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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年度實踐大學台北校區研究所碩士班招生簡章 

壹、 報考資格 

一、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有關同等學力

之規定請參閱本簡章第 39頁附錄一「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注意：有關學歷(力)資格認定，採先考後審制度，考生成績雖達錄取標準，但

若錄取報到時所繳驗之學歷(力)證件正本，不符上述條件者，一律取消

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二、除上述之報考資格外，考生並須符合各所訂定之報考資格(請見本簡章第 9頁「拾
柒、招生系所(組)、名額、考試科目及相關規定」)。 

貳、 修業年限 

二至四年(建築設計學系碩士班二年至五年)。 

參、 報名方式與日期 

一、報名方式： 

1.先購買本簡章以取得簡章編號及通行碼，再進入本校網路報名系統輸入報名資料
後，至 ATM轉帳或至玉山銀行臨櫃繳費。(手續費需由考生自付) ※以自動櫃員
機(ATM)轉帳繳費者，請先確認所持金融卡具有轉帳功能後再進行轉帳繳費。 

2.繳費完成後列印報名表件，然後將規定之報名表件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校日
間部招生委員會，未寄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請見本簡章第 2頁「伍、報名手續」) 

二、報名日期： 

1.網路報名系統起訖時間：自 98年 3月 2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起 
至 3月 11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止。※逾時概不接受報名。 

2.繳報名費日期：自 98年 3月 2日(星期一)至 3月 11日(星期三)止。 

※逾期概不接受報名。 

3.報名表件郵寄日期：98年 3月 2日(星期一)至 3月 12日(星期四)止。 
※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肆、 考試方式、日期及地點 

一、考試方式：分初試及複試兩階段進行。 

二、考試日期：日間部碩士班(一般生及在職生) 

初試(筆試)： 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 
複試(面試)： 98年 5月 9日(星期六) ※詳見各所說明。 

三、考試地點：台北市大直街 70號(請參考本簡章第 37頁之實踐大學台北校區交通位置圖) 
※筆試試場分配表於考試前一日下午公布在本校東閔紀念大樓(A棟)，
亦可至本校招生資訊網頁查詢。(網址：http://www.usc.edu.tw/rec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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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名手續： 

步        驟 說明 

一、進入報名網址 http:// regexam.usc.edu.tw/uscrecruit 

二、輸入簡章編號 

     及通行碼 

簡章編號及通行碼列於簡章第Ⅰ頁，一組簡章編號及通行碼限一人報名一所

(組)使用。 

 三、輸入報名資料 

1. 輸入報名資料完畢並確認送出後，網路報名系統產生「繳費帳號」及「應
繳金額」。 

2. 若有特殊字體無法顯示，請輸入『*』符號標註，列印後逕於報名表上以紅
筆人工填寫。 

 四、繳納報名費 

1. 請根據上述「繳費帳號」及「應繳金額」至 ATM 轉帳或玉山銀行臨櫃繳

費。 
2. 請參閱附註 1及附註 2。 
3. 考生須於 3月 11日(星期三)前完成繳費，否則視為報名手續未完成。若報 
  名手續未完成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五、列印報名表件 

1. 繳費一小時後，請再進入報名網址，查詢繳費是否入帳完成。 
若入帳完成，則可開始列印報名表件(正、副表)。 

2. 於報名正副表貼上最近兩個月內兩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各一張。 
3. 於報名表正表貼上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4. 列印出之網路報名表，務必由本人簽名。 

六、填寫報名編號 將列印出之報名表上的「報名編號」填至本簡章所附之「報名專用信封」。 

七、裝寄報名表件 

1. 將下列文件依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用迴紋針夾在右上角，夾妥後放
入本簡章所附「報名專用信封」中： 

(1) 最近兩個月內兩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一張：製作應考證用。 
(2) 報名表正、副表。 
(3) 學歷(力)證件影本 (大學應屆畢業生請繳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4) 國外學歷查證認定切結書(請用本簡章表格三，非持國外學歷證件者免繳)。 

(5)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非低收入戶者免繳)(*附註 2)。 
(6) 在職服務證明書 (請用本簡章表格二，非報考在職生者免繳)。 
(7) 報考系所規定報名時須另外寄送之文件。 

2. 須於 98年 3月 2日(星期一)至 12日(星期四)內(以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寄至
104 台北市大直街 70 號「實踐大學日間部招生委員會」收，因表件不全、資
格不符或逾期而致延誤報名，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附      註   

1. 報名費金額：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及建築設計學系碩士班新台幣 1570元整。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時尚服裝設計組新台幣 1870元整。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數位媒體設計組新台幣 1570元整。 
音樂學系碩士班新台幣 2370元整。 
其餘各所為 1370元整。 

2. 若考生為臺灣省、台北市、高雄市、福建省金門縣、福建省連江縣等地區
所界定之低收入戶者，請於報名時一併繳交臺灣省所屬各縣市政府、台北

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所開具之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影本，本校將於寄發應考證時一併將報名費

之全額退費支票寄還考生。【98年 3月 12日(星期四)以後繳交低收入戶證
明者，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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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注意事項： 

一、本項考試採網路報名並寄交報名表件，報名前請先確認符合報考資格。本校係採先行
受理報名考試，俟錄取報到後再行審核報考資格；如發現報考資格不符，逕行取消錄取
資格。 

二、網路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內為二十四小時開放，為避免網路塞車，請儘早上網報
名，逾期概不受理。 

三、考生須於 3月 11日(星期三)前繳費完成，否則無法完成網路報名。若報名手續未
完成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異議。(逾期概不接受報名) 

四、報名表之報考系所(組)、選考科目、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行動電話、電子信箱
等欄請務必確實填寫，如填寫錯誤致影響考試或錄取資格時，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考生於報名資料確認送出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系所(組)別、身份別
及選考科目等報名資料。 

五、報名手續完成係指(1)完成「網路報名資料」輸入作業 (2)「繳納報名費」入帳完成 
(3)「報名表件」於寄件期限內寄出(以郵戳為憑)，方為完成報名作業；若有任一
項未完成則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六、如考生因未寄報名表件及審核文件或逾期而未完成報名手續，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予以退費惟仍應酌收 500元手續費。 

七、通信繳交之各項資料文件一概不退還，請自行存檔。 

八、所有報名應繳交文件，應於 98年 3月 12日前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任何補件資料。 

九、若考生未通過報考系所之系別限制及工作年資規定，則予以退費並酌收 500元手
續費。 

十、身心障礙(含行動不便)考生如需本校提供考場特殊服務，請於報名表上提出申請
(身心障礙者須繳交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連同報名表件一併置入「報名專用
信封」內寄送)。 

十一、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九條之規定，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夜間、例假日授
課之班別；但已領有在臺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者不在此限。 

十二、持國外學歷證件之考生，應填具國外學歷查證認定切結書(請以本簡章第 49頁表
格三填寫)，連同報名表件一併置入「報名專用信封」內寄送，同意其所持學歷(力)
證件日後如經查證不實，自願放棄錄取資格或受退學處分。 

十三、持外國學歷證件之考生(限教育部認可之學校)於錄取報到時所繳之證件，須經我
國駐外單位驗證。 

十四、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警察 
..等)，應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若錄取後無法獲准就讀，應自行負責，不得
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 

十五、應徵役男可憑應考證向役政機關申請延期徵集入營，至本校停止註冊之日止。但
依內政部「服役須知」之規定，高級中學以上畢業生未經核定，再就讀相同等級
或低於原等級之學校者，不得申請緩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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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具有僑居加簽身分役男於國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再返國就讀相同等級或低
於原等級之學校，並不符合「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第 4條第 2
項之在學緩徵條件，不得申請緩徵。 

十七、本校休學生或保留入學資格之研究生，不得報考本校同一系所之招生考試，違者
取消其錄取資格。 

 

陸、初試應考證寄發 

一、報考日間部碩士班之考生，須於初試時至本校參加筆試。 

二、寄發日期：98年 3月 27日(星期五)以限時掛號寄出。 

三、應考證若有毀損、遺失或尚未收到，請於考試當日備妥最近兩個月內正面半身脫帽兩
吋光面照片一張及身分證，親至試務中心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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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初試(筆試)時間表：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    

考      試       時      間 
所      別 

8:20~9:40 10:20~11:40 13:20~14:40 15:20~16:40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企業管理組 (一般生) 

經濟學 
選考科目 
(3選1)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企業管理組 (在職生) 

企管個案分析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國際企業管理組 

商業案例分析 英文   

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經濟學 
選考科目 

A組 (2選1) 
B組 (2選1) 

英文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計算機概論 
選考科目 
(3選1)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碩士班 

食品生技組：食品科學 
營養生技組：營養科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碩士班 家庭研究與諮商組 

婚姻與家人關係 英文 諮商理論與技術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碩士班 兒童發展組 

兒童發展 英文 研究法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碩士班 老人保健組 

老人學 英文 心理學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英文 社會工作間接服務 社會工作研究與統計 

