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醫藥大學 112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面談公告 

系  所  組  別 面  談  相  關  事  宜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准考證號碼： 

119A03、119A12、119A14、119A20、119A24、

119A29、119A31、119A33、119A34、119A35、

119A36、119A37、119A38、119A42、119A45、

119A47、119A49、119A52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20～08：4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實驗大樓 4 樓報到處 

第二梯次准考證號碼： 

119A05、119A08、119A10、119A16、119A17、

119A18、119A21、119A22、119A25、119A27、

119A30、119A32、119A39、119A40、119A41、

119A48、119A53、119A55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00～10：2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實驗大樓 4 樓報到處 

第三梯次准考證號碼： 

119A01、119A02、119A04、119A06、119A07、

119A09、119A11、119A13、119A15、119A19、

119A23、119A26、119A28、119A43、119A44、

119A46、119A50、119A51、119A54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2：30～12：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實驗大樓 4 樓報到處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 

碩士學位學程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3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中國附醫癌症中心大樓 9 樓會議室 C 門外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碩士班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0：40～10：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4 樓 6 部電梯前中庭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3A01、113A04、113A09、113A11、113A08、

113A05、113A07、113A14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35～08：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4 樓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會議

室前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3A06、113A02、113B01、113A10、113A03、

113A13、113B02、113A12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9：55～10：1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4 樓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會議

室前 

轉譯醫學暨新藥開發 

研究所碩士班 

備註： 

1.每位考生面試 10 分鐘(6 分鐘口頭

報告、4 分鐘問答)。 

2.口頭報告可用 PPT 形式之檔案，

並於報到時繳交。 

3.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准考證號碼： 

127A01〜127A06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09：10～09：3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中國附醫癌症中心大樓 9 樓會議室 A 

第二梯次准考證號碼： 

127A07〜127A12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0：20～10：4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中國附醫癌症中心大樓 9 樓會議室 A 

牙醫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束

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束，則

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1B09、101B08、101B07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3：10～13：2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3 樓 牙醫學院辦公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1B06、101B01、101B05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3：40～13：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3 樓 牙醫學院辦公室 

第三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1B02、101B04、101A03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4：10～14：2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3 樓 牙醫學院辦公室 

第四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1A01、101A02、101B03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4：40～14：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3 樓 牙醫學院辦公室 

牙醫學系口腔醫學產業 

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束

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束，則

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24A10、124A09、124A08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15：20～15：3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3 樓 牙醫學院辦公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24A03、124A07、124A04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5：50～16：0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3 樓 牙醫學院辦公室 

第三梯次  准考證號碼： 

124A01、124A05、124A06、124A02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6：20～16：3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3 樓 牙醫學院辦公室 

中醫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甲組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09：0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中庭(六部電梯前) 

第二梯次：乙組、丙組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09：4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中庭(六部電梯前)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班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6：00～16：2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中西醫結合研究所辦公室 

針灸研究所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甲組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5：30～15：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針灸研究所辦公室 

第二梯次：乙組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6：30～16：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針灸研究所辦公室 



系  所  組  別 面  談  相  關  事  宜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碩

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束

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束，則

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5A01、105A08、105A18、105A16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08：10～08：2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互助大樓 11 樓 大廳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5A04、105A06、105A09、105A13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09：10～09：2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互助大樓 11 樓 大廳 

第三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5A15、105A05、105A07、105A14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10：10～10：2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互助大樓 11 樓 大廳 

第四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5A02、105A03、105A10、105A11、105A12、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12：40～12：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互助大樓 11 樓 大廳 

藥學系碩士班 

備註： 

1. 每位考生約 12 分鐘，請依序號進

入考場。

2.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

結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

結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

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6B01、106B02、106A07、106B03、106A20、

106B04、106A23、106A01、106A04、106A08、

106A09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50～09：0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5 樓 509 教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6A11、106A13、106A17、106A22、106A25、

106A26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30～10：4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5 樓 509 教室 

第三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6A02、106A03、106A05、106A06、106A10、

106A12、106A14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3：00～13：1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5 樓 509 教室 

第四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6A15、106A16、106A18、106A19、106A21、

106A24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4：30～14：4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5 樓 509 教室 

藥用化妝品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束

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束,則以

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7A17、107A15、107A11、107A23、107A07、

107A22、107A02、107A10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50～09：0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6 樓 607 教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7A14、107A21、107A03、107A19、107A16、

107A12、107A08、107A04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20～10：3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6 樓 607 教室 

第三梯次  准考證號碼： 

107A06、107A18、107A01、107A13、107A05、

107A09、107A20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3：00～13：1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6 樓 607 教室 

製藥碩士學位學程 
備註： 

1. 每位考生約 12 分鐘，請依序號進

入考場。

2.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

次結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

部結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

異議。

第一梯次准考證號碼：  

117A01、117A02、117A03、117A04、117A05、

117A06、117A07、117A08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30～08：4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5 樓 510 教室 

