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第 151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3月 16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 5007會議室  

主席：黃教務長心雅                            記錄：林琬禎 

出席：黃教務長心雅、楊學生事務長靜利、范處長俊逸(孫組長繡紋代)、溫處長

志宏(高組長世明代)、游院長淙祺(王教授璦玲代)、周院長雄、王院長朝

欽、陳院長世哲(陳教授安琳代)、王院長/所長兆璋、張院長其祿、邱主

任文彬(楊組長郁芬代)、賴主任淑芳、應主任廣儀、王主任璦玲、楊所長

婉儀、曾主任韋龍、鄭主任德俊、江主任友中、董主任立大、薛所長佑玲、

潘所長正堂、郭主任建成、高主任崇堯(鄭教授志強代)、程主任啟正、蔣

主任依吾、張主任志溥、邱主任逸仁、陳所長康興、鄭主任志強、吳主任

基逞、邱主任兆民、李主任建強(曾約聘助理教授至宏代)、李所長雅靖(譚

助理教授躍代)、徐主任士傑(林助理教授杏娥代)、羅主任文增、張主任

揚祺、劉主任莉蓮、李主任予綱、曾所長怡仁、楊所長淑珺、周所長/主

任珮儀、徐副教授淑瑛、黃助理教授弘文、楊助理教授淯程、曾教授若玄、

邱學生代表湛文、蔡學生代表杰勳、郭學生代表書成、鄭學生代表若芸、

李學生代表佳衡 

列席：林教授新沛、施副教務長慶麟、陳副教務長俐吟、李秘書宗唐、黃組長敏

嘉、高組長瑞生、林組長良枝 

請假：李研發長賢華、蔡主任振念、黃所長立廷、溫主任朝凱、郭所長瑞坤、趙

所長必孝、紀主任乃文、胡所長念祖、廖主任志中、蔡主任宏政、林所長

文程、林主任德昌、李副教授杰穎、鄭助理教授雯、越副教授建東、林學

生代表彤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報告事項： 

ㄧ、前(150)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確認。---------------------3-4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 -------------------------------------------5-42 

肆、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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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倫理」課程更正學生學期成績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林新沛教師、教務處註冊組)------------------------43-53 

   決議：照案通過。 

二、各學院修訂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提請核備(提案單位：理學院、社會

科學院、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54-75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如下：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第六

條刪除「其他」二字。

三、本校105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教務處課務組)-------------------------------------------76-121  

決議：修正社會系新增課程名稱為「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倂修

 課程結構圖後通過。

四、本校各系所擬訂「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草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相關系所)-------------------------122-141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ㄧ)生醫所及醫科所：合作系所調查第一項刪除「105 學年度參與本計畫

之系所皆可申請」（因無大學部學生）。 

(二)機電系：預研生配合事項刪除「一年內完成碩士論文初稿」（因碩士

階段無學位，不需寫碩士論文）。 

(三)政經系：修課建議修正為「…三年級下學期修習畢業專題（一）、公

共經濟學」（原訂上學期為筆誤）。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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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5學年度第 151次教務會議 

前(150)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本校 105學年度新增系所擬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草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財管系「金融創新產業碩士專班」授予中、英文學位名稱業已報部備

查中。 

二、本校相關系所擬修訂「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音樂學系等 7 系所修訂「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業已公告於網

頁，並照案實施。 

三、擬自 106學年度起，調整刪除學生選課作業之預選階段，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送需求單至圖書資訊處修改選課系統。 

四、擬訂本校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選課須知(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五、本校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整合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六、本校 105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 

(一)通過「課程學分抵免」採線上申請與審查方式進行規劃，請教務處參考各

單位之建議事項，洽請圖資處協助系統建置並評估作業時程，屆時請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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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協助系所端審查及稽催管理事宜。 

(二)考量「選課異常處理」具有時效性，且該階段常需要協助處理很多學生的

選課異常與突發情況，為避免影響學生權益，仍維持紙本作業。 

(三)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經洽詢圖資處評估，「課程學分抵免」線上系統預計 106 年 3 月後開發建

置，8月-10月進行測試，106學年度第 2學期(107年 2月)上線。 

(二)「選課異常處理」已依決議仍維持紙本作業。 

(三)其餘照案實施。 

七、有關前（第 149）次教務會議通過「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將

三級課程委員會之組成納入學生代表 1至 2人及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

1至 2人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工學院暨其所屬系所） 

決議：通過「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第二項修正（修正條文如列表）。 

執行情形:有關「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業於 105年 12月 28日公告於教務處

網頁且於 105年 12月 30日中教發字第 1050701672號函發一、二級

學術單位周知及請其通盤檢視修正所屬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並由

各院彙整後於 105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提案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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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51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工作報告 

處本部
依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決議與學務處通知，本處業於 106 年

3 月 2 日召開105 學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教育推廣組會議，審議通過 106 年度專

款經費 95 萬元之規劃。前述經費為提供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補助上限以 8 萬
元為原則)、整合學程與學生社團，申請於 106 學年度第1 學期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含約會暴力、恐怖情人預防、親密關係處理、分手心理調適等項目)之課程、講

座與團體工作坊等推廣活動。本處將另於 106 年 4 月份通知上述各單位提出計

畫經費申請，俟性別平等教育推廣組委員審查通過後，撥款執行。 

註冊組 

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共 178 人(前一學年度同期為 141 人)，各

類退學原因、人數及處理依據詳如附件一，俟本次會議後，本處將據以函知

退學學生。近三學年人數統計如下表： 

應令退學原因 
1022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大學部 研究生 大學部 研究生 大學部 研究生 大學部 研究生 大學部 研究生 大學部 研究生 

休學期滿未復學 4 44 29 90 5 42 22 94 9 36 23 97 

逾期未註冊 1 14 2 31 1 32 22 8 19 5 44 

應令休學且休學期滿 1 

修業年限屆滿 31 1 1 27 3 4 22 5 

累計兩學期二分之一及

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 
4 3 3 -- 

累計兩學期二分之一學

分不及格 
13 12 23 --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二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0 1 1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0 6 3 

達學期三分之二學分不

及格 

研究生學期學業成績全

部 X 等第(零分) 

總計 22 90 46 122 33 101 22 119 28 77 32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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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68 134 141 105 178 

學業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17 0 15 0 26 0 0 0 7 0 4 0 

15.2% 8.9% 19.4% 0% 6.7% 2.2% 

學籍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5 90 31 122 7 101 22 119 21 77 28 146 

84.8% 91.1% 80.6% 16% 84% 20% 73.3% 15.7% 82% 

基準日在校人數 8954 9344 8903 9312 8892 9310 

應退佔在校人數比重 1.25% 1.80% 1.51% 1.51% 1.18% 1.91% 

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休學人數 998 人，總退學人數 297 人，各學制統計如

下表： 

學期／學制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 暑碩專班 博士班 合計 

總休學 

人數 

103-1 109 364 166 6 221 866 

103-2 140 359 143 6 222 870 

104-1 154 402 185 6 223 970 

104-2 149 409 182 6 221 967 

105-1 176 415 201 7 199 998 

總退學 

人數 

103-1 93 111 33 0 50 287 
493 

103-2 48 80 43 0 35 206 

104-1 70 89 44 3 37 243 
420 

104-2 44 82 19 0 32 177 

105-1 89 124 46 0 38 297 

三、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計 14 人(前一學年度同期

為 13人)，含外國語文學系 3 人、電機系 1 人、機電系 1 人、資工系 1 人、

企管系 5 人、資管系 1 人、政經系 2 人。 

四、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期初預警』總人數 419 人，業將學生歷年學業

成績曾有二分之一不及格紀錄分送各系所。102-105 學年度期初預警人數統

計如下表： 

五、 依 143 次教務會議通過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

自 104 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

一學年結束前修習 2小時以上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習課程為原則，未通過者，

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本課程經公告可採認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課程及本校各單位辦

學期 1021 1022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得適用學業退學標
準人數 

219 277 265 301 271 340 322 380 

不適用學業退學標
準人數 

55 39 31 40 35 37 26 39 

期初預警總人數 274 316 296 341 306 377 348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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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術倫理研習課程，經統計前述課程資料，截至目前 104學年度入學研究

生已通過學生為 1087人(佔目前 104學年度在籍入學研究生之 67.22％)，各

院系所通過比重統計如附件二。 

本組將另函請院系所提醒研究生於入學第一學年完成修習並確認其修習規

劃，以利學位考試申請。 

六、105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班需通過「英語能力標準」畢業門檻應屆畢業生 1,229

人（100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在學學生），統計至 3/3止，完成英語文能力標準

認證人數 431人（35%），本組前已發文調查尚未完成認證同學狀況，請學系

協助確認並提醒學生儘速通過英語畢業門檻，俾能順利畢業。 

七、105學年度第 1學期因屬教師之失誤而需更改成績者，經由系(所、學位學程、

通識教育中心)務會議通過後，送交教務處彙整共計 15件（如附件三），提

請核備，包括：外文系 3件、生科系 2件、資工系 2件、材光系 2件、企管

系 1件、財管系 1件、政治所 1件、通識教育中心 3件，全數通過。其中牽

涉及格與否者，共計 5件。 

課務組
一、105學年度第2學期初選前課程大綱登錄比重為92.05% (105學年度第1學期為

88.99%)，加退選階段開始前之登錄比重為97.45％，加退選階段結束（3/3）之

登錄比重為98.15％（105學年度第1學期為99.76％）。 

二、105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日期為3月7日至20日，為維護學生

權益，本處以海報及電子郵件通知學生，亦請各院、系、所、學程協助提醒學

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 

三、105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及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結果，已於開學前函

知各一、二級學術單位，請其轉知所屬教師上網查詢，俾為本學期課程規劃及

授課參考。 

四、已於本學期開學日函知有關本校教學問卷即時回饋系統，可供教師於學期中隨

時進行教學問卷調查，亦可依課程需要採用紙本及網路方式進行，該系統由教

務處網頁／教師專區／教師課務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點選教學意見即時回

饋系統進入。 

招生組
ㄧ、本校財務管理學系106學年度「產業碩士專班」（合作企業：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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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秋季班開課申請計畫書、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等資料，業於105

年12月13日中教字第1050701598號函報教育部審核中。 

二、本校「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案，業經教育部106

年1月18日臺教資(二)字第1060003546號函核定通過，招生名額30名(外加)，自

106學年度起至110學年度止進行招生。 

106學年度招生簡章經提報3月8日招生委員會通過後公告，預訂4月下旬面試、

5月中旬公告錄取榜單。（日期依簡章公告為準） 

三、107學年度本校試辦博士班自審增設/調整案，共計2案申請，分別為管理學院

申請增設「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博士班」案、理學院申請「加速器光源與中

子束應用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更名為「理學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案；前述2

案業經106年2月14日專業審查委員會及3月8日行政會議決議通過，將續由申

請單位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教學發展中心
一、105學年度各院(含通識教育中心)已陸續召開教師評鑑委員會，教師評鑑結果

及報告書審查結果請於106年4月5日(三)前送達教務處教發中心。 

二、有關本校105學年度第2學期「菁英博士生入學獎助學金」申請事宜，已於106

年2月8日函知各學術單位，請各系所協助轉知學生，並協助彙整申請名冊(需

附上學生前一學期成績單)後於106年3月17日(五)前送回教務處教發中心。

三、本處教發中心於106年2月20日至3月27日辦理教務處「全校教學助理培訓」，開

放線上課程供學生觀看，內容包含教學助理制度與職責、班級經營、有效的教

學策略、師生溝通與人際互動等四門課程，敬請各系所協助轉知學生，有意於

105-2學期擔任教學助理者(未取得資格者)務必上網報名參與。 

四、本校105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暨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作業相關事宜業於106年1

月9日發文至各學院(含通識教育中心)，請各單位依時程辦理遴選事宜，並鼓

勵所屬教師踴躍參與遴選。相關時程及辦理事項如下表： 

日期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 

106.05.12 前 1.各學院公告受理教師申請（需符合基本資格，並填具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評分表）；各學院成立「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

各學院 

2.各學院召開「105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

(1)各學院完成 105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及排序名單（各學院推

薦人數以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10％為上限，通識教育中心推薦人

數以編制內專任教師及連續在該單位開課滿三年以上（含）專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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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人數之總和 10％為上限，各單位推薦人數餘數採無條件捨去）。 

(2)各學院完成 105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推薦名單。 

106.06.02 前 1.召開本校績優教師（含教學類、研究類、產學類）審查委員會

（日期以研發處公告為準）

研發處 

2.成立「105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遴選委員會」 教務處 

106.07.01 前 1.受理推薦遴選教學傑出獎教師繳交審查資料。

2.召開「105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遴選委員會」會議（遴選教學傑出獎

教師至多 3 名） 

教務處 

106.07.15 前 完成教學特聘教授及教學傑出教師遴聘作業，名單送研發處彙整。 教務處 

五、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106年

3、4月活動如下表，歡迎各單位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六、本校辦理「西灣風華微電影創作比賽」，收件日期即日起至106年5月31日(三)

止，相關參賽規格、收件方式、評選方式等詳如教務處卓越教學網頁公告。另

舉辦2場微電影創作研習如下，歡迎全體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七、卓越教學小組105-2新設計畫：106年度卓越教學小組就「創新跨域」及「成果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參加人數 

3 月 15 日(三) 

11:00-12:00 
誰來跨領域？ 

國立臺灣大

學社會學系

陳教授東升 

本校國研大

樓 5034 會議

室 

共計 26 名教

師參加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報名對象/方式 

4 月 11 日(二) 

14:00-16:00 

從教學中豐富

自己的生命 

悠識數位創

新策略總監

蔡志浩博士 

本校 73 階蔬

食咖啡館 

本校全體教師 

4 月 29日(六)

10:00-12:00 

那些池上教我

的事：自然秩

序與土地倫理 

聯合文學社

社長蔣勳 
本校演藝廳 

本校全體教師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報名對象/方

式 

3 月 22 日(三) 

下午 13:00-

15:00 

影像的聽說讀寫-

用電影的語言說

故事 

林君陽導演 

社會科學院

小劇場 

(社 SS1001) 

本校全體師

生請至「教

務處卓越教

學網」報名 

3 月 22 日(三) 

下午 15:10-

17:10 

短片創作心得分

享 
王育麟導演 

社會科學院

小劇場 

(社 SS1001) 

本校全體師

生請至「教

務處卓越教

學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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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兩大主軸，規劃各項經費分配，以下謹就「創新跨域主軸」各項子計畫

