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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 國立清華大學 系所更名 體育學系 運動科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0002 國立清華大學 班次更名 體育學系 運動科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02 國立清華大學 停招 學前特殊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學前特殊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0002 國立清華大學 裁撤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03 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整併 醫學工程學系 醫學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0003 國立臺灣大學 班次新增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班

0003 國立臺灣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全球衛生博士學位學程 全球衛生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0003 國立臺灣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全球農業科技與基因體科學碩士學位

學程

全球農業科技與基因體科學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

00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分組整併 美術學系 美術學系 學士班

00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裁撤 工業教育學系 工業教育學系 學士班

0005 國立成功大學 班次新增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碩士班

0005 國立成功大學 班別新增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05 國立成功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智慧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智慧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分組更名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分組新增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班別新增 生醫工程研究所 生醫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班別新增 科技管理研究所 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裁撤 歷史學系 歷史學系 進修學士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裁撤 行銷學系 行銷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裁撤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06 國立中興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0007 國立交通大學 班次整併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士班

0007 國立交通大學 停招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0007 國立交通大學 停招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0007 國立交通大學 停招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0007 國立交通大學 裁撤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0007 國立交通大學 裁撤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0007 國立交通大學(臺南) 院設班別更名 綠能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博士班 博士班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分組整併 大氣科學學系 大氣科學學系 學士班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系所新增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學士班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系所整併 太空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班次新增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博士班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班次新增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班次新增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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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國立中央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文學院學士班 文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停招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碩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分組整併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系所新增 生技醫藥研究所 生技醫藥研究所 碩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系所新增 海洋生態與保育研究所 海洋生態與保育研究所 碩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系所新增 精準醫學研究所 精準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班次新增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博士班 博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班次新增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事工

程碩士班
碩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班別新增 醫學科技研究所 醫學科技研究所 博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

0009 國立中山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00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停招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裁撤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系所更名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00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班別新增 音樂學系 音樂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復招 國文學系 國文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復招 國文學系 國文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 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00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環境與創意產業在職學位學程 環境與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0016 國立陽明大學 班別新增 藥學系 藥學系 碩士班

0016 國立陽明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跨專業長期照顧與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跨專業長期照顧與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0020 國立東華大學 系所整併 法律學系 法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0020 國立東華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亞太區域研究博士

班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亞太區域研究博士

班
博士班

0020 國立東華大學 裁撤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進修學士班

00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科技學院學士班 科技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00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教育學院學士班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00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00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文化創意與社會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文化創意與社會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002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系所整併並分組整

併
舞蹈學系 舞蹈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002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分組整併 廣播電視學系 廣播電視學系 碩士班

002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裁撤 中華藝術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中華藝術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0030 國立臺東大學 班別新增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0030 國立臺東大學 班別新增 英美語文學系 英美語文學系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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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國立臺東大學 班別新增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0030 國立臺東大學 停招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30 國立臺東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食品生物技術應用二年制在職學位學

程

食品生物技術應用二年制在職學位學

程
二年制在職專班

0031 國立宜蘭大學 班次更名 外國語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0031 國立宜蘭大學 班別新增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碩士班

003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班別新增 藝術史學系
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博士

班
博士班

0036 國立臺南大學 系所整併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0036 國立臺南大學 班次整併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班

0036 國立臺南大學 班次整併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班

003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班次新增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3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班別新增 語文與創作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國際華語文教育博士

班
博士班

003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停招
博物館管理與科技應用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

博物館管理與科技應用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003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停招 語文與創作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48 國立金門大學 班別新增 長期照護學系 長期照護學系 碩士班

0049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班別新增 競技運動學系 競技運動學系 博士班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分組整併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碩士班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系所新增 智慧機器人學系 智慧機器人學系 學士班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班別新增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停招 華語文教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華語文教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停招 應用英語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碩士班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停招 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國際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國際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1 東海大學 分組整併 外國語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1001 東海大學 分組整併 生命科學系 生命科學系 碩士班

1001 東海大學 分組整併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

1001 東海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生醫暨材料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生醫暨材料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1001 東海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東海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生物多樣

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1001 東海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1 東海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02 輔仁大學 停招 宗教學系 宗教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02 輔仁大學 停招 哲學系 哲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02 輔仁大學 停招 圖書資訊學系 圖書資訊學系 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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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輔仁大學 裁撤 流行設計經營學系 流行設計經營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02 輔仁大學 裁撤 護理學系 護理學系 二年制技術系在職專班

