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名稱權威標目整理作業原則（摘要） 

 
 
國家圖書館「團體權威標目整理」作業原則如下，著錄細則詳閱「著錄依據」項

各種編目規範中所列之規定。 

 

1. 團體標目涵蓋範圍：政府機關、公司行號、宗教團體、學會、協會、學術及

教育機構、專業組織、會議、展覽、演藝團體、競技大會等。 

 

2. 團體標目採用該團體著稱之名稱，如無法確定，則依下列順序擇定之：（1）

團體本身著刊作品中最常用者（2）一般文獻中最常用者（3）團體本身最近使用

者。未經採用者，另立參照款目引見之。 

 

3. 團體名稱如有變更，新舊名稱均可立為標目。新舊名稱分立「參見」或「說

明參照」款目。 

例： 210 02 $a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510 02 $a 世新大學 

 

210 02 $a 世新大學 

     510 02 $a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改名世新大學，各立為標目，並建立「參見」關係） 
 
4. 團體名稱如有不同之形式（如全銜、簡稱等），則採正式名稱或全銜為主標目，

簡稱及其他未被採用之其他名稱，應立「反見」標目。 

例：210 02 $a 行政院$b 文化建設委員會 

    410 02 $a 行政院$b 文建會 

    410 02 $a 文建會 

    （採用全稱為主標目） 
 
5. 團體名稱中如含「私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股份有限」、「有限責

任」、「股份有限公司」，及會議、展覽等名稱之「屆次、時間、地點」等字

樣，主標目著錄時可省略。 
例：210 02$a 淡江大學 
    410 02 $a 私立淡江大學 

    （省略「私立」字樣） 
例：210 02 $a 工業技術研究院  

410 02 $a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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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財團法人」字樣） 
例：210 02 $a 上河文化公司   
    410 02 $a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省略「股份有限」字樣） 
例：210 02 $a 臺灣學生書局  

410 02 $a 臺灣學生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省略「股份有限公司」字樣） 
 
6. 標目相同之不同團體，需於名稱之後，加註其所在地或其他足以辨識之字樣。

地名著錄形式參考《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 第 23 章〈地名〉之規定。 
例：210 02 $a 龍山寺$c（臺北市） 

210 02 $a 龍山寺$c（彰化縣鹿港鎮） 

例：210 02$a 國立中央圖書館 

          （臺灣的中央圖書館） 

210 02$a 國立中央圖書館$c（韓國） 

        （韓國的中央圖書館） 

 

7. 政府機關特別注意事項 
7.1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 
7.1.1 除五院所屬各部直接著錄外、其餘所屬局、處、署、委員會等機關及其隸

屬單位，盡量依層級完全著錄。 
例：210 02 $a 教育部 

       （不用 行政院教育部） 
例：210 02 $a 法務部 

        （不用 行政院法務部） 
例：210 02 $a 銓敘部 

（不用 考試院銓敘部） 
例：210 02 $a 行政院$b 人事行政局$b 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依層級完全著錄）  
例：210 02 $a 行政院$b 大陸委員會$b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 

   （依層級完全著錄） 
例：210 02 $a 行政院$b 文化建設委員會$b 資訊應用國字整理小組 

   （依層級完全著錄） 
7.1.2 五院所屬各部下之隸屬單位，以冠部名為原則。 
例：210 02 $a 法務部$b 調查局  

       （不用 調查局） 
例：210 02 $a 內政部$b 營建署 

      （不用 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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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210 02 $a 交通部$b 民用航空局 

      （不用 民用航空局）  
7.1.3 若機關以其他名稱較著稱、或機關本身出版品及其他文獻中常採用其他名

稱者例外。（教育機關、學術機關、醫院、矯正機關、檢察機關、電臺等常有

此情形） 
例：210 02 $a 國立故宮博物院 

        （不用 行政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例：210 02 $a 國立教育資料館 

        （不用 教育部 國立教育資料館） 
例：210 02 $a 國立政治大學 

        （不用 教育部 國立政治大學） 
例：210 02 $a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不用 法務部 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 
例：210 02 $a 三軍總醫院 