音樂學系碩士班 中西音樂史 國文、英文 樂曲分析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設計評賞與詮釋 國文、英文 文獻解讀與創意思考 

建築設計學系碩士班 建築概論 國文、英文 建築設計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時尚服裝設計組 

設計評賞與詮釋 國文、英文 13:20~17:50服裝設計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數位媒體設計組 

設計評賞與詮釋 國文、英文 13:20~16:40創意概念設計 

捌、初試放榜  

一、初試放榜日期：98年 5月 1日(星期五)。 

二、初試放榜公告：本校行政教學大樓(L棟)一樓公布欄及本校招生資訊網頁公告，並以限時
掛號個別通知考生。(本校招生網址 http://www.usc.edu.tw/recru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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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複試 

一、複試日期時間：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二、複試時請攜帶初試筆試應考證、複試通知單及各研究所規定之資料(除各所另有規定
寄達日期外，請詳閱本簡章各所考試注意事項之規定，逾時視同自動放棄)。 

拾、錄取標準 

一、 錄取最低標準，由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訂定，未達錄取標準時，各系所得不足額錄
取。 

二、 各系所除依核定名額錄取正取生外，得列備取生，備取生名額由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
會訂之。 

三、 正取生如有缺額時，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四、 若總成績分數相同時，依各所之規定同分參酌；如其分數仍相同時，由本校日間部招
生委員會決議之。 

五、 有任何一科零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即使總成績達到最低錄取標準，亦不錄取。 

六、 名額流用依各系所(組)之規定辦理。 

七、 以一般生身分報考日間部碩士班者，錄取後不得申請改為在職生；以在職生身分報
考日間部碩士班者，錄取後不得申請改為一般生。 

拾壹、複試放榜 

一、複試放榜時間：98年 5月 22日(星期五)。 

二、錄取名單除在本校行政教學大樓(L棟)一樓公布欄及本校招生網頁公告外，並以
專函個別通知。(本校招生資訊網址為 http://www.usc.edu.tw/recruit ) 

拾貳、成績複查 

一、複查期限： 

初試 98年 5月 6日(星期三)前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複試 98年 6月 3日(星期三)前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複查手續：  
1. 為求複查及答覆之迅速正確，請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1) 請填妥「成績複查申請及查覆表」(本簡章第 45頁表格一) 
(2) 原成績單（影本不受理）。 
(3) 查分費每科 50元（請以小額郵政匯票隨申請表郵寄，匯票戶名請寫明「實踐大
學」），拒受理郵票。 

(4) 回郵信封一個 (請寫明地址、姓名並貼足限時掛號之郵票，郵資不足者一律以
普通函件回寄。) 

上列資料請以限時掛號逕寄 104台北市大直街 70號「實踐大學 98學年度日
間部招生委員會閱卷組」，信封註明「碩士班查分函件」。 

2. 一律以通信方式辦理。(以郵戳為憑) 
3. 同一科目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4. 複查成績以核覆筆試試卷、面試卷面分數及累計分數為限。不得要求影印試
卷，亦不得要求重閱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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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錄取之考生，經複查後其實際成績已達錄取標準，應依規定予以補錄取；已錄取
之考生，經複查後其實際成績低於錄取標準者，即取消其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四、考生對於招生考試之重要事項，認為錯誤致影響成績者，得依「實踐大學招生申
訴處理辦法」提出申訴。(請詳見本簡章第 43頁附錄三「實踐大學招生申訴處理
辦法」) 

拾參、錄取報到 

一、本校採先行受理報名考試，俟錄取報到後再行審核報考資格；如發現報考資格不符、
冒名頂替或所繳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即取消錄取資格，不准註冊；
若於註冊入學後發現者，予以退學；畢業離校後發現者，除註銷學籍、撤銷其學
位證書、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外，並專案報請教育部備查。 

二、經錄取之新生，應依錄取通知規定之日期到校報到，逾期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
格論。 

三、報到時應繳驗大學畢業證書正本；以大學同等學力報考者，繳驗學力證件正本，
否則取消入學資格。錄取之應屆畢業生報到時尚未能取得符合報考資格之學歷
(力)證件正本者，應填具切結書，並於切結期限內補繳大學畢業證書正本(影印
蓋學校印信者無效)，逾期仍未能補繳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其名額由備
取生依序遞補。 

四、持國外學歷證件之考生報到時，須繳交(1)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校學位證
書、歷年成績單等證件 (2)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出入境記錄。 

五、外國學生報考之系所若上課時間為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者，報到時須另繳驗
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正本及影本，否則取消入學資格。 

六、僑生須向僑務委員會申請來台就學經過證明書，始得以僑生身份報到。 

七、報到時間： 

1. 正取生：98年 6月 25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 
(報到地點請詳見錄取通知單) 

2. 備取生：98年 6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2時正。 
(報到地點請詳見備取通知單) 

3. 報到、遞補相關訊息，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請考生務必主動上網查詢。
逾期未報到者，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網址：http://www.usc.edu.tw/recruit 

八、備取生按名次順序遞補至本校行事曆規定之上課日後兩週內止。 

九、有關休學、修業年限、畢業條件及應修學分數、學分抵免等學籍相關規定，請洽

本校教務處註冊一組。(02)25381111分機 2111或至本校網頁查詢。 
網址：http://www.usc.edu.tw/admin/aca/reg/regdiv/rule.htm 

拾肆、其他注意事項 

一、甄試錄取生如欲報考本(他)校碩士班招生考試，務請先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其
缺額經本招生委員會同意後併入本項招生名額內補足。 

二、 考生應遵循監試人員指示，配合應考證與考生名冊資料核對，並於每節考試時在
考生簽到表上以中文正楷親自簽名，考生不得拒絕亦不得據以請求加分或延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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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時間，否則依其情節提報議處。 

三、筆試科目使用計算機之相關規定，請依各所訂定之考試注意事項辦理。 

四、凡經研究所認定必須補修大學部基礎學科者，應依規定補修及格始准畢業，前述
補修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五、研究生之獎助學金，由各所依照教育部給定之獎助學金名額及本校研究所獎助學
金辦法施行細則辦理。 

六、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拾伍、研究所碩士班每學期收費標準(僅供參考) 

       請參考本校會計室網頁公告：http://www.usc.edu.tw/admin/Accounting/index.htm 
點選「學生專區」。 

拾陸、考試時遇有空襲及其他災害警報注意事項 

一、考試時遇有空襲警報或天然災害（颱風、地震），由試場監試負責人員宣佈後，考生應即

停考，並將試題、試卷、答案卡放置考桌上，迅速退出試場，各自疏散。試題答案卷（卡）

不得私自攜出，概由監試人員收齊送交試務中心。 

二、考試開始後未滿五十分鐘發生警報者重考，已滿或超過五十分鐘不再重考，即憑已考之

試（考）卷評定成績。實際考試時間，由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通知該科目閱卷委員給

分之參考。 

三、警報解除以後之各節考試，仍照規定時間舉行，惟警報解除距離考試開始不足一小時者，

則該節考試應延至警報解除一小時後舉行，其時間由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統一規定，

次一節考試亦依次順延。 

四、因空襲警報或天然災害（颱風、地震等）應重考或補考科目，應於全部科目依照日程考

畢後舉行，其重考或補考時間，由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統一規定，並在報刊及本校公

告。 

五、因天然災害（颱風、地震等）影響不能依照原訂時間或辦法舉行考試、登記、分發時，

由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統一發佈緊急措施消息，由電視臺或廣播公司播出或本校網站

公告，俟颱風、地震等結束後再由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統一規定處理辦法，並在報刊

及本校公告。 

 

 

 

 

 

 

 

 

http://www.usc.edu.tw/admin/Accounti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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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招生系所(組)、名額、考試科目及相關規定 

所 別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企業管理組 
網址：http://www.bm.usc.edu.tw/bm

招收名額 一般生 16名 在職生 7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

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

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三
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在職生除須具有左述一般生之報考資格外，另須

在各機關學校或公民營機構全職服務滿三年以

上。 

 

考試科目 

一、 初試(筆試)：專業科目 
1.必考科目：經濟學  25% 
2.選考科目：(3選 1)  25% 

統計學、管理學、會計學 

二、複試：面試 5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一、 初試：1.書面資料審查 40% 
2.專業科目(筆試) 30% 
企管個案分析  

二、複試：面試 3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一、一般生初試(筆試)考經濟學、統計學、會計
學者，可攜帶二十七鍵以下之基本型電子計

算機(以不超出＋、－、×、÷、％、M、
√功能為限應試，禁用其他規格之電子計算

機)。 

二、複試(面試)時一般生須攜帶大專(或最高學歷)
成績單正本及專業證明 (含進修證明書、特
殊榮譽證明、專業證照、全民英檢、TOEIC
或托福等之外語能力測驗證明、各種檢定考

