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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大學 

管理學院
碩士在職

專班  
(EMBA) 

1                                
商學組 

43 

                                                        
一、口試(50%)                       
二、書面審察(50%) 

一、得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力
資格)者需具有 10 年(含)以上工作經驗；
得有碩士學位 
者需具有 8 年(含)以上工作經驗；得有博

士學位者需具有 6 年(含)以上工作經驗。 
二、考生報考時如在職者，服務年資之

計算可累計至 101 年 9 月 1 日止。 
三、服役年資得計入工作年資。 

2                                
會計與管理決

策組 
24 

3                                
財務金融組 

30 

4                               
國際企業管理

組 
43 

5                              
資訊管理組 

24 

台北

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經營管理組 30 

一、筆試成績(40%)：             
                        

二、審查成績(30%)                
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          

三、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  

以口試方式評分(30%)  

一、國內外公私立大學得有學士學位或同
等學力，且具有管理實務工作經驗 5 年
(含)以上者。 
二、大學同等學力報考者：二、五專畢業
者須具 7 年(含)以上全職工作經驗；三專
畢業者須具有 6 年(含)以上全職工作經驗
者。 
三、以同等學力報考經營管理組者，二、
五專須 98 年 9 月以前畢業，三專須 99 
年 9 月以前畢業。 

政治
大學 

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        
(EMBA)  

全球企業家Ａ 57 

 
 
 
 
 
 
 
 
 
一、口試(60%) 
二、書面審察(40%) 

ㄧ、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 
格），且 12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修滿政大企家班 30 
學分 
以上者)需 10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三、具有博士學位需 8 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  
四、兵役年資得計入工作年資；另醫學系
畢業 
者可增計 2 年工作年資。 

全球企業家Ｂ 3 

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6 條
之「就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並具備有
擔任 
高階經理人 10 年（含）以上之工作經驗
者。 

文化創意、科技
與資通創新 A 

57 

ㄧ、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
格）， 
且 10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修滿政大企家班 30 
學分以 
上者)需 8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三、具有博士學位需 6 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  
四、兵役年資得計入工作年資；另醫學系
畢業 
者可增計 2 年工作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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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科技
與資通創新 B 

3 

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6 條
之「就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並具備有
擔任 
高階經理人 10 年（含）以上之工作經驗
者。 

國際金融 A 54 

ㄧ、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
格）， 
且 10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修滿政大企家班 30 
學分以 
上者)需 8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三、具有博士學位需 6 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  
四、兵役年資得計入工作年資；另醫學系
畢業 
者可增計 2 年工作年資。 

國際金融 B 1 

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6 條
之「就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並具備有
擔任 
高階經理人 10 年（含）以上之工作經驗
者。 

全球台商班 A 27 

 

ㄧ、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 
格），且 10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修滿政大企家班 30 
學分 
以上者)需 8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三、具有博士學位需 6 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  
四、具有海外地區工作資歷者，優先考
量。兵 
役年資得計入工作年資；另醫學系畢業者 
可增計 2 年工作年資。 

全球台商班 B 3 

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6 條
之「就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並具備有
擔任 
高階經理人 10 年（含）以上之工作經驗
者。 

生技醫療 15 
 
一、口試(60%) 
二、書面審察(40%) 

ㄧ、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
格），且 10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修滿政大企家班 30 
學分以上者)需 8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三、具有博士學位需 6 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  
四、兵役年資得計入工作年資；另醫學系
畢業者可增計 2 年工作年資。。 

政治
大學 

傳播學院碩
士在職專班

(EMA) 
甲組 23 

一、 筆試(30%) 
1. 傳播英文 
2. 社會問題分析 

二、 口試(40%) 
三、 書面審查(30%) 

一、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 
格)，且 6 年以上工作年資(不含服義務役 
年資)者。  
二、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力資 
格)，且 4 年以上工作年資(不含服義務役 
年資)，並具職場特殊成就者。(需附相關 
證明文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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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碩士學位，且 4 年以上工作年
資(不 
含服義務役年資)者。 

乙組 1 

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6 條
之「就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且 4 年
以上工 
作年資（不含服義務役年資）。 

清華
大學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40 
一、初試：資料審查(60%)                                                                        
二、複試(40%)               

1. 大學院校畢業獲博士學位，且具3年工

作經驗者。  

2. 大學院校畢業獲碩士學位，且具5年工

作經驗者。  

3. 大學院校畢業獲學士學位，且具7年工

作經驗者。  

4. 三專畢業離校2年以上，且具9年工作經

驗者。  

5. 二專或五專畢業離校3年以上，且具10

年工作經驗者。  

 
前列工作經驗均不含義務役，但含國防
役。 
工作年資符合現非在職者，亦可報考。 

交通
大學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EMBA)           在職專

班 
 
 

54 
(依初
試成績
擇優直
接錄取
至多 18
名) 

