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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物理組 336.4 003 M 物理學 1/2/2023 ~<2023/1/2>理學院學程招生和畢業都分組 1/2/2023
國立清華大學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工科組 336.4 003 M:2 物理學 1/2/2023 ~<2023/1/2>理學院學程招生和畢業都分組 1/2/2023
國立成功大學 轉譯農學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430.16 007 D 農學 1/10/2023 ~<2022/1/10>轉譯翻為轉化論農學較適當 , 強調整合學術研究

和實際運用
1/10/2023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研究所計算科學碩士
班

319. 008 M 數學 1/2/2023 ~<2022/1/2>109年起停招 , 比較偏重資訊科學  因為已停招  不
再給細分

1/2/202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經營管理軍事專
班

494. 012 M:4 管理科學 1/19/2023 ~<2023/1/19>與海軍陸戰隊合開  這類部隊專班合用 M號 1/19/202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創新領導與管理

軍事專班
494. 012 M:4 管理科學 1/19/2023 ~<2023/1/19>與空軍防砲部隊合開 1/19/202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階教育經營與行政管理馬來
西亞境外碩士班

526.4 012 M:2 教育 1/19/2023 ~<2023/1/19>教育學院教學 , 進修學院辦理行政合開  授予教
育學碩士。大約每三年開班一次。

1/19/2023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用科學碩
士在職專班

400. 017 M 科學 1/2/2023 ~<2023/1/2>109年停招 1/2/2023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用科學碩
士班

400. 017 M 科學 1/2/2023 ~<2023/1/2> 1/2/2023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學教材研發 產業
碩士專班

319. 019 M 數學 1/12/2023 ~<2022/1/12>僅102年開班 , 已停止 1/12/2023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 558. 031 M 國際貿易 1/2/2023 ~<2023/1/2>內部教學分兩組 , 論文不分 1/2/2023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兩岸與犯罪防治

碩士在職專班
548.56 045 M 犯罪防治 1/6/2023 ~<2022/1/6>以就業人士為主 , 強調實務 , 主要教學研究內容相

同
1/6/2023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碩士班臨床護理組 419.6 056 M 護理學 1/6/2023 ~<2022/1/6>入學後分組 , 另有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社區護理
組)及精神護理組  不另細分

1/6/2023

國防醫學院 生命科學研究所國際研究生組  
博士班

361.5 061 D 生物學
1/16/2023

~<2022/1/16>生科所只有博士班  國際組也招收國內學生 研究
內容以細胞分子生物學 (分子細胞生物學 )為主, 給號分子生
物學

1/16/2023

國防醫學院 生理暨生物物理研究所 397. 061 M 生理學 1/12/2023 ~<2023/1/12>學生誤將學科名稱冠於所明前面  正式名稱為生
理學研究所

1/12/2023

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組 410. 061 D 醫學　 1/13/2023 ~<2023/1/13>基礎醫學分別分類號 1/13/2023
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研究所轉譯醫學組 410. 061 D:2 醫學　 1/13/2023 ~<2023/1/13>臨床醫學分別給分類號 1/13/2023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營養學組 411.3 061 M 公共衛生學 1/19/2023 ~<2023/1/19>網站分四組 1/19/2023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衛生行政組 412. 061 M 公共衛生學

1/19/2023

~<2023/1/19>網站分四組
90年分設  衛生行政 /醫務管理 /健康行為科學  三組
95年改分設  健康照護管理 /醫務管理 /社區健康營造  三組
97年 增設 衛生勤務學組
110年 增設醫學資訊學組

1/19/2023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醫務管理組 412.1 061 M 公共衛生學 1/19/2023 ~<2023/1/19>不在網站分組名單 , 列為衛生行政組下的分組 1/19/2023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流行病學組 412.4 061 M 公共衛生學

1/19/2023
~<2023/1/19>網站分四組
流行病學組下  95年分設  流行病學 /預防醫學 /環境職業衛生 /
生物資訊組

1/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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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組 415. 061 D 醫學　 1/13/2023 ~<2023/1/13>臨床醫學分別給分類號 1/13/2023
國防醫學院 病理及寄生蟲研究所病理學組 415.1 061 M 病理學 1/17/2023 ~<2023/1/17>入學分組 ,畢業也分組 1/17/2023
國防醫學院 病理及寄生蟲研究所寄生蟲組 415.29 061 M 病理學 1/17/2023 ~<2023/1/17>入學分組 ,畢業也分組 1/17/2023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醫學資訊組 419.2 061 M 公共衛生學 1/19/2023 ~<2023/1/19>網站分四組 1/19/2023
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研究所護理組 419.6 061 D 醫學　 1/13/2023 ~<2023/1/13>護理組分別給分類號 1/13/202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國際

文教管理人才博士學位學程
520.91 081 D 教育 1/2/2023 ~<1/2/2023>111年停招  配合教育部1+4碩博一貫模式  強調國

際研究實作  和比較教育學術研究有區別
1/2/2023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業暨文化暨跨文化管理
研究所

541.2 148 M 文化學 1/2/2023 ~<2023/1/2>由107學年由"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改名 1/2/2023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553.6 148 M 管理科學 1/2/2023 ~<2023/1/2>110學年由"國際事業暨文化暨跨文化管理研究
所"改名 教學內容也回歸國際企業管理

1/2/202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410.1636 171 D:8 醫學工程

1/2/2023

~<2022/1/2>屬於 生物科技學院  不同於電機學院的生醫工程
研究所(著重電子和工程 ,只有碩士班 ) 本學程多招收醫生醫
學院背景以生醫為主要方向 <2022/1/2>分類號註記 : 新分類法
應以410.1636為生物醫學的分類號 (舊版本只有 .1644) 擬逐步
轉回1636正確號碼  因此保留過去  1644M號細分位置給未來
轉乘1636時使用同樣M

1/2/202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494. 171 M:5 管理科學
1/17/2023

~<2022/1/17>管理學院  87年改名 , 原為59年成立之管理研究
所碩士班。後因交大校區成立大學部 , 並隨後開立碩士班 , 因
此改名。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為不同單位。

1/17/2023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19. 019 M:3(停
用,改用
M)

數學
1/12/2023

~<2022/1/12>停用在職專班M細分

長榮大學 護理學碩士在職專班 419.6 056 M:2(停
用)

護理學 1/6/2023 ~<2022/1/6>停用在職專班

國防醫學院 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360. 061 D 生物學 1/16/2023 ~<2022/1/16>生科所只有博士班  入學分細胞分子生物學組 , 
系統生物組 , 社會生物組 , 博士不分組

國防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397. 061 M 生理學 1/12/2023 ~<2023/1/12>研究所名為生理學研究所
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研究所 410. 061 M 醫學　

1/13/2023

~<2023/1/13>112年前分組入學 , 畢業證書不分組  112年起畢
業證書也註明組別  本所只有博士班
因分組差別頗大 , 分別給分類號  分臨床醫學、基礎醫學、轉譯
醫學、及護理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在
職專班

541.2 148 M:2(停
用)

文化學 1/2/2023 ~<202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