試或其他足以證明專業能力之文件影本)。 

初試之「書面資料審查」，包括： 
1. 履歷 (含自傳、工作經驗心得)。 

2. 專業證明 (含進修證明書、特殊榮譽證明、
專業證照、全民英檢、TOEIC或托福等之外
語能力測驗證明、各種檢定考試或其他足以

證明專業能力之文件影本)。 

※以上資料乙份，於報名時一併寄送。 

考試時間 
一、初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08:20~11:40 
二、複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修業年限：一般生與在職生之修業年限均為二年至四年。最低應修滿四十學分，並

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得畢業。(有關本系碩士班畢業門檻，請參考本系

修業辦法相關規定) 

二、若入學前未曾修習過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等三門商管領域基礎課程者，應按照

本所的抵免原則，入學後補修。 

三、在職生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及週六、日彈性排課。 

四、碩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修習本校開設之國際交流與海外研習課程，若因特殊原因

無法參加者，得經系所同意後，改修其他國際交流學程之課程。 

五、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複試總分。 

2. 一般生：「經濟學」成績；在職生：「企管個案分析」成績。 

3. 一般生：「選考科目」成績；在職生：「書面資料審查」成績。 

六、一般生與在職生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互相流用，若仍有缺額得以與國際企業

管理組互相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不錄取。 

七、以一般生身分報考碩士班者，錄取後不得申請改為在職生；以在職生身分報考碩士班者，

錄取後不得申請改為一般生。 

http://www.bm.usc.edu.tw/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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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國際企業管理組 

網址：http://www.bm.usc.edu.tw/bm

招收名額 一般生 5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標
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英文 30% 
2.商業案例分析 20% 

二、複試：面試 5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一、一般生初試(筆試)考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者，可攜帶二十七鍵以下之基本型電子
計算機(以不超出＋、－、×、÷、％、M、√功能為限應試，禁用其他規格之電子
計算機)。 

二、複試(面試)時須攜帶大專(或最高學歷)成績單正本及專業證明 (含進修證明書、特殊
榮譽證明、專業證照、全民英檢、TOEIC或托福等之外語能力測驗證明、各種檢定

考試或其他足以證明專業能力之文件影本)。 

考試時間 
一、初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08:20~11:40 
二、複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四年。最低應修滿四十學分(含修滿全英文授課之課程達 30 學分
以上)，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得畢業。(有關本系碩士班畢業門檻，請參考本系修
業辦法相關規定) 

二、若入學前未曾修習過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等三門商管領域基礎課程者，應按照

本所的抵免原則，入學後補修。 

三、碩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修習本校開設之國際交流與海外研習課程，若因特殊原因

無法參加者，得經系所同意後，改修其他國際交流學程之課程。 

四、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複試總分。 
2. 「英文」成績。 
3. 「商業案例分析」成績。 

五、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與企業管理組互相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

有缺額仍不錄取。 

六、以國際企業管理組身分報考碩士班者，錄取後不得申請改為企業管理組；以企業管理組

身分報考碩士班者，錄取後不得申請改為國際企業管理組。 

七、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http://www.bm.usc.edu.tw/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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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教育理念 

在目前分工愈見精細的經濟社會，管理工作者除了『專業領域』之知識外，整合能力

亦非常重要。本系之教育理念，一方面注重『管理通才』教育訓練，兼顧各領域之發展，

另一方面，也著重各個功能課程之整合。因此，本系所致力於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訓練

學生思考、分析、解決問題之研究能力，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流，以培養具有國際觀

的管理人才。其次，本系所注重培育學生企業倫理的觀念，除了培養同學成為優秀的專業

經理人外，也要求同學要善盡社會責任，成為一位優秀的社會公民。 

二、師資陣容

教師姓名 職等 最高學歷 專長 

張春雄 講座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財務管理、國際金融專題 

王又鵬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行銷管理、促銷管理 

王維元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策略管理、國際企業管理 

方國榮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博士 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 

洪鉛財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研發管理、策略管理 

陳素娟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聖母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統計學、企業管理 

尹賢瑜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博士 財務金融、財務會計 

羅彥棻 副教授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教育博士 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謝明宏 副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行銷管理、電子商務 

易明秋 副教授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法學博士 證券交易法、公司治理 

賴岳謙 副教授 國立巴黎第二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際關係、經濟政策 

張敦仁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管理博士 生產作業管理、全球運籌管理 

童心達 助理教授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濟學、財報分析 

林榮春 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策略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 

張文龍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博士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創業與投資管理 

蔡政安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博士 創新管理、科技管理 

高登第 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企管博士 消費者行為、廣告學 

劉長政 助理教授 英國杜倫大學中東政治經濟學博士 國際政治、經濟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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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網址：http://www.ifi.usc.edu.tw 

招收名額 一般生 10 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標準

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英  文 15 % 
(2)經濟學 20 % 
(3)選考科目 25 %  (A) 財務金融組：統計學、財務管理(二擇一) 

(B) 風險管理與保險組：統計學、保險學(二擇一) 

二、複試：面試 40 %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一、筆試科目(除英文外)請攜帶二十七鍵以下之基本型電子計算機(以不超出＋、－、×、
÷、％、M、√功能為限應試，禁用其他規格之電子計算機)。 

二、請將大專(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曾參與之學術研究、未來預期研究計劃書及其他
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等，各一式三份於複試(面試)前三天，寄達本所。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 ~ 14: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 報考本所考生須於報名時選考「財務金融組」或「風險管理與保險組」，預計錄取 
一般生 10名，原則每組錄取各 5名，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互相流用，
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不錄取。前述分組僅為考試與研讀興趣分組，並

非學籍分組，故學位證書將不會出現分組名稱。 

二、 修業年限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四十學分，並取得主修及副修課程模組及學位(論文)
考試，方得畢業。 

三、 學生入學後，除修習必修課程外，每位同學須就財務金融選修課程模組及風險管理與

保險選修課程模組中，選擇其中之一為主修專業模組及副修專業模組。主修專業模組

所開課程中至少應選修 5門課及格，副專業模組所開課程中至少應選修 2門課及格。 

四、 錄取之新生，若入學前未曾修習過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等三門商管領域基礎課程

者，須於入學後至大學部補修相關課程。前述基礎課程學分不併入畢業學分計算，但

若有相關資料證明已修過上述課程者，經本所審核通過，得予免修以上課程。 

五、 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修習本所開設之國際交流與海外研習課程，若因特殊原因無法參加

者，得經本所同意後，改修其他國際交流學程之課程。 

六、 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複試總分。 
(2) 初試總分。 
(3) 初試『經濟學』成績。 

七、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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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本所宗旨 

全球主要金融機構近年來紛紛轉型並整併成為提供多元化商品與服務的金融控股公司或

綜合銀行型態。因應此一趨勢，本校於民國九十五年正式成立，「財務金融與保險研究所」，

所名即充分揭示本所的定位與發展方向，「整合」即是本所最重要的特色，培育「具跨業營運

意識與經營能力」的金融服務業專業人才為本所最高的教育信念，以「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

兼顧」、「金融專業與跨業整合同步」與「本土觀點與國際視野並重」為發展宗旨，且以培

養學生「金融研用合一」的能力與素養為職志。 

課程特色

在課程方面，本所配合同學之報考組別、研讀志趣、專業背景及未來產業發展與就業需

求等主客觀因素，將修習課程分為「財務金融模組」及「風險管理與保險模組」。 
財務金融與保險本質上乃兼具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部份，因此，在理論課程之外，本所

為補強同學之實務經驗與實作訓練，特為安排國內外金融機構之觀摩與實習。除此之外，為

提昇同學之外語能力與擴展其國際視野，特為增加大陸與國際交流課程，以及安排兩岸與國

際學校與企業之參訪活動。 

本所師資 

教師姓名 最高學歷 專長 

張春雄  講座教授 美國馬利蘭大學企業管理博士 金融理論與實務、教育行政 

黃博怡 教授 國立臺北大學經濟博士 財務金融、產業經濟、經濟史 

邱哲修  教授 美國密蘇里大學哥倫比亞校區經濟博士 經濟學、金融市場、財金計量 

張萬同 客座副教授 美國費城賓系法尼亞大學經濟博士 計量經濟、衍生性金融商品 

林惠芳  副教授 逢甲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 風險管理、人身保險、社會保險 

莊佳政 副教授 美國科羅拉多州立大學經濟博士 國際金融、國際經濟學 

鄭鎮樑  副教授 逢甲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 財產保險類、再保險、保險經營 

范姜肱  副教授 Idaho State University, Idaho, U.S.A 
人力資源博士 保險經營管理、人力資源相關領域 

黃明官 副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管理博士 金融資訊系統、產業分析、財務工程 

葉立仁 助理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管理博士 國際金融操作、衍生性金融商品 

彭金隆 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博士 保險法令、金控管理、策略管理 

張邦茹 助理教授 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博士 風險管理、財務風險管理、精算數學 

