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聯合大學系統」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各校系所組考試科目及選填組合表
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央生醫工

無機化學(1003)

程材料技術

有機化學(1002)
無機化學(1003)

物理化學(1004)
分析化學(1005)

有機化學(1002)
無機化學(1003)

綜合化學(1001)

生物化學(1006)
有機化學(1002)
無機化學(1003)

物理化學(1004)分
析化學(1005)
物理化學(1004)分 有機化學(1002)
生物化學(1006)
析化學(1005)
無機化學(1003)
生物化學(1006)

生物化學(1006)

可選考校系所組

有機化學(1002)
物理化學(1004)
分析化學(1005)
物理化學(1004)
分析化學(1005)

生物化學(1006)

105.11.21

物理化學(1004)分 有機化學(1002)
析化學(1005)
無機化學(1003)
應用數學(2001)

普通物理(2002)

應用數學(2001)

普通物理(2002)

綜合化學(1001)

近代物理(2003)
近代物理(300F)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央生醫工
程材料技術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央生醫工
程材料技術
中央化學,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
央生醫工程材料技術,交大應化,清大
化學,清大材料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央生醫工
程材料技術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央生醫工
程材料技術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央生醫工
程材料技術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央生醫工
程材料技術
中央化學,中央系統生物生醫化學,中
央生醫工程材料技術,交大應化,清大
化學,清大材料丙
清大天文
中央照明,交大物理,清大物理物理,清
大物理應物,清大物理光物,清大先進
光源物理,清大材料乙,陽明生醫光電
理工甲,清大天文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

電磁學(3007)
近代物理(300F)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離散數學(300C)
織)(300A)
訊號與系統(300B)
離散數學(300C)
通訊系統(通訊原
工程數學 A(3003)
理)(300E)
工程數學 A(3003)
數位邏輯(300H)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信乙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交大電機乙
交大電子乙 B
陽明醫工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理)(300E)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近代物理(300F) 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清大
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固態電子元件
清大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300G)
數位邏輯(300H)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交大電機乙

清大電機甲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清大電機甲
理)(300E)
近代物理(300F)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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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數位邏輯(300H)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可選考校系所組
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
清大電機甲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清大電機甲
理)(300E)
近代物理(300F)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A(3003)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A(3003)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A(3003)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A(3003)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A(3003)
織)(300A)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數位邏輯(300H)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離散數學(300C) 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陽明醫工電子
理)(300E)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近代物理(300F)
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控制系統(300D)
程訊號器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理)(300E)
B,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乙,清大通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數位邏輯(300H)
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生醫光
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控制系統(300D)
程訊號器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通訊系統(通訊原
B,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乙,清大通訊,
理)(300E)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近代物理(300F) 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陽明生醫光電
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數位邏輯(300H)
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控制系統(300D)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
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通訊系統(通訊原
B,交大電機乙,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
理)(300E)
乙,清大通訊,陽明醫工電子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B(3004)
工程數學 B(3004)
工程數學 B(3004)
工程數學 B(3004)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B(3004)
織)(300A)
工程數學 B(3004)

工程數學 B(3004)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工程數學 B(3004)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電機電子,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
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B,陽明醫
理)(300E)
工電子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近代物理(300F)
電,陽明醫工電子
離散數學(300C)

數位邏輯(300H)

中央電機電子,陽明醫工電子
陽明醫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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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近代物理(300F)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B(3004)
數位邏輯(300H)
織)(300A)
工程數學 B(3004)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C,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離散數學(300C)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控制系統(300D)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通訊系統(通訊原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B,交大電機
乙,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乙,清大通訊,
理)(300E)
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近代物理(300F)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數位邏輯(300H)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
理)(300E)
數位邏輯(300H) 陽明醫工電子
工程力學(動力、材
陽明醫工機械
力)(300I)
交大電信乙,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交大電信乙,陽明生醫
理)(300E)
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近代物理(300F) 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清大
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信乙,清大電子,陽明生醫光電
固態電子元件
理工乙
(300G)
交大電信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數位邏輯(300H)
光電理工乙
工程力學(動力、材 交大電信乙,陽明醫工機械,陽明生醫
力)(300I)
光電理工乙
清大電機甲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清大電機甲
理)(300E)
近代物理(300F)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數位邏輯(300H) 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
工程力學(動力、材
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機械
力)(300I)
清大電機甲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清大電機甲
理)(300E)
近代物理(300F)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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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數位邏輯(300H) 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
工程力學(動力、材
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機械
力)(300I)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D(3006)
工程數學 D(3006)
工程數學 D(3006)

