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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之相關科系表 

 

中華民國 93 年 04 月 30 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中一字第 0930100185 號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94 年 02 月 16 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中一字第 0940100085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5 年 06 月 21 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中一字第 0950100273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5 年 11 月 29 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中一字第 0950100468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01 月 08 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中一字第 0960100007 號令修正發布 

 

一、相關科系認定說明：凡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即認定為相關科系。 

1.符合下列各職類相關科系名稱者。 

2.修習下列各職類核心課程之三門科目以上並累計達九學分者。但每科目最高認定 

三學分。 

二、共計一百一十個職類。 

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化工

類群 

化工、石油化

學、化學、陶

瓷﹙石膏模﹚ 

化工、化學工程、材料科學與工程、材

料與資源工程、材料與纖維、消防、海

洋環境工程、陶瓷及材料工程、陶業工

程、資源工程、電子材料、製衣工程、

應用化學、環境工程、環境工程與科學、

環境工程與衛生、環境管理、海洋環境

工程、環境與安全工程、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環境檢驗、纖維工程、醫藥化

學、生化工程、工業設計、能源與資源、

化學。 

工程數學、工業安全衛生、工廠實習、

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及實驗、化工計

算、化工機械設備、化學、化學工程概

論、化學及實驗、有機化學、物能平衡、

物理化學、專題製作、陶業化學、陶業

物性實驗陶瓷學、陶業單元操作、陶業

學、單元程序與操作、程序控制、電腦

與儀器控制、圖學、儀器分析、儀器分

析及實驗、環境保護、藥物化學、藥物

合成、藥物分析、石油工程學、天然氣

工程學。 

印刷

類群 

圖文組版、網

版印刷、平版

印刷、平版製

版、網版製

版、凹版製

版、凹版印

刷、製版照

相、凸版製

版、凸版印

刷、裝訂及加

工 

工業教育（設計組）、平面傳播、商業設

計、視訊傳播設計、視覺藝術應用、資

訊傳播設計、圖文傳播、圖文傳播藝術、

印刷攝影、平面傳播科技、圖文傳播暨

數位出版、文化事業發展、工業設計。

出版編輯原理、平面傳播科技概論、平

面電腦繪圖、印刷工程學、印刷企劃、

印刷設計、印刷概論、印刷與設計、印

刷學、印前工程規劃、字型暨版面設

計、色彩計劃、色彩學、材料學、油墨

學、基本設計、彩色複製學、設計心理

學、設計思潮、設計美學、設計管理與

法規、創意與設計方法、電子出版、電

子組頁、電腦版面視覺編排、電腦排

版、製版概論、製版學、數位出版管理、

數位設計、整合數位出版、繪畫、圖文

傳播概論、圖文傳播基礎技術、電腦繪

圖、印前製程、科技應用色彩學、普通

色彩學、色彩工學、印刷材料學、設計

概論、階調複製學、黑白複製學、彩色

複製學、電子出版、電腦分色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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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電腦組版、製版學、成本分析與估價、

包裝印刷、印刷機械、數位印刷科技、

圖文材料科技、電腦影像處理、特殊印

刷、印刷適性。 

服飾

類群 

製鞋 工業設計 管理概論、心理學、生活與藝術、生涯

發展、家政學、推廣教育、模型製作、

鞋類設計、職場衛生與安全。 

服飾

類群 

國服、女裝、

男裝 

生活應用科學、服裝設計、家政、家政

教育、製衣工程、織品服裝、流行設計。

心理學、生活與藝術、生活應用科學、

生涯發展、立體裁剪、成衣生產管理、

成衣設計、成衣製作、色彩學、行銷管

理、服裝設計、服裝構成與製作、服飾

人因工學、家政學、紡織品評估、紡織

原料、紡織導論、推廣教育、管理概論、

製衣工程、製衣材料、織品時裝、職場

衛生與安全。 

金屬

機械

加工

類群 

汽車車體板

金、熱處理、

打型板金、板

金、鑄造、木

模、車輛塗裝 

工業工程、工業工程與管理、工業教育、

工業管理、分子科學與工程、生物工程、

生物系統工程、生物機電工程、光電工

程、光電系統工程、光電科技、自動化

工程、自動化控制、自動化控制工程、

冷凍空調、冷凍空調工程、材料、車輛

工程、飛機工程、紡織工程、紡織科學、

航空電子、航空機械、動力機械工程、

通訊與計算機工程、造船工程、微電子

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路工程、農業

機械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電訊

工程、電腦與通訊、電腦與通訊工程、

電腦與電訊工程、電腦應用工程、電機

工程、模具工程、輪機工程、機械工程、

機械材料工程、機械設計工程、機械與

生產工程、機械製造工程、材料及資源

工程、機電科技、工業設計、製造工程

與管理技術。 

工程數學、內燃學、木模、打型板金、

材料力學、汽車工程、汽車電子學、汽

車電子學實驗、汽車實習、車輛塗裝、

電機學、噴漆、熱力學、機械工程、機

械元件設計、機械材料、機械製造、機

械製圖、機電整合、機電整合實習、機

構學、應用力學、應用電子學、鑄造、

金屬熱處理、金屬材料、顯微組織學、

材料試驗、電腦輔助製圖、機械工程實

驗、機械基礎技術、機械設計原理、電

腦輔助設計與製造、精密鑄造、電機機

械、高等應用數學、機電控制器實務、

精密機械與量測。 

金屬

機械

加工

類群 

氣壓、油壓 工業工程、工業工程與管理、工業教育、

工業管理、分子科學與工程、生物工程、

生物系統工程、生物機電工程、光電工

程、光電系統工程、光電科技、自動化

工程、自動化控制、自動化控制工程、

冷凍空調、冷凍空調工程、材料、車輛

工程、飛機工程、紡織工程、紡織科學、

航空電子、航空機械、動力機械工程、

工程數學、材料力學、流體力學、氣壓

概論、電機學、圖學、熱力學、機械元

件設計、機械材料、機械概論、機電概

論、機構學、應用力學、應用電子學、

電腦輔助製圖、機械工程實驗、機械基

礎技術、機械製造、機械設計原理、電

腦輔助設計與製造、精密鑄造、電機機

械、液氣壓控制技術、氣壓(控制)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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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通訊與計算機工程、造船工程、微電子