1002 輔仁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學士班

1002 輔仁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
進修學士班

1002 輔仁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

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
進修學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分組新增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博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班次新增 教育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004 中原大學 停招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碩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停招 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停招 巨量資料商業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巨量資料商業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停招 永續環境與能源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永續環境與能源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停招
生物醫學材料與科技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生物醫學材料與科技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碩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停招 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停招 通訊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通訊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停招 商學院不分系 商學院不分系 學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裁撤 薄膜材料與應用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薄膜材料與應用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4 中原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音樂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音樂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5 淡江大學 班次更名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05 淡江大學 班別新增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05 淡江大學 裁撤 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 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 碩士班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分組更名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分組新增 法律學系 法律學系 學士班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企業實務管理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院企業實務管理數位碩士在職專

班
碩士在職專班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復招 地學研究所 地學研究所 碩士班

1007 逢甲大學 班別新增 行銷學系 行銷學系 碩士班

1007 逢甲大學 停招 統計學系 統計學系 博士班

1007 逢甲大學 停招 智慧聯網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智慧聯網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1007 逢甲大學 停招 經濟學系 經濟學系 博士班

1007 逢甲大學 停招 視光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視光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1007 逢甲大學 停招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7 逢甲大學 停招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07 逢甲大學 裁撤 財稅學系 財稅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07 逢甲大學 裁撤 電子商務碩士在職專班 電子商務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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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逢甲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工程雙

學士學位學程

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工程雙

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08 靜宜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國際資訊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資訊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09 長庚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人工智慧菁英學士班 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分組新增 景觀建築學系 景觀建築學系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分組新增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分組整併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分組整併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分組整併 應用日語學系 應用日語學系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系所整併 工業管理學系 工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進修學士班,二

年制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1 中華大學
系所整併並分組新

增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在職專

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1 中華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觀光學院碩士學位學程 觀光學院碩士班 碩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停招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停招 生物資訊學系 生物資訊學系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停招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停招 旅遊與休閒學系 旅遊與休閒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裁撤 外國語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11 中華大學 裁撤 景觀建築學系 景觀建築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11 中華大學 裁撤 營建管理學系 營建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11 中華大學 裁撤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裁撤 資訊學士學位學程 資訊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裁撤 觀光與會議展覽學士學位學程 觀光與會議展覽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1 中華大學 裁撤 應用統計學系 應用統計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1 中華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智慧城市與社區規劃在職碩士學位學

程

智慧城市與社區規劃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碩士在職專班

1011 中華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應用外語暨智慧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外語暨智慧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系所新增 醫學工程學系 醫學工程學系 學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生物科技與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科技與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空間設計學系 空間設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消防安全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消防安全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學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
進修學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造形藝術學系 造形藝術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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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1012 大葉大學 停招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4 義守大學 系所整併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1014 義守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傳設學院文創傳播與設計碩士班
傳播與設計學院文創傳播與設計碩士

班
碩士班

1014 義守大學 停招 大眾傳播學系 大眾傳播學系 碩士班

1015 世新大學 系所更名 口語傳播學系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5 世新大學 裁撤 英語學系 英語學系 碩士班

1016 銘傳大學(臺北) 學位學程新增 金融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金融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16 銘傳大學(臺北) 學位學程新增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6 銘傳大學(臺北) 學位學程新增
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對外

招生)
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6 銘傳大學(桃園) 學位學程新增 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7 實踐大學(臺北) 裁撤 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17 實踐大學(臺北) 裁撤 應用外語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17 實踐大學(臺北) 學位學程更名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17 實踐大學(臺北) 學位學程更名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7 實踐大學(臺北) 學位學程新增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19 高雄醫學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生命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1019 高雄醫學大學 停招 職能治療學系 職能治療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20 南華大學 班別新增 生死學系 生死學系 博士班