馬 珂 助理教授 德國美茵茲大學經濟博士 財務金融、財金計量、計量經濟 

 

http://www.usc.edu.tw/college/money/scfb_new/professor/�i�K��.
http://www.usc.edu.tw/college/money/scfb_new/professor/���թ�.
http://www.usc.edu.tw/college/money/scfb_new/professor/������.
http://www.usc.edu.tw/college/money/scfb_new/professor/�i�U�P.
http://www.usc.edu.tw/college/money/scfb_new/professor/���άF.
http://www.usc.edu.tw/college/money/scfb_new/professor/�����x.
http://www.usc.edu.tw/college/money/scfb_new/professor/���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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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網址：http://www.im.usc.edu.tw/iitm/index.htm 

招收名額 一般生  7名 一般生  3名 

甲組 乙組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

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

一，惟該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

系、牙醫系）。 

1.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

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2.另須具有資訊或管理相關至少二年以上之
工作經驗者【其中若以教育部大學同等學力

標準第三條第四款身分報考者，則須具有資

訊或管理相關至少三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專業科目： (1) 計算機概論  35％ 
(2) 資料結構、資訊管理、統計學 (擇一選考)  35％ 

二、 複試：面試 30％（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一、初試(筆試)考統計學可攜帶二十七鍵以下之基本型電子計算機(以不超出＋、－、×、
÷、％、M、√功能為限應試，禁用其他規格之電子計算機)。 

二、複試時得攜帶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履歷（含自傳與工作心得）、專業證明（含專業

證照、檢定考試證書或其他各種可證明專業能力之文件）以及進修研究計畫各一式

三份。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 ~ 11: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本分組僅為考試分組，並非學籍分組，故學位證書將不會出現分組名稱。 

二、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九學分，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得畢業。 

三、碩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修習本校開設之國際交流與海外研習課程，若因特殊原因

無法參加者，得經系所同意後，改修其他國際交流學程之課程。 

四、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計算機概論』成績。 
2. 『資料結構』、『資訊管理』或『統計學』成績。 
3. 複試成績。   

五、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互相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

仍不錄取。 

六、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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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班』位於台北知識經濟園區中心，與內湖、南港科學園區相鄰，

本研究所具有結合跨國性企業營運總部及國際大都會之區域中心的地理優勢，將致力以培養具國際

觀、善於結合資訊科技與管理的 e世代資管碩士為己任。本所除落實學術研究於產業應用發展，並竭
力促進學術研究成果的產業化，期能立足台灣外，更胸懷世界。 

特色 
1. 本所有良好的地理優勢，緊鄰內湖科學園區，結合資訊科技，並與其中的各大企業進行產學合作，
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 

2. 提供認證課程，強化實作，提昇畢業就業競爭力。 
3. 強調國際化提供專業英文課程，結合資訊與管理兩個學門，增強學生英文論文寫作之能力。 
4. 課程安排兼顧資訊、科技、管理等專業領域及明瞭企業特性之高素質資訊應用人才。 
5. 落實國際化教學，提供國際交流學程及赴國外修習雙學位。 
6. 舉辦相關之研討會及演講促進產學交流，如電子商務與數位生活的研討會（ECDL）及資訊應用的
相關國際研討會（IMB）。 

課程規劃 
1. 所必修科目：資訊科技與管理、資訊管理研究方法、論文研討、企業領導與倫理、專業英文等必修
科目共 19學分，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 

2. 學生選修學分中（即總學分扣除本所必修學分後之學分），至少要有 3 分之 2 是修習本研究所開
設之專業選修學分，且必須選修海外參訪研習及國際交流研習課程，方可畢業。 

3. 課程特色：海外參訪研習：每年率團到國外或中華大陸進行參訪、交流與個案討論。 
國際交流研習：每年學校邀請國外學者專家到本校做短期教學。 

 
師資陣容 

教授姓名 最高學歷 專長 

余強生 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資訊管理博士 數位服務、企業 E化 

金力鵬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電子商務、行動通訊、資訊網路 

陳宗煦 副教授 美國西北大學計算機科學博士 行銷管理、促銷管理 

李瑞元 副教授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電腦科學博士  
電子／行動商務、知識管理、無線

通訊應用 

吳宗禮 副教授 美國北卡羅萊納州立大學電機電腦工程系博士
資訊安全、網路安全、資訊戰、計

算機網路

李孟晃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網路教學、視訊傳播、Cisco 網路

學院認證師資 

鄭王駿 副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資訊科學博士 網際網路、各類型企業資訊系統 

李建國 助理教授 美國密蘇里大學哥倫比亞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博士 
人工智慧、柔性計算、類神經網

路、智慧型系統 

洪大為 助理教授 美國北卡羅萊納州立大學作業研究博士 資料探勘與商業智慧、作業研究與
決策分析、生產與作業管理 

陳貞夙 助理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資訊管理博士 電子商務、資訊系統規劃與發展、
產業與策略分析、創新管理 

賴森堂 助理教授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計算機組博士 軟體再利用、軟體品質、軟體能力
成熟度之評估、軟體流程改善 

林明華 助理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資訊管理所博士 無線通訊、計量管理、資料庫設計 

黃耀賢 助理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  電腦圖學、色彩科學、多媒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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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 
網址：http://food.usc.edu.tw 

招收名額 一般生  食品生技組 4名 一般生   營養生技組 5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
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食品科學 60% 
(含食品化學、食品加工) 

二、複試：面試 4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一、初試(筆試)：營養科學 60%  
(含生物化學、營養學)  

二、複試：面試 4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複試(面試)時須攜帶大專院校(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參加社團活動或參加學術研究
計劃之證明以及進修研究計劃書各一式三份。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9: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本分組僅為考試分組，並非學籍分組，故學位證書將不會出現分組名稱。 

二、修業年限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學分，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得畢業。 

三、入學後若有需要，得視個別學歷背景核定補修若干學士班學分，但前述補修學分不

併入畢業學分計算。 

四、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初試成績。 
2. 複試成績。 

五、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互相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

不錄取。 

六、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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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成立於民國 89 年，分為「食品生技」與「營養生技」兩個組，共有專任 

教師 10位，研究領域涵蓋保健食品之製程開發與其生理生化功能評估等。 
 
課程規劃 

年級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一年級 

專題研究(1) (1學分) 
專題研究(2) (1學分) 
專題討論(1) (1學分) 
專題討論(2) (1學分) 
食品營養保健產業研討(一) (1學分) 
食品營養保健產業研討(二) (1學分) 
實驗設計(2學分) 
生物技術特論(2學分) 

二年級 

專題研究(3) (1學分) 
專題研究(4) (1學分) 
專題討論(3) (1學分) 
專題討論(4) (1學分) 
論文 

食品化學特論、食品分析特論、微

生物生理學、研究方法與實驗、營

養特論、營養生化特論、高等食品

科技特論、營養生理學特論、營養

與醫學、食用油脂特論、蛋白質化

學、應用保健生技講座、食品製程

特論、食品研發、營養與基因調控

特論、蛋白質工程、生物處理與生

質利用、訊息傳遞 

師資 

教師 學歷 專長 

方錫經

講座教授 
日本國立長崎大學 
醫學部博士 放射線醫學、核子醫學基礎、輻射安全 

劉麗雲

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 
農化研究所博士 

食品化學、食品分析、食品衛生、機能性食品、

油脂化學 
林文源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博士 微生物學、食品加工 

邵貽沅 
副教授 

美國堪薩斯州立大學  
穀類科學系博士 食品化學、有機化學 

于育萍

副教授 
紐西蘭坎特伯里大學  
生物化學博士 生物化學、細胞生物 

黃惠宇

副教授 
美國伊利諾理工學院  
生物技術博士 分子生物技術、疾病與營養、營養與基因表現 

劉佳玲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博士 食品包裝、食品加工 

郭家芬

助理教授 
美國普渡大學 
營養生化博士 營養生化、營養生理 

汪嵩遠

助理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立大學  
生物化學博士 營養醫學、生物化學、營養學 

張美鈴

助理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營養科學博士 營養學、脂質營養、分子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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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碩士班 

家庭研究與諮商組 
網址：http://www.usc.edu.tw/college/family/index.htm 

招收名額 一般生 2 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標準第
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 英文 10% 
2. 專業科目： (1)婚姻與家人關係 20% 

(2)諮商理論與技術 30% 

二、複試：面試 4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請將大專院校(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研究計劃書、自傳、及其他可供參考之資料(例如
論文著作、研究報告、訓練及學習證明等)，各一式三份於複試(面試)前三天，寄達本所。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 ~ 14: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修業年限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四學分，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得畢業。 

二、 錄取之新生應於開學前參加本所舉辦之「基礎統計學能力測驗」，成績須達所訂標準，

始得修習碩一「進階統計學」課程。 

三、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專業科目總分(各專業科目乘以其佔分比例之加總分數)。 
2. 英文成績。 

四、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他組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不

錄取。 

五、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部份課程將視需要於晚間或週末彈性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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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碩士班－家庭研究與諮商組 

