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護理專業研究所 

大學 研究所 網址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院護理學系暨研究所 http://www.mc.ntu.edu.tw/nurse/main.php?Page=A1 

護理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http://son.web.ym.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6 國立陽明大學 

臨床暨社區護理研究所 http://son.web.ym.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4 

國防醫學院 護理學系暨研究所 http://asan.080.net/nursing/intro.htm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院護理系碩士班 http://www.nursing.ncku.edu.tw/content/index.php?m=1&m1

=5&m2=36&gp=29 

國立台北護理

學院 
中西醫結合護理研究所 http://140.119.78.116/muyen/ntcncomb/ntcncomb.html 

 長期照護研究所 http://140.131.85.13/DEP/LONGCARE/index.htm 

 護理助產研究所 http://140.131.85.13/DEP/HELPBIRTH/index.htm 

 醫護教育研究所 http://140.131.85.13/DEP/NUREDU/index.htm 

輔仁大學 護理學系碩士班 http://www.nursing.fju.edu.tw/class.asp 

長庚大學 護理系暨研究所 http://nurse.cgu.edu.tw/ 

長榮大學 護理學系碩士班 http://www.cjcu.edu.tw/h-nurse/2005/master/index.php?to=2 

慈濟大學 護理學系碩士班 http://www.nursing.tcu.edu.tw/chinese/chineseindex.htm 

高雄醫學大學 護理系碩士班 http://nurse.kmu.edu.tw/ 

臺北醫學大學 護理學研究所 http://nursing.tmu.edu.tw/study_new/graduate.asp 

中山醫學大學 護理系碩士班 http://nurse.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19 

中國醫藥大學 護理系碩士班 http://www2.cmu.edu.tw/~cmcnur/ 

中臺科技大學 護理研究所 http://www.ctust.edu.tw/ion/ 

弘光科技大學 護理研究所 http://www.hk.edu.tw/view04/squ01bo08.html 

長庚技術學院 護理研究所(嘉義分部) http://nurse.cgit.edu.tw/front/bin/home.phtml 

輔英科技大學 護理系碩士班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2/NS/NS000.html 

美和技術學院 健康照護研究所 http://mit2.meiho.edu.tw/onweb.jsp?webno=3333333331 

 



國內護理相關研究所 
 

1. 性別所 

大學 研究所 網址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教育研究所 http://gender.nknu.edu.tw/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http://cc.shu.edu.tw/~gndrshu/web/home3.html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研究所 http://gigs.k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2. 生命教育研究所 

大學 研究所 網址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 http://lifehealth.ntue.edu.tw/7.htm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http://www.tmue.edu.tw/~nse/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 http://140.131.85.13/DEP/ntcndeed/index.htm 

 

3. 成人教育研究所 

國立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碩

士班 
http://www.ccu.edu.tw/cyiaace/mas_rule/page1.html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http://www.ace.ncnu.edu.tw/introduction.asp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http://adte.nknu.edu.tw/news/news.asp 

 

4. 基礎醫學研究所 

國立台灣大學 預防醫學研究所 http://www.mc.ntu.edu.tw/PREMED/main.php?Page=A1 

輔仁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http://www.gim.fju.edu.tw/  

長庚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http://www.cgu.edu.tw/GIBMS/ 

長榮大學 醫學研究所 http://gims.cjcu.edu.tw/ 

慈濟大學 醫學研究所 http://www.gims.tcu.edu.tw/index.html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http://ims.tmu.edu.tw/home.htm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http://gim.k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http://medicine.cs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中國醫藥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http://www2.cmu.edu.tw/~cmcmg/ 

 

 



5. 公共衛生研究所 

環境衛生研究所 http://ieh.mc.ntu.edu.tw/chinese/pic/index.html 國立台灣大學 

流行病學研究所 http://homepage.ntu.edu.tw/~epidem/ 

國立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 http://sm.ym.edu.tw/index/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研究所 http://www1.ndmctsgh.edu.tw/ph/ch/newpage/news.htm 

公共衛生研究所 http://ph.med.ncku.edu.tw/ 國立成功大學 

環境醫學研究所 http://www.ncku.edu.tw/~deoh/ 

台北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暨研究所 http://ph.tmu.edu.tw/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http://ph.k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碩士班 http://phd.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2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暨環境醫

學研究所 
http://www2.cmu.edu.tw/~cmcph/ 

 

6. 生理研究所 

國立台灣大學 生理學研究所 http://physiology.eday.com.tw/physiology/ 

國立陽明大學 生理學科技生理學研究所 http://www.ym.edu.tw/phy/ 

國立成功大學 生理學研究所 http://phys.med.ncku.edu.tw/ 

國防醫學院 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http://www1.ndmctsgh.edu.tw/physiol/ch/main.htm 

