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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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312. 003 M 資訊工程 9/14/2022 ~<2022/9/14> 79 年資訊科學系。 84年所系合併 "資訊科學系 "
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 86年"資訊工程學系 " 9/14/2022 8 76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人工智慧
組

312. 003 M:3 資訊工程 9/14/2022 ~<2022/9/14> 系裡大部分不分組 , 只有本組特別標明 9/14/2022 7 17

國立清華大學 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國際研究
生博士學位學程

312.015 003 D 電腦科學 9/29/2022 ~<2022/9/29>中研院 , 政大, 清華合開學程。人智運算 (Human-
Centered Computing) 電腦科學  依總論複分  理論, 社會關係

9/29/2022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  碩士班  物理組/應用物
理組

330. 003 M 物理學 9/29/2022 ~<2022/9/29>碩士班  分三組 9/29/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博士
班

400.2 003 D 工業管理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工業工程組

400.2 003 M:3 工業管理 9/5/2022 ~<2022/9/5> 在職專班  甲組, 襲用在職專版M碼, 節省碼號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碩士
班 工業工程組  
資訊與作業研究學程、
智慧製造與營運管理學程、
人因工程與設計學程

400.2 003 M:5 工業管理

9/5/2022

~<2022/9/5>有些論文誤植學程名為組別 , 主要應以組別著錄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碩士
班 工程管理組

400.2 003 M:6
�

工業管理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健康與醫療系統管理
組

400.2 003 M:7 工業管理
9/5/2022

~<2022/9/5> 在職專班  乙組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分子生
醫工程與材料組

410.1644 003 M:3 醫學工程 9/6/2022 ~<2022/9/6>甲組 前兩組比較常態開設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生醫影
像工程組

410.1644 003 M:4 醫學工程 9/6/2022 ~<2022/9/6>乙組 前兩組比較常態開設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環境分
子科學組  / 醫學物理組

410.1644 003 M:5 9/6/2022 ~<2022/9/6>丙組 包含以前的組別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暨研究所 440. 003 M 工程 9/5/2022 ~<2022/9/5>原子科學院   1997 核子工程與工程物理學系改名
為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暨研究所碩
士班 甲組 材料組

440. 003 M:2 工程
9/14/2022

~<2022/9/14>統一用組裡正式組名 , 研究內容包含奈米材料、
能源材料、薄膜材料、太陽能電池、生醫材料、電子顯微鏡、
電子材料~<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暨研究所碩
士班 乙組 熱流組

440. 003 M:3 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暨研究所碩
士班 丙組 物理組

440. 003 M:4 工程

9/14/2022

~<2022/9/14>統一用組裡正式組名 , 研究內容包含  奈米科學、
射束科學  (中子及同步輻射X 光散射技術，質子、離子與電子
束應用)、電漿物理與工程、能源及光電科技 (太陽能電池、燃
料電池、鋰電池、氫能)、核輻射研究與應用、加速器物理與工
程、計算物理、軟物質科學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暨研究所碩
士班 丁組 電子儀控組

440. 003 M:5 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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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暨研究所碩
士班 戊組 化學組

440. 003 M:5 工程 9/5/2022 ~<2022/9/5>屬於 台聯大系統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前瞻功能材料產業博士學位學
程

440.2 003 D:2 材料科學 9/6/2022 ~<2022/9/6>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熱流與能源組

446.2 003 M:2 機械工程 9/14/2022 ~<2202/9/14>修正"熱流組"為"熱流與能源組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乙組 
電機控制組

446.2 003 M:3 機械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丙組 
固體與奈微米力學組

446.2 003 M:4 機械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資通訊科技
產品智慧設計控制與控制 產碩
專班 固體與奈微米力學組

446.2 003 M:4 機械工程
9/6/2022 ~<2022/9/6> 110年結束  正式學制不分組  學生慣於以指導老

師的專長來分組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丁組 
設計、製造組

446.2 003 M:5 機械工程 9/5/2022 ~<2022/9/5> 正式名稱含頓號 , 前名設計與製造組  登錄系統時
去頓號 , 加註正式名稱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戊組 
光機電系統組

