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硕博士班招收大陆地区学生

招生简章
校名：东海大学
电话：+886-4-23598900
传真：+886-4-23596334
电子邮件信箱：admission@thu.edu.tw
网址：http://www.thu.edu.tw
地址：台湾，40704 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四段 1727 号

东海大学简介：
1.绿色博雅大学-本校拥有最清幽美丽的校园环境，及深具博雅宏远的人文传统，强调多元、创
新与国际化的自由学风，培养学生自信心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2.位于台湾中部，气候宜人，校地面积广达 1,339,531 平方公尺，平均每位师生可享有的生活与
学习空间，在各校中首屈一指。
3.设有文、理、工、管理、社会科学、农、创意设计暨艺术、法律及国际学院等 9 个学院，38
系所，学生人数约 1 万 7 千名，为全台首创且唯一一所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所、
博士班兼备的完整教育学苑。
4. 致力与外国学校、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借此推展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全球 5 大洲 28 个国家、
两岸四地区，250 余所大学缔结姊妹校，并合作办理长短期交换计画、双联学位计画、暑期海外
研习计画。
5.提供完整生活照顾及心理、生理健康、社团活动与校园急难救助等辅导措施。
6.为协助非本地生之在学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及学习环境，本校设有生活学习导师，引领学生学习
并协助解决生活与学习问题。
7.学杂费一学期约 13,000 元至 15,500 元人民币、住宿费一学期约 1,700 至 2,900 元人民币（人
民币:新台币=1:4.5），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http://account.thu.edu.tw 学杂费
业务)。
8.本校与台湾立案的保险公司合作，协助学生办理在台就学期间之意外、医疗等保险，学生可依
需求请保险公司规划。
9.东海大学大陆地区学生入学信息网：http://mlcnstu.thu.edu.tw。
10.本校提供多项奖学金供在学生申请，详参东海大学奖助学金信息系统：
http://fsis.thu.edu.tw/wwwstud/AFFAIR/MySchS_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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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簡章
本簡章係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六條訂定之。
壹、報名
一、報名資格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來臺升學：
（一）報考博士班資格：
應屆畢業生戶籍所在地為大陸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北及
遼寧8省市之大陸地區人民，且具臺灣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碩士學位或
具報考博士班同等學力資格。
（二）報考碩士班資格：
應屆畢業生戶籍所在地為大陸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北及
遼寧8省市之大陸地區人民，且具臺灣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學士學位或
具報考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
二、報名時間
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 時起至 6 月 15 日下午 5 時截止。
三、報名費
報名 1 個志願為新臺幣 1,350 元（相當於人民幣 270 元），報名 2 個以上志願為新臺
幣 2,700 元（相當於人民幣 540 元）
。申請人依據報名系統產生之繳費說明進行繳費，
繳費後一律不予退費。
四、報名手續
（一）一律至本會網站「線上報名」區進行網路報名。
（二）報名後申請人須保留密碼，以利日後登錄本會報名系統。
（三）申請人於網上報名後，以航空掛號或快遞方式繳寄資料（郵寄地址為：臺南市
71005 永康區南臺街 1 號，收件人為：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
會）。
（四）資料寄出 1 週後，申請人可至本會網站查詢收件狀態。
（五）2020 年 6 月 22 日前，本會未收到繳寄資料，或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視為未完成
報名：
1.未上網報名或報名不完全者。
2.未繳費者。
3.未繳寄資料或繳寄資料證件不齊全者，不再通知補正，事後申請人不得以任
何理由要求補繳或追認。
五、繳寄資料及注意事項：
（一）繳寄資料：包含基本資料及各招生學校系所規定資料兩項。
1.基本資料：以下資料各準備 1 份並依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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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表：由報名系統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
須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影本（可不包含最後 1 學期）。
（3）財力證明（指由銀行於 2020 年 2 月 22 日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間所開立
申請人本人、申請人父母、配偶或法定監護人之人民幣 10 萬元以上之
存款證明）影本。
2.招生學校系所規定資料：申請人每報名 1 個招生學校系所志願，均須準備以
下資料各 1 份並分別裝封。
（1）招生學校系所申請表：由報名系統列印。
（2）在校歷年成績單影本。
（3）招生學校系所規定應繳交之資料（請至本會網站「招生學校招生資料查
詢系統」查詢）。
（二）注意事項：
1.各招生學校系所研究領域等資料請至本會網站「招生學校招生資料查詢系統」
查詢。
2.每份招生學校系所的書面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並各自裝置於 A4 信封內，信
封外黏貼自報名系統列印之招生學校系所收件封面。
3.所有 A4 信封連同基本資料請置於大型信封內（B4 大小為佳）
，信封外黏貼由
報名系統列印之本會收件封面。
4.所繳各項證件，如發現有與報考資格不符，或有偽造、變造或冒用等情事者，
則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
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學歷證件。
5.繳寄資料一律不予退還。
6.報名碩士班者，繳寄資料改為網路上傳資料，上傳格式及檔案大小等規定，
請詳見本會網站公告之操作說明。
