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校院系分布一览（19 秋派出） 

台湾政治大学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历史学系   哲学系  

理学院： 应用数学系  心理学系  信息科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学系  社会学系   财政学系  公共行政学系   地政学系   经济学系 

法学院： 法律学系  

商学院： 金融学系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  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会计学系   统计学系  

   企业管理学系   信息管理学系     财务管理学系  

外国语文学院： 英国语文学系  欧洲语文学系  阿拉伯语文学系   日本语文学系 

传播学院： 新闻学系  广告学系   广播电视学系  

教育学院： 教育学系  

台湾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系

 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社会教育学系

 健康促进与卫生教育学系

 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

 特殊教育学系

 文学院

 国文学系

 英语学系

 历史学系

 地理学系

 理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系

 生命科学系

 地球科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艺术学院

 美术学系

 设计学系

 科技与工程学院

 工业教育学系

 科技应用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

 图文传播学系

 机电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运动与休闲学院

 体育学系

 运动竞技学系

 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

 华语文教学系

 东亚学系

 应用华语文学系

台北市立大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系  特殊教育学系  幼儿教育学系   心理与咨商学系 

人文艺术学院：中文系 历史与地理学系 音乐学系  视觉艺术学系 英语教学系 社会暨公共

事务学系 

理学院：应用物理暨化学系 数学系 体育学系 信息科学系 地球环境暨生物资源系、资讯科

学系 

体育学院 

市政管理学院：城市发展学系  卫生福利学系  都会产业经营与营销学系   

涉及专业具体信息请查阅各校及相关院系官网

http://www.coe.ntnu.edu.tw/
http://www.ed.ntnu.edu.tw/
http://www.epc.ntnu.edu.tw/
http://www.ace.ntnu.edu.tw/
http://www.he.ntnu.edu.tw/
http://www.hdfs.ntnu.edu.tw/
http://www.spe.ntnu.edu.tw/
http://www.ntnu.edu.tw/lit/
http://ch.ntnu.edu.tw/
http://www.eng.ntnu.edu.tw/
http://www.his.ntnu.edu.tw/
http://www.geo.ntnu.edu.tw/
http://www.ntnu.edu.tw/philedu/index.php
http://www.math.ntnu.edu.tw/
http://www.phy.ntnu.edu.tw/
http://www.chem.ntnu.edu.tw/
http://www.biol.ntnu.edu.tw/
http://www.es.ntnu.edu.tw/
http://www.csie.ntnu.edu.tw/
http://arts.ntnu.edu.tw/
http://www.art.ntnu.edu.tw/
http://www.design.ntnu.edu.tw/
http://www.cot.ntnu.edu.tw/
http://www.ie.ntnu.edu.tw/
http://www.tahrd.ntnu.edu.tw/
http://www.gac.ntnu.edu.tw/
http://www.me.ntnu.edu.tw/
http://www.ee.ntnu.edu.tw/
http://www.ntnu.edu.tw/csr/CSR/
http://www.pe.ntnu.edu.tw/
http://www.ap.ntnu.edu.tw/
http://www.ntnu.edu.tw/ciss/
http://www.tcsl.ntnu.edu.tw/
http://www.deas.ntnu.edu.tw/main.php


 

东吴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 

中国文学系 

历史学系 

哲学系 

政治学系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学系 

音乐学系 

外国语文学院  

英文系 

日语系 

德语系 

 

理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系 

微生物学系 

心理学系 

商学院 

经济学系 

会计学系 

企业管理学系 

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财务工程与精算数学系 

信息管理学系 

 

屏东大学 

管理学院 

商业自动化与管理学系 

  营销与流通管理学系 

  休闲事业经营学系 

  不动产经营学系 

  企业管理学系 

  国际贸易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会计学系 

信息学院 

计算机与通讯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信息科学系 

  信息管理学系 

  计算机与智能机器人学士学位学程 

  多媒体动画硕士在职学位学程 

教育学院 

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教育学系 

  幼儿教育学系 

  特殊教育学系 

人文社会学院 

视觉艺术学系 

  音乐学系 

  文化创意产业学系 

  社会发展学系 

  中国语文学系 

  应用日语学系 

  应用英语学系 

  英语学系 

理学院 

科普传播学系 

  应用化学系 

  应用数学系 

  应用物理系 

  体育学系 

 

