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大學 105 學年度台北校本部日間部各項招生考試預定時間表 104.10.13 

編號 項目 報名日期 考試日期 放榜日期 

1 

（台北校區） 
碩士班甄試 
104/9/22(二) 
簡章網路公告 

104/10/12~10/26 (一~一) 

初試審核 
104/10/29~11/4 (四~三) 

初試放榜 
104/11/13(五) 

複試 
104/11/21 (六) 

複試放榜 
104/11/30(一) 

2 

（台北校區） 
碩士班考試 

104/12/15(二) 
簡章網路公告 

 
105/1/4~2/1(一~一) 

初試(各所自訂日期) 
105/3/4(五)/ 105/3/6 (日) 

 

初試放榜 
105/3/14(一) 

 

複試(各所自訂日期) 
105/3/19(六)/105/3/20 (日)

 

複試放榜 
105/3/28(一) 

 

3 

（台北校區） 
博士班考試 

104/12/15(二) 
簡章網路公告 

105/3/14~3/30 (一~三) 

初試審核 
105/4/11~4/19 (一~二) 

初試放榜 
105/4/29 (五) 

複試 
105/5/21(六) 

複試放榜 
105/6/3(五) 

4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105/1/12 (二) 
簡章網路公告 

105/2/1~6/15(一~三) 
(審查時間) 

105/6/17~6/23(五~四)  
105/7/6 (三) 

5 

大學甄選入學 
(個人申請) 
104/11/4(三) 
簡章開始發售 

 
105/1/22~23 

 (五~六) 
學科能力測驗 

 

第一階段報名日期 
【繁星推薦】：105/3/1~3/3 
【個人申請】：105/3/9~3/11 
   (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甄選委員會 
【繁星推薦放榜】105/3/8(二)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放榜】

105/3/17(四)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報名日期
105/3/17~3/24(四~四) 

【個人申請】 
第二階段甄選 

105/4/9~4/10(六~日) 

【個人申請】 
第二階段放榜 
105/4/18(一)  

6 

（台北校區） 
運動績優考試 

105/3/1 (二) 
簡章網路公告 

 

105/3/21~3/28 (一~一) 
 

105/4/16 (六) 
 

105/5/9 (一) 
 

7 

技術校院四年制 
甄選入學 

 
105/4/30~5/1 

(六~日) 
學科測驗 

 

第一階段報名 
集體報名：105/5/18~26 向原學校報名

個別報名：105/5/23~27 向委員會報名
 

總會網站提供第一階段 
成績查詢 

105/5/31(二)上午 10 時 

第二階段報名 
集體報名：105/5/31~6/4 向原學校報名

個別報名：105/5/31~6/4 向委員會報名

第二階段 
各大學進行報名文件審查

105/6/4~6 (六~一) 

 

本校網站公告指定項目甄選名單並
寄發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105/6/8 (三)前 

指定項目甄試 
105/6/17 (五) 

本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105/6/30 (四)上午 10 時 
總會統一分發放榜 

105/7/7 (四) 上午 10 時 

8 

技術校院四年制 
技優甄審 

104/12/16(三) 
簡章開始發售 

 

考生至總會網站個別報名 
105/5/19~5/24 下午五時(四~二)   

本校網站公告指定項目甄審時間
105/5/31 (二) 

大學指定項目甄審 
105/6/4 (六) 

甄審放榜(本校網站公告)
105/6/20 (一) 上午 10 時 

總會統一分發放榜 
105/6/29 (三) 上午 10 時 

9 

（台北校區） 
轉學生考試(含陸生) 

105/5/27(五) 
簡章網路公告 

 (二、三年級) 
105/6/20~7/5(一~二) 

105/7/19~7/20 (二~三) 105/8/1 (一) 

※本時間表僅供參考，實際日期以簡章為準，放榜會議日期以開會通知為準。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各學制招生考試預定時間表       製表日期：104/11/19 

註：本表僅供參考；試務相關日期，應以招生簡章記載為準。表列報到日期為暫定，確定日期以放榜當日網頁公告為準。  

考試類別 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二年制 

在 職 專 班 

進 修 學 士 班 

甄審入學 筆試入學 轉 學 考 

簡章公告 104/12/09 (三) 104/12/09 (三) 105/03/02 (三) 105/03/02 (三) 105/03/02 (三) 105/05/13(五) 

報名日期 
105/01/07 (四) 

~  
105/02/18 ((四) 

105/01/07 (四) 

~  
105/02/18 ((四) 

105/05/17 (二) 

~  
105/06/06 (一) 

105/06/01 (三) 

~  
105/07/05(二) 

105/06/01 (三) 

~  
105/07/05 (二) 

105/06/14 (二) 

~  
105/07/07 (四) 

考試日期 

初試 (書面審查) 

 

複試 (面試) 

105/03/12(六) 

  書面審查 

 

面試 

105/03/12(六)~13(日) 

105/07/17 (日) 105/07/17 (日) 105/07/16 (六) 105/07/20 (三) 

放榜及寄

發成績單 

初試 105/03/04 (五) 

複試 105/03/22 (二) 
105/03/22 (二) 105/08/03 (三) 105/08/03 (三) 105/08/03 (三) 105/08/03 (三) 

成績複查 
初試 105/03/04~10 

複試 105/03/22~28 
105/03/22~28 105/08/03~08/09 105/08/03~08/09 105/08/03~08/09 105/08/03~08/09 

報到時間 
105/04/14(四)正取 

105/04/15(五)備取 

105/04/14(四)正取 

105/04/15(五)備取 

105/08/10(三)正取 

105/08/11(四)備取 

105/08/10(三)正取 

105/08/11(四)備取 

105/08/16(二) 

105/08/17(三)  

105/08/10(三)正取 

105/08/11(四)備取 

招生學系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服裝設計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家庭研 

究與兒童發展學系高齡

家庭服務事業碩士在職

專班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食品營養與保健

生技學系 

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

系、社會工作學系、餐飲管理學系 

設計學院：服裝設計學系 

管理學院：會計學系、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時尚經營管理組）、財務金融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應用外語學系 

依各學系、各年

級缺額招生 


	105各項招生預定時間表台北校區網路版1041105
	105進修部招生考試預定時間表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