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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碩士班（藝術史與視覺文化）  

美術學院 碩士班 

系所名稱 美術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 一般生 

主修別 主修：藝術史與視覺文化 招生名額 主修分別錄取，合計 33 名 

系所代碼 藝術史與視覺文化 211 

考試項目 

項次 類別 內容 占分比 

一 書面審查  50% 

二 面試 針對專業知識進行討論及問答。 50% 

錄取規定 

一、考生如有任何一科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二、錄取正取生最後一名如有兩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依書面審查成績、面試成績順序比較，若分數均

相同，則一併錄取。 

繳交紙本

書面資料 

項次 類別 內容 份數 

一 書面資料 

一、簡歷：含學習經歷或工作經歷，限 A4 一頁。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已畢業考生請繳交大學歷

年成績單，若為應屆畢業生則請提供入學後至大學三年

級成績證明。 

三、研究與學習計畫 1 份，至少 3000 字。 

四、以藝術史或視覺文化研究為主題的寫作，或其他有利於

審查的相關參考資料各一份。 

以上所有資料請準備 1 份並裝訂成冊，一律採用 A4 規格裝

訂。 

1 份 

二 USB 隨身碟數位資料 

一、書面資料請依序合併為一 PDF 檔，存取於 USB 隨身碟中。 

二、僅受理可供 Windows 系統讀取之 USB 隨身碟。 

三、USB 隨身碟請貼上考生姓名。 

1 份 

※書面審查包含書面資料 1 份與 USB 隨身碟數位資料 1 份，請務必兩項資料皆繳交。 

※資料裝訂方式：以上紙本資料請依規定裝訂裝入資料袋並封口，資料袋封面請至網路填表系統列印系

所資料專用信封封面黏貼後寄送。 

繳交資料

期限及注

意事項 

請於 110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13 日寄至「美術學系碩士班」 

※郵寄方式限以郵局限掛或超商宅配，以郵戳或超商宅配線上查詢寄送時間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所寄送之相關資料由考生自行檢查確認後寄出，如有缺件、資料不齊或不符規定等情事，由考生自行

負責，本系不接受補件；考生報名時繳交之各項資料均不予退還，請自行保留原稿。 

※如具以下任一身分者（同等學力第 6 條、第 7 條及第 9 條、境外學歷、中低及低收入戶）屬於特殊考

生，請於 109 年 12 月 18 日前將相關證明文件另寄本校招生委員會報名組（請至報名系統列印專用信

封封面）。 

系所規 

定事項 
考生於畢業前須通過本碩士班規定之外語相關檢定考試標準，方可畢業。 

報到缺額

流用原則 

各主修如正取生已完成報到手續後，仍遇缺額時，將依原公告榜單之備取生依序遞補；如該主修已無備

取生，缺額將由各主修之備取生互為流用，並依總成績高低排序遞補；本校將依缺額狀況另行公告「備

取生總成績高低排序表」。 

聯絡資訊 洽詢電話 02-2896-1000 分機 3120  網址：http://finearts.tnua.edu.tw/ 

http://finearts.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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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碩士班（水墨、繪畫、複合媒體、雕塑、版畫）  
 

