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第 158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5007 會議室  

主席：李教務長宗霖                            記錄：陳湘芸  

出席：李教務長宗霖、楊學生事務長靜利(于副學生事務長欽平代)、范處長俊逸

(王組長美惠代)、游院長淙祺(王主任璦玲代)、吳院長明忠(李主任志聰代)、

李院長志鵬(鄭主任志強代)、陳院長世哲(陳教授安琳代)、李院長賢華(陳

主任孟仙代)、蔡主任敦浩(陸副教務長曉筠代)、楊主任濟襄(莫助理教授

加南代)、盧主任莉茹、應主任廣儀、王主任璦玲、楊所長婉儀、李主任志

聰、江主任友中、董主任立大、薛所長佑玲(潘所長正堂代)、潘所長正堂、

蔣主任燕南、鄭主任志強、黃主任永茂、張主任六文、林所長淵淙、溫所

長朝凱、黃主任婉甄(溫所長朝凱代)、張主任純端(郭副教授倉義代)、邱主

任兆民、紀所長乃文、徐主任士傑、張主任揚祺、陳主任孟仙、陳所長信

宏、胡所長念祖、劉所長正山、洪所長/主任瑞兒(湯助理教授家偉代)、許

助理教授仁豪、謝教授淑貞、李教授杰穎、劉教授莉蓮、王助理教授梅香、

江助理教授政寬、林學生代表尚毅、何學生代表品萱、張學生代表仁瑋 

列席：陸副教務長曉筠、黃組長敏嘉、林組長良枝、謝主任東佑 

請假：周研發長明奇、高產學長崇堯、張院長其祿、林主任德鴻、蔣主任依吾、

林主任宗賢、高主任崇堯、王主任昭文、郭所長瑞坤、蕭所長蘋、廖主任

志中、李主任予綱、王主任宏仁、張所長顯超、李所長慶男、林主任德昌、

任副教授金剛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頒發本校 106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及教學績優獎」及本校 106 學年度「博

士研究生優秀畢業論文獎」 

肆、報告事項： 

ㄧ、前(157)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確認。-------------------------------------1-3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4-29 

伍、提案討論： 



ㄧ、本校 106 學年度增設「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擬授

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30-33 

    決議：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備註加註：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第七條規定，學位證書將附記【本專班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

其餘照案通過。 

二、本校相關系所擬修正暨增設 107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育才

審查標準」(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34-37 

    決議：照案通過。  

三、擬修正本校「學生學期成績複查暨申訴處理程序」(草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38-42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併提臨時動議），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43-236 

    決議：新增課程案中，通識教育中心 6 門服務學習課程，正課時數修正為

2 小時，實習時數修正為 0 小時，其餘照案通過。 

五、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教務處課務組)---------------------------------------------------------237-295    

決議：照案通過。 

六、擬訂本校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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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308 

    決議：照案通過。 

七、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

處註冊組)-----------------------------------------------------------------------309-331 

    決議：照案通過。 

八、擬修正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部份條文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課務組)-----------------------------------------------------------------332-335 

    決議：照案通過。 

九、本校相關系所擬修正「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草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336-340 

    決議：照案通過。 



十、擬修訂中山高醫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341-348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一、因 107 學年度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GHRM MBA)學分費調

漲，為保障學程學生修課之權益，擬提出課程限修且第二階段維持不開放

之課程條件，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349-358 

    決議：照案通過。 

柒、散會：下午 1 時 50 分 



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58 次教務會議 
前(157)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擬修訂「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適用本校學生、台灣綜合大學

系統學生及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申請之「轉系」、「轉校」、「輔系」、「雙主修」

審查標準，詳如說明，提請追認。

(提案單位：人科學位學程、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通過追認。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二、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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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三、有關本校開具「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中等學校教師

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之格式新增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請教務處註冊組協助新增證書格式，擬於 108 年 1 月份完成。 
四、關於修訂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第十三條條文修正為：「修習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

生，須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教、實習、補救

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至少 54 小時，並經本中心認定其內容

符合教育專業知能。」，第十九條條文修正為：「本校師資生符合下

列各款資格，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始得申請修習半年全時之教育實

習：一、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並取得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二、大學部師資生應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

格，博碩士班在校師資生應以修畢系所學分為原則。三、通過教師資

格考試。四、依本中心「教育學程服務學習暨演講認證說明」完成教

育服務學習時數及參與演講。師資生申請修習半年教育實習及其資格

審核程序，由本中心另訂之。」，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為：「本校培

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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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之修訂事宜，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報教育部核定之。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

課程應以本校開設之課程為原則，他校課程須經本中心及相關系所初

審後，始得修習及辦理學分抵免或採認。」，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第十三條、十九條條文不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為：「師資生

修習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應以本校開設之課程

為原則。但師資生若因故欲選修他校課程，該課程須經學術本質

相關之本校系所主管及本中心審查同意後，始得修習及辦理學分

抵免或採認。」，修正後照案實施。

五、有關修訂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依教育部建議刪除重複要點後，報部備查中。

六、有關修訂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業已公告於師培中心網頁及轉通知實習生、師資生，

並函送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機構學校週知。 
七、「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暨進修英文課程實施細則」

部份條文修訂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文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後續將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八、擬廢除「國立中山大學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暨進修英文課程作業收費要

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文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後續將提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九、擬廢除「選課須知第六條第十項中，學士班修習碩博班課程之限制」，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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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緩議。

執行情形：課務組已研議學士班一、二年級學生，得於加退選階段以紙本申

請選修碩士班課程之程序，並納入選課須知修訂，提本次會議討

論。學生會仍在與教務處、圖資處研擬後台選課系統設計的方

式，以期在避免讓師長過度勞心去挑選學生之餘，更能使同學們

所學習的課程更加多元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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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58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工作報告 

 

註冊組 
一、107學年度第1學期各類學生人數及相關統計資料： 

(一)全校在校生人數9,425人(較106學年度同期9,466減少41人) 
學制/學年度 105 106 107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學士班 4,756 4,648 4,740 4,640 4,726 
碩士班 2,916 2,694 2,901 2,650 2,889 
碩專班 916 867 1,027 967 1,025 
博士班 829 820 798 772 785 
合計 9,417 9,029 9,466 9,029 9,425 

(二)總量內新生註冊率【如附件一】 

學制/學
年度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招生

名額 
註冊

人數 
註冊

率 
招生

名額 
註冊

人數 
註冊

率 
招生

名額 
註冊

人數 
註冊

率 
學士班 1,111 1,065 95.86% 1,111 1,057 95.14% 1111 1062 95.59% 

碩士班 1,298 1,123 88.22% 1,297 1,086 84.51% 1296 1107 86.01% 

碩專班 434 398 91.88% 434 398 91.71% 434 355 82.37% 

博士班 145 128 88.89% 141 112 80.58% 141 124 87.94% 

(三)全校在籍生人數10,280人(較106學年度同期10,302減少22人) 
學制/學年度 105 106 107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學士班 4,879 4,783 4,868 4,767 4,863 
碩士班 3,253 2,989 3,222 2,955 3,221 
碩專班 1,100 1,049 1,221 1,146 1,218 
博士班 997 970 991 930 978 
合計 10,229 9,791 10,302 9,798 10,280 

