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入學辦法簡介 

碩士班入學管道-- 

(A) 甄試入學【每年約十月份開始受理報名；實際報名日期以本校招生組公告為準】 

(表列內容為 108 學年度招生簡章資訊，僅供參考，如有錯誤，請以當年度本校招生組公告之簡章

為準。) 

組   別 自訂報名條件(含學系限制與成

績條件)與研究領域性向說明 
指定繳交資料 甄試項目與 

成績計算 
甲組 

(電力組) 
◎學系限制：無 

◎成績條件：曾修畢電路學、電

子學、電磁學，合

計至少 9 學分者可

申請。 

◎本組為智慧電網、再生能源、

電力電子、電機控制、馬達驅

動、電力系統等相關研究領域

性向。 

1.名次證明 
2.大學歷年成績單(轉
學生需包含轉學前之

成績) 
3.推薦函2封 
4.學習研究計畫書(格
式自訂，限10頁以

內)  
5.自傳(限2頁以內) 
6.個人資料表(系所網

頁下載指定格式) 
7.其他有利申請之資

料，如：專題報告、

著作、獎學金及其他

獲獎資料證明、參加

社團活動情形。 

資料審查：100% 

乙組 
(系統 A 組) 

◎學系限制：凡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均可報名： 
1.電機資訊相關學系學生。 

2.其他科系學生曾修畢電子

學、電路學、電磁學、訊號與

系統合計至少 9 學分者。 

◎成績條件：無 

◎本組為人工智慧(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大數據、機器

人、訊號處理、多媒體、通

訊、控制、系統生物資訊、神

經工程、量子計算與量子通

訊、生醫影像等相關研究領域

性向。 

1.名次證明 
2.大學歷年成績單(轉
學生需包含轉學前之

成績) 
3.推薦函2封 
4.學習研究計畫書(格
式自訂，限5頁以內) 
5.自傳(限2頁以內) 
6.個人資料表(系所網

頁下載指定格式) 
7.其他有利申請之資

料，如：專題報告、

著作、獎學金及其他

獲獎資料證明、參加

社團活動情形。 

資料審查：100% 

丙組 
(系統 B 組) 

◎學系限制：凡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均可報名： 
1.電機資訊相關學系學生。 

2.其他科系學生曾修畢電子學、

1.名次證明 
2.大學歷年成績單(轉
學生需包含轉學前之

成績) 
3.推薦函2封 

資料審查：100% 



電路學、電磁學、訊號與系統

合計至少 9 學分者。 

◎成績條件：無 

◎本組為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

系統晶片、人工智慧晶片、計

算機系統、固態儲存系統、生

醫電子等相關研究領域性向。 

4.學習研究計畫書(格
式自訂，限5頁以內) 
5.自傳(限2頁以內) 
6.個人資料表(系所網

頁下載指定格式) 
7.其他有利申請之資

料，如：專題報告、

著作、獎學金及其他

獲獎資料證明、參加

社團活動情形。 
丁組 

(系統 C 組) 
◎學系限制：數學、物理、化學、

生命科學或相關學

系(非電機資訊或相

關工程學系)學生可

申請。 

◎成績條件：無 

◎本組為人工智慧(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大數據、機器

人、訊號處理、多媒體、通

訊、控制、系統生物資訊、神

經工程、量子計算與量子通

訊、生醫影像等相關研究領域

性向。 

1.名次證明 
2.大學歷年成績單(轉
學生需包含轉學前之

成績) 
3.推薦函2封 
4.學習研究計畫書(格
式自訂，限5頁以內) 
5.自傳(限2頁以內) 
6.個人資料表(系所網

頁下載指定格式) 
7.其他有利申請之資

料，如：專題報告、

著作、獎學金及其他

獲獎資料證明、參加

社團活動情形。 

資料審查：100% 

相關招生資訊，請參考清華大學招生組網頁公告，網址

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B) 考試入學【每年約十二月份開始受理報名；實際報名日期以台聯大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表列內容為 108 學年度招生簡章資訊，僅供參考，如有錯誤，請以當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招生

公告之簡章為準。) 

校系所組 初試科目 [權重] 複試 備註 

清 
華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本組為智慧電網、再生

能源、電力電子、電機

控制、馬達驅動、電力

系統等相關研究領域性

向。 

1.工程數學 C [1] 
2.下列科目任選一科： 
電力系統[1] 
電路學[1] 
控制系統[1] 

3.資料審查[1] 

無 工程數學 A –  
線性代數、複變、常

微分方程 
工程數學 B –  
線性代數、機率 
工程數學 C – 
線性代數、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偏微

分方程) 
 
※資料審查: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本組為人工智慧(深度學

1.工程數學 B[1] 
2.下列科目任選一科： 
訊號與系統[1] 

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習、機器學習)、大數

據、機器人、訊號處

理、多媒體、通訊、控

制、系統生物資訊、神

經工程、量子計算與量

子通訊、生醫影像等相

關研究領域性向。 

通訊系統(通訊原理)[1] 
3.資料審查[2] 

【(1)(2)項為必備之
審查資料，審查資料
皆不退還。】 

(1)考生「個人資料
表」請至本系指定網
頁下載，並填寫相關
資料)。 
(2)大學歷年成績單及
名次證明(轉學生需
包含轉學前之成
績)。 
(3)其他有助審查之資

料。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 

◎本組為積體電路設計與

測試、系統晶片、人工

智慧晶片、計算機系

統、固態儲存系統、生

醫電子等相關研究領域

性向。 

1.工程數學B[1] 
2.電子學[1] 
3.資料審查[2] 