一、 本組之人才培育重點 
培養家庭輔導與諮商專業人才為目的，服務對象包括家庭中的所有成員並以促進家人和諧

關係為目標，以因應社會潮流與人力需求。 
 

二、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理論與實務並重，課程設計乃是針對時代趨勢以及國情需求，參考國內外相關系

所課程及配合本所發展特色而開設。 
 

 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所 共 同 
必 修 

1. 進階統計學（3學分） 
2. 社會科學研究法（3學分） 
3. 專題討論（1學分） 
4. 專題研究（1學分） 

本    組 
必    修 

1.婚姻與家庭理論（3學分） 
2.家庭諮商理論專題研究（3學分） 
3.諮商與心理治療技術（3學分） 

諮商心理實習(一)、諮商心理實習(二)、專
業實習(一)、專業實習(二)、變態心理學、

團體諮商、質性研究、心理衡鑑、家庭動

力、伴侶與婚姻諮商、家庭系統與生涯諮

商、家庭特殊議題與諮商、完形家庭諮商、

學校與社區諮商、薩提爾模式家族治療、

結構家族治療、敘事家族治療、客體關係

與家庭諮商、性諮商、家庭與人格發展、

符合諮商心理師證照考試所需之課程及其

他二組之選修課程。 

備註：表列課程依本所發展之需求彈性調整。 
 
三、 專業師資 

教        師 教          師         專         長 

陳龍安  教授 創意思考與創造力、創意潛能開發、資優教育 

郭宗明  教授 性教育專題研究、人類行為發展 

賈廷詩  教授 質性研究、家庭與法律、家庭社會學 

戴俊男  副教授 婚姻與家族治療、諮商督導、心理測驗與家庭評估 

謝文宜  副教授 婚姻與家族治療、諮商理論與技術、家庭研究、親密關係 

鄭淑子  副教授 家庭理論、婚姻與家人關係、家庭生活教育方案設計、老人與家庭 

廖清碧  副教授 家庭動力、社會工作督導、沙箱治療 

李島鳳  助理教授 諮商理論與實務、團體諮商、完形治療、婚姻與家庭諮商 

李孟芬  助理教授 長期照護、老人與社區服務、統計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代間方案 

王浩威  助理教授 變態心理學、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個別心理治療、家族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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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碩士班 

兒童發展組 
網址：http://www.usc.edu.tw/college/family/index.htm 

招收名額 一般生 2 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標
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 英文 10%。 
2. 專業科目： (1) 兒童發展  35% 

(2) 研究法(含敘述性統計)  25% 

二、複試：面試 3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請將大專院校(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研究計劃書、自傳及其他可供參考之資料(例如
論文著作、研究報告、訓練及學習證明等)，各一式三份於複試(面試)前三天，寄達本所。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14: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 修業年限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四學分，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得畢業。 

二、 錄取之新生應於開學前參加本所舉辦之「基礎統計學能力測驗」，成績須達所訂標

準，始得修習碩一「進階統計學」課程。 

三、 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專業科目總分(各專業科目乘以其佔分比例之加總分數)。 
2. 英文成績。 

四、 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他組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

不錄取。 

五、 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部份課程將視需要於晚間或週末彈性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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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碩士班－兒童發展組 

一、 本組之人才培育重點 
培養兒童發展、親職教育、早期療育之專業人才為主，使其兼具理論基礎、研究能力以及

實務訓練與經驗。 

二、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理論與實務並重，課程設計乃是針對時代趨勢以及國情需求，參考國內外相關系

所課程及配合本所發展特色而開設。 

 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所共同 
必  修 

1.進階統計學（3學分） 
2.社會科學研究法（3學分） 
3.專題討論（1學分） 
4.專題研究（1學分） 

本 組 
必 修 

1.兒童發展理論專題研究（3學分） 
2.質性研究（3學分） 
3.親職教育專題研究（3學分） 

創造思考教學專題研究、兒童文學、 
兒童社會與情緒專題研究、兒童遊戲

專題研究、親子關係與教化專題研

究、早期療育專題研究、潛能開發專

題研究及其他二組之選修課程。 

備註：表列課程依本所發展之需求彈性調整。 

三、 專業師資 

教        師 教          師         專         長 

賈廷詩  教授 質性研究、家庭與法律、家庭社會學 

陳龍安  教授 創造思考教學、資優教育、潛力開發 

林慧芬  副教授 教養文化、兒童自主發展、幼兒語言表達、幼兒教育 

鄧蔭萍  副教授 兒童社會性發展、兒童發展、幼兒教育、兒童資訊教育 

黃秀香  副教授 兒童福利、親職教育、休閒教育 

李駱遜  副教授 兒童情緒與社會發展、親職教育 

李孟芬  助理教授 長期照護、老人與社區服務、統計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代間方案 

王慧敏  助理教授 兒童文學、幼兒藝術、幼兒社會學、幼稚園班級經營 

高博銓  助理教授 兒童行為輔導、教育社會學、特殊教育、心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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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碩士班 

老人保健組 
網址：http://www.usc.edu.tw/college/family/index.htm 

招收名額 一般生 2 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
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 英文 10%。 
2. 專業科目： (1)老人學  25% 

(2)心理學(含老人心理學)  25% 

二、複試：面試 4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請將大專院校(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研究計劃書、自傳及其他可供參考之資料(例如
論文著作、研究報告、訓練及學習證明等)，各一式三份於複試(面試)前三天，寄達本所。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14: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 修業年限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四學分，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得畢業。 

二、 錄取之新生應於開學前參加本所舉辦之「基礎統計學能力測驗」，成績須達所訂標

準，始得修習碩一「進階統計學」課程。 

三、 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專業科目總分(各專業科目乘以其佔分比例之加總分數)。 
2. 英文成績。 

四、 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他組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

不錄取。 

五、 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部份課程將視需要於晚間或週末彈性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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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碩士班－老人保健組 

一、本組人才培育重點 

培養家庭及社區老人服務的專業人才，以增進老人健康褔祉。 
 

二、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理論與實務並重，課程設計乃是針對時代趨勢以及國情需求，參考國內外相關系

所課程及配合本所發展特色而開設。 

 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所共同 
必  修 

1.進階統計學（3學分） 
2.社會科學研究法（3學分） 
3.專題討論（1學分） 
4.專題研究（1學分） 

本 組 
必 修 

1.老人學專題研究（3學分） 
2.老人與家庭專題研究（3學分） 
3.老人與社區服務專題研究(3學分) 

銀髮家庭產業理論與實務、老化家庭

經營與管理、老人膳食與營養、長期

照顧專題研究、老人住宅設計與規

劃、老人衛生福利法規、老人醫學、

老人心理衛生、老人社會工作、質性

研究、老人安養機構管理、老人方案

規劃與評估及其他二組之選修課程。 

備註：表列課程依本所發展之需求彈性調整。 

三、專業師資 

教   師 教   師   專   長 

陳龍安  教授 創意思考與創造力、創意潛能開發、資優教育 

劉麗雲  教授 老人營養學、健康食品、脂質營養 

謝文宜  副教授 諮商理論與技術、婚姻與家族治療、兩性關係、個案工作、家庭研究 

吳惠玲  副教授 老人學、社會工作研究方法、方案計劃與評估、社會個案工作 

鄭淑子  副教授 家庭理論、婚姻與家人關係、家庭生活教育方案設計、老人與家庭 

李孟芬  助理教授 長期照護、老人與社區服務、統計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代間方案 

朱芬郁  助理教授 老人心理與學習、老人學、代間關係、青少年諮商與輔導 

曾煥裕  助理教授 老人福利、社會福利政策、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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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網址：http://sw.usc.edu.tw 

招收名額 一般生 5名 在職生 4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
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在職生除須具有左述一般生之報考資格

外，另須在各機關學校或公民營機構服務滿

二年以上。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 英文 10% 
2. 專業科目： (1)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25% 

(2)社會工作間接服務 20% 
(3)社會工作研究與統計 25% 

二、複試：面試 2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 

考試注意

事 項 
請將大專(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自傳、研究計畫及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一
式三份於複試(面試)前四天，寄達本所。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16: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修業年限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六學分，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得畢業。 

二、非社會工作學系畢業生考取本所時，應視需要補修社會工作學系專業課程 25學分(含
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社會福利行政、社會工

作研究方法等，但不包含實習)，在修業年限二年內，不額外收取學分費，且學業成
績不列入畢業學分內。 

三、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專業科目原始總分。 
2. 英文成績。 

四、一般生與在職生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互相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

雖有缺額仍不錄取。 

五、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部份課程將視需要於晚間或週末彈性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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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發展沿革 
本系於民國 62 年成立社會工作科，於民國 80 年改為社會工作學系，旋於民國 93 年於家庭

研究與兒童發展研究所下成立社會工作組。民國 94 年系所合併成立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於民