(四)境外生在校人數568人(較106學年度同期546增加22人) 
學制身分別/學年度 105 106 107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外籍生 

學士班 31 26 23 22 26 
碩士班 129 125 151 139 154 
博士班 50 56 82 82 107 
小計 210 207 256 243 287 

僑生 
學士班 206 199 201 195 189 
碩士班 23 24 26 23 22 
博士班 4 4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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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233 227 230 221 215 

陸生 

學士班 13 13 16 16 17 
碩士班 26 24 30 28 35 
博士班 15 15 14 14 14 
小計 54 52 60 58 66 

合計 497 486 546 522 568 

(五)交換生人數 

國籍/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第一學期* 

新加坡 284 18 3 
中國大陸 141 167 79 
法國 17 55 22 
日本 12 30 6 
印尼 11 20 8 
荷蘭 11 13 9 

馬來西亞 8 7 0 
德國 7 14 9 
韓國 3 13 5 
捷克 2 15 8 
其他 40 101 40 
合計 536 352 189 

註：*截至 107.11.20 

 (六)延畢生人數 
1.學士班延畢生人數計 262 人，延畢生比率為 19.21%（106 學年度同期為

247 人，17.86%）。【各學系延畢人數統計如附件二】 
2.延畢生學習型態統計，以畢業學分未修滿為主（50%），未通過畢業門

檻（21%）及出國學習因素（14%）次之。 
學習型態 1061 人數 1071 人數 1071 百分比 

因畢業學分未修滿因素 119 132 50% 
因為未通過畢業門檻(條 
件)因素 78 56 21% 

因修讀雙主修因素 8 7 3% 
因修讀輔系因素 5 4 2% 
因修讀跨校學位因素 0 0  
因出國學習因素 28 37 14% 
其他因素 9 26 10% 
合計 247 262 

3.依本校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104-1～106-2），學士班學生延畢前三大

原因：成績不佳學分不足（24.3%）、準備研究所考試（16.4%）、其他

（14.6%）。 
 

5



分類 延畢原因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小計 比例 

學習

成效

不佳 

成績不佳學

分不足 17 28 22 25 15 31 138 24.3% 

因重修科目

擋修無法修

習 
1 1 1 7 1 3 14 2.5% 

須重修科目

過多 2 8 4 9 4 11 38 6.7% 

準備

考試 

準備研究所

考試 8 21 14 20 6 24 93 16.4% 

準備公職考

試 2 1 0 3 2 0 8 1.4% 

其他

學習

因素 

在學期間曾

出國交換 12 6 6 10 12 20 66 11.6% 

修讀輔系∕雙
主修 2 8 2 9 4 9 34 6% 

修讀教育學

程 1 6 1 6 5 7 26 4.6% 

個人

因素 

志趣或生涯

目標不明 2 2 2 4 0 3 13 2.3% 

兵役問題 5 7 4 3 5 5 29 5.1% 
延緩就業壓

力 3 3 0 2 5 5 18 3.2% 

打工影響課

業 0 0 2 4 1 1 8 1.4% 

其他 11 10 13 16 8 25 83 14.6% 

二、菁英學生續讀本校情形 
(一)學士班學生申請五學年學、碩士學位：106學年度各系所共通過112人次，

近年實際入學及畢業統計如下表： 
申請學年度 核准人次 碩士班入學學

年度 實際入學人數 5年取得學碩士

學位人數 
98 學年度 10 100 學年 5 4 
99 學年度 18 101 學年 4 2 
100 學年度 61 102 學年 38 7 
101 學年度 91 103 學年 52 23 
102 學年度 174 104 學年 97 30 

103 學年度 131 105 學年 53 12 

104 學年度 175 106 學年 95 26 
105 學年度 161 107 學年 75 尚未畢業 

106 學年度 112 108 學年 尚未入學 -- 

(二)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107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所共通過

1人次，歷年實際入學及畢業統計如下表： 
申請學年度 學士班核准人數 博士班入學學年度 入學人數 畢業人數 
96 學年度 1 97 學年度 1 1(103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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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 2 98 學年度 0 0 
98 學年度 1 99 學年度 1 1(106 畢) 
103 學年度 2 104 學年度 2 尚未畢業 
104 學年度 2 105 學年度 2 尚未畢業 
105 學年度 1 106 學年度 1 尚未畢業 
106 學年度 4 107 學年度 3 尚未畢業 
107 學年度 2 108 學年度 尚未入學 尚未畢業 

(三)碩士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107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所共通過5人，近年

實際入學及畢業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碩士班核准人數 博士班畢業人數 

101 學年 20 14 
102 學年 18 19 
103 學年 17 14 
104 學年 20 10 
105 學年 26 9 
106 學年 25 17 

107 學年第 1 學期 5 尚未畢業 

三、本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書香獎獲獎名單業經各學系圈選確認奉核後公告，

共計201人，並送學生事務處辦理後續獎學金發放事宜。統計近3學年各學

院獲獎人數如后： 
學院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文學院 43 27 44 32 44 31 
理學院 47 35 50 37 46 36 
工學院 81 63 81 67 83 65 
管理學院 48 37 49 37 44 32 

海洋科學學院 29 19 28 21 28 22 
社會科學院 21 15 20 15 20 15 

合計 269 196 272 209 265 201 
網址：http://oaa.nsysu.edu.tw/p/406-1003-194852,r702.php?Lang=zh-tw 

四、107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生申辦轉系所自11月26日接受申請，核定名單預定 
108年1月31日公告。有關轉系所相關申請事宜業已公告於教務處首頁。 

五、本校校友申請成績單原以紙本郵寄申請，經圖資處協助開發「線上成績單

及各類證明文件申請系統」，該系統業於11月15日上線使用，校友及在校學

生均可於線上申請並得以ATM轉帳、超商臨櫃或信用卡繳交申請款項，再

由本處註冊組直接製發申請資料郵寄給學生，以節能減紙、簡化學生申請

程序並加速相關文件申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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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 
一、全校開設課程數：107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選課異常處理後，全校開設課程 總

數合計2020科（不含跨院通識131科），各類課程統計（含前一學年度對應

學期）如下表： 
學年/期 專業課程 通識教育 通識-跨院 教育學程 合計 

(不含跨院) 
107-1 1786 209 131 25 2020 
106-1 1757 194 130 25 1976 

二、全英語授課課程數：107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總數合計212科 
（佔全校課程10.5％），各學院課程統計（含前一學年度對應學期）如下表： 
學年/
期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院 海科院 社科院 通識 合計 

107-1 46 41 40 41 22 20 2 212(10.5%) 
106-1 49 24 37 47 8 21 2 188(9.5%) 