六、填報志願
申請人應依個人意願順序，可報名多校多志願，但合計至多報名 5 個志願。
貳、審查
各招生學校系所根據申請人之在校歷年成績單及應繳交資料等，進行綜合審查。
參、分發錄取
一、預分發：
（一）本會依據各招生學校系所審查結果及申請人於網路報名時所選填之志願順序
進行統一分發，各招生學校系所可不足額錄取。
（二）申請人可於 2020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預分發結果，獲
得正取和備取者，稱為預錄生。
二、正式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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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錄生務須於 2020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至 7 月 24 日下午 5 時止至本會網
站報名系統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未在規定期限內上網登記者，即視同自願放
棄正式分發資格。
（二）本會依據預分發及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分發時產生之缺額可
流用至同校其他系所，流用順序由招生學校定之，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20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取者，
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資格。
肆、申請來臺入境準備事項
錄取生應郵寄下列證件至錄取學校，由錄取學校代辦申請入境：
一、就學申請書（申請書格式由本會網站下載）。
二、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
三、委託學校代為辦理進入臺灣申請手續之委託書影本（申請書格式由本會網站下載）。
四、如有突發疫情，依本會網站最新公告之健康檢查措施辦理。
伍、抵臺入學註冊
一、錄取生須依各校規定入學時間抵臺，開學具體時間及相關注意事項，依錄取學校寄
發之錄取通知書為準。
二、錄取生入學註冊時，應繳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學歷（力）證件（含原始正本、修
業期間完整之成績單）、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等文件交學校審查，並應依各校規定
繳交學雜費及有關費用。
陸、學習年限
博士學位之修業年限為 2 至 7 年；碩士學位之修業年限為 1 至 4 年。修業期限得予縮短
或延長，其資格條件、申請程序之規定，由大學訂定，報教育部備查。
柒、學位
錄取生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且通過學位考試者，由就讀學校授予學位，發給證書。
捌、其他
一、錄取生來臺就學期間應遵守臺灣有關法規。
二、錄取生來臺就學及其家屬來臺探親之相關入出境規定，以下表件及範例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專區」下載(https://rusen.stust.edu.tw/)：
（一）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送件須知。
（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線上申辦送件須知。
（三）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送件須知－探親。
三、至遲應於入境後 7 日內由國內指定醫院依衛生福利部指定檢查項目完成健康檢查，並
於單次入境證到期前檢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等文件，向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
署）申請換發多次入出境證；逾期未換證將可限令出境。
四、在臺就學期間，改以就學許可目的以外之身分在臺停留或居留者，得繼續該階段之修
業，並依規定取得該學位。
五、在臺就學期間，有休學、退學或變更或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應於生效之翌日起 10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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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至移民署換發單次出境證，並於單次出境證效期內離境；應屆畢業學生應於畢業後
1 個月內換發單次出境證，並應於畢業後 1 個月內離境。
六、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違反規定者，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規定強制其出境。
七、1992 年 9 月 18 日至 2010 年 9 月 3 日期間取得臺灣認可名冊所列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
機構學士以上學位之申請人，如通過報考學校所設招生條件、歷年成績及碩、博士學
位論文審查，可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獲發相當學歷證明。
八、申請人對招生事宜或成績有疑義，最遲應於錄取結果公告後 1 週內向本會提出申訴或
成績複查，本會應於 1 個月內正式答覆。
九、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及臺灣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申請人於報名系統所填錄之資料，僅作為本會招生及相關研究使用，且除提供申請人
個人、受理申請學校、移民署、教育部及其委託之學歷查證單位、報考測驗或檢定之
單位使用外，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十一、本簡章若有所修訂時，概以本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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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东海大学硕博士班招收大陆地
区学生系所分则

班別

系所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

1.簡歷(含學經歷、專長、所有著作名稱目錄等) 培養社會工作專精領域中，理論與研究
2.推薦函 2 封

並重，能夠從事政策規劃與評鑑的學

3.學士、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 術、教育、與領導人才是博生教育目

博士班

社會工作學系

必繳

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標。期待博生具備 1.社工理論與服務輸

4.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送；2.分析規劃政策判析服務效益；3.

