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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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記說明 代碼新建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營建管理碩士班 441. 005 M:3 土木工程
8/18/2022

~<2202/8/18>原營建管理所  併入土木系  保留原先"營建管理
碩士班"名稱,  土木系仍另有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 博士班
亦同

8/18/2022 13 2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碩士在職
進修專班  / 圖書資訊學在職進修
專班

020. 006 M:3
�

圖書館學
8/1/2022

~<2022/8/1>108學年度以後  全部改稱數位學習在職專班 (遠距
較學) 8/1/2022 11 2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碩士班 802. 006 M:2
�

中國語文

8/2/2022

~<2202/8/2>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華語文教學系  下有碩士班 , 
博士班 , 數位碩專班  歷史: 2012年「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與「國
際華語與文化學系」合併為具博士班、碩士班與學士班學制
之「華語文教學系」。 2017年「應用華語文學系」與「華語文教學
系」進一步整併。重整後的「華語文教學系」包含兩個學士班
組（「國際華語與文化組」及「應用華語文學組」）、碩士班、博
士班、以及數個學程與專班

8/2/20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
班

802. 006 M:6 中國語文 8/2/2022 ~<2202/8/2>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華語文教學系 8/2/2022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通電信產業碩

士專班
312. 022 M 資訊工程 8/24/2022 ~<2022/8/24已經停招 8/24/2022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900. 022 M 美術 8/24/2022 ~<2022/8/24>95年轉型為非師資培育學系，由 "視覺藝術教育 "
更名

8/24/202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528.5 026 M 8/24/2022 ~<2022/8/24>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封面不另標明所屬
班別, 只有審定書標明。原給予類號 411 改用 528.5 8/24/202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在職專
班

528.5 026 M 8/24/2022 ~<2022/8/24>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封面不另標明所屬
班別, 只有審定書標明。原給予類號 411 改用 528.5 8/24/202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社會學習
領域碩士在職專班

545. 026 M:3 社會學 8/24/2022 ~<2022/8/24> 8/24/202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社會學習

領域教學碩士學位班
545. 026 M:3 社會學 8/24/2022 ~<2022/8/24>104年後停招 8/24/2022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碩士班  國際法組 579. 033 M 法律 8/24/2022 ~<2022/8/24>分類法置於政治外交大類 8/24/2022.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公法組 580.187 033 M 法律 8/24/2022 ~<2022/8/24> 根據系方說法, 這幾個法律碩專班已經開班多

年, 因此分別給予相應分類號
8/24/2022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涉外商
務談判法律組

587. 033 M: 法律 8/24/2022 ~<2022/8/24>原名跨國商務法律組 , 商業談判入490.17 但是開
在法律系的課程考量  入商事法

8/24/2022

中國文化大學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556. 036 M 勞工 8/25/2022 ~<2022/8/25>108年由"勞工關係學系 "改名勞動暨人力資源學
系碩士班現分三組  112年後 不再分組

8/25/2022

中國文化大學 商學院  航空管理碩士學程 557.9 036 M 8/25/2022 ~<2022/8/25> 8/25/2022
臺北醫學大學 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國際博士

學位學程
415.654 040 D 醫學 8/8/2022 ~<2022/8/8> 集中於同校  再生醫學 , 其他號碼"410.1636

/368/363.019/368.4" 8/8/2022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  碩士
班
/ 碩士在職專班

572.9 045 M 公共行政
8/8/2022

~<2022/8/8>社會科學院  111年從公共事務學系更名
8/8/2022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

400.2 046 M:3
�

工業管理 8/8/2022 ~<2022/8/1>2010從"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改名 8/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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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護理助
產碩士班

417.48 067 M 護理學
8/18/2022

~<2022/8/18>105學年度新設 "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 "，並與"
護理助產研究所"系所合一 , 107學年度改名為 "護理助產及婦
女健康系"

8/18/202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研究所 419.663 067 M 護理學
8/18/2022

~<2022/8/18>105年5月設"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將"醫護
教育研究所 "改名為"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碩士班 ", 系所合
一

8/18/2022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419.6 094 M 護理學 8/24/2022 ~<2022/8/24>108 成立碩士班  110 成立碩士在職專班 (台東) 8/24/2022
明志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研究所 460. 103 M 化學工程 8/29/2022 ~<2022/8/29>94年成立 , 現已結束 , 分為化工及材料工程系 8/29/2022
明志科技大學 能源電池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468.1 103 D 8/29/2022 ~<2022/8/29>入電池工業 , 以電池製造為研究主題 8/29/2022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科技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561.029 168 M 金融 8/18/2022 ~<2022/8/18> 8/18/2022

國立中央大學 營建管理研究所 441.5 005 M 建築工程 8/18/2022 ~<2202/8/18>原營建管理所  併入土木系  
國立中央大學 營建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441.5 005 M:2

�

建築工程 8/18/2022 ~<2202/8/18>原營建管理所  併入土木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在職專班 802. 006 M:4
�

中國語文 8/2/2022 ~<2202/8/2>華語文教學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已經停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802. 006 M:5
�

中國語文 8/2/2022 ~<2022/8/2>2017年併入華語文教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課程與教學、教學科
技、教育經營與管理、測驗統計 )
碩士班

521.7 019 M 教育
8/24/2022

~<2022/8/24>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課程教學 )
碩士在職專班

521.7 019 M 教育 8/24/2022 ~<2022/8/24>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21.7 019 M:2
(停
用)

教育
8/24/2022

含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學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07年停招)、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312. 022 M 資訊工程 8/24/2022 ~<2022/8/24>103年與屏東教育大學合併成為國立屏東大學，
改名為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生命教育研究所 411. 026 M 衛生學 8/24/2022 ~<2202/8/24>停用 分類號改號  528.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生命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 411. 026 M:2

�

衛生學 8/24/2022 ~<2202/8/24>停用 分類號改號  528.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教學碩士班 411. 026 M:3 衛生學 8/24/2022 ~<2202/8/24>停用 分類號改號  528.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暑期)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班 523.3 026 M:4

�

教育 8/24/2022 ~<2022/8/24> 停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教育政策
與管理碩士班

526. 026 M 教育 8/25/2022 ~<2022/8/25> 學系下  數個班級  以班名著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

526. 026 M:3
(停
用)

教育
8/25/2022

~<2022/8/25> 停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文教法律
碩士班

526.2 026 M 教育 8/25/2022 ~<2022/8/25> 學系下  數個班級  以班名著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校務經營
碩士在職專班

526.4 026 M 教育 8/25/2022 ~<2022/8/25> 學系下  數個班級  以班名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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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進修碩班
（含校務經營碩士學位在職進修
專班、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教
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

526.4 026 M(停
用)

教育

8/25/2022

~<2022/8/25> 停用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班 572.9 045 M 公共行政 8/8/2022 ~<2022/8/8>由於108年起已編入M, 統一改用M 請注意: 111年
後改名"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 "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400.2 046 D:4 工業管理 8/8/2022 ~<2022/8/8>管理學院  修正M:4為D: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醫護教育研究所 419.663 067 M 護理學 8/18/2022 ~<2022/8/18>89年設立

亞洲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411.3 094 M 衛生學 8/24/2022 ~<2022/8/24>106年 由"保健營養生技學系 "更名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碩士班/生化工程碩
士班

460. 103 M 化學工程 8/29/2022 ~<2022/8/29>一系兩所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暨美容科技研究所 425. 145 M 家政 8/15/2022 ~<2202/8/15>只有美容科技研究所是碩士班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 440. 145 M 工程 8/15/2022 ~<2202/8/15>只有製造科技研究所是碩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