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造幣廠 104 年新進人員甄試簡章 

 

第一試(筆試)受託辦理單位：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地址：24158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1 巷 27

號 11 樓之 3 

電話：(02)29990016 

網址：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7:30 

 

第二試(口試)辦理單位： 

中央造幣廠 

地址：33353 桃園市龜山區振興路 577 號 

電話：(03)3295174 

網址：http://www.cmc.gov.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6:40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公告

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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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造幣廠 104 年新進人員甄試 

重要時程表 

試 

別 
工 作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負 責 單 位 

第
一
試
：
筆
試 

報名期間 
104年11月09日(星期一)12:00起至104

年11月23日(星期一)18:00止 
一律採網路報名。 

財團法人 

印刷工業 

技術研究 

中心 

網路查詢及列印入

場通知書 
104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五)18:00 

請至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站

查詢及列印。 

測驗日期 10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 設大台北考區。 

試題及選擇題解答

公告 
10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12:00 

請至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站

查詢。 

試題疑義申請 
10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12:00 起至

12 月 15 日(星期二)18:00 止 

請至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站

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測驗結果查詢 10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18:00 

請至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站

查詢，恕不寄發測驗結果通知

書。 

測驗成績複查申請 
10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09:00 起至

12月23日(星期三)18:00止 

請至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站

申請，逾期或其他方式申請恕不

受理，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複

查結果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

五)前以掛號寄發通知，並輔以手

機簡訊通知。 

第
二
試
：
口
試 

網路查詢及列印入

場通知書 
10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09:00 

請至中央造幣廠網站查詢及列

印，並請於 105 年 01 月 08 日前

(郵戳為憑)掛號郵寄報名資格條

件佐證資料至中央造幣廠，以利

資格審查。 

中央造幣廠 
測驗日期 105 年 01 月 18、19 日(星期一、二) 請至中央造幣廠網站查詢。 

錄取名單公告 105 年 01 月 26 日(星期二)09:00 
請至中央造幣廠網站查詢，書面

錄取通知另行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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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名資格條件及甄試類科 

一、資格條件： 

(一)性別：不拘。 

(二)年齡：不限。 

(三)學歷： 

1.分類職位：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學(含)以上學校畢業，並符合各甄試類科

所訂之學歷科系者，學歷證書載有輔系者得依輔系報考。 

2.評價職位：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以上或高級中學以上或同等學校以上畢

業得有證書者。 

3.國外學歷報考者，應繳交：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畢業證書影本及中文譯本(如不便認證，

報考人得自行翻譯成中文，並自負法律責任；原本請影印後附繳)。 

(2)國外學校歷年成績證明(成績單)影本及譯本。 

(3)其他詳細規定請參閱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4.大學校院研究所肄業資格不得據以報考，仍應以大學畢業資格報考。 

5.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二年制專科學校肄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

肄業持有證明文件者，視同高級中學畢業。 

(四)其他：持技術士證照報考相關筆試加分類科者，請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前，將該類

科指定加分之其中（擇優）一項技術士證照正、反面影本置於信封袋內，袋面請註

明報考類科及報考人姓名，以限時掛號方式(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寄至：三重郵

政 3 之 48 號信箱「中央造幣廠 104 年新進人員甄試專案小組收」。 

(五)錄取人員如經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將不予進用或終止勞動契約： 

1.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2.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不在此限。 

3.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4.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5.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

宣告，不在此限。 

6.依公務人員法令停止任用。 

7.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8.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9.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

地區，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擔任公營事業機構

人員。 

(六)應考人應於 105 年 01 月 08 日(星期五)前郵寄畢業(學位)證書影本供審核。應屆畢業

生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暫准報名，惟應於 105 年 01 月 08 日(星期五)前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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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位證書影本供審核，始合於報名資格條件。 

 (七) 技術相關證照：(無證照者亦歡迎報考) 

