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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第二十九次推動委員會 

會議記錄 

時  間：111年 9月 14日(星期三)12:30  

主  席：林柏廷主任 

出席者：王丞浩委員、游進陽委員、田維欣委員、曾修暘委員、江泰槿委員、黃信智委員。 

紀  錄：夏慧蓉 

主席報告(略) 

壹、 提案討論 

案由一 有關本學程提前畢業辦法，請討論。 

說明 依據111年4月22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110034719號函核准，本校大學部

學生修業未期滿但合於前條學則規定之成績優異者，於最低修業期限屆滿

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由各系、學程依據自訂之提前畢業標準審核通過後，

送註冊組審核畢業應修學分數，符合條件者，得申請提前畢業。如附件一

至附件三，P.3-P.5。 

決議 本學程根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

第三十七條訂定本辦法提出本學程提前畢業辦法細則，依照附件三之細則

為主，且會公佈在本學程網頁。 

 

案由二 有關本學程112學年度轉系甄選簡章提前畢業辦法之內容修改，請討論。 

說明 依據111學年度轉系甄選簡章敘述:「全校不分系、工程學士班之學生，於一

年級下學期得申請分流至本學程二年級就讀。」關於工程學士班之敘述應刪

除。如附件四，P.6 -P.7。 

決議 同意上述文字修改。 

 

 

案由三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112學年度第二學期及 112學年度暑期新開課程案，

請討論。 

說明 本學程林柏廷主任、江泰槿副主任及黃信智教授，擬於 112-1、112-2及

112暑期新開必修課程，相關課程資訊如下， 

課碼 課名 新開課程計劃書 

GD3119 
機械專業校外實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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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3120 
機械專業校外實習

(二) 
 

GD3121 材料工程校外實習 必修課，詳附件五至附件八

之新開課程計畫書，P.8 -

P.15。 
GD3122 

材料工程校外實習

(二) 
 

決議 由於全球學程學生人數少，若比照目前材料與機械實習相關課程全數開

課，可能出現無人修習的狀況，且兩系之學分數與學程相異，故採機械系

及材料系學分數相同之實習課程，並以共掛課號方式辦理。 

 

 

案由四 有關本學程 2023年東京工業大學短期留學計畫，請討論。 

說明 由於每學期本學程皆會進行學生赴東工大交換甄選，本學程須擬定及修改

東京工業大學短期留學計畫及相關申請表及內容，相關資料如附件九至附

件十三，P.16 -P.25提請討論。 

決議 同意以上述之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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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提前畢業辦法(舊) 
95年3月7日第141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 

95年3月31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50045137號函同意備查 

100年10月11日第16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11月4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1000199050號函核准備查 

105年12月30日第185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三十七

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除在職班外之本校大學部學生於最低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

畢業應修學分數，得申請提前畢業。 

       除前項規定外，尚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學業成績每學期平均需達八十分或GPA3.38以上。 

      （二）每學期名次列該班或該系前百分之十以內。 

      （三）不分系學生每學期名次列該班或該系或主修系該班或該系百分之十以 

            內。 

      （四）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達八十五分或GPA3.73以上（105學年度以後 

           （含）入學者為GPA3.76）。 

      （五）錄取研究所且經所屬系審核同意。 

第三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條件之學生得填寫申請單、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經各系初 

       審及註冊組複審通過後，報請教務長核定之。 

第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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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提前畢業辦法(新) 
95年3月7日第141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 

95年3月31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50045137號函同意備查 

100年10月11日第16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11月4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1000199050號函核准備查  

105年12月30日第185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3月8日第207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4月22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110034719號函核准備查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三十七

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依據學則規定修業期滿且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

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於審查核可後，授予學士學

位。 

第三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業未期滿但合於前條學則規定之成績優異者，於最低修業

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由各系、學程依據自訂之提前畢業標準審核通

過後，送註冊組審核畢業應修學分數，符合條件者，得申請提前畢業。 

第四條 符合第三條規定之學生得填寫申請單，向所屬系、學程提出申請，經各系、

學程及註冊組審核通過後，報請教務長核定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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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提前畢業辦法細則 
  111年9月14日第29次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推動會議議程提案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三十七

