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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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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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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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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經歷，不
針對成績給予評分。 

 

招生系組 1202 外國語文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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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英文轉學動機 30% 2 

英文讀書計畫 20%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3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英文自傳：500字以內。 
(2) 英文轉學動機：500字以內。 
(3) 英文讀書計畫：500字以內。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語檢測成績(TOEIC, IELTS, TOEFL等)，語文競賽獲獎紀

錄，並附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作為審查之參考。 
 

招生系組 1302 歷史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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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30% 2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應包含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必繳)，僅用以了解學生學
習經歷，不針對成績給予評分。另可提供語文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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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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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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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傳應包含轉學動機。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必繳)，另可提供日語能力測驗證

照或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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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1902 哲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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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報考本系之理由 25% 2 

讀書計畫 40%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讀書計畫請說明入學後之學習規劃。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之準備建議：可提供與哲學相關之有利審查文件如：①參

加人文、社會等相關領域之活動或課程，並且能提出具體表現，以說明活動心得、
事蹟陳述等。②自己所撰寫或創作之短文、心得報告、作品。③獎學金之獲獎紀
錄、語言能力方面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等。 

 

招生系組 2102 應用物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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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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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系組 2212 化學系 化學組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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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0% 2 

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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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必繳但不佔分)，僅用以了解學生

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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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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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2222 化學系 化學生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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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傳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0% 2 

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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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必繳但不佔分)，僅用以了解學生

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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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40% 3 

申請動機 40%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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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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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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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45% 1 

申請動機 40%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3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 
(2) 自傳：1,000字以內，說明學習過程與生態相關的學習經驗。 
(3) 申請動機：與系上老師研究生物相關為佳。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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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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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2402 應用數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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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計畫 5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10% 4 

自傳 1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2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必繳不佔分)，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經歷。 
(2) 自傳: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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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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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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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0% 2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500-1,000字內，應包含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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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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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報考動機)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30% 2 

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1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500-1,000字內，包含報考動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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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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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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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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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優點)等。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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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系組 3502 資訊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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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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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系組 3602 電機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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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歷年成績單) 5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20% 2 

轉學動機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招生系組 4102 企業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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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歷和自傳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20% 4 

轉學(就讀)動機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2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簡歷和自傳：應含1頁個人資料表(格式不限)。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班級幹部證明、競賽成果、社團表現、語文檢定證明、資

訊證照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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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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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0% 1 

讀書計畫與生涯規劃 25%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5% 2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800字以內。 
(2) 轉學動機：800字以內。 
(3) 讀書計畫與生涯規劃，1,500字以內。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必繳)，另可提供語文檢定、競賽成

績、社團活動、班級幹部證明、考取證照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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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4302 會計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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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轉學動機) 4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40% 2 

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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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傳：500-1,000字以內，包含求學過程、轉學動機及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

長、優點等)。 
(2)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考取證照證明或競賽成果等證明。 

 

招生系組 4402 財務金融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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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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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轉學動機及讀書計畫分別各限500-1,000字內。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英文檢定、在校成績(含排名)、證照、競賽成果等。 

 

招生系組 4702 統計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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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25% 2 

轉學動機 25% 3 

讀書計畫 20%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5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歷年成績單須含班排名及系排名。 
(2) 自傳、轉學動機、讀書計畫：各限1,000字以內。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考取證照證明。 

 

招生系組 4902 資訊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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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成績(含名次或名

次證明) 
1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含轉學動機) 30% 3 

讀書計畫 30% 4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 30% 2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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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在校成績(含名次或名次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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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動機等。 
(3)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如證照、專題報告、服務表現、競賽表現、外語能力檢定、推

薦函等。 
 

招生系組 5402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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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30% 4 

原校歷年成績單 20%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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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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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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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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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研
究所)。 

(4) 原大專院校歷年成績單及排名。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至多繳交五項，並針對該證明簡要說明(150~200字)學習成