     （不用 國防醫學院 三軍總醫院） 
例：210 02 $a 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 

   （不用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 
 

7.1.47.4 各級政府之二級以下單位，如其名稱不足以辨識，需於單位名稱前加註

其上級機關名稱。 
例：210 02 $a 教育部$b 高等教育司$b 第一科 

7.2 臺灣省政府所屬機關 
7.2.1 我國省級機關之標目，機關名稱冠省名，毋需再冠國名。 
例：210 02 $a 臺灣省$b 人事處 

7.2.2.省府所屬機關盡量依層級完全著錄： 
例：210 01 $a 臺灣省$b 農林廳$b 山地農牧局 

210 01 $a 臺灣省$b 農林廳$b 水產試驗所 

210 01 $a 臺灣省$b 農林廳$b 技術室 

210 01 $a 臺灣省$b 農林廳$b 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210 01 $a 臺灣省$b 農林廳$b 林產管理局         

210 01 $a 臺灣省$b 農林廳$b 林務局$b 玉山林區管理處   

210 01 $a 臺灣省$b 農林廳$b 林務局$b 農林航空測量所 

7.2.3 若機關以其他名稱較著稱、或機關本身出版品及其他文獻中常採用

其他名稱者例外。 
例：210 01 $a 臺灣省$b 文獻委員會 

      （省略民政廳） 

例：210 01 $a 嘉義縣$b 文獻委員會  

（省略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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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相當省級之機關（如院轄市）直接著錄其名稱。 
例：210 02 $a 臺北市政府 
7.4 地方機關之標目，冠其縣市名稱。 
例：210 02 $a 宜蘭縣$b 礁溪鄉公所 

例：210 02 $a 臺北縣$b 教育局 

7.5 各地區戶政、地政事務所前冠縣市名，省略中間層級「民政局」、「警察局」、

「地政處」等字樣。 
例：210 01 $a 臺北市$b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隸屬於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省略民政局）  

例：210 01 $a 高雄市$b 鹽埕區戶政事務所 

          （隸屬於高雄市政府民政局，省略民政局）   

例：210 01 $a 嘉義縣$b 鹿草鄉戶政事務所  

    （隸屬於嘉義縣民政局民政課，省略民政局民政課） 

例：210 01 $a 臺中市$b 北區戶政事務所  

    （隸屬於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省略民政局） 

例：210 01 $a 臺中縣$b 東勢鎮戶政事務所  

          （隸屬於臺中縣政府警察局，省略警察局）   
例：210 01 $a 高雄縣$b 岡山戶政事務所 

      （隸屬於高雄縣政府警察局，省略警察局） 
例：210 01 $a 高雄市$b 鹽埕地政事務所 

          （隸屬於高雄市地政處，省略地政處） 
例：210 01 $a 臺北縣$b 中和地政事務所 

          （轄區包括中和市及永和市地政業務）          
7.6. 各地區衛生所前冠縣市名，省略中間層級「衛生局」。鄉鎮衛生所原隸屬於

各鄉鎮公所，後改隸縣府衛生局，於歷史沿革中說明即可，不須另立記錄。 
例：210 01 $a 屏東縣$b 潮州鎮衛生所  

          （隸屬於屏東縣衛生局，省略衛生局）   
例：210 01 $a 桃園縣$b 觀音鄉衛生所 

           （隸屬於桃園縣衛生局，省略衛生局） 
7.7 立法機構會議之標目，名稱後依次加註屆次、時間於圓括弧內。 
7.8 軍事機關、部隊之標目，名稱需冠以軍種。 
7.9 使領館及駐外代表團直接以其名稱為標目。 
例：210 02 $a 臺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8. 團體之分會、支會特別注意事項 
8.1 團體之分會、支會所在地之地名記載於團體名稱之後，置於圓括弧內。 
例：210 02 $a 華美協進社$b 臺灣分社$c（臺北市） 
8.2 如團體之分會、支會名稱已包含所在地之地名，則不必重覆記載地名。 
例：210 02 $a 新加坡國際銀行$b 臺北分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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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團體名稱中之地理名稱當作識別作用時不必複分層級。 
例：210 02 $a 臺灣花蓮地方法院 