相關招生資訊，請參考清華大學招生組網頁公告，網址

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C)外籍生申請入學 【本系碩士班自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開始招收外籍學生】 
   外籍生申請入學作業日期：秋季班入學者每年 1 月 1 日~3 月 15 日(臺灣時間)、春季班入學者

每年 8 月 1 5 日至 10 月 16 日(臺灣時間)；外籍生申請入學作業流程，請參考本校全球事務處網

頁公告，網址 http://oga.nthu.edu.tw/ 

(D)陸生申請入學【本系 100 學年度起開始招收陸生研究生；報名日期以陸聯招委員會公告為準】 

(表列內容為 108 學年度招生簡章資訊，僅供參考，如有錯誤，請以當年度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

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告之簡章為準。)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班別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

者，繳交大學歷年成績

單；往屆畢業者，繳交畢

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

本、大學歷年成績單；國

外往屆畢業者：繳交畢業

證書影本、大學成績單。 

2.推薦函(2封) 

3.簡要自傳 

4.研究計畫(含研究方向或

研究題目) 
5.指導教授意向說明書：請

依個人研究方向或研究題

目，就本系【電力組】或

本系碩博士班擁有 28 位

學識豐富的專任教師，多

位獲得 IEEE Fellow、國

家講座等榮譽。 
研究特色為前瞻、系統整

合、跨領域先進技術，包

含智慧電網、再生能源、

電力電子、電機控制、馬

達驅動、電力系統、人工

智慧(深度學習、機器學

習)及其晶片實作、大數

據、機器人、多媒體訊號

處理、通訊、控制、系統

生物資訊、神經工程、量

子計算與量子通訊、生醫

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oga.nthu.edu.tw/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系統組】專任師資及其

研究領域，說明希望獲得

指導之教師資訊(或已有聯

繫詢問指導之教師資訊)。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專題報告、著作、獎學

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加

社團活動說明。 

影像、積體電路設計與測

試、計算機系統、固態儲

存系統、生醫電子等領

域。 

相關陸生招生資訊，請參考[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 網頁公告。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博士班入學管道— 

(A)甄試入學【本系自 103 學年度起開放博士班甄試入學，作業日期與碩士班甄試入學相同。】 

(表列內容為 108 學年度招生簡章資訊，僅供參考，如有錯誤，請以當年度本校招生組公告之簡

章為準。) 



 



相關招生資訊，請參考清華大學招生組網頁公告，網址

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B)考試入學【每年約四月份開始受理報名；實際報名日期以本校招生組公告為準】 

(表列內容為 108 學年度招生簡章資訊，僅供參考，如有錯誤，請以當年度本校招生組公告之

簡章為準。) 

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相關招生資訊，請參考清華大學招生組網頁公告，網址

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C)逕行修讀 
1.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一年以上，至申請時研究所歷年學業平均成績（GPA）達 3.38 以上(含)，並

具有研究潛力者，經原就讀或相關系、所教授二人以上推薦，得申請本系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2. 本校學士班學生修業三年以上，至申請時學士班歷年學業平均成績（GPA）達 3.38 以上，並具

有研究潛力者，經原就讀或相關系、所教授二人以上推薦，得申請本系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3. 原則上，每學期辦理一次逕讀修讀博士班辦理作業（第一學期為 9 月、第二學期為 3 月），系

所並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第三次作業(第二學期博士班考試入學新生報到後)。相關作業公告或資訊，

請參考註冊組網頁或電機系網頁。 

(D)外籍生申請入學  
   外籍生申請入學作業日期：秋季班入學者每年 1 月 1 日~3 月 15 日(臺灣時間)、春季班入學者

每年 8 月 1 5 日至 10 月 16 日(臺灣時間)；外籍生申請入學作業流程，請參考本校全球事務處網

頁公告，網址 http://oga.nthu.edu.tw/  

(E)陸生申請入學【本系 100 學年度起開始招收陸生研究生；報名日期以陸聯招委員會公告為準】 

(表列內容為 108 學年度招生簡章資訊，僅供參考，如有錯誤，請以當年度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

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告之簡章為準。)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班別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力證明：應屆畢業

者，繳交大學及研究所歷

年成績單；往屆畢業者，

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學位

證書影本、大學及研究所

歷年成績單；國外往屆畢

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

績單。 

2.推薦函(2封) 

3.簡要自傳 

4.研究計畫(含研究方向或

研究題目) 
5.碩士論文(初稿)或技術

報告 

6.指導教授意向說明書：請

依個人研究方向或研究題

目，就本系【電力組】或

【系統組】專任師資及其

研究領域，說明希望獲得

指導之教師資訊(或已有聯

繫詢問指導之教師資訊)。 

本系碩博士班擁有 28
位學識豐富的專任教

師，多位獲得 IEEE 
Fellow、國家講座等榮

譽。 
研究特色為前瞻、系統

整合、跨領域先進技

術，包含智慧電網、再

生能源、電力電子、電

機控制、馬達驅動、電

力系統、人工智慧(深
度學習、機器學習)及
其晶片實作、大數據、

機器人、多媒體訊號處

理、通訊、控制、系統

生物資訊、神經工程、

量子計算與量子通訊、

生醫影像、積體電路設

計與測試、計算機系

統、固態儲存系統、生

醫電子等領域。 

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web.ee.nthu.edu.tw/bin/home.php
http://oga.nthu.edu.tw/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專業成果、著作、獎學

金及其他獲獎證明、參加

社團活動說明等。 

相關陸生招生資訊，請參考[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 網頁公告。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入學辦法簡介
	碩士班入學管道--
	((相關陸生招生資訊，請參考[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 網頁公告。
	博士班入學管道—
	((相關招生資訊，請參考清華大學招生組網頁公告，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bin/home.php
	((相關陸生招生資訊，請參考[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 網頁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