簡述如下： 

(一)教學空間改善計畫：鼓勵各院申請建置以學生為主體，討論/對話為核心的教

學/討論空間(1 至 2 間)，或更新各類教學設備。本中心已函文各學院，請於

106 年 3 月 17 日(五)前將本案申請計畫書送交教務處教發中心胡欣佳小姐

(lisa.hu@mail.nsysu.edu.tw)。 

(二)數位學習精進計畫：持續推動管理學院磨課師微學程、跨校-跨領域磨課師

課程、翻轉教學/數位課程認證等計畫，深化本校數位學習風氣。 

(三)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計畫：本校配合教育部「高教課程議題導向」規劃，並

參考美國史丹佛大學 D.School「設計思考」教學創新方向，鼓勵系所實施「議

題導向跨院系課程計畫」，本校專任教師可就「單一課程計畫(每門補助上限

20 萬元)」或「微學分學程計畫(補助總上限 45 萬元)」兩大方案進行申請與

執行。本中心已於 106 年 3 月 3 日(五)辦理完成計畫徵件說明會，請有意申

請之教師於 106 年 3 月 31 日(五)前將實施計畫申請書紙本及電子檔送教務

處教發中心林萃芃小姐(tsuipeng@mail.nsysu.edu.tw)。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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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卓越教學小組
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計畫

徵件說明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2017.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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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補助與期程3

Q&A

計畫緣起與目標1

計畫實施方式與內涵2

簡報大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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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與目標-1

美國史丹佛大學的D.School推動「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強調以人為本的解決問題方法論，透過從人的需
求出發，為各種議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並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設計思考」的概念，強調透過跨領域及實作過程培養問題解
決的能力，與當前高等教育強調落實學用合一的理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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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規劃於106年起試辦「高教課程議題導向」，並於107年

正式執行，期望藉由以議題為導向、結合跨領域專長的專題形式

課程，讓學生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自動自發去學習需要的知識，

進一步可以結合產業與地方政府，共同開發適合產業的課程，培

養地方產業需要的人才。

本校為因應世界潮流及教育部人才培育的政策，規劃議題導向跨

院系課程計畫，讓來自不同院系的學生，共同發揮想像創意與合

作，跳脫既有專業科目與科系的框架，與真實世界接軌，並回應

創新社會的需求。

計畫緣起與目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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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方式

【方案A】單一課程計畫

• 由跨院系不同領域之教師2至3人共同開設1門議題導向課程。

【方案B】微學分學程計畫

• 由不同院系之3門課程組成一個微學分學程，可能之課程類型為模組

課程與議題導向課程(例如：2門模組課程與1門議題導向課程)。

• 106-1學期至少應開2門課程。

• 計畫應敘明課程之間的關連性。

本校專任教師可申請本計畫，每位教師以申請一案計畫為原則。

每案計畫選擇下列一項方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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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補助與期程

【方案A】單一課程計畫

• 申請金額上限20萬元。

• 執行期程自106年4月20日至106年12月31日。

【方案B】微學分學程計畫

• 每門課程申請金額上限15萬元，總金額上限45萬元。

• 執行期程自106年4月20日至10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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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導向課程要素

真實評量

議題導向

跨域教學

實作取向

產業參與

由跨院系不同領域之教師2至3人共同授課；修課學生也應
開放不同院系學生選課，進行腦力激盪發揮創意與想像。

讓學生透過「做中學」，包含實作、小組討論、實驗、訪談、

田野調查等方式，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溝通與合作學習的能力。

結合業界參訪、業師協同教學、見習實習等機制，並將大學

教學能量以跨域合作方式協助解決社會或業界的真實問題。

課程應有具體的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檢核機制，藉此有效評
估學生之核心能力與實務能力發展情形。

在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核心，讓來自不同院系的學生
合作發揮專長，培養問題解決能力，回應創新社會的需求。

17



模組課程要素

「微學分學程」之模組課程搭配議題導向課程實施：

 課程內容包含培育學生所應具備之核心能力與實務能力的創新教
學方法，以及修習議題導向課程所需具備之能力。

 有具體的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檢核機制，藉此有效評估學生之核心
能力與實務能力發展情形。

微學分學程計畫

模組課程

1

模組課程

2

議題導向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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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書格式-1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內容

(一)外部諮詢紀錄(非必要)

(二)課程規劃

課程基本資訊(既有課程調整說明)

授課教師基本資料

課程目標及系所專業能力規劃

課程教學大綱

議題導向課程教學內容：議題設定說明、特色或創新教學方法、評量方

法及證據蒐集、預期成果、微學分學程之課程關聯說明、其他

課程評量規劃

(三)課程自我改善機制(例如：如何依課程評量成效，進行課程評鑑及改善)

19



三、預期成效

四、課程預訂執行進度甘特圖

五、申請經費項目明細及使用說明

可申請經常門(業務費)及資本門(設備費，不超過每期總經費

30%為原則)

計畫申請書格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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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重點

議題導向課程具備跨領域知能，能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

課程實施結合實務及外部業界專家參與，整體內容規劃完善。

議題導向課程與社區或產業結合，協助解決真實情境之問題。

課程規劃合宜，符合系所目標及專業（實務）能力規劃。

各課程對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之規劃（評量尺規）或所蒐集證據(例

如學生實作、實務問題解決、業界參與表現等)，能具體檢視學生

學習成效。

資源配置及經費規劃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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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配套

共時授課

實施計畫內之議題導向課程，因採專屬(共時)授課方式，比照
「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第七條第六項第二款規定之精神，
得於計畫執行期間，每學期該課程時數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不計入超支鐘點時數計算。

教師以共時授課採計鐘點時數，需經系所及學院同意後，每學
期由教發中心專案簽請教務長及校長核定後實施。

實施共時授課之學期，每週上課時間每位教師皆須參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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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及使用規定

本計畫編列及使用應依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及控管要點、

卓越教學小組經費編列及使用原則辦理。

本計畫得依需求申請經常門(業務費)及資本門(設備費)補助，微學分學程

每門課程分開編列，請依實施計畫申請書之經費概算表填寫。

本次核定通過之申請計畫，若獲其他經費補助(含教育部補助款、本校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臺綜大經費等），以不重覆補助為原則。

本年度經費執行期限如下，如未依規定時限完成者，將逕為全數收回統

籌運用：

1.資本門：106年8月31日前完成動支申請程序。

2.所有經費經費皆須於106年12月25日前完成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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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程

106/2/20前
教務處公告徵
件計畫

106/3/31前
繳交課程實施
計畫申請書

106/4月上旬
教務處召開計
畫審查會議

106/5月上旬
106-1新增課程於
5月15日前提三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

106/6-12月
1.執行課程計畫
2.完成經費核銷

107/1月下旬
繳交結案報告

106/4/20前
依審查結果核
定各系所課程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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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注意事項

系所因應本計畫新增之課程，不受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

作業規範」第七條第5項「每學期至多新增3科為限」之限制，

惟仍需依新增課程完備開課程序。

計畫內預計106-1開設之新增課程於實施計畫提送階段，請

同步送系所及學院之課程委員會審議，由學院將本計畫之新

增課程統一送105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5



參考資訊

中山大學邊緣社區認同再造-在地傳承跨界創新
http://rallynsysu.wixsite.com/4rally-nsysu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http://dschool.ntu.edu.tw/

 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D.School)
http://dschool.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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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本計畫相關資料可由本校【教務處首頁/卓越教學網最新消息(校內)】下載使用。
 計畫連繫窗口：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計畫申請及經費相關)-林萃芃小姐(分機2161，E-mail：tsuipeng@mail.nsysu.edu.tw)
教務處課務組(課務相關)-韓慧琳小姐(分機2134，E-mail：wassyoiii@staff.nsys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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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名冊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 B011010003 鄭○○ 中國文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 B041010009 魏○○ 中國文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 B041010026 陳○○ 中國文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 B031020051 楊○○ 外國語文學系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5 B041060006 陳○○ 劇場藝術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 B041060025 劉○○ 劇場藝術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 B041060042 吳○○ 劇場藝術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 B041060041 廖○○ 劇場藝術學系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 B042010037 張○○ 生物科學系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 B042010038 陳○○ 生物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 B042010039 吳○○ 生物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 B042010041 邱○○ 生物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 B032010061 潘○○ 生物科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4 B002020048 郭○○ 化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 B032040034 謝○○ 應用數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6 B043011002 楊○○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 B033012025 俞○○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8 B043012013 賴○○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

二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9 B033040039 曾○○ 資訊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0 B043040038 洪○○ 資訊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1 B013040019 李○○ 資訊工程學系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22 B043090003 陳○○ 光電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3 B043090014 謝○○ 光電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4 B043100028 李○○ 
材料與光電科學

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5 B044011041 歐○○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6 B024030045 黃○○ 財務管理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7 B045020016 鄭○○ 
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8 B045020040 黃○○ 
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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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B045040042 陳○○ 
海洋環境及工程

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0 B045090017 林○○ 海洋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1 B015610035 王○○ 海洋科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2 B006060003 陳○○ 政治經濟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3 M031010020 張○○ 
中國文學系碩士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4 M031020020 粘○○ 
外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5 M031020024 黃○○ 
外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6 M041020023 潘○○ 
外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7 M051020016 娜○○ 
外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8 M011020025 姚○○ 
外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9 M021030004 溫○○ 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0 M021030015 王○○ 音樂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1 M031070007 唐○○ 
劇場藝術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2 M041070009 宓○○ 
劇場藝術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3 M002010008 鄭○○ 
生物科學系碩士

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4 M012010025 陳○○ 
生物科學系碩士

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5 M042020024 陳○○ 化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6 M042020047 郭○○ 化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7 M042020049 張○○ 化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8 M022030016 張○○ 物理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9 M002040009 吳○○ 
應用數學系碩士

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0 M042050015 陳○○ 
生物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1 M042060008 顏○○ 
醫學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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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033010018 蘇○○ 
電機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3 M043010015 詹○○ 
電機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4 M053010077 黃○○ 
電機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5 M023010086 王○○ 
電機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6 M013010046 張○○ 
電機工程學系碩

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57 M013010144 顏○○ 
電機工程學系碩

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58 M023010120 黃○○ 
電機工程學系碩

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9 M033020010 曾○○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0 M033020108 祝○○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1 M043020097 黃○○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2 M023020077 劉○○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3 M043020043 林○○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4 M013020043 高○○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5 M033040002 何○○ 
資訊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6 M033040091 蔡○○ 
資訊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7 M033040034 白○○ 
資訊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8 M003040009 陳○○ 
資訊工程學系碩

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9 M023040093 林○○ 
資訊工程學系碩

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0 M033090017 溫○○ 
光電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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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M043090081 李○○ 
光電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2 M043090084 陳○○ 
光電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3 M033090048 陳○○ 
光電工程學系碩

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4 M034030054 林○○ 
財務管理學系碩

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5 M044030029 賴○○ 
財務管理學系碩

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6 M044040016 翁○○ 
公共事務管理研

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7 M014050802 常○○ 
人力資源管理研

究所碩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8 M034080014 陳○○ 
行銷傳播管理研

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9 M034111005 李○○ 
企業管理學系企

業管理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0 M034112003 李○○ 
企業管理學系企

業管理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1 M044112017 謝○○ 
企業管理學系企

業管理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2 M054112083 李○○ 
企業管理學系企

業管理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3 M024012011 鍾○○ 
企業管理學系企

業管理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4 M984011008 顏○○ 
企業管理學系企

業管理碩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5 M004012027 陳○○ 
企業管理學系企

業管理碩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6 M004620010 陳○○ 
企業管理學系醫

務管理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7 M004620002 林○○ 
企業管理學系醫

務管理碩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8 M034610015 洪○○ 
管理學院國際經

營管理碩士學程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9 M044610022 林○○ 
管理學院國際經

營管理碩士學程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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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M054610025 王○○ 
管理學院國際經

營管理碩士學程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91 M054610040 陳○○ 
管理學院國際經

營管理碩士學程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2 M974610006 劉○○ 
管理學院國際經

營管理碩士學程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3 M034610014 黃○○ 
管理學院國際經

營管理碩士學程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4 M004610014 何○○ 
管理學院國際經

營管理碩士學程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95 M025020015 李○○ 
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6 M035020003 陳○○ 
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7 M035020012 林○○ 
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8 M005020024 陳○○ 
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9 M985020028 曾○○ 
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00 M015020031 蔡○○ 
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1 M035090015 張○○ 
海洋科學系碩士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2 M015010015 胡○○ 
海洋科學系碩士

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3 M015010017 黃○○ 
海洋科學系碩士

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4 M045100005 張○○ 
海下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5 M036020026 黃○○ 
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6 M026020002 詹○○ 
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7 M036070028 邱○○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8 M046070009 吳○○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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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M036090007 孫○○ 社會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0 M056610006 賈○○ 
亞太事務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1 N032010007 林○○ 
生物科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2 N022010004 陳○○ 
生物科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3 N043030009 左○○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4 N034020017 李○○ 
資訊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5 N034020019 廖○○ 
資訊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6 N034020021 許○○ 
資訊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7 N024020011 李○○ 
資訊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8 N024020002 李○○ 
資訊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9 N004020022 吳○○ 
資訊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0 N054030022 黃○○ 
財務管理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1 N044040010 陳○○ 

公共事務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2 N054040025 林○○ 

公共事務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3 N984040016 李○○ 

公共事務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4 N024040006 鄭○○ 

公共事務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5 N044050016 曾○○ 

人力資源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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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N014050007 黃○○ 

人力資源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7 N004060013 陳○○ 

行銷傳播管理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8 N994150026 劉○○ 

人力資源管理研

究所亞太人力資

源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9 N034510021 莊○○ 

管理學院高階經

營碩士學程在職

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0 N034510093 楊○○ 

管理學院高階經

營碩士學程在職

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1 N024510016 呂○○ 

管理學院高階經

營碩士學程在職

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2 N024510026 陳○○ 

管理學院高階經

營碩士學程在職

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3 N036020004 丁○○ 
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4 N036020015 郭○○ 
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5 N056040003 高○○ 
經濟學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6 N056040015 李○○ 
經濟學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7 N056040016 林○○ 
經濟學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8 N036040015 王○○ 
經濟學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9 N046070007 王○○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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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40 N046070012 蔡○○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1 N046070016 蔡○○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2 N056070024 何○○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43 N036150003 鄭○○ 
教育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4 N046150017 陳○○ 
教育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5 N036510022 伍○○ 

社會科學院高階

公共政策碩士學

程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6 N046510010 王○○ 

社會科學院高階

公共政策碩士學

程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7 N056510012 趙○○ 

社會科學院高階

公共政策碩士學

程在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48 D931010003 陳○○ 
中國文學系博士

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49 D971010001 李○○ 
中國文學系博士

班 
七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50 D982010008 劉○○ 
生物科學系博士

班 
六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1 D042020005 哈○○ 化學系博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52 D052020005 吳○○ 化學系博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53 D032020001 郭○○ 化學系博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4 D042030010 伊○○ 物理學系博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55 D042030001 李○○ 物理學系博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56 D022050009 蕭○○ 
生物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7 D022050005 劉○○ 
生物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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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58 D042620001 周○○ 

加速器光源與中

子束應用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59 D953010003 陳○○ 
電機工程學系博