1. 報考分類職位機械工程、電機工程類科及評價職位環工、電機類科人員，如具備

附錄三所列類科指定證照，其筆試總分另予加計，持有各類科多項證照者，以其

中一項證照擇優加計；加計後筆試總分逾 100 分者，以 100 分計。加計總分後

報考人筆試成績如達到口試標準，於參加口試時應繳驗該證照正本，凡未繳驗、

資格不符或資料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情事者，取消口試資格。 

2. 報考分類職位材料工程類科具冶金、機械、化工技師資格或鑄造、汽車修護、熱處

理、化學、機電整合、金屬成型全國技術士證乙級以上者尤佳。 

(八)為維護自身及工作安全，凡資格條件不合或無法勝任報考類科工作者，請勿報名；

如於口試時發現，即終止口試；於錄取後發現，取消錄取資格。 

二、甄試類科、錄取名額、學歷科系、筆試科目及工作內容： 

(一)分類職位：共同科目：1.國文(作文及公文)、2.英文 

類
科 

錄
取
名
額 

學歷科系 筆試專業科目 工作內容簡述 

行
政 

1 不限 

1. 民法 

2. 管理學及初級會

計 

一般行政業務。 

化
學 1 

自然科學學門 

化學學類 

1. 分析化學(含儀器

分析) 

2. 物理化學 

＊命題大綱見附錄。 

1. 儀器及化學分析檢驗相關業務。 

2. ISO17025 認可實驗室之品質、技術

與管理系統符合性相關業務。 

3. 偽幣鑑識相關業務。 

機
械
工
程 

1 
工程學門 

機械工程學類 

1. 工程力學 

2. 機械製造(含機械

設計) 

1. 量測檢驗相關業務。 

2. ISO17025 認可實驗室之品質、技術

與管理系統符合性相關業務。 

3. 偽幣鑑識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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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化學學類及機械工程學類依教育部 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一覽表所列學制，取得學士學位

者認定。 

2.資訊相關學系依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科系資訊學群所列學系名稱認定（不以學校為
限）。 

  

資
訊
管
理 

1 資訊相關學系 

1. 計算機概論及資

訊管理(含資通安

全) 

2. 系統設計與管理

(含程式語言、資

料結構、系統分析

與設計、資料庫應

用) 

各項電腦資訊作業之規劃、設計、操作

管理及資料庫、程式開發、網頁設計、

應用系統管理等資訊處理工作。 

材
料
工
程 

1 不限 

1. 物理冶金(含金屬

凝固、冶金學、金

屬加工、材料分

析) 

2. 材料科學(含材料

諸性質、電化學及

表面處理等) 

＊命題大綱見附錄。 

金屬冶煉、連續鑄造、成分分析、壓延、

熱處理、沖餅、洗餅與表面處理等生產

管理與品質改善工作，並配合輪班作

業。 

電
機
工
程 

1 

電機、電子、自

動控制學系 

 

1. 工業配電 

2. 電力電子學及電

力系統 

1. 電氣設備檢修、保養、改善及配電室

輪值及管理工作。 

2. 電機(子)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及

安裝。 

3. 電機、儀電系統之研究改善及其他相

關事項。 

4. 廢(污)水及地下水之處理、規劃、維

修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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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價職位：共同科目：1.國文(作文與選擇題)、2.英文 

 

  

類
科 

錄
取
名
額 

學歷科系 筆試專業科目 工作內容簡述 

機
械 7 不限 

1. 機械原理 

2. 機械製造(含鑄造、

熱處理及機械加工) 

1. 鑄造及金屬加工。 

2. 機台維護。 

3. 硬幣印製、包裝及模具製作。 

4. 配合輪班作業。 

環
工 1 環工或電機科 

1. 水污染防治法規及

廢水處理控制設備

概要。 

2. 廢水污染處理原理

概要。 

1. 廠區廢(污)水處理操作。 

2. 專責人員相關業務及職掌。 

3. 配合輪班作業。 

電
機 1 不限 

1. 工業配線。 

2. 電力電子學概要。 

1. 電機、儀表等設備維修改善及廢

(污)水處理工作。 

2. 69KV 超高壓電力受電系統輪值

及全廠電力系統維護。 

3. 配合輪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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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期間、手續及繳費方式 