第二梯次准考證號碼：  

117A09、117A10、117A11、117A12、117A13、

117A14、117A15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10～10：2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5 樓 510 教室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若有遲到者，若面談尚在

進行中，則安排至最後面談，如

面談作業已全部結束，則以棄考

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准考證號碼： 

109A01〜109A12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7：4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5 樓 506 社區醫學、衛生行政及

健康行為科學研究室 

第二梯次准考證號碼： 

109A13〜109A22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9：4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5 樓 506 社區醫學、衛生行政及

健康行為科學研究室 

第三梯次准考證號碼： 

109A23〜109A30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1：4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5 樓 506 社區醫學、衛生行政及

健康行為科學研究室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准考證號碼： 

110A01〜110A08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30～08：4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5 樓公共衛生學院會議室 

第二梯次准考證號碼： 

110A09、110A11〜110A17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10～10：2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5 樓公共衛生學院會議室 

第三梯次准考證號碼： 

110A18〜110A20、110A24〜110A25、 

110A27〜110A30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2：30～12：4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5 樓公共衛生學院會議室 

第四梯次准考證號碼： 

110A10、110A21〜110A23、110A26、 

110B01〜110B05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4：10～14：2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5 樓公共衛生學院會議室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報到時間：111.11.13 (星期日) 09：30～10：0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4 樓中庭 

護理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准考證號碼： 

112A01〜112A02、112B01〜112B04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10～08：2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9 樓第二會議室 

第二梯次准考證號碼： 

112B05〜112B10、112A03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9：10～09：2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9 樓第二會議室 

105A17、105A19 



系  所  組  別 面  談  相  關  事  宜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碩士班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2：40～12：5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3 樓物理治療學系多功能室 

營養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1A01〜111A10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40～08：5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 創研大樓 1 樓健康照護學院會議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1A11〜111A20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10～10：2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 創研大樓 1 樓健康照護學院會議室 

第三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1A21〜111A28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2：40～12：5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1 樓健康照護學院會議室 

食品暨藥物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0：00～10：1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1 樓 108 研究室 

運動醫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30A01〜130A06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09：20～09：3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1 樓健康照護學院會議室外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30A07〜130A12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10：30～10：4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1 樓健康照護學院會議室外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30A13〜130A16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11：40～11：5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1 樓健康照護學院會議室外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

結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

結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

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5A04、115A05、115A08、115A09、115A10、

115A12、115A13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3：00～13：1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6 樓 602 教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5A01、115A02、115A03、115A06、115A07、

115A11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4：20～14：3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6 樓 602 教室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 

研究所碩士班 
備註： 

1.每位考生面試 8 分鐘(5 分鐘口頭

報告、3 分鐘問答)，口頭報告可用

PPT 形式之檔案，於報到時繳交。 

2.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31A14、131A15、131A17、131A06、131A12、

131A16、131A03、131A07、131A05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09：10～09：3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8 樓生命科學院聯合辦公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31A09、131A13、131A04、131A10、131A01、

131A08、131A11、131A02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10：25～10：4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8 樓生命科學院聯合辦公室 

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備註： 

1.每位考生面試 8 分鐘(5 分鐘口頭

報告、3 分鐘問答)，口頭報告可用

PPT 形式之檔案，於報到時繳交。 

2.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

束，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32A05、132A04、132A06、132A02、132A11、

132A07、132A09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13：10～13：3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6 樓 602 教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32A01、132A10、132A13、132A03、132A14、

132A08、132A12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14：10～14：3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 6 樓 602 教室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09：3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人文與科技學院(歷建區)1 樓教室 

科技法律碩士學位學程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束

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束，則

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26A01〜126A06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9：3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人文與科技學院(歷建區)1 樓教室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26A07〜126A12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4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人文與科技學院(歷建區)1 樓教室 

數位健康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報到時間：111.11.13(星期日) 14：45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人文與科技學院(歷建區) 1 樓研究討論室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

程 

備註： 

各梯次叫號不到者，延至該梯次結

束後遞補，如面談作業已全部結束，

則以棄考論，考生不得異議。 

第一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8A06、118A02、118A15、118A12、118A09、

118A16、118A11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9：20～09：3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  11A01 

第二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8A08、118A07、118A10、118A14、118A04、

118A13、118A01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0：40～10：5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  11A01 

第三梯次 准考證號碼： 

118A03、118A05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12：50～13：0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  11A01 



系  所  組  別 面  談  相  關  事  宜 

生醫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面談方式：15分鐘（10分鐘報告、5分鐘回答問題） 

面談內容：以Powerpoint簡報形式呈現，包含自我介紹、過去研究經歷及相關成果，以

及博士班研究方向和計畫，簡報檔案於報到時繳交。 

面談地點備有電腦、單槍及簡報筆。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09：3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 中國附醫癌症中心大樓 9 樓會議室 C 走道 

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報到時間：111.11.11(星期五) 13：00 

報到地點：校本部(水湳校區)創研大樓 1 樓 108 研究室 

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報到時間：111.11.12(星期六) 08：50～09：00 

報到地點：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  11A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