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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學業成
績」全校排名
百分比標準

各類學群
招生校系數

國立交通大學

http://exam.nctu.edu.tw/                

學校地址 (300)新竹市大學路1001號                 

一、學校基本資料：

二、重要招生資訊：

三、重要事項說明：
本招生放榜後，本校將轉貼錄取名單於http://exam.nctu.edu.tw ，本校不另寄發通知，亦不另辦理報到。
本校註冊組將於8月中旬通知錄取生註冊入學。
大學部女生100%提供宿舍;大學部男生1、2年級100%提供宿舍，大學部男生平均供宿率97%。
宿舍相關資訊業務諮詢：住宿服務組(電話:03-5131495)。
人文社會學系及傳播與科技學系在本校竹北六家校區上課(校區間有交通車)，
地址: 302新竹縣竹北市六家五路1段1號;
其餘學系皆在新竹光復校區上課，地址: 300新竹市大學路1001號。

學校網址

＊(  )內數字表外加名額招生校系數。招生校系數

傳真電話

聯絡電話

03-5131598          

03-5131390 # 31390     

共 27 校系( 9 校系)

學校代碼 013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組                            

轉系規定
無限制。

校系分則

第一類5校系(4校系)

第五類--校系(--校系)

第二類21校系(5校系)

第六類--校系(--校系)

第三類1校系(--校系)

第七類--校系(--校系)

第四類--校系(--校系)

第八類--校系(--校系)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管理與財務金融學系
財務金融組             

可填志願數 5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2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4可填志願數

資財系財務金融組以堅強師資培養未來金融市場的領袖人才，提供財務金融領域的學習環境，包括公司財管、證券
投資、衍生性商品、財務工程、風險管理、金融機構管理等方向。同學並可透過選修資訊相關課程，整合資訊技術
應用於財金知識的絕佳競爭力。本系入學或在學成績優異之學生，在符合所有相關規定及辦法下，可於在學期間出
國進修半年至一年。電話：03-5131358；傳真：03-5729915，網址：http://www.imf.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總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1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前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前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管理科學系             
                       

可填志願數 5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6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管科系以培養未來企業專業經理人及領袖人才為目標，提供一般管理包含行銷學、財務管理、管理資訊系統、生產
與作業管理及人力資源管理等課程訓練，並可透過選修，選讀專門管理科目，發展專業管理專長。
學系電話:03-5719477；傳真:03-5713796；E-mail:ysm@mail.nctu.edu.tw；網址:http://www.ms.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總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2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前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可填志願數 5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5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4可填志願數

本系培養新時代的媒體創新者與領導者。擁有亞洲地區最頂尖的數位虛擬攝影棚與傳播科技設備，本系特色在於打
破傳播科系採媒體分系形式，強調以知識與能力為分維的學習架構，及不同媒體的整合與創作，打造第一、二類組
同學成為跨領域、國際化及具創造力的人才。
電話：03-5131513 ; 傳真：03-5509658 ;
E-mail：hsinyu@mail.nctu.edu.tw ; 網址：http://dct.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6、學測自然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3 國文 頂標

英文 頂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前標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可填志願數 5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6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4可填志願數

電話：03-5731661
傳真：03-5726037
網址：http://www.fl.nctu.edu.tw
Email：huiyingtsou@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6、學測總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4 國文 前標

英文 頂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前標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可填志願數 5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7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4可填志願數

為培養學生跨領域的人文與社會專業知識，具備前瞻、創新與獨立思維的能力，本系提供「人類學與社會學」、「
文化產業」、「族群與文化」、「客家社會與文化」共四個學程。這些完整且多元的專業領域學程設計，將使學生
在未來的全球化與多元族群的社會，更具競爭潛力與彈性，奠定實務工作領域或學術研究深造的基礎。本系擁有堅
強的師資陣容，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基礎，以台灣、中國西南和華南，以及東南亞的區域與族群研究為強項。
電話:03-5131394 ; 傳真:03-6580677
E-mail:seveniceice@mail.nctu.edu.tw ; 網址:http://hs.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6、學測數學級分                                                 