一、報名期間：104 年 11 月 09 日(星期一)12:00 起，至 10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18:00 止，

逾時恕不受理。 

二、報名方式： 

(一)招考資訊及甄試簡章同時建置於中央造幣廠(http://www.cmc.gov.tw/)及印刷工業技術

研究中心 (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請自行上網點閱或下載列印，不另行

販售。 

(二)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不受理現場與通訊報名，為免網路壅塞，請儘早上網報名。 

(三)請按照網路報名程序確實填寫各項報名資訊；報名資料應力求詳實，以免影響自身應

考權益。 

(四)參加甄試人員請先詳閱簡章內容，僅可擇一類科報考，請慎重考慮後再報名。報名期

間得於甄試專區申請取消報名及辦理全額退費，採 ATM 轉帳或臨櫃匯款退費者，須

扣除匯費 30 元後退還餘款；報名截止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消報名、退還報名費、

變更報考類科。 

三、報名費用及繳費方式： 

(一)報名費用：新台幣 1000 元整。 

(二)繳費方式：報名後請儘速於繳款期限內完成繳款，請選擇下列任一種方式辦理，逾期

繳款除不受理該項報名外，將進行退款，採 ATM 轉帳或臨櫃匯款退費者，須扣除匯

費 30 元後退還餘款。 

1.線上刷卡：繳款期限至 10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18:00 止，刷卡失敗視同未繳交報

名費，請改為 ATM 轉帳或至金融機構臨櫃匯款(匯款帳號可由本項甄試報名網頁/

訂單查詢區查詢而得)。 

2.金融機構 ATM 轉帳：繳款期限至 10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24:00 止。繳款帳號顯

示於報名網頁，請於上述期間內完成轉帳，轉帳手續費由應考人自行負擔。 

(1)請注意該帳號為針對個別報名者設置之專用繳費帳號，每一位完成網路報名者之

帳號均不相同，繳費時請勿與他人共用。 

(2)轉帳前請確認金融卡是否有約定/非約定轉帳功能之設定，如因故未能於報名期

限內轉帳成功，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3.臨櫃匯款：報名期間亦可至各金融機構全省分行採臨櫃匯款方式(請於 104 年 11 月

23 日 15:30 前辦理，逾期恕不受理)，匯款手續費由應考人自行負擔；請自行填寫

電匯單，匯款單填寫相關資料如下： 

(1)戶名：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2)解款行：合作金庫銀行；分行別：二重分行 

(3)帳號：網路報名訂單中所顯示之個人專用繳費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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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認是否完成繳費： 

1.採線上刷卡方式繳款者，可立即於網頁上確認是否完成扣款。 

2.採 ATM 轉帳者，轉帳後請立即確認交易明細表及帳戶內是否已扣款完成，並保留

繳款單據。因 ATM 轉帳需 2 個工作天方才入帳，請於繳費第 3 個工作天後再至印

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中央造幣廠新進人員甄試專區/訂單查詢網頁，檢視付款狀態

是否呈現「繳費成功」之狀態。 

3.採臨櫃匯款完成者，亦請自行於網頁上確認付款狀態是否呈現「繳費成功」之狀態。 

4.辦理 ATM 轉帳或臨櫃匯款完成後，不須立即傳真交易明細表至印刷工業技術研究

中心，如轉帳報表無法完成核對時，再請依通知將交易明細表回傳以利核對。 

參、甄試日期及地點 

一、第一試(筆試)日期：10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 

(一)分類職位： 

節次 預備時間 測驗時間 測驗科目 題型 

第一節 

共同科目(1) 
08：20 08：30〜10：00 國文 作文及公文 

第二節 

專業科目(1) 
10：20 10：30〜12：00 

詳見簡章第 3、4 頁 

非選擇題 

第三節 

專業科目(2) 
12：50 13：00〜14：30 非選擇題 

第四節 

共同科目(2) 
14：50 15：00〜16：00 英文 選擇題(單選) 