士班 
七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0 D053020003 楊○○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博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61 D983020003 蔡○○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博士班 
六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2 D043030009 蔡○○ 
環境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3 D033040003 王○○ 
資訊工程學系博

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64 D983040004 古○○ 
資訊工程學系博

士班 
六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65 D053100005 李○○ 
材料與光電科學

學系博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66 D033100003 洪○○ 
材料與光電科學

學系博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7 D024010015 滕○○ 
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8 D984010006 王○○ 
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班 
五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69 D994010013 孫○○ 
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班 
五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70 D984010003 黃○○ 
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班 
六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1 D944010010 廖○○ 
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班 
七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2 D944020008 李○○ 
資訊管理學系博

士班 
五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3 D034040004 唐○○ 
公共事務管理研

究所博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4 D035620002 陳○○ 
海洋生物科技博

士學位學程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5 D986050007 陳○○ 
教育研究所博士

班 
七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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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76 D046070003 陳○○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博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7 D016070015 雷○○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博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8 D976070007 陳○○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博士班 
七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總計：178名（學士班 32人、碩士班 78人、碩士在職專班 37人、博士班 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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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課程 

104 學年度入學各學院研究生通過人數統計表 
統計日期：106.3.2 

院別 學制 在籍生人數 
已完成人數 通過比率 

文學院 

碩士班 69 22 31.89% 

暑碩班 2 0% 

博士班 5 3 60% 

文學院合計 76 25 32.89% 

理學院 

碩士班 123 88 71.54 

碩專班 7 7 100% 

博士班 25 20 80% 

理學院合計 155 115 74.19% 

工學院 

碩士班 465 411 88.39% 

碩專班 18 12 66.67% 

博士班 32 19 59.38% 

工學院合計 515 442 85.83% 

管理學院 

碩士班 319 197 61.76% 

碩專班 241 91 37.76% 

博士班 24 8 33.33% 

管理學院合計 584 296 50.68% 

海洋科學學院 

碩士班 65 47 72.31% 

博士班 14 7 50% 

海洋科學院合計 79 54 68.35% 

社會科學院 

碩士班 111 94 84.68% 

碩專班 71 42 59.15% 

博士班 26 19 73.08% 

社會科學院合計 208 155 74.52% 

全校 

碩士班 1152 859 74.57% 

碩專班 337 152 45.10% 

暑碩班 2 0% 

博士班 126 76 60.32% 

合計 1617 1087 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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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課程 

104 學年度入學各系所研究生通過人數統計表 
統計日期：106.3.2 

系所 學制 在籍生人數 已完成人數 通過比率 

中國文學系 

碩士班 16 11 68.75% 

暑碩專班 2 0% 

博士班 4 3 75% 

外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16 10 62.5% 

博士班 1 0% 

音樂學系 碩士班 15 0% 

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 8 1 12.5% 

劇場藝術學系 碩士班 14 0% 

生物科學系 

碩士班 12 9 75% 

碩專班 7 7 100% 

博士班 6 6 100% 

化學系 
碩士班 42 41 97.62% 

博士班 3 2 66.67% 

物理學系 
碩士班 28 14 50% 

博士班 6 2 33.33% 

應用數學系 
碩士班 23 10 43.48% 

博士班 1 1 100% 

生物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11 7 63.64% 

博士班 9 9 100% 

醫學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7 7 100% 

加速器光源與中子束應
用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0 0 --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128 116 90.625% 

博士班 10 7 70% 
電機電力工程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碩士班 4 4 10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 80 69 86.25% 

博士班 8 0%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24 24 100% 

碩專班 18 12 66.67% 

博士班 7 6 85.71%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84 78 92.86% 

博士班 1 1 100% 

通訊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27 26 96.30% 

光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 63 42 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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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學制 在籍生人數 已完成人數 通過比率 

博士班 2 1 50%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碩士班 54 52 96.30% 

博士班 4 4 100% 

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 

1 0%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碩
士班 

84 50 59.52% 

醫務管理碩
士班 

19 19 100% 

博士班 10 2 20% 

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 48 10 20.83% 

碩專班 30 13 43.33% 

博士班 3 0% 

財務管理學系 

碩士班 42 33 78.57% 

碩專班 20 18 90% 

博士班 1 0%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12 11 91.67% 

碩專班 22 15 68.18% 

博士班 2 0%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30 25 83.33% 

碩專班 19 16 84.21% 

博士班 8 6 75%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亞
太人力資源管理 

碩專班 27 22 81.48%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6 11 68.75%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23 10 43.48% 

碩專班 11 7 63.64%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
學程在職專班 

碩專班 
110 0%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 

碩士班 45 28 62.22%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2 0%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

系 

碩士班 13 11 84.62% 

博士班 3 1 33.33%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碩士班 20 18 90% 

博士班 4 4 100% 

海洋事務研究所 碩士班 5 2 40% 

海洋科學系 
碩士班 18 8 44.44% 

博士班 3 2 66.67% 

海下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9 8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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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學制 在籍生人數 已完成人數 通過比率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

學程 
博士班 

4 0% 

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班 19 12 63.16% 

碩專班 9 5 55.56% 

博士班 4 1 25% 

經濟學研究所 
碩士班 27 27 100% 

碩專班 12 7 58.33% 

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19 15 78.95% 

碩專班 19 14 73.68% 

博士班 10 10 100%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碩士班 30 26 86.67% 

碩專班 14 6 42.86% 

博士班 12 8 66.67% 

社會學系 碩士班 11 10 90.91%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共政
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碩專班 
17 10 58.82% 

亞太事務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 

5 4 80% 

全校合計 1617 1087 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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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山大學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  106.03.02 

編

號 

教師開

課系所 

更正成

績教師 
授課科目 

修課學生 原送 

成績 

更正後 

成 績 
更正原因 

牽涉及

格與否 

系(所)務 

會議狀況 

系(所)務 

會議決議 學號 

1 

外文系 

李佳容 
DFLL320 

英國文學： 

1800-1900 

B031020031 D C- 
教師誤植學生報告

成績 
是 

出席：20 人 

同意：18 人 

不同意：0 人 

無意見：2 人 

通過 

2 鍾敬堂 
DFLL335 
西洋書法 

B046060032 X C+ 

實作課程同意學生以

作業及 TAKE HOME 考

試形式補考，致影響成

績計算 

是 通過 

3 生科系 顏聖紘 

BIOS199 
生物科學文獻

閱讀入門 
B045020003 E C- 

教師誤植學生報告

成績 
是 

出席：14 人 

同意：14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4 材光系 張志溥 
MOES107 

材料科學導論 

B022020054、

B022030021....等 

共計 52 人（如附件） 

教師計算全班學生

總平均成績方式有

誤 

是 
出席：17 人 

同意：17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5 企管系 黃北豪 
BM302A 
管理會計 

B034012041 E B 教師誤植學生成績 是 
出席：22 人 

同意：22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6 外文系 蔡依瑩 
DFLL454 
口譯 

D24161113 
(校際選課學生) 

X E 教師誤植學生成績 否 

出席：20 人 

同意：18 人 

不同意：1 人 

無意見：1 人 

通過 

7 生科系 顏聖紘 

BIOS199 
生物科學文獻

閱讀入門 
B052010036 B A 

教師誤植學生報告

成績 
否 

出席：14 人 

同意：14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8 

資工系 

蔣依吾 
CSE525 
書報討論 

M04304010
1 

B- B 
助教錯置學生報告，

致總成績未計入 
否 

出席：13 人 

同意：13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9 楊昌彪 

CSE510 
演算法設計與

分析 

M04304006
9 

C- C+ 
教師批改學生期末

考有誤致影響成績 
否 通過 

10 材光系 蘇威宏 

MOES303 
材料與光電實

驗(一) 
B023100027 C- A- 

教師漏列學生光學

實驗成績，致成績

計算有誤 

否 
出席：17 人 

同意：17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1 財管系 劉德明 
FM505 

投資理論與策略 
M05403000

1 
B+ A+ 教師誤植學生成績 否 

出席：13 人 

同意：13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2 政治所 安兆冀 
IPS510 

政治理論 
D056020006 B A 教師誤植學生成績 否 

出席：6 人 

同意：6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3 
通識中心
人文社會

組 
羅凱暘 

GEAE2107 
運動之美 

B022010031 A- A+ 

教師漏登學生請假

記錄，致成績計畫

有誤 

否 
出席：6 人 

同意：6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4 

通識中心
自然應用

科學教育

組 

嚴成文 

GEAE2505 
橘子蘋果統計

學 
B034020003 A- A+ 教師誤植學生成績 否 

出席：3 人 

同意：3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5 
通識中心

服務學習
組 

林玉華 

GESL207 
服務學習(三)：

財務規劃 
B044011014 B+ A+ 

教師誤植學生報告

成績 
否 

出席：4 人 

同意：4 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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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林新沛教師、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一：105學年度第 1學期「環境倫理」課程更正學生學期成績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依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學期成績辦法」第九條：…如有因屬教師之失

誤而需更改學生成績者，必須由授課教師提出確實證明，填寫「更正學

生學期總成績申請書」，向開課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敎育中心各組)

主管提出，經由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敎育中心各組)務會議與會人員

四分之三通過後，以書面送交敎務處註冊組更改。系(所、學位學程、

通識敎育中心各組)必須於次學期註冊日後一週內完成上述更改成績程

序，並提下一次敎務會議核備。 

二、 105學年度第1學期「環境倫理」課程（林新沛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

案，雖經通識教育中心組務會議通過，惟委員同意人數（同意2位、不

同意1位）不符合「需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之規定，爰邀請授課教

師說明，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環境倫理」課程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附件一）。 

（二）教師更正學生學期總成績申請書（附件二）。 

（三）通識教育中心自然與應用科學教育組組務會議紀錄（附件 

三） 。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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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境倫理」課程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106.03.02） 

教師開課

系所 

更正成

績教師 
授課科目 

修課學生 原送 

成績 

更正後 

成 績 
更正原因 

牽涉及

格與否 

系(所)務 

會議狀況 

系(所)務 

會議決議 學號 

通識中心自

然與應用科

學教育組 

林新沛 
GEAE2610 

環境倫理 

B021060002 等，共計 66

人（如附件） 

學生出席情形登

錄錯誤（課程參

與佔總成績

10%） 

否 

出席：3人 

同意：2人 

不同意：1

人 

通過，惟委員

人數不符 3/4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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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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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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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理學院、社會科學院、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二：各學院修訂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提請核備。 

說明： 

一、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辦法」業經105年6月3日校務

會議及105年6月1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105年6月

29日同意備查。 

二、依據上述辦法，本校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修正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部分條

文及評分表，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理學院： 

1.遴選辦法第四條，將遴選作業分為兩階段進行，並明訂兩階段遴選成績所

佔積分比重。 

2.其餘文字修正。 

(二)社會科學院： 

1.遴選辦法第四條，依本校規定修正每年遴選推薦人數上限。 

2.遴選評分表第四條，修正重點包含依「社會科學院104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內容，修正教學成果計分公式，及參與遴選教

師須線上公開教學歷程檔案等規定。 

3.其餘文字修正。 

三、上述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如附件一~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如下：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第六條， 

     刪除「其他」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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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申請本辦法獎勵之教

師，除須符合校訂基本資格外，

並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

（含）以上之專任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 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

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

授課鐘點核計準則」規

定。 

三、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

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

達到所屬系所平均數

之 30%者（教師休假之

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

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

得予扣除） 

第二條  申請本辦法獎勵之教

師，除須符合校訂基本資格外，

並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

（含）以上之專任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 

二、 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

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

授課鐘點核計準則」規

定。 

三、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

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

達到所屬系所平均數

之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教師休假之學期數

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

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

除） 

為符合現況及更為

明確，故酌修文字。 

第三條  申請本辦法獎勵之教

師，應填具本校「理學院教學績

優教師遴選資料表」（如附件），

並檢附相關有利審查證明文件

及檔案(教師休假研究之學期，

所附資料得往前追溯列計)，經

系所核定向本院申請。 

第三條  申請本辦法獎勵之教

師，應填具本校「理學院教學績

優教師遴選評分表」（如附件），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檔案(教

師休假研究之學期，所附資料得

往前追溯列計)，經系所核定向

本院申請。 

配合遴選表件名稱

修訂文字。 

第四條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

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

組成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 本會置遴選委員九至

十一名，以院長、各系

(所)主管為當然委員，

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

由院長聘請本院一至

第四條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

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

組成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 本會置遴選委員九至

十一名，以院長、各系

(所)主管為當然委員，

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

由院長聘請本院一至

1. 第 1 款文字配合

上位法修訂。

2. 第 3 款依本院院

務會議委員討論

決議修訂遴選作

業分二階段進

行，進入決審名

單並兼顧各學科

性質差異性，決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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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名及其他學院（含通

識教育中心）三名曾獲

本校「傑出教學獎」、

「優良教學獎」、「教

學績優獎」之教師代表

組成之。 

二、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

三分之二（含）以上之

遴選委員出席始可開

會審議，當然委員如為

候選教師，則由院長另

聘教師擔任，其他遴選

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

理。 

三、 遴選作業分兩階段進

行： 

(一) 第一階段（初審階

段）採書面審查，由

遴選委員就申請教

師檢附之教學相關

資料甄選出至多十

二位教師，且為兼顧

學科性質差異，各系

至少 2名、獨立所至

少 1名，如無申請者

之系所，該學科名額

以從缺認定。 

(二) 第二階段（決審階

段）將邀請通過初審

之候選教師於會中

說明教學事蹟與教

學心得，並開放本院

其他教師進行教學

觀摩。 

二名及其他學院（含通

識教育中心）三名曾獲

本校「教學特聘教授

（教學傑出獎）」、「傑

出教學獎」、「優良教

學獎」之教師代表組成

之。 

二、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

三分之二（含）以上之

遴選委員出席始可開

會審議，當然委員如為

候選教師，則由院長另

聘教師擔任，其他遴選

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

理。 

三、 本會應邀請候選教師

於會中說明教學事蹟

與教學心得。 

審時則同時開放

本院教師教學觀

摩以相互學習，

增進教學策略與

技巧。 

第五條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

遴選依本辦法及教務

處與本院公告時程辦

第五條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

選依本辦法及教務處與本院公

告時程辦理，並參考教學成果、

明訂兩階段遴選成

績所佔積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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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理，並參考初審（佔