國 95 年獨立招生，目前本學系專任教師九位，兼任教師三十餘位，繼續延攬相關師資。 

宗旨 
1. 以培養高階專業社會工作人才為主。 
2. 以完整實習課程及督導系統，訓練最具實務經驗的人才。 
3. 為因應目前台灣社會急遽發展，本所課程規劃以下列幾點為核心發展領域： 

(1)社區 (2)長期照顧 (3)管理督導  
4. 透過社會工作方法，結合理論與實務，培養獨立研究能力。 
5. 結合實務實習訓練，著重方案規劃與評估，造就社會工作實務高級規劃人才。 
6. 因應高齡化社會，培育長期照護、社區發展等專業人才。 

師資介紹 

教    師 專                                長 

嚴祥鸞 教授 研究方法、就業安全、社工倫理、性別和族群、社會政策與立法 

劉弘煌 副教授 社會統計、研究方法、社區研究、志工管理 

洪貴真 副教授 社會學、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家庭研究與福利服務、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 

黃秀香 副教授 兒童福利、親職教育、休閒教育、單親家庭問題、托育服務、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 

吳惠玲 副教授 醫療社會工作、社區營造、老人醫療功能評估與健康保健、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 
方案設計與評估 

葉至誠 副教授 勞動政策與立法、職業年金、職業社會學 

曾煥裕 助理教授 老人福利議題與政策、長期照護、老人福利相關研究 

石  泱 助理教授 社會工作、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社會福利行政、社會安全制度 

劉曉春 助理教授 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實踐理論、社會工作實踐倫理、原住民社會工作 

課程規劃 

年級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一年級 

1. 社會工作理論  (3學分) 
2. 進階統計方法  (3學分) 
3. 社會科學研究法  (3學分) 
4. 專題討論(一)  (1學分) 
5. 專題討論(二)  (1學分)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社會福利政策專題、社會工作法

律專題、質性研究、兒少保護專題、社會工作督導專

題研究、婦女就業、老人議題研究 

二年級 

1. 專題討論(三)  (1學分) 
2. 專題討論(四)  (1學分) 
3. 社會工作實習(一)  (2學分) 
4. 社會工作實習(二)  (2學分) 
5. 論文 

長期照顧專題研究、多元文化專題研究、社會工作倫

理、方案計畫與評估專題、非營利組織管理專題、老

人社會工作專題、性別主流化與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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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音樂學系碩士班 
網址：http://www.usc.edu.tw/college/music/index.htm 

招收名額 一般生 6 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
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 初試(筆試)： 
1. 國文：5％ 
2. 英文：5％ 
3. 中西音樂史：10％ 
4. 樂曲分析：10％ 

二、複試：面試及術科(主修指定範圍曲目之演奏)：70％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參加複試) 
※各主修樂器考試範圍請詳見 27頁附註九 

考試注意

事 項 

請將個人簡介(內容可包含學習過程、重要演出或發表、獲獎、比賽經驗)、面試 
術科考試演奏曲目表、個人曾學習或發表之曲目表(請擇重點詳細表列，若非完整樂章，
亦請註明曾學習之段落)，以上資料各一式六份於報名時一併寄送。 

※注意事項： 

上述資料之：(1)個人簡介(2)面試術科考試演奏曲目表(3)個人曾學習或發表之曲目表等
三項資料必須使用本系所網頁公佈格式，並分別加封面依序裝訂成冊，一式六份。請至

http://www.usc.edu.tw/college/music/index.htm按指示下載格式填寫。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14: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五學分，並通過學位考試，方得畢業。 

二、 學生入學後應於修業年限內通過本系所舉行之音樂專業範圍鑑定考及相關音樂會

等，未通過者不得申請進行學位音樂會。上列相關規定請參照「實踐大學音樂學系

碩士班修業要點」。 

三、 招收下列樂器主修：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豎琴、聲樂、長

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小號、長號、法國號、上低音號、低音號、擊樂。

採不分組招生，依照初試、複試兩項分數之總和，由最高分依序錄取之。 

四、 總成績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複試總分。 
2. 初試總分。 
3. 初試『樂曲分析』成績。 

五、複試(面試)之術科考試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 75分者，不予錄取。 

六、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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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音樂學系碩士班 
網址：http://www.usc.edu.tw/college/music/index.htm 

附  註 

七、筆試測驗之「中西音樂史」、「樂曲分析」任一科未達該科總分之百分之六十者，錄

取後得視需要補修專業學分；相關規定請參照「實踐大學音樂學系碩士班修業要點」。 

八、未達到最低錄取標準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九、各主修樂器考試範圍： 

 

※鋼琴主修－ 

三首不同風格與時期之「完整」獨奏曲，其中必須包括一首古典時期之完整奏鳴

曲，所有曲目必須背譜演奏。 

 

※弦樂主修－ 

(1)自 J.S.Bach / Sonatas and Partitas for Violin Solo或自 J.S.Bach / Six  
Suites for Violoncello Solo曲中任選快/慢樂章各一。 

(2)自選古典或浪漫樂派協奏曲一個快板樂章。 

(3)自選古典或浪漫樂派奏鳴曲快/慢樂章各一。 
※曲目(2)與(3)不得為同一風格與時期作品。 

 

※聲樂主修－ 

背譜演唱五首樂曲，應包含： 

(1)歌劇或神劇選曲一首。 

(2)3首歌曲。 

(3)上述 2項需包含至少三種語言及三個不同時期作品。 

(4)中文歌曲或民歌一首。 

 

※管樂與擊樂主修－ 

三十分鐘以上包含三首不同時代、風格之完整曲目(所有曲目背譜演奏)。 

(1)長笛及雙簧管必須包含一首 J.S. Bach 之奏鳴曲作品。 

(2)報考長笛者可自行決定是否加考短笛(不包含在三十分鐘內，但一併計分)，指
定曲目：A. Vivaldi / Concerto for Piccolo RV 443 in C Major第一樂章。 

(3)單簧管、低音管必須包含一首莫札特(W.A. Mozart)之協奏曲作品。 

(4)擊樂專業術科考試項目： 
三十分鐘以上包含馬林巴琴（Marimba）獨奏及組合打擊作品(除馬林巴琴、大
鼓、小鼓、定音鼓外，其餘樂器及鼓棒請自備)。 

(5)報考法國號必須包括一首W.A. Mozart 之協奏曲作品。 

(6)報考小號必須包括 Joseph Haydn、Johann Erdmann Hummel其中一首協奏曲之 
完整三個樂章，亦或 Alexander Arutiunyan小號協奏曲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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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音樂學系碩士班 
網址：http://www.usc.edu.tw/college/music/index.htm 

附  註 

 

(7)報考小號者可自行決定是否加考短號﹝不包含在三十分鐘內，但一併計分﹞，指
定曲目：Jean Baptiste Arban：No.3, Douze Fantaisies et Airs  

variés tirés de la Grande Méthode de Cornet à Pistons et de Saxhorn 

(8)報考小號者可自行決定是否加考高音小號﹝不包含在三十分鐘內，但一併計分﹞ 
，指定曲目：Leopold Mozart Trumpet Concerto in D 

(9)報考長號必須包括 
J. TYZIK：Concerto for Trombone and Orchestra  
J. FILAS：Concerto for Trombone and Orchestra  
N. ROTA : Concerto for Trombone and Orchestra 
其中任何一首協奏曲全曲。 

(10)報考長號者可自行決定是否加考中音長號﹝不包含在三十分鐘內，但一併計分﹞ 
，指定曲目：G.F. Handel的任何一首中音長號奏鳴曲。 

(11)報考長號者可自行決定是否加考低音長號﹝不包含在三十分鐘內，但一併計分﹞ 
，指定曲目：E. EWAZEN : Concerto for Bass Trombone 

(12)報考低音號及上低音號者必須包括 Barry McKimm Tuba Conc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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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網址：http://scid.usc.edu.tw 

招收名額 一般生 8名 在職生(全時間) 2名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

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
該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

系)。 

在職生除須具有左述一般生之報考資格

外，另須在各機關學校或公民營機構服務滿

二年以上。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 國文 10 % 
2. 英文 10 % 
3. 設計評賞與詮釋 30 % 
4. 文獻解讀與創意思考(含術科考試) 50 % 

二、複試(面試)：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錄取依複試成績高低決定。 

考試注意 
事 項 

一、初試(筆試)請攜帶繪圖工具。 

二、複試(面試)時，考生須攜帶大專(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研究計劃、作品集暨其
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一式三份。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16: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學分，並通過學位考試，方得畢業。 

二、學位考試得以研究論文或以設計創作/展演，並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三、錄取之新生若非本科系畢業，須至本系大學部補修六至十二個學分，但前述補修學

分不併入畢業學分計算。 

四、錄取依複試成績高低決定，總分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初試『文獻解讀與創意思考』成績。 
2. 初試『設計評賞與詮釋』成績。 
3. 初試『英文』成績。 

五、一般生或在職生(全時間)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互相流用，但若未達最低
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不錄取。 

六、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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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建築設計學系碩士班 
網址：http://www.arch.usc.edu.tw 