7、學測總級分                                                   

3、學測社會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5 國文 頂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前標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資訊學士班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3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班採菁英教育，培養具國際觀及高創意之電機資訊跨領域人才。大一、大二著重電機資訊領域基礎課程，大
三、大四自由選修電機資訊領域專業課程。
2.依據本班「甄選優秀學生短期出國留學與獎助辦法」辦理，成績符合者，名額不限，全額獎助美國一學期最高40
萬元，歐洲一學年最高30萬元之獎學金。電話：03-5131360；傳真：03-5734584；網址：
http://www.eecshp.nctu.edu.tw；E-mail：eecshp@mail.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學測社會級分                                                 

7、學測總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6 國文 頂標

英文 頂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頂標

自然 頂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奈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
學程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4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奈米學士班以培育跨領域之奈米電子、奈米光電、奈米材料及奈米生科人才為學術界及高科技產業界所用。
2.依據本校「學士班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金辦法」，本班學生只要成績優異，不限名額，補助至國外大學
進行交換學生，以培訓國家奈米科技所需之基礎人才。
3.電話:03-5731676；傳真:03-5735390；網址:http://www.nano.nctu.edu.tw；
E-mail:nano@nctu.edu.tw；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NCTU.Nano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總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7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前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理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乙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1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跨領域雙學位『科學學士學位學程』提供跨領域基礎科學之訓練，進而培養科學研發及高科技單位之跨領域人才為
目標。本學程（乙組）之學生設定「應用數學系」為主修學系，透過精心安排之跨領域課程及多元學習環境，由雙
導師積極提供生活輔導及學習諮詢。本班學生成績符合規定，可獲獎學金於寒暑假參與國內外短期研習(10萬)，及
大三、大四時赴國外留學一學期或一學年(30萬)，本班輔助大二以上同學參與跨領域研究團隊之專題研究，提供五
年取得碩士或逕讀博士班之機會。電話：03-5712121(分機31452)；傳真：03-5734448；網址：
http://www.isdp.nctu.edu.tw/；E-mail: isdp@faculty.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總級分                                                   

6、數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8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前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前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理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丙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1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跨領域雙學位『科學學士學位學程』提供跨領域基礎科學之訓練，進而培養科學研發及高科技單位之跨領域人才為
目標。本學程（丙組）之學生必須選定「應用化學系」為主修學系，透過精心安排之跨領域課程及多元學習環境，
由雙導師積極提供生活輔導及學習諮詢。本班學生成績符合規定，可獲獎學金於寒暑假參與國內外短期研習(10萬)
，及大三、大四時赴國外留學一學期或一學年(30萬)，本班輔助大二以上同學參與跨領域研究團隊之專題研究，提
供五年取得碩士或逕讀博士班之機會。電話：03-5712121(分機31452)；傳真：03-5734448；網址：
http://www.isdp.nctu.edu.tw/；E-mail: isdp@faculty.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總級分                                                   

6、化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自然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09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前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前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14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招生目標：招收具有獨立思考、主動積極，對電子、電機、資訊領域有興趣之學生。強調基礎理論、實驗科學、工
程應用與國際學程。另依據本系留學暨獎學金施行辦法(詳見本系網頁)，提供獎學金鼓勵學生赴國外一流大學就讀
一學期或一學年，並得攻讀雙聯學位。本系與園區公司及國外大學也合作提供多元實習機會，培育本系學生成為電
子菁英與領袖人才。www.ee.nctu.edu.tw；E-mail: monicachiu@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0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頂標