高雄醫學大學 生理及分子醫學研究所 http://www.kmu.edu.tw/~smed/phy/index.htm 

 

7. 行為科學研究所 
行為醫學所 http://www.ncku.edu.tw/~beh_med/tw/news.htm 國立成功大學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http://www.med.ncku.edu.tw/Allied_Health/link_c.html 

長庚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暨臨床行為

科學研究所 
http://www.cgu.edu.tw/DOT/index6.htm 

高雄醫學大學 行為科學研究所 http://www.kmu.edu.tw/~gibs/ 

 

8. 醫檢研究所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暨研究所 
http://www.ym.edu.tw/mt/ 

高雄醫學大學 醫技系碩士班 http://mlsb.k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中山醫學大學 醫技系碩士班 http://medilab.cs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9. 生化研究所 

生化科學研究所 http://homepage.ntu.edu.tw/~ibs/ 國立台灣大學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

物學研究所 
http://w3.mc.ntu.edu.tw/department/ibmb/chinese/chinese_i
ndex_set.htm 

國防醫學院 生物化學研究所 http://www1.ndmctsgh.edu.tw/biochem/ch/index.htm 

國立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研究所 http://www.ncyu.edu.tw/biotech/ 

國立中興大學 生物化學研究所 http://www.nchu.edu.tw/~biochem/ 

 

10. 解剖研究所 

國防醫學院 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所 http://www1.ndmctsgh.edu.tw/anatomy/ch/index.
htm 

國立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http://www.ym.edu.tw/ias/index-c.htm 

國立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http://www.ncku.edu.tw/~anatomy/ 

 

11. 微免研究所 

國立台灣大學 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microb/main.p
hp?Page=A1 

國防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http://www1.ndmctsgh.edu.tw/immuno/ch/index.htm

國立陽明大學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http://imiweb.ym.edu.tw/ 

國立成功大學 微生物及免疫研究所 http://www.ncku.edu.tw/~microbio/ 

國立嘉義大學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暨生

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http://www.ncyu.edu.tw/apmicro/ 

東吳大學 微生物研究所 http://microbiology.scu.edu.tw/curri/master.htm 

 

12. 醫管研究所 

醫療機構管理研究所 http://www.mc.ntu.edu.tw/IHCOA/main.php?Page=A1 國立台灣大學 

衛生政策與管理研究所 http://ihpm.academic.tw/index.htm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院醫務管理研究所 http://www.ym.edu.tw/hhm/ 

醫務管理研究所 http://hcm.cm.nsysu.edu.tw/news.php 中山醫學大學 

醫療產業科技管理學系 http://health.cs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13. 生命科學研究所 

國立政治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http://gils.ncc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http://www.biol.ntnu.edu.tw/entrance/entran.html 

國立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 

國立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http://www.ncu.edu.tw/~ls/chinese/index_tw.htm 

國防醫學院 生命科學研究所 http://www1.ndmctsgh.edu.tw/lifesci/ch/webpage/index
.htm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http://www.bio.ncue.edu.tw/ 

輔仁大學 理工學院生命科學

系研究所 
http://www.bio.fju.edu.tw/enroll/index.htm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http://www2.thu.edu.tw/~biology/admission/recruit.php
?class=102 

中臺科技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http://www.ctust.edu.tw/ils/ 

 

14. 生物科技研究所 

國立清華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 http://bt.life.nthu.edu.tw/ 

國立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 http://life.nctu.edu.tw/~oldweb/biotech/chinese/web/c
b4.php 

國立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 http://www.ncku.edu.tw/~biotech/ 

國立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研究所 http://www2.nsysu.edu.tw/biology/enroll.html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暨生

物科學研究所 
http://www.nknu.edu.tw/~bio/new/nknu2-2temp 

 

15. 神經科學研究所 
國立陽明大學 神經科學研究所 http://www.ym.edu.tw/nsi/ 

慈濟大學 神經科學研究所 http://www.neuroscience.tcu.edu.tw/ 

 

16. 輔導所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http://www.nknu.edu.tw/~adv/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http://gc.ncue.edu.tw/ 

 

17. 其他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旅遊健康研究所 http://140.131.85.13/DEP/ntcntour/index.htm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碩士班 http://www.he.ntnu.edu.tw/index.php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聽力學與語言治療研究所 http://giast.nknu.edu.tw/ 



