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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理 工 管 社科 

     

農 創藝 法 國際   

學

院 
系、組、學位學程、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文

學

院 

中國文學系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有 文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外國語文學系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英語

教學組 
   

英語教學碩

士 
Master of Arts M.A. --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英美

文學組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English/America

n Literature 

M.A. --     

歷史學系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哲學系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文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Philosophy 
M.A. --     

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宗教研究所    宗教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Religious Studies 
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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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理 工 管 社科 

     

農 創藝 法 國際   

學

院 
系、組、學位學程、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理

學

院 

應用物理學系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應用物理學系材料及奈米

科技組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應用物理學系光電組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化學系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化學系化學組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生命科學系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應用數學系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生醫暨材料科學國際博士

學位學程 
       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

士學位學程 
       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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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理 工 管 社科 

     

農 創藝 法 國際   

學

院 
系、組、學位學程、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工

學

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工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Engineering 

B.S. 工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Engineering 

M.S. -- 工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Engineering 

Ph.D. --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醫務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M.H.A. --     

資訊工程學系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Eng. 工學碩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M.Eng. --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Eng.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Eng.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Eng.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工學碩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M.Eng. --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大數據物聯網應用組 
   工學碩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M.Eng. --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高階資訊經營與創業組 
   工學碩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M.Eng. --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工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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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理 工 管 社科 

     

農 創藝 法 國際   

學

院 
系、組、學位學程、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工

學

院 

電機工程學系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電機工程學系 IC 設計與

無線通訊組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電機工程學系奈米電子與

能源技術組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數位創新碩

士 

Master of Digital 

Innovation 
M.D.I. --     

管

理

學

院 

企業管理學系 企管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企業管理碩

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     

企業管理學系高階企業經

營碩士在職專班 
   

經營管理碩

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S. --     

會計學系 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ccounting 

M.B.A. --     

會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     

統計學系 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 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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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理 工 管 社科 

     

農 創藝 法 國際   

學

院 
系、組、學位學程、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管

理

學

院 

財務金融學系 商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財務金融學

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財務金融學

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     

資訊管理學系 管理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資訊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I.M. --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管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 
   

國際經營管

理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     

社

會

科

學

院 

經濟學系 經濟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經濟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經濟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經濟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政治學系 政治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政治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政治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政治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政治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政治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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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理 工 管 社科 

     

農 創藝 法 國際   

學

院 
系、組、學位學程、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社

會

科

學

院 

政治學系地方政治組    政治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Political Science 
M.A. --     

社會學系 社會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社會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社會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工作學

學士 

Bachelor of 

Social Work 
B.S.W. 

社會工作學

碩士 

Master of 

Social Work  
M.S.W. -- 

社會工作學

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Social Work 

Ph.D.S.W. --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行政管理學

學士 

Bachelo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P.A. 
行政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P.A. --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第三

部門碩士在職專班 
   

公共事務學

碩士 

Master of Public 

Affairs 
M.P.A. --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公共事務碩

士 

Executive 

Master of Public 

Affairs 

E.M.P.A

. 
--     

教育研究所    教育學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M.Ed. --     

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學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M.Ed. --     

農

學

院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農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cne 
B.S. 農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農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 

食品科學系 農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農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    農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各學系畢業生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製表日期：109 年 7 月 15 日 

第 7 頁 / 全 8 頁 

 
文 理 工 管 社科 

     

農 創藝 法 國際   

學

院 
系、組、學位學程、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農

學

院 

食品科學系食品工業管理

組 
   農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     

餐旅管理學系 
餐旅管理學

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B.S. 管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M.B.A. --     

餐旅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管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M.B.A. --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

學程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士

學位學程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創

意

設

計

暨

藝

術

學

院 

美術學系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B.F.A. 藝術學碩士 

Master of Fine 

Arts 
M.F.A. 有     

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藝術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     

音樂學系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B.F.A. 藝術學碩士 

Master of Fine 

Arts 
M.F.A. 有     

建築學系 建築學學士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B.Arch. 建築學碩士 

Master of 

Architecture 
M.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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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理 工 管 社科 

     

農 創藝 法 國際   

學

院 
系、組、學位學程、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中英文學位名稱及簡稱 
論文 
替代 

創

意

設

計

暨

藝

術

學

院 

工業設計學系 
設計學學士 Bachelor of 

Design B.Des. 設計學碩士 
Master of Design 

M.Des. 有     

工業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設計學碩士 Master of Design M.Des. 有     

景觀學系 景觀學士 

Bachelo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L.A. 景觀碩士 

Mast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L.A. --     

景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景觀碩士 

Mast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L.A. 有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

學程 
   藝術學碩士 

Master of Fine 

Art 
M.F.A. --     

法

律

學

院 

法律學系 法學學士 
Bachelor of 

Laws 
B.L. 法學碩士 

Master of 

Laws  
L.L.M. -- 法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Law 

Ph.D -- 

國

際

學

院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

學程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