註：專業科目題型採非選擇題，可為問答、計算、申論或其他非屬選擇題或是非題之試

題。 

 (二)評價職位： 

節次 預備時間 測驗時間 測驗科目 題型 

第一節 

共同科目(1) 
08：20 08：30〜10：00 國文 

作文與選擇題 (單

選) 

第二節 

專業科目(1) 
10：20 10：30〜12：00 

詳見簡章第 5 頁 

非選擇題 

第三節 

專業科目(2) 
12：50 13：00〜14：30 非選擇題 

第四節 

共同科目(2) 
14：50 15：00〜16：00 英文 選擇題(單選) 

註：專業科目題型採非選擇題，可為問答、計算、申論或其他非屬選擇題或是非題之試

題。 

 

(三)試場設置於大台北地區，請於 104 年 12 月 04 日 18:00 起於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網站/中央造幣廠新進人員甄試專區(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查詢考場詳細

地址及應注意事項，並直接由網路列印筆試入場通知書等相關資訊，不另行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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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試(口試)日期：105 年 01 月 18、19 日(星期一、二)於中央造幣廠辦理。 

(一)各類別依筆試總成績高低順序，錄取名額為 1 名者，按 10 倍人數通知參加口試；餘

按其錄取名額 5 倍人數通知參加口試。若口試前資格審查合格人數不足，則依序通

知至預定口試人數；筆試成績有一科目零分者，不得參加口試。 

(二)達口試標準者，請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09:00 起至中央造幣廠網站查詢及列

印口試入場通知書。 

(三)經公告得參加口試資格者，須於 105 年 01 月 08 日(星期五)前(郵戳為憑)，將相關證

明文件影本以掛號郵寄至(33353)桃園市龜山區振興路 577 號「中央造幣廠人事室收」，

以利資格審查，凡逾期、未繳附或資格不符者，均取消口試資格。相關證明文件影

本如下： 

1.報考人個人相關資料，含文件資料檢核表、個人資料表及自傳各 1 份(相關表單請

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由中央造幣廠網站公佈欄下載使用，請以正楷確實填寫各項報

名資訊，其中文件資料檢核表並須簽章同意授權本廠在本次甄試事務運用)。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3.畢業證書影本 1 份(如係國外學歷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畢業證

書影本及中文譯本，如不便認證，報考人得自行翻譯成中文，並自負法律責任；原

本請影印後附繳，及國外學校歷年成績證明(成績單)影本及譯本)。 

4.其他相關資料：如專業證照、技術士證、語言能力檢定、個人優良表現等資料影本

(作為口試「專業技術及證照」及「才識」項目評分之參考依據，請儘量提供)。 

(四)除錄取及備取人員外，報考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如欲索回者，請檢附掛號回郵信封，

俟錄取名單公布後原件寄回。 

肆、應試注意事項(詳細規範請詳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站及測驗入場通知書相關說明) 

一、第一試(筆試)： 

(一)應考人須持入場通知書及具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限國民身分證、駕照、護照或健保

IC 卡，請擇一攜帶；護照須於有效期間內)入場應試，並置於桌面指定區域以備查驗，

必要時，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得要求對應考人拍照存證。未攜帶身分證件正本者，

一律不得入場應試。 

(二)應考人應於測驗預備鈴響時依座號就座，第一節測驗開始後遲到 10 分鐘(含)內得准許

入場，其餘節次須準時入場，凡逾時者一律不得入場應試。每節測驗開始 45 分鐘後

至結束前 5 分鐘始得離場；測驗期間應考人未經同意擅自離場者，該科以零分計。 

(三)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座位標

籤號碼、甄試類科等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四)請自備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修正帶(液)等文具。 

(PS.請勿將筆盒、筆袋…等非考試指定書寫或修正用物品置於應考座位，如攜帶透

明墊板至考場應試時，請勿於上方書寫任何文字、數字或符號，經勸阻無效，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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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意使用者，該科依試場規則情節輕重予以扣分；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

結束後歸還。) 

