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歷年學生人數統計 

學年度  項目  學士班  

(統計表 ;總人

數 )  

碩士班  

(統計表 ;總人

數 )  

博士班  

(統計表 ;總人

數 )  

進修學士班

暨  

碩士在職專

班  

(統計表 ;總人

數 )  

學 士 後 第 二

專長  

(統 計 表 ;總

人數 )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535  碩士班  969  博士班  77  進修學

制  2221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224  碩士班  919  博士班  72  進修學

制  2135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637  碩士班  1047  博士班  76  進修學

制  2326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160  碩士班  996  博士班  75  進修學

制  2208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672  碩士班  1137  博士班  89  進修學

制  2731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292  碩士班  1085  博士班  83  進修學

制  2559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664  碩士班  1199  博士班  84  進修學

制  2737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308  碩士班  1129  博士班  81  進修學

制  2567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602  碩士班  1191  博士班  88  進修學

制  2881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146  碩士班  1141  博士班  84  進修學

制  2653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1university.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1master.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1master.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2university.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2master.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2master.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0/90-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1university.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1master.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1master.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2university.jpg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2master1.jpg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2master2.jpg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1/91-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921univer.jpg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921master.jpg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921doc.jpg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92-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92-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StuCount922_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StuCount922_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StuCount922_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92-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2/92-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3/931_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3/931_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3/931_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3/93-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3/93-1.htm
http://www.acad.scu.edu.tw/1/reg/menupage/bulletin/93/93.2%25BE%25C7.html
http://www.acad.scu.edu.tw/1/reg/menupage/bulletin/93/93.2%25BA%25D3.html
http://www.acad.scu.edu.tw/1/reg/menupage/bulletin/93/93.2%25B3%25D5.html
http://www.scu.edu.tw/reg/bulletin/93/93-2.htm
http://www.scu.edu.tw/reg/bulletin/93/93-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94-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94-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942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942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942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94-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4/94-2.htm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473  碩士班  1217  博士班  98  進修學

制  2908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159  碩士班  1156  博士班  94  進修學

制  2700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504  碩士班  1268  博士班  98  進修學

制  2896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150  碩士班  1181  博士班  91  進修學

制  2727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634  碩士班  1292  博士班  91  進修學

制  2937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288  碩士班  1218  博士班  87  進修學

制  2734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679  碩士班  1279  博士班  89  進修學

制  2874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383  碩士班  1196  博士班  85  進修學

制  2676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697  碩士班  1314  博士班  90  進修學

制  2816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422  碩士班  1233  博士班  89  進修學

制  2622  

  

100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758  碩士班  1337  博士班  97  進修學

制  2716  

  

100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482  碩士班  1224  博士班  93  進修學

制  2522  

  

101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807  碩士班  1263  博士班  92  進修學

制  2538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11StuCount.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13StuCount.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14StuCount.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21StuCount.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23StuCount.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24StuCount.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5/95-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StuCount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StuCount3.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StuCount4.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2StuCount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2StuCount3.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2StuCount4.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6/96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2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2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2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7/97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1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1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1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2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2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2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8/98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1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1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1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2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2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2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99/99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1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1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1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2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2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2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0/100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1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1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1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1.htm


101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522  碩士班  1172  博士班  92  進修學

制  2362  

  

102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861  碩士班  1200  博士班  93  進修學

制  2466  

  

102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532  碩士班  1113  博士班  88  進修學

制  2309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911  碩士班  1193  博士班  96  進修學

制  2397  

  

10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617  碩士班  1126  博士班  92  進修學

制  2225  

  

104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士班  12131  碩士班  1197  博士班  102  進修學

制  2366  

  

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783  碩士班  1138  博士班  102  進修學

制  2195  

  

105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士班  12242  碩士班  1246  博士班  116  進修學

制  2313  

  

105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877  碩士班  1154  博士班  114  進修學

制  2151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士班  12175  碩士班  1269  博士班  122  進修學

制  2274  

學士後專

班  10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868 碩士班 1197 博士班 115 進修學制 2160 學士後專班 9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2012 碩士班 1256 博士班 124 進修學制 2246 學士後專班 27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665 碩士班 1169 博士班 114 進修學制 2094 學士後專班 25 

108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798 碩士班 1252 博士班 121 進修學制 2260 學士後專班 13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2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2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2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1/101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2/1021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2/1021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2/1021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bulletin/102/1021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bulletin/102/1021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2/1022StuCount1.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2/1022StuCount2.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2/1022StuCount3.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2/1022StuCount4.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2/1022StuCount4.htm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1032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1032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1032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1032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3/1032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1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1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1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1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1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2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2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2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2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4/1042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1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1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1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1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1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2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2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2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2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5/1052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1061StuCount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1061StuCount3.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StuCount4.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StuCount677.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StuCount11.html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1062-1.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1062-2.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1062-3.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1062-5.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6/1062-4.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1-1.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1-2.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1-3.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1-4.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1-5.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2-1.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2-2.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2-3.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2-4.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7/1072-5.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1-1.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1-2.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1-3.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1-4.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1-5.pdf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士班 11440 碩士班 1152 博士班 119 進修學制 2079 學 士 後 專

班  10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士班 11758 碩士班 1294 博士班 118 進修學制 2202 學士後專班 2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2-1.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2-2.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2-3.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2-4.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2-5.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8/1082-5.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9/1091-1.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9/1091-2.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9/1091-3.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9/1091-4.pdf
http://www.scu.edu.tw/regcurr/bulletin/109/1091-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