三、教學評量統計： 
(一)課程滿意度：106學年度第2學期全校教學意見調查平均滿意度6.39分，各

學院統計如下表： 

學年期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

學院 海科院 社科院 通識 
中心 校平均 

106-2 6.52 6.37 6.29 6.4 6.3 6.45 6.35 6.39 
106-1 6.439 6.281 6.261 6.342 6.367 6.488 6.279 6.349 
105-2 6.481 6.307 6.246 6.326 6.281 6.383 6.236 6.325 
105-1 6.383 6.259 6.205 6.245 6.301 6.323 6.183 6.272 
104-2 6.443 6.254 6.219 6.343 6.216 6.367 6.194 6.3 
104-1 6.33 6.148 6.195 6.219 6.21 6.317 6.08 6.216 
103-2 6.354 6.161 6.186 6.294 6.153 6.423 6.203 6.257 
103-1 6.323 6.130 6.202 6.201 6.239 6.409 6.105 6.229 
102-2 6.292 6.122 6.185 6.301 6.255 6.410 6.150 6.241 
102-1 6.343 6.068 6.172 6.215 6.216 6.375 6.106 6.216 

(二)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106學年度第2學期畢業生對任課教師平均滿

意度6.173分，各學院統計如下表： 

學年期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

學院 海科院 社科院 通識 
中心 校平均 

106-2 6.129 6.074 6.122 6.333 6.097 6.289 6.14 6.173 
106-1 6.257 6.15 6.175 6.38 6.185 6.475 6.071 6.256 
105-2 6.162 6.042 6.062 6.177 6.012 6.233 6.17 6.03 
105-1 6.007 5.92 6.14 6.371 5.899 6.354 6.025 6.122 
104-2 6.139 5.903 6.035 6.188 6.022 6.207 5.988 6.083 
104-1 6.153 6.049 6.263 6.256 6.234 6.435 6.11 6.222 
103-2 6.104 5.929 5.984 6.2 5.97 6.15 6.109 6.056 
103-1 6.221 5.965 6.230 6.223 6.334 6.253 6.064 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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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6.119 5.957 6.068 6.070 6.009 6.351 6.039 6.086 
102-1 6.152 6.162 6.084 6.285 6.197 6.428 6.061 6.197 

(三)優良課程獎勵：依本校「學士班暨各學制英語授課課程教學優良獎勵辦 
法」，106學年度第2學期共有344門課程（220位教師）符合優良課程獎勵

條件，已簽請校長頒發獎勵狀。各學院統計如下表： 

學年期 
文學

院 
理學

院 
工學

院 
管理 
學院 

海科

院 
社科

院 
通識 
中心 

學務

處* 全校 

106-2 
課程數 

(教師數) 

56 
（33） 

56 
（40） 

66 
（44） 

72 
（52） 

15 
（11） 

39 
（25） 

40 
（15） 

0 
（0） 

344 
（220） 

106-1 
課程數 

(教師數) 

66 
（35） 

60 
（38） 

78 
（52） 

87 
（56） 

29 
（19） 

46 
（33） 

49 
（19） 

0 
（0） 

415 
（252） 

105-2 
課程數 

(教師數) 

48 
（33） 

31 
（22） 

68 
（50） 

65 
（42） 

12 
（11） 

39 
（26） 

39 
（16） 

0 
（0） 

302 
（200） 

105-1 
課程數 

(教師數) 

56 
（34） 

42 
（31） 

41 
（34） 

34 
（26） 

21 
（16） 

18 
（16） 

43 
（19） 

0 
（0） 

255 
（176） 

104-2 
課程數 

(教師數) 

52 
（33） 

20 
（20） 

35 
（28） 

40 
（29） 

13 
（11） 

17 
（15） 

25 
（14） 

1 
（1） 

203 
（151） 

104-1 
課程數 

(教師數) 

60 
（33） 

36 
（27） 

49 
（39） 

45 
（31） 

21 
（18） 

27 
（22） 

47 
（20） 

0 
（0） 

285 
（190） 

103-2 
課程數 

(教師數) 

45 
（29） 

34 
（26） 

34 
（29） 

34 
（26） 

16 
（14） 

19 
（17） 

35 
（16） 

2 
（2） 

219 
（159） 

103-1 
課程數 

(教師數) 

61 
（35） 

33 
（26） 

45 
（36） 

39 
（28） 

19 
（15） 

24 
（17） 

27 
（13） 

1 
（1） 

249 
（171） 

102-2
課程數 

(教師數) 

44 
（27） 

38 
（26） 

29 
（28） 

28 
（24） 

10 
（8） 

14 
（12） 

25 
（13） 

1 
（1） 

189 
（139） 

102-1
課程數 

(教師數) 

53 
（32） 

33 
（23） 

46 
（37） 

36 
（25） 

18 
（12） 

23 
（19） 

41 
（16） 

1 
（1） 

251 
（165） 

備註：*「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授課教官隸屬學務處。 

(四)教學意見調查追蹤改善精進教學 
1.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有 4 門課程（4 位教師）達追蹤改善精進教學條件

，本學期已請需改善精進課程之教師提供說明後，簽核啟動追蹤改善精

進教學機制。相關課程之類別，如下表： 
課程別 

學制 
1062 (1061)課程科目數 1062 (1061)需改善精進科目數 
必修 選修 必修 百分比 選修 百分比 

研究所 274 (333) 793 (828) 0 (1) 0% (0.3%) 1 (1) 0.1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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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623 (680) 430 (420) 1 (3) 0.16% (0.44%) 2 (2) 0.47% (0.48%) 
合計 897 (1013) 1223 (1248) 1 (4) 0.11% (0.39%) 3 (3) 0.25% (0.24%) 

註：含符合追蹤改善精進教學辦法第七條規定，得逕通知教師說明後副知系所備查之 1
門課程（1 位教師）。 

2.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 10 門課程（9 位專任教師、0 位兼任教師）列

入追蹤改善精進教學機制，目前皆已完成追蹤改善精進教學計畫及報告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 7 門課程（5 位專任案教師）列入追蹤改善

精進教學機制，目前僅理學院未完成追蹤改善精進教學計畫，本學期將

持續追蹤其改善精進教學報告。 

四、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作業： 

(一)107學年度第2學期各類課程開課作業，本組已函文各院、系所、學程、中

心 知 照 ， 請 於 107 年 12 月 3 日 ～ 14 日 至 教 務 處 網 路 開 課 系 統

（http://selcrs.nsysu.edu.tw/open_crs/）進行作業。 
(二)課程教學大綱擬自108年1月2日中午13時起開放教師登錄，請任課教師於

初選前上網完成登錄。 

招生組 
招生試務業務辦理成果如下： 
一、本校承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委辦之英語聽力測驗第二試，將於12月15日（六）