(五)應考人除應試文具之外，其餘個人物品請置於教室前後方指定區(非個人座位下方或左

右)。 

(六)應試時請詳閱試卷題頭說明及配分，並依規定在答案卡(卷)上作答。 

(七)答案卷依下列各項規定作答： 

1.限用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修正帶(液)等文具作答。 

2.每人每節限使用一本，內頁不得自行撕毀，請應考人衡酌作答。 

3.答案卷須保持清潔完整，請勿折疊、破壞或塗改入場通知書號碼及條碼，亦不得書

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違者該科依試場

規則情節輕重予以扣分。 

4.答案卷請從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八)測驗期間嚴禁使用行動電話或其他具可傳輸、掃描或交換或儲存資料功能之電子通訊

器材，違者該節成績以零分計。 

(九)請務必將鐘錶之鬧鈴及整點報時功能關閉，如於測驗中發出聲響者該節成績以零分

計。 

(十)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含外封套或保護套且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

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亦不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

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除該科扣 10 分外；該電子

計算器將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十一)應考人若於當節測驗結束鈴(鐘)響前繳卷者，應將試題卷及答案卡(卷)併同繳回監試

人員，若未同時繳回試題卷及答案卡(卷)者，該科以零分計。 

(十二)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如於測驗期間發現，將收回試卷、答案卡(卷)，不

得繼續應考，並應於規定可離場時間後，始得離場；如於測驗後成績公告前發現，

其已測驗之各節成績，均認無效；如於成績公告後發現，合格者撤銷其合格資格，

未合格者取消其成績。 

1.冒名頂替； 

2.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考證件； 

3.互換座位、答案卡(卷)或試題； 

4.傳遞文稿、參考資料、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 

5.夾帶書籍文件或電子資料； 

6.故意不繳回答案卡(卷)； 

7.在桌椅、文具或肢體上或其他處所，書寫有關文字； 

8.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9.窺視或抄寫他人答案卡(卷)、試題； 

10.其他破壞試場秩序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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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情節涉及刑責，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得向檢察或警察機關告發。 

(十三)應考人有下列情事，如經監試人員制止而再犯者，視其情節輕重，酌扣該科目成績

5 分至 20 分： 

1.每節測驗開始鈴響前，即擅自在答案卡(卷)上書寫。 

2.測驗結束鈴響時，仍繼續作答。  

3.在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座號或其他不應有之文字、記號或自備稿紙書寫。 

(十四)應考人於測驗當日每節測驗時間結束後，得向試場監試人員索取考畢之試題。 

各類科試題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12：00 起於甄試專區公告。應考人對試題

如有疑義，請於 104年 12月 14日(星期一)12：00起至 104 年 12月 15 日(星期二)18：

00 止至甄試專區申請，逾期及其他方式申請者，恕不受理。 

(十五)其他應試須知，詳如測驗入場通知書及試場張貼之試場規則所示，請應考人於應試

前詳讀各有關規定，以免影響本身權益。 

(十六)若違反上述試場規則，於測驗後發現者，仍依本規定處理。 

二、第二試(口試)： 

(一)經公告得參加口試者須持具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限國民身分證、駕照、護照

或健保 IC 卡，請擇一攜帶；護照須於有效期間內)入場。未攜帶身分證件正本者，一

律不得入場應試。 

(二)早到者，恕不受理；惟凡逾報到時間經唱名三次未到者，視為棄權，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補測。 

(三)有關口試之流程、進行方式及應注意事項等資訊，可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09:00

起至中央造幣廠網站查詢(http://www.cmc.gov.tw)。 

伍、成績計算及錄取標準 

一、成績計算：(所有成績均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一)筆試成績占總成績 70%，各科成績以 100 分計，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二)分類職位：按國文(作文及公文)占 15﹪、英文占 15﹪、專業科目(1)占 35﹪、專業科

目(2)占 35%之比例計算筆試成績。 

(三)評價職位：按國文(作文與選擇題)占 15﹪、英文占 15﹪、專業科目(1)35﹪、專業科

目(2)占 35%之比例計算筆試成績。 

(四)筆試成績相同者，依序以專業科目(1)、專業科目(2)、國文、英文之原始分數高低決

定排序。 

(五)口試成績占總成績 30%；口試成績以 100 分計，並依下列與工作相關之構面進行綜

合評分。 

1. 儀態：15 分(包括禮貌、態度、舉止)。 

2. 言辭：15 分(包括聲調、語言表達能力)。 

http://www.cm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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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技術及經驗：30 分(專業知識、專業技術、證照(除指定加分證照外))。 

