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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110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錄取名單 

正備取生報到問題請洽各系所詢問(各系所分機詳見簡章各系所篇幅) 
考生意見反應電話：03-426-7118 電子信箱：ncu7114@ncu.edu.tw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一般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01010002 正取 001010004 正取 

001010008 備取 1 001010009 備取 2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戲曲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01020004 正取 001020002 備取 1 

 
哲學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02010001 正取 002010006 備取 1 

002010003 備取 2 002010002 備取 3 

002010004 備取 4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03010003 正取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03020001 正取 003020002 正取 

003020003 正取   

 
數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04010002 正取 004010003 備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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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10001 備取 2   

    

物理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05010001 正取 005010002 正取 

005010003 正取 005010004 正取 

005010005 正取 005010006 正取 

005010007 正取   

    

物理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無人報考 

 
化學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化學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06020001 正取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07010001 正取 007010002 正取 

007010006 正取 007010007 正取 

007010003 備取 1 007010004 備取 2 

 
統計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08010001 正取    

 
天文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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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38000001 正取 038000002 正取 

038000003 正取 038000005 正取 

    

機械工程學系 光機電工程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38000004 正取    

 
能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機械工程學系工學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0010001 正取 010010002 正取 

010010003 備取 1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11010001 正取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1020001 正取 011020002 正取 

011020003 正取   

 
土木工程學系 營建管理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2010003 正取 012010005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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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10001 備取 1 012010002 備取 2 

012010004 備取 3 012010006 備取 4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13010001 正取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13020001 正取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工學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5010001 正取 015010002 正取 

015010003 備取 1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6010002 正取 016010003 正取 

016010001 備取 1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工學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財務管理暨會計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8010001 正取 018010003 正取 

018010002 備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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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人力資源管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8020001 正取 018020002 備取 1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策略管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8030003 正取 018030005 備取 1 

018030001 備取 2 018030006 備取 3 

018030002 備取 4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作業與科技管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8040005 正取 018040002 備取 1 

018040004 備取 2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9010001 正取 019010003 正取 

019010005 備取 1 019010007 備取 2 

019010004 備取 3 019010006 備取 4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19020001 正取 019020002 備取 1 

 
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20010003 正取 020010002 備取 1 

 
經濟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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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經濟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22010001 正取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23010002 正取    

 
工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不分組(在職生) 

無人報考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電子組(一般生) 固態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系統與生醫組(一般生) 電波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電機工程學系產業博士班   產業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27010001 正取 027010002 正取 

027010004 正取 027010005 正取 

027010006 正取 027010007 正取 

027010008 正取 027010009 正取 

 
資訊工程學系產業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通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29010001 正取 029010002 備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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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30010001 正取 030010002 正取 

030010003 正取 030010004 正取 

030010005 正取   

 
大氣科學學系 大氣物理博士班   一般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39000005 正取 039000008 正取 

    

大氣科學學系 大氣物理博士班   產學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地球科學學系 地球物理博士班   一般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39000006 正取    

     

地球科學學系 地球物理博士班   產學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一般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39000002 正取 039000003 正取 

039000007 正取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產學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應用地質研究所博士班 產業應用組(一般生) 環境資源暨防災組(一般生) 

均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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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39000004 正取    

 
大氣科學學系 大氣物理博士班   一般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40000004 正取    

 
地球科學學系 地球物理博士班   一般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40000002 正取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一般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40000005 正取    

 
應用地質研究所博士班   環境資源暨防災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40000003 正取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在職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40000001 正取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客家研究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31010001 正取 031010003 正取 

031010008 正取 031010009 正取 

031010011 正取 031010010 備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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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32010001 正取 032010002 備取 1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班   一般組(一般生) 產業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無人報考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跨領域轉譯醫學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35010002 正取 035010003 正取 

035010001 備取 1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准考證號 備註 

036010001 正取 036010004 備取 1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不分組(一般生) 

准考證號 備註    

037010001 正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