舉辦，僅辦理上午場次，本校為高雄二考區，預計2,531名考生報名應試，

安排於道明中學（40個試場）及高雄中學（31個試場）等共計71試場。本

測驗第一試業於10月20日（六）辦理完竣，共計5,400名考生報名應試。感

謝各系所主管、教師及職員協助支援擔任巡視及主監試工作。 
二、本校承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委辦之108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將於108年1月

25-26日（五-六）舉辦，本校為高雄二考區，預計6,510名考生報名應試，

安排於道明中學（58個試場）、高雄中學（47個試場）及高雄女中（50個試

場）等共計155個試場。請各系所主管、教師及職員大力協助並支援擔任巡

視及主監試工作。 
三、本校承辦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107年新進人員招考，共計598人報名，

業已於9月29日舉行考試，並於10月17日開放線上初試（筆試）測驗結果查

詢。 
四、108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總人數2,814人，較去年(2,333人)增加4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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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2%)，近三年報名人數與各校比較如下表一；各系所報名人數比較一覽

表如下表二。107學年度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報名總人數12
人，較去年(9人)增加3人(33.33%)。本案業於107年11月14日放榜，各系所錄

取名額統計表如下表三。 
表一 

校名 本校 臺大 清大 交大 政大 成大 中央 中正 中興 
106 年 2411 7897 3835 5656 1972 5983 3135 1679 2750 
107 年 2333 8232 4461 5767 2208 6105 3322 1673 2778 
108 年 2814 8878 5398 6526 2088 6592 3599 2011 3594 

與去年增減 481 646 937 759 -120 487 277 338 816 
比例% 20.62 7.85 21.00 13.16 -5.43 7.98 8.33 20.20 29.37 

表二 
國立中山大學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各系所報名人數比較一覽表 

系所名稱 組別 招生 各組 各所 增減 去年人數 108 增減 
名額 分計 總計 百分比 各所 各院 各院 百分比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6 5 

24 41.18  17 

92 117 27.17  

乙組 6 12 
丙組 6 7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13 5 5 -37.50  8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11 40 40 53.85  26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無 12 25 25 -3.85  26 
社會學系碩士班 無 10 23 23 53.33  15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無 8 19 19 -5.00  20 

59 60 1.69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甲組 7 10 22 57.14  14 

乙組 5 12 
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5 7 7 -22.22  9 
音樂學系碩士班 無 12 10 10 -37.50  16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無 5 2 2 - -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甲組 5 6 31 -11.43  35 

313 369 17.89  

乙組 10 25 
化學系碩士班 無 32 126 126 -1.56  128 

物理學系碩士班 甲組 13 17 66 20.00  55 
乙組 13 49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甲組 5 22 

64 1.13  30 乙組 3 9 
丙組 5 11 
丁組 6 22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12 40 40 5.26  38 
醫學科技研究所 無 9 42 42 55.56  27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11 74 

436 15.65  377 1106 1437 29.93  
乙組 12 96 
丙組 19 48 
丁組 19 80 
戊組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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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組 12 138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無 12 73 73 10.61  66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48 258 289 34.42  215 
乙組 15 31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碩士班 無 10 22 22 - -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無 45 128 128 1.59  126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12 62 62 21.57  51 
乙組 3 -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12 24 

215 32.72  162 
乙組 12 29 
丙組 8 77 
丁組 11 55 
戊組 10 30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碩士班 無 34 156 156 43.12  109 
電波聯合 - - 56 56 - -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甲班 無 10 139 139 6.92  130 

678 739 9.00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乙班 無 14 27 27 -20.59  34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士班 無 10 22 22 0.00  22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無 27 148 148 20.33  123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無 21 149 149 7.19  139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無 10 20 20 -9.09  22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12 52 87 6.10  82 
乙組 3 35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6 30 97 31.08  74 
乙組 5 67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無 19 50 50 -3.85  52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碩士班 
甲組 7 7 

29 52.63  19 

85 92 8.24  

乙組 6 6 
丙組 7 16 

海下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無 6 5 5 -16.67  6 
海洋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無 6 8 8 0.00  8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甲組 10 10 23 4.55  22 
乙組 11 13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11 6 

27 -10.00  30 乙組 5 9 
丙組 4 11 
丁組 2 1 

總計 ／ 749 2814 20.62 2333 2814 20.62 
表三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及 107 學年度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CSEMBA)招生考試錄取名額統計表 

系所名稱 組別 
報名人數 招生名額 

錄取名額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正取 備取 正取 備取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無 19 

 
8  8 10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甲組 10  7  6 0   

乙組 12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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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7 0 4 1 5 0 0 0 
音樂學系碩士班 無 10 

 
12 

 
6 0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無 1 1 3 2 1 0 1 0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甲組 6 
 

5  5 0 
  

乙組 25  10  10 10   
化學系碩士班 無 126 

 
32  32 68 

  
物理學系碩士班 甲組 17  13  13 3   

乙組 49 
 

13  13 10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甲組 22  5  5 8   
乙組 9 

 
3  3 4 

  
丙組 11  5  5 6   
丁組 22 

 
6  6 7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40  12  12 22   
醫學科技研究所 無 42 

 
9  9 17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74  11  11 13   
乙組 96 

 
12  12 26 

  
丙組 48  19  19 18   
丁組 80 

 
19  19 38 

  
戊組* －  13  13 14   
己組 138 

 
12  12 33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無 73  12  12 12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258  48  48 56 

  
乙組 31  15  15 4   

資訊安全碩士班 無 22  10  8 0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無 128  45  45 69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62  12  12 16 

  
乙組* －  3  3 24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24  12  12 9 
  

乙組 29  12  12 14   
丙組 77  8  8 12 

  
丁組 55  11  11 20   
戊組 30  10  10 12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碩士班 無 156  34  34 35   
電波聯招(電機戊通訊乙) 

 
56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甲班 無 139  10  10 21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乙班 無 27 

 
14 

 
14 10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士班 無 17 5 5 5 5 6 5 0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無 148  27  27 25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無 149  21  21 9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無 20  10  10 6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52  12  12 12   

乙組 
 

35 
 

3 
  

3 5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30  6  6 0   
乙組 67  5  5 4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無 50  19  19 15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碩士班 
甲組 7  7  7 0 

  
乙組 6  6  6 0   
丙組 16  7  7 4 

  
海下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無 5  6  5 0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甲組 10  8 2 7 0 0 0 

乙組 13  10 1 1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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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6  11  6 0   
乙組 9  5  6 3 

  
丙組 11  4  5 4   
丁組 

 
1 

 
2   1 0 

海洋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無 8  6  5 0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 5  6  4 0 

  
乙組 12  6  6 4   
丙組 7  6  5 0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5  13  5 0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40  11  11 19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無 25  12  12 12   
社會學系碩士班 無 23  10  10 6 

  
碩甄總計  2772 42 733 16 709 751 10 5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CSEMBA) 無  12  30   10 0 

   12  30   10 0 

五、本校108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海納百川招生」考試共17學系參與，計56
個招生名額，於107年11月22日報名結束，報名總人數共計311名，考生資