4. 才識：40 分(包括志趣、問題判斷、分析)。  

二、錄取標準： 

(一)依筆試及口試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口試成績未達 60 分者不予錄取。總成績相

同者依序以筆試、口試成績高低決定之。如仍為同分時，依序以專業科目(1)、專業

科目(2)、國文、英文之原始分數高低決定排序。 

(二)各類科錄取名額相互間不得流用，甄試結果得不足額錄取。 

(三)備取名額得視實際需要，依總成績擇優決定備取人員。 

陸、筆試成績複查 

一、第一試(筆試)測驗結果評定後，應考人若需申請複查，請於 104年 12月 22日(星期二)09:00

至 104年 12月 23日(星期三)18:00前至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中央造幣廠新進人員甄試

專區申請，逾期恕不受理，相關注意事項及申請流程如下： 

(一)申請複查時須付工本費每科 50 元，另收取 25 元掛號郵資(如：複查一科為 75 元，

複查二科為 125 元，複查三科為 175 元，複查四科為 225 元)，應考人請於繳費期限

內完成繳款。 

(二)應考人逾期繳款，除不受理該項複查申請外，並將進行退款，申請採 ATM 轉帳或臨

櫃匯款退費者，須扣除匯費 30 元後退還餘款；若應考人申請後未於繳費期限內繳款

者，則該項申請單逾期後將自動作廢。 

二、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選擇題部分係再重新閱卷；非選擇題部分係將各題所得之分

數加總，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或提供參考答案；應考人亦不得要求閱覽、複印答案卡(卷)

或要求告知命題委員、口試委員之姓名及其他有關資料。 

三、未通過筆試測驗之應考人，如經複查結果其實際成績已達該類科筆試成績最低錄取標準

者，即予更正筆試測驗成績，並通知該應考人參加第二試(口試)；原已通過筆試測驗之

應考人，經複查發現其成績低於該類科筆試成績錄取標準者，即取消其參加第二試(口試)

資格，該應考人不得異議。 

四、複查結果通知書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前以掛號寄發通知，並輔以手機簡訊通知。 

柒、甄試結果公告 

一、第一試(筆試)結果於 10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18:00 公告，請應考人自行至印刷工業技

術研究中心網站/中央造幣廠新進人員甄試專區(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查詢，

不另書面通知。 

二、甄試結果於 105 年 01 月 26 日(星期二)09:00 公告，請應考人至中央造幣廠網站

(http://www.cmc.gov.tw/)查詢，書面錄取通知將另行寄發。 

捌、進用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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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用： 

(一)錄取人員逾通知報到期限而未報到者，即視為放棄，並註銷錄取資格，由備取名次

順序遞補。如因服兵役無法立即報到，得檢具事證申請保留錄取資格，其保留期限

不得逾法定役期，並應於退伍後依限報到。 

(二)分類職位行政類科預計報到日為 105 年 9 月；評價職位機械類科預計報到日正取 1

名 105 年 9 月，1 名 105 年 11 月，2 名 105 年 12 月，其餘錄取人員另函通知最晚於

105 年 3 月 1 日前報到上班。 

(三)錄取人員報到後，中央造幣廠將依實務需要、職位需求及個人專長分發單位，錄取

人員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分發單位。 

(四)備取人員候用有效期間至 106 年 1 月 31 日止。期限屆滿仍未獲通知遞補者，不得要

求本廠進用 

二、待遇： 

(一)分類職位：為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不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亦不送銓敘機關銓敘；

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以分類職位 3 等 1 級試用，月支 40,765 元；退休撫卹資遣比照

