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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遠東科技大學碩士班考試招生公告 

一、碩士班考試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網路簡章公告 即日起 
本校網站免費下載 

網址：https://reurl.cc/6Dq5q6 

報名日期 

通訊報名： 

111年 3月 1 日(星期二)至 111年 4月 8 日(星期五) 

現場報名： 

111年 3月 1 日(星期二)至 111年 4月 8 日(星期五) 

《假日不受理現場報名》 

考生應於期限內報名，繳交報名

表、畢業證書或學力證明、匯

票、系所備審資料 

寄發准考證 111年 4月 12日(星期二)  

筆試日期 111年 4月 16日(星期六） 
 

面試日期 111年 4月 16日(星期六） 
面試時間與地點由各所自訂，故

請考生依面試通知應考 

成績單網路公告 

及下載日期 
111年 4月 20日（星期三） 

請至 https://goo.gl/6Z9Vp6 

查詢或列印個人成績單 

複查 111年 4月 21日（星期四）中午 12時止 
 

寄發錄取通知單 111年 4月 22日（星期五） 
本校網頁公告
(http://www.feu.edu.tw)  

正取生報到 111年 4月 25日(星期一)至 111年 4月 29日(星期五)  備取生另行依序通知 

招生有疑義或有違

反性別平等原則之

疑慮，可向本校招

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111年 4月 2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前 

 

https://reurl.cc/6Dq5q6
https://goo.gl/6Z9Vp6
http://www.fe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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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系所、名額、考試科目時間及參考書目 

 

 

所別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一般生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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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

學力者，成績優良，並符合本校招生簡章所訂相關條件者始得報名參加甄試，經錄

取入學後修讀碩士學位。 

欲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須符合教育部訂頒之同等學力標準，填寫「遠東科技大

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及「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

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表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並合於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

報名條件者。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十一條

辦理。 

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條件者，其相關學系與成績優異之標準由各招生研究所自行認

定。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如本簡章附錄一。 

遠東科技大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如本簡章附表三。 

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

書，如本簡章附表四。 

組別 甲組 乙組 

招生名額 4名 4名 

考試科目 工程數學 材料科學 

參考書目 

EriwnKreyszig,“AdvancedEngineeringMa

thematics”或中譯本(考試內容：1.常微分

方程 2.拉普拉斯轉換 3.線性代數及矩陣

4.向量基本概念，梯度、散度、旋度 5.

傅立葉級數基本概念 6.偏微分方程) 

材料科學與工程導論，高立圖書，林貞

君譯，原著 Callister．Rethwisch(考試內

容：1.原子結構與鍵結 2.金屬與陶瓷的

結構 3.固體中之缺陷 4.金屬的機械性質

及強化機制 5.金屬及陶瓷之破損分析 6.

相圖及相變化 7.金屬合金的應用與加工

8.陶瓷的應用與加工) 

備註 

一、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 1年至 4年為限，學生修業期滿，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及

其他規定之畢業條件，准予畢業，授予工學碩士學位。 

二、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採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 

    資格報考者，錄取名額以本校碩士班招生名額 20%為限。 

三、備取生若干名。 

四、各組名額可相互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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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別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一般生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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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

學力者，成績優良，並符合本校招生簡章所訂相關條件者始得報名參加甄試，經錄

取入學後修讀碩士學位。 

欲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須符合教育部訂頒之同等學力標準，填寫「遠東科技大

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及「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

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表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並合於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

報名條件者。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十一條

辦理。 

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條件者，其相關學系與成績優異之標準由各招生研究所自行認

定。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如本簡章附錄一。 

遠東科技大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如本簡章附表三。 

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

書，如本簡章附表四。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7名 

考試科目 工程數學 

參考書目 

1.ErwinKreyszig,“AdvancedEngineeringMathematics”(10thEdition),2010. 

2.PeterV.O’Neil,“AdvancedEngineeringMathematics”(7thEdition),2012. 

3.中譯本 

(考試內容：1.常微分方程 2.拉普拉斯轉換 3.線性代數及矩陣 4.傅立葉級數基本概念

及轉換) 

備註 

一、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 1 年至 4 年為限，學生修業期滿，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及

其他規定之畢業條件，准予畢業，授予工學碩士學位。 

二、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採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 

    資格報考者，錄取名額以本校碩士班招生名額 20%為限。 

三、備取生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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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別 創新商品設計與創業管理系碩士班 

一般生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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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者，成績優良，並符合本校招生簡章所訂相關條件者始得報名參加甄試，經錄取入學

後修讀碩士學位。 

欲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須符合教育部訂頒之同等學力標準，填寫「遠東科技大學

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及「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表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並合於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