60%）及決審（佔

40%）兩階段之教學

成果、教學優勢及教

學心得分享等遴選標

準，以本院編制內專

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

為上限，進行遴選，同

時為兼顧不同學科性

質之差異，申請教師

經審議，其積分排名

位於所屬系所第一順

位者，列入優先排序

名單，並按分數高低

排序，其餘申請者再

依分數排序於後，完

成推薦後送教務處確

認。獲選名單之教師

得參加當年度教學傑

出獎教師之遴選。 

教學歷程檔案等遴選標準，以本

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十為上限，進行遴選，同時為兼

顧不同學科性質之差異，申請教

師經審議，其積分排名位於所屬

系所第一順位者，列入優先排序

名單，並按分數高低排序，其餘

申請者再依分數排序於後，完成

推薦後送教務處確認。獲選名單

之教師得參加當年度教學傑出

獎教師之遴選。 

   前項獲推薦至校者皆

獲頒本院教學績優教師獎，頒發

獎狀，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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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04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04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03 月 19 日 100 學年度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134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 101 學年度第 135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27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03月16日105 學年度第151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原則」與「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辦法」，特制訂理學院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本辦法獎勵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基本資格外，並須符合下列各項條

件：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 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 

三、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到所屬系所平均數之 30%  

者（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第三條 申請本辦法獎勵之教師，應填具本校「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資料表」

（如附件），並檢附相關有利審查證明文件及檔案(教師休假研究之學期，

所附資料得往前追溯列計)，經系所核定向本院申請。 

第四條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組成及作業程序如

下： 

一、 本會置遴選委員九至十一名，以院長、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由院長

擔任召集人，並由院長聘請本院一至二名及其他學院（含通識教育中心）

三名曾獲本校「傑出教學獎」、「優良教學獎」、「教學績優獎」之教師

代表組成之。 

二、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遴選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審議，

當然委員如為候選教師，則由院長另聘教師擔任，其他遴選委員不得委任

他人代理。 

三、 遴選作業分兩階段進行： 

(一) 第一階段（初審階段）採書面審查，由遴選委員就申請教師檢附之教學

相關資料甄選出至多十二位教師，且為兼顧學科性質差異，各系至少 2

名、獨立所至少 1名，如無申請者之系所，該學科名額以從缺認定。 

(二) 第二階段（決審階段）將邀請通過初審之候選教師於會中說明教學事

蹟與教學心得，並開放本院其他教師進行教學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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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辦法及教務處與本院公告時程辦理，並參考

初審（佔 60%）及決審（佔 40%）兩階段之教學成果、教學優勢及教學

心得分享等遴選標準，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上限，進行

遴選，同時為兼顧不同學科性質之差異，申請教師經審議，其積分排名位

於所屬系所第一順位者，列入優先排序名單，並按分數高低排序，其餘申

請者再依分數排序於後，完成推薦後送教務處確認。獲選名單之教師得參

加當年度教學傑出獎教師之遴選。 

前項獲推薦至校者皆獲頒本院教學績優教師獎，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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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資料表-1 

院：    系所（組）： 

職稱： 姓名：  

項 目 勾選 

本校教學成效基本資格 

（須符合右列條件之一） 

1.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

課程」獎勵狀。
□ 

2.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之「教學意見調查」滿

意度達 6分以上。
□ 

3.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

教師教學滿意度達 6分以上。
□ 

4.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或

教務處提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 

本校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 

（須符合右列條件之一） 

1.前一學年度教授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至少一門（合授教師

3人以下）或一學年合計 1學分以上。
□ 

2.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至少一門。 □ 

3.前一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 □ 

4.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或數位學習課程

認證。
□ 

5.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本院平均

數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

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 

學院基本資格 

（須符合右列全部條件） 

1.於本校任教滿 3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
□ 

2.申請時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

準則」規定。
□ 

3.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到所屬系

所平均數 30%者(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

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 

系所審核並核章： □符合資格 □不符合資格

項 目 委員評分 比重 加權後分數 

一、遴選資料書面審查 60％ 

二、教學事蹟與教學心得分享 40％ 

總    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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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資料表-2 

壹、 教學自述 

姓名 職稱 系所/組別 

一、 教學理念：

二、 教學方法、策略及準備：

三、 在教學專業成長上所做的努力：

四、 在教學上的未來成長目標： 

五、 教學績優及傑出事蹟： 

六、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ex.學生學習成果）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另紙繕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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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查參考資料 

註：以下資料乃綜合各方資料預備模式，簡列於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遴選委員對申請老師
的認識，請參酌，並得依個人需要自行檢附或增刪，以增強自身教學優勢論述。) 

一、教學成果

（一）教學年資 

本校教學年資（年） 外校教學年資（年） 小計（年） 

（二）教學參與 

1.授課時數及當量

    項目 

學期 

授課時數 教學當量 

實際時數 減免時數 

【原因】 

合計 類別（講授類、
必修實驗類、） 

當量值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2 

平均數 

2.教師二年內教學參與相關事蹟

學期 項目 

前二學年度-1 

前二學年度-2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2 

註：1.參與本校各級教學改革相關委員會、整合學程召集人 

2.擔任本校傳授教師、擔任本校教學領航教師等。

3.擔任各大專院校及政府機關舉辦之教學研習會/教學研討會主講人紀錄（請註明單位、時間及講題）

4.其他參與教學改革相關事蹟

（三）支援通識課程及教材編纂 

1.課程相關

(1)支援開課情形 

學期 
支援系所必修科目 支援通識課程科目 

支援非外文系之 

全英語授課科目 

科目名稱 修課人數 科目名稱 修課人數 科目名稱 修課人數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2 

(2)課程大綱上網及學生成績繳交情形 

學期 課程大綱是否於初選前完成上網 學生成績遲交（未交）紀錄（次數）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2 

註：表格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3)開設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或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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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課堂名稱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2 

2.三年內教材及教學計畫相關

年度 項目（計畫或專書等） 

註：1.執行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案（請註明年度、核定計畫名稱） 

2.執行卓越教學相關教學改進計畫案（請註明年度、核定計畫名稱）

3.編撰或編譯完成教學專書（請註明年度、專書名稱）

（四）教學成效 

1.教師前一學年度之教學意見調查滿意度資料

學期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有效問卷數 評量結果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2 

前一學年度-2 

前一學年度-2 

註：表格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2.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資料

學期 前一學年度-1 前一學年度-2 

評量結果 

3.教師二年內其他教學榮譽事蹟

年度 教學榮譽事蹟 

註：1.獲教育部或本校傑出教學獎、優良教學獎 

2.獲本校優良課程獎勵狀

3.獲本校教學研究獎勵

4.獲其他教學榮譽獎項

（五）近 3年學術倫理課程研習證明 

研習日期 研習主題 辦理單位 

註：依本校最新修訂之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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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 

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推薦及初審階段）： 

本院各單位應依校、院公告時

程，檢具所屬推薦教師有利審

查之相關資料且至多推薦二

位；被推薦教師應填具本院「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分表」及有

利審查資料，並由所屬各單位

協助初審作業。 

二、第二階段（決審階段）： 

（一）委員會審查時依據申請者之

教學成果（50％）、教學歷程

檔案（25％）、教學錄播（15

％）及其他教學事蹟與心得

（10％）等 4 項評比；俾利

審查作業，委員會得邀請候

選人列席說明教學事蹟與心

得。二、第二階段（決審階

段）： 

（二）本院每年遴選『教學績優教

師』推薦名單並排序後送教

務處（推薦名額以本院編制

內專任教師人數 10％為上

限），由「本校教學績優教師

審查委員會」完成遴選後公

告。 

（三）委員會得推薦前款獲推薦之

教師參加「教學傑出獎」之遴

選，獲獎教師具教授資格者，

由學校聘為特聘教授（教學

類），未具教授資格者，聘為

傑出教師（教學類）。 

（四）第二款獲推薦教師若未獲本

校教學類『特聘教授或傑出

第四條  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推薦及初審階段）： 

本院各單位應依校、院公告時

程，檢具所屬推薦教師有利審

查之相關資料且至多推薦二

位；被推薦教師應填具本院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分表」

及有利審查資料，並由所屬各

單位協助初審作業。 

二、第二階段（決審階段）： 

（一）委員會審查時依據申請者

之教學成果（50％）、教學

歷程檔案（25％）、教學錄

播（15％）及其他教學事蹟

與心得（10％）等 4項評比；

俾利審查作業，委員會得邀

請候選人列席說明教學事

蹟與心得。二、第二階段（決

審階段）： 

（二）本院每年甄選『教學績優教

師』候選人至多 7名，完成

遴選排序送教務處（推薦名

額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

人數 10％為上限），由全校

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完成

遴選後公告。 

（三）本院得推薦當年度『教學績

優教師』參加全校教學傑出

獎教師之遴選，獲獎教師具

教授資格者，由學校聘為

（教學類）特聘教授，未具

教授資格者，聘為（教學類）

傑出教師。 

（四）上揭候選人若未獲本校教

1.依本校「延

攬及留住大

專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實

施辦法」規

定之推薦人

數上限訂

定。

2.文字修訂。

3.文字修訂。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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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教學績優教師』等

獎項，將依遴選排序另頒3名

本院「教學優良」獎項，頒發

獎狀一紙及補助新台幣二萬

元﹝由本院高階公共政策碩

士學程在職專班 EMPP 學術

基金支應﹞，補助金額需用

於教學研究業務材料、設備

等相關費用；補助金每人三

年內以領取一次為限。 

學類『特聘教授或傑出教

師』及『教學績優』等二獎

項，將依遴選排序另頒 3名

本院「教學優良」獎項，補

助金新台幣二萬元﹝由本

院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

在職專班 EMPP 學術基金

支應﹞及獎牌一座，補助金

額需用於教學研究業務材

料、設備等相關費用；補助

金每人三年內以領取一次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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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 
100.04.19 本院 99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0.04.21 本校 99 學年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1.03.01 本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3.19 本校第 13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2.03.12 本院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3.18 本校第 135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3.03.04 本院 102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3.20 本校第 139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6.03.02 本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 本校105學年度第151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二條 本院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實施辦法」第 45條規定，特訂定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申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學成效基本資格與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外，

尚須符合本院下列三項條件： 

一、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 

二、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

規定。 

三、講授類之 3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全院平均數 40％（獨立所達全院平

均數 30％）者（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

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第四條 本院組成「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查，由院

長擔任召集人，副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並聘請校內、外教

學方面傑出之學者專家至少 3人等共同組成之；前述學者專家之聘請

資格、人數及會議之召開等事項規定，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當然委員如為當年度「教學績優獎」候選人，且委員人數不足法定人

數時，由院長另遴派委員補聘之。 

第五條 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推薦及初審階段）： 

本院各單位應依校、院公告時程，檢具所屬推薦教師有利審查之相關

資料且至多推薦二位；被推薦教師應填具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

選評分表」及有利審查資料，並由所屬各單位協助初審作業。 

二、第二階段（決審階段）： 

（一）委員會審查時依據申請者之教學成果（50％）、教學歷程檔案

（25％）、教學錄播（15％）及其他教學事蹟與心得（10％）等 4

項評比；俾利審查作業，委員會得邀請候選人列席說明教學事蹟

與心得。 

（二）本院每年遴選『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名單並排序後送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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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名額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10％為上限），由「本校

教學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完成遴選後公告。 

（三）委員會得推薦前款獲推薦之教師參加「教學傑出獎」之遴選，

獲獎教師具教授資格者，由學校聘為特聘教授（教學類），未具教

授資格者，聘為傑出教師（教學類）。 

（四）第二款獲推薦教師若未獲本校教學類『特聘教授或傑出教師』

及『教學績優教師』等獎項，將依遴選排序另頒 3名本院「教學

優良」獎項，頒發獎狀一紙及補助新台幣二萬元﹝由本院高階公

共政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EMPP學術基金支應﹞，補助金額需用

於教學研究業務材料、設備等相關費用；補助金每人三年內以領

取一次為限。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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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分表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貳、遴選標準 

一、教學成果（50%） 

（一）教學參與（最多 40分）

（略） 

（二）支援通識及外系所課程、

教學改進計畫、教材編

纂、評鑑（最多 30分） 

1.二學年內開設通識課程

（含跨院選修），每學期

每門 2分；全外語教學課

程，每學期每門 1分；專

業校外服務課程，每學期

每門 1 分；累計最多 15

分（合授課程計算方式=

得分數/授課教師人數）

（期間：102.2~104.1）

   2.二學年內支援外系所講授

類課程，每學期每門 1分

（每一門課與前一項目

擇一計分，取其成績高

者，不得重複計分；合授

課程計算方式=得分數 /

授課教師人數）（期間：

102.2~104.1） 

   3.~6.（略） 

貳、遴選標準 

一、教學成果（50%） 

（一）教學參與（最多 40分）

（略） 

（二）支援通識及外系所課程、

教學改進計畫、教材編

纂、評鑑（最多 30分） 

1.二學年內開設通識課程

（含跨院選修），每學期

每門 2分；全外語教學課

程，每學期每門 1分；專

業校外服務課程，每學期

每門 1 分；累計最多 15

分（合授課程計算方式=

得分數/教師人數）（期

間：102.2~104.1）

   2.二學年內支援外系所講授

類課程，每學期每門加 1

分，合授者每門加 0.5分

（每一門課與前一項目

擇一計分，取其成績高

者，不得重複計分）（期

間：102.2~104.1） 

   3.~6.（略） 

依據本院 104學

年度教學績優教

師遴選委員會會

議決議修正。 

二、教學歷程檔案（25%） 

   2.教師遴選期間本人同意教

學歷程檔案資料公開之

簽署，簽名：  

二、教學歷程檔案（25%） 

2.教師遴選期間本人□同意

□不同意教學歷程檔案資

料公開之簽署，簽名： 

依本校「教學傑

出獎」遴選評分

表，參與教學歷

程檔案之教師應

公開其教學歷程

檔案供委員評

分，且獲獎期間

不得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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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分表 

106.03.02 本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本校105學年度第151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申請人： 系    所： 

職  級： 到校年月： 年     月 

壹、基本必備要件： 

項 目 勾選 

教學成效基

本資格（須

符合右列條

件之一） 

1.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

程」獎勵狀。

2.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之「教學意見調查」滿意度

達 6分以上。

3.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

教學滿意度達 6分以上。

4.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或教務

處提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 

□ 

□ 

□ 

授課及服務

基本資格

（須符合右

列條件之

一） 

1.前一學年度教授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至少一門（合授教師 3人

以下）或一學年合計 1學分以上。

2.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至少一門。

3.前一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

4.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或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5.講授類之 3年平均教學當量達本院平均數以上。授課當量之

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

時數得予扣除。

□ 

□ 

□ 

□ 

□ 

學院基本資

格（須符合

右列全部條

件） 

1.於本校任教滿 3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或講師。

2.申請時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

規定。

3.講授類之 3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全院平均數 40%（獨立所達全院

平均數 30%）者（授課當量的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

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 

□ 

□ 

其他 

（須符合） 

依本校「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規定，檢具近 3年內參加學

術倫理課程講習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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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單位主管推薦評語（申請人若為系所主管則由院長撰寫）： 