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 

(二)評價職位：為純勞工身分；參加勞工保險，以評價職位 5 等 1 級試用，月支 27,180

元；退休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撫卹資遣適用勞動基準法。 

(三)試用及派僱用薪給如遇中央造幣廠待遇調整比照辦理，爾後之升等調派依中央造幣

廠有關規定辦理。 

(四)分類職位試用期為 4 個月，評價職位試用期 3 個月，試用期滿考核成績合格予以進

用，其不合格者依中央造幣廠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及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進用人員不得要求以較高學歷或考試(如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或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等)及格資格核薪。 

四、中央造幣廠現職人員報名參加本甄試錄取者，應辦理離職手續，始予進用，並依本簡章

有關規定辦理，報考人請審慎考量，倘無法配合者，請勿報考。 

五、錄取進用後如發現所繳證件或資料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情事，除須自負法律責任

外，並即終止勞動契約。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應考人為報名「中央造幣廠 104 年新進人員甄試」須提供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

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教育、職業與聯絡方式等，將由中央造幣廠及印刷工業技術

研究中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僅限於製作甄試相關表

單、甄試相關事項通知與資料分析，及告知應徵者個人資料蒐集聲明事項及保存期限一

年，備取人員個人資料保存至 106 年 1 月 31 日止，與查閱、請求複製本、更正資料、要

求停止處理利用或刪除權利行使方式。如未提供或補正上開個人資料以識別身分者，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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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放棄參加甄試資格。 

二、考試有關訊息登載於下列網站，歡迎上網查閱。 

(一)中央造幣廠 http://www.cmc.gov.tw/。 

(二)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站/中央造幣廠新進人員甄試專區

(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洽詢專線電話：(02)29990016，服務時間：週一

至週五 9:00~17:30。 

三、應考人於報名前，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應考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內容，如有

不符報名資格條件情事者，將不予進用或終止勞動契約。 

四、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中央造幣廠或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五、應考當日如遇颱風、豪雨等不可抗拒之天災，敬請密切注意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所發布之相關訊息，以確認本甄試是否延期。 

 

附錄 

一、 分類職位化學類科命題大綱： 

（一） 分析化學(含儀器分析) 

1. 數據品質之評估 

2. 定量分析：重量分析與容量分析 

3. 光譜分析：紫外/可見光、原子吸收/放射、X 光螢光 

（二） 物理化學 

1. 化學熱力學 

2. 化學反應動力學 

3. 量子化學 

（三） 命題大綱為考試範圍之例示，相關之綜合性、應用性試題仍屬命題範圍。 

二、 分類職位材料工程類科命題大綱： 

（一） 物理冶金 

1. 金屬缺陷與結構 

2. 金屬凝固 

3. 差排理論(含強化機構)與塑性變形 

4. 退火與熱處理 

5. 相及相變化 

6. 擴散 

7. 非鐵合金基礎與冶煉(銅、鎳、鋁、鋅、鈦金屬及合金) 

8. 材料破損機構 

9. 材料分析(XRD、TEM、SEM+EDS、AES、分光分析儀等) 

（二） 材料科學 

1. 結構、性質與製程 

2. 各類材料(金屬、陶磁、高分子等)性質(物性:聲、光、電、磁、熱等；化性如氧化還

原與腐蝕、機械性質等) 

http://www.cmc.gov.tw/


中央造幣廠 104 年新進人員甄試簡章  第 14 頁/共 27 頁 

3. 差排與強化機構  

4. 金屬合金的應用與加工  

5. 複合材料(金屬基)  

6. 材料之腐蝕與劣化(含基礎電化學理論與金屬表面處理)  

