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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考試入學資訊 ✦  

簡章下載 

Brochure 

Download 

http://d003.wzu.edu.tw/category/147341  

報名時間 

Application Period 

109 年 3 月 27 日(五)上午 8:00 起至 109 年 4 月 14 日(二)中午 12:00 止

2020.03.27 (Fri.)-2020.04.14 (Tue.) 

報名方式 

Application 

網路報名 

Online Registration 

http://d003.wzu.edu.tw/category/147341


報名費繳交 

Registration Fee 

Payment 

109 年 03 月 27 日(五) 08:00 至 109 年 04 月 13 日(一)15:00 

2020.03.27 (Fri.)08:00-2020.04.13 (Mon.)15:00 

報名網址 

Registration 

system 

apply.wzu.edu.tw  

面試時間 

Interview Date 

109 年 04 月 25 日（六） 

2020.04.25 (Sat.) 

報考資格 

Applicant 

Qualifications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含應屆畢業生），

或具有同等學歷（力）規定資格者。 

Those who have passed the University’s open-enrollment process and 

have graduated from a domestic university or independent college 

accredi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old a Bachelor’s degree 

or from an overseas university or independent college recog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old a Bachelor’s Degree or who have an 

equivalent education level are eligible to be applied the Master's 

Programs. 

書面審查資料 

Application 

Documents 

 

1. 中、外文（英、法、德、西文擇一）自傳各一式三份。 

2. 中、外文（英、法、德、西文擇一）研究計畫一式三份（含學習目標、

研究主題、研究方向、研究重點、未來生涯發展規劃及相關條件等項目）。 

3.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4. 推薦函一封。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各一份（如英、法、德、西文語言檢定、證照、學程證

書、獲獎證明、國際活動表現、已發表之報告、論文等） 

1.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Spanish) autobiography in triplicate. 

2.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Spanish) research proposal in triplicate (including learning 

objectives,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directions, research priorities, 

future career plans). 

3. The transcript for All Semesters.  

4. Th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Other materials that are beneficial for documentary review (such as 

English, French, German, Spanish language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e of 

award,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published reports, 

papers, etc.). 

https://apply.wzu.edu.tw/


考試方式 

Type of Exam 

1. 書審 (Documentary Review) 

2. 面試 (Interview) 
 

✦ 碩士班獎助學金相關信息 ✦  

本校畢業生 

獎助學金 

1. 本校大學部或專科部畢業生，在校學業總成績達該班前百分之十，操行

總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且無任何大過以上處分者，在學期間（不含延修

期間）給予當學期全額學雜費作為獎助學金。 

2. 本校大學部或專科部畢業生，在校學業總成績達該班前百分之五十，操

行總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且無任何大過以上處分者，在學期間（不含延

修期間）給予當學期半額學雜費作為獎助學金。 

3. 未達前述入學勵標準者，入學當學期給予 1 萬元獎助學金。 

備註 

受益本款獎助學金之研究生，其每學期之學業總成績及操行成績至少須達八十

分，方可於下一學期獲得獎助學金，否則暫停發予獎助學金；次學期若達到前

述學業及操行標準，則再恢復給予獎助學金之獎勵。本獎助學金之領取以二學

年為限。 

優秀學生入學 

獎助學金 

1. 非本校畢業生分別以甄試入學、考試入學錄取研究所碩士班就讀者，其

成績為各所各入學管道最優者，在學期間（不含延修期間）當學期給予

半額學雜費作為獎助學金。 

2. 未達前述入學獎勵標準者，入學當學期給予 1 萬元獎助學金。 

備註 

受益本款獎助學金之研究生，其學業總成績及操行學期成績須達八十分以上，

方可於下一學期繼續獲得獎助學金，否則暫停發予獎助學金；次學期若達到前

述學業及操行標準，則再恢復給予獎助學金。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 

職稱 姓名 分機 信箱 

歐洲研究所所長 陳郁君 (07)3426031#7901 92093@mail.wzu.edu.tw 

歐洲研究所助理 魏可軒 (07)3426031#7902 es0002@mail.wz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