           (隸屬於法務部，不隸屬於臺灣省政府) 

例：210 02 $a 臺北縣中醫師公會 

          （非臺北縣政府下屬機關） 
例：210 02 $a 臺北市熱河同鄉會 

          （非臺北市政府下屬機關） 
 
10. 各縣市民意機關非縣市政府直屬機關，直接著錄全名，不必複分層級。 
例：210 02 $a 臺北縣蘆洲市民代表會 

（蘆洲市民代表會非隸屬於臺北縣政府，直接著錄全名） 
例：210 02 $a 臺北縣淡水鎮民代表會 

       （淡水鎮民代表會非隸屬於臺北縣政府，直接著錄全名） 
例：210 02 $a 臺北縣土城市民代表會 

         （土城市民代表會非隸屬於臺北縣政府，直接著錄全名） 
 
11. 各地方農漁會屬信用合作社性質，非隸屬於縣市鄉鎮政府之下，著錄其網頁

或出版品本身所使用之名稱。 
例：210 02 $a 臺北縣三峽鎮農會 

例：210 02 $a 大甲鎮農會 

例：210 02 $a 六龜鄉農會 

例：210 02 $a 臺北市木柵區農會 

例：210 02 $a 基隆區漁會 

例：210 02 $a 宜蘭縣三星區漁會 

 

12 國小、國中、高中、及同級之其他類型學校，除「國立」之學校外，主標目

著錄原則如下： 
12.1 公立國中、高中、及同級之其他類型學校標目結構如下，不必區分層級： 
 

地名 ＋ 「縣立」、「市立」、「省立」 ＋ 識別名稱 ＋ 學校類型 

 
 例：210 02 $a 高雄縣立彌陀國民中學 

 例：210 02 $a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例：210 02 $a 高雄市立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 「國立」學校前不必加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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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公立國小標目結構如下，不必區分層級： 
 
   縣市名 ＋ 鄉鎮或區域名稱  ＋識別名稱 ＋ 學校類型 

 
例：210 02 $a 臺北縣中和市復興國民小學 

例：210 02 $a 臺北縣板橋市板橋國民小學 

例：210 02 $a 臺北縣石碇鄉和平國民小學 

例：210 02 $a 臺北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例：210 02 $a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國民小學 

       
※ 請查閱「我的E政府 機關名錄」

http://searchn1.www.gov.tw/info/file/DeptIndex.jsp 
 

12.3 私立學校名稱省略「私立」字樣後，直接著錄。 
 例：210 02 $a 臺北市再興小學 

          （不用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12.4 名稱中有「附設」、「附屬」字樣，遇「附設」、「附屬」即區分為另一層級。 
例：210 02 $a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b 附屬高級中學 

例：210 02 $a 國立政治大學$b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2.5 同一學校分「XX 部」或「XX 科」，各部未分立為獨立學校者，一律以該校

名稱為主標目，若有必要，再以「XX 部」或「XX 科」複分。 
   例：210 02 $a 臺北市再興中學 
 
12.6 若以「XX 高級職業學校」、「XX 高級商業職業學校」、「XX 高級商業家事職

業學校」為名，即使其下開辦綜合高中，仍以前述「XX 高級職業學校」等

字樣為主標目，綜合高中及各分科立副標目 
例：210 02 $a 臺北市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b 綜合高中 