一、初試：                            
(一)資料審查(40% )            
(二)筆試：(30%)                                
  管理個案與分析能
力 

二、複試：                          
口試(30%)  

一、具下列資格任一者始得報考： 

1.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有7年工作年資

者。 

2.大學畢業獲醫學士學位，有5年工作年資

者。 

3.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有5年工作年資

者。 

4.大學畢業獲博士學位，有3年工作年資

者。 

5.大學肄業符合同等學力，有7年工作年資

者。 

6.三專畢業離校2年以上，有9年工作年資

者。 

7.二專或五專畢業離校3年以上，有10年工

作年資者。 

8.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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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有7年工作年資。 

9.具甲級技術士證照後工作年數滿3年，並

累計有10年工作年資。 

二、前項各款所指之工作年資計算至101

年9月1日止，男性考生可包含服役年資。 

 
 
 
 
 
 

 
 
中
央
大
學 

 
 
 
 
 
 

管理學院        
高階主管        
企管碩士

班 
(EMBA) 

一
般 
經
營 
管
理
組  

甲
組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查(40%)             

二、複試：                          
口試(60%)                               
經營管理與企劃能力  

一、學歷為學士或具同等學力後具
有八年以上或碩士學位六年
以上或博士學位四年以上的
實際工作年資。                                                  

二、二專、五專：畢業滿 11 年(其
中實際工作經驗 8 年)                               

三、三專畢業滿 10 年(其中實際工
作經驗 8 年) 

乙
組 

5 

特
殊
條
件 

甲組:限在公民營機構任職,且曾具相關管理職務者報考。  
乙組:限符合以下資歷者報考。  
任公家機構文職,簡任十職等以上且兼任主管,或簡任十二職等以上者。  
任公家機構武職,上校以上且現任主官,或少將以上軍階者；報考時須具在職身分。  

兩岸經營管理
組 

35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查(40%)             

二、複試：                          
口試(60%)                               

 經營管理與企劃能力 

學歷為學士或具同等學力(詳見簡章-入學

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篇幅)須具有五年

上、碩士學位三年以上、博士學位一年以

上的實際工作年資；且報考時須具在職身

分。 

特
殊
條
件 

目前外派或任職於大陸地區或101年6月以後外派大陸兩年至三年期間者，請檢附相關派駐證

明文件，或請主管以文字敘述之文件證明亦可。  

綠色經濟管理
組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查(40%)             

二、複試：                          
口試(60%)                               

 經營管理與企劃能力 

限在公民營機構任職，學歷為學士或具同

等學力(詳見簡章-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

標準篇幅)須具有八年以上的實際工作年

資、學歷為碩士學位者須具六年以上的實

際工作年資、學歷為博士學位者須具有四

年以上的實際工作年資；報考時須具在職

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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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
大學 

 
 
 
 
 
 
 

 
 

高階經理
人   碩士
在職專班 
(EMBA) 

 

企業管理組 20 

一、 筆試：                         
【01】管理個案分析(30%)                             
二、資料審察(30%)            
三、口試(40%) 
    

須具有六年(含)以上工作經驗 (義務役年

資不列入計算)。  

 

財務金融組 20 

一、筆試：                         
【01】管理個案分析(30%)                             
二、資料審察(30%)            
三、口試(40%) 

會計資訊與管

理組  

 

17 
須具有六年(含)以上工作經驗 (義務役年

資不列入計算)。  

須具有六年(含)以上工作經驗 (義務役年

資不列入計算)。  

 行銷組 17 

企業領袖組  20 
一、初試：資料審查(50%)                                                                         
二、複試(50%)   

1.須具有十年(含)以上工作經驗 (義務役

年資不列入計算)。  

2.須為資本額達三千萬以上之企業主。  

彰化
師範
大學 

企業高階管理碩士學位班(會
計系) 

30 

一、資料審查(30%)             

二、筆試：(30%)                                 

管理實務                                   

三、口試：(40%)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方可報考： 
1.得有學士學位以上者（男生須服完兵
役）；並具有 1年以上之在職經驗。 
2.同等學力可報考（三專畢 2年、二專及
五專畢 3年，男生含兵役）；並具有 1年
以上之在職經驗。註：目前仍在職者，工
作經驗年資採計至 101年 7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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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
大學 

管理學院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一)筆試(25%)                            

管理性向與能力                  

(二)書面審查(25%)                    

二、複試：口試(50%) 

限服務年資 6 年以上者報考。 

中正
大學 

高階主管

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甲組 20 
一、審查：佔 50% 

二、口試：佔 50%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

有入學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 

服務年資累計滿 10 年以上。 

乙組 10 
一、審查：佔 50% 

二、口試：佔 50%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

有入學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 

服務年資累計滿 5 年以上。 

成功
大學 

 
 
 
 
 
 
 
 
 
 
 
 
 

管理學院        
高階管理
碩士 在職

專班 
(EMBA) 

