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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8 

一、 資料審查(25%) 

 

二、 筆試(40%) 

經濟學 

 

三、 口試(35%) 

一、 大學畢業後五年以上(碩士學位

報考者須 4 年以上、博士學位報

考者須 2 年以上)之工作經驗。 

二、 無論入營先後，服役年資均可折

半計入工作年資。 

三、 不限畢業科系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跨領域整合與創新」高階主

管專班（IIIEMS） 

17 

一、資料審查(30%) 

 

二、筆試(20%) 

產經發展析論。 

 

三、口試(5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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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學士學位者，或合於「報

考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有關碩士

班報考資格者。 

二、 得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

學力資格)者需具有6 年以上工作經

驗；碩士班畢業者需4 年工作經驗；

博士班畢業者需2 年工作經驗，並可

繳交服務年資證明書者。 

註：本在職專班工作年資之計算，為

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算起，至本校

考試報名截止日止。 

三、 簡章中如另訂有報考資格附加規

定者，應符合其規定。 

四、政府機構之文、軍職人員符合上

述資格者亦可報考。 

 

 

 

 

 

 

 

 

 

 

 

 

 

台

灣

大

學 

農業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資料審查(20%) 

二、筆試(30%) 

經濟學、統計學、管理

與經營實務，三科任選

兩科。 

 

三、口試(50%) 

有工作經驗年資1年以上(不含服役年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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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7 

一、資料審查(30%) 

二、筆試(30%) 

基礎統計學、英文。 

 

三、口試(40%) 

於同一機構至少有工作經驗連續 

1年以上(不含服役年資)。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6 

一、資料審查(30%) 

二、筆試(30%) 

計算機概論、資料結

構。 

 

三、口試(40%) 

目前從事資訊相關工作或擬再進修之

專業人員，至少有3 年以上(不含服役

年資)工作經驗年資。 

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24 

一、資料審查(50%) 

二、筆試(50%) 

中國文學史及思想史、 

文字學（含文字學、聲

韻學、訓詁學）。 

 

一、 累計二年以上之國語文教學及相

關工作經驗者(中學、國小教師、教科

書編輯、華語教學教師、文教機構教

師等) 二、上述工作經驗年資之計

算，係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計，

算至101 年7 月31 日止。 

兩岸研究組 20 

一、筆試：(40%)            

兩岸議題分析                         

二、口試(35%)                         

三、書面審察(25%) 

社會財經組 32 

一、筆試：(40%)                             

財經議題分析                       

二、口試(35%)                         

三、書面審察(25%) 

行政管理碩

士學程 

一般行政組 37 

一、筆試：(40%)                             

公共議題分析 70%                         

二、口試(35%)                         

三、書面審察(25%) 

具工作經驗一年以上者(工作經驗年

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

計，算至101 年9 月15 日止；服役年

資可計入工作年資，惟男性須役畢或

免役)。 

 

 

 

 

 

 

 

 

 

 

 

 

 

 

 

 

 

 

 

政

治

大

學 

 

傳播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EMA) 
24 

一、筆試：(30%) 

英文、社會問題分析 

二、口試(40%) 

三、書面審察(30%) 

一、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大學同等學

歷資格)，且6 年以上工作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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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上工作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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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碩士學位，且 4 年以上工作

經驗(不含服義務役年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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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65 

一、筆試：(30%)   

社會議題分析                                             

二、口試(30%)                         

三、書面審察(40%) 

得有學士學位（或大學同等學力）且

具四年以上工作經驗者；或碩士學位

具三年以上工作經驗者；或博士學位

具二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資訊科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5 

一、筆試：(30%)   

計算機概論                                             

二、口試(40%)                         

三、書面審察(30%) 

目前從事資訊相關工作或欲再進修之

專業人員，累計滿二年以上(不含服役

年資)工作經驗年資者。 

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 25 

一、資料審查 (40%) 

二、口試   (60%) 

                                        

須兼具下列兩項資格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

院各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

等學力資格者。 

2.具有三年（含）以上工作經驗且現

仍在職者。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藝術行政暨管理班 20 

初試：                                         

一、筆試：(40%)                          

1. 藝術行政管理（20％） 

【包含：文化生態、文化法

規、藝術管理】 

2. 文化藝術史（20％） 

【包含：藝術評論】 

二、資料審查(20%)  

複試： 

三、口試：(40%) 

須兼具下列二項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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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務於公私立機構累計滿二年以

上，工作表現優良，且現仍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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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應用管理組 

在職碩士專班 
25 

初試：                                    

一、筆試：管理學(40%)                          

二、資料審查(30%)  

複試： 

口試：(30%) 

須兼具下列二項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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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累計滿三年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

在職者。 

人力資源發展班 20 

初試：                                         

一、筆試：(35%)             

    人力資源發展實務 

二、資料審查(35%)  

複試：口試(30%) 

報考者須在職。 

航運管理組 16 

一、筆試：                              

航運總論(30%)                         

二、口試(40%)                         

三、資料審察(30%) 

企業管理組 21 

一、筆試：                               

管理總論(30%)                      

二、口試(40%)                         

三、資料審察(30%) 

航運管理學

系                

碩士在職專

班 

國際物流管理組 20 

一、筆試：                               

物流總論(30%)                      

二、口試(40%)                      

三、資料審察(30%) 

食品科學系 

碩士在職專

班 

不分組 28 

一、口試(60%)                      

二、資料審察(40%)                         

 

一、取得學士學位，具相關工作經驗

兩年以上者。  

二、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依部頒

規定辦理。  

 

 

電機工程學

系 

碩士在職專

班 

不分組 20 

一、筆試：                               

電路學(30%)                      

二、口試(40%)                         

三、資料審察(30%) 

一、取得學士學位，具相關工作經驗

一年以上者。  

二、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依部頒

規定辦理。  

台

灣

海

洋

大

學 

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6 一、  資料審察(100%)          

一、取得學士學位，具相關工作經驗

兩年以上者。  

二、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依部頒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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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明

大

學 

醫務管理研究所 22 

一、初試：(40%)                                  

(一)筆試：                                          

【01】醫療政策       

【02】醫院管理實務

(75%)   

    (二)書面資料審(25%)         

二、複試：(60%)                                 

口試(100%) 

一、取得大學學士(含同等學力)，修畢

本校醫務管理研究所或與醫務管

理相關碩士推廣課程達 24 學分

且成績優秀者。 

二、取得國內外大學學士(含同等學

力)，且具學士後實務經驗五年以

上者。 

三、取得碩士學位(含同等學力），且

具碩士後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者。 

四、取得博士學位，且具博士後實務

經驗二年 以上者。 

一

般

組 

25

名 

一、筆試成績（40%）：財

務金融管理實務分析。 

 

二、審查成績（30%）： 

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  

 

三、口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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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經驗五年（含）以上者；或得

有碩士學位，且具有管理實務工

作經驗三年（含）以上者；或得

有博士學位，且具有管理實務工

作經驗一年（含）以上者。 

二、大學同等學力報考者：二、五專

學位須有管理實務工作經驗八年

(含)以上者；三專學位須有管理實

務工作經驗七年(含)以上者。 

台

北

大

學 國際財務金融碩士 

在職專班 

 

國

際

組 

5 名 

同一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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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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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系 20 

一、筆試成績（20%）： 

    會計學原理與應用 

二、審查成績（40%）： 

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 

 

三、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

現（40%）： 

以口試方式評分，參考資料

包括：自傳、讀書計畫，及

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 

 

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包

含同等學力)。 

二、工作經驗四年以上之在職人士。 

三、符合教育部頒定之大學同等學力

認定標準第三條報考者： 

1.符合第三條第一款者，工作年資須

逹六年（含）以上。 

2.符合第三條第二、三、五款者，工

作年資須逹四年（含）以上。 

3.符合第三條第四款者，二專或五專

畢業，工作年資須達七年（含）以上；

或三專畢業，工作年資須達六年（含）

以上。 

4.符合第三條第六款者，工作年資須

逹七年（含）以上。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一、筆試成績(30%)：管理

實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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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以口試方式評

分。 

、一、國內外公私立大學得有學士學位

或同等學力，且具有實務工作經驗5

年(含)以上者(二、五專學位須有實務

工作經驗7年(含)以上者；三專學位須

有實務工作經驗6年(含)以上者)；或得

有碩士學位，且具有實務工作經驗3

年(含)以上者；或得有博士學位，且具

有實務工作經驗1年(含)以上者。 

、二、大學同等學力報考者：  

、五專須98989898年9999月以前畢業，三專須99999999年9999

月以前畢業。 

三、工作年資之計算不含服義務役兵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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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0 

一、筆試成績（30%）： 

統計學、微積分 
（選考一科）。 
 

二、審查成績（30%）： 

三、口試（40%） 

一、大學或獨立學院統計、數學或資

訊相關科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符

合教育部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在職人

士。 

二、具實務工作經驗三年（含）以上。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30 

一、筆試成績（35%）：  

科目名稱：行政與政策（考

試時間：120分鐘）。 

二、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

（20%）： 資料審查：含繳

交文件中之必、選交資料。  

三、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

現（45%）： 以口試方式評

分。  

一、國內外公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得

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且具二年以

上工作經驗之在職人士；或博碩士學

位，且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之在職人

士。 

二、學士同等學力報考者：二專、五

專，需工作年資達五年（含）以上者；

三專需工作年資達四年（含）以上者。 

三、工作年資不含服義務役年資。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13 

一、筆試成績（40%）：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

問題評析 

二、審查成績（30%）： 

三、口試（30%） 

一、國內外公私立大學得有學士學

位，工作年資達三年（含）以上者。

或得有博碩士學位，工作年資達一年

（含）以上者。 

二、大學同等學力報考者： 

二專或五專畢業，工作年資達六年

（含）以上者。或三專畢業，工作年

資達五年（含）以上者。 

清

華

大

學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40 

一、初試                                  

(一)資料審查：(60%)                      

