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採購評選委員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類科別一覽表 

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法政學類 法律學(含財經、海洋、科技、工程及環保法律) B0100

法政學類 政治學(含國際關係) B0200

法政學類 社會學 B0300

法政學類 勞工關係 B0400

法政學類 社會福利(含兒童、老人、婦女、青少年、身心障礙福利) B0500

法政學類 社會工作 B0600

法政學類 社會救助 B0700

法政學類 社會行政 B0800

法政學類 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 B0900

法政學類 公共行政(含行政學及行政管理) B1000

法政學類 公私協力 B1100

法政學類 海洋事務 B1200

法政學類 移民事務 B1300

法政學類 智慧財產權(含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 B1500

法政學類 毒品犯罪 B1600

法政學類 地政 B1700

法政學類 社區營造 B1800

法政學類 國際合作 B1900

法政學類 不動產經營管理 B2000

法政學類 非營利組織 B2100

商學類 財務金融(含財政學、金融學、銀行學、保險學) C0100

商學類 國際貿易 C0200

商學類 財稅 C0300

商學類 會計(含政府會計) C0500

商學類 管理學 C0600

商學類 經濟學(含產業、政治、國際、能源經濟) C0700

商學類 商用數理 C0800

商學類 電子商務 C1000

商學類 投資學 C1100

商學類 衍生性商品 C1200

商學類 統計 C1300

商學類 織品服裝 C1400

商學類 人力資源 C1500

商學類 商業設計 C1600

商學類 商業經營 C170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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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商學類 風險管理 C1800

商學類 績效管理 C1900

商學類 交通及運輸管理(含物流、供應鏈管理) C2000

商學類 質性訪談設計 C2100

商學類 調查設計與抽樣規劃 C2200

傳播學類 新聞 D0100

傳播學類 廣告 D0200

傳播學類 廣播電視 D0300

傳播學類 大眾傳播 D0400

傳播學類 電影 D0500

傳播學類 紀錄片 D0600

傳播學類 印刷學 D0700

傳播學類 傳播學 D0800

傳播學類 網路科技 D0900

傳播學類 行銷 D1000

傳播學類 外語翻譯 D1100

傳播學類 編輯 D1200

傳播學類 出版(含數位出版) D1300

傳播學類 出版經營 D1400

理學類 應用數學 E0100

理學類 物理 E0200

理學類 化學 E0300

理學類 生物 E0400

理學類 地球科學 E0500

理學類 心理 E0600

理學類 大氣科學 E0700

理學類 應用地質 E0800

理學類 地理 E0900

理學類 海洋學 E1000

理學類 社會行為科學 E1100

工學類 都市計劃 F0200

工學類 交通及運輸工程 F0300

工學類 紡織工程 F0400

工學類 車輛工程 F0500

工學類 冷凍空調工程 F0600

工學類 電機工程 F0700

工學類 化學工程 F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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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工學類 資訊工程(含儀控) F0900

工學類 資源工程 F1000

工學類 防災工程 F4400

工學類 結構工程(含建築結構) F4500

工學類 建築工程 F1100

工學類 歷史性建築工程 F4600

工學類 建築資訊建模(BIM) F4700

工學類 住宅及辦公建築工程 F4800

工學類 學校建築工程 F4900

工學類 醫院建築工程 F5100

工學類 藝文建築工程 F5200

工學類 建築物室內裝修 F5300

工學類 建築物水電設計 F5400

工學類 橋梁工程 F5500

工學類 軌道工程 F5600

工學類 測量工程 F1300

工學類 應用力學 F1400

工學類 機械工程 F1500

工學類 土木工程 F1600

工學類 材料科學及工程 F1700

工學類 造船工程 F1800

工學類 航空太空工程 F1900

工學類 河海及海洋工程 F2000

工學類 自動化工程 F2100

工學類 水利工程 F2200

工學類 工業工程 F2300

工學類 營建管理 F2400

工學類 自來水工程 F2500

工學類 下水道工程 F2600

工學類 水土保持工程 F2700

工學類 大地工程 F2800

工學類 消防工程 F2900

工學類 隧道工程 F3000

工學類 抽水站工程 F3100

工學類 水力發電工程 F3200

工學類 道面分類強度檢測 F3300

工學類 監視控制工程 F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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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工學類 電子工程 F3500