長。有利審查資料可包含外國語文檢定、競賽證明、社團證明(限大學)、幹部證明
(限大學)、文化交流、志工證明(限大學)、證照證明、其他各式參加證明。 

 

招生系組 5502 社會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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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35% 2 

有利審查資料 20% 3 

有利文件資料 1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內容不拘，但需包含以下部分：「成長歷程中影響你/妳 深的一件事情是

什麼？」、「你/妳選本系的理由？」。1,500字內（若有引用資料請記得註明出
處）。 

(2) 讀書計畫：內容不拘，但需包含以下部分：「你/妳 想選的一門課程」、「你/妳
有興趣的社會學領域？」。1,500字內（若有引用資料請記得註明出處）。 

(3) 有利審查資料：參與社會學相關領域證明：①課程、②研討會、③演講、④活動。
以上項目任選一項繳交證明資料，並附1,000字內心得。 

(4) 有利文件資料：(1).原學校歷年成績單、(2).以下項目任選一件，並附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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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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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5602 社會工作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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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學習歷程反思 30% 2 
針對近年社會新聞/議
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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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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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系組 6102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9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1.0 2 7/5下午5:00前上傳 

 面試 1.0 1 7/15(六) 

注意事項 

1.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字數須500字以上。 
(2) 轉學動機：字數須500字以上。 
(3) 讀書計畫：字數須500字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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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將於7月12日下午3時公告於本系網頁，不另通知；未依規定時

間到考者以棄權論。 
 

招生系組 6202 食品科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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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計畫 4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40% 2 

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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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計畫：500-1,200字，含轉學動機及入學後之修課計畫。 
(2) 自傳：500-1,200字，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優

點)等。 
(3)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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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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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6602 餐旅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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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成績單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就讀動機 20% 2 

讀書計畫 20% 3 
英文能力證明及其他
有利審查證明 

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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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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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學業生涯展望 20% 4 

特殊經歷或表現 25%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5% 3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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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3 大學求學歷程、○4 轉學動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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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生涯展望：請針對就學期間及畢業後5年內兩階段的規劃做簡單描述。 
(3) 特殊經歷或表現：參與高齡健康或運動科學相關領域證明，簡述條列方式呈現，並

檢附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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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級 一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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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修 8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書面審查文件 20% 2 

注意事項 

1. 招收樂器限鋼琴、電子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長號、小
號、法國號、低音號、上低音號、長笛、單簧管、雙簧管、低音管、薩克斯風、擊
樂、作曲。 

2. 主修規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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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背譜演奏（唱）。錄影拍攝角度需全身入鏡。 
*請記得開放影片觀看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 
部分樂器另有規定： 
i.主修聲樂者，須選自不同語言歌曲（限選自義、德、法、英、拉丁文）。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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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主修作曲者，繳交作品集，請提供3首已完成主要作品，可包括音樂科技相關
的創作。需繳交其樂譜、樂曲解說，以及該作品演出或錄製之影音檔案或網路
連結。3首作品中至少一首是寫給室內樂、重唱或合唱、或管弦樂團的編制。 

(2) 錄影檔案請上傳Youtube或雲端資料庫，並於【音樂系-主修曲目表】內提供連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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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網址。 
3. 書面審查文件：包含作品介紹、自傳、已學習或演出過之主要曲目表、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 
4. 【音樂系-主修曲目表】、【音樂系書面審查文件】格式請至報名網頁→【文件下

載】下載，電腦打字填表，並以pdf檔上傳。 
5. 在校歷年成績單：以正本電子檔上傳，須科目和成績等資訊皆清晰可辨識，必繳但

不佔分。 
6. 本系依總成績高低順序不分樂器錄取，主修原始成績未達82分者，不予錄取。 

 

招生系組 7302 建築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初試)  1.0 2 7/5下午5:00前上傳 

 面試  (複試)  2.0 1 7/15(六) 