高雄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系  体育学系  特殊教育系 事业经营学系 

文学院：国文学系  英语学系  地理学系 

理学院：数学系（不招收交换生）  化学系  物理学系  生物科技系  

科技学院：工业设计学系  工业科技教育学系  电子工程学系 软件工程与管理学系 光电与

通讯工程学系 

艺术学院：音乐学系（不招收交换生）  美术学系  视觉设计学系  



东华大学 

【理工学院】 

应用数学系 

物理学系 

生命科学系 

化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光电工程学系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咨商与临床心理学系 

华文文学系 

中国语文学系 

英美语文学系 

社会学系 

公共行政学系 

历史学系 

经济学系 

【艺术学院】 

音乐学系 

艺术与设计学系 

艺术创意产业学系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 

国际企业学系 

会计学系 

信息管理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观光暨休闲游憩学系 

【教育学院】 

教育与潜能开发学系 

教育行政与管理学系 

特殊教育学系 

体育与运动科学系 

幼儿教育学系 

【环境学院】 

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 

 

彰化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学系所 

辅导与谘商学系所 

文学院 

英语学系 

国文学系 

美术学系 

地理学系 

理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系 

生物学系 

化学系 

社会科学暨体育学院 

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 

运动学系 

工学院 

机电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电子工程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 

会计学系 

资讯管理学系 

财务金融技术学系 

 

 

辅仁大学 

文学院：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 

艺术学院：音乐学系、应用美术系、景观设计学系 

传播学院：影像传播学系、新闻传播学系、广告传播学系 

教育学院：体育学系、图书咨询学系 

理工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命科学系、资讯工程系、电机工程系 

外语学院：英语系、德语系、西班牙语系、日语系 



民生学院：儿童与家庭学系、餐旅管理学系、食品科学系 

法律学院：法律系、财经法律系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工作学系、经济学系、心理学系 

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系、会计学系、统计信息学系、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信息管理学系 

 

 

淡江大学 

文学院  

 中国文学学系  

 历史学系  

 信息与图书馆学系  

 大众传播学系  

 信息传播学系  

理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系   

工学院  

 水资源及环境工程学系  

 机械与机电工程学系  

 化学工程与材料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商管学院  

 国际企业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保险学系  

 产业经济学系  

 经济学系  

 企业管理学系  

 会计学系   

 统计学系  

 信息管理学系  

 运输管理学系  

 公共行政学系  

 管理科学学系  

外国语文学院  

 英文学系  

 西班牙语文学系  

 法国语文学系  

 德国语文学系   

 日本语文学系  

 俄国语文学系  

国际事务学院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  

教育学院  

 教育科技学系 

 

 

 

 