工學類 電力規劃工程 F3600

工學類 煙火工程 F3700

工學類 核能工程 F3800

工學類 飛航管制及安全 F3900

工學類 工業安全 F4000

工學類 無障礙環境 F4100

工學類 自動讀表基礎建設(AMI)應用 F4200

工學類 木構造(木建築) F4300

農學類 農業 G0100

農學類 牧業 G0200

農學類 漁業 G0300

農學類 生物技術 G0400

農學類 動植物防疫檢疫 G0500

農學類 農業推廣 G0600

農學類 農業工程 G0700

農學類 農業經濟 G0800

農學類 園藝 G0900

農學類 林業 G1000

農學類 食品科學 G1100

農學類 野生動物 G1200

農學類 野生植物 G1300

農學類 牧業（含動物保護領域） G1400

農學類 休閒農業 G1500

衛生學類 公共衛生 I0100

衛生學類 職業醫學 I0200

衛生學類 工業衛生 I0300

衛生學類 流行病學(傳染病防治) I0400

衛生學類 醫療機構管理 I0500

衛生學類 食品衛生 I0600

衛生學類 衛生醫療資訊 I0700

衛生學類 長期照護 I0800

衛生學類 醫療衛生 I0900

衛生學類 健康行為學 I1000

衛生學類 衛生政策與管理 I1100

衛生學類 健康風險 I1200

衛生學類 健康體能 I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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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衛生學類 婦幼衛生 I1400

衛生學類 健康測量與調查實務 I1500

衛生學類 生物統計 I1600

衛生學類 衛生檢驗 I1700

衛生學類 藥物濫用防制 I1800

衛生學類 藥廠管理 I1900

衛生學類 健康保險 I2000

衛生學類 醫療品質 I2100

衛生學類 衛生福利 I2200

衛生學類 健康經濟 I2300

衛生學類 環境衛生 I2400

衛生學類 社區護理 I2500

衛生學類 社區衛生 I2600

衛生學類 社區健康營造 I2700

教育學類 教育心理與輔導 J0100

教育學類 社會教育 J0200

教育學類 工業教育 J0300

教育學類 體育學 J0400

教育學類 衛生教育 J0500

教育學類 家政教育 J0600

教育學類 特殊教育 J0700

教育學類 課程規劃  J0800

教育學類 數位學習 J0900

教育學類 語文學習 J1000

教育學類 華語文教學 J1100

教育學類 教學技術及工具 J1200

教育學類 訓練進修 J1300

教育學類 性別 J1400

教育學類 戶外教學 J1500

教育學類 海洋教育 J1600

藝術學類 音樂 K0100

藝術學類 舞蹈 K0200

藝術學類 美術 K0300

藝術學類 戲劇 K0400

藝術學類 藝術學 K0500

藝術學類 人文藝術 K0600

藝術學類 傳統藝術 K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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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藝術學類 公共藝術 K0800