條訂定本學程細則。 

第二條 本學程學生於最低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畢業應修學分數，

得申請提前畢業。 

       除前項規定外，尚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學業成績每學期平均需達八十分或GPA3.38以上。 

      （二）本學程學生每學期名次列主修系百分之十以內。 

      （三）錄取研究所且經所屬系審核同意。 

第三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條件之學生得填寫申請單、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經各系初 

       審及註冊組複審通過後，報請教務長核定之。 

第四條 本細則通過後以111學年度(含)入學之本學程學生適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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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112學年度轉系甄選簡章 

一、 申請資格： 

(一) 本次甄選開放申請轉入機械工程組、材料工程組。 

(二) 本校機械、材料相關領域學生或對機械、材料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生，具日文、英文專業

尤佳。並於就讀本校期間持續修習專業課程(專業課程指非通識或非校定必修)。 

(三) 非全校不分系之學生，於一年級下學期得申請轉系至本學程二年級就讀。 

(四) 全校不分系之學生，於一年級下學期得申請分流至本學程二年級就讀。 

二、 修業規定：在修業年限內修滿至少133學分，其中必修學分包含：校訂共同必修(34學分)、專

業共同必修(40學分)、各組專業必修(40學分)方得畢業。(請參考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110級應修科目表規定)  

三、 招生名額： 

  僅開放二年級，上限2名(機械工程組1名、材料工程組1名)。 

四、 報名日期：112年3月15日至112年3月22日。 

五、 報名方式： 

(一) 非全校不分系之學生：於教務處網頁下載轉系申請表並註明修讀組別，連同相關書面資料

於報名期間交至教務處註冊組，電子檔email至xw0206@mail.ntust.edu.tw，全部書面資料最多

8頁，超過部份不予審查。 

(二) 全校不分系之學生：於本學程網頁下載甄選申請表，連同相關書面資料於報名期間交至全

球學程辦公室，電子檔email至xw0206@mail.ntust.edu.tw，全部書面資料最多8頁，超過部份

不予審查。 

六、審查資料：申請表及書面資料裝訂順序如下：轉系申請表(或甄選申請表)、自傳、修課計畫、

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多益成績單(若無則免)、日文檢定資料(若無則免) 及其他資料（如競賽

得獎、專業證照）等。資料請放入A4信封袋內，信封袋封面請註明學號、姓名及欲修讀組別。 

七、 非全校不分系學生之轉系結果將由教務處統一公告。全校不分系學生之甄選結果將由全球學程

辦公室公告於全球學程網頁上。 

八、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定及全球學程推動委員會決議辦理。 

  

附件四 

mailto:xw0206@mail.ntust.edu.tw
mailto:xw0206@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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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項目 修正內容 原有內容 

第一項 

 (三) 
非全校不分系之學生，於一年級下學期

得申請轉系至本學程二年級就讀。 

非全校不分系、工程學士班之學生，於一

年級下學期得申請轉系至本學程二年級

就讀。 

第一項 

(四) 
全校不分系之學生，於一年級下學期得

申請分流至本學程二年級就讀。 

 

全校不分系之學生、工程學士班之學生，

於一年級下學期得申請分流至本學程二

年級就讀。 

第五項 

(一) 
非全校不分系之學生：於教務處網頁下

載轉系申請表並註明修讀組別，連同相

關書面資料於報名期間交至教務處註冊

組 ， 電 子 檔 email 至

xw0206@mail.ntust.edu.tw，全部書面資

料最多8頁，超過部份不予審查。 

非全校不分系、工程學士班之學生：於教

務處網頁下載轉系申請表並註明修讀組

別，連同相關書面資料於報名期間交至教

務 處 註 冊 組 ， 電 子 檔 email 至

xw0206@mail.ntust.edu.tw，全部書面資料

最多8頁，超過部份不予審查。 

第五項 

(二) 
全校不分系之學生：於本學程網頁下載

甄選申請表，連同相關書面資料於報名

期間交至全球學程辦公室，電子檔email

至xw0206@mail.ntust.edu.tw，全部書面

資料最多8頁，超過部份不予審查。 

全校不分系、工程學士班之學生：於本學

程網頁下載甄選申請表，連同相關書面資

料於報名期間交至全球學程辦公室，電子

檔email至xw0206@mail.ntust.edu.tw，全部

書面資料最多8頁，超過部份不予審查。 

第七項 
非全校不分系學生之轉系結果將由教務

處統一公告。全校不分系學生之甄選結

果將由全球學程辦公室公告於全球學程

網頁上。 

非全校不分系學生、工程學士班之轉系結

果將由教務處統一公告。全校不分系、工

程學士班學生之甄選結果將由全球學程辦

公室公告於全球學程網頁上。 

 