5.簡要自傳、報考動機(3000 字以內)（審查一）進行社會關懷從事助人專業研究；4.
6.讀書計畫及研究計畫(5000 字以內)（審查 講授大學課程的綜合能力。本系師生實
二）

務經驗豐富，彼此砥礪，除立所時間早

7.碩士論文（審查三之一）

(1994) ， 最 早 招 收 博 士 班 陸 生 ， 自

8.學術著作(五篇為限)（審查三之二）

101~108 學年度已招收 8 屆 24 位博

9.實務經驗心得報告一篇(無實務工作經驗者 士班陸生，可為華人社工發展做出重要
請勿報考)（審查四）

貢獻。

1.簡歷(2,000 字以內，含學經歷及報考動機)。"1.本系研究所分理論與思想史、政治
2.學士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含碩士論文成 與經濟、階層與教育、文化與歷史等四

博士班

社會學系

績)。

大領域。依學生的研究興趣，進行選修

3.碩士論文及代表作品一件。

課程的開授，讓研究與教學理想在課程

必繳 4.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旨趣構想。(至少 3000 中實現。
字，含研究題旨、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等)。 2.學生可就自己的興趣選擇領域，進行
系列修課與論文撰寫。為拓展學生的學
識，鼓勵學生出國進行短期研究和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透過各種研討會與演
講的舉辦，豐富學生視野。"

必繳

博士班

法律學系

選繳

1.推薦函 2 封

本系係台灣中部地區唯一具備大學日

2.簡要自傳約 1000 字

間部、進修部、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3.研究計畫

之完整法學教育及研究學府；本院師資

4.學士、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 均為留學德、日、英、美、法等國或具
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有本國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負有聲望

5.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之學者，對於培育從事法學教育及學術

6.碩士論文

研究人才，貢獻卓著。另外，每學期舉

1.專業成果

辦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邀請知名專

2.英語能力證明

家學者專題演講，加上多元的比較法研

3.英語以外之第二外語能力證明

究課程的規劃，優良的學習研究環境，
足以培養並提升博士生的國際視野及
比較法研究能力。

博士班

政治學系

必繳

1.推薦函 2 封

"1.本系博士班之設立，主要在培育高

2.簡要自傳 2000 字

級政治學教學研究與領導人才。

3.研究計畫(不限字數)

2.本系設有「政治理論與思想」、「比

4.學士、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 較政府與政治」、「國際關係」、「地
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方政治與區域治理」、「公共政策與治

5.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理」五大專業學門，提供多元並豐富的

6.碩士論文

課程資源，培養多方面發展之專業。

1.期刊、著作(含未出版)或有利審查之文件證 3.本系獨有之「地方政治與區域治理」
明

專業學門，為全國唯一培養地方政治研
究之高級研究人才學門，系上並於

選繳

2011 年成立「公共政策與治理學門」，
更多方面發展、培育政治學領域專業人
才。
"

必繳

中國文學系

1.推薦函 2 封

本系歷史悠久，以培育中國語言文學研

2.簡要自傳 1500 字

究與教學之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課程

3.研究計畫 3000 字

設計多元，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研究並

4.學士、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 重，並加強古文字學、語言學、臺灣文
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學等課程，為深化博士班專業能力另開

5.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設專修課程。圖書藏書豐富，教師教

6.碩士論文

學、研究並重，師生互動融洽、情誼深

1.研究報告或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厚，形塑東海自由開明學風。持續辦理
演講、學術研討會、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等學術活動，提供多元化學習資源，以

選繳

培養學生中國古今文獻研讀、分析及獨
立研究之能力。

必繳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
博士班

訊學系

1.推薦函 2 封

"1.以智慧設計與生產、智慧經營與管

2.簡要履歷及自傳約 1500 字

理、醫務工程與管理為主要研究重點。

3.碩士論文或有關著作

2.橫跨工程及管理二大領域，培養未來

4.學士、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 產業需要的工業工程、資訊系統、經營
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管理跨界人才。