            

二、複試：口試(40%)   

一、大學院校畢業獲博士學位，且具

3 年工作經驗者。 二、大學院校畢業

獲碩士學位，且具 5 年工作經驗者。 

三、大學院校畢業獲學士學位，且具

7 年工作經驗者。 四、三專畢業離校

2 年以上，且具 9 年工作經驗者。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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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資符合但現非在職者，

亦可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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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工

程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一)資料審查：(50%)                                      

二、複試：口試(50%)  

                          

國內外大學畢業或具同等學力,現任

職於公、民營企業或研究單位,具有三

年以上工作年資(不含義務役,含國防

役),工作年資可累計。 

工作年資符合但現非在職者，亦可報

考。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MBA) 40 

一、初試                                  

(一)資料審查：(60%)            

                

二、複試：口試(40%)   

     

國內外大學畢業或具同等學力,現任

職於公、民營企業或研究單位,具有二

年以上工作年資(不含義務役,含國防

役)。 

工作年資符合但現非在職者，亦可報

考。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30%)          

(二)筆試：                                    

管理實務 (30%)                  

二、複試：口試(40%)  

具有三年(含)以上工作經驗且具在職

身分者，工作經驗為大學畢業或具同

等學力資格（詳見簡章入學大學同等

學力認定標準）後之年資。 

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30%)               

(二)筆試：(30%)   

      資訊管理實務                        

二、複試：口試(40%) 

報考資格限定大學畢業滿五年或具同

等學力資格滿五年,須有三年以上實

際工作經驗且在職。 

中

央

大

學 

工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

班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筆試：(40%)                  

1.經營管理個案分析    

    2.工業管理實務                  

二、複試：口試(30%)  

須有三年以上(含三年)的實際工作經

驗，且具在職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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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30%)            

(二)筆試：(30%)        

   管理個案分析                             

二、複試：口試(40%)  

一、公民營機構任職並具在職身分。 

二、具備工作經驗： 

A.學歷為學士畢業者須有五年以上工

作經驗；B.學歷為博碩士畢業者須有

三年以上工作經驗；C.以同等學力報

考者：(a)學力為三專者須有七年以上

工作經驗；(b)學力為二專、五專者須

有八年以上工作經 

驗；(c)高考或相當等級之考試及格者

須有五年以上工作經驗；(d)學力為甲

級技術士證者須有七年以上工作經驗

（其中須有三年相關經驗）(e)其他同

等學力須有七年以上工作經驗。 

營建管理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

班 
2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30%)               

(二)筆試：(30%)   

        管理概論                        

二、複試：口試(40%) 

1. 需有二年以上工作經驗。 

2. 公務人員高考及格或具有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如律師、會計師、技

師等）相關執照，得折抵一年工作年

資。 

財務金融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50%)              

                              

二、複試：口試(50%) 

有實際工作經驗。A.學歷為學士畢業

者須有五年以上工作經驗；B.學歷為

博碩士畢業者須有三年以上工作經

驗；C.以同等學力報考者：(a)學力為

三專者須有七年以上工作經驗；(b)學

力為二專、五專者須有八年以上工作

經驗；(c)高考或相當等級之考試及格

者須有五年以上工作經驗。(d)學力為

甲級技術士證者須有七年以上工作經

驗（其中須有3 年相關經驗）(e)其他

同等學力須有七年以上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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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經濟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

班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30%)               

(二)筆試：(30%)   

        經濟問題個案分

析                        

二、複試：口試(40%) 

須有三年（含）以上的工作經驗者且

具在職身份。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一)書面資料審(20%)               

(二)筆試：(30%)   

        計算機概論 

        (含資料結構)                       

二、複試：口試(50%) 

1. 具有在職身分並從事二年以上之

相關工作經驗。 

管理 

科學組 
36 

一、初試：                           

筆試：(30%)                                

管理個案分析

與文選評論                                      

二、複試：                            

(一)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口試(4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且現仍在職者。 

                      

財務 

金融組 

23 

一、初試：                                  

(一)筆試：(30%)      

   財務時事與文

選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 口試

(4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二年以上國際經貿實際

工作經驗者。 

交

通

大

學 

管理學院碩

士 

在職專班 

工業工程管理組 
27 

 

一、初試：                              

(一)筆試：(40％)  

  下列擇一：                     

1.工業工程與管理

概論  

 2.管理個案分析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口試(3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且現仍在職者。 

(依初試成績擇優直接錄取至多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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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管理組 

27 

 

一、初試：                             

(一)筆試： 

   資訊管理(30

％)  

 (二)初審(一般資

料)(30％)   

二、複試：(40%)                                 

   口試及複審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且現仍在職者。 

(依初試成績擇優直接錄取至多 15 名 

科技 

管理組 
23 

一、初試：                              

(一)筆試：管理個案

分析與文獻評

述  (40%)   

(二)審查(30％)                            

二、複試：口試(3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且現仍在職者。 

科技法律組 

(甲類) 

一、初試：                               

(一)筆試：英文(20%)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口試(40%) 

限大學同等學歷法律系(所)畢業或經

法律類別國試考試及格者，並具相關

工作經驗二年以上且現仍在職者。 

科技法律組 

乙類 

18 

一、初試：                               

(一)筆試：英文(20%)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口試(40%) 

限大學或同等學力且為理、工、醫、

農、商管及人文社會相關科系畢業，

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且現仍在

職者。 

交

通

大

學 

管理學院碩

士在職專班 

運輸物流組 

【【【【台北校區台北校區台北校區台北校區】】】】    
16 

一、初試：                                  

(一)筆試：個案分析

(30%)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口試(4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且現仍在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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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組 

【【【【台北校區台北校區台北校區台北校區】】】】 
27 

一、初試：                               

(一)筆試：管理個案

分析(30%)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口試(4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且現仍在職者。 

資訊學院碩

士在職專班 
資訊組 25 

一、初試：                               

(一)筆試：(30%)                                    

   計算機概論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口試(4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且現仍在職者。 

工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 
工程技術與管理組 21 

一、初試：                               

(一)筆試：(30%)        

工程技術與管理概

論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口試(4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兩二年以

上且現仍在職者。 

電機學院碩

士 

在職專班 

電信組 14 

一、初試：                              

(一)筆試：(40％)  

  下列擇一：                     

1.訊號與系統   2.

電子學             

(二)書面資料審查

(30％)            

二、複試：口試(30%)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 (含同

等學力)，並具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且現仍在職者。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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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同時具備下列條件： 

1.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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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曾任職於公、私立學校、機構累計

服務 3333 年年年年以上（不含服義務役、替代

役年資）之相關工作經驗年資。 

東

華

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一)筆試(30%)                           

管理理論與實務                   

(二)書面審查(35%)                   

二、複試：口試(35%) 

1. 具學士後，須在公民營機構服務 2 

年以上之現職人員。 

2.工作經驗年資之計算，自服務年資

證明書(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學年 9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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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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5 

一、初試： 

1、筆試：（30%） 

   計算機概論 

2、書面審查（30%） 

二、複試：口試(40%) 

1. 具學士後，須在公民營機構服務 2 

年以上之現職人員。 

2.工作經驗年資之計算，自服務年資

證明書(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學年 9 月 30 日止。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初試： 

1、筆試：（30%） 

   經營管理實務(中英文命

題) 

2、書面審查（30%） 

二、複試：口試(40%) 

1. 具學士後，須在公民營機構服務 2 

年以上之現職人員。 

2.工作經驗年資之計算，自服務年資

證明書(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學年 9 月 30 日止。 

技職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班    25 

1.筆試 

 管理學 (30%) 

2.資料審查(30%) 

3.口試(40%) 

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獲有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格，服務於企業
界或政府機構技職專業領域滿 1 年以
上之在職人員。 
 
註：目前仍在職者，工作經驗年資採
計至 101 年 7 月 31 日止。 

 

 

 

 

 

 

 

 

 

 

 

 

 

企業高階管理碩士學位班 

(會計學系) 
30 

1.筆試:管理實務 (30%) 

2.資料審查(3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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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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碩士學位班 30 

1. 筆 試 : 資 訊 管 理 實 務 

(30%) 

2.資料審查(10%) 

3.口試(60%) 

同時具下列兩項資格者方可報考： 

1.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男生

須服完兵役或免役），獲有學士學位或

同等學力資格（三專畢 2 年、二專及

五專畢 3 年，兵役年資不得併計）。 

2.具有 1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註：目前仍在職者，工作經驗年資採

計至 101 年 7 月 31 日止。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班 

(企業管理學系) 
45 

1.筆試:管理個案 (30%) 

2.資料審查(30%) 

3.口試(40%) 

同時具下列兩項資格者方可報考： 
1.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獲有
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格。 
2.為公私立機關（含學校）在職人員；
並具有 1 年以上之在職經驗。 
 
註：在職工作經驗年資為至 101 年 7
月 31 日止，得以採認計算。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行政管理碩士學位班 

(商業教育學系) 
22 

1.筆試:行政學 (45%) 

2.資料審查(35%) 

3.口試(20%)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方可報考： 

1.獲有學士學位以上者（男生須服完

兵役或具有免役證明），具有1年（含）

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2.同等學力資格者（三專畢2年、二專

及五專畢3年，男生含兵役），具有1

年（含）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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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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碩士學位班 

(機電工程學系) 
20 

一、審查(30%)                           

二、筆試：機電產業概論

(30%)                        

三、口試(40%) 

同時具下列1、2項資格者方可報考 

1.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獲有

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格者（男生

須服完兵役）。 

2.需具有1年以上之機電工程經驗或

其他相關管理工作經驗。 

註：目前仍在職者，工作經驗年資採

計至101年7月31日止。 

電機工程碩士學位班 

(電機工程學系) 
25 

一、審查(30%)                           

二、筆試：電機產業概論

(20%)                        