中央電機電子,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
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B,陽明醫
理)(300E)
工電子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近代物理(300F)
電,陽明醫工電子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C,陽明醫
數位邏輯(300H)
工電子
工程力學(動力、材 中央電機電子,陽明醫工電子,陽明醫
力)(300I)
工機械
陽明醫工電子
離散數學(300C)

離散數學(300C) 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交大電子乙 B,陽明醫工電子
理)(300E)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近代物理(300F)
子
工程力學(動力、材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醫工機械
力)(300I)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生醫資
近代物理(300F)
訊
數位邏輯(300H)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近代物理(300F)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數位邏輯(300H)

工程數學 D(3006)
工程數學 D(3006)
工程數學 D(3006)
工程數學 D(3006)
工程數學 D(3006)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離散數學(300C)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近代物理(300F)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數位邏輯(300H)
織)(300A)
訊號與系統(300B)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離散數學(300C)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近代物理(300F)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數位邏輯(300H)

電子學(3001)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電磁學(3007)

可選考校系所組

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陽明生醫資訊,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交大電子乙 C,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資訊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交大電信乙

近代物理(3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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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信乙

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陽明醫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控制系統(300D) 控,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子乙 B,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
理)(300E)
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光電,清大電子,
近代物理(300F)
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子,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300G)
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陽明醫
數位邏輯(300H)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
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控,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
控制系統(300D)
清大光電,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
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乙 A,交大電子乙 B,交大電信乙,交大
光電,清大光電,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
理)(300E)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近代物理(300F) 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清大電子,清
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
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
固態電子元件
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
(300G)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
數位邏輯(300H)
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控制系統(300D) 控,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子乙 B,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理)(300E)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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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光電,清大電機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近代物理(300F)
甲,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機甲,清大電子,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300G)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數位邏輯(300H) 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控制系統(300D) 控,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子乙 B,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理)(300E)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光電,清大電機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近代物理(300F)
甲,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機甲,清大電子,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300G)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數位邏輯(300H) 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陽明醫
工程數學 A(3003)
織)(300A)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A(3003)
離散數學(300C) 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織)(300A)
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A(3003)
控制系統(300D) 控,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織)(300A)
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通訊系統(通訊原
工程數學 A(3003)
子乙 B,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
織)(300A)
理)(300E)
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光電,清大電子,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A(3003)
近代物理(300F)
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織)(300A)
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固態電子元件
工程數學 A(3003)
子,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織)(300A)
(300G)
乙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陽明醫
工程數學 A(3003)
數位邏輯(300H)
織)(300A)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陽明醫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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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離散數學(300C) 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控制系統(300D) 控,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子乙 B,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
理)(300E)
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光電,清大電子,
近代物理(300F)
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清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子,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300G)
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陽明醫
數位邏輯(300H)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
甲,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
控制系統(300D)
甲,交大電控,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乙 B,交大電機甲,交大電信甲,清大電
理)(300E)
機乙,清大電機丙,清大通訊,陽明醫工
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
近代物理(300F)
甲,交大光電,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數位邏輯(300H)
乙 C,交大電機甲,清大電機丙,陽明醫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
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控制系統(300D) A,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控,交大電信乙,
交大光電,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7-

