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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T公告110學年度認證結果

▌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中
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於2022年1月

21日（星期五）公告110學年度認證結

果，詳細認證結果可於IEET網站－系所查詢取得

（www.ieet.org.tw）。

IEET 110學年度認證在國內共計有24校76系

（所、學位學程）及境外共計有23校55個專業通

過認證，認證有效期自2022年1月起算，其中包括：

「工程教育認證」（EAC-華盛頓協定）、「工程技

術教育認證」（TAC-雪梨協定）、「應用技術教育

認證」（GTAC）、「資訊教育認證」（CAC-首爾協

定）、「建築教育認證」（AAC-坎培拉協定）、「建

築教育_空間規劃與設計認證」（AAC-SPD）及「設

計教育認證」（DAC）各規範的認證。基於多邊

承認（Multilateral Recognition），上述與國際協定

對應的國內通過認證學程自2022年1月起畢業的

學生將分別受相關國際協定認可，於協定會員境

外申請專業執照時，學歷會受認可。境外方面，

今年同樣受COVID-19疫情影響，延續去年遠距視

訊審查方式進行，雖是線上執行訪評，但在內涵

及程序上，完全都是與實地訪評實質相當。

表一 2022年度通過IEET認證系所名單

學    校 通過認證系所（學程） 規範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學士班、四技班、碩士班）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學位學程）
空間設計學系（學士班＜建築組、室內設計組＞）
造形藝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學士班）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學位學程）

DAC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電子工程學系（學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EAC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學士班＜五年制＞） AAC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學士班＜四年制＞、碩士班） AAC-SPD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學士班） DAC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
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衛生系（四技班） EAC

視光系（四技班、進修部二技班） 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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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通過認證系所（學程） 規範

明志科技大學 能源電池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 EAC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材料與能源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EAC

東南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四技班） GTAC

長榮大學 互動設計學系（學士班） DAC

南華大學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 EAC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自然療癒碩士班、自然療癒碩士在職專
班）

TAC

科技學院資訊科技進修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CAC

建築與景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AAC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DAC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
南臺科技大學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四技班）
光電工程系（四技班、碩士班）
機械工程系（四技班、進修部四技班）

EAC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EAC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AC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EAC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 CAC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學士班） TAC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資訊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科學組、教育科技組＞）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進修部學士班、碩士班）

CAC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EAC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四技班、碩士班） EAC

資訊管理系（四技班、進修部四技班、進修部二技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CAC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EAC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EAC

建築系（四技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AAC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河海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EAC

國防大學

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學士班、化學工程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碩
士班）
動力及系統工程學系（學士班、兵器系統工程碩士班、車輛及運輸工
程碩士班、造船及海洋工程碩士班）
國防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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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通過認證系所（學程） 規範

國防大學

電機電子工程學系（學士班、光電工程碩士班、電子工程碩士班）
機械及航太工程學系（學士班、航空太空工程碩士班、機械工程碩士
班）
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學士班、大氣科學碩士班、空間科學碩士班、
軍事工程碩士班）

EAC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工程碩士班） CAC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

EAC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學士班）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學位學程）

EAC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四技班） AAC-SPD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口腔衛生照護系（四技班）
幼兒保育系（四技班、進修部二技班、碩士班）
美容流行設計系（四技班、進修部二技班）
食品保健系（四技班、進修部二技班）
高齡照顧福祉系（四技班、進修部二技班）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餐旅廚藝管理系（四技班、進修部二技班）
護理系（四技班、二技班、進修部二技班）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四技班、進修部二技班）

GTAC

幼兒保育系（五專班、進修部二專班）
美容流行設計系（五專班）
高齡照顧福祉系（進修部二專班）
餐旅廚藝管理系（五專班、進修部二專班）
護理系（五專班）

GTAC-AD

醫護資訊應用系（四技班） CAC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EAC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學位學程） CAC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自動化專業（學士班）
環境工程專業（學士班）

EAC

軟件工程專業（學士班） CAC

四川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印刷媒體技術專業（高職）
食品生物技術專業（高職）

GTAC-AD

江蘇農林職業技術學院
園林技術專業（高職）
園藝技術專業（高職）

GTAC-AD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土木工程專業（學士班）
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專業（學士班）
材料化學專業（學士班）

EAC

東莞理工學院

電子信息工程專業（學士班）
應用化學專業（學士班）

EAC

軟件工程專業（學士班） CAC

河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汽車檢測與維修技術專業（高職）
道路與橋梁工程技術專業（高職）

TAC-AD

重慶交通職業學院
汽車製造與試驗技術專業（高職）
道路與橋梁工程技術專業（高職）

TA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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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登雲科技職業學院
酒店管理與數字化運營專業（高職）
現代物流管理專業（高職）

GTAC-AD

惠州學院
土木工程專業（學士班）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專業（學士班）

EAC

華南師範大學 軟件工程專業（學士班） CAC

華南農業大學
水利水電工程專業（學士班）
車輛工程專業（學士班）

EAC

黑龍江生物科技職業學院 食品智能加工技術專業（高職） GTAC-AD

黑龍江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工程造價專業（高職）
供熱通風與空調工程技術專業（高職）
建築材料工程技術專業（高職）
建築智能化工程技術專業（高職）
建築裝飾工程技術專業（高職）
軟件技術專業（高職）
道路與橋梁工程技術專業（高職）

TAC-AD

酒店管理與數字化運營專業（高職） GTAC-AD

黑龍江職業學院

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高職）
數控技術專業（高職）
機械製造與自動化專業（高職）

TAC-AD

大數據與會計專業（高職）
畜牧獸醫專業（高職）

GTAC-AD

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專業（學士班） EAC

軟件工程專業（學士班） CAC

肇慶學院
食品科學與工程專業（學士班）
環境工程專業（學士班）

EAC

韶關學院
食品科學與工程專業（學士班）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專業（學士班）

EAC

廣州大學 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專業（學士班） EAC

廣州城市理工學院
車輛工程專業（學士班）
通信工程專業（學士班）

EAC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
能源與動力工程專業（學士班）
電子信息工程專業（學士班）

EAC

廣東技術師範大學
自動化專業（學士班） EAC

軟件工程專業（學士班） CAC

廣東科技學院 網絡工程專業（學士班） CAC

韓山師範學院

食品科學與工程專業（學士班）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專業（學士班）

EAC

軟件工程專業（學士班） CAC

備註：

「EAC」代表「工程教育認證」；「TAC」代表「工程技術教育認證」；「TAC-AD」代表「工程技術教育認證－副學士學位」；
「GTAC」代表「應用技術教育認證」；「GTAC-AD」代表「應用技術教育認證－副學士學位」；「CAC」代表「資訊教育認證」；
「AAC」代表「建築教育認證」；「AAC-SPD」代表「建築教育認證－空間規劃與設計」；「DAC」代表「設計教育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