mailto:xw0206@mail.ntust.edu.tw
mailto:xw0206@mail.ntust.edu.tw
mailto:xw0206@mail.ntust.edu.tw
mailto:xw0206@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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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新開課程計畫書 

1. 
開 課 所 系  

Department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學年度第 112  學期 1 

      Year   112    Semester 1 
其他： 

Other time: 

2. 

課 程 代 號  

Course Code 
GD3119 

必修/選修 
Required/Elective 

    必 
開課年級 

Grade 
 大學部4年級 

課 程 名 稱  

Course Title 

中文(Chinese) 機械專業校外實習(一) 

英文(English) Practical Training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 

3. 
學  分  數  

Credits 
9 

每週上課時數 

Hours Per Week 
0 

每週實習時數 

Intern Hours Per 

Week 

720 

4. 

先修課程或 

特殊規定 

Pre-Requisite 

 

 

5. 

課程宗旨  

Purpose of the 

Course 

在為期四個半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中，學生將有機會接觸到機械相關產業中不同 

的實務，例如：設計、製造、設備測試及保養等。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定期 

返校參加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在實習當 

中的狀況及表現將由輔導教師定期進行評估並紀錄於一定格式之輔導報告中。 

6. 

課程中文大綱 

Outline of the 

Course 

(In Chinese) 

在為期四個半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中，學生將有機會接觸到機械相關產業中不同 

的實務，例如：設計、製造、設備測試及保養等。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定期 

返校參加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在實習當 

中的狀況及表現將由輔導教師定期進行評估並紀錄於一定格式之輔導報告中。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內容簡

介上，敬請詳實填列，限1500字元) 

7. 

課程英文大綱 

Outline of the 

Course 

(In English) 

In the off-campus training that lasts four and a half (4.5) months, the student is 

exposed to different aspect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actice: design, 

manufacturing, testing, maintenance, etc. During the training period, except 

regularly attending related forums conducted by the school, the students should work 

full-time in the institute that provides the training.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during 

the training should be regularly evaluated by the instructor in a formatted report. (本

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英文大綱上，敬請詳實填列，限1500字元)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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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心專業能力 
Cor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Chinese) 

■  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  規劃與執行實驗，並具解析數據之能力。 

■  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化工具及儀器操作的能力。 

■  設計機械系統、元件、製程或材料設計、製造與跨域整合分析之能力。 

■  培養具備專案管理、經費規劃、溝通協調，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  能發掘、分析、應用研究成果及因應複雜且整合性工程問題之能力。 

■  明瞭科技時事議題，洞悉材料及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之影響，並

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  體認及應用專業倫理，認知社會責任、永續發展觀念，具備尊重多元

觀點與國際視野。 

□  具有外語閱讀及溝通之能力。 

9. 

校內有否開 

設類似課程 

Similar Course  

In Campus 

□ 否 

No 

■ 有，其課程名稱為：機械專業校外實習(一) 

    Yes(Please specify course title): 

10. 
任課教師  

Lecturer 
 

本課程經下列相關會議通過： 

單位主管：  系級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第29次全球發展工

程學士學位學程推動會

議 

院  長：  院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處收件日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會議：  

   （本表可自課務組網站「表單下載」處下載，本表完成後請mail至課務組muktilai@mail.ntust.edu.tw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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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新開課程計畫書 

1. 
開 課 所 系  

Department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學年度第 112  學期 2 

      Year   112    Semester 2 
其他： 

Other time: 

2. 

課 程 代 號  

Course Code 
GD3120 

必修/選修 
Required/Elective 

    必 
開課年級 

Grade 
 大學部4年級 

課 程 名 稱  

Course Title 

中文(Chinese) 機械專業校外實習(二) 

英文(English) Practical Training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I) 

3. 
學  分  數  

Credits 
9 

每週上課時數 

Hours Per Week 
0 

每週實習時數 

Intern Hours Per 

Week 

720 

4. 