三、口試(50%)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方可報考： 

1.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獲有

學士學位者，需曾具有電機工程、

管理或教學等相關工作經驗1年以

上。 

2.具有報考碩士之同等學力資格者，

需曾具有電機工程、管理或教學等

相關工作經驗1年以上。 

註：目前仍在職者，工作經驗年資採

計至101年7月31日止。 

應用英語碩士學位班 

(英語學系) 
25 

一、審查(20%)                           

二、筆試： 

    英文(25%)、作文翻譯

(25%)                        

三、口試(30%) 

同時具下列兩項資格者方可報考： 

1.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獲有

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格。  

2.具有1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註：目前仍在職者，工作經驗年資採

計至101年7月31日止。 

中

正

大

學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審查(30%)                           

二、口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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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職於

公、民營企業或研究單位，具有二年

以上工作年資(不含義務役，含國防

役)，工作年資可累計，由現任職機構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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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國際經濟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審查(30%) 

二、筆試：經濟學 (40%) 

三、口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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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職於

公、民營企業或研究單位，具有二年

以上工作年資(不含義務役，含國防

役)，工作年資可累計，由現任職機構

推薦。 

甲組 24 
一、審查(40%)                           

二、口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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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滿八年以上之現職人員。 企業管理學

系碩士 

在職專班 
乙組 16 

一、審查(40%)                           

二、筆試：管理實務

(30%)              

三、口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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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滿三年以上之現職人員。 

會計組 15 
一、 審查(40%)                          

二、 口試(60%) 
會計與資訊

科技學系 

碩士在職專

班 資訊組 15 
一、審查(40%)                          

二、口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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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滿二年以上之現職人員。 

資訊管理組 13 

一、審查(30%)                           

二、筆試：資訊管理

實務(30%)                      

三、口試(40%) 資訊管理學

系               

碩士在職專

班 

醫療資訊管理組 17 

一、審查(30%)                           

二、筆試：醫療管理

實務(30%)                        

三、口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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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務年資累

計滿二年以上者。 

法律學系碩

士 

在職專班 

法律組 15 

一、審查(40%)                           

二、筆試： 

民刑法(20%) 

憲法及行政法(20%)              

三、口試(20%)   

國內外大學校院法律學系（含財經法

律學系、政治法律學系、雙主修 

法律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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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以上。 

中

正

大

學 

法律學系碩

士 

在職專班 

學士後法律組 45 

一、審查(50%)                           

二、筆試：「法律常

識測驗」含憲法、行

政法、刑法、民 

法、商事法等概要，

共 100 題測驗題。 

(30%)                        

三、口試(20%) 

國內外大學校院原主修科系非與法律

學相關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 

入學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曾修習

法律系為輔系者亦可報考) 

服務年資累計滿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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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法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0 

一、審查(40%)                           

二、筆試：財經時事評析

(40%)              三、

口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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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務年資累

計滿二年以上者。 

甲組 

【一般管理組】 
90 

乙組 

【創意產業經營管

理組】 

15 

第一階段                              

一、資料審查

(35%)            

二、筆試： (35%)                             

    企業管理實

務                    

第二階段                                          

口試(30%) 

一、大學院校博士班畢業或具有同力

之現職人員。  

二、大學院校碩士班畢業或具有同力

之現職人員。 

三、大學院校畢業或具有同力，工作

年資累計滿三年以上之現職人

員。 

四、專科學校畢業或具有同力，工作

年資累計滿五年以上之現職人

員。 

嘉義大學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

專班 

丙組 

【休閒觀光管理組】 
15 

第一階段                              

一、資料審查

(35%)            

二、筆試： (35%)                             

    企業管理實

務                    

第二階段                                          

口試(30%) 

一、大學校院博士班畢業或具有同等

學力之現職人員 

二、大學校院碩士班畢業或具有同等

學力之現職人員 

三、大學校院畢業後或取得同等學力

資格後，具觀光休閒產業相關工作年

資累計滿三年以上之現職人員 

四、專科學校畢業後或取得同等學力

資格後，具觀光休閒產業相關工作年

資累計滿五年以上之現職人員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MBA) 
35 

一、筆試：(50%)                    

【01】管理學                        

【02】管理實務(含個案分

析)                      

二、審查(30%)                         

三、面試(2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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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同等學力者。 

二、除取得前項報考資格外，尚須相

關工作年資2 年以上。（請附2 年以

上工作證明） 

 

 

 

 

 

 

 

 

 

 

 

 

 

 

 

 

 

 

 

工學院 

工程管理在職專班 
40 

一、筆試：（30％） 

    管理概論 

二、審查（40％） 

三、面試（3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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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除取得前項報考資格外，大學畢

業者須有 2 年(含)以上工作經驗，同等

學力者應有 3 年(含)以上之工作經

驗。（請附工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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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 28 

一、筆試：（30％） 

財務管理概論 

公司法  (任選一

科) 

二、審查（40％） 

三、面試（30％） 財務金融研究所 

在職專班 

乙組 20 

一、筆試：（30％） 

財務會計學 

公司法      (任

選一科) 

二、審查（40％） 

三、面試（3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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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同等學力者。 

二、除取得前項報考資格外，尚須工

作年資 2 年(含)以上。(請附 2 年以上

工作證明，計算至 101 年 9 月 1 日止) 

甲組 20 

國際經營管理研

究所在職專班 

(IMBA) 

乙組 15 

一、筆試：（30％） 

經營管理實務 

二、審查（30％） 

三、面試（4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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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同等學力者。 

二、除取得前項報考資格外，尚須工

作年資 1 年(含)以上。(請附 1 年以上

工作證明，計算至 101 年 9 月 1 日止) 

一、 甲組：上課地點在台南。 

乙組：與世新大學策略聯盟，上課地

點在台北，但至少有 3 門課必須回校

本部上課。 

二、 甲、乙組名額得互為流用。 

三、全部課程以英文授課，授課 

時間以夜間及假日為原則。 

四、本專班自 101 學年度起學分費每

學分玖仟元，學雜費基數每學期壹萬

貳仟元，在學期間均按學校標準收費。 

※五、報名審核表及報考資格審 

查（學經歷證明文件）須於報名時繳

交寄件。 

六、筆試成績通過者，再通知個 

人審查資料繳交日期及面試時間。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在職專

班 
35 

一、筆試：（30％） 
    工業管理概論 
二、審查（40％） 
三、面試（3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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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同等學力者。 
二、除取得前項報考資格外，尚須工
作年資 2 年(含)以上。(請附 2 年以上
工作證明) 

政治經濟研究所在職專班 15 

一、筆試（40%）： 
(1)政治學(2)經濟學(3)社會 
學(4)行政學 (任選二科) 
二、審查(30%) 
三、面試(3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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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除取得前項報考資格外，尚須具
備工作經驗 3 年以上(含)。(請附工作
證明) 

 

 

 

 

 

 

 

 

 

 

 

 

 

 

 

 

 

成

功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1 

一、筆試：（30％） 

    電機與控制概論(含電

機概論與控制系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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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除取得前項報考資格外，尚須具
備工作經驗 3 年以上(含)。(請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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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40％） 
三、面試（30％） 

證明) 

甲組 

（資訊管理組） 
20 

第一階段                                   

一、筆試：(40%)                    

    資管實務                                

二、審查(30%)                         

第二階段                                   

面試(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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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上述資格者，尚須在公私立機

構服務三年以上，取得服務年資證

明（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

算）；前述「在公私立機構服務三

年以上」，依服務年資證明所載日

期計算，不限定在同一機構，具現

職者，現職年資計算至 101 年 9 月

研究生入學之日為止；男生須服畢

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乙組 

（服務科學組） 
10 

第一階段                                   

一、筆試：(40%)                    

    服務管理實

務                                

二、審查(30%)                         

第二階段                                   

面試(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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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上述資格者，尚須在公私立機

構服務三年以上，取得服務年資證

明（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

算）；前述「在公私立機構服務三

年以上」，依服務年資證明所載日

期計算，不限定在同一機構，具現

職者，現職年資計算至 101 年 9 月

研究生入學之日為止；男生須服畢

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中

山

大

學 

公共事務管理學

系                                 

碩士在職專班 

甲組（本島組） 16 

第一階段                                    

一、筆試：(40%)                          

    公共事務管

理實務              

二、審查(30%)         

第二階段                                    

面試(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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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上述資格者，尚須在公私立機

構服務三年以上，取得服務年資證

明（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

算）；前述「在公私立機構服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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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澎湖組） 5 

第一階段                                    

一、筆試：(40%)                          

    公共事務管

理實務              

二、審查(30%)                              

第二階段                                

面試(30%) 

年以上」，依服務年資證明所載日

期計算，不限定在同一機構，具現

職者，現職年資計算至 101 年 9

月研究生入學之日為止；男生須服

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報考

乙組(澎湖組)須於澎湖設籍滿三

年並現任職澎湖滿三年者，取得相

關證明文件。  

甲組（亞太人力

資源管理組） 
12 

第一階段                                    

一、筆試：(20%)                          

    管理個案分

析              

二、審查(50%)                              

第二階段                                    

面試(30%) 
人力資源管理研

究所亞太人力資

源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乙組（企業家人

力資源管理組） 

 

18 

第一階段                                    

一、筆試：(40%)  

1.管理學 2.人力資

源管理個案分析                           

二、審查(30%)                              

第二階段                                    

面試(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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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甲組：具有前述資格者，尚須在公

私立機構服務五年以上，取得服務

年資證明（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

資計算）。 

乙組：具有前述資格者，尚須在公

私立機構服務三年以上，取得服務

年資證明（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

資計算）。 

上 述 服 務 年 資 證 明 所 載 日 期 計

算，不限定在同一機構，具現職

者，現職年資計算至 101 年 9 月研

究生入學之日為止；男生須服畢兵

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甲組學生於註冊入學後，必須能

全程參與本所與國外學校或企業

安排之學術交流活動或課程者。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5 

第一階段                     

一、筆試：(40%)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個

案分析                                                 

二、審查(30%)                            