總級分 頂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2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組特色：1.第一志願入學學生可享公費獎學金54萬元，含四學年免學雜費及電機甲組菁英培育計畫出國獎學金2.
創新創業潛力種子50萬逐風天使獎學金3.本組學生依交大電機甲組菁英培育計畫與歐美一流名校交換一年，建立國
際觀，與國際接軌。教育目標：強調電機電腦軟硬體雙專業，涵蓋資訊、電子、通訊之整合型訓練，培育學生創新
創業能力，發揮所長至大數據、雲端、機器人、積體電路、無線通訊、物聯網、智慧城市等國家重要目標產業。電
話:03-5712121(分機54070)；傳真:03-5166331；網址:http://www.dece.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總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1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

自然 頂標

總級分 頂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38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本組特色：1.在學成績優異者，可申請出國獎學金30萬元，至歐美一流名校交換一年，建立國際觀，與國際接軌。
2.創新創業潛力種子圓夢獎學金。教育目標：強調電機電腦軟硬體雙專業，涵蓋資訊、電子、通訊之整合型訓練，
培育學生創新創業能力，發揮所長至大數據、雲端、機器人、積體電路、無線通訊、物聯網、智慧城市等國家重要
目標產業。電話:03-5712121(分機54070)；傳真:03-5166331；網址:http://www.dece.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總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2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前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9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光電是迷人的基礎科學，也是跨領域尖端科技。本系位於新竹校區，招收求知慾強烈，喜歡創造新知，或喜歡利用
所學，開創新用途的高中生。交大光電系安排之課程結合基礎科學與工程，可培養學生實現夢想所需的核心能力。
本系積極輔導同學五年取得學碩士、學士直攻博士、就業和出國進修。入學後成績表現優異，經申請通過者，可獲
獎助至國外一流大學就讀一學期或一年。本系提供清寒學生獎助計畫。相關說明請參見本系網頁：
http://www.ieo.nctu.edu.tw；高中生專區網頁：http://140.113.78.152 ，電話: 03-5712121(分機56304)；傳
真: 03-5735601；E-mail: ieo@cc.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總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3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前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5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特色:1.全國成立最早、規模最大之資工系。2.畢業系友最多。3.就業薪資高。4.課程設計完整。5.提供
逕讀博士及五年完成學、碩士之修業管道。6.提供優秀學生獎學金赴國外一流大學就讀一學期或一年。
二、聯絡方式：電話：03-5715900；傳真：03-5721490；E-mail:office@cs.nctu.edu.tw；網址：
http://www.cs.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2、數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4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頂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8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特色:1.全國成立最早、規模最大之資工系。2.畢業系友最多。3.就業薪資高。4.課程設計完整。5.提供
逕讀博士及五年完成學、碩士之修業管道。6.提供優秀學生獎學金赴國外一流大學就讀一學期或一年。
二、聯絡方式：電話：03-5715900；傳真：03-5721490；E-mail:office@cs.nctu.edu.tw；網址：
http://www.cs.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2、數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5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頂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路與多媒
體工程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8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特色:1.全國成立最早、規模最大之資工系。2.畢業系友最多。3.就業薪資高。4.課程設計完整。5.提供
逕讀博士及五年完成學、碩士之修業管道。6.提供優秀學生獎學金赴國外一流大學就讀一學期或一年。
二、聯絡方式：電話：03-5715900；傳真：03-5721490；E-mail:office@cs.nctu.edu.tw；網址：
http://www.cs.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2、數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6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頂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9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電話：03-5712121 (分機55302)
傳真：03-5724727
網址：http://www.mse.nctu.edu.tw
Email：lang@mail.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7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12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電話：03-5131477
傳真：03-5720634
網址：http://www.me.nctu.edu.tw
E-mail:beauty@mail.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總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8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前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前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11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系課程設計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著重於土木與建築工程技術、資通訊及管理技術之結合，開發先進工程科技及
資源管理系統，並應用於防災與永續地球環境。就業單位寬廣，包含政府部門、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及營造公司、
台電等，及透過技師證照（土木、結構、大地、水利、測量、工地安全等技師）之取得自行開業。電話：
03-6126512；傳真：03-5716257；E-mail：yfzou@mail.nctu.edu.tw；網址：http://www.cv.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19 國文 前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前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電子物理學系光電與奈米
科學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3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系在教學及研究方面兼具基礎物理、凝態物理、半導體電子、光電科技、及奈米科學，以培養具扎實學理基礎之
高科技人才。為提升學生之國際視野及外語能力，採中英文教學，並輔導同學參加本校之跨國學習及研究方案。另
積極輔導同學參與各實驗室專題，累積研究能力，得以參加五年一貫、逕讀等直升方案，縮短碩博士修業時程。此
外，學測成績71級分(含)以上，且每學期成績在該班排名前20%(含)者，即可獲得學業成績績優獎學金四年總計24
萬元；72級分(含)以上且滿足前述條件者，另可獲得赴國外短期留學獎學金30萬元(詳細辦法見本系網頁)。電話：
03-5712121轉56199；網址：http://www.ep.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學測總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20 國文 前標