东海大学 
文学院  

中文系  外文系  日文系  历史系  哲学系  英语中心 

理学院  

应物系  化学系  生科系  应数系  

工学院  

化材系  环工系  资工系  工工系  （工业工程） 

管理学院  

http://www.ta.tku.edu.tw/
http://www.tacx.tku.edu.tw/
http://www.history.tku.edu.tw/
http://www.dils.tku.edu.tw/
http://www.tamx.tku.edu.tw/
http://www.ic.tku.edu.tw/
http://www.science.tku.edu.tw/
http://www.math.tku.edu.tw/
http://www.phys.tku.edu.tw/
http://www.chemistry.tku.edu.tw/
http://www.engineering.tku.edu.tw/
http://www.wree.tku.edu.tw/
http://www.me.tku.edu.tw/
http://www.che.tku.edu.tw/
http://www.ee.tku.edu.tw/
http://www.csie.tku.edu.tw/
http://www.management.tku.edu.tw/
http://www.dib.tku.edu.tw/
http://www.bf.tku.edu.tw/
http://www.ins.tku.edu.tw/
http://www.ie.tku.edu.tw/
http://www.econ.tku.edu.tw/
http://www.ba.tku.edu.tw/
http://www.acc.tku.edu.tw/
http://www.stat.tku.edu.tw/
http://www.im.tku.edu.tw/
http://www.tm.tku.edu.tw/
http://www.pa.tku.edu.tw/
http://msdm.ms.tku.edu.tw/
http://www.tf.tku.edu.tw/
http://www.tflx.tku.edu.tw/
http://www.tfsx.tku.edu.tw/
http://www.tffx.tku.edu.tw/
http://www.tfgx.tku.edu.tw/
http://www.tfjx.tku.edu.tw/
http://www.tfux.tku.edu.tw/
http://edcollege.tku.edu.tw/
http://www.et.tku.edu.tw/
http://arts.thu.edu.tw/
http://chinese.thu.edu.tw/
http://flld.thu.edu.tw/
http://japan.thu.edu.tw/web
http://history.thu.edu.tw/
http://philo.thu.edu.tw/
http://elc.thu.edu.tw/
http://sci.thu.edu.tw/
http://physics.thu.edu.tw/
http://chem.thu.edu.tw/
http://biology.thu.edu.tw/main.php
http://www.math.thu.edu.tw/
http://enger.thu.edu.tw/main.php
http://chemeng.thu.edu.tw/
http://www.envsci.thu.edu.tw/
http://www.cs.thu.edu.tw/
http://www.ie.thu.edu.tw/main.php
http://mana.thu.edu.tw/


企管系  国贸系  会计系  统计系  财金系  资管系  

社会科学院  

经济系  政治系 社会系 社工系 行政系   

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  

美术系 景观系  工设系 音乐系   

法律学院  

法律系   

 

铭传大学 

 管理学院  
o 管理学院  
o 国际企业学系/所  
o 会计学系/所  
o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所  
o 企业管理学系/所  
o 财务金融学系/所  

 信息学院  
o 信息学院  
o 信息管理学系/所  
o 信息传播工程学系/所  
o 资讯工程学系/所  
o 计算机与通讯工程学系/所  
o 电子工程学系/所  

 传播学院  
o 传播学院  
o 广播电视学系  
o 新闻学系  
o 广告暨策略营销学系  
o 新媒体暨传播管理学系/所  

 法律学院  
o 法律学院  
o 法律学系/所  
o 财金法律学系  

 观光学院  
o 观光学院  
o 观光事业学系/所  
o 休闲游憩管理学系  

o 餐旅管理学系  
 教育暨应用语文学院  

o 教育暨应用语文学院  
o 应用中国文学系/所  
o 应用英语学系/所  
o 应用日语学系/所  
o 英语教学中心  
o 教育研究所  
o 华语文教学学系  

 设计学院  
o 设计学院  
o 商业设计学系  
o 商品设计学系  
o 数字媒体设计学系  
o 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  
o 建筑学系  

 社会科学院  
o 社会科学院  
o 公共事务学系/所  
o 咨商与工商心理学系  
o 社会与安全管理学系  
o 经济与金融学系/所  
o 应用统计与资料科学学系/所  

 健康科技学院  
o 健康科技学院  
o 生物科技学系  
o 医疗信息与管理学系  
o 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中兴大学

限申请文学院、农业暨自然资源学院、理学院、生命科学院、工学院、管理学院 

文学院：中文、英语（语言学）、历史 

理学院：物理、数学、化学、资讯科学与工程 

工学院：环境工程、化学工程、材料科学、机械工程 

农资学院：农艺学、应用经济学、动物科学、土壤环境科学等 

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财务金融学、咨询管理学、行销学、会计学 

  