例：210 02 $a 臺北市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b 幼兒保育科 
 
12.7 大陸與臺灣兩地名稱相同之大學，臺灣之大學不予標示區分，中國大陸之大

學採用「中國」作為區分字樣。 
例：210 02$a 國立清華大學－－－－主標目        臺灣的清華大學 

    410 02$a 清華大學$c－－反見標目          （包括國民政府遷台前） 
例：210 02$a 清華大學$c（中國）－主標目……… 大陸地區的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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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多層次之機關名稱，若其上層或中層機關改名，則其下屬機關之權威記錄

中，原則上不需再加一反參見標目，部、會之下一級單位可視實際狀況斟酌。 
例：210 02$a 國立中央圖書館$b 編目組 

510 02$a 國家圖書館$b 編目組 

 
    （「國立中央圖書館」改名為「國家圖書館」） 

 
12.9 舊地名若今古隸屬於不同行政轄區，舊標目的英文名稱以古名區分。 
例：210 01 $a 臺中縣$b 員林區$b 社頭鄉公所    

    710 01 $aShetou(Taichung, Taiwan).$bTownship Office. 

（社頭鄉曾隸屬臺中縣，現隸屬彰化縣） 

 

13. 外文名稱 
13.1 本國機關西文名稱加國名或地名作為區別條件： 
13.1.1 本國政府機關（五院及所屬單位、軍隊、使領館、駐外代表團等）英文名

稱前加註”China（Republic : 1949-）”。 
例：210 01$aChina（Republic : 1949-）.$bExecutive Yuan. 

13.1.2 地方政府之英文名稱以其名稱中地理名稱之最低層級為主標目$a（除非其

最低層級地名與其他地名相同），並加註”其上層地名, Taiwan”置於原括弧

內，緊接於$a 之內容後，不另用$c。 
例：210 01$a 桃園縣$b 教育局 

710 01 $8eng $aTaoyuan(Taiwan).$bBureau of Education. 

  例：210 01$a 苗栗縣$b 通宵鎮公所 

      710 01$8eng $aTongsiao(Miaoli , Taiwan).$bTownship Office.    

13.1.3 其他由本國或外國政府設立經營之單位，英文名稱原則上不加地名。但名

稱中包含「National」字樣之機關，於英文名稱後加註地名。 
例：210 02$a 國立歷史博物館 

710 02$8eng$aNational History Museum.$c(Taipei, Taiwan) 

13.1.4 本國或外國之一般機構（如：學術團體、財團法人、出版社），英文名稱

不加國名或地名 
例：210 02$a 張榮發基金會 

710 02 $8eng $aChung Yung-Fa Foundation. 
 

13.2 本國機關名稱有不同語文之西文名稱者，重覆欄位 710。 
例： 710 02 $8eng$aChina. $bExecutive Yuan. $bGovernment Information     

           （行政院新聞局－－英文） 

     710 02 $8spa$aRepublica de China. $bOficina de Informacion del  

obi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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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新聞局－－西班牙文） 

 
13.3 漢語拼音機關名稱首字的第 1 個字母大寫 
例： 210 02$a 大葉大學 

410 02$8eng$aDa ye da xue. 

        
13.4 舊地名若今古隸屬於不同行政轄區，舊標目的英文名稱以古名區分。 
例：210 01 $a 臺中縣$b 員林區$b 社頭鄉公所    

    710 01 $aShetou(Taichung, Taiwan).$bTownship Office. 

（社頭鄉曾隸屬臺中縣，現隸屬彰化縣） 

                        
13.5 複合標目若查知上層機關之英文名稱，下層機關英文名稱無法得知時，上

層採用英文名稱，下層採用羅馬拼音名稱。 
例：210 01 $a 臺灣省$b 糧食處 

710 01 $aTaiwan.$bLiang shi chu. 