甲組 56 

 
 
 
 
 
 
 
 
一、筆試：(30%)                  
經營管理實務                  
二、審察(35%)                      
三、面試(35%)  
  

1.凡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符合教育

部認定之外國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

具同等學力者。 

2.甲組考生大學畢業（含應屆）或以同等

學力取得報考資格者，須具有 7 年以上

工作經驗；碩士班畢業者須具有 5 年以

上工作經驗；博士班畢業者須具有3年以

上工作經驗。 

3.乙組考生大學畢業（含應屆）或以同等

學力取得報考資格者，須具有5 年以上工

作經驗；碩士班畢業者須具有3 年以上工

作經驗；博士班畢業者須具有1年以上工

作經驗。 

4.丙組考生大學畢業（含應屆）或以同等

學力取得報考資格者，須具有6 年以上工

作經驗（至少含3年醫務相關工作經驗）；

碩士班畢業者須具有4年以上工作經驗

（至少含2年醫務相關工作經驗）；博士

班畢業者須具有3年以上工作經驗（至少

含1年醫務相關工作經驗）。（各組請附

工作證明計算至101年9月1日止）  

乙組 20 

丙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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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大學 

高階經營
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EMBA) 

甲組 20 

第一階段：                            
資料審查(40%)                           

第二階段：                             
一、筆試：                                 
    企業經營實務
(30%) 
二、面試(30%) 

一、凡具有本國教育部承認之大學學位。
或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入學考試之
同等學力資格，自取得報考學力資格
後起算，須有 3 年工作年資經驗。                         

二、具「碩士學位」或「報考大學博士班
入學考試之同等學力」者，自取得報
考學力資格後起算，須有 2 年工作年
資經驗。 

三、具博士學位者，不限工作年資經驗。 
上述之「工作年資經驗」，計算至 101
年 6 月 30 日，不限定在同一機構，（服
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算）男生須
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乙組 25 

特殊條件 

1、甲組考生：大陸地區臺商企業或金門地區軍、公教及各民營機構之高階主管。                                                                                                      
2、乙組考生：即將前往大陸工作之台灣地區企業高階主管。                                   
3、甲組考生或乙組考生之認定，以核發考生在職證明書之薦送機構為認定依據，考生須於報名時，
選填報考組別。 

越南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IEMBA) 

30 

第一階段：                            
資料審查(40%)                           

第二階段：                             
一、筆試：                                 
    企業經營實務(30%) 
二、面試(30%) 

一、凡具有本國教育部承認之大學學位。
或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入學考試之
同等學力資格，自取得報考學力資格
後起算，須有 3 年工作年資經驗。                         

二、具「碩士學位」或「報考大學博士班
入學考試之同等學力」者，自取得報
考學力資格後起算，須有 2 年工作年
資經驗。              

三、具博士學位者，不限工作年資經驗，
但具有工作年資經驗。 前述之「工作
年資經驗」，計算至 101 年 6 月 30 日
為止，不限定在同一機構，並取得服
務年資證明（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
資計算）男生須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
役義務。 

【註】1.招生對象：越南地區台商企業高
階主管或即將前往越南工作之台灣地區
企業高階主管。 
2.上課地點：越南胡志明市或國立高雄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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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IEMBA) 

30 

第一階段：                            
資料審查(40%)                           

第二階段：                             
一、筆試：                                 
    企業經營實務(30%) 
二、面試(30%) 

1.招生對象：上海地區台商企業高階主管
或即將前往上海工作之台灣企業中高階
主管。 
2.工作學、經歷條件： 
凡具有本國教育部承認之大學學位。或具
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入學考試之同等學力
資格。 
(1)以「學士學位」或「報考大學碩士班入
學考試之同等學力」者，須有 3 年工作年
資經驗。 
(2)以「碩士學位」或「報考大學博士班入
學考試之同等學力」者，須有 2 年工作年
資經驗。 
 (3)以博士學位者，不限工作年資經驗，
但須具有工作年資經驗。前述之「工作年
資經驗」，計算至 101 年 6 月 30 日為止，
不限定在同一機構，並取得服務年資證明
（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算） 
3.男生須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海西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IEMBA) 

30 

第一階段：                            
資料審查(50%)                           

第二階段：                                                             
一、面試(50%) 

1.招生對象：海西地區，廣東北部、福建
及浙江南部一帶台商企業高階主管或即
將前往該地區工作之台灣企業中高階主
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2.工作學、經歷條件： 
凡具有本國教育部承認之大學學位。或具
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入學考試之同等學力
資格。 
(1)以「學士學位」或「報考大學碩士班入
學考試之同等學力」者，須有 3 年工作年
資經驗。 
(2)以「碩士學位」或「報考大學博士班入
學考試之同等學力」者，須有 2 年工作年
資經驗。 
(3)以博士學位者，不限工作年資經驗，但
須具有工作年資經驗。前述之「工作年資
經驗」，計算至 101 年 6 月 30 日為止，不
限定在同一機構，並取得服務年資證明
（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算） 
3.男生須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高階法律暨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EMLBA) 
15 

