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碼 名稱 所屬系所
0103 進階應用英語學分學程 英語教學中心
0503 網路管理學分學程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0504 嵌入式系統學分學程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0505 網路應用學分學程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0506 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0602 網路犯罪防治學分學程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
0701 民意與市場調查學分學程 公共事務學系
0703 國家公務行政人力培育學分學程 公共事務學系
0801 諮商心理學學分學程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0802 工商心理學學分學程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0803 臨床心理學跨領域學分學程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101 電子化企業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1104 行銷管理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1106 創業與就業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1109 整合行銷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1110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1111 投資與理財規劃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1112 品牌行銷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1113 數位營銷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1301 Web整合應用學分學程 資訊管理學系
1303 企業智慧與決策整合學分學程 資訊管理學系
1401 觀光旅行業經營學分學程 觀光事業學系
1402 觀光導遊與領隊學分學程 觀光事業學系
1403 觀光傳播學分學程 觀光事業學系
1602 互動多媒體學分學程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701 財務統計學分學程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1702 大數據統計學分學程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1703 應用統計學分學程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1801 休閒遊憩學分學程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802 休閒運動學分學程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804 環境教育人員學分學程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805 休閒行銷視覺與影像應用學分學程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806 休閒科技學分學程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901 住宿業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餐旅管理學系
1902 餐飲業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餐旅管理學系
1904 烘焙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餐旅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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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 商業設計學系
2202 財務經濟學分學程 經濟與金融學系
2203 金融科技應用學分學程 經濟與金融學系
2601 品牌行銷學分學程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2602 整合行銷學分學程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3202 微電影學分學程 廣播電視學系
3403 品牌行銷學分學程 廣告學系
3404 整合行銷學分學程 廣告學系
3602 資料探勘與決策分析學分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3603 行動裝置學分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3701 生醫光電學分學程 電子工程學系
3901 生醫科技管理學分學程 生物科技學系
3902 生技法律學分學程 生物科技學系
4001 醫學資訊學分學程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4002 醫療資訊法律實務學分學程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4003 醫療統計學分學程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4004 公共衛生師學分學程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4102 不動產法律學分學程 法律學系
4105 人力資源法律學分學程 法律學系
4106 科技與創新法律學分學程 法律學系
4205 國際企業學分學程 應用英語學系
4207 觀光學分學程 應用英語學系
4208 商旅英文學分學程 應用英語學系
4209 英語教學學分學程 應用英語學系
4301 華語文作文師資學分學程 應用中國文學系
4302 華語文師資學分學程 應用中國文學系
4303 中華文化創新應用學分學程 應用中國文學系
4304 影視動漫學分學程 應用中國文學系
4404 日語觀光旅遊學分學程 應用日語學系
4405 日語商務學分學程 應用日語學系
4407 對日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應用日語學系
4503 中英雙語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系
4504 華文觀光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系
4601 金融科技監理與法令遵循學分學程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4602 金融科技管理與市場運用學分學程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4603 新興科技學分學程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5201 管理會計學分學程 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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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 稅務與財經法規學分學程 會計學系
5410 公司治理及社會責任(CSR)學分學程 財務金融學系
5411 數位金融學分學程 財務金融學系
5412 國際金融與創新管理學分學程 財務金融學系
5413 永續金融學分學程 財務金融學系
5601 整合風險管理學分學程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5602 保險業財務風險管理學分學程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5603 金融保險商品行銷學分學程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5701 貿易經營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學系
5702 對外貿易與互聯網金融學分學程 國際企業學系
5703 對外貿易與商品創新營銷學分學 國際企業學系
6507 證券與金融法律學分學程 財金法律學系
6508 保險法律學分學程 財金法律學系
6509 金融法務學分學程 財金法律學系
6701 生醫訊號處理學分學程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702 人因醫學工程設計學分學程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703 醫學工程法律實務學分學程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704 醫療資訊整合學分學程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9901 國際菁英英語學分學程 國際班
9902 國際領導統御學分學程 國際班
9903 數位行銷管理學分學程 國際班
M103 創業學分學程 管理學院
M104 創意與創業學分學程 管理學院
S101 大數據應用跨領域學分學程 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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