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學程

名稱

系所分

類號

學校代

碼

科系細

分

學科領域� 最後修正

日期

註記說明 系所代碼

新建日期

國立清華大學 應用數學研究所� 319. 003  M(停用) 數學�
2018/8/1

1996 併入數學系, 碩士班分純粹數學及應用

數學兩組。

國立清華大學 應用數學系碩士班

(竹教大合併後停

招 �)

319. 003  M:2 數學�

2018/8/1

數理教育學系碩士班→數理研究所數學組

→數學教育學系碩士班，類號310.3/M。94
年學校及系所更名（99.12）
** 為了集中資源 學校代碼改用(018,新竹教

大) 並在書脊上註明"原竹教大",避免排架人

國立清華大學 人力資源與數位學

習科技研究所(竹
教大合併後停招 �)

494.3 003 M 管理科學�

2018/8/1

原：人力資源發展研究所（494.3 018M）。

103年人力資源發展研究所與數位學習科技

研究所合併為人力資源與數位學習科技研

究所

** 為了集中資源 學校代碼改用(018,新竹教

國立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

系 課程與教學碩

士在職專班

520. 003 M:3 教育�

2018/8/1 2018/8/1

國立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

系 教育行政碩士

在職專班�

520. 003 M:4 教育�

2018/8/1 2018/8/1

國立清華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

碩士班 在職進修

專班�

528.9 003 M 體育�

2018/8/1
原：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國民教育

研究所體育教學碩士班。（99.11）

國立清華大學 體育學系� 528.9 003  M:2(停
用,改用

體育�
2018/8/1

國立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

系碩士班�

545. 003 M 社會學�

2018/8/1
社會科教育學系（523.3/M）→區域人文社

會學系（540/M）

社會學習領域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國立清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教師在職進修語文

教學碩士班(竹教

大合併後停招)

800.3 003  �M:2 語言學�

2018/8/1

人力資源教育處教師在職進修語文學系(所)
語文教學碩士班。（99.4）
** 為了集中資源 學校代碼改用(018,新竹教

大) 並在書脊上註明"原竹教大",避免排架人

國立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

育研究所�

802.5 003 M 中國語文�
2018/8/1

本分類號停用 改用863

國立清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

班中文組

820. 003 M 中國語文�
2018/8/1

語文教育研究所→語文學系碩士班（800.3/
語言學），97年更名。99.4

國立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

育研究所�

863. 003 M:2 臺灣文學�
2018/8/1

*JYL* from NHCUE
2018/8/1

國立清華大學 人力資源教育處教

師在職進修美勞教

育研究所美勞教學

碩士班另有：人

資處造形藝術在職

進修碩士專班←夜

間部�

900. 003  �M:2 美術�

2018/8/1

*JYL* 停用 原：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

修國民教育研究所美勞教學碩士班←暑期

班。另有：人資處造形藝術在職進修碩士

專班←夜間部

國立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美勞教師在職專班

�

903. 003 M:2 美術�

2018/8/1
原：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國民教育

研究所美勞教學碩士班←暑期班。另有：

人資處造形藝術在職進修碩士專班←夜間

2018/8/1

國立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造型藝術碩士在職

專班

903. 003 M:2 美術�

2018/8/1
原：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國民教育

研究所美勞教學碩士班←暑期班。另有：

人資處造形藝術在職進修碩士專班←夜間

2018/8/1

國立清華大學 音樂學系音樂教師

碩士在職專班�

910. 003  �M:2 音樂�
2018/8/1

即：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國民教育

研究所音樂教學碩士班
2018/8/1

國立清華大學 舞蹈研究所� 976. 024 M 舞蹈� 2018/8/20 2011整併成舞蹈研究所 保留給博士班D 使
國立臺北藝術大

學�

舞蹈表演研究所� 976. 024  M:2(停
用)

舞蹈�
2018/8/20

國立臺北藝術大

學�

舞蹈研究所表演創

作組�

976. 024 M:3 舞蹈�

2018/8/20
原：舞蹈研究所，（曾）分為舞蹈表演研

究所及舞蹈創作研究所。（99.5）*JYL*
2011整併成舞蹈研究所 保留給博士班D 使

國立臺北藝術大

學�

舞蹈研究所理論組 976. 024  �M:4 舞蹈�
2018/8/20

94年成立。99.1 原名: 舞蹈理論研究所

 2011 併入舞蹈研究所現名

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

農企業管理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431. 029 M:3 農業經濟�
2018/8/13

*JYL* 隸屬於國際學院
2018/8/13

中央警察大學 防災研究所 445.5 065 M 市政工程� 2018/8/3 *JYL* 2018/8/3
東方設計大學 美術工藝系 研究 960. 154 M:3 應用美術 2018/8/20 *JYL* 2018/8/20
東方設計大學 流行商品設計研究

所
964.

154 M 應用美術
2018/8/20

*JYL*
2018/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