http://ba.thu.edu.tw/main.php
http://inttrade.thu.edu.tw/
http://acc.thu.edu.tw/
http://stat.thu.edu.tw/
http://fin.thu.edu.tw/main.php
http://im.thu.edu.tw/
http://sosc.thu.edu.tw/
http://economic.thu.edu.tw/main.php
http://politics.thu.edu.tw/
http://politics.thu.edu.tw/
http://sociwork.thu.edu.tw/
http://sociwork.thu.edu.tw/
http://facd.thu.edu.tw/
http://fineart.thu.edu.tw/
http://fineart.thu.edu.tw/
http://id.thu.edu.tw/
http://id.thu.edu.tw/
http://law.thu.edu.tw/main.php
http://law.thu.edu.tw/main.php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eb.ms.mcu.edu.tw/
http://web.ib.mcu.edu.tw/zh-hant/
http://web.acc.mcu.edu.tw/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management/mcu-insu/Web/zh_tw/index.asp
http://web.ba.mcu.edu.tw/
http://www.fin.mcu.edu.tw/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eb.soit.mcu.edu.tw/
http://www.im.mcu.edu.tw/
http://www.cce.mcu.edu.tw/
http://www.csie.mcu.edu.tw/
http://web.ite.mcu.edu.tw/
http://www.ee.mcu.edu.tw/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comm
http://web.rtv.mcu.edu.tw/
http://web.jour.mcu.edu.tw/
http://web.adv.mcu.edu.tw/
http://web.cm.mcu.edu.tw/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eb.lawschool.mcu.edu.tw/
http://web.law.mcu.edu.tw/
http://web.fld.mcu.edu.tw/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eb.tourism.mcu.edu.tw/
http://web.tourismdp.mcu.edu.tw/
http://lra.mcu.edu.tw/zh-hant
http://hm.mcu.edu.tw/zh-hant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eb.eduapplang.mcu.edu.tw/
http://web.ac.mcu.edu.tw/
http://web.dae.mcu.edu.tw/
http://daj.mcu.edu.tw/
http://web.elc.mcu.edu.tw/
http://web.gse.mcu.edu.tw/zh-hant
http://web.tcsl.mcu.edu.tw/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eb.sd.mcu.edu.tw/
http://mcucd.mcu.edu.tw/
http://web.pdd.mcu.edu.tw/
http://www.dmd.mcu.edu.tw/
http://web.updm.mcu.edu.tw/
http://web.arch.mcu.edu.tw/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eb.social.mcu.edu.tw/
http://web.pa.mcu.edu.tw/
http://web.ciop.mcu.edu.tw/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smd/
http://web.economics.mcu.edu.tw/zh-hant
http://web.asis.mcu.edu.tw/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
http://web.sht.mcu.edu.tw/
http://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2
http://www.him.mcu.edu.tw/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mcubme/


 

 

“中央大学”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英美语文学系  

 法国语文学系  

理学院  

 理学院学士班  

 物理学系  

 数学系  

 化学学系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系  

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材料工程学系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工学院学士班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  

 信息管理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经济学系  

信息电机学院  

 电机工程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通讯工程学系  

 信息电机学院学士班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球科学学系  

 大气科学学系  

客家学院  

 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  

生医理工学院  

 生命科学系  

 生医科学与工程学系  

总教学中心  

 通识教育中心  

 语言中心  

 体育室  

 艺文中心  

 

 

宜兰大学 

▼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环境工程学系 

机械与机电工程学系 

化学工程与材料工程学系 

▼生物资源学院 

园艺学系 

食品科学系 

生物机电工程学系 

森林暨自然资源学系 

生物技术与动物科学系 

▼电机信息学院 

电机工程学系 

电子工程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人文及管理学院 

外国语文学系 

应用经济与管理学系：「经营管理｣、「国际
经营与贸易｣、「财务金融｣、「休闲经济与管
理｣ 
休闲产业与健康促进学系 

 

中原大学 

理学院：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生物科技 

工学院：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商学院：企业管理、国际经营与贸易、会计学、资讯管理学、财务金融学 