第一階段：                            
資料審查(40%)                           

第二階段：                             
一、筆試：                                 
    法律及企業經營
常識(30%) 
二、面試(30%) 

凡具有本國教育部承認之大學學位。或具
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入學考試之同等學力
資格。 
(1)以「學士學位」或「報考大學碩士班入
學考試之同等學力」者，須有 3 年工作年
資經驗。 
(2)以「碩士學位」或「報考大學博士班入
學考試之同等學力」者，須有 2 年工作年
資經驗。 
(3)以博士學位者，不限工作年資經驗，但
須具有工作年資經驗。前述之「工作年資
經驗」，計算至 101 年 6 月 30 日為止，不
限定在同一機構，並取得服務年資證明
（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算） 
3.男生須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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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大學 

管理學院
高階經營
碩士學程
在職專班      
(EMBA) 

甲組 
(經營管理組) 

65 

一、筆試：(30%)                    
管理實務                        

二、審察(40%)                                
三、口試(30%) 

1.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
立學院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屆
畢業生；或具有入學大學碩士班同等學
力。 

2.具上述資格，且具七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或具上述資格且得有碩士學位，並具
有四年以上工作經驗者；或具上述資格且
得有博士學位，並具有二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 

A.前述之「工作經驗」，依服務年資證明
所載日期計算，不限定在同一機構（服兵
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算），具現職者，
現職年資依取得證明計算至 101 年 8 月 31

日為止〈服務年資證明格式見本簡章附
表〉。B.男生須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
務。 

乙組 
(亞太營運管理

組) 
35 

一、筆試：(30%)                 
企業經營實務                 

二、審察(40%)                        
三、口試(30%) 

注意事項 
1. 上課地點：甲組在高雄中山大學；乙組在台北、林口長庚及高雄上課。部分時間須至海外研習。 
2. 上課時間：每月單週數(第 1、3、5 週)之週六、日上課。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共政策碩
士學程在職專班(EMPP) 

30 

一、筆試：(30%)                 
公共政策與管理實務                 

二、審察(30%)                        
三、口試(40%) 

1.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
立學院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屆
畢生；或具有入學大學碩士班同等學力。 

2.具上述資格，尚須具有一年以上畢業年
資，並具有五年（含）以上工作經驗者；
或具上述資格且得有碩士學位，並具有三
年（含）以上工作經驗者。 

3.前述之「工作經驗」，依服務年資證明所
載日期計算，不限定在同一機構（服兵役
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算），具現職者，現
職年資依取得證明計算至 101 年 8 月 31

日為止。4.男生須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
義務。 

台灣
科技
大學 

管理研究
所 EMBA 
碩士在職

專班 

甲組 
(研究領域： 

高階管理決策) 
30 

一、口試(50%)                        
                              
二、審察(50%) 

1.大學95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 

2.二、五專92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 

3.三專93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 

符合上述三項資格之一，並具備工作經
驗。 

乙組 
(研究領域： 
科技與服務管

理) 

30 

財務金融研究所                                 
EMBA 碩士在職專班                              

23 

資訊管理系                                            
EMBA 碩士在職專班 

30 

工業管理系                                              
EMBA 碩士在職專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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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設計系碩士在職專班 15 

1.大學 96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畢業者。
2.二、五專 93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畢
業者。3.三專 94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
畢業者。符合上述三項資格之一，並具備
工作經驗。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 

13 

1.大學 100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畢業者。 
2.二、五專 97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畢
業者。 
3.三專 98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畢業者。 
符合上述三項資格之一，並具備工作經
驗。 

建築系碩士在職專班 10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5 

資訊工程系碩士 
在職專班 

7 

一、口試(60%)                        
                              
二、審察(40%) 機械工程系碩士 

在職專班 
12 

1.大學 96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畢業者。 
2.二、五專 93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畢
業者。 
3.三專 94 年 8 月 31 日（含）以前畢業者。 

符合上述三項資格之一，並具備工作經

驗。 

應用外語系碩士 
在職專班 

11 

一、筆試(30%)： 
英文翻譯與寫作                                
二、口試(40%)                  
三、審察(30%) 

1.大學99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2.

二、五專96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

3.三專97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符

合上述三項資格之一，並具備工作經驗。 

企業管理系                                              
EMBA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領域：企業管理) 
30 

一、筆試(30%)： 
企業管理實務                                
二、口試(40%)                  
三、審察(30%) 

1.大學95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2.

