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優久聯盟「跨領域學分學程」開放狀況暨名額一覽表

院中文 學分學程辦公室 系所簡稱 學分學程1 名額 學分學程2 名額 學分學程3 名額 學分學程4 名額 學分學程5 名額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文學組 中國文學經典學分學程 1

文學院 史學系 史學系 博古通今學分學程 2 文化導覽學分學程 2 歷史戲劇文化學分學程 2 古今政治得失學分學程 2

文學院 哲學系 哲學系 中國文化精神學分學程 不開放

國際暨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系 中英翻譯學分學程 3 國際英語傳播學程 3

國際暨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學系 法文系 法國文學與文化學分學程 不開放

國際暨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日文系 日文翻譯學分學程 5  

國際暨外語學院 韓國語文學系 韓文系 韓國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 不開放

理學院 地學研究所 地學所 環境與都市永續發展及減災分學程 10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大氣系 氣候變遷學分學程 5

理學院 化學系 化學系 環境分析學分學程 5

理學院 地質學系 地質系 環境地質學分學程 5 海洋環境學分學程 5

理學院 地理學系 地理系 數位地球學程 5 地理技術學分學程 5

理學院 光電物理學系 物理系 天文與立體影像處理學分學程 不開放

理學院 生命科學系 生科系 生態與環境影響評估學分學程 不開放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經濟系 經濟建設與金融實務學分學程 2

社會科學院 社會福利學系 社福系 非營利組織傳播學程 不開放

社會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行管系 一般民政學分學程 2 一般行政學程 2

社會科學院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勞動系 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學分學程 5

農學院 生活應用科學系 生應系 幸福家庭學分學程 2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園生系 養生園藝學分學程 3

農學院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森保系 自然資源保育學分學程 5 生物多樣性學程 5

農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營養系 多元療癒幸福學分學程 不開放 食品科技學分學程 不開放 生活保健學分學程 不開放

農學院 動物科學系 動科系 伴侶動物保健照護學分學程 2 動物產業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2

農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所 生技所 生物技術學程 5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奈

米材料碩士班
化材所 綠能科技學分學程 2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資工系 資訊安全工程與應用學程 2 軟體系統設計學分學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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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化材系 奈米材料學分學程 2

工學院 紡織工程學系 紡織系 時尚設計與管理學分學程 3

商學院 會計學系 會計系 會計資訊系統暨大數據學分學程 2 財稅與經濟建設學分學程 2

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財金組 金融實務與證照學分學程 2 金融風險管理學分學程 2

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金行組 財富管理學分學程 2

商學院 國際貿易學系 國貿系 國際貿易學分學程 2 國際行銷學程 2 貿易與國際智慧權學分學程 2

商學院 觀光事業學系 觀光系 國際觀光旅館管理學程 不開放 解說暨遊憩管理專業學分學程 不開放 觀光餐飲服務管理學程 不開放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國企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不開放

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資管系 巨量資料分析學分學程 10 電子商務學分學程 10 網路行銷與廣告學分學程 10 雲端服務與巨量資料學分學程 10 智慧商務科技學分學程 10

新聞暨傳播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資傳系 數位內容創製學程 2

藝術學院 美術學系 美術系 美術鑑賞學分學程 2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音樂系 音樂藝術學分學程 2

藝術學院 舞蹈學系 舞蹈系 表演藝術行政與管理學分學程 不開放

環境設計學院 景觀學系 景觀系 環境設計與美學創意學分學程
不限名

額
環境與休閒創意產業學分學程

不限名

額

環境設計學院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都計系 都市風險管理學分學程 2 環境規劃與發展學分學程 2 都市更新與農村再生學分學程 2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教育系 教育行政國家公務員學分學程 1 身心教育與管理學分學程 不開放

教育學院 心理輔導學系 心輔系 心理健康學分學程 不開放

教育學院 師培中心 師培中心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B) 不開放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運健系 國民體適能指導學分學程 2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體育學系 體育系 肌力與體能訓練學分學程 2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國術系 國術養生學分學程 不開放 運動傷害防護學分學程 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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