先修課程或 

特殊規定 

Pre-Requisite 

 

 

5. 

課程宗旨  

Purpose of the 

Course 

在為期四個半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中，學生將有機會接觸到機械相關產業中不同

的實務，例如：設計、製造、設備測試及保養等。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定期

返校參加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在實習當

中的狀況及表現將由輔導教師定期進行評估並紀錄於一定格式之輔導報告中。 

6. 

課程中文大綱 

Outline of the 

Course 

(In Chinese) 

在為期四個半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中，學生將有機會接觸到機械相關產業中不同

的實務，例如：設計、製造、設備測試及保養等。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定期

返校參加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在實習當

中的狀況及表現將由輔導教師定期進行評估並紀錄於一定格式之輔導報告中。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內容簡

介上，敬請詳實填列，限1500字元) 

7. 

課程英文大綱 

Outline of the 

Course 

(In English) 

 In the off-campus training that lasts four and a half (4.5) months, the student is 

exposed to different aspect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actice: design, 

manufacturing, testing, maintenance, etc. During the training period, except 

regularly attending related forums conducted by the school, the students should work 

full-time in the institute that provides the training.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during 

the training should be regularly evaluated by the instructor in a formatted report. (本
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英文大綱上，敬請詳實填

列，限1500字元)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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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心專業能力 
Cor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Chinese) 

■  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  規劃與執行實驗，並具解析數據之能力。 

■  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化工具及儀器操作的能力。 

■  設計機械系統、元件、製程或材料設計、製造與跨域整合分析之能力。 

■  培養具備專案管理、經費規劃、溝通協調，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  能發掘、分析、應用研究成果及因應複雜且整合性工程問題之能力。 

■  明瞭科技時事議題，洞悉材料及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之影響，並

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  體認及應用專業倫理，認知社會責任、永續發展觀念，具備尊重多元

觀點與國際視野。 

□  具有外語閱讀及溝通之能力。 

9. 

校內有否開 

設類似課程 

Similar Course  

In Campus 

□ 否 

No 

■ 有，其課程名稱為：機械專業校外實習(二) 

    Yes(Please specify course title): 

10. 
任課教師  

Lecturer 
 

本課程經下列相關會議通過： 

單位主管：  系級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第29次全球發展工

程學士學位學程推動會

議 

院  長：  院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處收件日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會議：  

   （本表可自課務組網站「表單下載」處下載，本表完成後請mail至課務組muktilai@mail.ntust.edu.tw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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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新開課程計畫書 

1. 
開 課 所 系  

Department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學年度第 112  學期 1 

      Year   112    Semester 1 
其他： 

Other time: 

2. 

課 程 代 號  

Course Code 
GD3121 

必修/選修 
Required/Elective 

    必 
開課年級 

Grade 
 大學部4年級 

課 程 名 稱  

Course Title 

中文(Chinese) 材料工程校外實習 

英文(English) Practical Training for Materials Engineering 

3. 
學  分  數  

Credits 
9 

每週上課時數 

Hours Per Week 
0 

每週實習時數 

Intern Hours Per 

Week 

720 

4. 

先修課程或 

特殊規定 

Pre-Requisite 

 

 

5. 

課程宗旨  

Purpose of the 

Course 

學習職場倫理及操作職場相關技術，並使專業知識及實務操作能結合並用，提

升以後在職場上的競爭力，了解及應用相關工作，使之早一步規劃將來畢業的

職場生涯。 

6. 

課程中文大綱 

Outline of the 

Course 

(In Chinese) 

實習課程為期一學期 1.認識工廠及公司的規定 2.實習基本技術 3.應用所學

與實務的結合。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內容簡介上，敬請詳

實填列，限1500字元) 

7. 

課程英文大綱 

Outline of the 

Course 

(In English) 

1.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Factories and companies 2. Practice basic 

skills 3. Apply the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

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英文大綱上，敬請詳實填列，限1500字元) 

8. 