 所屬單位主管： 

月 日 

70



參、遴選標準： 

一、教學成果【50％】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自評 
系所 

初審 

委員會

決審 

（一）教學參與（最多 40分） 

1. 三學年內之平均授課時數除以應授課時數＿＿×20（依規

定減授時數應加回），最高20分    （期間：101-2~104-1）

2.三學年內每學期平均授課當量平均數值 50%-70%為 1

分，71%-85%為 1.5分，86%-100%為 2分

（期間：101-2~104-1） 

3.二學年內參加校及院教師教學研習會，每次 0.5分，最多

5分 （期間：102-2~104-1） 

4.二學年內擔任校或院傳授教師，每學年 1 分，最多 3分

（期間：102-2~104-1） 

5.二學年內擔任校教學領航教師，每學年 1 分，最多 3分

（期間：102-2~104-1） 

6.二學年內參與本校教學改革等相關委員會（如：教學意見

調查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整合學程委員會、教務會議、

卓越教學小組會議等），每學年每一委員會 0.5分，最多 3

分；擔任整合學程召集人，每學期每學程 1分

（期間：102-2~104-1） 

7.二學年內擔任政府機關及大專院校舉辦之教學研習會/教

學研討會主講人紀錄，每次 1分，其他參與教學改革相關

事蹟每件 0.5分，最多 5分，（請附證明文件，註明單

位、時間及講題）             （期間：102-2~104-1）

（二）支援通識及外系所課程、教學改進計畫、教材編纂、評鑑（最多 30分） 

1.二學年內開設通識課程（含跨院選修），每學期每門 2

分；全外語教學課程，每學期每門 1分；專業校外服務課

程，每學期每門 1分；累計最多 15分（合授課程計算方

式=得分數/授課教師人數）     （期間：102-2~104-1）

2.二學年內支援外系所講授類課程，每學期每門 1分（每一

門課與前一項目擇一計分，取其成績高者，不得重複計

分；合授課程計算方式=得分數/授課教師人數）

（期間：102-2~104-1） 

3.二學年未有遲（未）繳成績者，每一學期 1分；未修改成

績者，每一學期 1分           （期間：102-2~104-1）

4.二學年課程大綱依規定時程（初選前）上網，每一學期 1

分                           （期間：102-2~104-1）

5.開設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或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每門課程加 3分               （期間：103-2~104-1）

6.三年內執行教育部或卓越教學相關教學改進計畫或創新教

學計畫或進行教材編撰、編譯教學專書等，每案 2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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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自評 
系所 

初審 

委員會

決審 

多 8分（請附證明文件，註明年度、核定計畫名稱或專書

名稱）                （期間：102、103、104年度） 

（三）教學成效（最多 30分） 

1.三學年內「教學意見調查滿意度」每學期任教科目之平均

數 6.5 分以上為 2分；6分以上為 1分

（期間：101-2~104-1） 

2.三學年內「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每學年之平均數

6.5分以上為 2分；6分以上為 1分

（期間：101-2~104-1） 

3.三學年內獲本校優良課程獎勵狀，每門 1 分，最多 5分

（期間：101-2~104-1） 

4.三學年內指導學生專題/表演/寫作等，獲國際比賽前三名

，每次 2分，最多 6分；獲國內全國比賽前三名，每次 1

分，最多 3分（請附證明文件） （期間：101-2~104-1）

5.三年內指導學生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獲得核定通

過，每次 2分最多 6分（請附證明文件）

（期間：102、103、104年度） 

6.三學年內其他教學榮譽事蹟（如教育部或本校傑出教學

獎、優良教學獎等），最多 10分（請附證明文件）

（期間：101-2~104-1） 

小計（總分最高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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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歷程檔案：【25％】 

1.網址：

2.教師遴選期間本人同意教學歷程檔案資料公開之簽署，簽名：

3.委員審查以教師教學歷程檔案公開資料為主（除教學意見調查及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

結果資料外），教師獲獎期間不得關閉。

項  目 評    量    標    準 
委  員  會  審   查 

傑出 10 優良 8 普通 6 尚可 4 

完整性 

（20％） 

教學歷程檔案建置完整 

所提供資料足以據此判斷教學品質 

一致性 

（20％） 

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策略與方

法具一致性 

所提供之教學大綱、測驗考卷、投影

片、教材等資料，能夠支持教學理念

與教學目標 

可信度與可

靠性（20

％） 

教學歷程檔案中匯聚之證據完善、有

具體細節，而非僅僅是片面之詞或抽

象籠統說明 

教學歷程檔案中包括來自於學生、同

儕、教學評量等來源的證據，而且與

個人自我評估一致 

反思與改進 

（20％） 

在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目標與

策略、自我成效評估上，顯現出深入

周詳的考量與反思 

在教學上的反思能反映在教學的改進

努力與具體改善成效之上 

教學表現 

（20％）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於教學上有

優秀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於教學上具

創新性、實驗性、或其他傑出特色 

總評 

小計（總分最高 100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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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錄播【15％】 

（一）本次參加遴選提供之錄播課程 

錄製課程名稱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修課學生人數 

評量項目 

項目 評量標準 

教學方法

（40%） 

於課程需要強調或關注之處，會變更聲調或節奏來

加以強調 

對於新出現的術語或概念會加以定義與說明 

對於複雜的資訊，會詳細說明或重覆加以解釋 

會舉例來說明課程內容 

教師應用之教學方法，適合該課程屬性 

師生互動

（40%） 

教師沒有使學生分心之作為 

教師眼神與學生保持交會 

會暫時停頓以讓學生提問 

上課步調允許學生及時做筆記 

對於重要概念，會明確提醒學生加以注意 

委員評量分數

（最高 80分） 

（二）過去已完成之開放式課程紀錄 

課程名稱 
錄製

週數 

是否提供於

本校開放式

課程網 

該課程提供於

其他開放式網

站之網址 

若非完整 18週教

學內容，未來是否

繼續完成 

□是

□否

□是（請續填下表） 

□否

委員評量分數 

（最高 20分） 

（三）獲選本學期教學傑出或教學績優教師後，擬規劃錄製之開放式課程 

課程名稱 學期 週數 錄製人力需求 經費需求 

□教發中心支援

□數位 TA支援

□自行錄製

□是（有關經費補助標準，

教務處將另案公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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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教學事蹟與心得【10％】 

三年內（99.1~101.2）之教學意見調查之文字意見及教學態度學生意見調查（必備）、教學榮

譽事項、教學準備與教材制作、教學熱忱、教學理念及方法等做說明，支援校院系所之教學

貢獻『教學成果項目二、三以外之相關貢獻』、學生輔導與進修研習、師生互動、指導碩博生

研究成果….等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委員審查意見 

委員評量分數 

（最高 100分） 

肆、遴選總分： 

項 目 原始分數 比重 小    計 

一、教學成果 50％ 

二、教學歷程檔案 25％ 

三、教學錄播 15％ 

四、其他教學事蹟與心得 10％ 

總 計 

伍、遴選結果： 

總分排序：排序第 名 

社科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 

召集人：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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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三：本校105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通過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修訂案。（附件一）    

二、 通過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

及「通識教育『大學之道』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訂案。（附件二）

三、 通過本校海洋科學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其所屬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部分條文修訂案。（附件三）

四、 通過本校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等 4個系所修訂課程結構圖。（附

件四） 

五、 通過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本案各系所

提報新増課程，共計 11 科。（附件五） 

六、 通過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企業管理學系提報課程異動，共計 1

科。（附件六） 

決議： 修正社會系新增課程名稱為「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倂修課程結構
       圖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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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

程作業原則： 

… 

5.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

結構，原則上應依審定之

必、選修課程開課，如因故

（如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

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

附擬修訂之課程結構圖及

新增設課程大綱，提報系

（所）級課程委員會及系

務會議通過，並完成三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始得新

增。系所提報課程結構新

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

研究計畫等因素外，大學

部及研究所(含碩、博、碩

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3

科為限，惟新進教師2年內

之課程不在此限，超過前

述科目數上限者，課程結

構需再送外審後，始得提

課程委員會審議。 

配合國外傑出教師短期教

學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

課程結構，逕提課程新增。 

各學院（中心）、系所（組）

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短期

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外，

需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始可開設。 

七、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

程作業原則： 

… 

5.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

結構，原則上應依審定之

必、選修課程開課，如因故

（如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

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

附擬修訂之課程結構圖及

新增設課程大綱，提報系

（所）級課程委員會及系

務會議通過，並完成三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始得新

增。系所提報課程結構新

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

研究計畫等因素外，大學

部及研究所(含碩、博、碩

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3

科為限，超過前述科目數

上限者，課程結構需再送

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員

會審議。 

配合國外傑出教師短期教

學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

課程結構，逕提課程新增。 

1. 本校現行規定除因配

合教育部計畫等因素

外，大學部及研究所

（含碩、博、碩專）每

學期至多各以 3 科為

限，超過前述科目上

限者，課程結構需再

送外審後，始得提課

程委員會審議。惟部

分系所考量新進教師

專長與原訂課程規劃

有其差異，為保障課

程內容品質及增加課

程規劃彈性，爰擬增

列「惟新進教師 2 年

內之課程，不在此

限」。

2. 依據 98學年度第 1次

校課程委員會附帶決

議辦理（如附件三）。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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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課程開課及選課相關原則： 

… 

5. 配合英語教育之推動，

各學院每學期至少應推薦

七門以上英語授課課程，

同系所同一課程開授二班

以上時，其中一班請儘量

採行英語授課。招收外國

學生之系所(中國文學系除

外)，每學期至少開設 1 門

全英語課程為原則，而外

國學生人數達 3 人以上，

每學期至少開設 2 門全英

語課程為原則。 

十、課程開課及選課相關原則： 

… 

5. 配合英語教育之推動，

各學院每學期至少應推薦

七門以上英語授課課程，

同系所同一課程開授二班

以上時，其中一班請儘量

採行英語授課。 

依據國際事務處提學術

協調會會議附帶決議辦

理，爰修正招收外國學生

系所(中國文學系除外)配

合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

（如附件四）。 

78



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97.06.19 第 11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11 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14 第 12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15 第 12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1 第 12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4 第 13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8 第 14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6 第 14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 第 14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0.00 第 00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建立本校課程開設及異動之審查制度，強化各系所課程架構與內

容，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校課程教育架構區分為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兩大

類；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依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統籌

規劃；專業課程由各系所依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系所教育目

標及學生專業能力指標自行規劃。 

各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能力依校、院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與系所

特質自訂，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各課程應依類別不同，分別提交系(所)、院(中心)課程委員會研議，

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方得開課。 

三、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議案，應有校課程委員代表之院委員出席，該

議案始能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四、 校課程委員會對新增設或更改之課程，基於全面性考量，若有不合適

之課程，得議決刪除、修正或保留，並就課程相關爭議事項作成裁決

後，提教務會議核備。 

五、 除通識教育課程或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可之科目外，各系所課程依

本校學則規定，一學期上課 18 週，正課每週上課 1 小時為 1 學分，

實習或實驗課程每週上課 2 小時或 3 小時核計 1 學分為原則。

六、 本校研究生、學士班延修生及自費選讀生，修習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

同課程時，比照校際選課、暑期班繳費方式，依學生或選修課程所屬

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繳交之學分數以修習課程時數計

算之）。通識教育各類課程，依文學院學分費收費標準繳交。 

七、 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程作業原則： 

1. 系所應定期（至少每 5 年）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惟新成立系所第 1

次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以 3 年為原則，以通盤檢討系所教育目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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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專業能力指標及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與課程結構之合宜性

及關聯性，並檢視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之一致性為目標。 

通識教育中心各組規劃之通識教育課程，為通盤檢討其是否能培育

學生達成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應比照系所課程結構定期辦理外

審。 

2. 課程結構外審應聘請 5 位以上之校外專家學者（含 1 位以上之業界

代表），就系所各學制之必、選修課程結構與系所教育目標、發展方

向與願景、期待學生達到各項能力指標等方面進行審查。

3. 系所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所衍生之新增課程，可於審定後一次送系

級、院級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完成程序。

4. 依外審委員意見需增列新課者，可填具外審意見回覆說明及檢附相

關資料，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欲新增課程逕納入原

課程結構內。

5. 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結構，原則上應依審定之必、選修課程開課，

如因故（如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附擬修

訂之課程結構圖及新增設課程大綱，提報系（所）級課程委員會及

系務會議通過，並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始得新增。系所提報

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因素外，大學部及

研究所(含碩、博、碩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 科為限，惟新進教師

2 年內之課程不在此限，超過前述科目數上限者，課程結構需再送

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配合國外傑出教師短期教學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課程結構，逕提

課程新增。

各學院（中心）、系所（組）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

殊情況外，需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設。

6. 院(中心)系所送交新增課程資料表前，應先查核所填任課教師是否為

本校已聘任或擬新聘教師，並檢附院(中心)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7. 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之課程，重新開課時，須送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

8. 同一系所學士班與研究所碩、博士班課程名稱，應有區隔，不宜相

同。

9. 系所專業課程以 3 學分為原則，如需開設 0 學分或 3 學分以上、或

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同之課程，任課教師應檢附書面說明，一併提

送課程委員會討論。

10. 正規學制開設過之課程，擬於在職專班新增開設者，毋需辦理新增

設課程提報；但在職專班開設過之課程擬在正規學制學士班或碩博

士班開設者，需重新提報。

11. 「新增設課程資料表」內【主要教科書／參考書目】須按作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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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出版社、出版地次序繕打，書名下以橫線或斜體字標示。各欄

填列方式應一致，不得留空白。 

12. 各課程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同，分為講授、研討、實習、實驗、

音樂、展演、體育、演講/參訪、服務學習及獨立研究十類。

除「講授」外，其他類別課程名稱與授課方式對應如下：

課程名稱 英文對照名稱 
授課類別 

（主要授課方式） 

XXX 講座、XXX 專題講座 Special Lectures on XXX 

演講 
XXX 專題演講 

Colloquium on XXX 
Seminar in XXX 

XXX 書報討論 
Paper Readings in XXX 
Seminar in XXX 

研討 

XXX 個案研討 Case Studies in XXX 

XXX 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議題研討 Special Topics in XXX 

XXX 專題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討論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獨立研究 XXX 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實驗（習） 
XXX Practice 
Laboratory—校內 

實驗（習） XXX 實務 Field Project in XXX－校外 

XXX 專案 XXX Project 

八、 課程異動審查作業原則： 

1. 已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課程，如需異動（如修改科目名稱、

停開、調整學分數或開設年級等），經系／所課程委員會、院／中心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即可；但科目名稱異動後明顯不同者，仍應提

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各課程資料異動，不得追溯承認已開設之課

程。

2. 「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授課方式修改為「研討」類：

(1) 依課表排定時間固定授課，有明確完整之教學大綱（含教學目

標、課程內容、上課進度、教科書及參考書目等），且有學生口

頭報告及教師講授評論等實質上課之情形，得以課程異動方式

提報。 

(2) 課程名稱應修改為「xxx 專題研討」，並於課程資料異動表之「修

改說明」欄，填明課程內容、課程大綱及參考書目，提報各級課

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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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授課方式修改為非專題類課程，如「講