料已轉由學系辦理報考資格初審、書面審查及面試，本項招生預定108年1
月4日放榜。本管道106~108學年度招生人數如下表： 

六、本校108學年度「學士班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業經教育部107
年8月6日臺教高（四）字第1070100127號函核定招生名額，共17個學系參

與，計37個招生名額。報名日期自11月20日起至12月20日止，預定108年1
月10日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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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108學年度各項招生考試預定日程時程及招生委員會聯席會議預定召開日

期一覽表業已公告本處網頁【訊息公告】，供各單位與主管參閱，並為即早

準備相關試務工作規劃及行程控留。(附件三) 

招生策略發展辦公室 
一、本校108至109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與招生名額執行情形如下表： 

執行進度 增設調整單位案名 備註 

業經教育部核定 108 學年度「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

職專班」 
核予外加招生名額 20 名 

108 學年度增設「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前瞻應用材料碩士班」 
由本校化學系調整招生名額 2
名、材光系調整招生名額 3
名，另核予外加招生名額 10
名，總計 15 名。 

本校 108 學年度日間學制各學士班招

生名額核定 
107 年 10 月 22 日來函通知 

107 學年度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同分

參酌增額錄取案 
業經教育部 107 年 10 月 29 日

臺教高(四)字第 1070192109 號

函同意辦理。 

刻正報部中 增設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未對外招生

「西灣學院」 
1.提本校 107 年 12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追

認更名為「西灣學院」。 
2.俟校務會議通過後，函文教

育部並檢送會議紀錄。 

預定 108 年 1 月

報部 

109 學年度增設案 
1. 學士班 
(1)學士後醫學系 
(2)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2. 碩士班 
(1)生技醫藥研究所 
(2)精準醫學研究所 
(3)臨床心理學研究所 
(4)藝術管理研究所 
(5)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全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1.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23 日臺

教高(四)字第 1070197247 號

函將原本每年 11 月底提報之

特殊項目及隔年 5 月提報之

一般項目，預定調整至 108
年 1 月底提報。 

2.未涉對外招生之人文暨科技

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轉為對

外招生，需按一般增設案報

部。 
3.碩士班增設超過報部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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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進度 增設調整單位案名 備註 

3. 博士班 
(1)醫學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2)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博士班 

之三案，建請排序，俾利後

續報部。 

註:108學年度經教育部緩議之「理學學士學位學程」，理學院於107學年度第1次主管會議討

論決議考量所需空間、師資(4位師資及4位助教)、經費等資源，於現階段未能到位及補

足，決議「停設」理學學士學位學程。 

二、教育部近期函知各專班申請須知與結果如下表： 

專班名稱 辦理結果 

「107 年度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

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申請作業須知」 
1.本辦公室已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中教字第

1070009792 號函轉各學術單位及國際處。 
2.無單位提出申請。 

「產業碩士專班 108年度秋季班及109年春

季班申請作業須知」 
1.本辦公室於 107 年 11 月 5 日中教字第

1070009854 號函轉各學術單位。 
2.目前由財務管理學系規劃提出 108 年秋季

班申請。 
3.本案擬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前報部。 

「108 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多元專

長培力課程申請作業須知」 
1.本辦公室於 107 年 11 月 26 日中教字第

1070010401 號函轉各學術單位及國際處。 
2.本案申請期限為 107 年 12 月 17 日，目前

尚無學系提出申請。 
3.本課程專班為教育部今年新增設，囿於通

知及報部時程緊迫，有興趣之學系可預先

規劃 109 學年度申請辦理。 

三、本校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生師比統計結果，全校生師比值20.972(教育部規定

應低於27)、日間學制生師比值18.632(教育部規定應低於23)、研究生生師比

值8.240(教育部規定應低於10)，本校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及研究生生

師比值，均符合教育部規定。 

四、本校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學術單位師資質量統計： 

(一)尚未符合者有下列三系所： 

1.海洋事務研究所依規定應有師資數 5 位，雖已新聘「劉子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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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數增為 4 名，惟與教育部規定師資仍有 1 名之差距。 
2.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研究生人數÷專任助理教以上人數)之生師比值

28.33 超過教育部所訂應低於 20 之基準。 
3.教育研究所(研究生人數÷專任助理教以上人數)之生師比值 22.86 超過

教育部所訂應低於 20 之基準。 
(二)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經追蹤評核連續 2 年均未達基準者，教

育部將依現行總量標準第 5 條規定調整招生名額，且調整之名額不予回

復。請上述師資質量未達基準之系所提前因應，以避免招生名額經教育

部調整。 
五、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本處招生策略發展辦公室(下稱本辦公室)近期辦理活動成果如下： 
(一)107年10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時至12時舉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

畫說明會」，由大考中心劉孟奇主任蒞校演講，協助學系瞭解高中新課綱

及評量尺規的概念與設計等重要資訊，全校教師與行政同仁共55人參加。 
(二)107年12月6日(星期四)及12月10日(星期一)辦理理工學院及文學院所屬學

系與高中端之交流會議，以增進對高中端辦學、課程設計、校內活動之

了解，俾使評量尺規能有效對準高中學生之實際學習歷程。 
(三)預計於107年12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時至12時辦理「大學招生專業化工作

坊(二)」，邀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劉兆明顧問蒞校指導，協助本校各試辦

學系訂定適合的評量尺規。 
六、近期辦理各類招生策略案件成果： 

(一) 107 年 11 月 16 日前往工學院，就學術單位個別化招生策略說明事宜，向

工學院李院長與賴副院長進行說明簡報。 
(二)107 年 11 月 26 日應文學院通知，提供該院劇藝系與音樂系學士班學生主

要來源高中統計資訊。 
(三)107 年 12 月 3 日應理學院通知，提供該院所有學系學士班制學生入學管

道、學生來源高中、學生戶籍地區、學測級分變化等統計資訊。 
七、為開設國軍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本辦公室已於 107 年 10 月 26 日偕同

社科院張其祿院長與李予綱副院長前往陸軍八軍團第 43 砲指部進行拜會，

並就開設營區在職專班達成共識。現已完成該專班招生規定制定程序(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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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3 次招生會議通過)，並由社科院撰寫開班計畫中，預定於 12
月底前往第 43 砲指部仁美營區進行招生宣導。 

八、為提升 108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報名人數，本辦公室已委託好事聯播網(港都

電台 FM98.3)協助宣導。至今(12/3)報名狀況： 
1.碩士班 1,371 人登錄報名，較去年同期登錄人數 688 人增加 99.27%。 
2.碩專班 149 人登錄報名，較去年同期登錄人數 155 人減少 3.87%。 
3.高階碩專班 12 人登錄報名，較去年同期登錄人數 30 人減少 150%。 

