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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碩士專班 

(Global MBA) 
30 

一、 書面審察(60%) 
二、口試(40%) 

一、於教育部立案或認可之國內、外

大學取得學士學位（或符合同等學

力）者。 

二、須有2 年以上之全職工作經驗

（兵役、實習、及兼職工作除外），

並可繳交服務年資證明正本者。 

台
灣
大
學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丁組 

5 
1. 英文 
2. 管理實務 
3.  分析能力  

報考者須符合報考資格後，至少有3

年以上(含服役年資)之工作經驗，且

能繳交年資證明正本者。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35 
3. 資料審查(40%) 
4. 筆試：英文作文(30%) 
3.   口試(30%)  

累計工作經驗一年以上者（兵役年資

可計入工作年資）。有關工作經驗年

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

算，至本校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IMBA)(IMBA)(IMBA)(IMBA) 

30 

1.資料審查(30%) 
2.筆試：個案分析(30%) 
          
3. 口試(40%)  

累計三年以上工作經驗（包含服義務

役年資；醫學院畢業者可增計二年工

作年資）者。 

政
治
大
學 

商管專業學院碩士學位 
學程(AMBA)(AMBA)(AMBA)(AMBA) 

45 
二、 書面審察(30%) 
三、 口試(70%)    
 

1.國內外大學院校畢業（或符合大學

同等學力資格）且有三年以上正式工

作年資。※服義務役兵役年資可折計

入工作年資，至多可折計一年年資。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丙組 

５ 
一、審查(30％) 
二、筆試科目：管理學(30％) 
三、面試(40％) 

資證明具有工作經驗。 

無工作經驗者不用繳交。 台
北
大
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經營管理組 
30 

一、資料審查(30%) 
二、筆試：企業概論(20%) 
       管理概論分析(20%) 
三、 口試(30%)  

國內外公私立大學得有學士學位且
具有 5 年(含)以上全職工作經驗者。
(或三專畢業者，須具有 6 年(含)以上
全職工作經驗；五專、二專畢業者須
具有 7 年(含)以上全職工作經驗)。 

清
華
大
學 

國際專業管理碩士班
(IMBA) 

2 
一、資料審查(25%) 
二、筆試：英文(25%) 
三、 口試(50%) 

具二年以上工作經驗者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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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碩士學院學程
(GMBA) 

20 

一、初試：  
   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 
   (選擇題) 
二、複試 
  口試 1.5 
  資料審查 0.8 

一、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校院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

院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屆

畢業生，或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

等學力資格者 

二、需有2年工作年資(需為全職工

作，非兼職或工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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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 TOEIC(聽讀)700 分以上或托福
internet-base79 分或 paper-based550、
IELTS 6 分以上或 computer-based213
分 、PTE  55 分以上。 

交
通
大
學 

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系碩士班 

23(含
一般
生) 

一、初試(60%)：  
  共同科目：英文 
  專業科目： 
   1、下列科目任選一科： 
      微積分、經濟學    
   2、下列科目任選一科： 
      統計學、會計學 
二、 複試(40%) :口試 

具有一般生報考資格之後後後後工作年資 2
年以上且目前在職中，得以在職生身
分報考。 

軍職
生 
20 

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 

一般
生 
12 

1.筆試(60%): 

管理資訊系統(含個案分析) 

 

2.書面審查及口試40％。 

 

1.在職進修組限服役滿五年以上現役

軍、士官或具五年以上工作經驗之民

間人士(在職進修一般生加繳機構服

務證明書乙份，公務人員報考者須繳

驗服務單位同意函並檢附工作滿五

年之證明)。 

2.口試參加資格、時間、地點依口試

通知單辦理。 

 
 

 
 

 
 
 
 
 
 
 
  

 
  

 
  

  
 
 
  

 
  

 
  

 
 
 

國
防
大
學 

運籌管理學系研究所 
軍職
生 
12 

1.筆試(60%): 

管理學(含個案分析) 

 

2.書面審查及口試(40％)。 

1.在職進修組限服役滿五年以上現役

軍、士官或具五年以上工作經驗之民

間人士(在職進修一般生加繳機構服

務證明書乙份，公務人員報考者須繳

驗服務單位同意函並檢附工作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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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生 
4 