藝術學類 攝影學 K0900

景觀學類 人文景觀 L0100

景觀學類 自然景觀 L0200

景觀學類 環境與景觀規劃 L0300

景觀學類 景觀生態 L0400

文化學類 文化政策、理論與研究 N0100

文化學類 文化行政、行銷與管理 N0200

文化學類 文化資產 N0300

文化學類 文化創意產業 N0400

文化學類 文學 N0500

文化學類 圖書館學 N0600

文化學類 歷史學 N0700

文化學類 人類學 N0800

文化學類 古蹟與聚落保存 N0900

文化學類 藝文空間營運 N1000

文化學類 藝文活動規劃與推展 N1100

文化學類 地方文化館 N1200

文化學類 油漆彩繪 N1300

文化學類 客語 N1400

文化學類 博物館 N1500

文化學類 宗教學 N1600

文化學類 南島文化 N1700

文化學類 海洋文化 N1800

醫藥學類 醫學 H0100

醫藥學類 藥學 H0200

醫藥學類 毒理學 H0300

醫藥學類 細胞及分子生物 H0400

醫藥學類 遺傳學 H0500

醫藥學類 家庭醫學 H0600

醫藥學類 臨床醫學 H0700

醫藥學類 分子醫學 H0800

醫藥學類 醫學倫理及法律 H0900

醫藥學類 護理助產學 H1000

醫藥學類 心理諮商及治療 H1100

醫藥學類 復健學 H1200

醫藥學類 醫事檢驗放射學 H1300



7 
 

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醫藥學類 醫學工程 H1400

醫藥學類 運動醫學 H1500

醫藥學類 兒科學 H1600

醫藥學類 婦產科學 H1700

醫藥學類 兒童神經科學 H1800

醫藥學類 人工生殖醫學 H1900

醫藥學類 兒童身心科學 H2000

醫藥學類 醫材管理 H2100

醫藥學類 藥政管理 H2200

醫藥學類 營養學 H2300

醫藥學類 感染管制 H2400

醫藥學類 中醫學 H2500

醫藥學類 中藥學 H2600

環境保護 環境教育及宣導 P0100

環境保護 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 P0200

環境保護 水質 P0300

環境保護 水污染防治 P0400

環境保護 廢棄物管理 P0500

環境保護 空氣污染防治 P0600

環境保護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P0700

環境保護 環境糾紛 P0800

環境保護 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及風險評估 P0900

環境保護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P1000

環境保護 資源回收 P1100

環境保護 環境影響評估 P1200

環境保護 噪音振動 P1300

環境保護 環境檢驗及監測 P1400

環境保護 環境規劃管理 P1500

環境保護 環境工程 P1600

環境保護 海洋污染防治 P1700

環境保護 微感測器 P1800

觀光事業 餐飲管理 Q0100

觀光事業 休閒與遊憩規劃管理 Q0200

觀光事業 旅遊 Q0300

生態學類 海洋生態 M0100

生態學類 河川生態 M0200

生態學類 濕地生態 M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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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生態學類 森林生態 M0400

生態學類 生態系經營及復育 M0500

生態學類 都市生態 M0600

生態學類 農村生態 M0700

生態學類 生態工程 M0800

生態學類 生態旅遊 M0900

生態學類 生態及生態多樣性 M1000

生態學類 永續發展 M1100

資訊類 數位典藏 R0100

資訊類 資訊管理 R0200

資訊類 數位落差 R0300

資訊類 資訊安全 R0400

資訊類 網站經營 R0500

資訊類 電子資訊系統 R0600

資訊類 資料庫設計與管理 R0700

資訊類 資料科學與資料探勘 R0800

資訊類 大數據及巨量分析 R0900

資訊類 物聯網 R1000

資訊類 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 R1100

資訊類 電子商務 R1120

設計學類 建築物設計 S0100

設計學類 景觀設計 S0200

設計學類 室內設計 S0300

設計學類 燈光設計 S0400

設計學類 都市設計 S0500

設計學類 視覺傳達設計 S0600

設計學類 數位多媒體設計 S0700

設計學類 策展設計 S0800

設計學類 服裝設計 S0900

設計學類 公共設施設計 S1000

設計學類 禮贈品設計 S1100

 