核心專業能力 
Cor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Chinese) 

■  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  規劃與執行實驗，並具解析數據之能力。 

■  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化工具及儀器操作的能力。 

■  設計機械系統、元件、製程或材料設計、製造與跨域整合分析之能力。 

■  培養具備專案管理、經費規劃、溝通協調，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  能發掘、分析、應用研究成果及因應複雜且整合性工程問題之能力。 

■  明瞭科技時事議題，洞悉材料及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之影響，並

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  體認及應用專業倫理，認知社會責任、永續發展觀念，具備尊重多元

觀點與國際視野。 

□  具有外語閱讀及溝通之能力。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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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校內有否開 

設類似課程 

Similar Course  

In Campus 

□ 否 

No 

■ 有，其課程名稱為：材料工程校外實習 

    Yes(Please specify course title): 

10. 
任課教師  

Lecturer 
 

本課程經下列相關會議通過： 

單位主管：  系級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第29次全球發展工

程學士學位學程推動會

議 

院  長：  院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處收件日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會議：  

   （本表可自課務組網站「表單下載」處下載，本表完成後請mail至課務組muktilai@mail.ntust.edu.tw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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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新開課程計畫書 

1. 
開 課 所 系  

Department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學年度第 112  學期 2 

      Year   112    Semester 2 
其他： 

Other time: 

2. 

課 程 代 號  

Course Code 
GD3122 

必修/選修 
Required/Elective 

    必 
開課年級 

Grade 
 大學部4年級 

課 程 名 稱  

Course Title 

中文(Chinese) 材料工程校外實習(二) 

英文(English) Practical Training for Materials Engineering 

3. 
學  分  數  

Credits 
9 

每週上課時數 

Hours Per Week 
0 

每週實習時數 

Intern Hours Per 

Week 

720 

4. 

先修課程或 

特殊規定 

Pre-Requisite 

 

 

5. 

課程宗旨  

Purpose of the 

Course 

學習職場倫理及操作職場相關技術，並使專業知識及實務操作能結合並用，提

升以後在職場上的競爭力，了解及應用相關工作，使之早一步規劃將來畢業的

職場生涯。 

6. 

課程中文大綱 

Outline of the 

Course 

(In Chinese) 

實習課程為期一學期 1.認識工廠及公司的規定 2.實習基本技術 3.應用所學

與實務的結合。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內容簡介上，敬請詳

實填列，限1500字元) 

7. 

課程英文大綱 

Outline of the 

Course 

(In English) 

1.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Factories and companies 2. Practice basic 

skills 3. Apply the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

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英文大綱上，敬請詳實填列，限1500字元) 

8. 

核心專業能力 
Cor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Chinese) 

■  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  規劃與執行實驗，並具解析數據之能力。 

■  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化工具及儀器操作的能力。 

■  設計機械系統、元件、製程或材料設計、製造與跨域整合分析之能力。 

■  培養具備專案管理、經費規劃、溝通協調，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  能發掘、分析、應用研究成果及因應複雜且整合性工程問題之能力。 

■  明瞭科技時事議題，洞悉材料及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之影響，並

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  體認及應用專業倫理，認知社會責任、永續發展觀念，具備尊重多元

觀點與國際視野。 

□  具有外語閱讀及溝通之能力。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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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校內有否開 

設類似課程 

Similar Course  

In Campus 

□ 否 

No 

■ 有，其課程名稱為：材料工程校外實習(二) 

    Yes(Please specify course title): 

10. 
任課教師  

Lecturer 
 

本課程經下列相關會議通過： 

單位主管：  系級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第29次全球發展工

程學士學位學程推動會

議 

院  長：  院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處收件日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會議：  

   （本表可自課務組網站「表單下載」處下載，本表完成後請mail至課務組muktilai@mail.ntust.edu.tw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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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東京工業大學短期留學計畫參加者徵求 

 

本校於 2015年起優秀研究學者與東工大(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kyo Tech)學者之合作研究機

制，為鼓勵雙方能發展出長期且深度的合作研究，並共同發表優質的研究成果。基於雙方合作辦學基

礎及 MOU協定，特此邀請全球學程之優秀學生赴東工大進行為期六個月的專題與交流計畫，期望可

與東工大方嘗試新研究，互相提供技術支援及諮詢、提出創新研究主題、與世界各地之留學生建立友

好關係，提升雙方合作深度及後續交流。 

 

