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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理
110暑--為日曆年，非學年

系統組 0580134 (111暑必考)重考生(105B-109A休學)

系統組 0680148 △ △ OK (110暑必考)(107甄提前入學)(107B、108B、109A休學)1△9△ 退學

固態組 0780106 抵免 (111暑必考)(108B-110A休學)

固態組 0780123 OK OK OK (111寒必考)(108B-109A休學) 三科通過

系統組 0780132 △ △ (111暑必考)(108B-109A休學、109B-110A休學)9△12△

固態組 0780116 △ (111寒必考)(107下提前入學)(108B-109A休學)2△

固態組 0780117 OK OK △ OK (110寒必考)(107下提前入學)4△ 三科通過

系統組 0780138 抵免 抵免 (112寒必考)(107下提前入學)(108B-110A休學)

系統組 0780139 抵免 (112寒必考)(107下提前入學)（109-110休學）

系統組 0780141 △ OK (111寒必考)(107下提前入學)7△(109A-109B休學)

固態組 0880101 (112暑必考)(108-109休學)

固態組 0880106 (112暑必考)(109B-111A休學)

系統組 0880116 (112暑必考)(108-109休學)

系統組 0880121 △ OK ★ (111暑必考)(1092-1101休學)8△12★

系統組 0880122 抵免 抵免 抵免 (111寒必考) 三科通過

系統組 0880123 抵免 OK 抵免 (111寒必考) 三科通過

固態組 0750148 抵免 OK ★ (111寒必考)(108上逕博)(109B休學)4★

系統組 0880130 抵免 抵免 抵免 (111寒必考)(108上逕博) 三科通過

固態組 0750153 OK OK OK (111寒必考)(108上逕博) 三科通過

固態組 0854007 抵免 OK OK (111寒必考)(108下逕博) 三科通過

固態組 0880110 OK OK OK (111寒必考)(108下提前入學) 三科通過

固態組 0880111 抵免 抵免 抵免 (111寒必考)(108下提前入學) 三科通過

固態組 0880113 抵免 (111寒必考)(108下提前入學)(110A-B休學)

固態組 0880114 OK △ OK (111寒必考)(108下提前入學)2△

系統組 0880125 (111寒必考)(108下提前入學)

系統組 0880001 △ (112暑必考)(108B轉入)(109A-110B休學)9△

固態組 409510002 OK OK (111暑必考)

固態組 409510005 (111暑必考)

固態組 409510006 △ (111暑必考)2△

固態組 409510007 抵免 OK (111暑必考)(109上逕博)

固態組 409510008 抵免 抵免 (111暑必考)(109上逕博)

固態組 409510009 OK OK (111暑必考)(109上逕博)

固態組 409510010 △ △ (111暑必考)(109上逕博)2△4△

系統組 409510020 (114暑必考)(109B-111A休學)

系統組 409510021 抵免 抵免 抵免 (111暑必考) 三科通過

系統組 409510023 抵免 抵免 OK (111暑必考) 三科通過

系統組 409510024 △ 缺考 △ (111暑必考)7△9△10△

系統組 409510025 (111暑必考)

系統組 409510026 抵免 抵免 △ (111暑必考)(109上逕博)10△

系統組 0850230 抵免 OK 抵免 (111暑必考)(109上逕博) 三科通過

固態組 409591003 △ △ (111暑必考)(109上入學、110上轉入)2△4△

固態組 409510012 (112寒必考)(109下提前入學)

系統組 409510014 △ (112寒必考)(109下提前入學)11△

系統組 409510015 抵免 抵免 抵免 (112寒必考)重考生(109下提前入學) 三科通過

系統組 409510016 (112寒必考)重考生(109下提前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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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OK表已及格；△表曾考一次不及格；★表曾考二次不及格；※表曾考三次不及格

組別 學 號
三必選一(固) 三必選一(固) 六必選二(系)



系統組 409510017 (112寒必考)(109下學士逕博、提前入學)

系統組 409510018 OK (112寒必考)(109下學士逕博、提前入學)

系統組 750299 抵免 抵免 抵免 (112寒必考)(109下碩士逕博、提前入學) 三科通過

系統組 850227 抵免 抵免 抵免 (112寒必考)(109下碩士逕博、提前入學) 三科通過

固態組 410510001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2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3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4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5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1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2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3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4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5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6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7 (113暑必考)(110AB休學)

固態組 410510008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09 △ (112暑必考)2△

固態組 410510010 (112暑必考)

固態組 410510011 (112暑必考)

系統組 410510012 (112暑必考)

系統組 410510021 (112暑必考)

系統組 410510023 (112暑必考)

系統組 410510024 (112暑必考)

系統組 410510025 (112暑必考)

系統組 410510026 (112暑必考)

系統組 410510027 (112暑必考)

系統組 309510145 (112暑必考)

固態電子組  ：1～3科目中至少選一科，4～6科目中至少選一科

電路與系統組：7～12科目中至少選二科

*右列十二科中選四科：1.半導體元件物理  2. 積體電路技術   3.光電子學

   4.固態理論        5. 高等電磁學     6. 量子力學 
   7.類比積體電路    8. 訊號與系統     9. 計算機結構   
   10.VLSI DESIGN    11. Design Automation & Testing 

   12.通訊原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