第二階段                                    

面試(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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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前述資格者，尚須在公私立機

構服務三年以上，取得服務年資證

明（服兵役期間列入服務年資計

算）。 

上 述服 務 年 資 證明 所 載 日 期計

算，不限定在同一機構，具現職

者，現職年資計算至 101 年 9 月研

究生入學之日為止；男生須服畢兵

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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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12 

第一階段                                

一、筆試：(40%)                          

    傳播管理實務                            

二、審查(30%)                          

第二階段                                   

面試(30%)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

具同等學力者，尚須在公私立機構服

務三年以上，且仍在職，並取得服務

年資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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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0 

第一階段                                    

一、筆試：(45%)  

1.財經分析（滿分 100 分，

財務管理及經濟學各佔

50 分） 
2.商用統計學（滿分 50
分） 

   二、審查(30%)                              

第二階段                                    

面試(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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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上述資格者，尚須在公私立機

構服務二年以上，現仍在職，並取

得服務年資證明(服兵役期間列入

服務年資計算)。前述「在公私立

機構服務二年以上」，依服務年資

證明所載日期計算，不限定在同一

機構，具現職者，現職年資計算至

101 年 9 月研究所入學之日為止。

男生需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

務。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

學程 

IBMBA 

30 

第一階段                                                           

審查(50%) 

第二階段                                   

面試(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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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上述資格者，且具工作經驗尤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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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服務年資證明

（ 服兵 役 期 間 列入 服 務 年 資計

算），現職年資計算至 101 年 8

月 31 日為止。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事業經營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8 

1.資料審查(50%) 

2.筆試 

  (1)共同科目: (10%) 

  實用語文:國文、英文 

  (2)專業科目:  

  管理學與實務(20%) 

  管理個案分析(20%) 

1. 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

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

有同等學力資格者。 

 2. 具有工作經驗二年(含)以上之在職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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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3 

1.資料審查(50%) 

2.筆試 

  (1)共同科目: (10%) 

  實用語文:國文、英文 

  (2)專業科目:  

  人力資源管理(20%) 

  管理個案分析(20%) 

1. 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

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

有同等學力資格者。 

 2. 具有工作經驗二年(含)以上之在職

人士。 

企業管理系在職碩士班 8 

初試: (30%) 

筆試:案例評述(管理實務) 

複試:  

1.資料審查(30%) 

2.口試(40%) 

現職服務年資併計之前服務單位任職

年資需達一年以上。 

流通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12 

初試: (30%) 

筆試:流通管理實務 

複試:  

1.資料審查(30%) 

2.口試(40%) 

現職服務年資併計之前服務單位任職

年資需達一年以上 

研發與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15 

初試: (30%) 

筆試:案例評述 

(A 科技管理、B 智慧產權與

研發，擇一應考) 

複試:  

1.資料審查(30%) 

2.口試(40%) 

現職服務年資併計之前服務單位任職

年資需達一年以上 

國

立

勤

益

科

技

大

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在職

專班 
17 

初試: (30%) 

筆試:案例評述 

(含生管、品管) 

複試:  

1.資料審查(35%) 

2.口試(35%) 

現職服務年資併計之前服務單位任職

年資需達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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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中

技

術

學

院 

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20 

初試: 

筆試:管理學 

複試: 

1.資料審查 

2.口試 

凡具備一般碩士班報考資格後，公私

立機構在職且工作年資累計滿一年以

上(不含兵役)。男生須役畢或無常備兵

役義務者。 

電機工程系碩士 

在職專班 
24 

初試：(70%)                                      

一、筆試：英文                          

二、資料審查                    

複試：(30%)  口試         

營建工程系碩士 

在職專班 
20 

初試：(50%)                                      

一、筆試：英文                          

二、資料審查                    

複試：(50%)  口試   

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7 

初試：(60%)                                       

一、筆試：                          

  英文、管理概論                     

二、資料審查                    

複試：(40%)  口試                                         

全球運籌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6 

初試：(60%)                              

一、筆試：                          

  英文、管理概論 

    二、資料審查                    

複試：(40%)   口試                                        

資管系碩士在職專班 37 

初試：(50%)                                      

一、筆試：英文                          

二、資料審查                   

複試：(50%)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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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職且工作年資滿二年以上(含)，

為各機關、學校、公(民)營企業機構在

職人員或學校教師。 

甲組 25 

企管系碩士 

在職專班 

乙組 24 

初試：(100%)                                       

一、筆試：英文              

    二、資料審查  

複試：(100%)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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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職且工作年資滿三年以上(含)，

為各機關、學校、公(民)營企業機構在

職人員或學校教師。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財金系碩士在職專班 41 

初試：(60%)                                      

一、筆試：                           

      1.英文 

      2.財務金融實務 

    二、資料審查          

複試：(40%)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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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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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碩士在職專班 30 

初試：(60%)                                      

一、筆試：                           

  1.英文 

      2.會計原理與實務 

    二、資料審查                    

複試：(40%)  口試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8 

初試：(60%)                                       

一、筆試：                          

  英文、管理概論 

    二、資料審查                    

複試：(40%)   口試   

等學力者。 

2. 在職且工作年資滿二年以上(含)，

為各機關、學校、公(民)營企業機構在

職人員或學校教師。 

甲組 16 

初試：(60%)                                       

一、筆試：                          

  英文、商業

文書翻譯 

    二、資料審查                    

複試：(40%)   口

試 

乙組 16 

初試：(60%)                                       

一、筆試：                          

  英文、英語

教學概論 

    二、資料審查                    

複試：(40%)   口

試 

應用外語系碩士 

在職專班 

丙組 8 

初試：(60%)                            

一、筆試：                          

英文、商業文

書翻譯 

    二、資料審查                    

複試：(40%)   口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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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職且工作年資滿二年以上(含)，

為各機關、學校、公(民)營企業機構在

職人員或學校教師。 

 

3. 丙組限法律相關系所報考。 

甲組 15 

初試：(50%)                                       

一、筆試：                          

英文、法學概

論與文獻 

    二、資料審查                    

複試：(50%)   口

試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乙組 9 

初試：(50%)                                       

一、筆試：       

  英文 

    二、資料審查                    

複試：(50%)   口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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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職且工作年資滿二年以上(含)，

為各機關、學校、公(民)營企業機構在

職人員或學校教師。 

3. 甲組招收理、工、農、醫、商管、

文、設計、警、政、軍等非法律相 

關科系畢業之學生。乙組招收法律系

所畢業或經律師、司法官國家考 

試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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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碩士 

在職專班 
23 

一、筆試(30%) 

 資訊管理實務 

二、面試(30%) 

三、書面資料審查(40%) 

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0 

一、筆試(30%)管理實務 

二、面試 30% 

三、書面資料審查(40%) 

甲組 13 

一 、 筆 試

(30%) 管 理

學 

二 、 面 試

(30%) 

三、書面資

料 審 查

(40%)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經營管理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乙組 12 

一 、 筆 試

(30%) 金 融

常識 

二 、 面 試

(30%) 

三、書面資

料 審 查

(40%) 

必須具備一般生之報考資格，及任職

公、民營機構之現職人員，且大專畢

業後相關服務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

（年資計算至101年09月15日止）。在

職服務年資自大學畢業後或具有同等

學力資格後起算。惟二技在職專班應

屆畢業生得不受畢業後一年之限制，

但工作年資亦須滿一年以上。 

甲組 

(工管組) 
22 

一、筆試(30 %) 

工業工程與管理實

務 

二、資料審查(30 %) 

三、面試(4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碩士

在職專班 
乙組 

(科管組) 
27 

一、筆試(30 %) 

科技管理概論 

二、資料審查(30 %) 

三、面試(4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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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 

(高階經理人) 
37 

一、筆試(30%) 

    管理個案分析 

二、資料審查(40%) 

三、面試(3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乙組 

(財政稅務) 
28 

一、筆試(30%) 

    當 前 財 經 問 題

分析 

二、資料審查(40%) 

三、面試(3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管理學院 

商務經營研

究所 

碩士在職專

班 

丙組 

(財務管理) 
23 

一、筆試(30%) 

    當 前 財 金 問 題

分析 

二、資料審查(40%) 

三、面試(3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甲組 

（經營策略組） 
16 

一、筆試(30%) 

    管理個案分析 

二、資料審查(30%) 

三、面試(40 %)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碩士 

在職專班 乙組 

（管理才能組） 
16 

一、筆試(30%) 

    企業管理概論 

二、資料審查(30%) 

三、面試(4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管理學院金

融資訊研究

所 

碩士在職專

班 

29 

一、筆試(30%) 

    金融情勢分析 

二、資料審查(30%) 

三、面試(4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管理學院 

觀光與餐旅

管理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

班 

28 

一、筆試(30%) 

    觀光情勢分析 

二、資料審查(30%) 

三、面試(4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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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資

訊管理系碩

士在職專班 

38 

一、筆試(30%) 

資訊管理問題與分析 

二、資料審查(30%) 

三、面試(40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管理學院國

際企業系碩

士在職專班 

29 

一、筆試( 30%) 

    國際企業分析 

二、資料審查( 35%) 

三、面試(35 %) 

取得上述報考學歷(力)資格並具有ㄧ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報名時仍在職

者，並持有在職服務證明書。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人文社會學

院人力資源

發展系 

碩士在職專

班 

32 

一、筆試(30 %) 

  科目：管理實務分析    

    (含人力資源管理) 

二、資料審查(40 %) 

三、面試(30 %) 

凡具備一般碩士班報考資格後，須在

公私立機構服務二年以上，並取得服

務年資證明。 

航運管理研

究所 
15 

一、筆試(40 %) 

  科目：個案管理 

二、資料審查(40 %) 