甲組：建築設計組 
(Master of ArchitectureⅡ, MArchⅡ) 

乙組：學士後建築組 
(Master of ArchitectureⅠ, MArchⅠ) 

招收名額 

一般生 1名 一般生 2名 

報考資格 

1.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

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
錄一，惟該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

學系、牙醫系)。 

2. 系別限制：建築設計相關學系（具建築
設計專業學位之畢業生）。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
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1. 國文 10 % 
2. 英文 10 % 
3. 建築概論 20 % 
4. 建築設計(含術科考試) 60 % 

二、複試(面試)：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錄取依複試成績高低決定。 

考試注意 
事 項 

一、初試(筆試)請攜帶繪圖工具。 

二、複試(面試)時，考生須攜帶大專(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研究計劃、作品集暨其
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各一式三份。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8:20~16: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附 註 

一、本分組僅考試分組，並非學籍分組，故學位證書將不會出現分組名稱。 
二、教學方向：建築設計創作、當代建築思潮、美學、現代城市研究、跨領域文化議題

研究等。 
三、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五年，建築設計組最低應修滿 36學分；學士後建築組最低應修
滿 90 學分(其中補修學分為 48；補修科目得依研究生過往已修習之相關課程予以
抵免)，方得畢業。 

四、研究生應於修業年限內完成至少一學期(六個月)之相關國外研讀課程。 

五、學位考試得以研究論文或以設計創作/展演並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例如：已發表或參與之學術研究報告、類同托福之外語

能力證明、競賽成果證明、課外活動成就或幹部證明等。 

七、錄取依複試成績高低決定，總分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初試總分。 
2. 初試『建築設計』成績。 
3. 初試『建築概論』成績。 

八、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他組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

仍不錄取。 

九、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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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時尚服裝設計組 

網址：http://ifcd.usc.edu.tw 

招收名額 一般生 7名 

研究領域 研究時尚服裝設計創作 (包括時尚概念設計、服裝創作及相關時尚文化設計創作)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
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 國文 10 %。  
2. 英文 10 %。 
3. 設計評賞與詮釋 30 %。 
4. 服裝設計(含術科考試) 50%。(該成績必須達(含)70分以上) 

二、複試：面試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錄取依複試成績高低決定)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 8:20~17:5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考試注意 

事 項 

一、『服裝設計』考試須攜帶繪圖工具(例如：2B、6B 鉛筆、橡皮擦、著色工具…等)、立
體造型工具（例如：絲針、剪刀、尺…等），人台、材料由本校提供。 

二、面試時須攜帶大專（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參加社團活動或學術研究計劃之證明、
個人作品集以及進修研究計劃書各一式三份。 
※個人作品集一份留本所存查，概不退還。 

附   註 

一、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學分，並通過資格考試及學位考試，方得畢

業。學位考試之形式應以創作與展演呈現，並提出書面論文。 

二、錄取之新生在大學須修習下列等同之課程，等同課程之認定由本所審核： 
（1）西洋服裝史 
（2）電腦輔助設計 
（3）服裝構成製作(或立體剪裁) 

未曾修習者須至大學部補修，但前述學分不併入畢業學分計算。 

三、錄取依複試成績高低決定，總分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初試『服裝設計』成績。 
2. 初試『英文』成績。 
3. 初試『設計評賞與詮釋』成績。 

四、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互相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不

錄取。 

五、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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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別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數位媒體設計組 

網址：http://ifcd.usc.edu.tw 

招收名額 一般生 6名 

研究領域 研究數位媒體設計創作(包括動畫、空間、遊戲、影像、廣告、概念、及相關多媒體設計創作)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
標準第三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考試科目 

一、初試(筆試)： 
1. 國文 10 %。  
2. 英文 10 %。 
3. 設計評賞與詮釋 30 %。 
4. 創意概念設計(含術科考試) 50%。(該成績必須達(含)70分以上) 

二、複試：面試 (初試合於標準者，始得參加複試；錄取依複試成績高低決定) 

考試時間 
一、初試(筆試)：98年 4月 19日(星期日) 8:20~16:40  
二、複試(面試)：98年 5月 9日(星期六)，時間及地點請見複試通知單。 

考試注意 

事 項 

一、『創意概念設計』考試須攜帶繪圖工具(例如：2B、6B鉛筆、橡皮擦、著色工具…等)，
繪圖紙張由本校提供。 

二、面試時須攜帶大專（或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參加社團活動或學術研究計劃之證明、

個人作品集以及進修研究計劃書各一式三份。 
※個人作品集一份留本所存查，概不退還。 

附   註 

一、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四年，最低應修滿三十學分，並通過資格考試及學位考試，方得畢

業。學位考試之形式應以創作與展演呈現，並提出書面論文。 

二、錄取之新生在大學須修習下列等同之課程，等同課程之認定由本所審核： 
（1）電腦輔助設計 
（2）多媒體設計 
（3）網頁規劃與設計 

未曾修習者須至大學部補修，但前述學分不併入畢業學分計算。 

三、錄取依複試成績高低決定，總分相同時，依下列成績高低為序，優先錄取： 
1. 初試『創意概念設計』成績。 
2. 初試『英文』成績。 
3. 初試『設計評賞與詮釋』成績。 

四、各組如遇錄取不足額時，其缺額得以互相流用，但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不

錄取。 
五、上課時間依日間部一般生之規定。 

 



 

拾捌、實踐大學台北校區交通位置圖                   96.1.5 

 

● 本校提供收費停車場。(臨時停車每小時 40元) 
● 大眾交通工具： 
 ◎從台北火車站到實踐大學 

    捷運─搭捷運淡水線往台北方向在圓山站下車，在捷運站對面中山足球場站牌搭 208、21、213、215 
247(區間車)(環山線)、287(區間車)、542、紅 2、紅 33或紅 34公車到北安路大直站下車。 

公車─搭 247、287號公車到北安路大直站下車。 

 ◎行經北安路大直站公車路線－21、28、33、42、72、208、213、222、247、256、267、287、紅 2 
紅 3、646、902、286。 

● 自行開車： 

◎台北縣市 

1. 行經新生高架道路至圓山靠右往大直方向，直行北安路，在大直街左轉即可到達本校。 
2. 行經建國高架道路往中山高方向，轉接中山高北上路段，在「濱江街」出口下高速公路，紅綠燈 
左轉直走，第一個紅綠燈左轉大直橋，下大直橋直走即可至本校。 

3. 行經高架五股至內湖快速道路經「撫遠街口」下再回轉上大直橋直走，即可至大直(本校)。 
4. 行經麥帥二橋往堤頂大道方向直走，接內湖路一段直行到北安路，直走北安路過圓環第一個紅綠 
燈右轉，即可到本校。 

5. 從內湖方向來的，直行內湖路接北安路，北安路過圓環第一個紅綠燈右轉，即可到本校。 
6. 行經自強隧道出隧道右轉北安路，第一個紅綠燈右轉，即可到本校。 

◎外縣市 

 中山高速公路 

 北上﹝從南部上來﹞：在「濱江街」出口下高速公路，紅綠燈左轉直走，第一個紅綠燈左轉大直橋， 

下大直橋直走即可至本校。 

 南下﹝從北部下來..基隆、汐止﹞：在堤頂交流道下，往大直內湖方向，直行堤頂大道接內湖路一段 

直行到北安路，直走北安路過圓環第一個紅綠燈右轉，即可到本校。 

 北二高 

 北上﹝從南部上來﹞：在新店交流道下，出口左轉水源快速道路，直行水源快速道路接建國高架道路

往中山高方向，轉接中山高北上路段，在「濱江街」出口下高速公路，紅綠燈左轉直走，第一個紅綠

燈左轉大直橋，下大直橋直走即可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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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台北校區校內位置圖 

 

 

 

 

 

 

 

 

 

 

 

 

 

 

 

 

 

 

 

 

 

 

 

 

 

 

 

 

 

 

 

 

 

 

 

 

 

 

 

A棟 
東閔紀念大樓 

 

草 

坪 

體 
育 
館 
預 
定 
地 
施 
工 
中 

揚風廣場 

校門口 

C棟教學大樓

D棟教學大樓 

E棟食品大樓 

G棟 
圖書館 

樓

游泳池 

 

第一宿舍 第二宿舍 

大 
直 
街 
501
巷 

籃球

L棟 
B1 樓：社團辦公室、日(進)學生會(活

動中心)、課指一組 
1 樓：總務處/ 事務一組、營繕一組、

出納組、文書組、環安組 
教務處/ 註冊一組、課務一組 
研發處/校務發展組、學術推廣
組、產學服務組 
人資室 

2 樓：董事長室、校長室、會計室、秘

書室、顧問室、校史館、大小會

議室 
3 樓：博雅學部(辦公室、研究室)、管

理學院院長室、教授休息室 
總務處保管組、國際交流組 

4 樓：企業管理學系(所)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所) 