二、五專92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

3.三專93年8月31日（含）以前畢業者。符

合上述三項資格之一，並具備工作經驗。 

台北
科技
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EMBA 專班 

34 

一、書面審查(40％) 

二、口試(60％) 

符合報考資格，且符合下列條件： 

1. 取得報考學歷(學力)資格後滿六年。(大

學95 年(含)以前畢業；二專、五專92 年

(含)以前畢業；三專93 年(含)以前畢業

者；其他資格者請依附錄一：報考大學同

等學力認定標準辦理。) 

2. 須曾為公、私立機構之在職人員，工作

年資累計滿六年以上【(工作經驗不含兵

役)，附相關證明文件，例如累計六年工作

年資證明，或請至勞保局申請「被保險人

管理學院經營管理 EMBA 
專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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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明細表」等】，及附公司、機關之服

務證明書(或「附表一」之服務證明書)。

附註：年資核算至 101 年09 月30 日止 

國立
台北
商業
技術
學院 

高階企管碩士（EMBA）在職
專班 

15 

第一階段 

1.書面資料審查（30%） 

2.筆試（30﹪） 

（1）管理學 

（2）管理個案研析 

第二階段 

口試（40﹪） 

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學畢業或經教育部

認可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

或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需具備

五年（含）以上工作經驗者；工作經驗年

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其

截止日至本校招生報名日止。 

國立
屏東
商業
技術
學院  

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EMBA) 

17 

一、筆試 
1.企業個案分析(25%) 

 2 當前經濟問題分析(25%) 
二、書面審查(50％) 

凡具一般生報考資格，且有工作年資一年

（含）以上之現職人員。前述工作年資，

係指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年

9 月 10 日止。  

屏東
科技
大學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EMBA) 

23 
一、書面審查(40%)                                   

二、口試(60%) 

1.專科學校畢業具 4 年工作經驗、大學畢

業具 3 年工作經驗、碩士畢業具 1 年工作

經驗之在職者，且擔任重要職務者。(專科

畢業者，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辦法第三條

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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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報考該碩專

班考試。)  

2.工作年資之計算，以服務證明書所載之

任期起算，計算至 101 年 8 月 31 日止（服

義務役或替代役之期間，不得採計為工作

年資）。 

淡江
大學 

EMBA 
卓越商
學組  

財務金融學系 

 
27 

第一階段初試：                   
一、書面審查(60%) 
           
第二階段複試：                 

口試(40%)  

資格條件：(具備下列 2 項條件之一者，方

得報考) 

1.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並在職服務滿

3 年者 

2.具有碩士或博士學位，並在職服務滿 1

年者 

備註： 

國際貿易學系

國際企業學碩

士 

27 

國際商學碩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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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系保險

經營 
30 

國際商學碩士在職專班部分選 

修課程採英文授課 

EMBA 

卓越管理

組 

 

管理科學研究

所 

企業經營 

35 

 
 
 
 
 
 
第一階段初試：                   
書面審查(60%)           
第二階段複試：                 
口試(40%)  

企業管理學系 34 

會計學系 23 

公共行政學系

公共政策 

20 

 

資訊管理學系 26 

教育科技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5 

一、書面審查(50%) 

二、面試(50%) 

（具備下列2 項條件者，方得報考） 

1.大學畢業或同等學力 

2.具有 1 年工作經驗(含)以上者 

淡江
大學 

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5 

一、書面審查(50%) 

二、面試(50%) 

國內外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獨立學院

各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

等學力認定標準規定；任職滿1 年以上，

取得工作證明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2 

1.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獨立學院各

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

學力認定標準規定。 

2.具工作經驗。 

銘傳
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專業科目：                      
    管理個案分析(30%)               
二、書面審查(30%)                         
三、口試（40%)      

取得一般應試資格，須具下列任ㄧ工作經
驗資格： 

ㄧ、具學士學位或具有報考碩士班之同等
學力資格，須 3 年以上工作經驗。 

二、具碩士或博士學位，並須具工作經驗
1 年（含）以上。 

管理學院高階經理碩士學程 
在職專班 

30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60 

                                  
一、專業科目：                      
財務金融分析與實務(30%)               
二、書面審查(30%)                               
三、口試（40%)      

取得一般應試資格，須具下列任ㄧ工作經
驗資格： 

ㄧ、具學士學位或具有報考碩士班之同等
學力資格，須 2 年以上工作經驗。 

二、具碩士或博士學位，並須具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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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專業科目：                      
資訊管理理論與實務(30%)               
二、書面審查(30%)                               
三、口試（40%)   

1 年（含）以上。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9 

一、專業科目：                      
    管理實務(25%)               
二、書面審查(25%)                         
三、口試（50%)    

取得一般應試資格，並須具工作經驗 2 年

（含）以上。 
應用英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5 

一、專業科目：                      
    英文(含寫作、閱讀、
翻譯)(40%)               
二、書面審查(20%)                         
三、口試（40%)    

傳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0 

一、專業科目：                      
    當代傳播問題(30%)               
二、書面審查(30%)                         
三、口試 (40%)    