<GDEP 2023 春季 甄選規則> 

申請者條件/截止日期： 

1. 限本校工程學院全球學程之在校生 

2. 2022/10/14 下午 5點為截止日期 

3. 本學程機械組、材料組大三（含）以上之本國籍學生 

4. TOEIC 達 760以上(同等資格)或修得 EMI專業學科課程達 1/2 以上者優先推薦 

5. 日文檢定達 N3(含)以上優先推薦 

6. 專業學科成績平均需達 GPA3.5 

7. 交換前需完成選讀工程整合設計專題 

8. 擬交換同學建議選修日式交流技巧 

9. 由於東工大在交換期滿時需要進行成果報告，故優先推薦有修習過專題者 

交換單位: 

1. School of Engineering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about/organization/schools/organization02.html 

2.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about/organization/schools/organization03.html 

3.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about/organization/schools/organization06.html 

審查推薦方式： 

由本校進行初審，並提送推薦名單至東工大，由東工大進行最終審查確認 

交換期間： 

2023 年 1月起, 滯留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交換期間必須有台科大學籍 

*重要注意事項：因學制關係本交換計畫課程開始日期為學期中，無法全程參與之同學請勿申請 

*由於新冠肺炎的影響實際交換時間東工大有調整之權利 

附件九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about/organization/schools/organization02.html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about/organization/schools/organization03.html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about/organization/schools/organization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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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文件(電子檔)： 

1.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東工大格式) 

2. 英文留學計畫，自傳、預計研究之主題 (請提供Word) 

3. 歷年英文成績單一份 (請提供 PDF) 

4. 英（必要）、日文（必要）語言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請提供 PDF) 

5.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6. 家長同意書 

7. 臺科大指導教授英文推薦函(格式不限, 非必要) 

*上述文件不得缺件, 缺件者即檔案格式不符者視同放棄其結果不另行通知 

簽證： 

待收到錄取通知後需申請學生簽證 

住宿、學費： 

需自行負擔交通及住宿費用／不徵收東工大當地學費 

*同學需自行評估相關交通及住宿 

錄取公告: 

全球學程會主動聯繫錄取之同學, 未錄取者不另行公告及通知 

*本校僅有推薦權，主辦單位東京工業大學仍保有最終審查權力 

*錄取同學若無正當理由臨時取消交換，將影響其所屬研究室日後申請權利，請務必避免 

*活動可能會因為肺炎疫情取消或縮短請同學自行評估 

 

校內初審評分標準： 

語言能力 30 % + 學業成績 20 % + 專題與綜合表現 50% = 總積分 

 

申請方式: 

於截止日期前請將電子檔傳送至下述信箱: 

xw0206@mail.ntust.edu.tw 

*如有疑問歡迎以 Email 聯繫 



各項語言檢定等級對照表 

（以下各項分數對照為各語言檢定機構所提供，如有異動，請以測驗單位公告之資料為準） 

■英文 

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Toeic多益 GEPT全民英檢 托福 iBT 雅思 IELTS 評價說明 

A1入門級 120分以上    
對於他人緩慢而清晰的對談，

可以以簡單的方式反應。 

A2基礎級 225分以上 
初級 

（聽、讀通過） 
  

可以對熟悉而日常的事物完成

簡單而直接的交流。 

B1進階級 550分以上 
中級 

（聽、讀通過） 
42分以上 4.0級以上 

可以描述經歷、事件、訴求和

期望等，並對觀點和計畫給出

理由和解釋。 

B2高階級 785分以上 
中高級 

（聽、讀通過） 
72分以上 5.5級以上 

可以對一系列主題進行清晰而

細節的闡述，解釋某個對議題

的觀點。 

C1流利級 945分以上 
高級 

（聽、讀通過） 
95分以上 7級以上 

對複雜的事物可以用清晰、流

暢、豐富的語言進行闡述。 

C2精通級    8級以上 
即使在最複雜的場合都可以用

得體的言詞表達豐富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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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 

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日本語能力測驗 J 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評價說明 