授」類，須依課程性質內容修改課程名稱，並以「新增設課程」方

式辦理審議。

4. 科目新增或異動，應以本系（所、中心）相關之實用科目為原則，

與本系（所、中心）性質是否相關由各系（所、中心）主管予以認

定，但應有整體之規劃，宜避免動輒變更。

九、 必修科目作業原則： 

1. 「新」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必修科目表及最低畢業學分數等修課規

定，應於學生入學前三個月，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但如與前

一學年度入學學生相同，免再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 各系所學士班必修課程學分（含通識教育科目及專業科目）比重以

不超過 70%為原則。（此通識教育科目係指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之

課程）

3. 各系所各必修課程需依各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所訂之年級開課，以

乙次為限；各選修課程之開設，每班在校期間亦以乙次為限。

4. 學年度之必修科目表內科目與相關規定，應於學生入學前修訂完

成，為維護學生權益，不得於入學後再行修改或增刪。

5. 因故需調整開課年級或學期時，應敘明理由，經適用該入學年度必

修科目表學生簽名，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核定後備案。但不得因

配合教師個人授課規劃而進行修正。

6. 已通過但尚未開設之必修課程，科目名稱之修改，應述明理由，經

系所、院課程委員會認定「課程內容確實未涉及實質變動」後，送

校課程委員會備案。

十、 課程開課及選課相關原則： 

1. 各學系各班每學期開設課程學分數，以學士班各年級學生應修學分

數下限為原則。

2. 各學系應規畫「名師領航」課程，依照教師專業特色，聘請校內或

校外學有專精的名師，擔任大一學生引導課程的授課教師。

3. 各學院得依其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指標之需求統籌規劃學院共

通之必要課程如專業倫理課程（或講座）等，遴聘校內外專家學者

授課。

4. 各學院（系、所）開設課程時，所屬專任教師「實際授課總時數」

與「各職級基本應授總時數」之比值（排課比）以１：１為原則。

5. 配合英語教育之推動，各學院每學期至少應推薦七門以上英語授課

課程，同系所同一課程開授二班以上時，其中一班請儘量採行英語

授課。招收外國學生之系所(中國文學系除外)，每學期至少開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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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全英語課程為原則，而外國學生人數達 3 人以上，每學期至少開

設 2 門全英語課程為原則。  

6. 碩、博士班課程得不分年級開設。課程選課限修條件不得加註「須

經授課教師同意」之字句。

7. 各系所教師每人每學期開設「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時數上限，

由各系所訂定之。

8. 碩士班研究生選修本系大學部四年級專業科目，該課程經系所認定

為碩士班程度，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准者，可計入碩士班最低

畢業學分內，並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但學士班學生選修該類課程，

雖入學該系碩士班、博士班，仍不得辦理抵免為碩士班、博士班畢

業學分。

9. 大學部必修三學分課程，以不連續排課為原則，若因課程需求，經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者，不在此限。

十一、 併班開課與上課原則： 

1. 各學院院內系所開設科目名稱、上課時間、授課教師及學分數相同

之課程，應合併開課，以減少開課數。

2. 科目名稱、授課教授及學分數相同，但上課時間不同之課程，選課

後，如擬調整為相同時間併班上課，應經全體修課學生簽字同意始

可辦理。

3. 上課時間、授課教師及學分數相同，但科目名稱不同之課程如需併

班上課，除碩博士班之書報討論、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外，請

任課教師敘明理由，於學期開始上課前，提經系所、院(中心) 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可併班。

4. 學士班課程不得與博士班課程併班上課；學士班一、二年級課程不

得與碩士班併班上課；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課程不得與其他學制課

程併班上課；碩士在職進修專班課程不得與學士班、博士班課程併

班上課。

5. 專班與一般學制併班之課程，專班學生計入開班有效人數部份，不

得再支領專班課業輔導津貼。

十二、 課程人數相關原則： 

1. 學士班課程限修人數以 50 人為原則，如需因儀器設備或實務演練等

原因調降限修人數，或因課程性質需分班或調降開班人數時，應敘

明理由，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由系所主管列席校課程

委員會說明經審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備案後，方得實施。

2. 各系所課程開班人數依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在職專班以外學制課

程，修課人數不足如確有續開必要者亦得開班，但專任教師不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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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超支鐘點費；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需由開課單位自行籌措支付。 

3.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每學期依實際授課時數支給。開設之課程，

如未達開班人數，應於加退選截止後即停開，其停開前已實際授課

之鐘點費仍予支付。 

4. 各課程限修人數應依上課教室容量適當訂定。當學期總修課人數超

過 70 人擬分班授課時，得於加退選結束一週內簽請教務長同意後分

班授課。 

十三、 遠距教學相關規定： 

1.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

媒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且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

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

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2.本校教師擬新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或曾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擬修訂教

學內容之課程，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提報課程教學計畫，經系（所）、

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始得開授。

教師應將課程公告於網路，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3.前述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適合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

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4.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應將教學大綱、課程教材、師生互動、學

習評量及作業報告等資料作成紀錄檔案，至少保存五年，供日後教

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 

5.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及其教學成效應定期評鑑，其評鑑規定另定之。依

前揭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 

6.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應於具備教學實施、紀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

援學習功能之學習管理系統為之。 

  若為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教師應將教材置於學習管理系統平台，開

闢網路討論區，提供電子郵件帳號及其他聯絡管道，供修課學生進

行教學上之雙向溝通。 

若為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教師應使用學習管理系統平台，完備課

程內容、教學進度，並進行學習評量、師生交流等，俾供系統完整

記錄師生全程上課、互動、繳交作業、學習評量及勤怠情形。 

 

十四、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相關規定： 

1. 本校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係指每學期由開課單位開設之教

學實習課程或研究實習課程。教學實習課程提供教學助理修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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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教學助理如何進行課程準備、班級經營、教學策略、師生溝通與

人際互動等。研究實習課程提供研究助理修讀，指導研究助理如何

進行論文撰寫、實驗研究、研究調查與研究計畫學習等。 

2. 本校教師開設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者，應於課程大綱或相

關指導學生學習計畫中明定兼任助理之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

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 

3.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內涵應包括實際授課時數及教學實習

活動。若開設 1 學分（含）以上之課程，實際授課時數應符合第五

條之規定。若開設零學分之課程，實際授課時數由開課單位自訂。

學生需於該課程安排之教學場域進行教學實習活動，實習時數由開

課單位自訂。 

4.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成績評量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

辦理，並得採取「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5.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依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實施細則」之

規定辦理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惟若開設零學分之課程，由授課教師

決定是否調查。 

 

十五、教務處應擬定新學期各項課程新增/異動之作業時程。各學院（中心）

「新增設課程」及「課程異動」等資料，應於規定期限內送教務處

彙整。提校課程委員會之「臨時動議」案，如受會議時間限制無法

進行討論時，將不予審查。 

十六、本規範經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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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系所教育目標、發
展方向及學生核心能力

指標

系級課程委員會
訂定課程結構圖

外審委員5位以上
(含1位以上業界代

表)
審查

院級課程委員會

校級課程委員會

課程結構以外新增課程
(含教育部研究計畫及國
外傑出教師之新增課程)
檢附修訂之課程結構圖及

新增課程大綱

系務會議

通
過

不
通
過

依
委
員
意
見
新
增

或
改
善
課
程
結
構

改善課程結構後

(至少每3年)

定期結構外審

《課程審查作業流程》

《專業實踐課程作業流程》

■ 1~2學分/1學分必須服務滿18小時

■ 2~3年級以修習1次為限

系課程委員會

通識中心課委會

校課程委員會

就課程規劃
表示意見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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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修正草案) 
104.12.17 本校第14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9 本中心105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03.06 本校105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適用105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 

學分選修規定與說明： 

1. 語文課程：必修共 8 學分，含「大學國語文」4 學分、「英語文」4 學分；另設「英語文能力認證」。

（詳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

2. 跨院選修：必修共 6 學分，必須選修所屬學院以外並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可之專業（基礎）課程，原

則上於低年級（大一、大二）進行跨院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跨

院選修之課程可納入相關整合學程之學分，滿足整合學程相關規定，可取得學程證書。

3.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個向度，必修 12～13 學分，至少選修 4 個向度（理、工、海選修第五、六向

度至多共 6 學分；文、管、社選修第五、六向度至少各 2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選修一

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至多選修 15 學分，超過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2)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包括：（1）「大學之道」必修（0 學分），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

通識教育中心所認可之 6 場活動為原則，成績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2）「服務學習」必修

（1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應於大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則），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

學分；（3）「應用性課程」選修（至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程），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

業學分。 

4. 運動與健康：
(1) 必修共 4 學分，大一、大二修習，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該 4 學分內，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

能」及「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各 1 學分。 

(2) 以運動績優管道入學之學生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能」、「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各 1 學分、
「運動與健康：初級集訓班」二學期共 2 學分及「運動與健康：進階集訓班」二學期共 4 學分。 

預計 95學年度實施 

【向度六】 
自然環境、 
生態及其永續 

通識教育 
以建構跨領域基礎知識及 

培養濟人濟物之博雅涵養為目標 

語文課程 

（8 學分） 

跨院選修 

（6 學分） 

體驗性課程 

（1~2 學分）* 

運動與健康** 

（4 學分） 

英
語
文
能
力
認
證 

大
學
之
道
（
必
修
） 

應
用
性
課
程
（
選
修
） 

**

服
務
學
習
（
必
修
） 

運
動
與
健
康
（
必
修
） 

【向度一】 
美學（感） 
與文化詮釋 

【向度二】 
道德哲學與 
生命教育 

【向度三】 
公民與 
全球視野 

【向度四】 

科技與社會 

【向度五】 
物質與 

生命世界本質 

英
語
文

(4) 

大
學
國
語
文 

(4) (0) (1) (至多 1) (4) 

博雅課程 

（12~13 學分）* 

運
動
與
健
康
進
階
課
程
（
選
修
） 

(不計入最低

畢業學分)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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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修之運動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分不計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但所修成績仍併入當學期
平均成績內計算。 

**備註： 

1.運動與健康課程中，「初級游泳」、「初級競技游泳」、「初級潛水」、「進階潛水」、「初級帆船」及「進階帆
船」係屬水域類課程，在授課教師之指導下應無危害性命之疑慮；然而，倘若學生未遵守上課規範而貿然
行事，可能有其潛在危險性，建議修讀此類水域課程前，應確認有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或其他旅遊平安
保險，或逕洽助理諮詢投保事宜；上課時需注意自身安全，防範意外發生。

2.服務學習課程需至教室外亦或校外進行服務學習，因(1)學生往來服務機構之交通安全；(2)學生進行服務
期間之工作安全(ex:水中活動、登山活動、國外服務等)，為具潛在危險性課程，建議修課學生外出服務學
習時，應確認有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或其他旅遊平安保險，另送件赴校外活動申請書以加強學生保險，
並注意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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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 

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6.03.06 本校105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同原條文）。 

（一）（同原條文）。 

（二）（同原條文）。 

（三）（同原條文）。 

1.（同原條文）。 

2.（同原條文）。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課
程」、「跨院選修」、「博雅課
程」、「體驗性課程」及「運動
與健康」等課程，分述如下： 

（一）語文課程：必修共 8 學
分。（詳見「國立中山大
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
培育辦法」） 

1.大學國語文：必修 4學
分。

2.英語文：必修 4學分。 

3.英語文能力認證。

（二）跨院選修：必修共 6 學
分，必須選修所屬學院以
外並經通識教育中心認
可之專業（基礎）課程，
原則上於低年級（大一、
大二）進行跨院選修，每
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
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跨院選修之課程可納
入相關整合學程之學
分，滿足整合學程相關規
定，可取得學程證書。（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
育跨院選修實施要點」） 

（三）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
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博雅課程分成六大向
度，包括向度一：美學
（感）與文化詮釋、向
度二：道德哲學與生命
教育、向度三：公民與
全球視野、向度四：科
技與社會、向度五：物
質與生命世界本質、向
度六：自然環境、生態
及其永續。

2.博雅課程必修 12～13

學分，至少選修 4個向
度（理、工、海選修第
五、六向度至多共 6學
分；文、管、社選修第
五、六向度至少各 2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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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體驗性課程：1～2 學
分，包括：（1）「大學
之道」必修（0 學分），
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
三)參加通識教育中心
所認可之6場活動為原
則，成績以通過/不通
過（P/F）計分（詳見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
教育『大學之道』實施
要點」）；（2）「服務學
習」必修（1 學分，限
大二以上選修，應於大
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
則），超修之學分數不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詳見「國立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服務學習實
施要點」）；（3）「應用
性課程」選修（至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
程），超修之學分數不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四）（同原條文）。 

分），限大二以上選
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
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
選第 2門，至多選修 15

學分，超過之學分數不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3.體驗性課程：1～2 學
分，包括：（1）「大學
之道」必修（0 學分），
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
三)參加通識教育中心
所認可之8場活動為原
則，成績以通過/不通
過（P/F）計分（詳見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
教育『大學之道』實施
要點」）；（2）「服務學
習」必修（1 學分，限
大二以上選修，應於大
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
則），超修之學分數不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詳見「國立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服務學習實
施要點」）；（3）「應用
性課程」選修（至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
程），超修之學分數不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四）運動與健康：必修共 4

學分，大一、大二修習，
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詳見「國立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
康課程選課要點」）。選
修之運動與健康課程，
其所修學分不計入各學
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但所修成績仍併入當學
期平均成績內計算。 

配合學校五學

年學碩士學位

及七學年學碩

博學位政策，

鼓勵本校學士

班優秀學生繼

續就讀本校相

關系所碩博

班，並達成縮

短修業年限之

目的，將 8 場

修訂為 6 場，

學生平均 1 學

期參與 1 場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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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修正草案) 

（105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104.12.17本校第14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9本中心105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03.06 本校105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第一條  為辦理學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相關事宜，特訂定「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
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習通識課程，悉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相關學則及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課程」、「跨院選修」、「博雅課程」、「體驗性課程」及「運
動與健康」等課程，分述如下： 

（一） 語文課程：必修共 8 學分。（詳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
育辦法」） 

1. 大學國語文：必修 4 學分。
2. 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3. 英語文能力認證。

（二） 跨院選修：必修共 6 學分，必須選修所屬學院以外並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可
之專業（基礎）課程，原則上於低年級（大一、大二）進行跨院選修，每
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門。跨院選修之課程可納入
相關整合學程之學分，滿足整合學程相關規定，可取得學程證書。（詳見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跨院選修實施要點」） 

（三）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大向度，包括向度一：美學（感）與文化詮釋、向度二：
道德哲學與生命教育、向度三：公民與全球視野、向度四：科技與社會、
向度五：物質與生命世界本質、向度六：自然環境、生態及其永續。