 
14. 外國機關團體特別注意事項 

14.1 外國團體有中文名稱者，以中文名稱為標目。無中文名稱者則採用中文譯

名。中文譯名依下列順序選用：權威檔既用者、作品中之譯名、常用譯名、自行

擬定。 

14.2 外國團體之原名得記於中文名稱之後，加圓括弧。外國團體之原文標目部份

應查閱 ITSMARC 或美國國會圖書館權威資料庫（Library of Congress Authorities）。 

例：210 02 $a 蘋果電腦公司$c（Apple Computer, Inc.） 

14.3 一般外國機關團體原名中若無國名時，無需自行加入國名譯出。 

例：210 02 $a 布拉格交響樂團$c（Praque Symphony Orchestra）   
   （不必譯為：捷克布拉格交響樂團） 
14.4 在編文獻所提供之中譯名稱若已帶有國名或地名，連同國名或地名一併著

錄。 
例：210 02 $a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文獻之中譯名稱已帶有國名，中譯名一併著錄於$a） 
14.5 外國政府機關，應冠國名於前。 
例：210 01 $a 美國$b 農業部$b 水土保持署$c(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外國政府機關冠國名，國名記載於$a）          
 
15. 出版社、學校及社團名稱，機讀編目特別注意事項： 
15.1 若在編文獻所載名稱並非完整時，需查證其完整名稱紀錄之 
例：210 02 $a 鼎茂圖書公司$b 編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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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頁題「鼎茂編輯群」） 
15.2 凡具有隸屬關係之團體標目，如上下層級名稱均具有識別功能，則區分為$a
及$b 
例：210 02$a 淡江大學$b 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版權頁題「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例：210 02$a 萬芳醫院$b 醫護團隊 

 （版權頁題「萬芳醫院醫護團隊」） 
15.3 凡以叢書名、刊名及題名組成之編委會或編輯群，不必區分為$a 及$b 
例：210 02 $a 旭屋醫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15.4 凡團體設有附設單位者，其附設單位視為團體名稱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紀錄

團體標目時，不必區分為$a 及$b。 
例：210 02 $a 臺北市立國樂團附設市民國樂團 

15.5 次級團體設有附設單位者，其附設單位視為次級團體不可分割之部分，記

錄團體標目時，必須區分$a 及$b。 

例：210 02 $a 國立臺灣大學$b 醫學院附設醫院 

15.6 凡記錄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之團體作者，本身不是具體名稱時，不必建立權

威標目。 
例：（版權頁題「134 位關心兒童成長的專家與父母作」，不必建立權威標目） 
 
16. 會議標目特別注意事項  
16.1 會議、研討會、展覽、博覽會等之屆次、時間、地點依次加註於名稱之後，

置於圓括弧內，其間以冒號相隔。 會議之屆次以阿拉伯數字記之。會議時間按

民國紀年，僅紀年份。 
例：210 12 $a 中美防災科技合作計畫研討會$d(5$f 民 84$e 國立成功大學) 

    （記載研討會之屆次、時間、地點） 
16.2 同一會議在一年內舉行二次以上者，記其年、月、日。 
16.3 會議地點如係在教育、文化機構內舉行，記載機構名稱，否則僅記地名。 
例：210 12 $a 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d(17$f 民 85$e 臺北市) 
    （會議地點非教育、文化機構，僅記地名） 
16.4 會議名稱如已包含舉行之地點，不必重覆記載。 
例：210 12 $a 臺北中華美食展$d(7$f 民 85) 

（名稱已包含舉行之地點，不必重覆記載） 
16.5 如標目可適用於同一會議不同屆次，但會議時間及地點不同，標目後毋需

加註屆次、時間、地點。 
例：210 12 $a 新竹縣立文化中心文化古蹟攝影比賽 
16.6 倘若不同屆次名稱不同，需分建不同標目，連同屆次、時間、地點，互立參

見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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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機讀權威紀錄格式基本欄位 
17.1 團體權威紀錄應根據「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擇最完整欄位著錄之。 
17.2 權威資料輸入時，基本欄位大致包括： 
     紀錄標示 
     001  紀錄識別欄 

100 一般性資料 
150  名稱代碼資料 

     152  編目規則 
     210  權威標目-團體名稱 
     3XX 附註段 
     410  反見標目-團體名稱 
     510  反參見標目-團體名稱 
     710  連接標目-團體名稱 

