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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

312.83 008 M:3 資訊工程 12/15/2022 ~<2022/12/15>以名稱前半 "人工智慧"給號 12/15/2022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碩士班 528.9039 014 M 體育 12/15/2022 ~<2022/12/15>避免全校過份集中同一個類號 , 細分至體育 -推

廣 (標準負分 ) 12/15/2022

國立體育大學 管理學院  國際運動管理與創新
博士學位學程

528.91 014 D 體育 12/15/2022 ~<2022/12/15>避免全校過份集中同一個類號 , 細分至體育行
行政

12/15/2022

國立體育大學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528.915 014 M 體育 12/15/2022 ~<2022/12/15>避免全校過份集中同一個類號 , 分類細分為  體
育 - 教練

12/15/2022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 312. 022 M 資訊工程 12/13/2022 ~<2022/12/13>111年由資訊科學系更名  12/13/2022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資訊系統與數位科

技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312. 022 M:3 資訊工程 12/13/2022 ~<2022/12/13>111年更名為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 12/13/2022

國立屏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現役軍人營區碩
士在職專班

494. 022 M:2 管理科學
12/13/2022

~<2022/12/13>名稱不同的在職專班 ,因此給予M細分 與國防
部合作  不定期開課  以職業軍人為主要學生來源。網站上沒
有資料。

12/13/2022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數位行銷
碩士在職專班
�

496. 022 M:2 行銷學
12/13/2022

~<2022/12/13>名稱不同的在職專班 ,因此給予M細分
12/13/2022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健康與體育碩士在職
專班

528.9 022 M:3 體育 12/13/2022 ~<2022/12/13>名稱不同的在職專班 ,因此給予M細分 12/13/2022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藝術教學碩士學

位班
900. 022 M 美術 12/15/2022 ~<2022/12/15>停止招生  不分別給號 12/15/2022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微生物學組 /生
物化學暨細胞分子生物學組 /生
理暨藥理學組 )

410.1644 048 M:2
�

生物醫學
12/14/2022

~<2022/12/14>110年起又改為畢業證書不分組 , 因此不給M細
分。.1636才是生物醫學 ,然而因分類表 7版以前都入  .1644 因
此沿襲給號

12/14/2022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臨床試驗與評估碩
士班

410.1644 048 M:5 生物醫學 12/14/2022 ~<2022/12/14>非生物醫學所而是生物醫學系的碩士班  延續
大學部的臨床學程

12/14/2022

國防大學 戰略研究所  國際碩士學位 (英語)
學程

578. 066 M 軍事
12/15/2022

~<2022/12/5>111年 更名"國際安全研究所 " 屬於國際與國防
事務學院  也是全程英語授課  針對國外人士較多  軍事比重相
對較少  因此給號國際關係

12/15/2022

國防大學 戰略研究所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
士班

592.4 066 M 軍事 12/15/2022 ~<2022/12/5>111年 更名"戰略研究所 " 屬於國際與國防事務
學院 針對國內學生上課 , 相對軍事課程比重較重

12/15/202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  博士班 471. 129 D:6 機械工程 12/15/2022 ~<2022/12/15>單獨研究所  101年開始招生 12/15/2022
法鼓文理學院 人文社會學群  環境與發展學程  

碩士
197.5 146 M 倫理學 12/13/2022 ~<2022/12/13>110年停招 , 尚有2,3位學生未畢業  現由"社會企

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 接手管理
12/13/202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音樂研究所  音樂學組 910. 171 M 音樂 12/15/2022 ~<2022/12/15>招生分組  授予藝術碩士  不同碩士名稱  因此分
別給號

12/15/202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音樂研究所  演奏組 911.8 171 M 音樂 12/15/2022 ~<2022/12/15>招生分組  授予音樂碩士  不同碩士名稱  因此分
別給號

12/1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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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音樂研究所  創作與科技組 917.7 171 M 音樂
12/15/2022

~<2022/12/15>招生分組  主修又分  創作 電子科技  多媒體音樂  
因交大科技性質  因此入電腦音樂  授予藝術碩士  不同碩士名
稱 因此分別給號

12/15/2022

國立體育大學 競技學院  國際運動教練科學碩
士學位

528.9 014 M:4 體育 12/15/2022 ~<2022/12/15>100學年度停招  ~<2019/10/1> 考慮用  528.915 10/1/2019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碩士班 528.9 014 M:5(停
用)

體育 12/15/2022 ~<2022/12/15>避免全校過份集中同一個類號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28.9 014 M:6(停
用)

體育 12/15/2022 ~<2022/12/15>停用職專班

國立體育大學 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 528.9 014 M:8(停
用)

體育 12/15/2022 ~<2022/12/15>104學年度改為 "國際體育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

國立體育大學 國際體育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528.91 014 M:2 體育 12/15/2022 ~<2022/12/15>避免全校過份集中同一個類號 , 細分至體育行
行政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312. 022 M 資訊工程
12/13/2022

~<2022/12/13>更正錯誤  併校時  維持名稱為資訊科學系  111
年更名為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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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12. 022 M:5 資訊工程
12/13/2022

~<2022/12/13>更改細分由M改為M:5 / 103年併校 , 由資訊科
技系改名為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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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12. 022 M(停
用)

資訊工程 12/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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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

496. 022 M 行銷學 12/13/2022 ~<2022/12/13>103年併校時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改為 "行銷
與流通管理學系 "~<2018/9/25> 9/25/2018

長庚大學 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  411. 048 M(停
用)

衛生學 12/14/2022 ~<2022/12/14>查證不在長庚大學 , 刪除 ~<2019/5/26> 可能誤
植 應屬於  長庚科技大學  有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長庚大學 早期療育研究所 529.6 048 M 特殊教育 12/14/2022 ~<2022/12/14>補分類號  ~100.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究所 471. 129 M 機械工程 12/15/2022 ~<2022/12/15>已經併入  機械工程系  ~原屬機械工程系， 95年

與自動化工程系合併為「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系」。 (99.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與控制技術產業研發

碩士專班
471. 129 M:2

�

機械工程 12/15/2022 ~<2022/12/15>已經併入  機械工程系  ~ 99.3 5/17/201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與工具機產業研發碩
士專班

471. 129 M:3
�

機械工程 12/15/2022 ~<2022/12/15>已經併入  機械工程系  ~99.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產業研發碩士班 471. 129 M:4
�

機械工程 12/15/2022 ~<2022/12/15>已經併入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