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1 

一、專業科目：                      
    經紀問題分析(30%)               
二、書面審查(30%)                         
三、口試（40%)   

取得一般應試資格，並須具工作經驗 2 年

（含）以上。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22 

一、專業科目任選 1 科：                      
    保險理論與實務、財經
時事評析、管理實務分析
(30%)               
二、書面審查(30%)                         
三、口試（40%)   

 商品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5 

一、專業科目任選 1 組報

考：(40% 

甲組: 傳達設計理論與實

務 

乙組: 產品設計理論與實

務 

丙組:行銷學              

二、書面審查(30%)                         

三、口試（40%)   

取得一般應試資格，並須具工作經驗 2 年

（含）以上。 

東吳
大學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
班 

20 

第一階段                               

一、筆試：(30%)  

      企業個案分析                         

二、書面審查(20%)                 
 
第二階段                                     
面試(50%)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
同等學力報考資格後，工作年資累計滿七
年以上之現職人員。具碩士學位者需五年
以上，具博士學位者需四年以上，且三者
皆須具二年以上管理年資。工作年資計算
至 101 年 8 月 31 日止(不限定在同一機關
服務)。但考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不得抵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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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

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35 

一、初試： 
    書面審查(35%) 
    筆試：                                                            
  企業經營實務(35%)                                 
二、複試：口試 
(30%)                                                                                                                                        

1.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

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

畢業，且具備一年（含）以上之工作

經驗。  

2.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依部頒規定辦理。 

3. 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全職之工作證
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
註冊截止日為止。 

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30 

一、初試： 
    書面審查(20%) 
    筆試：                                                            
  科技英文(40%)                                 
二、複試：口試 
     (40%)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

或獨立學院之電機、電子、資訊、通

訊等相關科系畢業，且具備兩年（含）

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2、非屬上述相關科系畢業者，在上網報

名前須經所長核可，且具備兩年（含）

以上之相關電機、電子、資訊、通訊

工作經驗。 

3、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

所載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

截止日為止。 

資訊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工
程組 

15 一、口試：（40％） 

二、資料審查：（30％） 

三、研究計劃：（30％） 

 一份研究方向與構想之計
畫書。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

獨立學院畢業，具備半年（含）以上

之工作經驗者。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依部頒規定辦理

（附件一）。 

3、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

所載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

截止日為止。 

教育資
訊組 

15 

生物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5 

一、初試： 
    個人資料審查(50%) 
                                                                                            
二、複試：口試 
     (50%)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

獨立學院之理、工、農、醫科系畢業

或相關科系畢業獲得學士學位者，需

具一年以上生物科技相關工作經驗。

若非相關科系畢業者，需經本所所長

核可，方得以報考。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依部頒規定辦理

（附件一）。 

3、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

所載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

截止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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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書面審查(20%) 
二、筆試(40%) 
    科技英文 
三、口試(40%)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

或獨立學院之電機、電子、資訊、通

訊等相關科系畢業，且具備兩年（含）

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2、非屬上述相關科系畢業者，在上網報
名前須經所長核可，且具備兩年（含）以
上之相關電機、電子、資訊、通訊工作經
驗。 

資訊經營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45 

一、初試： 
    個人資料審查(50%) 
                                                                                            
二、複試：口試 
     (50%)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

或獨立學院畢業，且具備一年（含）

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2、以同等學力報考者，依部頒規定辦理

（附件一）。 

3、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

所載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

截止日為止。 

工程管理學位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 

20 

一、書面審查(30%) 
二、筆試(25%) 
    科技英文 
三、口試(45%)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大學、

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

立學院之工學士、理學士、農學士畢業，

並有一年以上工程方面相關工作經驗；非

理、工、農學士學位，具兩年以上工程相

關工作經驗，並經本院院長核可。2.以同

等學力報考者，依部頒規定辦理（附件

一）。3.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

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

截止日為止。 

世新
大學 

管理學院碩士專班 
五系聯合招生 

經濟系
１５ 

財務金
融系４

０ 
行政管
理學系 
４０ 

企業管
理學系 
５５ 

國際經
營管理
碩士學

一、書面審查(５0%) 
二、筆試(５0%) 
    管理概論 

一、學歷（力）：大學畢業或同等學力，
合於教育部規定報考碩士班資格者。 
二、經歷： 
1.累積實務工作一年(含)以上之現職或曾
在職人員。工作年資計算至民國 101 年 9
月 30 日止。工讀生之工作經歷可併入工
作年資計算。 
2.兵役年資可計入工作年資內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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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程
（ＩＭ
ＢＡ）
１０ 

真理
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5 

一、筆試：(３0％)                      
管理議題申論              
二、書面資料評審 
(30％)   
三、口試(４0％) 

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

院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且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者：  