英文 頂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前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電子物理學系電子物理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3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系在教學及研究方面兼具基礎物理、凝態物理、半導體電子、光電科技、及奈米科學，以培養具扎實學理基礎之
高科技人才。為提升學生之國際視野及外語能力，採中英文教學，並輔導同學參加本校之跨國學習及研究方案。另
積極輔導同學參與各實驗室專題，累積研究能力，得以參加五年一貫、逕讀等直升方案，縮短碩博士修業時程。此
外，學測成績71級分(含)以上，且每學期成績在該班排名前20%(含)者，即可獲得學業成績績優獎學金四年總計24
萬元；72級分(含)以上且滿足前述條件者，另可獲得赴國外短期留學獎學金30萬元(詳細辦法見本系網頁)。電話：
03-5712121轉56199；網址：http://www.ep.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學測總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21 國文 前標

英文 頂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前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8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電話：(03)5712121(分機：56501)
傳真：(03)5723764
網址：http://www.ac.nctu.edu.tw
E-Mail:anlyysf@mail.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總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22 國文 均標

英文 頂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頂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應用數學系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7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電話:03-5722088
傳真:03-5724679
網址:http://www.math.nctu.edu.tw
E-mail:chenii@mail.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總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23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管理與財務金融學系
資訊管理組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2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資財系資訊管理組以交大在資訊方面的優勢結合管理的學習環境，訓練學生有效整合資訊技術與管理的知識與能
力，並以培育金融等數位經濟企業的資訊服務創新與知識價值創造之領袖人才為宗旨，本系入學或在學成績優異之
學生，在符合所有相關規定及辦法下，可於在學期間出國進修半年至一年。電話：03-5131358；傳真：03-5729915
，網址：http://www.imf.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總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24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前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前標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流管理學系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6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系為國內運輸與物流管理領域排名第一之學系，涵蓋管理、資訊與數量分析相關基礎課程、運輸與物流專業基礎
課程、交通控制與智慧型運輸領域、運輸政策與規劃領域及物流管理領域專業課程。就業管道多元，含：交通運輸
相關公職、顧問公司工程師/顧問、運輸產業經理人及高階主管、交通運輸相關應用資通訊產業工程師/顧問、全球
運籌管理專業經理人、採購規劃師、供應鏈管理經理人。電話：03-5712121（分機57202）；傳真：03-5720844；
網址：http://www.tlm.nctu.edu.tw；E-mail：cherry@cc.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25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前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可填志願數 11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8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電話：03-5131328
傳真：03-5729101
網址：http://www.iem.nctu.edu.tw
E-mail：yyh@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2、數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26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可填志願數 1

學群類別 第三類學群

11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電話:03-5712121 (分機56930)
傳真:03-5751898
網址:http://www.life.nctu.edu.tw
E-mail:meiling@mail.nct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總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01327 國文 均標

英文 頂標

數學 頂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頂標

總級分 --

英聽 --

〈本頁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