5 樓：應外系、語言一中心 
6 樓：風保系、會計系、國貿系、財金

系 
7 樓：出版組、教師研究室、副校長室

F棟 
1 樓：音樂系專業指導室 
2 樓：音樂學系(所) 
3 樓：音樂廳 

A棟 
B1 樓：實習工廠

1 樓：警衛室、總

室、教官值

部        
5 樓：媒傳系   
6 樓：工設系   
7 樓：建築設計學

C棟 
1 樓：民生學院院長室、老人

保健中心、衛保組、早

療室、校友會 
2 樓：一般教室 
3 樓：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

系、師資培育中心、家

育
成
中
心 

 

大 
直 
街 
62 
巷 
5 
弄 

魯

 

E棟 
1 樓：餐飲管理學系、食品加工實

驗室、中西餐示範教室 
2 樓：實驗室 
3 樓：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所) 
4 樓：階梯教室、食營系研究室 

L棟
行 
政 
教 
學 
大 
樓 

施工中 
圖書館 
預定地 
施工中 

D棟 
1 樓：社會工作學系(所)、實習廚房 
2 樓：一般教室 
3 樓：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所) 

餐管系、社工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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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樂大

F棟 
場 

H棟 

K棟 
研 
究 
大 
樓  

K棟 
B1 樓：工設系碩士班、管院專

業教室、研究生自修區 
1 樓：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2 樓：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3 樓：管理學院教室及研究室 
4 樓：管理學院教室及研究室 
5 樓：財務金融與保險研究所 

創創所、管院教師研究室 
6 樓：電腦教室 
7 樓：推廣教室 

B棟 
B1 樓：庫房 
1 樓：INF BOX、油印室 

體育室 
2 樓：軍訓室、職涯發展一中心

3 樓：學務處/ 生輔一組 
     學務長室、諮商一中心 

兒系專業教室 
 

 
 
 

凱博物館 

中式家庭教室 
1 樓：諮商一中心--資源教室
H棟 
綜 
合 
大 
樓 
 
B棟 
學務大樓
B1 樓：服設系專業教室 
1~2 樓：學生餐廳 

誠品書店、幼稚園 
3 樓：資訊系(所)專業教室

服設系專業教室  
4 樓：服設系 
5 樓：電算中心 
6 樓：國際會議廳 

演講廳 

大 
直 
街 
70 
號 

      
機室、收發

勤室、進修

         
 
 
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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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教育部九十二年四月二十二日臺參字第0920057919號令修正發布  

教育部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八日臺參字第0950191616C號令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考試：(略) 

第三條  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碩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在學士班肄業，未修習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因故退學離校或休學二年以上，
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附歷年成績單者。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年限一年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附歷年成績單者。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年限六年(含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年課程，且已修畢畢業應

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者。 

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年制者經離校二年以上；二年制或五年制者經

離校三年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
或專科學校畢業程度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證書者，比照二年制專科辦理。
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年資之規定。  

五、下列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者：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二、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六、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曾從事工作經驗三年以

上，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  

第四條  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博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年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不含論文)，因故未能畢業，
經退學離校或休學一年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附歷年成績單，並
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者。  

二、大學畢業獲有醫學學士學位或牙醫學學士學位，經有關專業訓練二年以上，並提

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者。  

三、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年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

士論文水準之著作者。  

四、下列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六年以上，並

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者：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二、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前項各款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由各大學自行認定。  
藝術類或應用科技類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得以創作、展演連同書面
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有關專業訓練及第三款、第四款所定與報考系所相關工
作，由學校自行認定。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施行前已符合原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資格者，於本辦法修正施行後五年內，得依原規定報考大學博
士班入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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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國外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學歷符合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

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理。  

修業年限少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之國外同等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力報
考大學學士班。但大學得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年限。  
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學歷符合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三條第一款
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理。  
軍警校院學歷，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標準所稱離校或休學年數之計算，自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附具

歷年成績單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截止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年度註冊截止日為止；專
業訓練及從事相關工作年數之計算，以專業訓練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開始日期，
起算至報考當學年度註冊截止日為止。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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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實踐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94.3.22本校 9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16本校 9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校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特訂定「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考生有違反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取消考試資格： 
１、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其舞弊。 
２、請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混入試場應試。 
３、集體舞弊行為。 
４、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第三條、考生不得無故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初犯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分；再犯者

即請其離場，並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惡意或情節重大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第四條、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時間入場。遲到逾二十分鐘者，不得入場；已入場應試者，四

十分鐘內不得離場，強行入場或離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第五條、考生不得有窺視、抄襲、交談、傳遞、夾帶、交換答案卷(卡)等舞弊行為；不得以自
誦或暗號告人答案或以答案卷(卡)、試題紙供他人窺視、抄襲等情事，違者扣減其該
科全部成績。 

第六條、考生除必用文具及簡章規定之用品外，不得攜帶書籍、具有計算、通訊、記憶等或

其它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性之各類器材、物品(如行動電話、呼叫器等)入場；計
時器之鬧鈴功能須關閉；有關個人之醫療器如助聽器等，須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

用。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七條、考生應攜帶應考證入場應試，每節考試將應考證置於考桌上，供監試人員查驗，應

考證遺失應向試務辦公室申請補發，未帶應考證者，經核對確係本人無誤者，先准

予應試，必要時得拍照存查。 

第八條、考生應按編定座號入座，不在編定之試場應試者，一律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考生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卷(卡)、應考證、座位三者之號碼是否相同，如有不
同，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凡經作答後，始發現在同一試場坐錯座位者，扣減

其該科成績五分；經監試人員發現坐錯座位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十分；經監試人

員發現交換座位應試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九條、考生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試題紙、答案卷及答案卡是否齊備、完整，並檢查答

案卷(卡)之座位號碼是否正確，如有缺漏、污損或錯誤，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
凡經作答後，始發現錯用卷卡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經監試或試務人員發現者，

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十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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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

釋題意。 

第十一條、各科答案卷(卡)除有特別規定外，限用黑、藍色筆或鉛筆書寫，違者扣減其該科成
績二分。 

第十二條、考生應在答案卷(卡)上規定作答之範圍內書寫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分；考
生如因違反作答規定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認答案者，其該部分以零分計算。 

第十三條、考生不得損毀答案卷(卡)上之座位號碼或不得於答案卷(卡)上作任何識別身分之文字
或符號，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四條、考生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鈴(鐘)聲響畢後，應即停止作答，靜候監試人員收取答案
卷(卡)、試題，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分；經警告後仍繼續作答者，再
加扣其成績三分；情節重大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五條、考生完卷後一經離座，應即將答案卷(卡)與試題併交監試人員驗收，不得將試題或
答案卷(卡)攜出試場，違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六條、考生不得在試場內及附近逗留、高聲喧嘩或宣讀答案、擾亂試場秩序影響他人作答，

經勸止不聽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七條、應考考生有舞弊情事或違犯法律、情節重大、經查屬實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十八條、考生如有本辦法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當意圖之行為者，得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登

記，提請招生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第十九條、術科考試之注意事項，各系所、單位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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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實踐大學招生申訴處理辦法 

 
八十八年十一月十六日教務會議通過 
八十九年二月十五(八九)高(一)字第八九○一七七四六號備查 
九十四年十一月八日教務會議修正 
九十四年十二月二十七日教務會議修正 
九十六年十月二十三日教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確保各項入學考試考生之權益，提供考生申訴管道，特訂定招生申訴處

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招生委員會下設招生申訴處理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兼任之，成員若

干人，由校長遴聘之。招生申訴處理小組成員對於申訴案件有利害關係時，應

即迴避。 

第三條 參加本校各項招生考試考生，對有損其權益之情事，業經書面提交招生業務承

辦人員處理或提報上級主管協調後仍不服其決定者，得於接獲本校書面通知之

日起，十五日內以雙掛號書面具名向本校招生申訴處理小組提出申訴，同一案

件申訴以一次為限。 

第四條 考生申訴事項應以書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並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入學考

試名稱、應考證號碼、報考系所組別、聯絡地址、聯絡電話、申訴之事實與理

由、希望獲得之補救。 

第五條 申訴最遲應於該項入學考試成績複查截止日起十日內提出(以郵寄戳章為憑)，

逾期概不受理；若該項考試分初、複試兩階段，申訴應分別於該階段成績複查

截止日起十日內提出(以郵寄戳章為憑)，逾期概不受理。 

第六條 招生申訴案件由招生申訴處理小組召集人指派專人受理，案件成立後於一週內

交付評議，處理小組得建議暫緩執行當事人之處分，並於收件後三十日回覆。 

第七條 招生申訴處理小組成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不得委任他人代理。 

第八條 申訴案件若進入司法程序者，申訴人應以書面通知招生申訴處理小組，申訴處

理小組獲知後應即終止評議。惟連帶影響其他考生權益之申訴案件不在此限。 

第九條 招生申訴處理小組會議之召開以不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

之代表及關係人到會說明。 

第十條 申訴案件之評議書經校長核定後，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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