446.2 003 M:6
�

機械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己組 
生醫系統組

446.2 003 M:7 機械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庚組 
人工智慧與機電資訊組

446.2 003 M:8
�

機械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博碩士班  系統組 448. 003 D/M:2 電機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博碩士班  電力組  448. 003 D/M:3 電機工程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  碩士班  光電物理組 448.6 003 M:7 光電科學 9/29/2022 ~<2022/9/29>碩士班  分三組 9/29/2022
國立清華大學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工程組/科學組
449. 003 M 核子工程　 9/29/2022 ~<2022/9/29>108年後不再分組 9/29/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  智慧生產與智能馬達電
控產業碩士專班

470. 003 M 製造業 9/6/2022 ~<2022/9/6>108-110年間開班 , 不會再有新學生 , 因此不另立  
M 號, 節省號嗎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  高階經營管理馬
來西亞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494. 003 M 管理科學 9/5/2022 ~<2022/9/5> 9/5/2022

國立清華大學 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華語教
學組

802. 003 M 中國文學 9/6/2022 ~<2022/9/6>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語言研究
與教學組

805.1 003 M:2 西洋文學
9/6/2022

~<2022/9/6> 86 年"外語教學碩士班 " 101年起更名"語言認知
與教學組" 109年更今名 , 主要以英文語言的研究為主 , 和竹師
教育學院的英語教學系以小學英文教育為主不同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870. 003 M 西洋文學 9/6/2022 ~<2022/9/6>與系上電話聯絡後 , 確認以英文為主 , 不會有其他
外國語言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外國文學
組

870. 003 M 西洋文學
9/6/2022

~<2022/9/6>原文"學研究所外文組 "納入本系  雖然以英文為
主, 但是因為系名以及過去英語為主的外文系都入 870, 因此
此處保留970

9/6/2022

國立清華大學 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科技藝
術組

956. 003 M 應用美術 9/14/2022 ~<2022/9/14> 9/2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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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公民
與社會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528.3 006 M 公民教育 9/29/2022 ~<2022/9/29>110年起停招 , 仍有六位學生未畢業 9/29/20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博士班  美術創作理論
組<文物保存維護科技 >

790.71 006 D 美術 9/1/2022 ~<2202/9/1>109年起改今名 , 參考南藝大  古物維護研究所 9/1/20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博士班  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
組
碩士班  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
組

900. 006 D/M 美術

9/1/2022

~<2202/9/1>109年起改今名  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  舊名"
美術理論組 "

9/1/20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博士班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暨
管理
碩士班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組
碩士在職專班  藝術行政暨管理
班

901.6 006 D/M 美術

9/1/2022

~<2202/9/1>109年起改今名

9/1/20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博士班  美術創作理論組 <水墨畫
> 
碩士班水墨畫組  
碩士在職專班  美術創作<水墨畫
組>

944. 006 D/M 美術

9/1/2022

~<2202/9/1>109年起改今名  水墨畫組舊名國畫組泛指中國繪
畫

9/1/20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博士班  美術創作理論組 <繪畫> 
碩士班水繪畫組  
碩士在職專班  美術創作<繪畫組
>

947. 006 D/M 美術

9/1/2022

~<2202/9/1>109年起改今名  繪畫組舊名西畫組

9/1/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科
學教育博士班

303. 012 D 科學教育 9/20/2022 ~<2022/9/20>博士班只有科學教育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科
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碩士班  科學
教育組

303. 012 M 科學教育
9/20/2022

~<2022/9/20>分兩組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科
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碩士班  環境
教育組

367.03 012 D 環境教育
9/20/2022

~<2022/9/20>分兩組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聽力學與語言治
療碩士班  語言治療組

529.63 012 M 特殊教育 9/20/2022 ~<2022/9/20>102年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研究所併入特殊教育學
系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聽力學與語言治
療碩士班  聽力學組

529.63 012 M:2 特殊教育 9/20/2022 ~<2022/9/20>102年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研究所併入特殊教育學
系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暨研究所碩士班  創作
組