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路工程、農業

機械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電訊

工程、電腦與通訊、電腦與通訊工程、

電腦與電訊工程、電腦應用工程、電機

工程、模具工程、輪機工程、機械工程、

機械材料工程、機械設計工程、機械與

生產工程、機械製造工程、機電科技、

材料科學與工程、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電機、製造工程

與管理技術。 

、液壓(控制)概論、電子學、機電整合、

可程式控制、順序控制、邏輯設計、自

動化機構、單晶片控制、自動控制、圖

形監控、彈性製造系統、電腦整合製

造、感測器原理與應用、高等應用數

學、材料工程概論、電子元件與週邊材

料、機電控制器實務、精密機械與量

測。 

金屬

機械

加工

類群 

電腦輔助機

械製圖、機械

製圖 

工業工程、工業工程與管理、工業教育、

工業管理、分子科學與工程、生物工程、

生物系統工程、生物機電工程、光電工

程、光電系統工程、光電科技、自動化

工程、自動化控制、自動化控制工程、

冷凍空調、冷凍空調工程、材料、車輛

工程、飛機工程、紡織工程、紡織科學、

航空電子、航空機械、動力機械工程、

通訊與計算機工程、造船工程、微電子

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路工程、農業

機械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電訊

工程、電腦與通訊、電腦與通訊工程、

電腦與電訊工程、電腦應用工程、電機

工程、模具工程、輪機工程、機械工程、

機械材料工程、機械設計工程、機械與

生產工程、機械製造工程、機電科技、

機電工程、工業設計、製造工程與管理

技術。 

人因工程表現技法、工業設計概論、材

料力學、基本設計、產品設計、設計素

描、電腦概論、電腦繪圖、電機學、圖

學、製圖與識圖、模型製作、熱力學、

機械工程、機械元件設計、機械材料、

機械製造、機械製圖、機構學、應用力

學、應用電子學、立體圖學、電腦輔助

製圖、人因工程、工業自動化設計、材

料工程概論、電子元件與週邊材料。 

金屬

機械

加工

類群 

CNC 銑床工、

CNC 車床工 

工業工程、工業工程與管理、工業教育、

工業管理、分子科學與工程、生物工程、

生物系統工程、生物機電工程、光電工

程、光電系統工程、光電科技、自動化

工程、自動化控制、自動化控制工程、

冷凍空調、冷凍空調工程、材料、車輛

工程、飛機工程、紡織工程、紡織科學、

航空電子、航空機械、動力機械工程、

通訊與計算機工程、造船工程、微電子

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路工程、農業

機械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電訊

工程、電腦與通訊、電腦與通訊工程、

電腦與電訊工程、電腦應用工程、電機

CNC 車床程式設計、CNC 車床實務、CNC

銑床程式設計、CNC 銑床實務、材料力

學、電腦輔助製造、機械工程、機械元

件設計、機械製造、應用力學、應用電

子學、數控工具機、電腦輔助製圖、機

械基礎技術、機械工程實驗、機構學、

機電整合技術、自動化設計專題製作、

精密加工與製造專題製作、精密量測、

數控工具機技術、電腦輔助設計與製

造、機械設計原理、自動化系統設計、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材料工程概論、

電子元件與週邊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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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工程、模具工程、輪機工程、機械工程、

機械材料工程、機械設計工程、機械與

生產工程、機械製造工程、機電科技、

機電工程、工業設計、製造工程與管理

技術。 

 

金屬

機械

加工

類群 

精 密 機 械

工、銑床工、

沖 壓 模 具

工、平面磨床

工、鉗工、車

床工、金屬塗

裝 

工業工程、工業工程與管理、工業教育、

工業管理、分子科學與工程、生物工程、

生物系統工程、生物機電工程、光電工

程、光電系統工程、光電科技、自動化

工程、自動化控制、自動化控制工程、

冷凍空調、冷凍空調工程、材料、車輛

工程、飛機工程、紡織工程、紡織科學、

航空電子、航空機械、動力機械工程、

通訊與計算機工程、造船工程、微電子

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路工程、農業

機械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電訊

工程、電腦與通訊、電腦與通訊工程、

電腦與電訊工程、電腦應用工程、電機

工程、模具工程、輪機工程、機械工程、

機械材料工程、機械設計工程、機械與

生產工程、機械製造工程、材料及資源

工程、機電科技、機電工程、電子、製

造工程與管理技術。 

工具機操作、材料力學、車床操作、金

屬材料、金屬塗裝、鉗工操作、電機實

驗、電機學、銑床操作、熱力學、機械

工程、機械元件設計、機械材料、機械

材料試驗、機械製造、機械製圖、機電

整合、機電整合實習、機構學、應用力

學、應用電子學、金屬熱處理、電腦輔

助製圖、機械基礎技術、機械工程實

驗、機電整合技術、自動化設計專題製

作、精密加工與製造專題製作、數控工

具機技術、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機械

設計原理、自動化系統設計、電機機

械、電子元件與週邊材料、材料工程概

論、機電控制器實務、精密機械與量

測。 

美容

美髮

類群 

美容、女子美

髮、男子理髮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幼兒保育、幼保、

生活應用科學、生活應用與保健、服裝、

服裝設計、服飾科學管理、服飾經營、

保健營養、流行事業經營、流行設計、

美容、美容美髮、美容造形設計、美髮、

家政、嬰幼兒保育。 

人體生理概論、人體生理學、分析化

學、化妝品學、化妝品學概論、化粧品

法規、化粧品調製、化粧品檢驗、心理

學、生涯規劃、皮膚學、色彩計劃、色

彩認識、行銷學、服飾應用、美容、美

容概論、美容經營與行銷、美容與衛

生、美膚、美髮、美顏、美體與保健、

時尚髮型設計、假髮製作與應用、造型

藝術、創意造形設計、髮型設計、整體

造形設計、應用素描。 

食品

加工

類群 

中式麵食加

工、食品檢驗

分析、烘焙食

品、中餐烹調 

水產食品、水產食品科學、水產製造、

水產養殖、生活應用科學、保健營養、

食品工程、食品工業、食品加工、食品

科技、食品科學、食品衛生、食品營養、

家政、家政教育、農教、餐旅管理、健

康餐飲管理、營養、微生物、餐飲管理、

中餐廚藝、烘焙管理、西餐廚藝、旅館

管理、旅館與餐飲。 

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習、物理化學、

食品工程、食品工程實習、食品分析檢

驗、食品分析檢驗實習、食品化學、食

品加工、食品加工實習、食品加工實

驗、食品微生物、烘焙食品、烘焙食品

與實驗、專業實習、微生物學、微生物

學實驗、團體膳食管理、團體膳食管理

實驗、儀器分析、穀類加工、膳食療養

學、膳食療養學實驗、營養學、餐飲衛

生管理、餐飲營養管理、餐飲營養與菜

單設計、團體膳食製備與管理、餐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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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本控制與採購學、烘焙實務、中餐烹調