2. 博雅課程必修 12～13學分，至少選修 4 個向度（理、工、海選修第五、
六向度至多共 6 學分；文、管、社選修第五、六向度至少各 2 學分），
限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門，
至多選修 15學分，超過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3. 體驗性課程：1～2學分，包括：（1）「大學之道」必修（0學分），學生
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通識教育中心所認可之 6 場活動為原則，成績
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詳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大學之道』
實施要點」）；（2）「服務學習」必修（1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應於大
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則），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見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服務學習實施要點」）；（3）「應用性課程」選
修（至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程），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
學分。

（四） 運動與健康：必修共 4學分，大一、大二修習，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課程選課要點」）。選修之運動
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分不計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但所修成績仍
併入當學期平均成績內計算。 

第四條  通識教育課程修課及申辦抵免等事宜，悉依本校公告時程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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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大學之道」實施要點 

第二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6.03.06 本校105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大學之道」必修 0學分，成
績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
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
通識教育中心所認可之 6場活
動。活動範疇自新生入學指導
（3 天）起，引導學生探索大
學入門，包括：大學之理念（含
本校教育理念）、各學院所屬
領域之現今發展現況與趨勢
（各學院）、校園巡禮等，以
迄國際趨勢、當代重要議題（中
山通識教育講座/論壇）、通識
教育內涵、藝文活動、山海環
境體驗、服務學習精神、生涯
規劃等。 

二、「大學之道」必修 0 學分，成
績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
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
通識教育中心所認可之 8 場活
動。活動範疇自新生入學指導
（3 天）起，引導學生探索大
學入門，包括：大學之理念（含
本校教育理念）、各學院所屬
領域之現今發展現況與趨勢
（各學院）、校園巡禮等，以
迄國際趨勢、當代重要議題（中
山通識教育講座/論壇）、通識
教育內涵、藝文活動、山海環
境體驗、服務學習精神、生涯
規劃等。 

配合學校五學年學

碩士學位及七學年

學碩博學位政策，鼓

勵本校學士班優秀

學生繼續就讀本校

相關系所碩博班，並

達成縮短修業年限

之目的，將8場修訂

為6場，學生平均1

學期參與1場即可。 

92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大學之道」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102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0.06.08本中心課程委員會99學年度第5次會議通過 

100.06.13本校第128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09.25本中心課程委員會103學年度第1次會議修正通過 

103.10.13本校第14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9本中心課程委員會105學年度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06.03.06本校105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一、 為培育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藉由體驗性學習方式，引導學生探

索大學之道，依據「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特訂定「國

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大學之道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大學之道」必修 0 學分，成績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學生應

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通識教育中心所認可之 6 場活動為原則。活動

範疇自新生入學指導（3 天）起，引導學生探索大學入門，包括：大

學之理念（含本校教育理念）、各學院所屬領域之現今發展現況與趨

勢（各學院）、校園巡禮等，以迄國際趨勢、當代重要議題（中山通

識教育講座/論壇）、通識教育內涵、藝文活動、山海環境體驗、服務

學習精神、生涯規劃等。 

三、 各活動辦理時程及作業細則，由通識教育中心另訂，每學期初公告之。 

四、 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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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部分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依據「國立中山大學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相關規定，設

置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一條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相關規定，設置本院「課

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要

點」。 

修正點次及潤飾

文字。 

二、本會由下列委員組成： 

(一)院長； 

(二)系、所、學位學程教師代表各

1人； 

(三)學生代表 1至 2人；及 

(四)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2人。 

院長為召集人，每位委員任期2 

年，連選得連任。 

第二條 本會由院長及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召

集人共同組成，院長為召集人，每

位委員任期 2年，連選得連任。必

要時得有學生代表及遴聘校外專

家學者 1至 2人參與會議。 

依據 105年 10月

12日教務會議修

正通過之本校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修訂。 

三、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第三條 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修正點次。 

四、本會之職責如下： 

(一)覆審系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

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 

(二)整合並協調院內系所課程之

開設，避免重複與資源之浪費。

(三)覆審並查核各系所新開設課

程。 

(四)覆審院內入學生必修科目表

相關之事宜。 

(五)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第四條 本會職責依據「國立中山大學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之第六條「院級

課程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覆審系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

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 

二、整合並協調院內系所課程之

開設，避免重複與資源之浪

費。 

三、覆審並查核各系所新開設課

程。 

四、覆審院內入學生必修科目表

相關之事宜。 

五、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1、修正點次、項

次。 

2、刪除依據法規

名稱及條次

等文字內容。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參照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第五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參照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修正點次。 

六、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院務會議

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正

時亦同。 

第六條 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院務會議

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

核備，修正時亦同。 

1、 修正點次。 

2、 依本校課委

會設置要點

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之修

法程序，刪除

「教務會議」

文字。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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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9 年 1 月 13 日本院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主管會報通過 

99 年 3 月 11 日本院 9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及全院教師聯誼會議通過 

99 年 5 月 13 日本院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9 年 5 月 31 日本校第 984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9 年 6 月 15 日本校第 124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1 月 7 日本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 年 12 月 26 日本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中山大學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相關規定，設置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設置要點」。 

二、本會由下列委員組成： 

(一)院長； 

(二)系、所、學位學程教師代表各 1人； 

(三)學生代表 1至 2人；及 

(四)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至 2人。 

院長為召集人，每位委員任期2年，連選得連任。 

三、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本會之職責如下： 

(一)覆審系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 

(二)整合並協調院內系所課程之開設，避免重複與資源之浪費。 

(三)覆審並查核各系所新開設課程。 

(四)覆審院內入學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之事宜。 

(五)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參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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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二、 

本系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
會)由系主任、推選之三名專任
教師（甲、乙、丙組每組一名）
及學生代表一至二人共同組
成，以系主任為召集人，必要時
得有校外專家學者 (含業界代
表)一至二人參與會議。各委員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二、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系
主任及推選之三名專任教師（甲、乙、
丙組每組一名）共同組成，以系主任
為召集人，必要時得有學生代表一人
及遴聘校外專家學者一至二人參與會
議。各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
次。 

依校課程委員
會決議修正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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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案） 

經 101年 12 月 5日海科系籌備會議通過 

經 102年 3月 13日海科系籌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2年 9月 25日系務會議通過 

經 103年 3月 20日第 139次教務會議增訂通過 

經 104年 4月 15日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海科系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4年 5月 28日 103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經 104年 6月 16日第 144次教務會議通過 

經 105年 11月 30日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海科系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課程品質並強化本系課

程內容與架構，依據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訂定「國

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系主任、推選之三名專任教師（甲、乙、

丙組每組一名）及學生代表一至二人共同組成，以系主任為召集人，必要

時得有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一至二人參與會議。各委員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 

三、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 本會職責如下： 

（一）定期檢討修正系課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納入業界、畢業校友

及學生(或家長)之意見）。 

（二）初審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之事宜。 

（三）初審新開設課程下列項目： 

1.課程名稱（中、英文）、課程內容、課程大綱。 

2.考量其他相關因素，如新開設課程與教師專長之配合、與系所

發展方向之配合、與現有課程之關連等。

（四）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五）考量教師專長及平衡研究、教學之負擔，規劃及安排每學年度課程

授課教師。 

（六）研議系課程相關改善機制，作成議案提系務會議討論。 

（七）相關決議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參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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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6.03.06 本校105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
組組長、各組專任教師(教官)

代表各 2人（有特約教師者含
特約教師 1人）、校課程委員會
中心教師代表、語文課程規劃
教師代表(大學國語文、英語文
各 1 人)、各學院教師代表 1

人、學生代表 1至 2人及校外
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至2人
共同組成，由中心主任擔任召
集人。 

三、 本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
組組長、各組專任教師(教官)

代表各二人（有特約教師者含
特約教師一人）、校課程委員會
中心教師代表、語文課程規劃
教師代表(大學國語文、英語文
各一人)及各學院教師代表一
人共同組成，並視需要遴聘校
外專家學者 1 至 2 人參與會
議，由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1.依本校課程委

員會設置要點修

正本中心課程委

員會組成成員。 

2.人數寫法統一

為阿拉伯數字。 

六、本會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
有學生代表參加相關議案之討
論。 

1.本點刪除。 

2.本點已併入第

三點組成成員，故

刪除。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點次變更。 

七、本要點經中心課程委員會通
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中心課程委員會通
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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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102.10.14 本校第 13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06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一、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通識教育課程

審查及其他相關事宜，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本中心設置辦

法之規定，設置「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二、 本會有關課程審查之決議事項，須提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 

三、 本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各組專任教師(教官)代表各 2 人

（有特約教師者含特約教師 1 人）、校課程委員會中心教師代表、語文

課程規劃教師代表(大學國語文、英語文各 1 人)、各學院教師代表 1 人、

學生代表 1 至 2 人及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共同組成，由

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四、 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各學院代表需為校課程委員會委員。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由中心主任召開臨時會議。 

五、 本會之主要職責： 

(一)覆審中心各組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 

(二)整合並協調中心各組課程之開設，避免重複與資源之浪費。 

(三)覆審並查核中心各組新開設課程。 

(四)覆審本校入學生適用之通識教育課程架構相關事宜。 

(五)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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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組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6.03.06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聘兼特約教師
代表 2 人、專任教師代表 2 人組
成，得增列學生代表 1 至 2 人及
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人，由本組組長擔任召集人。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聘兼特約教師
代表二人及專任教師代表二人共
同組成，由本組組長擔任召集
人。 

1. 配合校課委會

設置要點，增

加得增列學生

代表及校外專

家學者。 

2. 人數寫法統一

為阿拉伯數

字。 

六、本會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
學生代表參加相關議案之討論。 

1.本點刪除。

2.本點已併入第

三 點 組 成 成

員，故刪除。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點次變更。

七、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
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
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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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組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6.04.23 簽奉中心主任核定 

97.10.21 簽奉中心主任核定 

98.11.09 通識中心通識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1.13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3.22 第 12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06 本校 105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一、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組（以下簡稱本組）
為辦理通識教育課程審查及其他相關事宜，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之規定，設置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組課
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有關課程審查之決議事項，須經組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送中心課程
委員會會議審議。 

三、 本會由本組組長、聘兼特約教師代表 2 人、專任教師代表 2 人組成，
得增列學生代表 1 至 2 人及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由本
組組長擔任召集人。 

四、 本會代表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以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組長召開臨時會議。 

五、 本會之主要職責：悉依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
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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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然與應用科學教育組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6.03.06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聘兼特約教師
代表 2 人、專任教師代表 2 人組
成，並得增列學生代表 1 至 2 人
及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由本組組長擔任召集
人。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聘兼特約教師
代表二人及專任教師代表二人共
同組成，由本組組長擔任召集
人。 

1. 配合校課委會

設置要點，增

加得增列學生

代表及校外專

家學。 

2. 人數寫法統一

為阿拉伯數

字。 

六、本會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
學生代表參加相關議案之討論。 

1.本點刪除。

2.本點已併入第

三 點 組 成 成

員，故刪除。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點次變更。

七、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
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
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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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然與應用科學教育組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6.04.23 簽奉中心主任核定 

97.10.21 簽奉中心主任核定 

98.11.09 通識中心通識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1.13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3.08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3.22 第 12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9 本中心 105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03.06 本校 105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一、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然與應用科學教育組（以下簡稱本組）
為辦理通識教育課程審查及其他相關事宜，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之規定，設置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然與應用科學教育組課
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有關課程審查之決議事項，須經組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送中心課程
委員會會議審議。 

三、 本會由本組組長、聘兼特約教師代表 2 人、專任教師代表 2 人，並得
增列學生代表 1 人及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共同組成，由
本組組長擔任召集人。 

四、 本會代表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以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組長召開臨時會議。 

五、 本會之主要職責：悉依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
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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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教育組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6.03.06本校 105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專任教師
2 人，並得增列學生代表 1

至 2 人及校外專家學者(含
業界代表)1 至 2 人共同組
成，由本組組長擔任召集
人。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及專任教師
二人共同組成，由本組組長
擔任召集人。 

1. 配合校課委會設置

要點，增加得增列

學生代表及校外專

家學者。 

2. 人數寫法統一為阿

拉伯數字。

六、本會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
應有學生代表參加相關議
案之討論。 

1.本點刪除。 

2.本點已併入第三點

組成成員，故刪除。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點次變更。

七、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
務會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
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八、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
務會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
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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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教育組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6.05.14 通識中心主任核定 

97.10.29 通識中心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98.05.07 通識中心主任核定 

98.11.09 通識中心通識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1.13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3.08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3.22 第 12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10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11.28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9本中心 105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03.06 本校 105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一、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教育組（以下簡稱本組）為辦
理通識教育課程審查及其他相關事宜，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
規定，設置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教育組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有關課程審查之決議事項，須經組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送中心課程
委員會會議審議。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專任教師 2 人，並得增列學生代表 1 至 2 人及校外
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至 2人共同組成，由本組組長擔任召集人。 

四、本會代表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以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組長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會之主要職責：悉依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
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105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服務學習教育組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6.03.06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聘兼特約教師
代表 2 人、教官代表 1 人、得增
列學生代表 1 人及校外專家學者
(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由本組
組長擔任召集人。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聘兼特約教師
代表二人及教官代表一人共同組
成，由本組組長擔任召集人。 

1. 配合校課委會

設置要點，增

加得增列學生

代表及校外專

家學者。 

2. 人數寫法統一

為阿拉伯數

字。 

六、本會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
學生代表參加相關議案之討論。 

1.本點刪除。

2.本點已併入第

三 點 組 成 成

員，故刪除。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點次變更。

七、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
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
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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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服務學習教育組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100.10.28 通識中心服務學習組組務會議通過 

100.11.10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1.28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9 本中心 105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03.06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程 

一、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服務學習教育組（以下簡稱本組）為辦理
通識教育課程審查及其他相關事宜，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
定，設置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服務學習教育組課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有關課程審查之決議事項，須經組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送中心課程
委員會會議審議。 

三、本會由本組組長、特約教師代表 2 人、教官代表 1人、得增列學生代
表 1人及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人共同組成，由本組組長擔
任召集人。 

四、本會代表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以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組長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會之主要職責：悉依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組課程委員會、組務會議通過，送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
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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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彙整一覽表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頁碼 
新增 刪除 異動 

1 海資系 學 3 - - 

新增： 

(1)水產概論 

(2)小分子藥物開發專題研究

(一) 

(3)小分子藥物開發專題研究

(二) 

104.9.24 

104-1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 海生技博 博 3 - - 

新增： 

(1)海洋資源與生物科技專題 

(2)結構生物技術學 

(3)分子標靶與天然物開發 

105.3.3 

104-3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 政治所 博 1 - - 
新增： 

雙聯學位博士論文專題 

104.5.28 

103-4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 社會系 學 5 - - 

新增： 

(1)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 

(2)設計人類學理論與實踐 

(3)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 

(4)生命歷程與社會鑲嵌 

(5)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 

105.5.23  

104-4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註：＊表示辦理教育部計畫。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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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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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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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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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新增課程統計簡表 