三、面試(30 %) 

凡具備一般碩士班報考資格後，須在

公私立機構服務一年以上，仍在職並

取得服務年資證明。男生須役畢或無

常備兵役義務者。 

企業運籌管

理組 
25 

管理學院運

籌管理系 國防物流管

理組 
5 

一 、 筆 試 ：                    

企 業 經 營 管 理 (40%)                             

二、資料審查(20%) 

三、口試(40%) 

取得學士學位 (或同等學力)後，具三年

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者。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 31 

一 、 筆 試 ：                                    

資 訊 管 理 實 務 (30%)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40%) 

取得學士學位 (或同等學力)後，具一年

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者。 

管理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

系 
32 

一、筆試：(30%)                                    

管理與行銷流通實務                          

二、資料審查(40%) 

三、口試(30%) 

三專畢業生離校二年以上/二專、五專

畢業生離校三年以上取得同等學力

後，須有工作 7 年以上與本系相關之

年資。工作經驗限與本系相關。 

高

雄

海

洋

科

技

大

學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研究所 19 

一、筆試：                             

企業管理實務(30%)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40%) 

取得學士學位 (或同等學力)後，具五年

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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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院金融系 32 

一、筆試：                                    

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35%)                             

二、資料審查(20%) 

三、口試(45%) 

取得學士學位 (或同等學力)後，具二年

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者。 

財務金融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22 

一、筆試：                                    

財經時事評析(30%)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40%) 

在職生：取得學士學位、碩士學位(或同

等學力)後，具兩年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

在職者。 

高職教師：取得學士學位、碩士學位(或

同等學力)後，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且現

仍在職者。 

財務金融學院財務管理系 30 

一、筆試：                            

財金時事分析(40%)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30%) 

取得學士學位、碩士學位(或同等學力)

後，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

者。 

資訊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21 
一、口試(50%)                                                               

二、書面審察(50%) 

工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21 
一、口試(70%)                                                               

二、書面審察(30%) 

具備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曾任職

公、民營企業機關，工作年資合併計算

滿 1 年以上且現仍在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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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系碩士 

在職專班 
24 

一、口試(50%)                                                               

二、書面審察(50%) 

具備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曾任職

公、民營企業機關，工作年資合併計算

滿 3 年以上且現仍在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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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農企業管理系碩士 

在職專班 
20 

一、口試(70%)                                                               

二、書面審察(30%) 

具備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曾任職

公、民營企業機關，工作年資合併計算

滿 2 年以上且現仍在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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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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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15 

一、口試(60%)                                                               

二、書面審察(40%) 

具備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曾任職

公、民營企業機關，工作年資合併計算

滿 1 年以上且現仍在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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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15 

一、口試(60%) 

二、書面審查(40%) 

休閒運動保健系碩士 
在職專班 

17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21 

一、口試(50%)                                                           

二、書面審察(50%)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碩

士 

在職專班(台東班) 

16 
一、口試(60%)                                                               

二、書面審察(40%)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獸醫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5 

一、口試(50%)                                                               

二、書面審察(50%) 

具備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曾任職

公、民營企業機關，工作年資合併計算

滿 2 年以上且現仍在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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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一、筆試：(30%)                              

管理資訊系統                           

二、審查 (40%)                                    

三、面試 (30%) 

工作經驗滿 3 年以上，並經本系認可

者。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35 

一、筆試：(30%) 

財務金融實務、企業管理實

務，2 科選 1 科                 

二、審查(40%)                                  

三、面試(30%) 

一、公、民營機構從事財務、會計、投

資或管理等相關工作 3 年以上者。 

二、法、商或管理學院相關科系畢業，

具 3 年以上工作經驗者。 

三、非上述 2 項身分而有 4 年以上工

作經驗。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在職專班 
30 

一、筆試：(20%) 

產業與管理實務                                    

二、審查(40%)                                    

三、面試(40%) 

專職工作經驗滿 5 年以上，或已具有碩

士學位，專職工作滿 3 年以上，並經本

所認可者。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5 

一、筆試：(20%)  

計算機概論                                   

二、審查(80%)                                    

限從事相關工作滿 9 個月，並經本系認

可者。 

 

輔

仁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5 

一、審查：(60%)                                   

二、口試：(40%)   

取得報考碩士班或具同等學力資格，且

從事相關工作滿 2 年以上，並經本系

認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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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服裝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一、筆試(30%)  

設計與文化個案分析、 

織品服裝工商業概論、 

管理個案分析、行銷學， 

4 科任選 1 科。                                   

二、審查(30%)                                    

三、面試(40%) 

取得學士學位，並從事相關工作滿 2 年

以上；或取得報考碩士班同等學力，並

從事相關工作滿 5 年以上，且經本所認

可者。 

※招生對象：凡有興趣從事織品服飾或

流行產業的設計、研發、文化、經營、

行銷、零售、傳播等工作，且符合報考

資格者。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0 

一、筆試：(30%) 

民刑法綜合案例解析                                   

二、審查(30%)                                    

三、面試(40%) 

具備下列條件之一，並經本系認可者得

報考： 

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立學

院相關法律學系畢業、取得法學士學位

者，所謂相關法律學系包括財經法律學

系、學士後法律學系、法學系、司法系、

政治法律系、科技法律學系，以及財金

法律學系，且工作經驗累計1 

年以上之在職人員。 

二、以同等學力報考者，須承辦訴願、

法制或其他法律實務工作，累計2 年以

上之在職人員。 

餐旅管理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3 

一、筆試：(30%) 

餐旅管理個案                                   

二、審查(30%)                                    

三、面試(40%) 

工作滿 2 年以上之全職在職人員。 

會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 筆試：(30%) 

會計學（含財務會計、成本

與管理會計）                                    

二、審查(40%)                                    

三、面試(30%) 

專職工作經驗滿 3 年以上，並經本系認

可者。 

統計資訊學系 

應用統計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筆試：(30%)應用統計                                   

二、審查(40%)                    

三、面試(30%) 

工作經驗滿 3 年以上，並經本系認可

者。 

東

吳

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40 

                              

一、筆試：(30%)            

管理理論與實務                   

二、書面審查(30%)                                                   

三、面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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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以上，工作年資計算至民國 101

年 1 月 16 日止，不限定同一機關服務。。  

(服兵役期間不列入服務年資計算) 



MBAMBAMBAMBA 在職專班投考組合在職專班投考組合在職專班投考組合在職專班投考組合                                                                                                                                                                                                                                                                                    知知知知識識識識海洋海洋海洋海洋    

                                                                                                                                                                                                                                                                                                                                                                                                             精緻精緻精緻精緻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    用心用心用心用心    

學校 系所名 組  別 名額 考試科目 報考資格 
    

知識海洋在職知識海洋在職知識海洋在職知識海洋在職 MBA       MBA       MBA       MBA       PPPPowerowerowerower    MMMMoneyoneyoneyoneyBBBBestestestestAAAApexpexpexpex        

                                                                                                    www.knowledgewww.knowledgewww.knowledgewww.knowledge----ocean.comocean.comocean.comocean.com    

 

57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5 

                                    

一、書面審查(40％)            

二、面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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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累計工作經

驗滿 3 年以上，工作年資計算至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止，不限定在同一機關服

務。(服兵役期間不列入服務年資計算) 

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0 

                                    

一、筆試：(50%)                      

經濟學                           

二、書面審查(25％)                                  

三、面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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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以上，工作年資計算至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止，不限定在同一機關服

務。(服兵役期間不列入服務年資計算) 

會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5 

                                    

一、筆試：(30%)                      

基本會計學原理及應用              

二、書面審查(30％)               

三、面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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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以上；具碩士學位者須 3 年以

上；具博士學位者須 1 年以上。工作年

資計算至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止，不限

定同一在機關服務。(服兵役期間不列入

服務年資計算)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5 

                                   

一、筆試：(30%)                      

計算機概論                           

二、書面審查(43％)                                  

三、面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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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以上，工作年資計算至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止，不限定在同一機關服

務。(服兵役期間不列入服務年資計算)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一、專業科目：(30%)                        

資訊管理理論與實務              

二、書面審查(30%)                                               

三、口試（40%)     

取得一般應試資格，須具下列任一工作

經驗資格：  

一、具學士學位或具有報考碩士班之同

等學力資格，並須具工作經驗 2 年（含）

以上。  

二、具碩士或博士學位者，並須具工作

經驗 1 年（含）以上。 

銘

傳

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ㄧ、專業科目： (30%) 

管理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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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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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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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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下列任一工作

經驗資格： 

一、具學士學位或具有報考碩士班之同

等學力資格，並須具工作經驗 2 年

（含）以上。 

二、具碩士或博士學位，並須具工作經

驗 1 年（含）以上。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9 

                                   

一、專業科目：(25%)                       

管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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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1 

                                  

一、專業科目：                        

經濟問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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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保險理論與實務 

   （2）工業安全與衛生 

    (3)管理實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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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英文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5 

一、專業科目：(40%) 

   英文(含寫作、閱讀、翻

譯) 

二、書面審查(20%)                        

三、英文口試（40%)    

取得一般應試資格，並須具工作經驗 2

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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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30 

筆試：(40%) 

    科技英文                                 

複試：                                              

一、口試（40%) 

  二、資料審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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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兩年兩年兩年兩年（（（（含含含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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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備兩年兩年兩年兩年

（（（（含含含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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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經營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35 

一、書審 (35%) 

二、筆試 (35%) 

企業經營實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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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備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含含含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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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工程

組 

15 資訊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

資訊

組 

15 

                                                                         

一、口試（40%) 

二、資料審查 (20%) 

三、研究計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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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含含含含）以上之

工作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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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5 

 

 

 

 

 

 

 

 

 

 

 

 

 

 

 

 

 

大

同

大

學 

資訊經營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45 

                                                                         

一、資料審查 (50%) 

二、口試（50%) 