8:00-9:40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通訊系統(通訊原 A,交大電子乙 B,交大電機甲,交大電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理)(300E)
信甲,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電機
乙,清大電機丙,清大通訊,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近代物理(300F) A,交大電機甲,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
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數位邏輯(300H) A,交大電子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
信乙,交大光電,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
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機乙,清大電
工程數學 B(3004)
織)(300A)
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B(3004)
離散數學(300C) 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機乙,清大電
織)(300A)
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B(3004)
控制系統(300D) 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機乙,交大電
織)(300A)
控,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通訊系統(通訊原 乙 B,交大電子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
工程數學 B(3004)
電機乙,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乙,清大
織)(300A)
理)(300E)
電機丙,清大通訊,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B(3004)
近代物理(300F) 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機乙,交大光
織)(300A)
電,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B(3004)
數位邏輯(300H) 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機乙,清大電
織)(300A)
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甲,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清大電機
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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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
離散數學(300C) 甲,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清大電機
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
控制系統(300D) 甲,交大電機乙,交大電控,清大電機乙,
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通訊系統(通訊原 乙 B,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機乙,交大電
信甲,清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丙,清大通
理)(300E)
訊,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
近代物理(300F) 甲,交大電機乙,交大光電,清大電機乙,
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數位邏輯(300H) 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機乙,清大電
機乙,清大電機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控制系統(300D) 機甲,交大電控,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子乙 B,交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理)(300E)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光
近代物理(300F)
電,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機甲,清大電子,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300G)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數位邏輯(300H) 子乙 C,交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力學(動力、材
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醫工機械,陽
力)(300I)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電信乙,交大光
電,清大光電,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
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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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控,交大電信
控制系統(300D) 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清大電子,清大
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
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子乙 B,交大電機甲,交大
通訊系統(通訊原
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清大電子,
理)(300E)
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近代物理(300F) 機甲,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
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電信乙,交大光
固態電子元件
電,清大光電,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
(300G)
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子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
數位邏輯(300H) 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清大電子,
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
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電信乙,交大光
工程力學(動力、材
電,清大光電,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
力)(300I)
明醫工電子,陽明醫工機械,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機甲,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控制系統(300D) 機甲,交大電控,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
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子乙 B,交大電機甲,清大電機甲,陽明
理)(300E)
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光
近代物理(300F)
電,清大電機甲,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機甲,清大電機甲,清大電子,陽明醫工
(300G)
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數位邏輯(300H) 子乙 C,交大電機甲,清大電機甲,陽明
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力學(動力、材
機甲,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力)(300I)
醫工機械,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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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機甲,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控制系統(300D) 機甲,交大電控,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
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子乙 B,交大電機甲,清大電機甲,陽明
理)(300E)
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光
近代物理(300F)
電,清大電機甲,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機甲,清大電機甲,清大電子,陽明醫工
(300G)
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數位邏輯(300H) 子乙 C,交大電機甲,清大電機甲,陽明
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力學(動力、材
機甲,清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力)(300I)
醫工機械,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子乙 C,交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離散數學(300C) 子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機乙,陽明
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控制系統(300D) 子乙 C,交大電機甲,交大電控,陽明醫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子乙 B,交大電子乙 C,交大電機甲,陽
理)(300E)
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乙 C,交大
近代物理(300F) 電機甲,交大光電,清大電子,清大工科
丁,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子乙 C,交大電機甲,清大電子,陽明醫
(300G)
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數位邏輯(300H) 子乙 C,交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力學(動力、材
子乙 C,交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力)(300I)
明醫工機械,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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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電子學(3001)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離散數學(300C) 機甲,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控制系統(300D) 機甲,交大電控,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通訊系統(通訊原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子乙 B,交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理)(300E)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甲,交大光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近代物理(300F)
電,清大電子,清大工科丁,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固態電子元件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機甲,清大電子,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300G)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數位邏輯(300H) 子乙 C,交大電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電機電子,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
工程力學(動力、材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機甲,陽明醫工電子,陽明醫工機械,陽
力)(300I)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子乙 A,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工程數學 D(3006)
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控,陽明醫工電
工程數學 D(3006)
控制系統(300D) 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工程數學 D(3006)
近代物理(300F) A,交大光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乙 C,陽明醫
工程數學 D(3006)
數位邏輯(300H) 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
理工乙
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信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乙,交大光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控,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控制系統(300D) 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陽明醫工電子,
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近代物理(300F)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子甲,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
乙 C,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陽明醫工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數位邏輯(300H)
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乙 C,陽明醫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
工程數學 D(3006)
織)(300A)
理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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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乙 C,交大電
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
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乙 C,交大電
控制系統(300D) 控,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
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乙 C,交大光電,陽明醫工
近代物理(300F)
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乙 C,陽明醫
數位邏輯(300H) 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
理工乙
交大電子乙 A,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
離散數學(300C) 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控,陽明醫工電
控制系統(300D) 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近代物理(300F) A,交大光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交大電子乙 A,交大電子乙 C,陽明醫
數位邏輯(300H) 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
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生醫資
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生醫資
近代物理(300F)
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信乙,
近代物理(300F)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陽明生醫資訊
通訊系統(通訊原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理)(300E)
B,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數位邏輯(300H)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生醫資
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通訊系統(通訊原
B,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理)(300E)
乙

電子學(3001)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工程數學 D(3006)
離散數學(300C)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D(3006)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D(3006)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D(3006)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電子學(3001)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資料結構(3002)
資料結構(3002)
資料結構(3002)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可選考校系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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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近代物理(300F)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固態電子元件
(300G)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磁學(3007)