900. 012 M 美術 9/20/2022 ~<2022/9/20>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暨研究所碩士班  理論
組

900. 012 M:3 美術 9/20/2022 ~<2022/9/20>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碩士班  音樂教育組 910. 012 M 音樂 9/20/2022 ~<2022/9/20> 9/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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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碩士班  音樂學組 910. 012 M:2 音樂 9/20/2022 ~<2022/9/20>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碩士班  展演組 910. 012 M:3 音樂 9/20/2022 ~<2022/9/20> 9/20/2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碩士班  創作組 910. 012 M:4 音樂 9/20/2022 ~<2022/9/20> 9/20/2022
國立臺東大學 理工學院  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

程
410.1644 027 M 醫學工程 9/6/2022 ~<2022/9/6> 9/6/2022

國立臺東大學 綠色產業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EMBA

554.6 027 M 環境工程 9/8/2022 ~<2022/9/8> 9/8/2022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區域發展
與社會創新碩士班

572.9 027 M:3 公共行政 9/8/2022 ~<2022/9/8> 原"公共與文化事務碩士班 " 9/8/2022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南島文化
研究碩士班

774. 027 M 區域研究 9/8/2022 ~<2022/9/8>原92年成立之"南島文化研究所 " 另提供  110年 成
立之"南島文化研究博士班 " 行政支援  學術上  與本系為平行

9/8/2022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碩士班  音樂演唱 (奏)組
(主修鋼琴、聲樂、弦樂、指揮、
管樂、理論作曲 )

910. 027 M:2 音樂
9/8/2022

~<2022/9/8>正式名稱"音樂演唱 (奏)組" 著錄時去標點符號 , 
並附註說明正式名稱  下有不同的主修領域  著錄至組即可  不
須著錄主修  有學生在論文上誤以為組別

9/8/2022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碩士班  音樂教育組 910. 027 M:3 音樂 9/8/2022 ~<2022/9/8> 9/8/2022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碩士班  音樂學組 910. 027 M:4 音樂 9/8/2022 ~<2022/9/8> 9/8/2022
輔仁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研究所原住民碩

士在職專班
553.4 032 M 法律 9/28/2022 ~<2022/9/28> 9/28/2022

中國文化大學 地學研究所  碩士班  大氣組 328. 036 M 地球科學 9/14/2022 ~<2022/9/14> 9/14/2022
中國文化大學 地學研究所  博士班 350. 036 M 地球科學 9/14/2022 ~<2022/9/14> 碩博士班在地學所  大學部在各個分別的學系  

行政上各相關學系管理碩士班  博士班則由所直接管理
9/14/2022

中國文化大學 地學研究所  碩士班  地質組 350. 036 M 地球科學 9/14/2022 ~<2022/9/14> 9/14/2022
中國文化大學 地學研究所  碩士班  地理組 609. 036 M 地理 9/14/2022 ~<2022/9/14> 9/14/2022
中國文化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802. 036 M 中國語文 9/14/2022 ~<2022/9/14>文學院 9/14/2022
中國文化大學 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956. 036 M 應用美術 9/29/2022 ~<2022/9/29> 9/29/2022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碩士班  臨

床心理學組
178. 051 M 人類學

9/27/2022
~<2022/9/27>2010在人類發展學系碩士班人類學組與心理學
組，更名為應用人類學組與臨床心理學組 , 2016更名為人類發
展與心理學系

9/27/2022

慈濟大學 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214. 051 M 宗教 9/28/2022 ~<2022/9/28> 9/28/2022
慈濟大學 醫學系生物醫學學碩士班 410.1636 051 M 生物醫學

9/28/2022

~<2022/9/28>110年"醫學系生物化學碩士班 ""醫學系微生物
及免疫學碩士班 ""醫學系生理醫學碩士班 "整併更名為「醫學
系生物醫學碩士班  Master Program in Biomedical Sciences, 
School of Medicine」~<2022/9/28>非工程相關 , 因此給號
410.1636