含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學

習知能與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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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一年以上一年以上一年以上一年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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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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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筆試 (40%) 

科技英文 

二、口試 (40%) 

三、書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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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兩年兩年兩年兩年（（（（含含含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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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備兩年兩年兩年兩年（（（（含含含含））））

以上之相關電機、電子、資訊、通訊工

作經驗。 

工程管理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20 

一、筆試 (25%) 

科技英文 

二、口試 (45%) 

三、書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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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系 15 

財務金融系 40 

 

 

 

 

 

 

 

 

 

 

 

 

 

管

理

學

院

碩

士

專

班 行政管理系 40 

                                   

一、書面審查(50%)           

二、筆試科目：                          

   管理概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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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相當工作經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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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可併入工作年資內計算。 

2.兵役年資可計入工作年資內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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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55 

五

系

聯

合

招

生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

程(IMBA) 
10 

傳播管理學系碩士 

專班 
25 

                                   

一、書面審查(30%)                  

二、筆試科目：(30%)                         

管理學、傳播理論 

 （二選一）                         

三、口試 (40%) 

大學畢業或同等學力，合於教育部規定

報考碩士班資格者。累計從事管理與資

訊相關工作經驗 1 年以上之現職或曾在

職人員。 

工作年資計算至民國 101 年 9 月 30 日。

工讀生之工作經驗可併入工作年資內

計算。(兵役年資可列入工作年資計算) 

甲組 25 

資訊管理學

系碩士專班 

乙組 20 

初試：                                   

一、書面審查(30%)                  

二、筆試科目：                        

   資訊管理實務(30%)                        

複試：口試 (40%) 

大學畢業或同等學力，合於教育部規定

報考碩士班資格者。累計從事管理與資

訊相關工作經驗 1 年以上之現職或曾在

職人員。 

工作年資計算至民國 101 年 9 月 30 日。

工讀生之工作經驗可併入工作年資內

計算。(兵役年資可列入工作年資計算) 

 

甲組須為下列科(系)，始得報考甲組： 

資訊管理科(系)、資訊工程科(系)、資訊

科學科(系)、資訊傳播科(系)、電子資料

處理科(系)、電子計算機工科(科學)科

(系)。 

 

須非為甲組所列之科（系），始得報考

乙組。 

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專班 10 

                                   

一、書面審查(50%) 

 

二、口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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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全職工作經驗 1 年以上之現職或

曾在職人員。工作年資計算至民國 101

年 9 月 30 日止。工讀生之工作經驗可

併入工作年資內計算。 

2.兵役年資可計入工作年資內計算。 

 

 

 

 

 

 

 

 

 

 

 

 

 

 

世

新

大

學 

法律學系碩士專班 30                                    一、學歷（力）：大學畢業或同等學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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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碩士專班 
15 

一、書面審查(25%)           

二、筆試科目：                      

英文(25%)、民法概要(25%)          

三、口試 (25%) 

合於教育部規定報考碩士班資格者。 

二、經歷： 

1.累計相當工作經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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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不可併入工作年資內計算。 

2.兵役年資可計入工作年資內計算。 

資訊

管理

組 

30 

一、筆試：(50%) 

計算機概論、資訊管理概論

（二科選一科） 

二、口試：50％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資通

安全

組 

21 

一、筆試：50%） 

資訊安全概論、計算機概論

（二科選一科） 

二、口試：（50%） 

一、共同報考資格。 

二、一年（含）以上工作經驗。 

三、以上工作經驗，不含義務兵役年

限。 

 

＊書審資料請於報名時附寄，以提供口

試參考。 
華

梵

大

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書面審查(40%)           

二、筆試科目：(60%)                    

工業管理概論 

管理個案分析 

（二科選一科）           

一、共同報考資格。 

二、一年（含）以上工作經驗。 

三、以上工作經驗，不含義務兵役年

限。 

實

踐

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台北班) 

40 

一、初試 

1. 書面審查(30%) 

2. 筆試(20%) 企業個案分

析  

二、面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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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須有 2 年以上工作經驗(請於報名時

提供證明文件)。工作年資之計算自工作

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年 8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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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15 

一、筆試：                

【01】英文(不佔分，但面世

須大最低分數標準或最低

成績排名比率)                           

【02】醫務管理學 (30%)                

二、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30%)     

三、面試(40%)   

學歷規定：(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教育部立案或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

學或獨立學院各學系畢業，持有學士學

位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學校各學科

畢業，持有畢業證書者，或同等學力(依

據教育部認定之標準)。 

一般規定： 

1.大學畢業或取得同等學力資格後，並

具有臨床或醫務管理相關實務工作四

年以上，目前需仍在職。  

2.男性需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者。 

護理學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成人

組 7 

名、

行政

組 3 

名、

社區

組 3 

名、

精神

科組

4 

名、

兒童

及青

少年

組 3 

名、 

老人

組 2 

名、

麻醉

照護

組 2 

名 

一、筆試： (30%) 英文                                       

二、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20%)     

三、面試(50%) 

學歷規定：(須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教育部立案或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

學或獨立學院護理相關學系畢業。 

2.教育部立案或採認規定之國內、外護

理專科學校畢業(依據教育部認定之標

準)。 

一般規定：1.持有護理師證書。 

2.以大學畢業報考者，從事護理相關工

作須滿一年；以專科學力報考者，取得

同等學力後需具護理實務經驗或各級

護理學校教學經驗滿三年，且目前仍在

職者。 

3.報考麻醉照護組需具臨床麻醉護理工

作經驗一年以上，且為現職麻醉護士。

4.男性需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 

台

北

醫

學

大

學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13 

一、筆試： (20%) 

共同科目：英文                                          

二、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30%)     

三、面試(50%)   

學歷規定：(須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教育部立案或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

學或獨立學院各學系畢業，持有學士學

位者，並具有醫學資訊相關實務或各級

學校相關之教學經驗一年以上，且目前

在職者。 

2.教育部立案或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專

科學校各學科畢業，持有畢業證書，或

同等學力(依據教育部認定之標準)，並

具醫學資訊相關實務或各級學校相關

之教學經驗至少二年且目前在職者。 

3.男性需服畢兵役或無常備兵役義務



MBAMBAMBAMBA 在職專班投考組合在職專班投考組合在職專班投考組合在職專班投考組合                                                                                                                                                                                                                                                                                    知知知知識識識識海洋海洋海洋海洋    

                                                                                                                                                                                                                                                                                                                                                                                                             精緻精緻精緻精緻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    用心用心用心用心    

學校 系所名 組  別 名額 考試科目 報考資格 
    

知識海洋在職知識海洋在職知識海洋在職知識海洋在職 MBA       MBA       MBA       MBA       PPPPowerowerowerower    MMMMoneyoneyoneyoneyBBBBestestestestAAAApexpexpexpex        

                                                                                                    www.knowledgewww.knowledgewww.knowledgewww.knowledge----ocean.comocean.comocean.comocean.com    

 

64 

者。 

國際

企業

組 

20 

人力

資源

管理

組 

10 

財務

金融

組 

10 

國際企業管理碩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非營

利組

織管

理組 

15 

                                    

一、書面審查(60％) 

                        

二、面試(40%)           

                                    

行動

商務

科技

組 

13 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數位

學習

科技

組 

15 

                                      

一、書面審查(60％)                                  

二、面試(40%)             

                                   

觀光事業學系觀光休閒事

業管理碩專班 
20 

一、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報考碩士班之同

等學力資格後，且工作年資累計達一年

（含）以上之在職或稱曾經在職者。 

二、工作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所載任

職開始日期算，至 101 年 9 月入學之日

止(不限定在同一機關服務)。 

青少年兒童福利碩士學位

學程 
20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碩士

專班 
20 

  一、書面審查(50％)                           

二、面試(50%) 

 

 

 

 

 

 

 

 

 

 

 

 

 

 

 

 

 

 

 

 

 

文

化

大

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15 
  一、書面審查(40％)                        

二、面試(60%)        

一、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報考碩士班之同

等學力資格後，且工作年資累計達一年

（含）以上之在職或稱曾經在職者。 

二、工作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所載任

職開始日期算，至 101 年 9 月入學之日

止(不限定在同一機關服務)。 

 

 

 

 

商

學

院

碩

管理組 50 

一、筆試：(20%) 

    管理個案分析                                                               

二、資料審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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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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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班

經

營

管

理

組 
領導組 

一、資料審查(50%)                                                           

二、口試(50%) 

 

1.民營企業： 
（1）大型民營企業（資本額新台幣 20

億元以上）之經理級（副理級二
年）以上。 

（2）中型民營企業（資本額新台幣 2
～19.9 億元）之協理級（經理級二
年）以上。 

（3）中小型民營企業（資本額新台幣 1
千萬～1.99 億元）之董事長、總經
理或副總經理。 

2.公務人員九職等（八職等二年）以上
官員。 
3.軍職少將（上校二年）以上之軍官。 
4.專科畢業十年以上或大學畢業八年以
上，具有優秀能力證明者。 

商

學

院 

專案管理組 15 

一、筆試：(20%) 

    管理個案分析                                                       

二、資料審查(20%) 

三、口試(40%) 

資訊管理組 

 
12 

一、資料審查(50%)                                                           

二、口試(50%) 

 
資訊學

院碩士

在職專

班 

行動商務組 

 
12 

一、資料審查(50%)                                                           

二、口試(50%) 

 

除 具 有 上 項 碩 士 班 一 般 生 報 考 資 格

外，並具工作經驗 1 年(含)以上之在職

人員。工作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

所載日期起算；服役年資可計入工作年

資，同等學力所規定之離校年資，得與

工作經驗年資重複累計，工作年資計算

至 101 年 9 月 15 日。 

物流航運組 14 

航空運輸組 15 

觀光運

輸學院

碩士在

職專班 
觀光休閒組 15 

一、資料審查(40%)                                                           

