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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 應用科學系 400. 003 M 從新竹教大併入。

四系所自106學年度起停招。停招系

所及學制共計四系所八班，列舉如

下：

應用科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

應用數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

中國語文系學士班及碩士班、中國

語文碩士在職專班

人力資源與學習數位科技研究所碩

士班

** 為了集中資源 學校代碼改用(018,
新竹教大) 並在書脊上註明"原竹教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448. 007 M (停用 電機工程�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南科碩士在職專班� 448. 007 M (停用 電機工程�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數學系教學碩士班� 310. 012 M (停用 數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 403. 012 M (停用 工業教育�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教學碩士班� 403. 012 M (停用 工業教育�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494. 012 M (停用 管理科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28.9 012 M (停用 體育�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教學碩士班� 528.9 012 M (停用 體育�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學系教學碩士班� 529.6 012 M (停用 特殊教育�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表演藝術研究所� 980. 012  �M 表演藝術� 藝術學院底下。表演藝術碩士學位

學程因應國家藝文發展政策設立於

103年8月1日，主要提供對表演藝術

有興趣之人士及在職專業人士進修

的機會。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學位學程� 494. 020  �M 管理科學� 97年成立事業經營研究所，100年改

制為事業經營碩士學位學程原：事

業經營研究所

JYL 2018  隸屬於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

與硬運學系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EMBA) 494. 020 M:2 管理科學 Executieve Master of Business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IMBA) 494. 020 M:3 管理科學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MBA)  隸屬國際企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安科技與管理碩士

班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445.9 025 M (停用

 M:2)
環境工程� JYL 環安科技與管理碩士班在職專

班  /  碩士在職專班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碩士在職專班� 494.8 025 M(停用  M:2) 資訊管理�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521.53 025 M 資訊管理� JYL 新建

大葉大學� 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碩士班 360. 044 M:2 生物學 全名:生物科技與產業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 104年起停招 屬於學院不屬於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舊名 生物

產業科技學系)
大葉大學�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368. 044  �M 生物科技� 106年改名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大葉大學�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68. 044 M (停用 生物科技�

大葉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研究所� 400.2 044  �M 工業管理� 原：工業工程研究所 原名 工業工程

與科技管理研究所

大葉大學� 健康產業管理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411. 044 M 衛生學 JYL 新建

大葉大學� 建築研究所碩士班 441.3 044 M 建築 JYL 新建 屬於 設計暨藝術學院

大葉大學� 自行車創新產業碩士專班 484.32 044 M 商業� JYL 工學院裡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開設的專班

大葉大學� 管理學院博士班� 494. 044  �D:3 管理科學� 原：事業經營研究所，98年起，系

所合一、更名。100.2
JYL 106起,所有管理學院下系所，博

士班只開在管理學院。招生不分

大葉大學� 管理學院在職專班 494. 044 M 管理科學� JYL 106起,所有在職專班開在管理學

院下(分企業管理，國際企業管理，

人力資源暨公公關係，高階經理人

，財務金融組)
例外: 資訊管理學系仍然有自己的 碩
士在職專班

各系所仍然維持自己的碩士班。
大葉大學� 管理學院碩士班(企業管理組) 494. 044  �M 管理科學� JYL 新建

大葉大學� 管理學院碩士班(人力資源暨公共關係組) 494.3 044 M 管理科學� JYL 新建



大葉大學� 人力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在職專班� 494.3 044 M (停用 管理科學�

大葉大學� 智慧財產權碩士學位學程 553.4 044  �M JYL 新建 107年起停招

大葉大學� 管理學院碩士班(國際企業管理組) 553.6 044  �M 管理科學� JYL 新建

大葉大學�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53.6 044 M (停用 管理科學� 管理學院碩士班國際企業與金融組

大葉大學� 應用外語研究所� 805.1 044  �M 英語� 103年起 併入英語學系為英語系碩士

大葉大學� 英語學系碩士班 805.1 044  �M 英語� JYL 新建

大葉大學� 外語服務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805.1 044  M:2 英語� JYL 新建 隨然本學成外語包含日語

課程在內，多數他笑外語學程都給

予805.1類號

大葉大學� 管理學院碩士班休閒與運動管理組� 990. 044  �M:3 觀光� 100年時 有
- 管理學院碩士班休閒與運動管理組

(在職

- 管理學院碩士班休閒事業管理組

(在職

- 管理學院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

101年起改隸觀光餐旅學院
真理大學� 經濟學系財經碩士班 560. 059  �M 財政� 99年與經濟學系合併。101.1

JYL 99年財經研究所併入經濟系

真理大學� 法律學系碩士班 580. 059  �M 法律� JYL 新建

真理大學� 音樂應用學系 藝文產業經營與管理組 碩士班 901.6 059  �M 藝術 JYL 新建

真理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992. 059  �M 觀光� JYL 新建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448. 081  �M 電機工程� 民國一○○年八月通訊工程研究所

併入本系

本系目前授與電機工程學士、碩士

與博士學位及通訊工程碩士、博士

學位等課程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通訊工程碩士班� 448.7 081  �M 通信工程� 電機所 通訊工程碩士論文入此

民國一○○年八月通訊工程研究所

併入電機系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494. 081  �M:3 管理科學� 原先 494 M1,494 M2轉移到 553.6
Program of MBA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非營利組織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494. 081 M:4  (停用

改用M3)
管理科學 原先 494 M1,494 M2轉移到 553.6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M4停用,改用M3))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學習與人力資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在職

專班�

528.4 081 M (停用

M:2)
教育�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學習與人力資源發展碩士班 528.4 081 M (停用 教育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553.6 081  �M 管理科學� 從494轉移到553.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53.6 081 M (停用 管理科學� 從494轉移到553.6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572.9 081 M (停用 公共行政�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738. 081 M (停用 區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