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學年度保險金融管理系【預備研究生】說明 

 

項目 期間 說明 備註 

預研生申請 

大學部三年級 

下學期第 3 週

至第 12週 

詳閱相關辦法後，填寫申

請文件並檢附佐證資料

（歷年成績單及有利審

查資料） 

系網→學生相關辦

法→【保險金融管

理系學生一貫修讀

學碩士學位施行細

則條文】 

預研生申請

結果公布 

大學部四年級 

上學期開學前 

通知學生獲選為預研生，

請同學在期限內繳交「錄

取資格確認書」。 

預研生為修課身分

（大學四年級可跨

學制修習碩士班課

程），並非正式碩士

生身分。 

碩士班甄試

入學 
每年 10月 甄試入學開始 

第一次碩士生入學

管道。 

（參見本校招生網站） 

碩士班考試

入學 
每年 2月 考試入學開始 

第二次碩士生入學

管道。 

（參見本校招生網站） 

注意事項： 

1. 預研生選課依本校規定辦理，並接受本系輔導選修課程。 

2. 取得預研生資格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學

位，並參加本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

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始得適用本校學分抵免之規定。 

3. 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其修業

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其學分得依本校抵免科目學分作業要點申請抵免碩

士班應修之學分(不含論文學分) 。但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畢業學分數

內者，不得申請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數。大學部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

程，至多可抵免二分之一(含)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學分抵免之申請

程序應於開學後兩周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4. 預研生須經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碩士班考試入學」，方可成為本系

正式碩士生。每年招生規定依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招生公告為準。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要點 

 

                    104年 8月 5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發展會議通過  

                 104年 8月 13 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104年 9月 9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暨導師會議通過  

 

一、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本系優秀學士班學生

就讀本系碩士班，以期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系碩士班得招收本系大學部在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

生）。凡本系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學期，二年制學生修業滿一學期，

符合本系碩士班預研生之甄選資格者，得於該學期結束後填寫申請表，並備

妥相關資料，提出一貫修讀學位申請，經甄選通過後取得預研生資格。 

三、預研生選課依本校規定辦理，並接受本系輔導選修課程。 

四、取得預研生資格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學位，

並參加本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校

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始得適用本法學分抵免之規定。 

五、本系另成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辦理甄選工作，系主任為當然

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另由召集人聘任委員 2至 4人，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

教務處備查。 

六、本系碩士班招收預研生之錄取名額及甄選規定由本系另訂，經系務會議通過，

依行政程序核備後公布實施。 

七、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其修業成

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其學分得依本校抵免科目學分作業要點申請抵免碩士班

應修之學分(不含論文學分) 。但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畢業學分數內者，

不得申請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數。大學部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至多可

抵免二分之一 (含)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學分抵免之申請程序應於開

學後兩週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八、 本實施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課程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User
螢光標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施行細則

105年2月19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年2月19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2月19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年02月27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9年03月25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年04月14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年04月21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日間部教務進修部部務會議通過 

一、凡本系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學期，二年制學生修業滿一學期，符合 本系碩士班

預研生之甄選資格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系辦公室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二、預研生甄選名額：甄選錄取名額以本系當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依本系甄選委員訂定。

參加本系碩士班甄試入學並經錄取之本校大學部在學生，亦增列為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

生（簡稱預研生）。 

三、預研生甄選標準：

書面資料審查（占 100%）。 
1. 申請書(附表 1)

2. 歷年成績單

3. 自傳及讀書計畫

4. 推薦函(附表 2)

5.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書面資料(如專業證照、專業競賽等)

截止收件日為該學期結束前，檢附上述資料交至保險金融管理系辦公室。 

四、預研生甄選由本系甄選委員依書面資料審查成績訂定錄取標準，如未達錄取標準者，雖

有名額亦不錄取。另外，除錄取正取名額外，可依成績高低列備取生若干名，當有正取

生放棄預研生資格者，可依序遞補。 

五、預研生錄取名額在本系網頁中公告，並以電話通知錄取生。錄取生請於期限內，填寫確

認書(附表3)完成確認手續。若錄取生要放棄預研生身份者，請填寫放棄資格聲明書(附表

4)，以便進行遞補作業。超過規定時間未完成確認手續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六、本施行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位申請書