年之證明)。 

2.口試參加資格、時間、地點依口試

通知單辦理。 

軍職
生 
8 

財務管理學系所 

一般
生 
2 

1.筆試(60%):   

  軍職生：國防財務管理 

  一般生：經濟學  

2.書面審查及口試(40％)。 

 

1.在職進修組限服役滿五年以上現役

軍、士官或具五年以上工作經驗之民

間人士(在職進修一般生加繳機構服

務證明書乙份公務人員報考者須繳

驗服務單位同意函並檢附工作滿五

年之證明)。 

2.口試參加資格、時間、地點依口試

通知單辦理。 

中
央
大
學 

統計研究所 3 

基礎數學(x 1.75) 

數理統計(x 1.75) 
口試(x 1.5) 

(一)為各機關、學校、公（民）營企

業機構在職人員或公、私立學校教

師，在職且工作年資滿二年以上（年

資之起算，依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

起，計算至101年8月31日止），並取

得現職服務機構之進修同意書（經錄

取後須於報到時繳交）。 

(二)擬報考系所必須與所從事之工作

有密切關係。 

(三)各系所另行提高在職生工作年資

者，依其規定；除須檢附所有服務年

資證明。 

中
興
大 

 
 
 
 
 
 
 
 

學 
 
 
 
 

應用經濟學系 2 

一、專業科目： 
  (1)總體經濟學 
    (2)個體經濟學 
    (3)統計學 

報考在職生除應具備【碩士班一般
生】報考資格外，從事工作之年資累
計至 101 年 9 月 1 日止，應至少二
年以上，惟義務役服務年資不得列入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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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產業管理研究所 

乙組 
2 

ㄧ.筆試:管理學(70%) 

二.面試: (30%) 

中
正
大
學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2 

一、筆試:  (60%) 
1.財務管理 2.統計學 
3.經濟學 
二、口試: (40%) 

從事與本所性質相關工作之服務年
資累計滿 3 年以上現職人員。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
專班(IMBA) 

35 

一、筆試（30﹪）：經營管

理實務(英文出題與作答) 

二、書面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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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力者。 

二、除取得前項報考資格外，尚須相

關工作年資1 年以上之證明。（請附 

1 年以上工作證明計算至101 年9 

月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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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功
大
學 

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AMBA） 

30(含
甄試
15 名) 

一、筆試（30﹪）：經濟學 

二、書面審查（35﹪） 

三、面試（35﹪） 

一、國內外大學院校畢業 (含應

屆)，或符合大學同等學力資格者，

且有2 年以上正式工作年資(請附上

2 年以上工作證明，計算至101年9月

1日止)。 

二、已獲碩博士學位者，須有1 年以 

上正式工作年資(請附上1 年以上工

作證明，計算至101 年9 月1 日止)。 

中
山
大
學 

醫務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7 

一、 初試：                   
筆試：(40％)                                            

1.醫療管理概論 
二、複試：                     

口試：(60%) 

除須具有一般研究所報考資格外，尚
須曾在公私立醫療機構服務三年以
上，現仍在職，取得證明(服兵役期間
列入服務年資計算)；係自取得一般研
究生報考資格後算起，計算至 101 年
9 月研究生入學之日為止，不限定在
同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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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丁組 

13 

一、筆試：(100%) 
1、管理學  
 (含一般管理、人力資源管
理)                             
2、人力資源管理個案分析 

除須具有一般研究所報考資格外，尚
須曾在公私立機構服務三年以上，現
仍在職，取得證明(服兵役期間列入服
務年資計算)；計算至 101 年 9 月研究
生入學之日為止，不限定在同一機
構。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班乙班 

40 

一、初試：                                  
筆試：管理實務(40％)    

  審查(30%)                                           
二、複試：                                 

口試：(30%) 

除須具有一般研究所報考資格外，須
具有四年以上畢業年資。係自取得企
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甲班研究生報考
資格後算起，計算至 101 年 9 月研究
生入學之日為止。 

管理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IBMBA 
30 

審查【佔 50%】 
面試【佔 50%】 

 中、英文面試各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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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管理學院 MBA 碩士班 15 
審查【均為 100%】 
面試【均為 100%】 