實務、中餐烹調與管理、中餐烹調與管

理實驗。 

商業

類群 

會計事務、商

業計算 

人力資源發展、人力資源管理、土地管

理與開發、工商管理、工業科技教育、

工業管理、不動產（事務）、不動產經營、

文書事務、行銷管理、行銷與流通管理、

企業管理、物流管理、金融、金融保險、

金融與風險管理、金融營運、保險金融、

保險金融管理、保險營運、流通管理、

航運管理、財政稅務、財務金融、財務

金融管理、財務稅務、財務管理、財經

法律、商用服務、商用資訊、商務科技

管理、商業文書、商業自動化與管理、

商業教育、商業經營、國際企業、國際

企業管理、國際企業經營、國際企業與

貿易、國際貿易、產業經營管理、統計、

會計、會計事務、會計統計、會計資訊、

會計實務、經營管理、資料、資料處理、

資訊管理、農產行銷、運輸與倉儲營運、

電子商務、製造(工業)管理、銀行保險、

銷售服務、工業工程與管理。 

中級會計學、文書處理、成本會計、初

級統計、財務管理、商事法、商業套裝

軟體、商業概論、專題研究、統計學、

貨幣銀行、稅務法規、會計套裝軟體、

會計統計資料處理、會計報表實務、會

計學、經濟學、管理學、銀行會計、資

料庫管理、系統分析與設計、初級會計

學、財務報表分析、會計資訊系統、企

業管理、審計學、管理會計、成本及管

理會計。 

商業

類群 

 

廣告設計 大眾傳播、大眾傳播藝術、工商業設計、

工業教育（設計組）、工業設計、公共傳

播、文化事業發展、生活產品設計、印

刷、金屬工藝、美工、美術、美術工藝、

商品設計、商業設計、視訊傳播、視訊

傳播設計、視覺傳達設計、視覺藝術應

用、傳播藝術、資訊傳播設計、圖文傳

播、劇場藝術、廣告設計、印刷攝影、

平面傳播科技、圖文傳播暨數位出版、

文化事業發展。 

CIS 設計、文字造型、包裝設計、印刷、

印刷媒體、色彩計劃、色彩學、基本設

計、設計心理學、設計史、設計字法、

設計表現技法、設計思潮、設計美學、

設計基礎、設計圖法、設計管理與法

規、設計繪畫、創意與設計方法、插畫、

電腦繪圖、圖學、構成、網頁設計、廣

告設計、廣告學、數位設計、繪畫、攝

影、藝術概論、平面傳播科技概論、設

計概論、平面設計、攝影設計、商業攝

影、電腦平面設計、鉛筆人物素描、鉛

筆靜物素描、網路應用與網頁設計、攝

影藝術、電腦影像處理、數位攝影。 

商業

類群 

門市服務 企業管理（學）系、工商管理學系、經

營管理學系、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產業經營管理系、經營決策學系、國際

企業與貿易系、國際貿易（學）系、物

流管理學系、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流通（科技）管理系、國際企業經營系、

行銷學系、行銷管理系、運輸與物流管

理學系、運輸與物流學系、運輸科技與

零售管理、流通管理、行銷管理、門市

營運、店長職務、聯瑣企業管理、供應

鏈管理、行銷通路與管理、物流管理、

倉儲管理、消費者行為、客戶關係管

理、行銷企劃實務、行銷研究、廣告與

推廣管理、倉儲與物料管理、物流與配

送、賣場規劃、連鎖與加盟管理、通路

策略、顧客關係管理、流通科技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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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物流管理學系、航運與物流管理學系。 門市與零售管理、通路策略與管理、賣

場規劃與管理、流通管理導論、門市營

運管理、服務業作業管理、服務接觸管

理。 

商業

類群 

國貿業務 商業教育學系、外國語文學系、西洋語文

學系、英(國)語(文)學系、法國語文學

系、德國語文學系、西班牙語文學系、東

方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阿拉伯語文

學系、西洋文學學系、英美語文學系、應

用外語系、俄國語文學系、應用英語(文)

系；韓國語文學系、應用日語系、義大利

語文學系、應用德語系、土耳其語文學

系、經濟學系、英文學系、歐洲語文學系、

德國語文學系、應用外國語文學系、經濟

學系、合作經濟學系、產業經濟學系、政

治經濟學系、應用經濟學系、管理經濟學

系、商學系、事業經營學系、計量財務金

融學系、應用商學系、會計(學)系、銀行

會計學系、會計統計學系、財務管理(學)

系、會計資訊學系、會計與資訊(科技)學

系、統計學系、應用統計學系、統計資訊

學系、應用統計資訊學系、風險管理學

系、企業管理(學)系、工商管理學系、工

業管理(學)系、管理(科)學系、經營管理

學系、科技管理學系、金融管理學系、傳

播管理系、國際企業(管理)學系、(人力)

資源管理學系、休閒事業管理系、商業自

動化與管理系、產業經營管理系、亞太工

商管理學系、經營決策學系、國際企業與

貿易系、貿易行銷學類國際貿易商業經營

學系、商業設計學系(學)系、工業產品設

計學系、商品設計學系、物流管理學系、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服飾經營系、國際

貿易營運系、不動產經營系、國際貿易與

金融學系、流通(科技)管理系、生活產品

設計系、國際企業經營系、行銷學系、行

銷管理系、國際商務學系、資產科學系、

行銷與物流管理學系、財稅金融學類財稅

國際貿易實務、國際貿易個案研究、國

際貿易實務概論、貿易專題研究、國際

貿易法、商事法、國際貿易經營學、國

際行銷、國際企業管理、國際貿易理論

與政策、國際金融與匯兌、國際財務管

理、國際匯兌、貿易法規、商用英文、

貿易英文、貿易英文書信、貨物通關實

務、國際物流、國際運籌管理、貿易資

訊系統、商務談判、貿易糾紛與索賠、

國際採購實務、國際經貿現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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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學系、財政學系、銀行財務學系、財務金

融(學)系、金融學系、財政稅務管理學

系、金融營運系財務、金融營運系、財政

稅務系、財務系、銀行學系、保險學系、

銀行保險學系、銀行管理學系、保險營運

系、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保險金融管理

系、金融保險系、金融與風險管理系、保

險金融系、商務科技管理系、財經法律學

系、運輸管理學系、運輸與倉儲營運系、

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交通與物流管理學

系、空運經營與管理學系、運輸與物流管

理學系、空運管理學系、運輸技術系、運

輸與物流學系、運輸科技與物流管理學

系、海洋運輸學系、航運管理學系、航運

與物流管理學系、外國語文專修科、英國

語文科、法國語文科、德國語文科、西班

牙語文科、俄文專修科、日本語文科、商

用外文科、應用外語科、應用英語科、應

用經濟科。 

 