二、口試(60%) 

 

 

 

 

 

 

 

 

 

 

 

 

 

 

 

 

 

 

 

 

 

 

 

 

 

 

 

 

 

 

開

南

大

學 

人文社

會學院

碩士在

職專班 

公共管理 30 

一、資料審查(50%)                                                           

二、口試(50%) 

 

除 具 有 上 項 碩 士 班 一 般 生 報 考 資 格

外，並具工作經驗 1 年(含)以上之在職

人員。工作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

所載日期起算；服役年資可計入工作年

資，同等學力所規定之離校年資，得與

工作經驗年資重複累計，工作年資計算

至 101 年 9 月 15 日。 
玄

奘

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 

一、筆試 40%: 

    企業管理個案研究 

二、口試:30% 

三、書面審查:30%  

須具備一年(含)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在

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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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 25 
學士或同等學力後在職並工作滿 6 年

(含)以上。 企業管理學

系               

碩士在職專

班 
乙組 35 

一、 書面審查(50%)                                                             

             

二、口試(50%)     

  學士或同等學力後在職並工作滿 2 年

(含)以上。 

甲組 15 
學士或同等學力後在職並工作滿 2 年

(含)以上，且具有系統開發經驗者。 資訊管理學

系              

碩士在職專

班 
乙組 25 

一、 書面審查(50%)                                                             

             

二、口試(50%)     

  學士或同等學力後在職並工作滿 2 年

(含)以上，且具有資訊管理或電子商務

經驗者。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在職

專班 
30 

一、 書面審查(50%)                        

             

二、口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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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在職專班 20 

一、 書面審查(40%)                                                             

             

二、口試(60%) 

1. 大學畢業或滿足大學同等學歷 

（力）資格。 

2. 工作滿二年（含）以上之工作經歷。 

招生對象： 

對化學領域有興趣之理、工、醫、農背

景人士報考。 

機械工程學系 

在職專班 
30 

一、 書面審查(50%)                                                             

             

二、口試(50%)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在職專班 
15 

一、 書面審查(40%)                                     

             

二、口試(60%) 

電子工程學系 

在職專班 
20 

資訊工程學系 

在職專班 
15 

 

 

 

 

 

 

 

 

 

 

 

 

 

 

 

 

 

 

 

 

 

 

 

 

 

 

 

 

中

原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 

在職專班 
30 

一、 書面審查(50%)                                                             

             

二、口試(50%)    

1.大學畢業或滿足大學同等學歷(力)資

格。 

2.工作滿 1 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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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在職專班 
30 

一、 書面審查(30%)                   

二、口試(70%)    

會計學系在職專班 30 
一、 書面審查(40%)                                         

二、口試(60%) 

建築學系在職專班 14 
一、 書面審查(50%)                                         

二、口試(50%)    

1.大學畢業或滿足大學同等學歷(力)，建

築與環境相關類科。 

2.工作滿 2 年(含)以上。 

室內設計學系 

在職專班 
24 

一、 書面審查(50%)                                         

二、口試：研究計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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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設計學系 

在職專擔 
15 

一、 書面審查(30%)                                         

二、口試(70%)    

1.大學畢業或滿足大學同等學歷(力)資

格。 

2.工作滿 1 年(含)以上。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40 

一、初試：                           

(一)筆試(30%) (三科選

一科)                            

 生產管制、品質管

制、 

計算機概論(偏重資訊管理

實務) 

 (二)資料審查(30%)                                

二、複試：口試(40%)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42 

資料審查（含研究潛力50

％，在學成績及其他審查資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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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一年以上

工作經驗。   

經營管理

組  
50 

一、筆試(30%)                         

經營管理個案分析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40%)                        

元

智

大

學 

管理學院                   

碩士在職專

班 

財務金融

及會計組 
20 

一、筆試(30%)                         

財務管理個案分析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40%)                                

須具三年以上全職專業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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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領袖

學學程 
40 

一、筆試(40%)                         

管理學概論                          

二、資料審查(20%) 

三、口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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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一年以上

全職專業工作經歷。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42 

一、 書面審查(40%)                                         

二、口試(60%) 

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14 

資料審查（含個人履歷40

％，研究企畫60％）  

須具一年以上工作經驗。 

高階主管

組(CIO 組) 
30 

一、 書面審查(50%)                                         

二、口試(50%) 

須具三年以上工作經驗(擔任高階主管

或具潛力者)。  

資訊管理

組 
35 

資訊管理學

系碩士在職

專班 

醫療資訊

管理組 
8 

資料審查： 

工作表現(40%) 

過去學習表現(30%) 

未來發展潛力(30%) 

須具一年以上工作經驗。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40 

一、書面審查(60%)                        

二、口試(40%) 

須具任職公私立機構一年以上工作經

驗。  

 

 

 

 

 

 

 

 

 

 

 

 

 

 

 

元

智

大

學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10 

一、書面審查(40%)                                         

二、口試(60%) 
須具一年以上工作經驗。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15 

一、大學畢業者或同等學力者，相關工

作經驗滿一年以上，且持有證明者。 
二、相關科系 

科技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大學畢業者或同等學力者，相關工作經

驗滿一年以上，且持有證明者。 

中

華

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1.資料審查(50%) 

2.口試(50%) 

大學畢業者或同等學力者，相關工作經

驗滿一年以上，且持有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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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0 

1.筆試(40%) 資訊管理實務 

2.資料審查(30%) 

3.口試(30%) 

大學畢業者或同等學力者，相關工作經

驗滿一年以上，且持有證明者。 

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0 

一、筆試(20%)  2 科選 1 科            

管理理論與實務、財務

理論與實務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50%) 

佛

光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一、 筆試(30%)                         

管理學、行政學、公共

政策、行政法   (4 科

選 1 科)                      

二、 口試(50%)                       

三、資料審查(20%) 

須具一年以上工作年資且為現職工作

者（需檢附服務年資證明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0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碩士 

在職專班 

15 

一、書面審查(50%)                                         

二、面試(50%) 須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會計學系碩士在職班 13 

一、書面資料審(40%)          
二、筆試(20%)                         
    初級會計學                               
三、面試(40%) 

須具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含)以上工作經驗且目前在職

者。 

合作經濟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4 

一、書面資料審(40%)          
二、筆試(30%)                         
    經營管理實務                               
三、面試(30%) 

須具二年(含)以上工作經驗 

逢

甲

大

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0 

一、筆試(50%) 

    計算機概論 

二、書審(50%) 

須具一年(含)以上工作經驗。 

靜

宜

大

學 

觀光事業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18 

一、書面審查(40%)                                         

二、面試(60% 

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或

具有報考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者，並

須累計工作經驗二二二二年以上，工作年資計

算至您國 101 年 8 月 31 日止(不限定在

同一機構服務，且不要求現仍在職)。但

考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不得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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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57 

資訊碩士在職專班 11 

一、書面審查(50%)                                         

二、面試(50% 

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或

具有報考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者，並

須累計工作經驗一一一一年以上，工作年資計

算至您國 101 年 8 月 31 日止(不限定在

同一機構服務，且不要求現仍在職)。但

考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不得抵充。 

甲組 25 

經營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乙組 25 

初試：筆試(30%)                    

管理個案分析                 

複試：(70%)                                    

(一)資料審查(30%)                     

(二)口試(70%)        

國際企

業組 
20 

國際企業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財務金

融組 
20 

初試：筆試(30%)                         

管理個案分析、財務

管理 (二選一)           

複試：                                            

(一)資料審查(14%)                       

(二)口試(56%) 

資訊工

程組 
15 

資訊教

育組 
15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應

用組 
20 

初試：筆試(30%)                        

英文 

複試：                                            

(一)資料審查(35%)                       

(二)面試(35%) 

亞

洲

大

學 

光電與通訊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15 

初試：筆試(30%)                        

英文 

複試：(70%)                                            

(一)資料審查(35%)             

(二)面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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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除符合上項規定外，另須具備一年以

上之工作年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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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止。 

事業經營
組 

55 

資訊管理
組 

21 

人力資源
暨公共關

係組 
55 

國際企業
組 

55 

大

葉

大

學 

管理學院碩
士在職專班 

休閒事業
管理組 

35 

一、筆試(30%)                    
管理學(含個案分析)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30%) 

具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之資格者需有
一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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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事業
管理組 

35 

財務金融
組 

24 

一、筆試(30%)                    
管理學(含個案分析) 
二、資料審查(30%) 
三、口試(30%) 

具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之資格者需有
一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高階經理
人 

25 
一、書面審查(40%)                                                            
二、口試(60%) 

1.大學各學系（不含醫學系）畢業取得

學士學位，或具備同等學力資格者，需

累計6 年以上工作經驗。 

2.大學醫學系畢業或取得碩士學位學位

者，需累計4 年以上工作經驗。 

3.具有博士學位者，需累計3 年以上工

作經驗。◎工作年資採計至101 年3 月2 

日止。 

工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 

工業工程

組 
14 口試：100% 

具有一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工作年資採計至 101 年 3 月 2 日止。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14 

                                         

一、口試（50%)    

    二、資料審查(50%)   

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之資格且現

仍在職者，至少有一年以上之工作經

驗，且不含服義務役年資。 

其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 

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101 101 101 年 9 9 9 9 月 1 1 1 1 日

止。 

非營利

組織組 

 

15 

非營利事業管

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企

業組 

 

12 

一、口試（40%)  

二、資料審查(60%) 

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之資格且現

仍在職者，至少有一年以上之工作經

驗，且不含服義務役年資。 

其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 

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101 101 101 年 9 9 9 9 月

1 1 1 1 日止。 

南

華

大

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15 

一、口試（40%)    

二、資料審查(60%)                   

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之資格且現

仍在職者，至少有一年以上之工作經

驗，且不含服義務役年資。 

其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 

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101 101 101 年 9 9 9 9 月 1 1 1 1 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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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系管理科學 