注意事項 

※初試未通過者，不得參加複試。 
1. 書面審查(初試)，資料包括：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或名次證明)，請以正本轉成PDF格式上傳。 
(2) 自傳：包含自述(800字以內)、轉學動機及特殊表現(特殊表現請以條列簡述方式

呈現，並檢附佐證資料)。 
(3) 成果與作品集(作品不拘類型、頁數30頁以內，與他人合作之作品應註明個人負

責部分)。 
※上述三項資料，請個別以PDF檔(各限10Mb)上傳，若成果作品集超過10Mb，請
上傳雲端資料庫，提供連結網址(複製貼上word轉成PDF檔上傳)，請開放權限(勿
設密碼)，以免無法讀取；若無法開啟者，造成權益受損情事，由考生自負責任。 

2. 面試(複試)： 
(1) 初試合格者，始能參加7月15日面試。 
(2) 7月12日下午3時於系所網頁及報名網頁→【招生公告】公告初試合格名單及面

試相關注意事項，不另通知，面試時不需另攜帶作品；面試未依規定時間到考
者，以棄權論。 

3. 錄取之考生需重修大一建築設計課程，若已修過他校建築設計課程者，須經系審
議，通過者方可抵免大一設計。 

 

招生系組 7402 工業設計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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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歷年成績單 10% 3 

作品集 40%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1,000-1,500字內，含轉學動機、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優點)等。 
(2)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 
(3) 作品集(與設計相關內容)。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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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2 景觀學系 日間學士班2年級 一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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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傳及轉學動機 25% 3 

7/5下午5:00前上傳 
作品集 30% 2 

對景觀專業的理解 35%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及轉學動機：500-1,000字，中文或英文。 
(2) 作品集：型式不拘，作品集中各項作品請說明作品名稱、設計理念及媒材運用等內

容。 
(3) 對景觀專業的理解：就景觀專業學習、未來工作內容，及對本系課程的了解做說

明。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以條列式並檢附佐證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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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2 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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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含在校成績證明)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或轉學動機 30% 2 
時事評論一篇 
(約1000字) 3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語

文證明、證照考試等) 
10% 4 

 

招生系組 
9102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

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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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歷年成績單 10% 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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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英文歷年成績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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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未來海外留學規劃。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英語檢定證明文件(TOEFL、IELTS、TOEI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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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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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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歷年成績單 10% 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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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英文歷年成績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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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占分

比例 
同分 
參酌 

9912 
經濟 
聯招 

5212 經濟學系 
一般經濟組 

日間學士班 
2年級 

26 

36 

無 
書面 
審查 

讀書計畫 35% 1 

就讀動機 35% 2 

5222 經濟學系 

產業經濟組 

日間學士班 
2年級 

10 無 
自傳 20% 3 

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讀書計畫應包含原校歷年成績單 

(2) 書面審查資料應於7月5日下午5時前完成網路上傳。 
 

聯招 
名稱 招生系組 學制 招生 

名額 
合計
名額 

退伍 
軍人 科目 占分

比例 
同分 
參酌 

9922 
政治 
聯招 

5312 政治學系 
政治理論組 

日間學士班 
2年級 

23 

48 

1名 
書面 
審查 

自傳 30% 1 

未來生涯規劃 30% 2 

5322 政治學系 

國際關係組 

日間學士班 
2年級 

25 1名 
報考動機 25%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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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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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書面審查資料應於7月5日下午5時前完成網路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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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 
名稱 招生系組 學制 招生 

名額 
合計
名額 

退伍 
軍人 

考試 
日期 考科 權值 同分 

參酌 

9932 
美術 
聯招 

7102 美術學系 
日間學士班 

2年級 
1 

19 
無 

7/15 
(六) 

面試 ×2.0 1 

7152 美術學系 
進修學士班 

2年級 
18 無 書面審查 ×1.0 2 

注意 
事項 

1.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作品集(50%)包括各階段作品圖片或畫冊等相關資料。 
(2) 創作自述及未來學習計劃(30%) 
(3) 自傳(1,000字以內)(10%)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10%)可附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個展、聯展經歷及得獎紀錄證明等。 