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備註

法政學類 法律學(含財經、海洋、科技、工程及環保法律) B0100 修正科別名稱

政治學(含國際關係) B0200

社會學 B0300

勞工關係 B0400

社會福利(含兒童、老人、婦女、青少年、身心障礙

福利)
B0500

社會工作 B0600

社會救助 B0700

社會行政 B0800

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 B0900

公共行政(含行政學及行政管理) B1000

公私協力 B1100

海洋事務 B1200

移民事務 B1300

運輸學 B1400 刪除科別(原科別人數併入工學類/交通及運輸工

智慧財產權(含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 B1500 修正科別名稱

毒品犯罪 B1600

地政 B1700

社區營造 B1800

國際合作 B1900

不動產經營管理 B2000

採購評選委員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類科別修正對照表附件2

不動產經營管理 B2000

非營利組織 B2100

商學類 財務金融(含財政學、金融學、銀行學、保險學) C0100

國際貿易 C0200

財稅 C0300

會計(含政府會計) C0500

管理學 C0600

經濟學(含產業、政治、國際、能源經濟) C0700

商用數理 C0800

電子商務 C1000

投資學 C1100

衍生性商品 C1200

統計 C1300

織品服裝 C1400

人力資源 C1500

商業設計 C1600

商業經營 C1700

風險管理 C1800

績效管理 C1900

交通及運輸管理(含物流、供應鏈管理) C2000 新增科別

質性訪談設計 C2100 新增科別

調查設計與抽樣規劃 C2200 新增科別

傳播學類 新聞 D0100

廣告 D0200

廣播電視 D0300

大眾傳播 D0400

電影 D0500

紀錄片 D0600

印刷學 D0700印刷學 D0700

傳播學 D0800

網路科技 D0900

行銷 D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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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備註

外語翻譯 D1100

編輯 D1200

出版(含數位出版) D1300

出版經營 D1400

理學類 應用數學 E0100

物理 E0200

化學 E0300

生物 E0400

地球科學 E0500

心理 E0600

大氣科學 E0700

應用地質 E0800

地理 E0900

海洋學 E1000

社會行為科學 E1100 新增科別

工學類 景觀設計 F0100 變更類別，移列至設計學類，人數一併轉移

都市計劃 F0200

交通及運輸工程 F0300

紡織工程 F0400

車輛工程 F0500

冷凍空調工程 F0600

電機工程 F0700

化學工程 F0800

資訊工程(含儀控) F0900( )

資源工程 F1000

防災工程 F4400 新增科別

結構工程(含建築結構) F4500 新增科別

建築工程 F1100

歷史性建築工程 F4600 新增科別

建築資訊建模(BIM) F4700 新增科別

住宅及辦公建築工程 F4800 新增科別

學校建築工程 F4900 新增科別

醫院建築工程 F5100 新增科別

藝文建築工程 F5200 新增科別

建築物室內裝修 F5300 新增科別

建築物水電設計 F5400 新增科別

橋梁工程 F5500 新增科別

軌道工程 F5600 新增科別

測量工程 F1300

應用力學 F1400

機械工程 F1500

土木工程 F1600

材料科學及工程 F1700

造船工程 F1800

航空太空工程 F1900

河海及海洋工程 F2000

自動化工程 F2100

水利工程 F2200

工業工程 F2300

營建管理 F2400

自來水工程 F2500

下水道工程 F2600下水道工程 F2600

水土保持工程 F2700

大地工程 F2800

消防工程 F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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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備註

隧道工程 F3000

抽水站工程 F3100

水力發電工程 F3200

道面分類強度檢測 F3300

監視控制工程 F3400

電子工程 F3500

電力規劃工程 F3600

煙火工程 F3700

核能工程 F3800

飛航管制及安全 F3900

工業安全 F4000

無障礙環境 F4100

自動讀表基礎建設(AMI)應用 F4200 新增科別

木構造(木建築) F4300 新增科別

農學類 農業 G0100

牧業 G0200

漁業 G0300

生物技術 G0400

動植物防疫檢疫 G0500

農業推廣 G0600

農業工程 G0700

農業經濟 G0800

園藝 G0900

林業 G1000林業

食品科學 G1100

野生動物 G1200

野生植物 G1300

牧業（含動物保護領域） G1400

休閒農業 G1500

衛生學類 公共衛生 I0100

職業醫學 I0200

工業衛生 I0300

流行病學(傳染病防治) I0400

醫療機構管理 I0500

食品衛生 I0600

衛生醫療資訊 I0700

長期照護 I0800

醫療衛生 I0900

健康行為學 I1000

衛生政策與管理 I1100

健康風險 I1200

健康體能 I1300

婦幼衛生 I1400

健康測量與調查實務 I1500

生物統計 I1600

衛生檢驗 I1700

藥物濫用防制 I1800

藥廠管理 I1900

健康保險 I2000

醫療品質 I2100

衛生福利 I2200

健康經濟 I2300健康經濟 I2300

環境衛生 I2400

社區護理 I2500

社區衛生 I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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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備註