焊接

配管

類群 

工業用管配

管、自來水管

配管、艤裝、

冷作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利工程、工業工程、

工業工程與管理、工業教育（機械組）、

工業設計、工業管理、公共工程、水利

工程、自動化工程、自動化控制工程、

材料、板金、河海工程、建築、建築工

程、建築及都市設計、軍事工程、重機、

紡織、紡織工程、紡織科學、配管、造

船工程、測量工程、農田水利工程、農

業土木工程、農業工程、電腦應用工程、

製圖、模具、模具工程、衛生工程、機

械、機械工程、機械木模、機械材料工

程、機械設計工程、機械與生產工程、

機械製造工程、機電、營建、營建工程、

營建技術、灌溉工程、機電科技、環境

與防災設計、製造工程與管理技術。 

土木工程概要、工程力學、工程材料、

工程數學、工廠實習、材料力學、物理、

物理實驗、金屬材料、配管實習、配管

學、專題製作、焊接學、普通化學、普

通物理、普通物理實驗、微積分、電機

實驗、電機學、圖學、實務專題、熱力

學、機械力學、機械元件設計、機械材

料、機械材料試驗、機械材料實驗、機

械製圖、機電整合、機電整合實習、機

構學、鋼結構學、應用力學、應用電子

學、電腦輔助製圖、機械基礎技術、機

械工程實驗、機電整合技術、自動化設

計專題製作、精密加工與製造專題製

作、微處理機實驗、微處理機原理、機

械製造、數控工具機技術、電腦輔助設

計與製造、機械設計原理、精密鑄造、

電機機械、材料工程概論、高等應用數

學、機電控制器實務、精密機械與量

測、電子元件與週邊材料。 

勞工

安全

衛生

類群 

職業潛水 水產養殖、海洋休閒觀光、航海、航運、

航運技術、商船、造船工程、漁業、漁

業生產與管理、輪機、輪機工程、環境

生物與漁業科學、運輸技術（航海組）。

人體生理學、物理學、空氣潛水減壓、

急救、海洋概論、海洋學、潛水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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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勞工

安全

衛生

類群 

鍋爐操作 工業安全衛生、牙體技術、自動化工程、

自動化控制、自動化控制工程、材料工

程、材料科學與工程、材料與纖維、飛

機工程（機械組）、消防、紡織科學、航

空機械、動力機械工程、造船工程、資

訊管理、電腦應用工程、模具工程、機

械工程、機械設計工程、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機械製造工程、機電工程、環境

與安全工程、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機

電科技、製造工程與管理技術。 

工業分析、工業安全、元素分析、化學、

自動控制、防火防爆措施、物理、勞工

安全衛生法規、電子學、熱力學、機械、

燃料燃燒理論、鍋爐構造、火災與消防

工程概論、工業安全與衛生管理、材料

工程概論。 

勞工

安全

衛生

類群 

下水道設施

操作維護-管

渠系統、機電

設備、處理系

統、水質檢驗 

土木、土木工程、工業安全衛生、化學、

化學工程、水土保持、牙體技術、生化

工程、生物技術、生物科技、汽車、車

輛工程、物理治療、重機、食品科技、

食品營養、動力機械工程、視光學、農

業土木、農業土木工程、農業機械、農

業機械工程、電子材料、輪機工程、機

械、機械工程、機械材料工程、機械設

計工程、機械與生產工程、機械製造工

程、應用化學、環境工程、環境工程與

科學、環境工程衛生、環境資源管理、

環境與安全工程、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環境檢驗、職業安全衛生、醫事技

術、醫務管理、醫藥化學、藥學、環境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營建、公共衛生、

環境衛生、機電科技、能源與資源、醫

學生物技術暨檢驗、機電科技、製造工

程與管理技術。 

下水道工程學、化工、水利學、水質分

析、生物處理、污水工程學、自來水工

程學、汲水工程學、流體力學、柴油引

擎、單元操作、微生物、微生物實驗、

電工大意、電工概論、圖學、製圖與識

圖、儀器、機構學、環工機械、環境工

程概論、環境化學、環境科學概論、環

境微生物學、人因工程、作業環境測

定、環境污染案例研究、風險危害評

估、職業衛生原理、營建管理、科技與

防災、共同管道工程、工程規劃與控

制、土木工程規劃設計整合、施工規劃

控制、施工機具與方法、工程統計、工

業安全、工業安全與衛生管理、精密機

械與量測、材料工程概論。 

資訊

類群 

電腦硬體裝

修 

人力資源發展、土地管理與開發、工商

管理、工業教育、工業科技教育(人力資

源管理組) 、工業管理、不動產經營、

企業管理、光電工程、光電系統工程、

光電科技、自動化控制、行銷管理、行

銷與流通管理、物流管理、金融、金融

保險、金融與風險管理、金融營運、保

險金融、保險金融管理、保險營運、流

通管理、航空電子、航運管理、財政稅

務、財務金融、財務金融管理、財務稅

務、財務管理、財經法律、商務科技管

理、商業文書、商業自動化與管理、商

業教育、國際企業、國際企業經營、國

際企業管理、國際企業與貿易、國際貿

易、產業經營管理、統計、通訊與計算

工程數學、工業安全、自動控制、計算

機程式、計算機結構、計算機概論、商

用程式語言、基本電學、專題製作、程

式語言設計、微處理機、微電腦週邊設

備、微算機作業系統、資料結構、電子

學、電腦文書處理、電腦組裝維修、電

腦硬體裝修檢定輔導、電腦概論、電腦

網路應用、電路學、電機機械、網頁設

計、數位系統設計、數位電子學、程式

設計、微處理機原理、微處理機實驗、

可程式控制、通訊介面與網路、訊號與

系統、微電腦控制、高等應用數學、高

等程式設計、數位 IC 設計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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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機工程、會計、會計統計、會計資訊、

經營管理、資訊工程、資訊管理、資訊

網路工程、運輸與倉儲營運、電子(航空

電子組)、電子工程、電信工程、電訊工

程、電腦與通訊、電腦與通訊工程、電

腦與電訊工程、電機工程、製造管理、

銀行保險、機電科技、應用電子科技、

工業設計、工業工程與管理、電子、電

子設備修護、通信電子、製造工程與管

理技術。 

 