设计学院：建筑学、商业设计学、室内设计学、景观设计 

人文与教育学院：特殊教育、外语、中文 

法学院：财经法律、工程法律 

电机资讯学院：工业与系统工程、电子工程、资讯工程、电机工程 

http://lit.ncu.edu.tw/
http://www.chinese.ncu.edu.tw/main.php
http://english.ncu.edu.tw/
http://in.ncu.edu.tw/fr/
http://science.ncu.edu.tw/
http://in.ncu.edu.tw/ncu65002/
http://www.phy.ncu.edu.tw/
http://www.math.ncu.edu.tw/math/news/news_select.php
http://www.chem.ncu.edu.tw/main.php
http://www.dop.ncu.edu.tw/
http://www.ec.ncu.edu.tw/
http://www.cme.ncu.edu.tw/
http://www.cv.ncu.edu.tw/
http://www.me.ncu.edu.tw/
http://ipe.ec.ncu.edu.tw/
http://www.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ba.mgt.ncu.edu.tw/index.aspx
http://im.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fm.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ec.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www.ceecs.ncu.edu.tw/
http://www.ee.ncu.edu.tw/bulletin/
http://www.csie.ncu.edu.tw/
http://www.ce.ncu.edu.tw/ce/
http://www.ipeecs.ncu.edu.tw/ipeecs/
http://escollege.ncu.edu.tw/
http://www.gep.ncu.edu.tw/
http://www.atm.ncu.edu.tw/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news/
http://hakka.ncu.edu.tw/Hakkadepartment/
http://chst.ncu.edu.tw/
http://in.ncu.edu.tw/ls/
http://dbse.ncu.edu.tw/
http://tc.ncu.edu.tw/
http://140.115.103.89/
http://www.lc.ncu.edu.tw/
http://140.115.117.199/ncupe/web/main/index.php
http://in.ncu.edu.tw/ncu7195/


 

台湾科技大学 

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营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电资学院：电子工程系、电机工程系、资讯工程系 

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信息管理系 

设计学院：设计系、建筑系 

人文社会学院：应用外语系 

 

台北教育大学 

教育学院 

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 

教育学系 

特殊教育学系 

幼儿与家庭教育学系 

心理与咨商学系 

人文艺术学院 

语文与创作学系 

儿童英语教育学系 

艺术与造型设计学系 

音乐学系 

文化创意产业经营学系 

理学院 

数学暨信息教育学系 

自然科学教育学系 

体育学系 

信息科学系 

数字科技设计学系 

 

台北大学 

法律学院 

法学系 司法学系 财经法学系    

商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 金融与合作经营

学系 

会计学系 统计学系 休闲运动与管理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学系 经济学系    

公共事务学院 

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 财政学系 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  

人文学院 

中国语文学系 应用外语学系 历史学系   

电机资讯学院 

资讯工程学系 通讯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台湾清华大学 

理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系 

 

工学院 

 化学工程学系 

http://www.math.nthu.edu.tw/
http://www.phys.nthu.edu.tw/
http://chem.web.nthu.edu.tw/
http://www.che.nthu.edu.tw/


 动力机械工程学系 

 材料科学工程学系 

 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 

 

原子科学院 

 工程与系统科学系 

 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系 

 

人文社会学院 

 中国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 

 

生命科学院 

 生命科学系 

 医学科学系 

 

电机信息学院 

 资讯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科技管理学院 

 计量财务金融学系 

 经济学系 

 

竹师教育学院 

 教育与学习科技学系 

 幼儿教育学系 

 特殊教育学系 

 教育心理与咨商学系 

 体育学系 

 英语教学系 

 环境与文化资源学系 

 

艺术学院 

 音乐学系 

 艺术与设计学系

 

 

