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考試： 

一、筆試： 

（一）日期及各節次時間如下，各系所筆試科目一覽表如後： 

         日期 
時間 2 月 1 日（星期三） 

預備鈴 8：25 
科 目 １ 

8：30～10：10 
預備鈴 10：55 

科 目 ２ 
11：00～12：40 
預備鈴 13：55 

科 目 ３ 
14：00～15：40 

備 

註 

一、 科目１～３即本簡章「系所招生資訊」所載各系所(組)考試科目，實際應

試節次依簡章網頁「系所筆試節次一覽表」為準。 
二、 考生於預備鈴響時即可入場，考試開始鈴響前，不得翻閱試題，並不得

書寫、畫記、作答。違者扣減該科成績五分；經制止仍再犯者，扣減該

科成績二十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三、 各科答案卷限用藍色或黑色筆（含鉛筆）書寫、繪圖或標示，違者扣減

其該科成績十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四、 部分考科可能採用電腦閱卷，請務必攜帶 2B 鉛筆應試，電腦閱卷答案卡

未使用 2B 鉛筆畫記致光學閱讀機無法辨識答案者，後果考生自負。 
五、 考生除前條規定之文具及橡皮、無色透明無文字墊板、尺規、修正液（帶）、

手錶（未附計算器者）外，不得攜帶書籍、紙張（不得以應考證做計算

紙使用）、計算器（系所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具有通訊、記憶或收

發（如 PDA、電子翻譯機、IPAD、穿戴式裝置）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

安寧、考試公平之各類器材、物品（如鬧鈴、行動電話、電子字典等）

入場；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事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

用。 

（二）考試地點分設於高雄(道明中學或高雄高商)及臺北(臺灣大學)考區，考區資訊

（考試試場座位分配表及試場平面圖等）於考前三天公告於教務處網頁；考前

一天分別在高雄及臺北考區各分區校門口公布。 

（三）筆試注意事項： 

1.考前不開放進入試場查看，應試前請先確認應試地點。 
2.考前請詳閱本簡章「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如有違規或舞弊

行為，本校得依情節輕重，予以扣分、以零分計算、或取消考試資格處分。 
3.應試時請攜帶「應考證」及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身分證、健保卡、駕照或

有效期限內之護照等擇一）備查。 
4.各系所筆試科目得以中、英文命題；除試題上另有規定外，英文命題之科目

得以中、英文作答。 
5.各系所(組)簡章考試項目內之筆試科目，以”＊”標示者始得使用計算器，以”#”

標示者不得使用計算器，違者依本校「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第七條扣減其該科成績 5分，並得視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該科成績以零分計

算。 
6.考生成績之計算，僅採計有到考系所(組)之科目成績，未到考科目概以缺考

論，考生不得要求同時採計已到考之其他系所(組)相同科目名稱之成績（無

科目 



論科目內容是否相同）。報考多系所(組)考生未能同時應考者由考生自行負責，

不得以此要求退費。 

二、資料審查： 

（一）符合報考資格考生之備審資料由各碩士班組成甄選小組進行實質審查。 
（二）資料審查著重「原創性」，請勿抄襲、改作、侵犯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學術倫理。 
（三）如部份書面審查資料或系所規定應繳資料未上傳者，不另通知亦不受理抽(補)

件，且不得要求補救或重審。 

三、面試地點於本校各系所進行，注意事項： 

（一）僅海洋事務研究所於筆試當天進行面試，應試時間、順序及試場地點至遲於前

三天公布於系所網頁。 

（二）其他系所詳細面試時間及地點，於一階段篩選名單公布後，至遲於面試前三天

公告於系所網頁，不另通知，請自行上網查詢。如有疑問請逕洽各系所，聯絡

資訊請參閱本簡章「貳．系所招生資訊」。 

（三）請攜帶應考證及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身分證、健保卡、駕照或有效期限內

之護照等擇一）應試，面試前請詳閱本簡章「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

法」，如有違規或舞弊之行為，本校得依情節之輕重，予以扣分、以零分計

算、或取消考試資格處分。 

（四）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相關防疫措施本校比照教育部「大專

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福

利部疾病管制署網站公告辦理，至遲於考前三天公告於教務處網站。 

 
筆試科目一覽表 

學院 系所名稱 組別 
上午 下午 

預備鈴 08：25 預備鈴 10：55 預備鈴 13：55 
08：30～10：10 11：00～12：40 14：00～15：40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選考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英文作文與閱讀 選考   

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哲學短文分析 近代與當代西洋
哲學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戲劇創意與分析 

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       藝術管理 

音樂學系碩士班         

理學院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甲組   生態學 普通生物學 

乙組   生物化學 分子生物學 

化學系碩士班   有機化學及無機
化學 

物理化學及分析
化學   

物理學系碩士班   近代物理 普通物理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甲組 基礎數學 機率與統計   
乙組 微積分 線性代數乙   
丙組 線性代數丙 高等微積分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工程數學甲 電子學(甲組) 半導體概論 

乙組 工程數學乙 控制系統   



學院 系所名稱 組別 
上午 下午 

預備鈴 08：25 預備鈴 10：55 預備鈴 13：55 
08：30～10：10 11：00～12：40 14：00～15：40 

 

 

丙組 資料結構 離散數學   
丁組 電路學     
戊組 選考 電磁學   
己組 工程數學甲 計算機結構   
庚組 工程數學甲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環境工程概論一 環境工程概論二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計算機結構 作業系統與資料

結構 離散數學 

乙組 計算機結構 工程數學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工程數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通訊理論 機率 線性代數 

乙組 選考 電磁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基礎熱傳學     

乙組 工程數學 材料力學 應用力學(含靜力
學及動力學) 

丙組 工程數學 自動控制   
丁組 靜力學 動力學   
戊組 科技英文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碩士班     選考   
電波領域聯合招生   選考 電磁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碩士班     離散數學與演算
法 作業系統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前瞻應用材
料碩士班     選考   

材光聯合招生     選考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甲
班 

甲組 經濟學 選考   
乙組 經濟學 選考   
丙組 經濟學 選考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甲組 計算機概論 管理資訊系統   
乙組 計算機概論 資料結構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甲組 統計學 微積分   
乙組 統計學 經濟學   
丙組 統計學 財務管理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選考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管理個案分析     
乙組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傳播理論與實務     
乙組 管理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乙
班       管理實務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士班     管理學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學院 系所名稱 組別 
上午 下午 

預備鈴 08：25 預備鈴 10：55 預備鈴 13：55 
08：30～10：10 11：00～12：40 14：00～15：40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         

海洋科學學
院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碩士班         
海下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工程數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
事工程碩士班         

海洋生態與保育研究所 
甲組 科學英文 普通生物學   
乙組 科學英文 普通生物學   

海洋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專業英文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甲組 科學英文 普通生物學   
乙組 科學英文 選考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乙組       
丙組       

海洋生物／生態與保育領域聯合
招生   科學英文 普通生物學   

社會科學院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政治學     
乙組   經濟學   
丙組     法學緒論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政治學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總體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 統計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教育學 

社會學系碩士班   社會分析 社會研究   
西灣學院 社會創新研究所       個案分析 

半導體及重
點科技研究

學院 

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聯合
招生         

先進半導體封測研究所         
精密電子零組件研究所         

醫學院 

精準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科技英文   
生技醫藥研究所碩士班     科技英文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科技英文   

醫學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科技英文   
乙組   科技英文   

生醫科學與工程領域聯合招生     科技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