大學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且有兩年以
上工作經驗。 

高
雄
大
學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 

(IMBA) 

15 
審查【均為 100%】 
面試【均為 100%】 

1.凡具有本國教育部承認之大學學

位。 

2.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入學考試之同

等學力資格。 

3.不限科系、經歷。本國學生(含僑生)8

名、國際學生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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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技

術學院 

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在職生 
3 

初試： 

1.英文 (10%) 

2.專業科目： 

    管理個案分析(90%) 

複試： 

1.書面審查 (50%) 

2.口試 (50%) 

(一)必須具備一般生之報考資格。 

(二)服務工作年資或經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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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畢業除外）者，須具備至少

一年工作經驗。 

2. 專科畢業取得報考碩士班同等學

力者，須具有至少四年之工作經驗。

3. 上述工作年資係指工作證明書所

載日期起算至 101 年 9 月 14 日(星期

五)止；並採「專任」年資，兼職年資、

服義務役或替代役年資不列入計算。 

4. 任職公立學校或公營機構之現職

人員，報考時必須取得現職單位同意 

之報考證明書，惟經錄取後須再附核

准「進修同意書」。 

護理系碩士(專班) 30 
1.書面審查  

2.口試  

國內外大學校院護理（護管）相關系

組應屆生或畢業者且曾有二年以上

臨床工作經驗且仍在職者。 

(成人組6名、成人專科護理師組6名、

老人組3名、婦女組2名、精神組3名、

社區組3名、兒童組4名、護理資訊組

3 名) 

台北護

理健康

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碩士 

(專班) 
15 

資料審查 

 ◎面試時加考 10 題等同於

全民英檢中級程度之英語測

驗(非聽力測驗)。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者且從事健康

事業管理相關工作且工作經驗滿一

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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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保健系碩士(專班) 15 
1.書面審查  

2.口試  

國內外大學校院應屆生或畢業者且

具工作經驗者。 

 

聽語障礙科學所(專班) 5 
1.書面審查  

2.口試  

國內外大專校院非聽語科系組畢業

且具有語言治療師或聽力師證書之

在職者。 

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5 

一、共同科目：                                  
【01】國文                                            
【02】英文                                                
【03】口試                                              
二、專業科目：                                    
【01】企業管理  
【02】管理個案分析 

一、各學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學
士同等學力者。  

二、高等考試企業管理人員、財務行
政人員、稅務行政人員、航運管
理人員、金融人員(業務組)、會
計審計人員、國際貿易人員等及
格者。  

三、具 3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國際貿易學系碩士班 2 

一、共同科目：                                  
【01】國文                                            
【02】英文                                                
【03】口試                                             
二、專業科目：                                    
【01】經濟學  
【02】二選一:  
      (1)管理學 
      (2)國貿行銷個案分析 

具 3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文化大
學 

會計學系碩士班 6 

一、共同科目：                                  
【01】國文                                            
【02】英文                                                
【03】口試                                             
二、專業科目：                                    
【01】中級會計學  
【02】成本與與管理會計 

一、各學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學
士同等學力者。  

二、高等考試企業管理人員、財務行
政人員、稅務行政人員、航運管
理人員、金融人員(業務組)、會
計審計人員、國際貿易人員等及
格者。  

三、具 3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一般生在職組一般生在職組一般生在職組一般生在職組投考組合投考組合投考組合投考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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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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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6 

一、共同科目：                                
【01】國文                                               
【02】英文                  
【03】口試                                           
二、專業科目：                           
【01】統計學  
【02】管理學、觀光學 
(任選一科) 

一、各學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學
士同等學力者。  
二、高等考試企業管理人員、財務行
政人員、稅務行政人員、航運管理人
員、金融人員(業務組)、會計審計人
員、國際貿易人員等及格者。 三、
具 5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者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 

一、共同科目：                                
【01】國文                                            
【02】英文                                              
【03】口試                                              
二、專業科目： 
【01】資訊管理   
【02】計算機概論 