5.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1 份

3.參與國際 IEET 認證：以課程搭配實

6.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 1 份

驗室建立完整學習機制。

1.專業成果

4.與各科學園區廠商、政府/財團法人

選繳 2.英語能力證明

機構、中區各產業及醫療服務產業有密
切且多元合作，理論與實務結合。
5.積極協助學生參與國際研習計畫。"

必繳

博士班
哲學系

1.推薦函 2 封

本系以「中西哲學並重，理論與實踐兼

2.簡要自傳 1000 字

顧」為宗旨，期使學生於中西哲學之各

3.研究計畫書(不限字數)

家思想能多所涉獵， 兼容並蓄。哲學

4.哲學相關論文一篇

為實踐的智慧學，不應封限於一特殊的

5.碩士歷年成績單

理論、學說或學派。本系之辦學特色是

6.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於一寬廣的人文視域中來思解人的問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選繳

1.期刊、著作(含未出版)或有利審查之文件證
明。

題，從理論的分析達致實踐的會通。

1.推薦函 2 封

"特色：

2.簡要自傳

1.大部份教師為美國、英國知名大學博

3.讀書計畫

士，與多所國際知名學校建立教研合

必繳 4.學士、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 作。
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2.與產業互動密切，產學研發豐碩。

博士班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

5.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3.學生就業順暢，畢業系友成就卓著。

6.碩士論文

優勢：
1.研究經費充實，儀器設備齊全。

程學系
1.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2.與大陸姊妹學校學術交流密切，共同
指導碩士生多名，成效顯著。
3.擁有台灣最美校園，鄰近台中科學園

選繳

區、台中工業區及台中精密機械園區，
交通便捷，科研接地氣。
4.台灣第一博雅學園，為其他各校仿效
對象。"

班別

系所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

1.推薦函 2 封

本系歷史悠久，以培育中國語言文學研

2.簡要自傳 1500 字

究與教學之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課程

必繳 3.研究計畫 3000 字

設計多元，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研究並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重，並加強古文字學、語言學、臺灣文

碩士班

中國文學系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學等課程。圖書藏書豐富，教師教學、

5.學士歷年成績單

研究並重，師生互動融洽，形塑東海自

1. 研究報告或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由開明學風。持續辦理演講、學術研討
會、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等學術活動，提
供多元化學習資源，以培養學生中國古
今文獻研讀、分析及獨立研究之能力。

選繳

本所並設有「以文學創作取代學術論
文」畢業辦法。

碩士班

經濟學系

1.推薦函

"經濟系碩士班分為：

2.簡要自傳

「金融與財務經濟組」：著重財務經

3.讀書計畫

濟、金融理論、財務預測、金融大數據

4.研究計畫

分析及國際財務管理等領域之研究，以

必繳 5.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培養金融與財務之專業人才。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管理與產業經濟組」：著重管理經

6.學士歷年成績單

濟、產業經濟、產業政策分析、資料科

7.英語能力證明

學與大數據分析、都市與區域經濟專題
等領域之研究，以培養管理與產業分析
之專業人才。

1.推薦函 2 封

本系在企業電子化與網路資訊應用的

2.簡要自傳 1500 字

知識基礎上，分別建立以「物聯網與大

必繳 3.讀書計畫 1500 字

數據應用」與「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應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用」為學習主軸的專業分流。前者提供
碩士班

資訊管理學系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智慧聯網、APP 開發、雲端計算、大數

5.學士歷年成績單

據分析處理等先進資訊應用課程，後者

1.研究計畫

發展企業智慧、社群行銷、行動商務等

2.專業成果

高階商管應用課程，兩組互相呼應，以

選繳 3.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培育出新世代資訊管理與創新應用的
高階人才。課程採『做中學』的實踐經
驗與教學方式，需具相當之視覺、聽
覺、口語表達之基本能力。

碩士班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
系

1.讀書研究計畫(含自傳、研究興趣方向或計 "1. 以「國際經貿與金融」及「國際企
必繳 畫，1500 字以內)

業管理」領域作為課程設計主軸。

2.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2. 追求「教育國際化」，聘有 3 位優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秀專任外籍教師。