※書面審查資料應於7月5日下午5時前完成網路上傳。 
2. 面試說明： 

(1) 面試當天須攜帶一本紙本作品集到場(試後歸還)。 
(2) 當天可攜帶1-3件作品到場(試後歸還)。 
(3) 評分標準：專業知識(30%)、儀表談吐(10%)、反應能力(30%)、志向興趣(30%)。 
(4) 面試時間將於7月12日下午3時公告美術系網頁 (https://fineart.thu.edu.tw)，未到考者以棄

權論。 
 

  三年級單招   

招生系組 1103 中國文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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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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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經歷，不
針對成績給予評分。 

 

招生系組 1203 外國語文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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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自傳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英文轉學動機 30% 2 

英文讀書計畫 20%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3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英文自傳：500字以內。 
(2) 英文轉學動機：500字以內。 
(3) 英文讀書計畫：500字以內。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語檢測成績(TOEIC, IELTS, TOEFL等)，語文競賽獲獎紀

錄，並附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作為審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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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1303 歷史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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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30% 2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包含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必繳)，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
經歷，不針對成績給予評分。另可提供語文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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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日文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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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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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必繳)。 
②檢附日本語能力試驗N2以上或與之同等級之日語能力測驗證明(必繳)。如:J.TEST

實用日本語檢定D級以上、Top J 實用日本語運用能力試驗中級A以上、BJT 商用
日本語能力試驗J3以上等。 
註:各項測驗考試時間不同，如BJT隨時可應試、J.TEST與Top J每年有2~4次應試
機會等。 

 

招生系組 1903 哲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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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報考本系之理由 20% 2 

讀書計畫 40%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讀書計畫請說明入學後之學習規劃。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之準備建議：可提供與哲學相關之有利審查文件如：①參

加人文、社會等相關領域之活動或課程，並且能提出具體表現，以說明活動心得、
事蹟陳述等。②自己所撰寫或創作之短文、心得報告、作品。③獎學金之獲獎紀
錄、語言能力方面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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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2103 應用物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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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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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系組 2213 化學系 化學組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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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0% 2 

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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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必繳但不佔分)，僅用以了解學生

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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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 化學系 化學生物組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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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0% 2 

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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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必繳但不佔分)，僅用以了解學生

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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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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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2313 生命科學系 生物醫學組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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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40% 3 

申請動機 40%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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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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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 生命科學系 

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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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成績單 5% 4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45% 1 

申請動機 40%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3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 
(2) 自傳：1,000字以內，說明學習過程與生態相關的學習經驗。 
(3) 申請動機：與系上老師研究生物相關為佳。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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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3 應用數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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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計畫 5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10% 4 

自傳 1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2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必繳不佔分)，僅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經歷。 
(2) 自傳: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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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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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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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0% 2 

讀書計畫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500-1,000字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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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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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報考動機)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30% 2 

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1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500-1,000字內，包含報考動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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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證照證明等。 
 

招生系組 3403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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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成績單 5% 5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25% 3 

轉學動機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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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 
(2) 自傳：500-1,000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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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研究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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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系組 3503 資訊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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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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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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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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系組 3603 電機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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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歷年成績單) 5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20% 2 

轉學動機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招生系組 4103 企業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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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歷和自傳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20% 4 

轉學(就讀)動機 2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2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簡歷和自傳：應含1頁個人資料表(格式不限)。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班級幹部證明、競賽成果、社團表現、語文檢定證明、資

訊證照證明…等證明資料。 
 

招生系組 4203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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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 