三、 證照種類及加計標準 

（一） 分類職位 

類 科 證照種類及加計標準 

機械工程 1. 持有品質技術師 CQT 證照者，加計筆試總分 5%。 

2. 持有品質工程師 CQE 證照者，加計筆試總分 15%。 

電機工程 1. 持有「工業配線」技術士證者，加計筆試總分：甲級

30%、乙級 20%、丙級 5%。 

2. 持有「室內配線」技術士證者，加計筆試總分：甲級

25%、乙級 15%、丙級 5%。 

3. 持有經濟部電匠考驗合格者，加計筆試總分：甲種

15%，乙種 5%。 

（二） 評價職位 

類 科 證照種類及加計標準 

電機 1. 持有「工業配線」技術士證者，加計筆試總分：甲級

30%、乙級 20%、丙級 5%。 

2. 持有「室內配線」技術士證者，加計筆試總分：甲級

25%、乙級 15%、丙級 5%。 

3. 持有經濟部電匠考驗合格者，加計筆試總分：甲種

15%，乙種 5%。 

4. 持有「配電線路裝修」技術士證者，加計筆試總分：

甲級 25%、乙級 15%、丙級 5%。 

環工 持有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證照者，加計筆試總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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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學門 化學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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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門 機械工程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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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群》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class_info/D01.html 

資訊工程學類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電子資訊組)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電機資訊學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資訊科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組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12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20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30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43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62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12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12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11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30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3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30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30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61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11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22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3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70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1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11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2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21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3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44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41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51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61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81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12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81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99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03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11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501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511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530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81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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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軟體工程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不分系榮譽班  

資訊工程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A組  

資訊工程學系 B組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技術與雲端運算組)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電子與數位系統設計組)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生活與服務設計組)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電子組)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大葉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及設計組)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自然組(桃園校區)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社會組(桃園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高雄校區)  

長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社會組)  

科技工程與管理學系(社會組)  

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組)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台北校區)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台北校區)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生物資訊組  

醫學資訊學系醫學資訊技術組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應用組  

康寧大學  數位應用學系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應用組)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內容組)  

生物資訊學類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94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90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94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4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44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44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52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5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74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71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3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1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3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90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03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0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00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00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01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23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31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31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33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50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64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64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62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01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12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11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13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9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792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791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81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80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00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0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20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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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輔仁大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中華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生物資訊組  

醫學資訊學系醫學資訊技術組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生醫資訊組)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醫學工程組)  

資訊傳播學類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資訊組)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傳播組)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應用組)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互動藝術組)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遊戲設計組)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自然組(桃園校區)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社會組(桃園校區)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真理大學  人文與資訊學系(台北校區)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台北校區)  

開南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康寧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明道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媒體傳播組)  

資訊傳播學系(影視媒體組)  

數位媒體設計學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產品與室內設計組  

設計學系平面與媒體設計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大葉大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13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32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01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500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05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61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31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81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80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1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2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600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600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4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7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1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3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1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01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00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62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60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7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793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793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01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20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31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1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4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24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20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2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51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6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91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90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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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動畫影視組(桃園校區)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多媒體遊戲組(桃園校區)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新媒體設計組(臺北校區)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數位 3D動畫設計組(臺北校區)  

長榮大學  創新互動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數位內容創作學士學位學程  

開南大學  創意產業與數位電影學士學位學程  

數位空間與商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自然組)  

數位設計學系(社會組)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動畫設計組)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圖書資訊學類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數位學習學類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公費-新竹市)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公費英語-桃園市)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公費音樂-桃園市)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亞洲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行動商務組)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應用組)  

資訊管理學類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組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54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63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62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70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73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03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02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00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13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11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12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02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01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30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30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1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3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10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40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02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31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70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71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71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7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8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03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40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2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1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12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33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62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62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32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61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3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3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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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應用軟體開發組)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與雲端商務組)  

資訊管理學系(商業智慧組)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系統設計組)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華梵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多媒體應用組  

玄奘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人文與資訊學系(台北校區)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應用組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70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72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40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8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1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80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03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011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510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5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8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091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40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73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3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83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201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00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302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017.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20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31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31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41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50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62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73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724.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470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011.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01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10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90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92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651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7928.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7935.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023.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1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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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學系網路與多媒體組  

資訊應用學系資訊系統與管理組  

資訊應用學系學習與數位科技組  

亞洲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應用組)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行動商務組)  

電子商務學類  

大同大學  資訊經營學系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開南大學  多媒體與行動商務學系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00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019.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01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10.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13426.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1902.html
http://campus4.ncku.edu.tw/uac/cross_search/dept_info/0501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