台湾交通大学 

电机学院  

 电子工程学系  

信息学院  

 资讯工程学系  

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理学院  

 电子物理学系  

 应用数学系  

 应用化学系  

生物科技学院  

 生物科技学系  

http://pme.web.nthu.edu.tw/
http://www.mse.nthu.edu.tw/
http://www.ie.nthu.edu.tw/
http://www.ess.nthu.edu.tw/
http://www.bmes.nthu.edu.tw/
http://www.cl.nthu.edu.tw/
http://www.fl.nthu.edu.tw/
http://www.life.nthu.edu.tw/
http://dms.life.nthu.edu.tw/
http://web.cs.nthu.edu.tw/
http://web.ee.nthu.edu.tw/
http://www.qf.nthu.edu.tw/
http://www.econ.nthu.edu.tw/
http://delt.web.nthu.edu.tw/
http://www.gdece.nthu.edu.tw/
http://www.dse.nthu.edu.tw/
http://psy.web.nthu.edu.tw/
http://dpe.web.nthu.edu.tw/
http://doei.web.nthu.edu.tw/
http://decr.web.nthu.edu.tw/
http://music.web.nthu.edu.tw/
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
http://www.ece.nctu.edu.tw/index.aspx
http://www.ee.nctu.edu.tw/
http://www.ccs.nctu.edu.tw/
https://www.cs.nctu.edu.tw/cswebsite/
http://coe.nctu.edu.tw/
http://www.cv.nctu.edu.tw/index.shtml
http://www.me.nctu.edu.tw/?locale=zh_tw
http://www.mse.nctu.edu.tw/
http://science.nctu.edu.tw/#1
http://www.ep.nctu.edu.tw/
http://www.math.nctu.edu.tw/
http://www.ac.nctu.edu.tw/
http://www.life.nctu.edu.tw/
http://bio.life.nctu.edu.tw/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系  

 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  

 信息管理与财务金融学系  

人文社会学院  

 外国语文学系  

客家文化学院  

 人文社会学系  

 传播与科技学系  

  

香港教育大学 

博文及社会科学学院 (FLASS) 

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 (APS) 文化与创意艺术学系 (CCA) 健康与体育学系 (HPE) 数学与资

讯科技学系 (MIT) 科学与环境学系 (SES) 社会科学系 (SSC)  

教育及人类发展学院 (FEHD) 

课程与教程学系 (C&I)  幼儿教育学系 (ECE)  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 (EPL)  国际教育与

终身学习学系 (IELL)  心理学系 (PS)  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 (SEC)   

人文学院 (FHM) 

语文教育中心 (CLE)   中国语言学系 (CHL)   英语教育学系 (ELE)   语言学及现代语言

系 (LML)   文学及文化学系 (LCS)   

 

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会计学系  经济及金融系  信息系统学系   管理学系  管理科学系 市场营销学系 

人文社会科学院：应用社会科学系  亚洲及国际学系  中文及历史学系 英文系翻译及语言

学系  媒体与传播系  公共政策学系 

科学及工程学院：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  生物及化学系  生物医学系  电子工程学系  计

算机科学系  数学系  机械及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物理及材料科学系  系统工程及工程管理

学系 

创意媒体学院   

能源及环境学院   

法律学院 

 

香港岭南大学 

文学院 

 中文系 

 文化研究系 

 英文系 

 历史系 

 哲学系 

 翻译系 

 视觉研究系 

 

http://www.com.nctu.edu.tw/
http://www.ms.nctu.edu.tw/main.php
http://www.tlm.nctu.edu.tw/zh/
http://www.imf.nctu.edu.tw/
http://www.chss.nctu.edu.tw/
http://www.fl.nctu.edu.tw/
http://hakka.nctu.edu.tw/
http://hs.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main.php
http://www.ln.edu.hk/chi/
http://www.ln.edu.hk/cultural/
http://www.ln.edu.hk/eng/
http://www.ln.edu.hk/history/
http://www.ln.edu.hk/philoso/
http://www.ln.edu.hk/tran/
http://www.ln.edu.hk/visual


商学院 

 会计学系 

 财务及保险学系 

 

 电脑及决策科学学系 

 管理学学系 

 市场及国际企业学习系 

社会科学院 

 应用心理学系  

 经济学系 

 政治学系 

 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 

 

http://www.ln.edu.hk/acct/
http://www.ln.edu.hk/fin_ins/
http://cptra.ln.edu.hk/
http://www.ln.edu.hk/mgt/
http://www.ln.edu.hk/mkt/
http://www.ln.edu.hk/psy/
http://www.ln.edu.hk/econ/
http://www.ln.edu.hk/polsci/
http://www.ln.edu.hk/soc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