數位邏輯(300H)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離散數學(300C)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通訊系統(通訊原
理)(300E)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近代物理(300F)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力系統(3008)

數位邏輯(300H)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離散數學(300C)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通訊系統(通訊原
理)(300E)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近代物理(300F)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電路學(3009)

數位邏輯(300H)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離散數學(300C)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通訊系統(通訊原
織)(300A)
理)(300E)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近代物理(300F)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數位邏輯(300H)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離散數學(300C)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通訊系統(通訊原
理)(300E)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近代物理(300F)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A(3003) 訊號與系統(300B)

數位邏輯(3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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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清大
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子,陽
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清大電機甲,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B,清大電機甲,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清大電機甲,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B,清大電機甲,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交大電子乙 B,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B,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離散數學(300C)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控制系統(300D)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陽明生醫資
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通訊系統(通訊原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B,交大電機乙,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
理)(300E)
乙,清大通訊,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近代物理(300F)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數位邏輯(300H)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離散數學(300C)
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控制系統(300D)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陽明生醫資
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通訊系統(通訊原 B,交大電機乙,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乙,清大通訊,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
理)(300E)
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近代物理(300F) 交大電機乙,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陽
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電磁學(3007)
數位邏輯(300H)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織)(300A)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離散數學(300C)
織)(300A)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控制系統(300D)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
織)(300A)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通訊系統(通訊原 B,交大電機乙,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乙,清大通訊,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
織)(300A)
理)(300E)
資訊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近代物理(300F)
織)(300A)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數位邏輯(300H) C,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織)(300A)
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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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B(3004)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15:50-17:30

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離散數學(300C)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控制系統(300D)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通訊系統(通訊原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子乙 B,交大電機
乙,交大電信甲,清大電機乙,清大通訊,
理)(300E)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近代物理(300F)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中央生醫工
數位邏輯(300H) 程訊號器材,交大電機乙,清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通訊系統(通訊原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理)(300E)
B,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數位邏輯(300H)
子,陽明生醫資訊
工程力學(動力、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機
力)(300I)
械,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信乙,
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交大電信乙,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
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通訊系統(通訊原
B,交大電信乙,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
理)(300E)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清大光電,清大
近代物理(300F)
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
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信乙,
固態電子元件
清大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
(300G)
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信乙,
數位邏輯(300H)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信乙,
工程力學(動力、材
陽明醫工機械,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
力)(300I)
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清大電機甲,陽明生醫資訊
通訊系統(通訊原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理)(300E)
B,清大電機甲,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近代物理(300F)
陽明生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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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路學(3009)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工程力學(動力、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力)(300I)
陽明醫工機械,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清大電機甲,陽明生醫資訊
通訊系統(通訊原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理)(300E)
B,清大電機甲,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近代物理(300F)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數位邏輯(300H)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工程力學(動力、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清大電機甲,
力)(300I)
陽明醫工機械,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離散數學(300C) 電,交大電機乙,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
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通訊系統(通訊原
電,交大電子乙 B,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理)(300E)
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近代物理(300F)
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數位邏輯(300H) 電,交大電子乙 C,陽明醫工電子,陽明
生醫資訊
中央電機電子,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
工程力學(動力、材
電,陽明醫工電子,陽明醫工機械,陽明
力)(300I)
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通訊系統(通訊原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理)(300E)
B,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近代物理(300F)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數位邏輯(300H)
子,陽明生醫資訊
工程力學(動力、材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力)(300I)
子,陽明醫工機械,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生醫資
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離散數學(300C)
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生醫資
近代物理(300F)
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數位邏輯(300H)
子,陽明生醫資訊
數位邏輯(300H)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C(3005) 電力系統(3008)

可選考校系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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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40

10:20-12:00

13:30-15:10

15:50-17:30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離散數學(300C)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近代物理(300F)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電磁學(3007)

數位邏輯(300H)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離散數學(300C)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近代物理(300F)
織)(300A)
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組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數位邏輯(300H)
織)(300A)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離散數學(300C)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近代物理(300F)

資料結構(3002) 工程數學 D(3006) 訊號與系統(300B)

數位邏輯(3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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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考校系所組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生醫資
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甲,
交大電信乙,交大光電,陽明生醫資訊,
陽明生醫光電理工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陽明生醫光電理工
乙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子乙
C,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交大電機乙,
陽明醫工電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中央系統生物生醫資電,陽明醫工電
子,陽明生醫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