3.學士歷年成績單

3. 追求「教育國際化」，鼓勵學生參
與國際交換生計畫，設立本系專屬交換
生獎學金。

1.英語能力證明
選繳 2 推薦函 1 封
3.專業成果

4. 提升「就業國際化」，提供本系專
屬海內外實習機會，並設立海外實習獎
學金。
5. 培訓資訊應用能力(如：ERP、BI、
Boss)，以利職涯發展。

1.推薦函 1 封

"本系以培養餐旅研究與進階管理人才

2.自傳(1000 字以內)

為目標，使學生能善用相關知識，學習

必繳 3.讀書計畫(2000 字以內)

分析解決餐旅產業所面對的問題，培養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學生研究能力以及日後進入職場就業
碩士班

餐旅管理學系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發展的競爭力。本所教育目標：

5.學士歷年成績單

（1）培養餐旅研究人才：藉由研究所

1.研究計畫

的設立培養餐旅研究人才，提升台灣餐

2.英文能力證明

旅管理研究的品質與數量。
（2）培養餐旅進階管理人才：本研究

選繳

所提供餐旅學子與餐旅產業服務人員
進修管道，藉由進階管理課程設計規劃
培養進階餐旅管理人才。"
1.推薦函 2 封
必繳

碩士班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2.自傳 2000 字（含研究興趣、方向或計畫等）本組學生除修習基礎生物醫學課程技
3.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術，並提供紮實的實驗課程，使學生具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備研究室工作能力。教師研究著重發育

4.學士歷年成績單

生物學、人體生理學、癌症生化、轉譯

學術論文著作、研究報告或其他有利審查之相 醫學、神經退化性疾病及生物資訊學

生命科學系

關資料

等。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選繳

本組教師研究對象有哺乳類、鳥類、兩
棲爬蟲類、魚類、昆蟲類及苔蘚等，與
中研院、林試所及科博館等機構積極合
作，研究範疇擴展至中國及東南亞，同
時加入校級中心資源擴大研究能量。"

1.二位教師推薦函各 1 份（兩組均需）

建築碩士班有二選擇：(1)「城鄉規畫

2.自傳（兩組均需）

與研究組」宗旨在於擴大延續建築專業

3.學經歷簡要（兩組均需）

訓練，以建築城鄉環境的人文與社會面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向為主要研究、規劃範圍，支持建築學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兩組均需）
碩士班

建築學系

必繳 5.學士歷年成績單（兩組均需）

術研究與知識之生產，以造就學術工作
之預備人才。(2)「建築設計組」為一

6.論述與著作或設計作品集（城鄉規劃與研究 年三階段密集性國際學程，以英文教
組）

學，探索與發展未來人文、建築、科技

7.學習及研究計畫（城鄉規劃與研究組）

暨都市設計實踐之新模型，強化建築本

8.個人作品集一份（30 頁內，A4 規格為原則， 質與續存地球系統之設計辯證及研究
不得大於 A3）（建築設計組）

能力，培養能靈敏因應多元新局之未來

9.英文能力證明(建築設計組)

前瞻性多方位跨領域人才。

1.推薦函 2 封

"1.中部第一個成立之企研所，畢業系

2.簡要自傳 1500 字

友網路緊密且積極回饋母系，有助未來

必繳 3.讀書研究計劃 1500 字

與職場之銜接。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2.引進哈佛商學院之個案教學方式，增

碩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加實務應用能力。

5.學士歷年成績單

3.設有暑期海外實習、海外異地教學、

1.英語能力證明文件

國際交換學生等多元方式，以培養學生

2.專業成果

全球視野與國際觀。
4.本系持續強化在行銷、數位經營、永
續發展、服務創新、創業、組織領導等

選繳

領域之相關課程。
5.本系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會計與管
理學院合作，共同推出雙碩士雙聯學
制，提供跨國課程與國際化學習環境。
"
1.作品集或研究計畫（作品集：包括個人各階 本系「藝術創作」與「藝術策劃與評論」
段作品圖片、畫冊、創作自述…等創作歷程資 為兩大核心領域，碩士班廣收有意深入
料；研究計畫：含研究計畫動機、內容、研究 此兩領域之美術相關背景人士，於入學
方法、預期成果、重要參考書目等，字數 3000 後分組學習，共同研究、共享資源。本

碩士班

美術學系

必繳 字內）

系亦擁有兩大專業管理的畫廊，提供學

2.專業領域資料：含自傳、學經歷、展覽經歷 生專業實習環境提供學生實務操作環
及獲獎紀錄等專業領域成就

境以累積專業發展所需經驗和知識，期

3.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能培育有志於創作、策劃、評論之跨領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域人才。