條件者。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十一條辦理。

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條件者，其相關學系與成績優異之標準由各招生研究所自行認

定。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如本簡章附錄一。 

遠東科技大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如本簡章附表三。 

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

書，如本簡章附表四。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22 名 

考試科目 1.筆試：50%(文獻評論)2.面試：50% 

考試內容 

1. 文獻評論：中文命題，考試範圍以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相關文獻為主，由考生進行

文章評論。 

2. 面試：研究計畫及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相關知識。 

※面試時程將以書面通知考生並公告於本校網頁。 

備註 

一、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 1年至 4年為限，學生修業期滿，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及其

他規定之畢業條件，准予畢業，授予管理學碩士學位。 

二、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採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 

    資格報考者，錄取名額以本校碩士班招生名額 20%為限。 

三、備取生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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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別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一般生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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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者，成績優良，並符合本校招生簡章所訂相關條件者始得報名參加甄試，經錄取入學

後修讀碩士學位。 

欲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須符合教育部訂頒之同等學力標準，填寫「遠東科技大學

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及「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表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並合於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

條件者。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十一條辦理。

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條件者，其相關學系與成績優異之標準由各招生研究所自行認

定。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如本簡章附錄一。 

遠東科技大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如本簡章附表三。 

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

書，如本簡章附表四。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17 名 

考試科目 1.筆試：50%(文獻評論)2.面試：50% 

考試內容 

1.文獻評論：中文命題，考試範圍以行銷與流通管理相關文獻為主，由考生進行文章

評論。 

2.面試：研究計畫及行銷與流通管理相關知識。 

※面試時程將以書面通知考生並公告於本校網頁。 

備註 

一、碩士班修業年限以 1年至 4年為限，學生修業期滿，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及其     

    他規定之畢業條件，准予畢業，授予管理學碩士學位。 

二、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採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 

    資格報考者，錄取名額以本校碩士班招生名額 20%為限。 

三、備取生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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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別 休閒運動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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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者，成績優良，並符合本校招生簡章所訂相關條件者始得報名參加甄試，經錄取入學

後修讀碩士學位。 

欲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須符合教育部訂頒之同等學力標準，填寫「遠東科技大學

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及「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表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並合於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

條件者。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十一條辦理。

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條件者，其相關學系與成績優異之標準由各招生研究所自行認

定。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如本簡章附錄一。 

遠東科技大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如本簡章附表三。 

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

書，如本簡章附表四。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7名 

考試科目 1.筆試：50%(文獻評論和個案分析)2.面試：50% 

考試內容 

1.文獻評論：中文命題，考試範圍以休閒運動管理相關文獻為主，由考生進行文章評

論。 

2.個案分析：中文命題，考試範圍以休閒運動產業經營管理為主，由考生進行產業經

營個案分析。 

3.面試：研究計畫及休閒運動產業發展相關知識。 

※面試時程將以書面通知考生並公告於本校網頁。 

備註 

一、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 1年至 4年為限，學生修業期滿，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及其

他規定之畢業條件，准予畢業，授予管理學碩士學位。 

二、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採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 

    資格報考者，錄取名額以本校碩士班招生名額 20%為限。 

三、備取生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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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別 餐飲管理系餐飲經營與安全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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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者，成績優良，並符合本校招生簡章所訂相關條件者始得報名參加甄試，經錄取入學

後修讀碩士學位。 

欲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須符合教育部訂頒之同等學力標準，填寫「遠東科技大學

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及「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表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並合於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

條件者。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十一條辦理。

各研究所碩士班報名條件者，其相關學系與成績優異之標準由各招生研究所自行認

定。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如本簡章附錄一。 

遠東科技大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如本簡章附表三。 

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

書，如本簡章附表四。 

組別 不分組 

招生名額 5 名 

考試科目 1.筆試：50%(文獻評論和個案分析)2.面試：50% 

考試內容 

1.文獻評論：中文命題，考試範圍以餐飲經營管理及衛生安全相關文獻為主，由考生

進行文章評論。 

2.個案分析：中文命題，考試範圍以餐飲產業經營管理為主，由考生進行產業經營個

案分析。 

3.面試：研究計畫及餐飲經營管理及衛生安全產業發展相關知識。 

※面試時程將以書面通知考生並公告於本校網頁。 

備註 

一、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 1 年至 4 年為限，學生修業期滿，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及

其他規定之畢業條件，准予畢業，授予管理學碩士學位。 

二、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採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 

    資格報考者，錄取名額以本校碩士班招生名額 20%為限。 

三、備取生若干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