801 出處欄 
810 資料來源 
830 編目員註 
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 

     901  國家地區代碼（系統新訂，於系統中輸入） 
     903  修改人員代碼及日期（系統新訂，於系統中輸入） 

※ 以上欄位需配合「中國機讀權威紀錄格式」之規定，使用控制分欄 0-8 
※ 欄位 001、100、210、801 為「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規定之必備欄 

 
18 作業範例 

以「世新大學」及其各時期名稱為例，所有應建立之權威紀錄如下： 
 
001 000001 
100    $a20060312achib09      ea 

150 $ay 

152    $aCCR 

210 02 $a 世新大學 

 410 02 $a 私立世新大學 

410 02 $a 世新 

510 02 $5a$a 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510 02 $5a$a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510 02 $5a$a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710 02 $8eng$aShih Hsin University. 

801 0 $acw$b 國圖$c20060312 

801 1 $acw$b 國圖$c200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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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ahttp://www.shu.edu.tw 

810 $ahttp://140.112.161.66/college/search/colshow.asp?selid=1015 

830    $a 歷史沿革：民 45 年 9 月成立時原名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民

49 年 8 月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民 80 年 8 月升格為「世

界新聞傳播學院」, 民 86 年 8 月改制為「世新大學」。 

 856 40 $uhttp://www.shu.edu.tw$z 網路連結 

 

 
001 000002 
100    $a20060312achib09      ea 

150    $ay 

152    $aCCR 

210 02 $a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410 02 $a 私立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410 02 $a 世新 

510 02 $5a$a 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510 02 $5a$a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510 02 $5b$a 世新大學 

 710 02 $8eng$aWorld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801  0 $acw$b 國圖$c20060312 

801  1 $acw$b 國圖$c20060314 

810 $ahttp://www.shu.edu.tw 

810 $ahttp://140.112.161.66/college/search/colshow.asp?selid=1015 

830    $a 歷史沿革：民 45 年 9 月成立時原名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民

49 年 8 月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民 80 年 8 月升格為「世

界新聞傳播學院」, 民 86 年 8 月改制為「世新大學」。 

 856 40 $uhttp://www.shu.edu.tw$z 網路連結 

 

 

001 000003 
100    $a20060312achib09      ea 

150    $ay 

152    $aCCR 

210 02 $a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410 02 $a 私立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410 02 $a 世新 

510 02 $5a$a 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510 02 $5b$a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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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02 $5b$a 世新大學 

 710 02 $8eng$aWorld College of Journalism. 

801  0 $acw$b 國圖$c20060312 

801  1 $acw$b 國圖$c20060315 

810 $ahttp://www.shu.edu.tw 

810 $ahttp://140.112.161.66/college/search/colshow.asp?selid=1015 

830    $a 歷史沿革：民 45 年 9 月成立時原名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民

49 年 8 月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民 80 年 8 月升格為「世

界新聞傳播學院」, 民 86 年 8 月改制為「世新大學」。 

 856 40 $uhttp://www.shu.edu.tw$z 網路連結 

 

 

001 000004 
100    $a20060312achib09      ea 

150    $ay 

152    $aCCR 

210 02 $a 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410 02 $a 私立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410 02 $a 世新 

510 02 $5b$a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510 02 $5b$a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510 02 $5b$a 世新大學 

 710 02 $8eng$aWorld Vocational School of Journalism. 

801  0 $acw$b 國圖$c20060312 

801  1 $acw$b 國圖$c20060315 

810 $ahttp://www.shu.edu.tw 

810 $ahttp://140.112.161.66/college/search/colshow.asp?selid=1015 

830    $a 歷史沿革：民 45 年 9 月成立時原名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 民

49 年 8 月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民 80 年 8 月升格為「世界

新聞傳播學院」, 民 86 年 8 月改制為「世新大學」。 

856 40 $uhttp://www.shu.edu.tw$z 網路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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