A1入門級 N5 
250分以上 

（F級） 
修完初級日語前半程度，可些微溝通。 

A2基礎級 N4 
350分以上 

（E級） 
在初級程度日語範圍內可以溝通。 

B1進階級 N3 
500分以上 

（D級） 

可使用日語進行簡單的工作。具有在公

司、學校等場合的基本溝通能力。 

B2高階級 N2 
600分以上 

（C級） 

可至日本出差進行簡單的工作。具有在

公司、學校等場合的基本溝通能力。 

C1流利級 N1 
700分以上 

（準 B級） 

可至日本出差工作。具有在公司、學校

等場合的足夠溝通能力。 

C2精通級  
900分以上 

（A級） 

日語口譯者程度。具有可理解各領域、

各場合專業話題的充份溝通能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022.08彙整 

 

資料來源 

全民英檢：

https://www.lttc.ntu.edu.tw/C

EFRbyLTTC_tests.htm 

 

托福：

http://www.toefl.com.tw/new-

pdf/CEFR%20TOEFL_20160127.pdf 

 

多益：

https://www.toeic.com.tw/Uplo

ad/att/2020-

10/202110281701071058702315.p

df 

 

雅思：

https://www.ielts.org/about-

ielts/ielts-in-cefr-scale 

 

J Test 與 JLPT、CEFR對照：

https://www.j-

test.org.tw/assets/upload_fil

e/download/2396c2c6fb78473284

bb7021ef1627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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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ttc.ntu.edu.tw/CEFRbyLTTC_tests.htm
https://www.lttc.ntu.edu.tw/CEFRbyLTTC_tests.htm
http://www.toefl.com.tw/new-pdf/CEFR%20TOEFL_20160127.pdf
http://www.toefl.com.tw/new-pdf/CEFR%20TOEFL_20160127.pdf
https://www.toeic.com.tw/Upload/att/2020-10/202110281701071058702315.pdf
https://www.toeic.com.tw/Upload/att/2020-10/202110281701071058702315.pdf
https://www.toeic.com.tw/Upload/att/2020-10/202110281701071058702315.pdf
https://www.toeic.com.tw/Upload/att/2020-10/202110281701071058702315.pdf
https://www.ielts.org/about-ielts/ielts-in-cefr-scale
https://www.ielts.org/about-ielts/ielts-in-cefr-scale
https://www.j-test.org.tw/assets/upload_file/download/2396c2c6fb78473284bb7021ef162759.pdf
https://www.j-test.org.tw/assets/upload_file/download/2396c2c6fb78473284bb7021ef162759.pdf
https://www.j-test.org.tw/assets/upload_file/download/2396c2c6fb78473284bb7021ef162759.pdf
https://www.j-test.org.tw/assets/upload_file/download/2396c2c6fb78473284bb7021ef1627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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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交換申請表 

中文姓名  學號  

行動電話  性別  

Email 

各種相關通知會寄到此E-mail，請務必正確填寫，並隨時查收。 

 

系級班別 

 

雙主修輔系 

□無      

□雙主修_____________系 

□輔系_______________系 

修課紀錄 已修畢________學分 休學紀錄 
□未曾休學 

□曾休學____學期 

歷年學業平均 
GPA______________ 

全班排名__________ 
外語能力成績 ______________________(ex:多益 760 分) 

日語能力成績 ______________(ex : N3) 預計出國時間  

交換學校 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 

交 

附 

件 

查 

核 

欄 

□ 申請表(Application Form東工大格式)。 

□ 英文研究及留學計畫摘要、預計研究之主題、留學計畫及內容全文 (請提供Word)。 

□ 歷年英文成績單一份 (請提供PDF)。 

□ 英（必要）、日文（必要）語言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請提供PDF)。 

□ 修習EMI課程修課證明(請學生提供成績單，由學程提供修課證明)。 

□ 家長同意書。 

□ 臺科大指導教授英文推薦函。 

□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 以上資料需掃描成電子檔，並合併成一份，email至全球學程秘書，夏小姐信箱 

  xw0206@mail.ntust.edu.tw。 

申請人簽名  

備註 申請日請：     年     月     日 

 

附件十 



附件十一 Application Form for 2023 Exchange Program at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MPLE