1021 真理大學(臺北) 班別新增 運動管理學系 運動管理學系 碩士班

1021 真理大學(臺南) 裁撤 休閒遊憩事業學系 休閒遊憩事業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21 真理大學(臺南) 裁撤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21 真理大學(臺南) 裁撤 餐旅管理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21 真理大學(臺南) 裁撤 應用外語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22 大同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工程學院一年級不分系學士班 工程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1022 大同大學 停招 工程管理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工程管理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1027 慈濟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28 臺北醫學大學 學位學程更名 生技醫療產業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1028 臺北醫學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國際生技醫療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國際生技醫療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1028 臺北醫學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國際轉譯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國際轉譯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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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中山醫學大學 系所整併 醫學研究所 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29 中山醫學大學 裁撤 台灣語文學系 台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1033 長榮大學 停招 醫藥照護產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醫藥照護產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學士班

1033 長榮大學 停招 不動產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不動產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33 長榮大學 停招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33 長榮大學 裁撤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33 長榮大學 裁撤 綜合災害防減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綜合災害防減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33 長榮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職安消防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職安消防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學士班

1033 長榮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應用社會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應用社會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1035 中國醫藥大學 裁撤 健康風險管理學系 健康風險管理學系 碩士班

1035 中國醫藥大學 學位學程新增 數位健康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數位健康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39 玄奘大學 分組整併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學士班

1039 玄奘大學 裁撤 財富管理學系 財富管理學系 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1039 玄奘大學 裁撤 歷史學系 歷史學系 學士班

1048 亞洲大學 系所更名 生物科技學系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1048 亞洲大學 系所新增 學士後護理學系 學士後護理學系 學士班

1048 亞洲大學 系所整併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1048 亞洲大學 班別新增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48 亞洲大學 停招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1048 亞洲大學 停招 創新與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創新與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048 亞洲大學 停招 國際財務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財務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48 亞洲大學 停招 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國際設計學士班 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國際設計學士班 學士班

1049 開南大學 系所更名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1049 開南大學 停招 交通運輸學系 交通運輸學系 學士班

1049 開南大學 停招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學士班

1049 開南大學 裁撤 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碩士班

1049 開南大學 裁撤 創新與專案管理研究所 創新與專案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1049 開南大學 裁撤 資訊傳播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 碩士班

1049 開南大學 裁撤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碩士班

1049 開南大學 裁撤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50 佛光大學 院設班別新增 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 碩士班

1050 佛光大學 停招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碩士班

1050 佛光大學 裁撤 資訊應用學系 資訊應用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50 佛光大學 裁撤 藝術學研究所 藝術學研究所 碩士班

1058 明道大學 系所更名 中國文學學系 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1058 明道大學 系所整併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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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明道大學 系所整併並更名 應用英語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1058 明道大學 院設班別更名 管理學院企業高階管理碩士班EMBA 商管學院企業高階管理碩士班EMBA 碩士在職專班

1058 明道大學 院設班別更名 設計學院設計及規劃碩士班 人文設計學院設計及規劃碩士班 碩士班

1058 明道大學 停招 應用科學院進修學士班 應用科學院進修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1058 明道大學 停招 時尚造形學系 時尚造形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1058 明道大學 停招 資訊傳播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1058 明道大學 裁撤 生物科技學系 生物科技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1067 台灣首府大學 裁撤 休閒資訊管理學系 休閒資訊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67 台灣首府大學 裁撤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67 台灣首府大學 裁撤 餐旅管理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67 台灣首府大學 裁撤 健康與美容事業管理學系 健康與美容事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1195 馬偕醫學院 班別新增 長期照護研究所 長期照護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195 馬偕醫學院 班別新增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碩士班

1195 馬偕醫學院 復招 護理學系 護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3002 臺北市立大學 班別新增 城市發展學系 城市發展學系 碩士班

3002 臺北市立大學 班別新增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碩士班

3002 臺北市立大學 班別新增 衛生福利學系 衛生福利學系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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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增設 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進修部

00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博士班改名
「工程科技研究所橡膠暨材料產業組」改名「工程科技研究所

產業實務組」
博士班

002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停招 科技管理研究所 日間碩士班

0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改名
「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EMBA專班」改名「管理學院工業與

科技管理EMBA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0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土木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003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資訊工程科 五專部

003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博士班增設 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00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改名
「休閒產業管理系專案管理碩士班」改名「休閒產業管理系碩

士班」
日間碩士班、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00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分組改名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改名「電子工程系積體

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004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碩士班增設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004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醫事增招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日間碩士班

004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醫事學制增設 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 二技進修部

0047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改名 「餐旅研究所」改名「餐旅管理研究所」 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005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碩士班增設 美容系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005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改名 「創新經營學院」申請改名「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

