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行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招生名額 

103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班別 名額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12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10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14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12 

土木工程系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碩士班 13 

工業管理系碩士班 7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8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13 

財務金融系碩士班 6 

國際企業經營系碩士班 9 

總計 104 

 



招生碩士班別、甄試項目及成績計算 
 

碩士班別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12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理工或資訊管理等相關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 
會決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5101 江小姐 
E-Mail：etdept@uch.edu.tw 

 
  



 

  

碩士班別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10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理工等相關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 
會決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5301 林先生 
E-Mail：brian6933@uch.edu.tw 



 

  

碩士班別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14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理工或資訊管理等相關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會決

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7700～7701 龍小姐或林先生 
E-Mail：yllong@ uch.edu.tw 



碩士班別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12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理工等相關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 
會決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相關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5501 邱小姐 
E-Mail：medept@ uch.edu.tw 

 
  



 

  

碩士班別 土木工程系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碩士班 

招生名額 13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所有理工與管理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 
會決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相關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5700 徐主任  5701 徐小姐 
E-Mail：rhshiu@uch.edu.tw 



碩士班別 工業管理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7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不限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 
會決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6100 張主任  6101 溫小姐 
E-Mail：scwen@uch.edu.tw 

 
  



碩士班別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8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不限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 
會決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相關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7301 楊小姐 
E-Mail：im@uch.edu.tw 



 

 
  

碩士班別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13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不限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 
會決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相關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7101 沈小姐 
E-Mail：gyk1012@uch.edu.tw 



 

  

碩士班別 財務金融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6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不限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會決

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相關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6701 薛小姐 
E-Mail：rainhsueh@uch.edu.tw 



碩士班別 國際企業經營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9 名 

相關科系 
報考資格 

一、符合本簡章第壹部分報考資格之規定者。 
二、不限科系，其他資格由系主任認定。 

指定繳交資料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技或專科畢業請另附專科歷年成績單 1 份，

並加註名次)。 
二、進修計畫書。 
三、自傳(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四、獎狀或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書(影本)。 
五、個人成就或作品(如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限用簡章所附表格)。 

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項目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佔總成績 40%、口試 100 分佔總成績 60%。 

二、同分參酌項目： 
總成績相同者，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如再有相同者，由招生委員 
會決定。 

注意事項 
口試時，請準備 10 分鐘內的資料作口頭報告。 
(試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諮詢服務 
電 話：(03)4581196 轉 6301 湯小姐 
E-Mail：venus@uch.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