申請學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班 級

學 號

聯絡方式

及 電 話

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附繳資料

（請打勾） 

1. □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2. □ 推薦函

3. □ 自傳

4. □ 讀書計畫書

5. □ 其他資料：

歷年

成績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學分

合計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業

成績

已修

學分

必

選

畢業規定

畢業學分： ( 必修學分 ：  ，選修學分： ) 

預計最後一年修習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 方可畢業

(請考量畢業規定，預研生除選讀碩士班課程外，應謹慎規劃未來的修課計晝。) 

擬修讀預研

生甄選結果

（請打勾） 

□ 正取生

□ 備取生： 名

□ 不錄取

系主任(所長)/
委 員 會

附表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碩士班 
     學年度碩士班預研生推薦函 

壹、申請人填寫部分： 

姓名  

班級  性別 □男□女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曾教授推薦

學生之課程 
 

推薦人 

姓名  電話  

服務

單位 
 職稱  

貳、推薦人填寫部分： 

說明：為瞭解申請人過去求學、研究或工作之表現，以做為申請人是否能夠成為預研生之參

考，請儘量提供您的寶貴意見。此項資料將不對外公開。 

1. 您與申請人之關係：□任課教授，□專題研究指導教授，□工作單位主管， 

□其他，請說明：＿＿＿＿＿＿＿＿＿＿＿＿＿＿＿＿＿＿＿                   

2. 申請人在學期間，您認為其一般學業成績在班上： 

□前10％以內，□前10％~25％，□前25％~50％，□50％以後。 

3. 您認為申請人在求學期間的學習或工作態度： 

□自動自發，□嚴謹小心，□被動，□馬馬虎虎，□惡劣或無從觀察。 

4. 您認為申請人若選修本所碩士班課程，對於基本課程的準備及認識： 

□極佳，□佳，□尚可，□差，□極差，□無從判斷。 

5. 您認為申請人的研究潛力（如理解力、想像力及創造力等）： 

□極佳，□佳，□尚可，□差，□極差，□無從判斷。 

6. 申請人如具有其他重要優點或特殊表現，請說明：                             

7. 申請人如具有重大缺點，請說明：                                           

8. 您是否推薦申請人成為預碩生？□極力推薦，□推薦，□勉強推薦，□不推薦。 

9. 其他補充說明：                                                           

                    推薦人(簽章)：                               年    月    日 

感謝您完成本推薦函。本頁如不敷使用，或有其他補充說明，請另行打字(或書寫)於 A4 紙上，

連同本推薦函裝入信封內，密封簽名後，交申請人於申請時繳交。 

附表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碩士班預研生 

錄取資格確認書 

 

本人：              獲得          學年度保險金融管理系碩士班預備

研究生甄選錄取資格，經慎重考慮，願意取得預研生身份，並依本校一貫修讀

學碩士學位規定辦理後續事宜。本人已明瞭下列預研生之規定： 

1. 預研生選課依本校規定辦理，並接受本系輔導選修課程。 

2. 取得預研生資格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

學位，並參加本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正

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始得適用本校學分抵免之規定。 

3. 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其修

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其學分得依本校抵免科目學分作業要點申請抵

免碩士班應修之學分(不含論文學分) 。但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畢

業學分數內者，不得申請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數。大學部期間所選修之

碩士班課程，至多可抵免二分之一(含)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學分

抵免之申請程序應於開學後兩周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考生姓名：              

   學    號： 

   班    級：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 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碩士班預研生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本人：              參加          學年度保險金融管理系碩士班預備

研究生甄選且獲得錄取，經慎重考慮，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

此聲明。 

 

此     致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 

 

   考生姓名：              

   學    號： 

   班    級： 

   電    話： 

 

 

 

 (此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慎重考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