社區健康營造 I2700

教育學類 教育心理與輔導 J0100

社會教育 J0200

工業教育 J0300

體育學 J0400

衛生教育 J0500

家政教育 J0600

特殊教育 J0700

課程規劃 J0800

數位學習 J0900

語文學習 J1000

華語文教學 J1100

教學技術及工具 J1200

訓練進修 J1300

性別 J1400

戶外教學 J1500

海洋教育 J1600 新增科別

藝術學類 音樂 K0100

舞蹈 K0200

美術 K0300

戲劇 K0400

藝術學 K0500

人文藝術 K0600

傳統藝術 K0700

公共藝術 K0800

攝影學 K0900

景觀學類 人文景觀 L0100

自然景觀 L0200

環境與景觀規劃 L0300 修正科別名稱

景觀生態 L0400
變更類別

(由生態學類移列至景觀學類，人數一併移入)

文化學類 文化政策、理論與研究 N0100

文化行政、行銷與管理 N0200

文化資產 N0300

文化創意產業 N0400

文學 N0500

圖書館學 N0600

歷史學 N0700

人類學 N0800

古蹟與聚落保存 N0900

藝文空間營運 N1000

藝文活動規劃與推展 N1100

地方文化館 N1200

油漆彩繪 N1300

客語 N1400

博物館 N1500

宗教學 N1600 新增科別

南島文化 N1700 新增科別

海洋文化 N1800 新增科別

醫藥學類 醫學 H0100

藥學 H0200

毒理學 H0300毒理學 H0300

細胞及分子生物 H0400

遺傳學 H0500

家庭醫學 H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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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備註

臨床醫學 H0700

分子醫學 H0800

醫學倫理及法律 H0900

護理助產學 H1000

心理諮商及治療 H1100

復健學 H1200

醫事檢驗放射學 H1300

醫學工程 H1400

運動醫學 H1500

兒科學 H1600

婦產科學 H1700

兒童神經科學 H1800

人工生殖醫學 H1900

兒童身心科學 H2000

醫材管理 H2100

藥政管理 H2200

營養學 H2300

感染管制 H2400

中醫學 H2500

中藥學 H2600

環境保護 環境教育及宣導 P0100

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 P0200

水質 P0300

水污染防治 P0400

廢棄物管理 P0500

空氣污染防治 P0600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P0700 修正科別名稱

環境糾紛 P0800

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及風險評估 P0900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P1000 修正科別名稱

資源回收 P1100

環境影響評估 P1200

噪音振動 P1300

環境檢驗及監測 P1400

環境規劃管理 P1500

環境工程 P1600

海洋污染防治 P1700

微感測器 P1800 新增科別

觀光事業 餐飲管理 Q0100

休閒與遊憩規劃管理 Q0200

旅遊 Q0300

生態學類 海洋生態 M0100

河川生態 M0200

濕地生態 M0300

森林生態 M0400

生態系經營及復育 M0500

都市生態 M0600

農村生態 M0700

生態工程 M0800

生態旅遊 M0900

生態及生態多樣性 M1000

永續發展 M1100永續發展 M1100

景觀生態 M1200 變更類別，移列至景觀學類，人數一併轉移

資訊類 數位典藏 R0100

資訊管理 R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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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別
科別

代碼
備註

數位落差 R0300

資訊安全 R0400

網站經營 R0500

電子資訊系統 R0600

資料庫設計與管理 R0700 新增科別

資料科學與資料探勘 R0800 新增科別

大數據及巨量分析 R0900 新增科別

物聯網 R1000 新增科別

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 R1100 新增科別

電子商務 R1120 新增科別

設計學類

(新增類別)
建築物設計 S0100 新增科別

景觀設計 S0200
變更類別

(由工學類移列至設計學類，人數一併移入)

室內設計 S0300 新增科別

燈光設計 S0400 新增科別

都市設計 S0500 新增科別

視覺傳達設計 S0600 新增科別

數位多媒體設計 S0700 新增科別

策展設計 S0800 新增科別

服裝設計 S0900 新增科別

公共設施設計 S1000 新增科別

禮贈品設計 S1100 新增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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