資訊

類群 

電腦軟體設

計 

工業教育、光電工程、光電系統工程、

光電科技、自動化控制、航空電子、通

訊與計算機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路

工程、電子(航空電子組)、電子工程、

電信工程、電訊工程、電腦與通訊工程、

電機工程、資訊科技、資訊管理、醫學

資訊、管理與資訊、機電科技、機電科

技、應用電子科技。 

工程數學、作業系統、計算機程式、計

算機結構、計算機概論、專題製作、程

式設計、微處理機﹙含實習﹚、資料庫、

資料結構、電腦概論、電腦網路、數位

系統設計、演算發分析與設計、系統分

析與設計、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網際網

路技術與應用軟體工程、物件導向分析

與設計、微處理機原理、微處理機實

驗、通訊介面與網路、微電腦控制、資

訊概論、高等應用數學、高等程式設

計。 

資訊

類群 

電腦軟體應

用 

人力資源發展、土地管理與開發、工商

管理、工業教育、工業科技教育(人力資

源管理組) 、工業管理、不動產經營、

企業管理、光電工程、光電系統工程、

光電科技、自動化控制、行銷管理、行

銷與流通管理、物流管理、金融、金融

保險、金融與風險管理、金融營運、保

險金融、保險金融管理、保險營運、流

通管理、航空電子、航運管理、財政稅

務、財務金融、財務金融管理、財務稅

務、財務管理、財經法律、商務科技管

理、商業文書、商業自動化與管理、商

業教育、國際企業、國際企業經營、國

際企業管理、國際企業與貿易、國際貿

易、產業經營管理、統計、通訊與計算

機工程、會計、會計統計、會計資訊、

會計資訊學、經營管理、資訊工程、資

訊管理、資訊網路工程、運輸與倉儲營

運、電子(航空電子組)、電子工程、電

信工程、電訊工程、電腦與通訊、電腦

與通訊工程、電腦與電訊工程、電機工

程、製造管理、銀行保險 

工業安全、系統分析與設計、計算機結

構、計算機概論、商用程式語言、程式

設計、程式語言設計、資料庫管理系

統、資料結構、資訊安全、電腦作業系

統、電腦概論、電腦資料庫系統及應

用、電腦網路應用、電腦應用軟體、網

頁設計、數位系統設計、職業道德、商

業套裝軟體、作業系統、微處理機原

理、微處理機實驗、可程式控制、通訊

介面與網路、訊號與系統、微電腦控

制、資訊概論、資訊管理導論、高等程

式設計、網路應用、數位 IC 設計導論、

工業安全與衛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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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管理與資訊、文化事業發展、機電科

技、應用電子科技、工業設計、工業工

程與管理、製造工程與管理技術。 

 

電子

類群 

數位電子、電

力電子、儀表

電子、視聽電

子、工業儀器 

工業教育、光電工程、光電系統工程、

光電科技、自動化控制、冷凍空調、冷

凍空調工程、航空電子、控制、通訊與

計算機工程、微電子工程、資訊、資訊

工程、資訊網路工程、電子、電子工程、

電子通信、電信工程、電訊工程、電腦

與通訊、電腦與通訊工程、電機、電機

工程、機電科技、應用電子科技、製造

工程與管理技術。 

工程數學、工程數學 II、工業安全衛

生、工業儀器、可程式邏輯控制器、自

動控制、計算機程式、計算機結構、計

算機概論、氣油壓、基本電路、專題製

作、專題製作 II、程序控制、週邊與

介面、微處理機、微處理機實習、電子

製圖、電子儀表、電子學、電子學實習、

電腦概論、電路學、電機機械、電機機

械實習、數位系統、數位系統設計、邏

輯電路、微處理機原理、微處理機實

驗、可程式控制、通訊介面與網路、訊

號與系統、微電腦控制、基礎電學實

驗、應用電子學、機電整合技術、高等

應用數學、工業安全、工業安全與衛生

管理、伺服控制系統、高等程式設計、

精密機械與量測、數位 IC 設計導論、

資料結構。 

電機

類群 

機電整合、輸

電架空線路

裝修、輸電地

下 電 纜 裝

修、升降機裝

修、機械停車

設備裝修 

工業教育、光電工程、光電系統工程、

光電科技、自動化控制、冷凍空調、冷

凍空調工程、航空電子、通訊與計算機

工程、微電子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

路工程、電子(航空電子組)、電子工程、

電信工程、電訊工程、電腦與通訊、電

腦與通訊工程、電腦與電訊工程、電機、

電機工程、機電科技、應用電子科技、

製造工程與管理技術。 

工程數學 I、工程數學 II、自動控制、

自動控制實習、計算機程式、計算機結

構、計算機概論、專題製作 I、專題製

作 II、液壓控制、液壓控制實習、創

意機械設計、微處理機、微處理機實

習、電子學 I、電子學 II、電子學實習、

電路學、機械元件設計、機電整合、機

電整合實習、微處理機原理、微處理機

實驗、可程式控制、微電腦控制、基礎

電學實驗、應用電子學、機電整合技

術、高等應用數學、高等程式設計、伺

服控制系統、資料結構、電子元件與週

邊材料、機電控制器實務、精密機械與

量測。 

電機

類群 

配電線路裝

修、變壓器裝

修、工業配

線、電器修

護、室內配

線、旋轉電 

工業教育、光電工程、光電系統工程、

光電科技、自動化控制、冷凍空調、冷

凍空調工程、航空電子、通訊與計算機

工程、微電子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

路工程、電子(航空電子組)、電子工程、

電信工程、電訊工程、電腦與通訊、電

工程數學、工業配電、工業電子學、工

業儀表學、半導學、可程式控制器原

理、自動控制、配電學、基本電學、專

題製作、控制理論、發變電工程概論、

微處理機、電力電子學、電子實習、電

子學、電工材料、電工法規、電工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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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機裝修、旋轉