國外護理專業研究所 

美國大學護理研究所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北卡羅來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http://www.unc.edu/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校區 

http://www4.uwm.ed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舊金山加利福尼亞大學 

http://nurseweb.ucsf.edu/index.shtml 

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  俄勒岡衛生和科學大學 

http://www.ohsu.edu/x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http://www.wisc.edu/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伊利諾大學(芝加哥分校) 

http://www.uic.edu/index.html/ 

University Alabama Birmingham  阿拉巴馬伯明罕大學 

http://main.uab.edu/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美利堅天主教大學 

http://cuapress.cua.ed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洛杉磯加州大學 

http://www.nursing.ucla.edu/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http://www.washington.edu/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http://www.utexas.edu/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約翰·霍普金斯大學 

http://www.jhu.edu/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學 

http://www.usc.edu/schools/medicine/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凱斯西儲大學 

http://www.case.edu/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ystem  明尼蘇達大學 

http://www1.umn.edu/twincities/index.php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馬里蘭大學 

http://www.umaryland.edu/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科羅拉多大學 

http://www.cudenver.edu/Pages/home.aspx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俄亥俄州立大學 

http://www.osu.edu/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佛羅里達大學 

http://www.ufl.edu/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羅徹斯特大學 

http://www.umaryland.edu/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賓州大學 

http://www.upenn.edu/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密西根大學 

http://www.umich.edu/ 

University of Arizona  亞利桑那大學 

http://www.arizona.edu/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維吉尼亞大學 

http://www.virginia.edu/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匹茲堡大學 

http://www.econ.pitt.edu/index.htm 

Columbia University  哥倫比亞大學 

http://www.columbia.edu/  

Vanderbilt University  范德堡大學 

http://www.vanderbilt.edu/ 

University of Iowa  愛荷華大學 

http://www.uiowa.edu/ 

New York University  紐約大學 

http://www.nyu.edu/ 

Emory University  艾默理大學 

http://www.emory.edu/home/index.html 

University of Utah  猶他大學 

http://www.utah.edu/portal/site/uuhome/ 

Boston College  波士頓學院 



http://www.boston.ac.uk/default.asp 

Yale University  耶魯大學 

http://www.yale.edu/ 

 

澳洲大學護理研究所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昆士蘭科技大學 

http://www.qut.edu.au/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南昆士蘭大學 

http://www.usq.edu.au/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科廷科技大學 

http://www.curtin.edu.au/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新英格蘭大學 

http://www.une.edu.au/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昆士蘭大學 

http://www.cqu.edu.au/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西雪梨大學 

http://www.uws.edu.au/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查爾斯史特大學 

http://www.csu.edu.au/  

Edith Cowan University  伊迪斯科文大學 

http://www.ecu.edu.au/ 

University of Tasmania  塔斯馬尼亞大學 

http://www.utas.edu.au/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南澳大學 

http://www.unisa.edu.au/ 

RMIT University  墨爾本皇家理工大學 

http://www.rmit.edu.au/ 

University of Ballarat  巴拉瑞特大學 

http://www.ballarat.edu.au/ 

Adelaide University  阿德萊德大學 

http://www.adelaide.edu.au/ 

Victoria University  維多利亞大學 

http://www.victoria.ac.nz/home/ 



Griffith University  格里菲斯大學 

http://www.griffith.edu.au/ 

Flinders University  弗林德斯大學 

http://www.flinders.edu.au/ 

La Trobe University  拉籌伯大學 

http://www.latrobe.edu.au/ 

Monash University  蒙納士大學 

http://www.monash.edu.au/international/ 

Deakin University  迪肯大學 

http://www.deakin.edu.au/ 

 

紐西蘭大學護理研究所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ckland)   奧克蘭科技大學 

http://www.aut.ac.nz/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惠靈頓維多利亞大學 

http://www.victoria.ac.nz/home/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uckland)   奧克蘭大學 

http://www.auckland.ac.nz/uoa 

University of Otago (Dunedin)   奧塔哥大學 

http://www.otago.ac.nz/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學 

http://international.massey.ac.nz/ 

 

英國大學護理研究所 

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 College   坎特柏里基督教堂大學  

http://www.canterbury.ac.uk/  

Buckinghamshire Chilterns University College   區爾頓大學  

http://www.ucmo.edu/x21109.xml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中蘭開斯郡大學  

http://www.uclan.ac.uk/index.php 

Bournemouth University   伯恩茅斯大學  

http://home.bournemouth.ac.uk/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伯明罕大學  

http://www.bham.ac.uk/ 

University of Bradford   貝德佛大學  

http://www.bradford.ac.uk/external/ 

University of Brighton   布萊頓大學  

http://www.brighton.ac.uk/  

University of Derby   杜比大學  

http://www.derby.ac.uk/  

City University   城市大學  

http://www.city.ac.uk/  

 

香港大學護理學研究所 

香港理工大學 

http://www.polyu.edu.hk/cpa/polyu/main/main_e.php                                               

香港大學 

http://www3.hku.hk/nursing/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