一、獲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報考碩士班之同

等學力資格並具有一年以上工作經驗且

現仍在職者。  

二、獲有碩、博士學位或具有報考博士班

之同等學力資格並具有一年以上工作經

驗且現仍在職者。  

※ 1.前述各款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

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至報名截止日止。 

2.男性需役畢或無常備兵義務。  

中原
大學 

企業管理
學系  

甲組 ２５ 一、初試：                               
                          
書面審查(５0%)                      

                   
二、複試：口試(５0%)  

1. 大學畢業，或滿足大學同等學歷(力)資

格。 

2. 工作滿 6 年(含)以上。 

乙組 ３５ 

1. 大學畢業，或滿足大學同等學歷(力)資

格。 

2. 工作滿２年(含)以上。 

元智
大學 

管理學院
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高階領導學程 ３０ 

一、初試： 
資料審查(５0%)                      

 
二、複試：口試(５0%) 

須具八年以上全職專業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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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
大學 

商學院碩
士在職專
班經營管

理組 
 

 

領導組 

50 

一、資料審查(50%) 
二、口試(50%) 
 

一、 
【1】大型民營企業(資本額 20 億以上)之

經理級(副理級二年)以上。 
【2】中型民營企業(資本額 2 億-19.9 億)

之協理級(經理級二年)以上。 
【3】中小型民營企業(資本額一千萬-1.99

億)之董事長、總經理或副總經理。 
二、公務人員九職等(八職等二年)以上之

官員 
三、 專科畢業 10 年以上或大學畢業 8 年

以上，具有優良能力證明者。 
四、軍職少將(上校二年)以上之軍官。 

管理組 一、筆試：管理個案分析
(20%) 
二、資料審查(40%) 
三、口試(40%) 

得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歷資
格）且具有三年以上工作經驗者；兵役年
資得計入工作年資。 

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專案管理組 

15 無 

資訊學院
碩士在職
專班 

資訊管理組 12 

一、筆試：無 
二、資料審查(50%) 
三、口試(50%) 

無 

行動商務組 12 

觀光運輸
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 

物流航運組 14 

航空運輸組 15 

觀光休閒組 15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30 

東海
大學 

高階經營
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EMBA) 

甲組 
(週間班) 

30 

第一階段：                               
一、筆試：(30%)                    
    管理實務                                  
二、書面審查(30%)                     

第二階段：口試(40%)   

1.大學各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備
同等學力資格，並至 101 年 2 月 7 日止，
累計有 10 年以上工作經驗。 
2. 大學醫學系畢業取得碩士學位，並至
101 年 2 月 7 日止，累計有 6 年以上工作
經驗。 
30. 具有博士學位，並至 101 年 2 月 7 日
止，累計有 5 年以上工作經驗。 

乙組 
(週間班) 

28 

第一階段：                             
一、筆試：(40%)                                  
管理概論與個案研討         

二、書面審查(20%)              
第二階段：口試(40%)  

大學各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備同
等學力資格，並至 101 年 2 月 7 日止，累
計有 5 年以上工作經驗之在職人員。 

週末班 25 

第一階段：                             
一、筆試：(30%)                                  
管理性向與實例分析         

二、書面審查(30%)              
第二階段：口試(40%)  

1.大學各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備
同等學力資格，並至 101 年 2 月 7 日止，
累計有 7 年以上工作經驗。 
2. 大學醫學系畢業取得碩士學位，並至
101 年 2 月 7 日止，累計有 5 年以上工作
經驗。 
30. 具有博士學位，並至 101 年 2 月 7 日
止，累計有 4 年以上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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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
大學 

EMBA             
經營管理

碩士        
在職專班 

高階管理組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查(40%)          
(二)筆試(30%)                          
    管理實務 A                                
二、複試：口試(30%)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
有同等學力後，須有十年(含)以上工作經
驗之在職經理人(碩士後四年；博士後二
年)。 

經營管理組 9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查(40%)          
(二)筆試(30%)                          
    管理實務 B                                
二、複試：口試(30%) 

須具有二年(含)以上工作經歷之在職者。 

文化創意產業
管理組 

2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查(40%)          
(二)筆試(30%)                          
    管理實務 C                               
二、複試：口試(30%) 

明道
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高階管理碩士班

（EMBA） 
15 

一、資料審查(40%)                     
二、筆試：企業經營與管理
(20%) 
三、口試：經營管理實務
(40%) 

具下列任一資格之在職生始得報考（不限
商管科系畢業）： 
1.大學校院畢業獲學士學位，有 3 年工作
年資者。 
2.大學校院畢業獲碩士學位，有 1 年工作
年資者。 
3.大學校院畢業獲博士學位，有工作經驗
年資者。 
4.大學肄業符合同等學力，有 3 年工作年
資者。 
5.三專畢業離校 2 年以上，有 5 年工作年
資者。 
6.二專或五專畢業離校 3 年以上，有 6 年
工作年資者。 
7.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
及格，有 3 年工作年資。 
8.具甲級技術士證照後工作年數滿 3 年，
並累計有 6 年工作年資。 
以上所指之大學校院，係指國內經教育部
立案之大學校院及符合教育部認定合於
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均含服役年資。 
【註】工作年資之計算應自「服務證明書」
所載到職日期起算至 101 年 8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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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
大學 