4.學士歷年成績單

碩士班

法律學系

1.推薦函 2 封

本系係台灣中部地區唯一具備大學日

2.簡要自傳約 1000 字

間部、進修部、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必繳 3.研究計畫

之完整法學教育及研究學府；本院師資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均為留學德、日、英、美、法等國或具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有本國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負有聲望

5.學士歷年成績單

之學者，對於培育從事法學教育及學術
研究人才，貢獻卓著。另外，每學期舉
辦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邀請知名專
家學者專題演講，加上多元的比較法研

選繳

1.專業成果
2.英語能力證明
3.英語以外之第二外語能力證明

必繳

碩士班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究課程的規劃，優良的學習研究環境，
足以培養並提升碩士生的國際視野及
比較法研究能力。

1.推薦函

1.本碩士班以台、日為中心，理論性、

2.簡要自傳

分析性的探討東亞「跨區域間溝通交

3.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必繳，應屆 流」問題，並以培育富「台日多元文化
免繳）

之溝通與交流」能力的人才為教育目

4.大學歷年成績單

標。2.課程內容規劃為「台日語言溝通

1.本系「報考理由書」表格請至本系網頁下 領域」及「台日社會文化領域」兩大領
載：http://japan.thu.edu.tw/web/→招生資 域，並在當中分別呈現「日本語研究」、
訊

「台日語言接觸」、「台日表象文化」、
「台日社會交流」等四個主軸。同時為

選繳

使這些理論的探討能具有實踐性，本碩
士班自二年級開始規劃有「與社會實際
互動的活動計劃」。
1.學士歷年成績單。

"1.本系研究所分理論與思想史、政治

2.報考動機(約 1000 字)。

與經濟、階層與教育、文化與歷史等四

3. 攻 讀 碩 士 學 位 研 究 旨 趣 構 想 ( 至 少 3000 大領域。依學生的研究興趣，進行選修
字，含研究題旨、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等)。 課程的開授，讓研究與教學理想在課程
碩士班

社會學系

必繳

中實現。
2.學生可就自己的興趣選擇領域，進行
系列修課與論文撰寫。為拓展學生的學
識，鼓勵學生出國進行短期研究和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透過各種研討會與演
講的舉辦，豐富學生視野。"

必繳

1.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1)師資陣容堅強，來自英、美、法、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加及台灣之財經領域博士，研究成果豐

2.學士歷年成績單

碩。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2)建置財金專業教室、虛擬交易所、
與完備之國內外數據庫與期刊，教學研

碩士班

究成果豐碩。

財務金融學系

(3)提供 CFA、CFP 等高階國際證照教
選繳

育訓練機會。
(4)提供企業實習、企業參訪、與高階
經理人實務講座，精進職場準備。
(5)舉辦異地教學、國際交換學生、國
外遊學等國際交流活動，激發國際競爭
力。"

1.推薦函 2 封

本系以跨領域整合方式，融合工程、科

2.簡要自傳 1000 字

技、人文、管理、資訊、人因與永續環

3.研究計畫 3000 字，20 頁內（包含：A.研究 境，於整個工業產品之設計、開發與研
主題 B.研究背景、動機、目的 C.國內外相關 究，分成「設計整合與製造」、「人本
必繳
碩士班

工業設計學系

研究探討 D.研究方法、步驟 E.可能遭遇的困 設計」兩研究學群。「設計整合與製造」
難 F.預期成果 G.參考文獻等項）

在於探討設計鏈在產品開發各階段之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角色，從產品前端之設計評估與決策、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中端之製程與規劃及後端之行銷通路

5.學士歷年成績單

與商品化為整合目標。「人本設計」則

6.作品集（30 頁內，A4 規格為原則，不得大 重視社會在科技文明高度發展下，所衍
於 A3）

生或被忽略的人文與環境議題。

選繳 1. 專業成果
2. 英文能力證明

碩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

1.推薦函 2 封

"1.本系以培育通訊及大數據分析、積

2.簡要自傳 1000 字

體電路設計、微電子工程、智慧製造及

必繳 3.研究計畫 1500 字

物聯網等跨領域高科技人才為主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2. 提 供 產 學 合 作 實 習 以 印 證 所 學 理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論，多領域學習後，可將所學貢獻於人