碩士在職專班 
30 

旅遊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0 

一、口試（60%)    

二、資料審查(40%) 

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之資格且現

仍在職者，至少有一年以上之工作經

驗，且不含服義務役年資。 

其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 

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101 101 101 年 9 9 9 9 月 1 1 1 1 日

止。 

資訊應

用組 
20 

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 

在職專班 
電子商

務組 
20 

一、口試（50%)    

二、資料審查(50%) 
 

電機工

程組 
10 

電子工

程組 
10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醫學電

子組 
5 

一、資料審查(50%)  

二、口試（50%） 

工業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25 

一、資料審查(30%)  

二、口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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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一、資料審查(40%)  

二、口試（60%）                            

    

資訊技

術組 
7 

義

守

大

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

士 

在職專班 醫學影

像組 
5 

                                    

一、資料審查(30%)                       

二、口試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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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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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15 

  一、資料審查(30%)                       

二、口試  (70%) 

一般管理組 55 
管理學院 

碩士在職專

班專業管理 

（ P M B 

A ）  
觀光餐旅休

閒組 
25 

  一、資料審查(20%)                       

二、口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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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乙組(行銷暨管理組) 
10 

                              

一、資料審查(20％)                 

二、筆試：                              

行銷與管理學(30

％)                       

三、面試(50%) 

一  一、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
學，或獨立院（校）相關學系學士學位
者。二、以同等學力報考者，須符合教
育部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三、除
符合本系碩專班報考資格第一、二項之
一外，須在合法機構（公司）任職滿四
年（專科畢業者須任職滿七年），年資
計算至 101 年 9 月 1 日止，且現仍在職
並持有服務機關報考同意書者。四、服
國民義務役年資視為工作年資。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醫務管理技醫療資訊學系 

醫務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30 

第一階段                               

一、資料審查(40％)             

二、筆試：                              

醫務管理學(30％)                        

第二階段                                    

面試(30%)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

具同等學力資格並須在衛生及醫療相

關機構任職滿三年，且現任在職者。 

年資計算至 101 年 9 月 1 日止，累計年

資滿三年以上者。 

龍

華

科

技

大

學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9 

一、筆試 (20% )： 

管理實務 

二、書面審查 (30% )  

三、面試 (50% ) 

1.取得報考研究所學歷(力)資格後滿一
年(大學畢業後滿一年；三專畢業後滿三
年；二專、五專畢業後滿四年；同等學
力資格者請依附錄一：報考大學同等學
力認定標準辦理)。  
2.須為公私立機構之在職人員，工作年
資累計滿 1 年以上(工作經驗不含兵
役)，須附服務證明書。  
3.工作年資及學歷資格之核算至 101 年
9 月 1 日止。 

A 組 

（經營管

理組） 

8 

B 組 

（研發設

計組） 

8 

聖

約

翰

科

技

大

學 

工業工程與

管理系碩士

在職專班 

C 組 

（休閒健

康管理組） 

14 

1.資料審查(50%) 

2.口試(50%) 

凡具備一般碩士班報考資格後，「專任」

工作年資累計滿一年（含）以上，目前

任職公、民營機構之在職人員。 

工作年資之認定，以考生取得碩士班報

考資格之日起，開始計算，不同機構之

年資 

得以累積，現職計算至 101 年 9 月 30 

日止，但不含服義務役期間或兼職年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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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及機電整合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2 

1.資料審查(50%) 

2.口試(50%) 

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36 

一、筆試：(30%)                       

管理理論與實務 

二、書面資料審查：30% 

三、口試：40%  

資訊組 

15 

萬

能

科

技

大

學 
資訊管理系碩士 

在職專班 
管理組 

5 

一、筆試：(30%)                    

資訊管理理論與實務

(資訊組) 

管理理論與實務(管理組) 

二、書面資料審查：30% 

三、口試：40% 

得有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資格，且目

前在職並符合至少有一年以上工作經

驗者得報考之。所載工作起算日起至

101 年 9 月 30 日止。 

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30 

國際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28 

1.筆試(30%) 

  管理個案分析 

2.資料審查(40%) 

3.口試(30%) 

凡具備一般碩士班報考資格後，並需至少

有一年工作經驗(不含服役年資，年資計

算至 101 年 9 月 30 日)，且仍在職，同時

取得服務單位服務證明書及進修同意書

者始得報考碩士在職專班。 

清

雲

科

技

大

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１５ 

1.資料審查(50%) 

2.口試(50%) 

凡具備一般碩士班報考資格後，並需至少

有一年工作經驗(不含服役年資，年資計

算至 101 年 9 月 30 日)，且仍在職，同時

取得服務單位服務證明書及進修同意書

者始得報考碩士在職專班。 

明

新

科

技

工程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８ 

一、筆試 (７０% ): 

    案例分析與論文討論 

二、書面審查 (６0% )  

三、面試 (７０% ) 

凡具備一般碩士班報考資格，另須具備一

年以上工作年資，工作年資計算係自工作

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計算至１０１年８

月３１日止，非全職工作年資不予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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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２９ 

一、筆試 (７0% ) 

管理實務個案分析 

二、書面審查 (３0% )  

三、面試 (１０0% ) 

企業管理系碩士

在職專班 
30 

保險金融管理系

碩士班 
１８ 

財務金融系碩士

班 
２２ 

休閒事業管理系

碩士班甲組（綠

色休閒組） 

２０ 

休閒事業管理系

碩士班乙組（運

動休閒組） 

１０ 

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碩士班（經營

管理組） 

5 

營建工程系碩士

班（營建管理組） 
５ 

1.資料審查(６0%) 

2.口試(４0%) 

需大學畢業(或取得同等學力)，且具２年

以上（含）工作經驗之在職人員。 

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碩士在職專班 
５ 

營建工程系碩士

在職專班 
５ 

1.資料審查(５0%) 

2.口試(５0%)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資訊管理系碩士

班在職專班 
１０ 

1.資料審查(４0%) 

2.口試(６0%) 

需大學畢業(或取得同等學力)，且具２年

以上（含）工作經驗之在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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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系碩士

班在職專班 
１０ 

1.資料審查(６0%) 

2.口試(４0%) 

財務金融研究所 

在職專班 
８ 

一、書面審查 (５0% )  

二、面試 (５0% ) 

國際企業所碩士

在職專班 
10 

一、書面審查 (３0% )  

二、面試 (７0% ) 

經營管理所 

在職專班 
１１ 

一、書面審查 (４0% )  

二、面試 (６0% ) 

視覺傳達設計研

究所在職專班 
８ 

一、書面審查 (５0%)  

二、面試 (５0%) 

嶺

東

科

技

大

學 

資訊科技應用研

究所在職專擔 
８ 

一、書面審查 (５0%)  

二、面試 (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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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有一年（含）以上的工作年資

證明且現仍在職者。 

資訊管理系碩士

在職專班 
2４ 

一、書面審查 (５0%)  

二、面試 (５0%) 

金融系碩士在職

專班 
１９ 

一、書面審查 (４0%)  

二、面試 (６0%) 

Ａ班（經營管

理）2１ 

Ｂ班（專業經理

人） 

樹

德

科

技

大

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Ｃ班（休閒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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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書面資料審察(40%)  

三、口試(４0%) 

(一)考生除應具備報考碩士一般生之學

歷(力)資格外，須具備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年資 

(可含服兵役役期，須附退伍令影本)。 

(二)碩士在職專班生報名時，應繳交包含

目前仍在職之各項工作證明書。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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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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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研究所 

在職專班 
２２ 

一、筆試(１０0% ): 

    管理個案分析 

二、書面審查 (１０0% )  

三、面試 (１０0%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資訊管理系 

在職專班 
１４ 

一、筆試(１０0% ): 

    管理個案 

二、書面審查 (１０0% )  

三、面試 (１０0% ) 

報考碩士班在職專班者（男性須役畢或免

役，需提供證明文件），並具備大學學歷

(或同等學力)且現仍在職者即可報名。 

經營管理研究所

在職碩士專班 
８０ 

一、筆試(３0% ): 

   企業管理概論 

二、書面審查 (30% )  

三、面試 (４0% ) 

高

苑

科

技

大

學 
資訊科技應用 

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１５ 

一、筆試(３0% ): 

   計算機概論 

二、書面審查 (30% )  

三、面試 (４0% ) 

須在公私立機構服務 1 年以上。前述「在

公私立機構服務年資」計算至101年9 月1 

日為止，不限定在同一機構（義務役役期

不得列入年資）。 

旅遊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１２ 

一、筆試: (３0%) 

   旅遊業個案研討 

二、面試: (７0%) 

  備妥旅遊相關証、多益、

托福、全民英檢和日文檢定

證書，可列入參考。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餐旅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２０ 

一、筆試:(３0%) 

餐旅管理個案 

二、面試: (７0%) 

一、資歷：取得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後，

須從事餐旅相關工作經驗累計一年

以上工作證明，經本所審查委員會核

可。 

二、工作年資加分標準： 

    1.工作年資未滿三年者：不予增加筆

試總分。 

    2. 工 作 年 資 達 三 年 以 上 五 年 以 下

者：增加筆試總分 5%。 

    3.工作年資達五年以上者：增加筆試

總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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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系碩士

在職專班 
２１ 

資訊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1７ 

行銷與流通管理

系碩士在職專班 
１５ 

育

德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碩士在職專班 
１２ 

一、書面審查 (４0%)  

二、面試 (６0%) 

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之資格後，在公

民營機構服務滿一年以上（非全職工作年

資不予合計；年資計算截止日期為１０１

年９月３０日），現仍在職者並持有在職

服務證明書。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經營管理研究所

在職專班 
1６ 

一、書面審查 (１０0%)  

二、面試 (２０0%) 

凡具備一般碩士班報考資格後，公私立機

構在職且工作年資累計滿一年以上。 

服務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 101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