九、近期辦理招生宣導與參訪活動成果如下： 
日期 活動內容與參與人次 

10 月 5 日 岡山空軍技術學院蒞校參訪，共計 40 名師生參與。 

10 月 12 至 15 日 協助國際處參加 2018 澳門高等教育展。 

10 月 20 日 為嘗試多元宣傳，已於英聽(高雄場次)場外，發放文宣(攻
頂大學面紙)。 

10 月 22 日 辦理文山高中招生講座，共計 65 名師生參與。 

10 月 24 日 福誠高中招生講座，共計 100 名師生參與。 

10 月 25 日 高師大附中與泰國姊妹校蒞校參訪，共計 40 名師生參

與。 

10 月 26 日 協助學務處辦理 2018 大學院系博覽會，共計約 733 名高

中師生共同參與。 

11 月 27 日 
招開 108 學年度「山萌海誓-中山六院聯合暑期營隊」第

一次說明會。 

11 月 28 日 
協助邀請中山附中參加工學院成果展，共計 24 位師生參

與。 
11 月 30 至 12 月 1 日 協助邀請高中參訪海洋科學學院成果展 

12 月 7 日 
協助工學院招開第二次 108 學年度「全國跨域鐵人競賽」

會議。 

預定 12 月 15 至 16 日 
協助理學院於於高雄文化中心辦理兩天「物理演示」宣

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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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一、學院整體計畫 

(一)本校圖資大樓10樓創意實踐基地裝修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採購

案已決標，決標金額160萬元，現正辦理空間規劃設計，履約期限107年10
月5日至108年3月3日，預計108年3月辦理工程採購招標。本空間完工後將

作為西灣學院創意實踐基地使用，提供師生跨界多元的合作討論空間，啟

發創意與想像。 
(二)104-106年學術單位自我評鑑，各受評單位業已完成改善追蹤報告，並經

院務會議審查通過，將提校務會議報告後解除列管。 
(三)106-107年各院建置多功能教室如下表(供參)，可提供教師及同學更優質的

教學環境設備，如需借用，請逕洽各單位承辦人員。 

單位 教室 
容納 
人數 

承辦人 單位 教室 
容納 
人數 

承辦人 

文學院 
LA1001 
LA1004 
FA8001 

50 
50 
50  

楊媛淳 3006 管理學院 
CM3038 
CM1032 
CM3035 

50 
60 
50 

林書瑤 4580 

音樂系 FA4034 50  王伯軒 3331 海資系 MB1009 50 陳潁茂 5022 

劇藝系 FA2017 80  張菁菁 3381 海工系 ME2001 52 蔡心心 5062 

理學院 SC0014 72  
張瑞華秘書

3501 

社科院 

1 樓休息

討論區 
 

黃靜怡秘書

5501 
生科系 

SC1014 15 李春瑛 3626 
3 樓創意

發想空間 
SC3010 36  蘇綺玲 3605 

SS3005 
SS1004 

50 
36 化學系 

SC3003-2 
SC3004 

36  許育晟 3919 

材光系 MS2001 20  顏秀芳 4051 
教育所 SS2004-3 12 郭淑婷 5881 

光電系 IR3002 60  許馨文 4459 

資工系 
EC5025 
EC5026 

16 
16 

吳秀珍 4301 通識中心 GE3013 32 
林韋秀編審

5851 

二、教師教學支援 
(一)本校106學年度教學傑出獎教師及教學績優教師業已遴選完成，含教學傑

出獎教師3位及教學績優教師24位，共計27位，獲獎教師名單如列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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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辦理教學研習、教學社群、教師成長工作坊等活動，歡迎邀請獲獎教

師進行教學經驗分享。 

 
(二)本校教學升等網頁已建置完成（https://reurl.cc/XerVg）    ，可從教務

處首頁-教師專區-其他連結進入。11月27日已辦理教學研究升等分享暨說

明會，邀請中興大學企管系喬有慶教授兼系主任蒞臨分享，參加人次共計

15位。 
(三)教育部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已於107年11月21日上午9時開放線上申

請，本校校內截止申請時間為107年12月9日下午11時59分。另，本中心亦

持續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交流分享茶會，讓教師們刺激思考，累積教學

能量，相關成果及活動訊息如下： 
日期 研習主題 地點 參與人次 

10 月 17 日(三) 
16:00-17:3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交流分享茶會 海洋科學院海 MA2016 21 人 

10 月 31 日(三) 
15:30-17:3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交流分享茶會 工學院工 EN4040 13 人 

11 月 14 日(三) 
15:30-17:3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交流分享茶會 理學院理 4001 20 人 

11 月 28 日(三) 
15:30-17:3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交流分享茶會 管理學院 CM3022 16 人 

 
 

獎 項  獲獎名單  

傑出教學獎 電機系 莊子肇、光電系 于欽平、師培中心 鄭  雯 

教學績優教

師 

中文系 羅景文、音樂系 陳鈺雯、劇藝系 謝榮峰、生科系 江友中、 
應數系 黃杰森、物理系 郭政育、生科系 吳長益、應數系 張  中、 
電機系 馬誠佑、機電系 程啟正、電機系 莊豐任、資工系 楊昌彪、 
環工所 林淵淙、企管系 王致遠、企管系 林峰立、財管系 鄭  義、 
財管系 蔡維哲、海資系 林秀瑾、海科系 簡國童、政經系 李明軒、 
政治所 王群洋、社會系 葉高華、通識中心人文社會組 江政寬、 
外文系 盧莉茹 (連續 3 年支援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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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研習主題 地點 

12 月 12 日(三) 
15:30-17:3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交流分享茶會 社會科學院社 1004 

12 月 26 日(三) 
15:30-17:3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交流分享茶會 文學院 8001 會議室 

 
(四)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成果如下

表：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參與人

次 
滿意度 
(5 分量表) 

10 月 30 日 
(二) 

12:00-14:00 

從課程、團隊到活動～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如

何推動設計思考 

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

計學院劉建成創新長 
社科院 SS4001
大型會議室 

38 人 4.71 

11 月 23 日(五) 
15:00-17:00 

SYS 系統化教學-拇指

精靈飼育學 
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 
賴郁雯助理教授 

社科院 1004 多

功能教室 
34 人 4.9 

11 月 30 日 
(五) 

14:00-16:00 

大學教學實務課程的

行動研究 
本校教育所洪瑞兒教

授兼所長 
社科院 3005 多

功能教室 
20 人 4.83 

11 月 30 日 
(五) 

16:00-17:30 

多元評量與課室評量

技術之介紹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施

慶麟副教授 
社科院 3005 多

功能教室 
16 人 4.75 

三、創新課程與教學 
(一)107年度數位化學習計畫補助情形： 

1.翻轉教室課程：共 9 門，遠距非同步課程：共 3 門，高中數位先修課程

：1 門。補助金額共 2,231,673 元。 

2.補助課程資料表： 
107 年度數位化學

習計畫 
申請人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翻轉教師課程 劉文強 中國文學系 用數位人文學-左傳 
劉文強 中國文學系 世說新語(一) 
張屏生 中國文學系 臺灣語言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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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文 生物科學系 高等生物統計學 
于欽平 光電工程學系 光電電磁學 
陳俐吟 光電工程學系 色彩學導論 
謝東佑 電機電力工程學系 系統晶片設計 
林國欽 通識教育中心 羽球教學即時回饋系統 
劉賓陽 資訊管理學系 生產與作業管理 
鄭德俊 物理學系 物理發展史 

