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招生委員會通知
准考證號：«准考證號»

«郵遞區號»

系

所：«學系名稱»

«通訊地址»

組

別：«組別»

(限時專送)

«考生姓名»

身 分 別 ：«身分別»

受 文 者：«考生姓名»

君

收

«序號»

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2 日
發文文號：東茂教字第 1072200411 號
聯 絡 人：王凌莉
聯絡電話：(04)2359-0121＃22602
附

件：東海大學教學區平面示意圖、系所聯絡資訊

主

旨：台端參加本校１０７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經錄取如下。請依規定時間辦理報
到或遞補報到手續，相關事項如說明，請查照。

說

錄取系組

考試結果

«學系名稱» «組別»

«正備取»第«名次»名

明：

一、成績單：請自行逕至報名網頁→【考試結果】查詢及列印(本校不另寄發紙本成績單）。
二、正取生報到及備取生遞補作業：分「網路報到」登記及「新生繳驗證件」辦理。
報到作業

正取生

繳驗證件

網路報到登記
印專用信封/切結書

5/24 上午 10 時至
5/31 中午 12 時止 備妥應繳文件

5/24 至 5/31 到件
(郵戳為憑)
郵寄至錄取系所

備

逕上【報到
作業】列印
報到證明書

到件

取

缺額公告

生

6/5 起每週二公告於報

名額

名網頁【招生公告】 出缺

錄取身分

符合遞補
資格備取生

網路報到
登

記

（規定期限內）

印專用信封/切結書

備妥應繳文件

繳驗證件
依遞補公告期限
郵寄至錄取系所

作業事項及說明
1. 請使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
2. 網路報到登記：107年5月24日上午10時至5月31日中午12時，逕上報名網頁
(http://recruit.thu.edu.tw→博士班考試入學)→【報到作業】→點選報到「檢核

正取生

3.

資料」→確認考生基本資料→上傳二吋照片(註2)→送出，列印考生基本資料表。
繳驗證件：【報到作業】→列印繳驗證件專用信封封面/切結書(應屆畢業生)，
於5月31日(含)前以「限時掛號」方式(郵戳為憑)，將應繳文件(如下頁)郵寄或
於本校上班時間親送至本校錄取系所辦理。

4. 未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者，即視同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錄取身分

作業事項及說明
1. 正取生報到後之缺額，預定於107年6月4日公告在報名網頁【招生公告】。

備取生

2. 如有名額出缺時，依該系所之備取生名次高低依序遞補。
名額出缺→公告遞補名單(每週二公告，請考生自行逕上報名網頁→【招
生公告】查詢)→符合遞補資格之備取生，依規定期限辦理「網路報到」
登記，並將繳驗證件資料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或親送至錄取系所，逾
期以放棄入學資格論。
*

未依規定辦理，視同放棄入學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

遞補作業：107年6月5日至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

註 1：考生報到情況及遞補進度，請逕至報名網頁→【報到狀況】查詢。
註 2：上傳照片，請將 2 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檔上傳，樣式比照身分證照片，檔案名
稱以英文或數字命名，附檔名(jpg/gif/png)，大小請勿超過 1MB。
註 3：網路報到登記成功傳送者，招生系統隨即以簡訊寄發確認通知，亦可自行逕上
報名網頁→【報到作業】查詢確認登記資料是否成功傳送。
三、應繳文件：
(一) 考生基本資料表(報名網頁→【報到作業】列印)：請自行粘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 2吋正面脫帽證件照1張(背後書寫錄取系組、考生基本資料表編號及姓名；浮貼在
資料表左上角，請勿使用訂書針或迴紋針)。
(三) 工作年資證明：(因故延遲繳交者，須填具切結書)
以在職生身分報考者，請繳交累計至 107年4月 27日止符合報考系所規定之工作年
資證明正本。
※社工系錄取生報到，須繳交「專職社會工作相關實務經驗證明」正本。
(四) 學歷(力)證件原始正本(中文版；境外學歷英文版)：須依考生網路報名時所登錄符
合報考資格之學歷為準。應屆畢業生或因故須延遲繳交者應填具「切結書」
，並於切
結期限內繳交(若有任何問題，敬請致電各錄取系所)，逾期未繳交者以自願放棄入
學資格論；本件約於註冊入學一個月後發還。
1. 已畢業：繳交畢業證書原始正本。
2. 應屆畢業生：先填具延遲繳交學歷證件「切結書」（報名網頁→【報到作業】
列印使用），並於本校規定期限內繳交畢業證書原始正本。
3. 以同等學力報考之錄取生：
(1) 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者，請繳交學士畢業證書原始正
本及有關專業訓練二年以上證明正本(累計至107年4月27日止)。
(2) 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者，請繳交學士畢業證書原始正本及從事與所報考系
所相關工作五年以上證明正本(累計至107年4月27日止)。