電機繞線、靜

止 電 機 繞

線、配電電纜

裝修 

腦與通訊工程、電腦與電訊工程、電機

工程、機電科技、應用電子科技、製造

工程與管理技術。 

、電工學、電路學、電儀表學、電機控

制、電機機械、電機機械實習、數位系

統設計、輸配電學、微處理機原理、微

處理機實驗、可程式控制、微電腦控

制、基礎電學實驗、應用電子學、機電

整合技術、高等應用數學、機電控制器

實務、數位 IC 設計導論、電子元件與

週邊材料、精密機械與量測。 

電機

類群 

用電設備檢

驗 

工業教育、光電工程、光電系統工程、

光電科技、自動化控制、冷凍空調、冷

凍空調工程、航空電子、通訊與計算機

工程、微電子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

路工程、電子(航空電子組)、電子工程、

電信工程、電訊工程、電腦與通訊、電

腦與通訊工程、電腦與電訊工程、電機

工程、機電科技、應用電子科技、製造

工程與管理技術、物理工程。 

工程數學、工業配電、工業電子學、工

業儀表學、半導學、可程式控制器原

理、自動控制、配電學、基本電學、專

題製作、控制理論、發變電工程概論、

微處理機、電力電子學、電子實習、電

子學、電工材料、電工法規、電工原理、

電工學、電路學、電儀表學、電機控制、

電機機械、電機機械實習、數位系統設

計、輸配電學、微處理機原理、微處理

機實驗、可程式控制、微電腦控制、基

礎電學實驗、應用電子學、機電整合技

術、高等應用數學、機電控制器實務、

數位 IC 設計導論、電子元件與週邊材

料、精密機械與量測。 

電機

類群 

冷凍空調裝

修 

工業教育、光電工程、光電系統工程、

光電科技、自動化控制、冷凍空調、冷

凍空調工程、航空電子、通訊與計算機

工程、微電子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網

路工程、電子(航空電子組)、電子工程、

電信工程、電訊工程、電腦與通訊、電

腦與通訊工程、電腦與電訊工程、電機

工程、工業教育（主修冷凍空調）、機電

科技、應用電子科技、製造工程與管理

技術。 

工程數學、工廠實習、自動控制、冷卻

水塔安裝及維修、冷媒回收概論、材料

力學、空調箱及風水管安裝概論、基本

電工學、專題製作、電子實習、電子學、

電路及控制系統概論、電路學、電機實

驗、電機學、電機機械、電機機械實習、

精密量測、精密量測實習、製作程序規

劃、機械元件設計、機械材料、機械材

料試驗、應用力學、工程力學、微積分、

熱力學、流體力學、熱傳學、流體機械、

冷凍空調工程原理、冷凍工程、空調工

程、工程力學、工程材料、電工原理、

電工法規、工程圖學、電腦製圖、基本

冷凍實習、空調工程實習、冷凍工程實

習、自動控制實習、微處理機原理、微

處理機實驗、可程式控制、通訊介面與

網路、微電腦控制、基礎電學實驗、應

用電子學、機電整合技術、高等應用數

學、機電控制器實務、電子元件與週邊

材料、材料工程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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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機械

修護

類群 

工程泵類檢

修 

工業安全衛生、工業教育(電機電子

組)、光電系統工程、自動化工程、自動

控制工程、物理治療、重機、飛機工程(航

空電子組)、消防、動力機械工程、資訊

工程、農業機械、農業機械工程、電子

工程(晶片設計組)、電子工程(網路與通

訊工程組)、電腦與通訊工程、電機工

程、輪機工程、機械、機械工程、機械

材料工程、機械設計工程、機械與生產

工程、機械與自動化工程、機械製造工

程、機電工程、機電科技、製造工程與

管理技術。 

工程力學、工程數學、材料學、動力廠、

電子學、電機學、熱力學、機電整合、

機電整合實習、機構學、應用力學、機

電整合技術、自動化設計專題製作、精

密加工與製造專題製作、機械基礎技

術、機械製造、數控工具機技術、高等

應用數學、材料工程概論、機電控制器

實務。 

機械

修護

類群 

 

針織機械修

護、織布機修

護、紡紗機修

護 

工業安全衛生、化學工程、化學與材料

工程、牙體技術、生化工程、生物技術、

生物科技系、自動化工程、自動化控制、

自動化控制工程、材料工程、材料科學

與工程、材料與纖維、飛機工程(機械

組)、消防、紡織工程、紡織科學、航空

機械、高分子材料、動力機械工程、造

船工程、資訊管理、農業機械工程、電

腦應用工程、製衣工程、模具工程、輪

機工程、機械工程、機械設計工程、機

械與自動化工程、機械製造工程、機電

工程、應用化學、環境工程、環境資源

管理、環境與安全工程、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醫藥化學、纖維工程、纖維工

程技術、機電科技、製造工程與管理技

術。 

工程力學、工程數學、材料學、染整製

程、染整製程實習、紡紗學、紡織工業

管理、紡織品設計、紡織品設計實習、

紡織品檢驗、紡織品檢驗實習、紡織原

料、紡織製程、紡織製程實習、針織學、

動力廠、電子學、電機學、熱力學、機

電整合、機電整合實習、機構學、應用

力學、織造學、生產與作業管理、工廠

管理、高等應用數學、材料工程概論、

機電控制器實務。 

機械

修護

類群 

農業機械修

護、重機械修

護、汽車修護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環境與安全工

程、機電工程、機械墾植、機械製造工

程、機械與自動化工程、機械設計工程、

機械工程、輪機工程、模具工程、電腦

應用工程、農業機械工程、農業工程(農

機組)、資訊管理、造船及船舶動力、造

船工程、動力機械工程、航空機械、紡

織科學、消防、飛機工程(機械組)、車

輛工程技術、車輛工程、材料與纖維、

材料科學與工程、材料工程、自動化控

制工程、自動化控制、自動化工程、生

物產業機電工程、生物系統工程、牙體

技術、工業教育學(機械組)、工業教育

（主修汽車或車輛）、工業安全衛生、機

電科技、製造工程與管理技術。 

工程力學、工程數學、工程機械學、工

廠實習、內燃機、內燃機與實習、引擎

原理及實習、生物產業機械與實習、材

料力學、材料學、流力固力實驗、流體

力學、動力廠、動力機械概論、液氣壓

原理及實習、電子實驗、電子學、電汽

系原理及實習、電機實驗、電機學、圖

學、熱力學、熱工實驗、機械工作法及

實習、機械材料、機械材料試驗、機電

整合與實習、機電識圖及實習、機構

學、應用力學、電儀表學、高等應用數

學、材料工程概論、機電整合、機電控

制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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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機械