(一)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資格: 各學
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具 5 年以上
之工作經驗者 
(二)同等學力資格:  
1.大學或獨立學院各學系肄業者。  
2.專科學校畢業者。  
3.高等考試資訊工程人員、資訊人
員、統計人員等及格者。  

玄奘大

學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4 

一.筆試:國際企業管理個案

研究(40％) 

二.口試(30%) 

三.資料審查(30%) 

1.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校院應

屆畢業或已畢業取得學士學位

者。 

2.具有同等學力報考資格者。 

3. 須具備一年(含)以上工作經驗且現

仍在職者 

佛光大

學 
政治學系碩士班 6 

一.資料審查(30%) 

二.專業科目(40%) 

  三選一 

 (1)管理學(2)政治學(3)社會

學 

三.共同科目(30%) 

具有一般生報考資格，且具有二年以

上工作經驗之現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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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

學 

商學與管理 
研究所 

3 

管理學、經濟學、統計學、

管理資訊系統四選二 

在職生：初試成績佔總成績

60％，複試成績佔總成績 40

％。 

具有一般生報考資格，且具有二年以

上工作經驗之現職人員。 

龍華科
技大學 

商學與管理研究所 10 

一、筆試: 

1.專業科目: 經濟學 (60%) 

二、資料審查 (40%) 

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報考大學碩士班
之同等學力，另工作性質與本校各系
所專長分組相關，且工作年資滿一年
以上者，得參加本校各研究所在職生
入學考試。  

台南科

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甲組 1 

1. 二選一 (1)管理學 

     (2)經濟學 

2. 二選一(1)統計學 

     (2)微積分 

公私立機構在職且工作年資累計滿

一年以上。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甲組 1 

1.財務管理或經濟學或會計

學(50%)  (3 選 1) 

2.統計學或微積分(50%) 

(2 選 1) 

取得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且現仍

在職並取得一年證明者。與一般生相

同時間上課。 

商管專業學院碩士班
(GMBA) 

6 
一、書面審查 50%                                   
二、面試 50%                                
 

符合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及下列

兩項條件之一者：(一)具備2 年以上

之實務工作經驗並持有證明；工作年

資不足部分，可以在校之實習、工

讀、社團主要幹部經驗抵之。(二)大

學優秀應屆畢業學生，其學業成績總

平均名次在全系(班)前百分之四十以

內；或具2年以上在校之實習、工讀、

社團主要幹部經驗。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碩士

班甲組 
2 

1.統計學或微積分(50%) 

（2 選 1） 

2.經濟學或管理學(50%) 

（2 選 1） 

南台科

技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研究所 1 1. 二選一 

取得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且現仍

在職並取得一年證明者。與一般生相

同時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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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級會計學 

  (2)企業資源規劃 

2. 二選一 

  (1)成本會計學 

  (2)財務管理 

國際企業系碩士班甲組 1 

 

經濟學(50%) 

管理學(50%) 

 

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班甲

組 
1 

1.觀光遊憩管理或管理學

(60%)(2 選 1) 

2.英文或日文(50%) (2 選 1 ) 

取得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且現仍

在職並取得一年證明者。與一般生相

同時間上課。 

工業管理研究所甲組 1 

1.三選一(40%) 

  (1)生產管理 

  (2)計算機概論 

  (3)經濟學 

2.統計學(60%) 

取得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且現仍

在職並取得一年證明者。與一般生相

同時間上課。 

甲(資

訊)組 

1 

1.計算機概論(50%) 

2.資料庫理論與實務或資料

結構與演算法(50%)(2 選1)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乙(管

理)組 

1 

1.計算機概論(50%) 

2.資訊管理導論或統計學

(50%)(2 選 1) 

取得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且現仍

在職並取得證明者。與一般生相同時

間上課。 

甲組 2 

1.人力資源管理(50%) 

2.管理學(50%) 

南台科

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 

甲組 乙組 

 3  1.甲組考科 

2.英文或日文檢定 

(2 選 1) 

取得碩士班一般生報考資格且現仍

在職並取得證明者。 

 

與一般生相同時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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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甲組 
1 

1.經濟學(50%) 

2.管理學(50%). 

 

除須具有一般生報考資格外且現仍且現仍且現仍且現仍

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