7/5下午5:00前上傳 
轉學動機 20% 1 

讀書計畫與生涯規劃 25%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5% 2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800字以內。 
(2) 轉學動機：800字以內。 
(3) 讀書計畫與生涯規劃，1,500字以內。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歷年成績單(必繳)，另可提供語文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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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 財務金融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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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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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自傳、轉學動機及讀書計畫分別各限500-1,000字內。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英文檢定、在校成績(含排名)、證照、競賽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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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4703 統計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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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25% 2 

轉學動機 25% 3 

讀書計畫 20%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5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歷年成績單須含班排名及系排名。 
(2) 自傳、轉學動機、讀書計畫：各限1,000字以內。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學測或指考成績、考取證照證明。 

 

招生系組 4903 資訊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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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成績(含名次或名

次證明) 
1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含轉學動機) 30% 3 

讀書計畫 30% 4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 30% 2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在校成績(含名次或名次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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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動機等。 
(3)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如證照、專題報告、服務表現、競賽表現、外語能力檢定、推

薦函等。 
 

招生系組 5313 政治學系 政治理論組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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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下午5:00前上傳 
未來生涯規劃 30% 2 

報考動機 25%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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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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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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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5403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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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傳 25% 2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25% 4 

原校歷年成績單 30% 1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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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繕打，內容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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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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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未來展望。 

(3) 讀書計畫：800-1,200字，手寫後掃描PDF檔上傳，包含①轉學動機、②讀書計
畫、③畢業後規劃。 

(4) 原大專院校歷年成績單及排名。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至多繳交五項，並針對該證明簡要說明(150~200字)學習成

長。有利審查資料可包含外國語文檢定、競賽證明、社團證明(限大學)、幹部證明
(限大學)、文化交流、志工證明(限大學)、證照證明、其他各式參加證明。 

 

招生系組 5503 社會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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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讀書計畫 35% 2 

有利審查資料 20% 3 

有利文件資料 1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內容不拘，但需包含以下部分：「成長歷程中影響你/妳 深的一件事情是

什麼？」、「你/妳選本系的理由？」。1,500字內（若有引用資料請記得註明出
處）。 

(2) 讀書計畫：內容不拘，但需包含以下部分：「你/妳 想選的一門課程」、「你/妳
有興趣的社會學領域？」。1,500字內（若有引用資料請記得註明出處）。 

(3) 有利審查資料：參與社會學相關領域證明：①課程、②研討會、③演講、④活動。
以上項目任選一項繳交證明資料，並附1,000字內心得。 

(4) 有利文件資料：(1).原學校歷年成績單、(2).以下項目任選一件，並附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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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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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6103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1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1.0 2 7/5下午5:00前上傳 

 面試 1.0 1 7/15(六) 

注意事項 

1.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字數須500字以上。 
(2) 轉學動機：字數須500字以上。 
(3) 讀書計畫：字數須500字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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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將於7月12日下午3時公告於本系網頁，不另通知；未依規定時

間到考者以棄權論。 
 

招生系組 6203 食品科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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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計畫 4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自傳 40% 2 

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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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計畫：500-1,200字，含轉學動機及入學後之修課計畫。 
(2) 自傳：500-1,200字，含家庭狀況、求學過程、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優

點)等。 
(3)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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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3 餐旅管理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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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成績單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就讀動機 20% 2 

讀書計畫 20% 3 
英文能力證明及其他
有利審查證明 

30% 4 
 

招生系組 
6803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

學程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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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學業生涯展望 20% 4 

特殊經歷或表現 25%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5% 3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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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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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3 大學求學歷程、○4 轉學動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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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生涯展望：請針對就學期間及畢業後5年內兩階段的規劃做簡單描述。 

(3) 特殊經歷或表現：參與高齡健康或運動科學相關領域證明，簡述條列方式呈現，並
檢附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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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3 建築學系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6名 退伍軍人：無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 日期 

 書面審查  (初試)  1.0 2 7/5下午5:00前上傳 

 面試  (複試)  2.0 1 7/15(六) 