修護

類群 

機器腳踏車

修護 

機械工程(汽車組、動力組)、動力機械工

程、農業機械工程、農業工程(農機組)、

輪機工程、車輛工程、車輛工程技術、機

械墾植、造船及船舶動力、工業教育（主

修汽車或車輛）。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動力機械概論、引

擎原理及實習、液氣壓原理及實習、電

子學、電機學、工程力學、熱力學、材

料學、工程數學、機構學、應用力學、

機電識圖及實習、機電整合與實習、動

力廠、電機實驗、電子實驗、流體力學、

圖學、機械材料、材料力學、機械材料

試驗、流力固力實驗、熱工實驗、工廠

實習。 

營建

類群 

電腦輔助建

築製圖、建築

塗裝、建築工

程管理、建築

製圖、營建防

水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利工程、工業教育、

工業設計、公共工程、水土保持、水利

工程、水利及海洋工程、地政、林產工

業、河海工程、空間設計、室內設計、

建築、建築工程、建築及都市設計、建

築與古績維護、美術工藝、軍事工程、

都市計劃、景觀設計、森林、測量工程、

農田水利工程、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

程、衛生工程、營建、營建工程、營建

技術、環境工程、礦冶、礦冶及石油工

程、灌溉工程、機電科技、能源與資源、

環境與防災設計。 

土木材料、土壤力學、大樣圖、工料分

析、工程估價、工程材料、工程規劃與

控制、工程經濟、工程圖學、工程數學、

工程靜力學、工業設計、化學、水電圖、

色彩計劃、色彩學、材料力學、材料試

驗、材料學、房屋構造、表現圖、契約

與規範、室內設計、室內裝修圖繪製、

建築計畫、建築設計、建築圖、建築構

造、施工設計、施工圖繪製、美工設計、

美術史、美術的原理、計算機程式與應

用、商業設計、基本力學概念、基本設

計、基本圖學、單價分析、景觀設計、

測量及放樣、結構系統、結構圖、結構

學、電腦及電腦繪圖軟體 2D、3D、電

腦輔助設計、實務專題Ⅰ-Ⅱ、綠建築

計畫、敷地計畫、鋼筋混凝土、營建材

料、營建法規、營建管理、營造學、環

境控制、藝術史、立體圖學、電腦輔助

製圖。 

營建

類群 

建築物室內

裝修工程管

理、建築物室

內設計、門窗

木工、家具木

工、裝潢木工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利工程、工業教育、

工業設計、公共工程、水土保持、水利

工程、水利及海洋工程、地政、林產工

業、河海工程、空間設計、室內設計、

建築、建築工程、建築及都市設計、建

築與古績維護、美術工藝、軍事工程、

都市計劃、景觀設計、森林、測量工程、

農田水利工程、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

程、衛生工程、營建、營建工程、營建

技術、環境工程、礦冶、礦冶及石油工

程、灌溉工程、室內佈置、室內空間設

計、建築及室內設計、林產加工、工業

設計、能源與資源、環境與防災設計、

景觀、視覺傳達設計。 

人體工學、土木材料、土壤力學、大樣

圖繪製、工作圖、工料分析、工程估價、

工程規劃與控制、工程經濟、工程圖

學、工程數學、工程靜力學、工業設計、

色彩計劃、色彩學、材料力學、材料試

驗、材料學、放樣圖、空間設計、表現

圖、門窗施工圖、門窗設計、契約與規

範、室內布置、室內設計、室內設計史、

室內設計圖、室內設計製圖、室內裝修

圖繪製、建築史、建築物理、建築計畫、

建築設計、建築設備、建築圖繪製、建

築構造、建築製圖、施工圖、施工圖繪

製、美工設計、美術史、計算機程式與

應用、素描及表現圖、基本設計、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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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圖學、設計原理、造園學、傢具設計、

傢俱製圖、單價分析、景觀設計、景觀

學、測量及放樣、結構系統、結構學Ⅰ、

照明計劃、照明學、電腦輔助設計、實

務專題Ⅰ-Ⅱ、綠建築計畫、敷地計畫、

鋼筋混凝土、營建材料、營建法規、營

建管理、環境控制、環境規劃及環境控

制、藝術史。 

營建

類群 

模板、鋼筋、

泥水、混凝

土、測量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利工程、工業教育、

工業設計、公共工程、水土保持、水利

工程、水利及海洋工程、地政、林產工

業、河海工程、空間設計、室內設計、

建築、建築工程、建築及都市設計、建

築與古績維護、美術工藝、軍事工程、

都市計劃、景觀設計、森林、測量工程、

農田水利工程、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

程、衛生工程、營建、營建工程、營建

技術、環境工程、礦冶、礦冶及石油工

程、灌溉工程、機電科技、能源與資源、

環境與防災設計。 

土木材料、土壤力學、大樣圖、工作圖、

工料分析、工程估價、工程規劃與控

制、工程經濟、工程圖學、工程數學、

工程靜力學、光學儀器、作業圖、材料

力學、材料試驗、材料學、房屋構造、

泥水、契約與規範、室內設計圖、建築

計畫、建築設計、建築圖、建築構造、

施工圖、計算機程式與應用、基本力學

概念、基本圖學、軟體應用及繪圖、單

價分析、測量及放樣、測量成果展圖、

測量成果傳輸、測量儀器、測量學、結

構系統、結構詳圖、結構學、結構學Ⅰ、

量測方法、電子儀器、電腦輔助設計、

實務專題Ⅰ-Ⅱ、綠建築計畫、敷地計

畫、標準圖、模板作業圖、鋼筋混凝土、

營建材料、營建法規、營建管理、營造

與施工、營造學、環境控制、立體圖學、

電腦輔助製圖。 

營建

類群 

營造工程管

理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利工程、工業教育、

工業設計、公共工程、水土保持、水利

工程、水利及海洋工程、地政、林產工

業、河海工程、空間設計、室內設計、

建築、建築工程、建築及都市設計、建

築與古績維護、美術工藝、軍事工程、

都市計劃、景觀設計、森林、測量工程、

農田水利工程、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

程、衛生工程、營建、營建工程、營建

技術、環境工程、礦冶、礦冶及石油工

程、灌溉工程、機電科技、能源與資源、

環境與防災設計。 

土木材料、土壤力學、大樣圖、工料分

析、工程估價、工程材料、工程規劃與

控制、工程經濟、工程圖學、工程數學、

工程靜力學、工業設計、化學、水電圖、

色彩計劃、色彩學、材料力學、材料試

驗、材料學、房屋構造、表現圖、契約

與規範、室內設計、室內裝修圖繪製、

建築計畫、建築設計、建築圖、建築構

造、施工設計、施工圖繪製、美工設計、

美術史、美術的原理、計算機程式與應

用、商業設計、基本力學概念、基本設

計、基本圖學、單價分析、景觀設計、

測量及放樣、結構系統、結構圖、結構

學、電腦及電腦繪圖軟體 2D、3D、電

腦輔助設計、實務專題Ⅰ-Ⅱ、綠建築

計畫、敷地計畫、鋼筋混凝土、營建材

料、營建法規、營建管理、營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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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環境控制、藝術史、立體圖學、電腦輔