1. Full Legal Name (in English alphabet letters written in your passport):

Family (Last) Name: NORMAN

Given Name: Nicolas

Middle Name: Yusuke

2. Date of Birth

Year: 1992

Month: 10

Day: 25

3. Gender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4. Nationality Japanese

5. Current Mailing Address

Country Japan

Postal/Zip code 152-8552

Address 2-12-1 Ookayama, Meguro-ku, Tokyo

Telephone Number (incl.country and area codes) +81 3 5734 0000

Fax Number (incl. country and area codes) +81 3 5734 9999

Email address nnnorman@titech.ac.jp

6. Native Language Japanese

7.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Choose from the Pull Down List)

Test Name Date Taken (year/month) Score

TOEFL (IBT) 2017/10 105

TOEFL (PBT)

TOEIC

IELTS

*Other (               ) (please specify)

8.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Please enter the result of the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JLPT) if you have taken in the past.

Date Taken: Year

Date Taken: Month

Level N3

Score 150

9.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dd lines if needed)

* High school

Name of School O-okayama High School

Location (city, country) Tokyo, Japan

Entrance Date (yyyy/mm) 2011/04

Graduation Date (yyyy/mm) 2014/03

* University/College: Undergraduate - Bachelor

Name of School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ocation (city, country) Tokyo, Japan

Entrance Date (yyyy/mm) 2014/04

(expected) Graduation/Completion Date (yyyy/mm) 2018/03

* University/College: Graduate - Master

Name of School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ocation (city, country) Tokyo, Japan

Entrance Date (yyyy/mm) 2018/04

(expected) Graduation/Completion Date (yyyy/mm) 2020/03

* University/College: Graduate - Doctor

Name of School

Location (city, country)

If you are a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 and have taken any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 in the past, please enter the result of one of them. Submission of

your official test results or equivalent document as an attachment is requested.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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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ance Date (yyyy/mm)

(expected) Graduation/Completion Date (yyyy/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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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urrent/Home University

Name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aculty/School/Department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 Field(s) of Stud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Year of Study upon Arrival at Tokyo Tech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UG = Undergraduate level, GM = Graduate

Master level, GD = Graduate Doctor level

12. Proposed visa status during the study at Tokyo Tech is Student Visa. If you are entering Japan under other than Student Visa, please indicate below:

13. Intended Academic Advisor at Tokyo Tech (Note: Refrain from contacting Tokyo Tech faculties. Tokyo Tech  will coordinate your advisor assignment.)

Name three advisors from the Engineering Schools ( from School of Engineering,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or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of Engineering Schools'  (P.5 of "Call for Applications"),  and 'Tokyo Tech STAR Search Engine' on the Internet.

http://search.star.titech.ac.jp/search.act
<1st choice>

Affiliation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itle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Name Taro YAMADA

Intended Research Topic at Laboratory Biomimetic aerial and underwater micro robots

<2nd choice>

Affiliation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Systems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Title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Name Hanako FUJI

Intended Research Topic at Laboratory Space robotics for orbital serving

<3rd choice>

Affiliation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Systems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Title (Choose from the Pull-Down List)

Name Jiro Toko

Intended Research Topic at Laboratory Interactive swarm robotics

14. Agreement

I hereby certify that:

1)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2) if accepted by the Program, I shall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laws of Japan 

All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used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screening application documents and will not be provided to any outside party 
except in the cases where (i) it is required by law, or (ii) Tokyo Tech obtains your permission to do so. 

       By checking the box on the left, I certify that I have read the above statement and agree to the terms stated herein.

Date of Submission(yyyy / mm /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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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Tech - GEDP Exchange Program 2023 (Spring) 

 

1 Autobiography 

 

2 statement of purpose 

 

2.1 Research Project Title 

The title of your project must reflect the content. 

Background 

Expected Outcomes, Significance or Rationale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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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申請 

赴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交換就讀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現就讀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之子女   (申請學生姓名) ， 於     (學年度及學期)        ， 

以交換學生之身份至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就讀  (擬就讀期間) 。在此

期間，遵守本國及留學國一切規定，於結束時按時返國，絕不滯留

當地。 

 

特擬此書，以茲證明。 

       此致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立書人（家長）：            (簽章) 

地址： 

電話： 

日期：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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