遠距非同步課程 徐士傑 資訊管理學系 統計基礎及 R 語言應用 
林東清 資訊管理學系 管理資訊系統 
黃三益 資訊管理學系 資料庫系統 

高中數位先修課程 江友中 生物科學系 普通生物學(一) 

(二)本校於107年度起推動微學分課程，截至11月28日申請及補助之微學分課

程如下，總計補助171,232元。 
編號 申請人 開課單位 微學分課程名稱 時間 時數 學分數 

1 李思嫺 音樂系 
畫面與音樂一起說故
事：配樂/音效與畫面

/故事的聯結 
7/25(三)14:10-17:00 3 0.1 

2 李思嫺 音樂系 

畫面建構、劇情敘事
與音樂設計：情緒、
情境，與速度感的關

係 

8/1(三)14:10-17:00 3 0.1 

3 李思嫺 音樂系 
聲光魔術：聯結配樂
音效元件至體感產品
所需之軟體能力 

8/29(三)9:10-12:00 3 0.1 

4 李思嫺 音樂系 聲音與體感的互動Ⅰ
ⅡⅢ 

Ⅰ.8/15(三)14:10-16:00 
Ⅱ.8/22(三)10:10-12:00 
Ⅲ.8/22(三)14:10-16:00 

6 0.3 

5 李思嫺 音樂系 聲光魔術 8/29(三)9:10-12:00 3 0.1 

6 廖德裕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河海
洄游魚類與棲地 

7/16(一)-7/19(四)8:00-12:00 
7/20(五)10:00-12:00 18 0.5 

7 陳孟仙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哈
囉！海洋 

7/13(五)、7/17(二)、7/20(五) 
9:00-12:00、14:00-17:00 18 0.5 

8 黃蔚人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微海
洋呼吸 

8/21(二)、8/28(二)、9/4(二) 
9:10-12:00、13:10-16:00 18 0.5 

9 陳慶能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優格
海洋 

9/4(二)、9/5(三)、9/6(四) 
9:10-12:00、13:10-16:00 18 0.5 

10 宋克義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東沙
環礁探秘 8/9(四)-8/23(四) 18 0.5 

11 張詠斌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關心
臺灣海岸 

8/8(三)、8/15(三)、8/22(三) 
9:10-12:00、14:10-17:00 1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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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人 開課單位 微學分課程名稱 時間 時數 學分數 

12 劉莉蓮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找寶
貝！ 

8/13(一)13:00-16:00 
8/20(一)13:00-16:00 
9/6(四)8:00-14:00 
9/7(五)8:00-14:00 

18 0.5 

13 陳冠宇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異常
波浪 

8/7(二)、8/14(二)、8/21(二) 
9:10-12:00、13:10-16:00 18 0.5 

14 呂宗澤 應數系 數值研究 8/15(三) 14:10-16:00 
8/17(五) 10:00-12:00 4 0.2 

15 邱永盛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聽海
在唱歌 

8/27(一)-8/29(三) 
9:00-12:00、13:00-16:00 18 0.5 

16 洪慶章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魚能
吃塑嗎？ 

8/10(五)、8/17(五)、8/24(五) 
9:00-12:00、14:00-17:00 18 0.5 

17 湯政豪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永續
海洋 

9/3(一)、9/4(二)、9/5(三) 
9:00-12:00、14:00-17:00 18 0.5 

18 陳孟仙 海科系 海洋畢業專題：向海
豚大體老師學習 11/11(日)、12 月時間待訂 18 0.5 

19 廖德裕 海科系 博物館標本管理與解
剖 

9/4(二)、 
9/17(一)-9/18(二) 18:00-20:00 18 0.5 

20 于欽平 光電系 光電探索 9/3(一)-9/4(二)9:00-21:00 16 0.5 

21 蔣依吾 資工系 
結合中醫與現代資訊
科技之居家照護跨領

域課程 
9/15(六)、9/22(六)、9/29(六) 20 1 

22 閔瑪希 文學院 跨文化人文思潮與美
學 

工作坊名稱 辦理日期 時段 
高雄小故事 
寫作工作坊 

9/12(三) 下午 2-5 時 (3 小
時)(0.1 微學分) 

「共謀的默
契」—參與
式展演工作
坊 

9/22(六) 
9/23(日) 

上午 10-12 時、下
午 1-5 時(兩天皆 6
小時) 
(0.6 微學分) 

西灣文史紀
錄培訓工作
坊 

9/29(六) 上午 9-12 時、下午
1:30-4:30 (6 小時) 
(0.3 微學分) 

生命敘事繪
本創作(入
門實作)工
作坊 

10/4(四)  
10/5(五)  
10/6(六)  

D1-D2：下午 1-5
時 
D3：下午 1-5 時 
 (每天 4 小時，計
12 小時)(0.6 微學
分) 

一日藝術實
踐工作坊 

10/8(一) 上午 10-12 時、下
午 1-5 時(6 小時) 
(0.3 微學分) 

手機實拍微
電影初階工
作坊 

11/17(六) 上午 10-12 時、下
午 1-5 時(6 小時) 
(0.3 微學分) 

多媒體影音
(音樂設計)
培訓工作坊 

11/24(六) 上午 10-12 時、下
午 1-4 時(5 小時) 
(0.2 微學分) 

平面設計思
考與實作工

12/26(三) 下午 3-7 時(4 小
時)(0.2 微學分) 

5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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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人 開課單位 微學分課程名稱 時間 時數 學分數 
作坊 

 

23 宋世祥 人科學位
學程 基礎繪圖與表達 9/21(五)、9/28 13:00-16:00 6 0.3 

24 宋世祥 人科學位
學程 基礎色彩學與應用 9/29(六) 9:00-17:00 8 0.4 

25 吳怡瑱 劇藝系 
物語世界：從物件認
識自身的存在方式和

世界 

11/22、11/29、12/6、12/13 
每週四晚上 13:00-16:00，共 12 小時 12 0.6 

26 蔡妤珮 社會系 我的高雄學 

【五場大師講座 5 Master Lectures】
107/11/10(六)10:00-12:00、

11/19(一)10:00-12:00、
11/21(三)15:00-17:00、
12/5(三)10:00-12:00、
12/12(三)15:00-17:00 

【一天工作坊 Workshop】 
107/12/22 (六) 09:00-18:00 

18.5 1 

27 宋世祥 人科學位
學程 基礎金工工作坊 107/11/10(六)9:00-17:00 8 0.4 

28 謝如梅 人科學位
學程 

西灣生活創新提案工
作坊 107/10/6(六)10:00-18:00 8 0.3 

四、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一)本校彭森明榮譽講座教授於107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蒞臨本校，進行學生