商品創意經營系：二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

商業設計管理系：二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二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

四技進修部

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日間碩士班

005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改名 「商品創意經營系」改名「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

005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金融系 四技進修部

005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博士班增設 商業智慧學院博士班 博士班

022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任一學制停招 創意商品設計科 五專部

022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增設 創意商品設計科 二專日間部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化學系生化科技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工業設計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英語系 四技進修部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社會工作系 四技進修部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023 南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高齡福祉服務系 二技進修部

1023 南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23 南臺科技大學 停招 會計資訊系 日間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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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南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英語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23 南臺科技大學 停招 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23 南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增設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改名 「電腦與通訊系」改名「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日間部碩士班、碩士在職碩士班、四技日間部、

四技進修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機械工程系機電綠能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改名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改名「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資訊工程系人工智慧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資訊管理系智慧商務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視覺傳達設計系平面媒體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視覺傳達設計系產業創新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停招 資訊管理科 二專進修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分組改名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環境檢驗組」改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環

境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分組取消 環境資源管理系智慧綠色工業組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分組取消 環境資源管理系資源永續經營組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分組取消 應用空間資訊系空間視傳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分組取消 應用空間資訊系空間測繪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分組取消 資訊管理系雲端資訊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分組取消 資訊管理系行動商務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停招 儒學研究所 日間碩士班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停招 生物科技系 日間碩士班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職業安全衛生系(含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

班)
日間碩士班、四技進修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停招 藥用植物與保健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停招 智慧健康數位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二技日間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保健營養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外語系 四技進修部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公共安全及消防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進修部

1026 樹德科技大學 增設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26 樹德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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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樹德科技大學 停招 兒童與家庭服務科 進修專校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增設 時尚造型與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電子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停招 化妝品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停招 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電子工程系 進修學院

1031 輔英科技大學 碩士班增設 健康事業管理系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34 弘光科技大學 醫事增招 護理系 四技日間部

1034 弘光科技大學 分組改名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工業安全衛生組」改名「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改名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文創設計與藝術保存碩士班」改名「視

覺傳達設計系文創設計與藝術保存碩士班」、「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改名「視覺傳達設計系」、「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科改

名「視覺傳達設計科」

日間碩士班、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

修部、二專進修部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企業管理系 二專進修部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分組改名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改名「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

造組」
四技日間部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停招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科 進修專校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增設 車輛工程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改名 「物業經營與管理系」改名「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工業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國際企業經營系 二技進修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應用外語系 二技進修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運動行銷組 四技日間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應用外語系日韓語組 四技日間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分組改名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行銷企劃組」改名「國際企業經

營系航空行銷組」
四技日間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分組改名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改名「國際企業經

營系觀光休閒組」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視覺傳達行銷組 四技日間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室內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部分學制增加分組 企業管理系時尚產業管理組 四技進修部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資訊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航空光機電系 四技進修部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國際服務組 四技日間部



學校代碼 校名 調整別 申請案名 學制

109學年技專校院所系科增設、調整一覽表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時尚造型設計系時尚造型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時尚造型設計系時尚表演藝術組 四技日間部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航空暨運籌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工程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工業管理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企業管理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停招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進修專校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停招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科 進修專校

1041 明志科技大學 博士班增設
創新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暨醫療照護產品研發國際博士學位學

程
博士班

1041 明志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四技進修部

1041 明志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四技進修部

1041 明志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電子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整併
「創意生活應用設計研究所」與「空間設計系」整併為「空間

設計系創意生活應用設計碩士班」

創意生活應用設計研究所：日間碩士班； 空間設

計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土木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停招 電子工程科 進修專校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停招 機械工程科 進修專校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土木工程系 進修學院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土木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商業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數位媒體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香妝與養生保健科 二專進修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改名

「企業管理系」改名「數位經營管理系」備註：1.「企業管理

系」改名「數位經營管理系」調整學制：四技日間部、四技進

修部、進修學院、進修專校。2.「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

班」改名「數位經營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班」調整學制： 日

間碩士班。3.「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改名「數

位經營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調整學制：碩士在職專

班。

四技日間部、經營管理碩士班、四技進修部、經

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二技進修部、二專進修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整併暨改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與「資訊傳播系」整併暨改名為「資訊