9/28/2022

慈濟大學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415. 051 D:2 醫學 9/28/2022 ~<2022/9/28> 9/28/2022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碩士班  應

用人類學組
541.3 051 M 人類學

9/27/2022
~<2022/9/27>2010在人類發展學系碩士班人類學組與心理學
組，更名為應用人類學組與臨床心理學組 , 2016更名為人類發
展與心理學系

9/27/2022

正修科技大學 文創設計與藝術保存研究所 960. 109 M 應用美術 9/20/2022 ~<2022/9/20>生活創意學院  108年設立 9/20/2022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碩士班 990. 109 M 體育 9/20/2022 ~<2022/9/20>101年更為今名 9/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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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通訊系統組  (甲
組)

448.7 003 M:2 通信工程 9/14/2022 ~<2022/9/14>非教育部正式登記組別  系裡面自行分組 ,

國立清華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資料科學與智
慧網路組  (乙組)

448.7 003 M:3 通信工程 9/14/2022 ~<2022/9/14>非教育部正式登記組別  系裡面自行分組 ,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521. 003 M 教育 9/5/2022 ~<2022/9/5>2016年整併新竹教育大學  由"學習科學研究所 "改
名 改隷於竹師教育學院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

805.1 003 M 英文 9/6/2022 ~<2022/9/6>屬於竹師教育學院  主要以小學英文教育為主 10/19/202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研究所 900. 006 M 美術 9/1/2022 ~<2202/9/1>新論文請參考美術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

士班(美術教學碩士班 )/美術研究
所美術創作班 /美術理論班 /藝術
行政暨管理班

900. 006 M:2
�

美術

9/1/2022

~<2202/9/1>新論文請參考美術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303. 012 M 科學教育 9/20/2022 ~<2022/9/24>102年整併"科學教育研究所 "及"環境教育研究
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教學碩士班 900. 012 M:3 美術 9/20/2022 ~<2022/9/20>已經停辦  轉向純美術系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碩士在職

專班
572.9 027 M:2 公共行政

9/8/2022
~<2022/9/8> 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93年設立"公共事務管理
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 原93年成立之"公共事務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國立臺東大學 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572.9 027 M:2
�

公共行政 9/8/2022 ~<2022/9/8>93年成立之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併入 100年成
立之"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

國立臺東大學 南島文化研究所 774. 027 M 區域研究 9/8/2022 ~<2022/9/8>併入"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南島文化研究碩士
班"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研究所 328. 036 M 大氣科學 9/14/2022 ~<2022/9/14>參見地學研究所碩士班大氣組
中國文化大學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國

家發展組  / 中國大陸組
570. 036 M:3 政治

9/14/2022

~<2022/9/14> 105年由"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更名。98年由
前身為"中山學術研究所 "(原名"三民主義研究所 ")及"中國大
陸研究所"(原名"大陸問題研究所 ", 78年更名"中國大陸研究
所")合併
~<2022/9/14>電子論文有註明組別 , 紙本論文都沒有 , 因此併
用同一個M碼

慈濟大學 微生物學免疫學暨生物化學碩
士班

369.85 051 M 免疫學

9/28/2022

~<2022/9/28> 100學年度整併更名「醫學系微生物學、免疫學
暨生物化學碩士班」。 103學年，更名為「醫學系微生物及免疫
學碩士班」110學年整併入 "醫學系生物醫學碩士班 " ~  
(12/20/2021)100年併入醫學系「醫學系微免 暨生物化學碩士
班」

慈濟大學 醫學系生物化學碩士班 399. 051 M 生物化學
�

9/28/2022 ~<2022/9/28>110年整併入"醫學系生物醫學碩士班 "~ 
(12/20/2021)102年成立

12/20/2021

慈濟大學 醫學系生理暨解剖醫學碩士班 415. 051 M 醫學 9/27/2022 ~<2022/9/27>107學年更名為「醫學系生理醫學碩士班」 110年
整併入"醫學系生物醫學碩士班 "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健康研究所在職專
班

990. 109 M:2(停
用)�

體育
9/20/2022 ~<2022/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