助製圖。 

農業

類群 

農田灌溉排

水 

農藝、園藝、農化、微生物。 三生(生態、生產及生活)相關課程、生

物技術、生物統計、生物統計實習、生

態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物理、

物理實驗、計算機概論、計算機概論實

習、動物學、動物學實習、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實驗、植物學、植物學實習、

農企業管理、土壤學、土壤學實驗。 

其他

類群 

眼鏡鏡片製

作 

土木工程、工業安全衛生、牙體技術、

生物科技、放射技術、物理治療、復健

技術、視光學、電子工程、電機工程、

機械工程、營建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醫用光學技術、醫事技術、醫事檢驗、

醫務管理、醫學工程、醫藥化學、藥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 

實驗或實習學分、光學應用、材料及物

質性質之應用、一般程序有關之實驗課

程、一般儀表操作及判讀之實習課程、

工場安全衛生實習課程。 

其他

類群 

金銀珠寶飾

品加工 

美工、金工、金屬工藝、美術工藝、美工、

陶瓷工藝、廣告設計、竹木工藝、工商業

設計、工業科技教育學、工業教育學、工

業設計、公關事務設計、文化資產維護、

木材科學與設計、生活產品設計、服裝設

計學、空間設計、室內設計、建築與文化

資產保存、建築與古蹟維護、流行工藝設

計、流行設計、科技商品設計、美術工藝

學、美術、美術教育學、時尚造行學、商

品設計學、商業設計、造園景觀學、景觀

設計、景觀設計與管理、視覺傳達設計、

圖文傳播、圖文傳播藝術學、數位媒體設

計、雕塑學、工藝學、工藝設計。 

工藝專業實習、金銀細工、珠寶鑲嵌、

工藝製圖、工藝鑑賞、立體造形、表現

技法、素描（基本畫法）、色彩學（色彩

計畫）、造形原理、透視圖學（圖學與透

視）、陶瓷材料與加工技術、設計概論、

釉藥調配與燒製、電腦繪圖製圖、飾品

材料與加工、圖文傳播、圖學、構成研

究、製造科技、工藝設計（美工設計、

產品設計）、基本設計（基礎設計、造形

基礎）、產品設計、產品設計研究、設計

方法特論、設計史研究、設計素描（設

計繪圖、設計繪畫）、設計專題研究、設

計學（設計概論、設計美學）、設計繪畫

表現研究、視覺傳達設計（商業設計、

視覺識別系統）、電腦繪圖（電腦二次元

繪圖、電腦三次元繪圖）、模型製作、機

械製造、雕塑、製造程序、職業認知。

其他

類群 

就業服務 一、教育學類：  

語文教育學系、輔導學系、英語教學

(育)學系、在職英語教師教學碩士學

程、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工業教育(與

技術)學系、商業教育學系、技術及職

業教育研究所、職業（繼續）教育系、

技職教育與人力資源發展研究所、特殊

管理學、職業訓練與就業輔導（安全）、

人力資源發展與管理、技職教育理論與

實務、生涯發展與輔導、輔導與諮商、

諮商理論與實務、人力資源發展研究、

國際人力資源發展與管理、社會學、社

會工作概論、勞工關係、社會科學概論、

勞工問題與勞動學概論、心理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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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群 職類名稱 相關科系名稱 核心科目名稱 

  (兒童)教育學系、社會教育學系、身

心障礙教育研究所、諮商與輔導學

系、輔導與諮商學系、特殊教育與輔

助科技研究所、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國際人力教育與發展研究所、身心障

礙與輔助科技研究、身心障礙者轉銜

及休閒教育研究所。 

二、人文學類： 

外國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英

(國)語(文)學系、法國語文學系、德

國語文學系、西班牙語文學系、東方

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阿拉伯語

文學系、西洋文學學系、英美語文學

系、應用外語系、俄國語文學系、應

用英語(文)系、 韓國語文學系、應

用日語系、義大利語文學、應用德語

系、土耳其語文學系、 外語教學系、

英文學系、歐洲語文學系、兒童英語

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德

語語文學系、應用外國語文(言)學

系、歐洲語文學程、歐洲語言文化學

程、人文社會學系。 

三、經社及心理學類： 

經濟學系、合作經濟學系、產業經濟

學系、國際經濟研究所、應用經濟

系、管理經濟學系、經濟管理研究

所、中山學術研究所、三民主義研究

所、國家發展研究所、社會學系、社

會工作學系、勞工關係學系、勞工學

系、社會行政學系、社會福利學系、

社會科學系、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社會

發展學系、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應用

社會學系、社科暨管院高階經營碩士

班、勞動暨人力資源學系、勞工研究

所、勞動學研究所、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區域人文社會學系、社會行政與

社會工作研究所、社會暨公共事務學

系、社會科學(不分系)、心理學系、

普通心理學、心理測驗、社會心理學、

勞動經濟學、管理概論、統計學、勞

工法令與行政、人力資源管理、勞工

法、勞資關係、就業安全（就業安全

制度）、社會保險、人力資源政策、產

業經濟、就業輔導、工業社會學、社

會政策與立法、社會福利（服務）行

政、特定對象福利服務（就業服務、

就業促進）、就業服務相關法令、就業

諮詢（商）、會談技巧、助人關係技巧、

人際溝 通、情緒管理、行職業分析、

職業分類、就業市場資訊分析、個案

管理、個案社會工作、團體社會工作、

社區工作（社區組織及社區發展）、職

業道德、社會資源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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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心理學系、 教育(學)心理與輔

導學系、行為科學研究所、社會心理

學系、工業關係學系、 諮商與教育

心理研究所、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

臨床行為科學研究所、心理輔導學

系、臨床心理學研究所、臨床與諮商

心理學系、諮商心理學系、心理與諮

商學系、諮商與應用心理學系、人力

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四、商業及管理學類： 

商學系、事業經營學系、商學院商學

進修學士班、計量財務金融學系、財

經研究所、商學與管理研究所、應用

商學系、商業文書系、會計(學)系、

銀行會計學系、會計統計學系、財務

管理(學)系、會計與財稅研究所、會

計資訊學系、會計與資訊(科技)學

系、會計與資訊系統研究所、統計學

系、應用統計學系、統計與精算研究

所、統計科學研究所、統計資訊學系、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風險管理與統計

資訊研究所、風險管理學系、企業管

理(學)系、工商管理學系、工業管理

(學)系、管理(科)學系、 經營管理學

系、科技管理學系、金融管理學系、

傳播管理系、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管理研究所、 (人力)資源管理學系、

商業自動化與管理系、高階主管企管

碩士班、非營利事業管理研究所、產

業經營管理系、亞太工商管理學系、

經營決策學系、全球運籌管理研究

所、國際企業與貿易系、中小企業經

營策略管理研究、 企業創新發展研究

所、高階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國

際貿易(學)系、商業經營學系、物流

管理學系、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國

際貿易營運系、國際貿易與金融學系、

流通(科技)管理系、國際企業經營

系、行銷學系、貿易經營研究、行銷

管理系、商務經營研究所、國際商學

研究所、國際商務學系、行銷與物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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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系、國際行銷與運籌學系、財

稅學系、財政學系、銀行財務學系、

財務金融(學)系、金融學系、財政稅

務管理學系、金融營運系、財務金融

營運系、財政稅務系、財務系、國際

財務金融碩士在職專班、金融資訊研

究所、資訊與財金管理學系、財務金

融與保險研究所、銀行學系、保險學

系、銀行保險學系、銀行管理學系、

保險營運系、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

保險金融管理系、金融保險系、保險

經營研究所、金融與風險管理系、保

險金融系、保險經營與金融經濟研究

所、行政學系、行政管理學系、公共

行政學系、邊政學系、巿政學系、公

共政策研究所、巿政建設規劃人才進

修班、公共事務管理學系、公共行政

與政策學系、市政與環境規劃學系、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公共管理與社

區發展研究所、公共政策與管理學

系、公共事務學系、高階公共政策碩

士在職專班、行政與領導研究所、 行

政管理暨政策學系、高階主管(經營)

管理碩士班、高階經營(管理)碩士

班、管理碩士學程、國際高階經營碩

士學程、商務科技管理系、國際經營

管理碩士學程、人力資源發展系、高

階經理(人)碩士學程(班)、運籌管理

系、知識經濟學系、人力與知識管理

研究所、國際創業與經營管理學程、

國際經營管理研究所、環境與物業管

理系、商學院(不分系)、管理學院。

五、工程學類： 

工業管理科學(及技術)系、工業與資

訊管理學系。 

六、法律學類： 

法律學系、法學學系、法政學系、司

法學系、公法法律學類 、財經法律學

系、法律專業研究所、法律與政府研

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