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區 學院 系所 連結網址

建工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http://www.che.nkust.edu.tw/courses/riki.ph
p?id=%E8%AA%B2%E7%A8%8B%E8%A6%8
F%E5%8A%83(%E4%B8%AD)&CID=1

土木工程系 http://www.ce.nkust.edu.tw/course_list.php

機械工程系
http://www.me.kuas.edu.tw/per/super_pages
.php?ID=per1

模具工程系
http://mde.nkust.edu.tw/stu/super_pages.ph
p?ID=course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http://www.iem.nkust.edu.tw/?act=planning

電機與資
訊學院

電機工程系 http://ee.nkust.edu.tw/courses.aspx

電子工程系

http://www.ec.kuas.edu.tw/%e6%95%99%e5
%ad%b8%e8%88%87%e7%a0%94%e7%a9
%b6/%e8%aa%b2%e7%a8%8b%e8%a6%8f
%e5%8a%83/%e6%97%a5%e9%96%93%e9
%83%a8/

資訊工程系
http://www.csie.nkust.edu.tw/planningtable.
php

光電工程研究所
http://ipe.nkust.edu.tw/files/11-1035-
1696.php?Lang=zh-tw

燕巢

商業智慧
學院

會計資訊系
http://acc.nkust.edu.tw/ViewTemplate42/Ind
ex/1059?Type=52

金融資訊系
http://fin.nkust.edu.tw/page1/super_pages.p
hp?ID=page1&Sn=20

財政稅務系
http://pft.nkust.edu.tw/course/super_pages.
php?ID=course1

觀光管理系
http://tm.kuas.edu.tw/%e6%97%a5%e9%96
%93%e9%83%a8%e5%9b%9b%e6%8a%80/

智慧商務系
https://ic.nkust.edu.tw/p/412-1075-
3216.php?Lang=zh-tw

人文社會
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系
http://cci.kuas.edu.tw/cd/modules/tadnews/i
ndex.php?nsn=1016

人力資源發展系 http://hrd.nkust.edu.tw/zh_tw/Curriculum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高階
經營管理碩專班

http://www.emba-nkust.tw/elective-
subjects.html

國際企業系
https://b024.nkust.edu.tw/p/404-1027-
640.php?Lang=zh-tw

企業管理系
http://dba.nkust.edu.tw/course/super_pages.
php?ID=course2&Sn=6

各系所課程結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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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工學院

工程科技博士班 http://www.iest.nkust.edu.tw/files/11-1015-806.php

營建工程系
http://www.ce1.nkust.edu.tw/files/11-1017-3709-
1.php?Lang=zh-tw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http://www.she.nkfust.edu.tw/files/11-1018-
3781.php

機電工程系
http://www.mae.nkust.edu.tw/files/11-1019-
453.php

工業設計系
http://www.ide.nkust.edu.tw/class.php?val=9255Roi
5zZYnIloZ2-2d6IkkB0UfSAIFdpwHB78

電機與資訊
學院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
系統

https://geeias.ee.nkust.edu.tw/p/412-1091-
4189.php?Lang=zh-tw
http://www.gee.nkfust.edu.tw/files/11-1075-
7244.php

電子工程系
http://www.eecs.nkust.edu.tw/files/11-1022-3138-
1.php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http://www.ccee.nkust.edu.tw/files/11-1021-
728.php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博士班
http://doctor.mco.nkust.edu.tw/files/11-1064-
4475.php

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經營
管理碩專班

http://www.emba-1.nkust.edu.tw/files/11-1063-
8887.php?Lang=zh-tw

資訊管理系 http://www.mis.nkust.edu.tw/newMis/course

運籌管理系
http://www.logistics.nkust.edu.tw/files/11-1027-
1251.php

科技法律研究所
http://www.law.nkust.edu.tw/files/11-1026-
8395.php?Lang=zh-tw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http://www.md.nkust.edu.tw/student.php?item_id=
294&item=5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https://b036.nkust.edu.tw/p/412-1039-
84.php?Lang=zh-tw

國際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x

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http://iem.mco.nkfust.edu.tw/files/13-1030-
26493.php

財務金融學
院

財務金融學院博士班
http://www.phd.cof.nkfust.edu.tw/files/11-1032-
2962.php

金融系
http://www.dmb.nkfust.edu.tw/files/13-1033-
64916.php?Lang=zh-tw

財務管理系
http://www.finance.nkust.edu.tw/files/11-1035-
2741.php?Lang=zh-tw

資訊財務碩士學位學程
http://c82.nkfust.edu.tw/files/11-1183-10279-
1.php?Lang=zh-tw

外語學院

應用英語系
http://www.english.nkust.edu.tw/files/11-1037-
173.php

應用日語系
https://jp.nkust.edu.tw/p/404-1074-
15576.php?Lang=zh-tw

應用德語系
http://ifad.nkust.edu.tw/files/13-1040-
735.php?Lang=zh-tw

各系所課程結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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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

電機與
資訊學院

半導體工程系
http://mee.nkust.edu.tw/main/course_4.html
http://mee.nkust.edu.tw/main/course_mas.html

海事學院

海事學院海事科技產
學合作博士班

https://cm.nkust.edu.tw/p/412-1072-
3907.php?Lang=zh-tw

電訊工程系
https://ece.nkust.edu.tw/p/412-1064-
2825.php?Lang=zh-tw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https://dnaoe.nkust.edu.tw/p/412-1062-
85.php?Lang=zh-tw

海事風電工程碩士學
位學程

https://cm.nkust.edu.tw/p/412-1072-
3135.php?Lang=zh-tw

水圈學院

水產科技產業博士班 x
漁業生產與管理系 http://dfpm.nkust.edu.tw/DFPM/education002.html

水產食品科學系

http://seafood.nkust.edu.tw/main.php?mod=custo
m_page&site_id=0&page_id=831
http://seafood.nkust.edu.tw/main.php?mod=custo
m_page&site_id=0&page_id=830

水產養殖系
http://aqua.nkust.edu.tw/chinese/master.htm
http://aqua.nkust.edu.tw/chinese/course7.htm

海洋生物技術系 http://dmb.nkust.edu.tw/course.html

海洋環境工程系

http://nkustmee.nkust.edu.tw/university/recruit.php
?class=401
http://nkustmee.nkust.edu.tw/graduate/recruit.php?
class=301
http://nkustmee.nkust.edu.tw/education/recruit.php
?class=501

海洋商務學
院

航運管理系
http://www.stm.nkmu.edu.tw/chinese/student/stud
ent1-2.html

商務資訊應用系
http://bc.nkust.edu.tw/CourseInformation/College
http://mis.nkmu.edu.tw/CourseInformation/Graduat
e

供應鏈管理系 http://scm.nkust.edu.tw/course_outline.html

海洋休閒管理系
http://www.dmlm.nkmu.edu.tw/main.php?mod=do
cument&func=show_doc&site_id=0&show_edu=m
ain&show_folder=8

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
研究所

http://www.imabm.nkust.edu.tw/course_1.html

旗津 海事學院

航運技術系
http://www.st.nkmu.edu.tw/main.php?mod=docum
ent&func=show_doc&site_id=0&show_edu=main
&show_folder=4

輪機工程系
https://dme.nkust.edu.tw/p/412-1070-
3239.php?Lang=zh-tw

海事資訊科技系
http://mit.nkust.edu.tw/Content/undergraduate.php
http://mit.nkust.edu.tw/Content/graduate.php

各系所課程結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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