4. 持國外學歷資格報考之錄取生，請繳交以下文件：
(1)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正本各一份。(中、英
文以外之語言，應加附認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2)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修業起訖期間之入出國紀錄正本一份（報考人
如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本項資料）。
(3) 持大陸地區學歷報考者，其學歷查驗說明請參見報名網頁→【文件下載】→
大陸高等學校學歷採認說明及流程。
5. 具僑生身分者(一般生)，應繳交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通知書或僑務委員會
核發之僑生身分證明文件，否則不予認定。
四、注意事項：
(一)同時報考二個（含）以上系所，惟同獲錄取者，僅能選擇其中一個系所組報到及入
學就讀。
(二)凡未按規定時間辦理報到，或未按時繳交學、經歷證件原本者，以放棄入學資格論。
(三)錄取考生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或所繳學經歷證件有偽造、變造、假借、塗改等
情事，即取消其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證明。如於畢業後始
發覺者，除勒令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四)報到後因故放棄入學資格時，請填寫「報到後放棄入學聲明書」(報名網頁【文件
下載】列印使用)，向本校錄取系所辦理。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
求撤銷，考生應先慎重考慮。
(五)錄取生入學後之修業規定及學籍須遵守教育部相關法規及本校學則之規定。
(六) 本校研究所學生需於入學後修習「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未通過者，至遲須於
申請學位考試前完成修習。
(七) 宿舍相關問題，請逕上本校學務處住宿輔導組網頁查詢或電洽(04)2359-0270。
(八) 兵役問題，請逕上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或(04)2359-0121轉23105。
(九) 新生入學須知及資訊網路帳號啟用碼等紙本資料，預定開學前二週由註冊組寄發。
(十) 對於報到作業程序如有疑問，請洽錄取系所或招生組(04)2359-0121轉22602。

東海大學招生委員會

學院

系

所

聯

絡

資

訊

承辦人

中文系

40704 東海大學 858 號信箱
人文大樓 5 樓 H550

http://chinese.thu.edu.tw
(04) 23590208

劉瑞玲

哲學系

40704 東海大學 960 號信箱
人文大樓 4 樓 H453

http://philo.thu.edu.tw
(04) 23590420

林楓琇

應物系

40704 東海大學 803 號信箱
大智慧科技大樓 1 樓 ST117

http://phy2.thu.edu.tw
(04) 23590121 轉 32100

林倖雅

化學系

40704 東海大學 864 號信箱
化學系館 2 樓 CH210

http://chem.thu.edu.tw
(04) 23590248

藍恩慈

生科系

40704 東海大學 851 號信箱
生命科學系館 1 樓 LS125

http://biology.thu.edu.tw
(04) 23590121 轉 32401

江文宏

化材系

40704 東海大學 833 號信箱
化工系館 1 樓 CME108

http://chemeng.thu.edu.tw
(04) 23590121 轉 33101

陳瑞秀

工工系

40704 東海大學 985 號信箱
工學院 1 樓 E204

http://www.ie.thu.edu.tw
(04) 23594319 轉 137

曾月香

環工系

40704 東海大學 818 號信箱
理學院 1 樓 S212

http://www.envsci.thu.edu.tw
(04) 23590202

陳阿梅

統計系

40704 東海大學 823 號信箱
管理學院 4 樓 M446

http://stat.thu.edu.tw
(04) 23590121 轉 35702

陳淑姿

40704 東海大學 372 號信箱

http://politics.thu.edu.tw

社會科學院 4 樓 SS426

(04) 23590121 轉 36201

40704 東海大學 853 號信箱

http://soc.thu.edu.tw

社會科學院 5 樓 SS526

(04) 23590121 轉 36305

文

理

工

管理

政治系

社科

社會系

社工系

農

法



畜產系

法律系

40704 東海大學 922 號信箱

http://sociwork.thu.edu.tw

社會科學院 5 樓 SS523

(04)23590121 轉 36503

40704 東海大學 884 號信箱

http://animal.thu.edu.tw

農學院 2 樓 AG210

(04) 23590121 轉 37111

40704 東海大學 820 號信箱

http://law.thu.edu.tw

法律學院 1 樓 L105

(04)23590121 轉 36602

東海大學招生組聯絡資訊：
(04) 23590121#22601~22607／(04) 23598900(專線)
報名網頁：http://recruit.thu.edu.tw→博士班考試入學
407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東海大學教務處招生組

盧韻后

陳妙姿

賴淑霞

張淑錦

趙慧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