美術學院 碩士班 

系所名稱 美術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 一般生 

主修別 主修：水墨、繪畫、複合媒體、雕塑、版畫 招生名額 主修分別錄取，合計 33 名 

系所代碼 水墨 213、繪畫 214、複合媒體 215、雕塑 216、版畫 217 

考試項目 

項次 類別 內容 占分比 

一 書面審查 

書面資料 

1 份 

繳交之書面資料以 A4 為規格，須打字並裝訂成冊。 

書面資料應依序包含下列資料： 

一、封面。 

二、學習及創作經歷。 

三、未來創作計畫或研習計畫。 

四、作品 10 件之「報考作品說明資料」。（格式須至本校美

術學院網站 http://finearts.tnua.edu.tw/ 「最新消息」→

「招生資訊網」下載使用）。 

60% 

USB 隨身

碟數位資

料 1 份 

一、上述書面資料請依序合併為一 PDF 檔。 

二、作品之 JPG 圖檔。請繳交最近三年內的 10 件作品，每

件以 5 張為限。檔案名稱、順序、編碼應與報考作品說

明資料一致。 

三、若提交影音作品，除存取原始影音檔案外，另須將所有

影音作品剪輯為 3 分鐘以內。影音資料格式：Windows 

Media Player 9.0 以上可播放為原則。 

四、數位資料請存取於 USB 隨身碟中，僅受理可供 Windows

系統讀取之 USB 隨身碟。 

二 面試 

個人資料 

請準備個人資料一式 5 份，於面試時自行攜帶，須包含下列

內容：一、封面。二、學習及創作經歷。三、未來創作計畫

或研習計畫。（以上請裝訂成 1 冊）。四、個人作品集。 

40% 

作品審查 

繪畫 面試時請自行攜帶個人資料一式 5 份。 無須

原作

審查 複合媒體 面試時請自行攜帶個人資料一式 5 份。 

水墨 

1.面試時請自行攜帶原作 3 件。 

2.佈展空間提供寬約略 250~300 公分、

高約略 240 公分（系所得視報考人數

調整空間大小），若需佈展工具或檯

座請自備；水墨主修考生於面試當天

上午，務必先完成原作佈展，逾時視

為放棄作品審查。 

3.協助佈展者以 2 名為限。 
須有

原作

審查 

雕塑 

1.面試時請自行攜帶原作，件數自訂。 

2.佈展空間依提供地面約略 300 公分

x300 公分、高約略 240 公分（系所

得視報考人數調整空間大小），若需

佈展工具或檯座請自備；雕塑主修考

生於面試當天上午，務必先完成原作

佈展，逾時視為放棄作品審查。 

3.協助佈展者以 2 名為限。 

版畫 
面試時請自行攜帶原作 5 件，其中版畫

作品至少 1 件。 
  

http://finearts.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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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碩士班 2（水墨、繪畫、複合媒體、雕塑、版畫）  

美術學院 碩士班 

系所名稱 美術學系碩士班（接續前頁內容） 身分別 一般生 

主修別 主修：水墨、繪畫、複合媒體、雕塑、版畫 招生名額 主修分別錄取，合計 33 名 

系所代碼 水墨 213、繪畫 214、複合媒體 215、雕塑 216、版畫 217 

錄取規定 

一、考生如有任何一科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二、若錄取之正取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依書面審查成績、面試成績順序比較，若

分數均相同，則一併錄取；備取生標準亦同。 

書面審查

資料之注

意事項 

一、書面審查包含書面資料 1 份與 USB 隨身碟數位資料 1 份，請務必兩項資料皆須繳交。 

二、請將數位資料存取於 USB 隨身碟之中，並自行確認資料可供 Windows 系統讀取。 

三、作品圖檔大小須為 1MB~3MB、.JPG 格式（解析度至少為 300 ppi），非此規格者不予受理。 

四、請自行確認是否為可讀取檔案。USB 隨身碟請貼上考生姓名並裝入信封，信封上請註明： 

1、考生姓名。 2、准考證號碼。 3、報考主修。 

五、請將書面資料與 USB 隨身碟裝入牛皮紙袋並封口，牛皮紙袋封面請至網路填表系統列印「系所資料

專用信封封面」黏貼後寄送。 

繳交資料

期限及注

意事項 

請於 110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13 日寄至「美術學系碩士班」 

※郵寄方式限以郵局限掛或超商宅配，以郵戳或超商宅配線上查詢寄送時間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所寄送之相關資料由考生自行檢查確認後寄出，如有缺件、資料不齊或不符規定等情事，由考生自行

負責，本系不接受補件；考生報名時繳交之各項資料均不予退還，請自行保留原稿。 

※如具以下任一身分者（同等學力第 6 條、第 7 條及第 9 條、境外學歷、中低及低收入戶）屬於特殊考

生，請於 109 年 12 月 18 日前將相關證明文件另寄本校招生委員會報名組（請至報名系統列印專用信

封封面）。 

系所規 

定事項 

一、凡考入本班之研究生，修業期間之相關作品發表與展覽，其相關費用必須自籌。 

二、考生於畢業前須通過本碩士班規定之外語相關檢定考試標準，方可畢業。 

報到缺額

流用原則 

各主修如正取生已完成報到手續後，仍遇缺額時，將依原公告榜單之備取生依序遞補；如該主修已無備

取生，缺額將由各主修之備取生互為流用，並依總成績高低排序遞補；本校將依缺額狀況另行公告「備

取生總成績高低排序表」。 

聯絡資訊 洽詢電話 02-28961000 分機 3120  網址：http://finearts.tnua.edu.tw/ 

http://finearts.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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