商管專業
學院碩士
學位學程
在職專班 
(EMBA) 

經營管理組                 
甲類 

24 

初試：                                  
一、筆試：(40%)                   
    分析能力(含邏輯分
析及管理實務各 50%)                                                                                                       
二、資料審查(30%)             

複試：                                   
口試（30%)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取得學士學位,並具有 2 年(含)以上未
滿 12 年之工作經驗者(醫學系需 1 年、碩
士 2 年以上之實務工作經驗)。  
二、合於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定，
且需 4 年(含)以上未滿 14 年之工作經驗
者。 

經營管理組                 
乙類 

16 

初試：                                     
一、筆試：(30%)                               
    分析能力(含邏輯分
析及管理實務各 50%)                                                                                                                                
二、資料審查(40%)                  

複試：                                             
口試（30%)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取得學士學位，並具有 12 年(含)以上
之工作經驗者。  
二、合於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定，
且需 14 年(含)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財務金融組 
甲類 

18 

初試：                                   
一、筆試：(40%)                  
    金融常識(含邏輯分
析及金融實務各 50%))                      
二、資料審查(30%)             

複試：                                   
口試(30%)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

學士學位,並具有 2 年(含) 以上工作
經驗,(醫學系需 1 年,碩士 2 年以上妹
滿 12 年之實務工作經驗)。 

二、合於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定，
且需 4 年(含)以上未滿 14 年之工作經
驗者。 

財務金融組 
乙類 

12 

初試：                                   
一、筆試：(30%)                  
    金融常識(含邏輯分
析及金融實務各 50%))                      
二、資料審查(40%)             

複試：                                   
口試(30%)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取得學士學位，並具有 12 年(含)以上

之工作經驗者。  
二、合於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
定，且需 14年(含)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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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
大學 

管理學院
碩士在職

專班 

管理學院 
高階主管碩士

在職專班 
( E M B A ) 

40 
(一)資科審查(40%)  

 
(二)口試（60%)  

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
院畢業後，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
規定之資格者。 
二、具有工作經驗，並檢附證明。 
三、以專科學力或同等學力報考者，請參
閱本簡章附錄二。 
四、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高階主管組
（EMBA）另須符合下列報考資格 
◎累計下列任一相關工作年資三年(含)以
上，性質相關性由管理學院認定。 
(工作年資之時間認定推算至當學年度註
冊截止日，但服義務役之役期期間不列入
計算。) 

(一)目前或曾任職於員工人數達 40 人
或其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四千萬元以
上之營利性社團法人(公司或行號)者，
且職務為負責人、高階管理者或專業經
理人。 
(二)目前或曾經任職於財團法人或非營
利性之社團法人者，且職務為高階管理
階層(含)以上者。 
(三)公法人或政府單位其擔任職位為八
職等以上者。 
(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職業者:
通過特種考試具有專業執照者且執業
三年以上者，如醫師、律師、法官、檢
察官、會計師、建築師、結構技師等。 
(五)軍職人員職等為中校(含)以上者。  

五、可同時報考兩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與PMBA亦

可同時報考，若皆錄取只能擇一就讀。 

專業管理
(PMBA) 

 
一般管理組 

55 
(一)資科審查(40%)  

 
(二)口試（60%) 

觀光餐旅休閒
組 

25 
(一)資科審查(40%)  

 
(二)口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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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

大學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14 

一、面試(100%) 

二、資料審查(100%) 

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學畢業或經教育部

認可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

或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均需具

備三年（含）以上之工作經驗。 

嶺東
科技
大學 

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
(EMBA) 

25 

一、面試 (50% ) 

二、書面審查 (50% )  

 

必須同時具備下列兩項條件者，始得報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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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須具有四年（含）以上相關工

作年資證明且現仍在職者。 

南台
科技
大學 

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
(EMBA) 

16 
一、筆試 30%：管理實務                                                          
二、面試 40%                                 
三、書面審查 33%                           

取得學士學位、碩士學位(或同等學力)
後，具 3 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
持有證明者。  

樹德
科技
大學 

經營管理
研究所 

碩士在職
專班生 

經營管理主管 
A 班(EMBA) 

21 

一、筆試：                          
經營管理分析(20%)                 

二、書面資料審察(40%)  
三、口試(40%) 

考生須具備報考碩士一般生學歷(力)資格
外，須具備 1 年以上工作經驗年資(可含服
兵役役期，須附退伍令影本)，工作年資之
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各項
工作之經驗年資得接續累計，現職工作之
經驗年資計算至民國 101 年 9 月 30 日止。 

專業經理人 
B 班(PMBA) 

21 

休閒管理 
C 班(LMBA)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