注意事項 

※初試未通過者，不得參加複試。 
1. 僅限建築系學生報考三年級轉學考。 
2. 書面審查(初試)，資料包括： 

(1)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或名次證明)，請以正本轉成PDF格式上傳。 
(2) 自傳：包含自述(800字以內)、轉學動機及特殊表現(特殊表現請以條列簡述方式

呈現，並檢附佐證資料)。 
(3) 成果與作品集(作品不拘類型、頁數30頁以內，與他人合作之作品應註明個人負

責部分)。 
※上述三項資料，請個別以PDF檔(各限10Mb)上傳，若成果作品集超過10Mb，

請上傳雲端資料庫，提供連結網址(複製貼上word轉成PDF檔上傳)，請記得開
放權限(勿設密碼)，以免無法讀取；若無法開啟者，造成權益受損情事，由考
生自負責任。 

3. 面試(複試)： 
(1) 初試合格者，始能參加7月15日面試。 
(2) 7月12日下午3時於系所網頁及報名網頁→【招生公告】公告初試合格名單及面

試相關注意事項，不另通知，面試時不需另攜帶作品；面試未依規定時間到考
者，以棄權論。 

4. 錄取之考生須經系審議，通過者方可抵免大二、大一建築設計課程，未通者需重修
大二或大一建築設計課程，考生需審慎評估個人修業年限及學習規劃。 

 

招生系組 7403 工業設計學系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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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 

7/5下午5:00前上傳 
歷年成績單 10% 3 

作品集 40%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0% 4 

注意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自傳：1,000-1,500字內，含轉學動機、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專長、優點)等。 
(2) 大學或專科在校歷年成績單。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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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集(與設計相關內容)。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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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3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

位學程 
日間學士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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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歷年成績單 10% 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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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英文歷年成績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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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未來海外留學規劃。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提供英語檢定證明文件(TOEFL、IELTS、TOEIC…等)。 

 

招生系組 9203 永續科學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日間學士班3年級 一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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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歷年成績單 10% 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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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英文歷年成績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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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聯招   

聯招 
名稱 招生系組 學制 招生 

名額 
合計
名額 

退伍 
軍人 科目 占分

比例 
同分 
參酌 

9913 
經濟 
聯招 

5213 經濟學系 
一般經濟組 

日間學士班 
3年級 

3 

6 

無 
書面 
審查 

讀書計畫 35% 1 

就讀動機 35% 2 

5223 經濟學系 

產業經濟組 

日間學士班 
3年級 

3 無 
自傳 20% 3 

有利審查資料 10% 4 

注意 
事項 

書面審查資料說明： 

(1) 讀書計畫應包含原校歷年成績單。 

(2) 書面審查資料應於7月5日下午5時前完成網路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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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 
名稱 招生系組 學制 招生 

名額 
合計
名額 

退伍 
軍人 

考試 
日期 考科 權值 同分 

參酌 

9933 
美術 
聯招 

7103 美術學系 
日間學士班 

3年級 
3 

14 
無 

7/15 
(六) 

面試 ×2.0 1 

7153 美術學系 
進修學士班 

3年級 
11 無 書面審查 ×1.0 2 

注意 
事項 

1. 書面審查資料包括： 
(1) 作品集(50%)包括各階段作品圖片或畫冊等相關資料。 
(2) 創作自述及未來學習計劃(30%) 
(3) 自傳(1,000字以內)(10%)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10%)可附大學或專科歷年成績單、個展、聯展經歷及得獎紀錄證明等。 

※書面審查資料應於7月5日下午5時前完成網路上傳。 
2. 面試說明： 

(1) 面試當天須攜帶一本紙本作品集到場(試後歸還)。 
(2) 當天可攜帶1-3件作品到場(試後歸還)。 
(3) 評分標準：專業知識(30%)、儀表談吐(10%)、反應能力(30%)、志向興趣(30%)。 
(4) 面試時間將於7月12日下午3時公告美術系網頁 (https://fineart.thu.edu.tw)，未到考者以棄

權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