傳播與行銷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二技進修部、二專進修部；資訊傳播系：四技日

間部、四技進修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整併暨改名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碩士班」與「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扣件

產業技術碩士班」整併暨改名為「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機電科

技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

部、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二技進修部、

二專進修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建築系 四技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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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高苑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土木工程系 二技日間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香妝與養生保健系 四技進修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資訊傳播系數位媒體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資訊傳播系影視傳播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建築系建築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45 嶺東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管理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增設 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增設 電子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創意設計系 二技進修部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停招 資訊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停招 電機工程科 五專部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停招 應用英語科 五專部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與通訊系 四技日間部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改名 「應用外語系」改名「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間部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應用外語系(並申請改名「應用日語系」) 二技進修部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停招 原鄉發展與運用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停招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四技日間部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時尚美容應用系 四技進修部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進修部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幼兒保育系 四技日間部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停招 食品科技系 日間碩士班

1046 中國科技大學 改名 「土木與防災設計系」改名「土木與防災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日間碩士班

1046 中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1046 中國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企業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

1046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任一學制停招 企業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增設 人工智慧健康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外語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行銷管理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管理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老人照顧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企業管理系廣告與數位行銷組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應用英語系國際旅遊組 四技日間部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停招 會計資訊系 四技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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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時尚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美容造型設計系 二技日間部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新應用設計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整併 「機械工程系」與「自動化控制系」整併為『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  ：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四

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二專在職

專班、二專進修部；自動控制系：四技日間部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整併暨改名
「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與「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整併

暨改名為「創新商品設計與創業管理系」

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日間碩士班、四技日間

部／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四技日間部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旅遊事業管理系觀光英語組 四技日間部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旅遊事業管理系旅館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企業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停招 創意生活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數位媒體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停招 觀光英語系 四技日間部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碩士班增設 茶陶文創碩士學位學程 日間碩士班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改名
「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改名「茶陶文創學士學

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並申請改名茶陶文創學士

學位學程)
二技進修部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醫務管理系碩士班醫療機構管理組 日間碩士班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醫務管理系碩士班健康照護管理組 日間碩士班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醫務管理系碩士在職班醫療機構管理組 碩士在職專班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醫務管理系碩士在職班健康照護管理組 碩士在職專班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企業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餐飲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停招 行動科技應用系 四技日間部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外語系 四技進修部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博士班增設 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增設 電競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視覺傳達設計系時尚工藝組 四技日間部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文創設計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增設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 二技日間部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製藥工程系 二技日間部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調理保健技術科 二專進修部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調理保健技術系 二技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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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數位設計與資訊管理系 四技進修部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部分學制取消分組 食品營養系(原有營養組、食品科技組) 四技日間部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停招 調理保健技術科 二專日間部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數位設計與資訊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056 東南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數位遊戲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1056 東南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表演藝術系 四技進修部

1056 東南科技大學 停招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四技日間部

1056 東南科技大學 停招 資訊科技系 四技日間部

10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改名 「保險金融管理系」改名「風險管理與財富規劃系」 四技日間部

10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財務金融系數位金融組 四技日間部

10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停招 資訊管理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國際貿易系 二技日間部

10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財務金融系 四技進修部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二專進修部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分組增設 機械工程系車用電子與資訊組 四技日間部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分組改名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改名「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停招 應用外語系(科) 四技日間部、五專部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停招 數位旅遊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061 中華科技大學 改名 「國際商務與行銷系」改名「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二技進修部、二專進修部

1061 中華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文創與數位多媒體系 四技進修部

1061 中華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改名
「航空服務管理系航空運輸碩士班」改名為「航空服務管理系

航空運輸管理碩士班」

四技日間部、日間部碩士班、進修推廣部碩士在

職專班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停招 企業管理系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1063 育達科技大學 改名 「休閒事業管理系」改名「觀光休閒管理系」
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四技日間部、四技

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整併
「電機工程系」和「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整併為「電機工程

系(光機電暨材料碩士班)」

電機工程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

修部、二專進修部；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日間

碩士班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停招 餐旅管理科 二專進修部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部分學制取消分組
美容系(一)保健造型設計組

(二)寵物美容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文化創意系 四技日間部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停招 文化創意科 進修專校



學校代碼 校名 調整別 申請案名 學制

109學年技專校院所系科增設、調整一覽表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食品營養系 四技進修部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美容系 四技進修部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運動與休閒管理系 四技進修部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整併暨改名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與創意商品設計系」整併暨改名為「數位

