反思）。 
(2) 學習歷程反思（包含轉學動機、過去學習的經驗、收穫/心得）。 
(3) 針對近年社會新聞/議題的分析（自選一則社會新聞/議題分析）。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包含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及其他有

利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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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6102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25% 2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5% 3 

讀書計畫 25%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5% 4 
注意
事項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包含原就讀學校歷年成績單、語文檢定、競賽成績、社團活動、
班級幹部證明、考取證照證明等。 

 
招生
系組 

6202 食品科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5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25%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5% 2 

學習計畫 25%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5%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轉學動機與學習計畫：字數各需500字以上。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應包含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必繳不佔分)，僅用以了解學

生學習經歷。另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動、
班級幹部證明、獲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 

 
招生
系組 

6602 餐旅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歷年成績單 35% 3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就讀動機及讀書計畫 30% 1 

英文能力證明 25% 2 

其他有利審查證明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英語能力證明，可提供英文類競賽得獎證明、英文檢定通過證明、其他(英文能力相

關證明文件或高中英文成績單)。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競賽成績、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考取證照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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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6802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名 退伍軍人：1名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 30% 1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歷年成績單 25% 4 

讀書計畫或學業生涯展望 25%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2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800-1,200字)，包含： 

a. 說明求學過程能與本領域進行連結人事物為佳。 

b. 請說明個人特質優勢。 

c. 轉學動機。 

d. 其他：例如成長歷程中影響 重大的事件或遇過 大的困難或挑戰是什麼，如何

解決或面對。 

(2)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應以校方開立之正式成績單，若自行網頁截圖或自製圖

表者，視同未繳，並請轉成PDF格式上傳。 

(3) 讀書計劃或學業生涯展望：針對就學期間、畢業後５年內兩階段的規劃做簡單描述。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學測或指考成績、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競賽或社團活動、獲

獎紀錄、考取證照證明等，以上資料需至少提供一項。 
 

招生
系組 

7202 音樂學系  日間學士班 一般：1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總成績百分比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文件 20% 2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演奏能力 80% 1 

注意
事項 

1. 書面審查文件內容包括自傳、曲目表及在學歷年成績單，請分為兩個檔案上傳。 

(1) 【音樂系書面審查文件(自傳及曲目表)】，格式請至報名網頁→【文件下載】下

載，電腦打字填表，並以PDF上傳。 

自傳：500字以內，包括自我介紹、自我評量、轉學動機，以及對大學的期許與

規劃。 

曲目表：演奏錄影曲目表及已學習過曲目表。 

(2) 在校歷年成績單(以正本上傳，需科目、成績及排名等資訊皆清晰可辨識)。 

2. 演奏能力：請繳交個人一年內的演奏錄影，不限場合，時間長度10分鐘，至少兩種不

同風格、時代的古典音樂曲目，均須背譜。錄影拍攝角度需全身入鏡。錄影檔請先上

傳Youtube或雲端資料庫，並於曲目表提供連結網址。 

部分樂器另有規定： 

主修聲樂者，須選自不同語言歌曲(限選自義、德、法、英、拉丁文)。 

主修擊樂者，指定一首木琴演奏曲或練習曲(須背譜)，以及一首小鼓或定音鼓的演奏

曲或練習曲(可看譜)。 

3. 本系依總成績高低順序不分樂器錄取，演奏能力原始成績未達82分者，不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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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系組 

7502 景觀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6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自傳及轉學動機 30% 2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作品集 40% 1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語文檢定、競賽成績、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考取證照證明
等。 

 

招生
系組 

9202 永續科學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9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
項目 

科目 占分比例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英文成績單 10% 4 

12/20(二)下午5:00前上傳 
英文讀書計畫 35% 1 

英文自傳 35%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3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英文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之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本成績單僅用以了解

學生學習經歷，不針對成績給予評分。 

(2) 英文自傳：500-1,000字以內。 

(3) 英文讀書計畫：說明學業生涯展望。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英語(文)檢定證明文件、工作經驗證明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二年級聯招   

聯招 
名稱 招生系組 學制 招生 

名額 
合計
名額 

退伍 
軍人 考試項目 佔分

比例 
同分 
參酌 

9912 
美術 
聯招 

7101 美術學系 
日間 

學士班 
2 

5 

無 
書面 
審查 

作品集 50% 1 

創作自述及未來學習計畫 30% 2 

7152 美術學系 
進修 

學士班 
3 無 

自傳(1,000字以內) 10% 3 

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作品集(50%) 

作品集包括各階段作品圖片或畫冊等相關資料，可附個展、聯展經歷及得獎紀錄證明影本。 

(2) 創作自述及未來學習計劃(30%) 

(3) 自傳(1,000字以內)(10%) 

(4) 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10%) 

※上述資料繳交1份即可並以A4格式裝訂，裝入自備之信封袋，貼妥報名網頁所產生之「審查

資料袋信封」後，於111年12月20日(含)前掛號寄達美術系，逾期繳交或未繳交者，以「缺

考」計，所繳資料一律不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