5.學士歷年成績單

工智慧應用之各相關產業。

選繳 1.專業成果或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

1.推薦函

"本碩士學程以數位技術在各領域的跨

2.簡要自傳

界創新應用為主要方向。同時強調數位

必繳 3.讀書計畫

創新作品的開發實務，並注重數位美學

4.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與互動技術的相關研究。
碩士班

數位創新碩士學位
學程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本碩士學程也以對大中華地區之食、

5.學士歷年成績單

衣、住、行、育、樂的使用者經驗探索

1.英語能力證明

與研究做為另一發展重點。並推動國際

2.作品集或研究計畫

數位創新上的交流與合作，鼓勵師生跨

選繳 3.專業領域資料：含學經歷、展覽經歷及獲獎 國建立合作團隊，實際設計並創作出跨
紀錄等專業領域成就

界數位創新作品。"

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證明、各項檢定
或得獎事蹟)

必繳

碩士班

會計學系

選繳

1.簡要自傳（1500 字）

"本系輔導學生以會計為基礎，整合資

2.讀書計畫（1500 字）

訊、財金、法律或管理之專業知識，培

3.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養「公義」兼「慈愛」，「卓越」到「頂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尖」的國際化高階人才。積極與歐美名

4.學士歷年成績單

校建立交流與合作管道。

1.推薦函 2 封

課程兼顧理論、專業與實務，開設符合

2.英語能力證明

會計人專屬程式設計的橋接課程，整合

3.專業成果

東海雲創學院與亞馬遜雲端服務平台
(Amazon Web Service；AWS)資源，
另有證照考試相關課程，並禮聘各行業

之經營典範前來授課，以培養高格局之
領導人。"
1.術科教師推薦函 1-2 封

"1.具備國內外菁英師資，以嚴謹之教

2.自傳（詳述學習音樂經歷及目標）500-1000 學理念奠定紮實音樂基礎，培養學生專
字

業能力。

3.大學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必繳，應屆 2.設有聖樂團、管弦樂團、管樂團、歌
免繳）

劇團、打擊樂團、電子鍵盤樂團等，提

4.大學歷年成績單

供許多展演機會。

5.錄影鏈結：個人一年內演奏（唱）錄影，時 3.不定期邀請國內外演奏家至校內演
間長度達 20 分鐘以上，內容為三種不同風格 奏(講)及示範教學，培養學生國際視
（語言）的古典音樂曲目，並附演出書面資 野、與國際接軌之音樂能力。
料。

4.課程分組內容豐富，提供豐富學術學

6.擬以作曲為主修者，提供三首已完成主要作 習環境，協助學生發揮最大音樂潛能。
品，其中至少一首為大型室內樂或管絃樂作 "
品，須附錄音（影）鏈結。
碩士班

音樂學系

必繳 7.擬以聲樂為主修者，錄影資料需自選三首作
品，分別以義、英、德、法、拉丁文任選三種
語言演唱，其中一首必為歌劇或音樂會詠嘆
調，另兩首選自神劇或藝術歌曲。（歌劇詠嘆
調與神劇不可移調）。
8.擬以音樂治療為主修者：(1)自傳：至少 1000
字，包括個人成長和興趣、音樂學習的經驗、
擔任志工或曾服務長者/身心障礙者等助人經
驗與心得、申請本組原因、未來職涯計畫等。
(2)學習計畫書：500 字。
9.音樂治療其他審查資料：(1)不同類別並具代
表性的能力證明及志工證明（文件、照片、獲
獎等），至多 5 項。(2)錄影鏈結：演奏兩種
樂器，自選鋼琴、聲樂、吉他、擊樂或其他樂
器，各 5 分鐘。

碩士班

哲學系

必繳

1.推薦函 2 封

本系以「中西哲學並重，理論與實踐兼

2.簡要自傳 1000 字

顧」為宗旨，期使學生於中西哲學之各

3.研究計畫書(不限字數)

家思想能多所涉獵，兼容並蓄。哲學為

4.哲學相關論文一篇

實踐的智慧學，不應封限於一特殊的理

5.學士歷年成績單

論、學說或學派。本系之辦學特色是於

6.學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 一 寬 廣 的 人 文 視 域 中 來 思 解 人 的 問
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選繳 1.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題，從理論的分析達致實踐的會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