媒體與產品設計系」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四技日間部；創意商品設計

系：四技日間部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四技進修部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外語系 進修學院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停招 視覺傳達設計科 進修專校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整併暨改名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與「資訊管理系」整併暨改名為

「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四技日間部；資訊管

理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整併暨改名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與「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整併暨改名為

「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

技進修部、二專進修部；運動與健康促進系:四技

日間部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整併暨改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與「餐旅事業管理系」整併暨改名為

「餐旅商務行銷系」

餐旅事業管理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行

銷與流通管理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

技進修部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整併暨改名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與「視訊傳播系」整併暨改名為

「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

視訊傳播系:四技日間部；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

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改名 「景觀系」改名「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四技日間部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二技進修部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保健食品系 二技進修部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改名 「國際企業經營系」改名「企業經營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分組取消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四技日間部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停招 應用日語科 進修專校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增設 流行音樂事業系 四技日間部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應用外語系 四技進修部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停招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外語系 進修學院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應用外語科 進修專校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觀光事業系 進修學院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停招 觀光事業科 二專夜間部

1073 醒吾科技大學 改名 「資訊傳播系」改名「新媒體傳播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73 醒吾科技大學 停招 理財經營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073 醒吾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企業管理科 五專部

1073 醒吾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商業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1073 醒吾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數位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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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醒吾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新媒體傳播系 四技進修部

1073 醒吾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表演藝術系 二技進修部

1072 大華科技大學 增設 智慧製造工程系 四技日間部

1072 大華科技大學 增設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 四技日間部

1072 大華科技大學 停招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科)
四技日間部

五專部

1072 大華科技大學 停招 資訊管理系(科)

四技日間部

二技日間部

二技進修部

五專部

1075 文藻外語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日間碩士班

1075 文藻外語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德國語文系 二技日間部

1075 文藻外語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法國語文系 二技日間部

1076 華夏科技大學 增設 智慧車輛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1076 華夏科技大學 停招 電子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1076 華夏科技大學 停招 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076 華夏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企業管理科 二專在職專班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碩士班增設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增設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停招 室內設計科 二專夜間部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停招 不動產經營科 二專夜間部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土木工程系 二技日間部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機械工程系 二技日間部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二技日間部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工程系 二技日間部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資訊工程科 二專進修部

1081 東方設計大學 停招 流行商品設計科 五專部

1081 東方設計大學 停招 遊戲與玩具設計科 五專部

1082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任一學制停招 時尚造型設計系 進修學院

1082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停招 時尚造型設計科 進修專校

1082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停招 數位媒體設計科 進修專校

1083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改名 「食品科技與行銷系」改名「食品健康科技系」 四技日間部、日間碩士班

1083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改名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改名「電競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

系」
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五專部

1148 大漢技術學院 分組取消 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休閒遊憩組 四技日間部

1148 大漢技術學院 分組取消 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觀光餐旅組 四技日間部

1148 大漢技術學院 任一學制停招 企業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148 大漢技術學院 任一學制停招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168 南亞技術學院 任一學制增設 資訊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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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 南亞技術學院 停招 美容與造型科 五專部

1183 黎明技術學院 停招 資訊科技系 四技日間部

1183 黎明技術學院 停招 創意產品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

1183 黎明技術學院 停招 時尚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

1183 黎明技術學院 停招 旅館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

1183 黎明技術學院 停招 化妝品應用科 二專夜間部

1183 黎明技術學院 停招 車輛工程科 二專夜間部

1185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任一學制增設 高齡照顧福祉科 二專進修部

1188 大同技術學院 停招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四技日間部

1188 大同技術學院 停招 婚禮企劃與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

1188 大同技術學院 任一學制停招 時尚造型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

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任一學制增設 生命關懷事業科 五專部

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停招 高齡服務事業科 二專在職專班

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停招 應用外語科 五專部

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停招 生命關懷事業科 二專日間部

128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改名 「休閒事業管理科」改名「休閒暨觀光事業管理科」
休閒事業管理科：五專部、二專日間部(擬於109

學年度停招)、二專進修部、二專在職專班

128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任一學制停招 休閒事業管理科 二專日間部

128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停招 觀光事業科 五專部

128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任一學制增設 長期照顧與健康促進管理科 二專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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