系所別 

新 增 課 程  

備註 
本次結構圖

新增 

結構內 

(首次開設) 

其他 

(無結構圖或免列) 
小計 

海資系 2 -- -- 2 

海生技博 3 - -- 3 

政治所 1 -- - 1 
推展國際共同人才培
育計畫 

社會系 5 -- -- 5 

106 年度人文及社會
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
力培育計畫 

總 計 11 -- -- 11 

【附件五】

119



序號 學制系別

必

／

選

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正

課

時

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教師 授課類別 結構圖 開課學期 頁碼

1 海資系  選
小分子藥物開發專題研究（

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DRUG DISCOVERY OF

SMALL MOLECULES （I）

1 1  0 翁靖如 《獨立研究》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2 海資系  選
小分子藥物開發專題研究（

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DRUG DISCOVERY OF

SMALL MOLECULES （II）

1 1  0 翁靖如 《獨立研究》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3
海生科技

博士學程 
選 海洋資源與生物科技專題

SPECIAL TOPICS ON

MARINE RESOURCES AND

BIOTECHNOLOGY

3 3  0

林秀瑾 張

欣暘 廖志

中 翁靖如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4
海生科技

博士學程 
選 分子標靶與天然物開發

MOLECULAR TARGETS

AND NATURAL PRODUCTS

DEVELOPMENT

2 2  0 翁靖如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5
海生科技

博士學程 
選 結構生物技術學

STRUCTURAL

BIOTECHNOLOGY
3 3  0 張欣暘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6 政治博  選 雙聯學位博士論文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DOCTORATE

DISSERTATIONS FOR

DOUBLE DEGREE

PROGRAM

3 3  0 廖達琪

此課程專為培

育欲赴魯汶雙

博士學位的博

士生及早開始

準備英文博士

論文寫作之訓

練，故限於本

所初步篩選出

之候選人修

習。《獨立研

究》

結構新增 150-2 通過

7 社會系  選 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

REPORTAGE AND

ACOMMUNITY

DEVELOPMENT

3 3  0 王梅香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5-2 通過

8 社會系  選 設計人類學理論與實踐
DESIGN ANTHROPOLOGY：

THEORIES AND PRACTICE
3 3  0 宋世祥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5-2 通過

9 社會系  選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INNOVATION
3 3  0 邱花妹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5-2 通過

10 社會系  選 生命歷程與社會鑲嵌
LIFE COURSE AND SOCIAL

EMBEDDEDNESS
3 3  0 翁康容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5-2 通過

11 社會系  選 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

SPACE DESIGN,

WOODWORKING AND

CULTURAL MEMORY

3 3  0 楊靜利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5-2 通過

105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課程結構圖新增之課程清單

開課單位：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開課單位：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開課單位：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開課單位：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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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序
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
明 中（英）文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中（英）文課程名稱 

1 
企管系 

學士班 

國際企業策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MOLTINATIONAT 

CORPORATION 

選 3 
講
授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105-2 
異動 

課名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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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相關系所 

案由四：本校各系所擬訂「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為鼓勵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讀相關系所碩、博士班，並透

過系所培育計畫，達到連續學習、縮短修業年限以快速培育高階人才之目

的，爰於105年10月12日第149次教務會議通過「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

博育才實施辦法」如附件一。 

二、本辦法第三條:「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異者，得於一年級下學期之

後，依公告申請資格及時間，向擬就讀碩、博士班系所提出七年預研生之

申請，經各系所甄選通過者，取得七年預研生資格；申請資格及應繳交資

料由各系所自訂，送教務會議核備」。 

三、105學年度計有:生科系、化學系、物理系、應數系、生醫所、醫科所、電

機系、機電系、資工系、通訊所、光電系、海資系、海工系、海科系、海

下所、教育所、政經系，共17系所參加培育計畫，檢附各系所之「七學

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草案)，如附件二。

四、擬通過後公告實施，105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決議： 修正後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ㄧ)生醫所及醫科所：合作系所調查第一項刪除「105 學年度參與本計畫之系  
   所皆可申請」（因無大學部學生）。
(二)機電系：預研生配合事項刪除「一年內完成碩士論文初稿」（因碩士階
   段無學位，不需寫碩士論文）。
(三)政經系：修課建議修正為「…三年級下學期修習畢業專題（一）、公共經

 濟學」（原訂上學期為筆誤）。

122



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 

105 年 10 月 12 日第 149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勵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留在本校就讀相關系所碩、博士班，並

透過系所培育計畫，達到連續學習、縮短修業年限以快速培育高階人才

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錄取之學士班學生兼具碩、博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七年預

研生）資格。 

第 三 條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異者，得於一年級下學期之後，依公告申請

資格及時間，向擬就讀碩、博士班系所提出七年預研生之申請，經各系

所甄選通過者，取得七年預研生資格；申請資格及應繳交資料由各系所

自訂，送教務會議核備。 

各系所除應公告甄選通過之七年預研生名單外，並須將名單送教務處備

查。 

第 四 條 為縮短學生修業年限，並有效培育高階人才，系所應規劃培育計畫；獲

得七年預研生資格之學生，應依系所培育計畫進行，學士學位應符合提

前畢業標準，以三年取得為原則，並於學士班畢業當學年度參加預修之

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錄取後，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於碩士班

修習第一學年，申請逕修讀博士班，經錄取博士班研究生後，以三年取

得博士學位為原則，以利培育計畫之實施。 

第 五 條 獲得七年預研生資格之學生於前述期程完成各級學位者，其修讀博士班

期間，將依本校菁英博士獎學金辦法提供獎學金，獎學金提供以三年為

限，學生畢業後應申請國外博士後研究，以利培育國際視野暨研究實

務。國外博士後研究以 2年為原則，不足 2年者，得專案申請學校補

助。 

七年預研生未於系所規劃期程完成各級學位者，取消其預研生資格，不

再適用後續培育規劃。 

第 六 條 七年預研生經招生管道錄取本校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

之研究所課程，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但所選修之研究

所課程若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

數；經申請逕修讀博士班入學後，其碩士班修習學分，均依抵免學分相

關規定抵入博士班應修學分數計算。 

第 七 條 七年預研生錄取本校各系所碩、博士班之名額，應包含於各該學年度系

所碩、博士班之招生名額內。 

第 八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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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生物科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無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等）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大 四 必 修 課 程 書 報 討 論

(一)、(二)，請事先於大三

上、下學期修習。(選本課程

前，請事先向系上申請) 

必須符合本學系學士學位之規定 

碩士班階段 １年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必須符合本學系博士學位之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生科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化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 3.38 (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如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依本系建議之大學部必修科

目表修課  

1.需符合「國立中山大學各學系學士學位

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資格。 

2.大學部學生入學後，經一位本系老師推

薦，得於ㄧ年級下學期，依公告申請規

定時間向本系提出申請。 

3.畢業當學年度參加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本系建議之碩士班必修科

目表修課  

 

 

1.需符合「國立中山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作業規定」 

博士班階段 ３年 
依本系建議之博士班必修科

目表修課 

1.需通過「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博士班研

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物理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1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 3.38 (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如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學業成績優異，在規定修

業年限屆滿一學年修滿物

理學系全部應修科目和學

分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博士班階段 ３年 滿足博士班畢業學分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物理學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學院相關學系。 

三、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須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或擔任口試委員。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應用數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5%以內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如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碩士班階段 １年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生物醫學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學士班階段需

完成下列先修

科目: 

1. 分子生物學 
2. 生物化學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1 年 細胞分子生物學  

博士班 3 年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二、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需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或擔任口試委員。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醫學科技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百分之 20 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學士班階段需

完成下列先修

科目: 
書報討論(一、

二)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本所課程結構圖修課。 預研生需配合本所修課規定。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電機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 3.38  (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1.大四上之「電工實驗

（五）」請自行調整至大三

上修習。 
2.大四上之七選一必修實

作專題，請於大三前完成。

 

碩士班階段 １年 

 
碩博士班書報討論共計 6
學分，請自行規劃於 7 學

年內修習完畢。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博士班資格考請於博士班

階段第一年符合資格。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學院相關學系。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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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百分制 76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題
成果、相關競賽、課外活
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1.大二提前進行專題研究，大
三上學期參與專題成果
展，修習必修課「機電實務
專案」 

2 大四上學期必修熱流實
驗.，調整至大三上學期修習

1.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2.需事先與導師討論訂定可行之學習計
畫。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照研究方向選修相關課程

1.碩一時應申請逕修讀博士班(學業成績
總平均排名在該碩士班前三分之一以
內；或經系所評定成績優異具研究潛力
者)。 
2.與指導教授討論訂定研究方向。 

 3.閱讀國內外期刊。 

博士班階段 ３年 

1.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0 學  
分。(含碩士班已修的研究所
課程，學分抵免不受應修學
分數二分之一之限制)。 
2.選修組內講授類 4 門核心
課程。 
3.資格考核以修習兩門本組
及一門外組碩博士班之核心
講授類課程方式為之，且選
修之三門科目成績應達 70分
以上，並名列該門全班成績
前 1/2(含)。

1.完成修畢應修核心課程及畢業學分。 
2.資格考核通過。 
3.英文程度及發表著作達系上畢業規定。 
4.完成博士畢業論文。 
5.得申請菁英博士獎學金(三年)。 
6.閱讀國內外期刊。 
7.參加國際會議。 
8..提升英語能力。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機電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不受理其他系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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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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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資訊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利於
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賽、課
外活動等）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請留意本系學士班畢業學

分(門檻)相關規定及課程

規劃。 
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碩士班階段 １年 請留意本系「碩士班研究生
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博士班階段 ３年 

請留意本系「博士班研究生

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

定」，並通過畢業論文口試、

完成論文。 

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管理學院相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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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通訊工程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10%以內者；或該學年每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題
成果、相關競賽、課外活
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碩博士班書報討論共計 6
學分，請自行規劃於 7 學

年內修習完畢。 
 

受理本校理工學院相關學系之學士班

學生申請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博士班資格考請於博士班
階段第一年符合資格。 

受理本校理工學院相關學系之學士班學

生申請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學院相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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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光電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或該學年每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 GPA3( 百分制 76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指
導教授推薦信與有利於
審查之資料：如專題成
果、相關競賽、課外活動
等） 

2、經由本系組成委員會面
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學業

成績以在中山大學為主。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1.大二時， 需修「光電工

程專題」，進行專題計畫研

究，於大三時參與專題成

果展。 
2 大三時，需修完大學課

程。 

在與指導教授討論下，訂定可行之專

題計畫與修課計畫 

碩士班階段 １年 

1.依照研究方向選修相關

課程 
2.此階段前完成碩士班必

修課程。 
3.此階段前完成，需提博士

生專題研究計畫。 

在與指導教授討論下，訂定可行之專

題計畫 
 

博士班階段 ３年 

1.依照研究方向選修相關

課程 
2.此階段完成前，符合博士

班所需規定。 

1.加深碩士班工作與延伸。 
2.參加國際會議。 
3.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4.提升英語能力並完成英語能力門

檻。 
5.通過博士生畢業資格門檻。 
6.指導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畢業論

文。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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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 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利於
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賽、課
外活動等）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請調整於大三前先修畢「海洋資源

專題研討(一)」及「海洋資源專題

研討(二)」兩門必修課。且依必修

科目表之畢業要求，修畢 128 畢業

學分。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組別於一年內之必修學分須修

畢： 

甲組：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一)、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二)、

教學實習、分子細胞生物學(一)、

分子細胞生物學(二) 。 

乙組：海洋生態專題研討(一)、海

洋生態專題研討(二)、教學實習、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一)、海洋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二) 。 

丙組：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一)、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二)、

教學實習、海洋天然物與化學分析

(一)、海洋天然物與化學分析(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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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博士班階段 ３年 

依組別以下之必修學分須修畢且

依必修科目表之畢業要求，修畢 18

畢業學分（含博士預修課程所列入

逕修讀後之學分）： 

甲組：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五）、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六）、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七）、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八）。 

乙組：海洋生態專題研討（五）、

海洋生態專題研討（六）、海洋生

態專題研討（七）、海洋生態專題

研討（八）。 

丙組：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五）、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六）、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七）、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八）。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須維持互惠原則)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須維持互惠原則) 

三、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須維持互惠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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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海工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學
業成績總名次證明、推薦
信、讀書計畫及其他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等） 

2、 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依照本系必修及必選修課
程於三年內修畢完成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各組研究方向選修相關
課程 

 
 

 

博士班階段 ３年 依各組規定之核心課程修
畢完成 

需符合本系博士學位授予辦法及相關
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三、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需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或擔任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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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海洋科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相關會議審查通

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除必修課程外,四個領域課

程主修領域最低需修習 21
學分以上，其餘領域最低

需各修習 6 學分以上 

大三須選定指導教授，其他依學校相

關規定辦理。 

碩士班階段 １年 

 
須依本系碩士學位授予辦

法及相關規定中各組要求

之必選修課程說明修課。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博士班階段 ３年 

須依本系博士學位授予辦

法及相關規定中各專長要

求之必選修課程說明修

課。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海下科技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於本所就讀期間，最低修習學分

為 21 學分，其中講授課程學分

數最低為 17 學分（不包含專題

研究類課程）。每學期至少修 1

學分「海下科技研討」，專題研

究類課程至多採計 2 學分 

*必修課程： 

(1)海下科技研討（一）、（二）

(2)學術研究倫理教育 

*必選課程： 

(1)海上實習（一）、（二） 

(2)選修一門海洋物理相關課程

（每週堂授至少 2 小時\）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二、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合作系所需共同規畫七學年預研生之培育計畫。 

其他：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需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教育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教育專題研究(一)(二) 

專題研討(一)(二)(博士班必修)、

教育學方法論研究、 

高等教育統計學研究 

*碩士班-三大主修領域需修習

至少 9 學分。 

配合事項： 

1.三大主修領域需修習至少 9 學分。 

2.修習博士班專題研討課程每學期需進行報

告。 

3.修業期間至少發表一篇研討會論文。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專題研討(三)(四)、 

獨立研究(一)(二) 

*博士班-三大主修領域需修習

至少 9 學分。 

*博士班畢業學分為 34 學分。

配合事項： 

1.三大主修領域需修習至少 9 學分。 

2.博士班畢業學分為 34 學分。 

3.修習博士班專題研討課程每學期需進行報

告。 

4.修業期間至少一本所名義發表二篇學術論

文、其中一篇為 SSCI、SCI、A&HCI 或 TSSCI

期刊並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不得為碩

士畢業論文(或期刊接受視同發表)；及二篇國

際研討會論文。 

5.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任資格考核。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05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106.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別：政治經濟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 -- -- --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一二年級按照必修科目表

修畢，三年級上學期修習

畢業專題（二）、總體經濟

學（二）、政經管理（二）、

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年級

下學期修習畢業專題

（一）、公共經濟學 

提早修習畢業專題請先行與系辦與指導教師

聯絡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105 學年度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