學習成效暨校務研究系列活動，且為促進高東屏區域學校共榮發展及知能

提升，亦安排於夥伴學校進行演講及諮詢。相關系列活動如下： 
日期 主題 主辦單位 地點 

10 月 29 日(一)  
10:00-12:00 

【諮詢會議】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研究諮詢會議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10 月 29 日(一) 
15:00-17:00 

【諮詢會議】 
中山大學跨領域學程招生、課程及未來

發展諮詢會議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行政大樓微型教室 

10 月 30 日(二) 
10:00-12:00 

【專題演講】 
校務研究與內外部品質保證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10 月 30 日(二) 
15:00-17:00 

【諮詢會議】 
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組織結構座談會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行政大樓微型教室 

10 月 31 日(三) 
09:30-12:00 

【諮詢會議】 
中山大學校務研究諮詢會議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研大樓 IR 辦公室 

10 月 31 日(三) 
14:00-17:00 

【諮詢會議】 
高東屏夥伴學校校務研究諮詢會議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研大樓 IR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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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主辦單位 地點 

11 月 1 日(四) 
10:00-12:00 

【專題演講】 
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實踐大學 
(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高雄校區) 

11 月 1 日(四) 
15:00-17:00 

【諮詢會議】 
中山大學教務處業務諮詢會議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行政大樓微型教室 

11 月 2 日(五) 
10:00-12:00 

【諮詢會議】 
中山大學評估研究中心諮詢會議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研大樓 6005 室 

 (二)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辦理教學助教培訓工作坊成果

如下表：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參與人次 

9 月 6 日(四)、7 日(五) 
9:00-17:00 

助教訓練與微學分課

程規劃 設計工作坊 
本校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

士學位學程 宋世祥教授 
社 3005 教室 40 人 

9 月 21 日(五) 
13:00-17:00 

玩轉教學工作坊 鄭本源 講師 社 3005 教室 18 人 

10 月 29 日(一) 
10:00-12:00 

線上教室與學習社群

的經營管理心法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系  
連育仁 教授 

國研大樓

4002 教室 
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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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總表】

工作報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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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5-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各學系延畢人數統計 

※延修人數／（應屆人數＋延修人數）＝延畢生比率 統計基準日：107.10.15

學期別／身分 

1051 1061 1071 

應屆人

數 

延修人

數 

延畢生

比率 

應屆人

數 

延修人

數 

延畢生

比率 

應屆人

數 

延修人

數 

延畢生

比率 

全校 1094 235 17.68% 1136 247 17.86% 1102 262 19.21% 

中國文學系 47 18 27.69% 44 21 32.31% 42 16 27.59% 

外國語文學系 51 10 16.39% 50 14 21.88% 56 16 22.22% 

音樂學系 35 18 33.96% 37 13 26.00% 31 12 27.91% 

劇場藝術學系 39 18 31.58% 39 22 36.07% 37 21 36.21% 

生物科學系 52 5 8.77% 49 9 15.52% 47 9 16.07% 

化學系 53 9 14.52% 56 11 16.42% 46 8 14.81% 

物理學系 55 11 16.67% 45 8 15.09% 50 12 19.35% 

應用數學系 46 17 26.98% 42 15 26.32% 46 16 25.81% 

電機工程學系 96 15 13.51% 113 23 16.91% 108 24 18.18%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06 18 14.52% 115 12 9.45% 106 21 16.54% 

資訊工程學系 54 13 19.40% 55 12 17.91% 56 12 17.65% 

光電工程學系 40 10 20.00% 44 4 8.33% 41 15 26.79%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41 2 4.65% 52 2 3.70% 49 6 10.91% 

企業管理學系 93 18 16.22% 92 17 15.60% 83 22 20.95% 

資訊管理學系 49 7 12.50% 48 9 15.79% 53 7 11.67% 

財務管理學系 49 4 7.55% 53 6 10.17% 58 4 6.45%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37 5 11.90% 43 5 10.42% 41 7 14.58%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40 8 16.67% 40 7 14.89% 39 11 22.00% 

海洋科學系 31 3 8.82% 32 7 17.95% 31 4 11.43% 

政治經濟學系 47 10 17.54% 53 17 24.29% 51 7 12.07% 

社會學系 33 16 32.65% 34 13 27.68% 31 12 27.91% 

工作報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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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各項招生考試預定日程一覽表(依各項考試招生簡章為準) 

招生考試別 
簡章公告 

(網路公告) 
報名日期 考試日期 放榜日期 

承

辦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第一試) 

依大考中心公告為準 

107.10.20 

依大考中心公告為準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第二試) 
107.12.15 

學科能力測驗 108.1.25~26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108.7.2~3 

學 

士 

班 

特殊選才 107.10.11 107.11.7~21 107.12.21~23 108.1.4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107.11.1 
第二階段： 

108.3.28~4.3 

指定項目甄試 

108.4.10~21 
108.4.30 

轉學生甄試 107.11.8 107.11.28~12.5 107.12.14~18 107.12.26 

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108.1.16 108.2.25~3.4 
術科考試 

108.3.16 
108.4.8 

臺綜大系統學士班

轉學生聯合招生 
108.4月中旬 108.5月中旬 108.7月上旬 108.8月上旬 

四

技

二

專 

甄選入學 107.12.12 
第二階段： 

108.6.5~6.12 

指定項目甄試 

108.6.14~6.30 
108.6.28 

青年儲蓄帳戶組 107.11.19 107.12.10~14 
指定項目甄試 

107.12.19~108.1.10 
108.1.16 

碩 

士 

班 

兩岸高階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107.8.21 107.9.10~10.8 

面試:上海107.10.21 

高雄107.10.27 
107.11.14 

甄試入學 107.9.8 107.9.27~10.11 
107.10.26~11.6 

(系所自訂) 

高階碩士學程 

在職專班 
107.10.15 107.11.30~12.25 

EMBA 108.2.16~17 
EMPP 108.3.9~10 

EMBA 108.2.26 
EMPP 108.3.15 

在職專班 107.10.18 
107.11.26~12.12 

筆試：108.2.2 

面試：108.3.8~10 

一階段 108.2.26 

二階段 108.3.15 考試入學 107.10.22 

金融創新產業碩士

專班 
108.3月上旬 

108.3.28~4.10 

筆試含面試： 

108.4.19~5.5 
(系所自訂)  

108.5.16 博 

士 

班 

考試入學 107.11.7 

境 

外 

生 

外

國

學

生 

秋季班 

107.12月上旬 

108.1.15~3.31 
資料審查 

108.4.1~5.15 
108.6.15前 

春季班 108.8.1~9.30 
資料審查 

108.10.1~11.15 
108.12.15前 

僑

生 

單招 107.11.1 107.11.20~12.20 
資料審查 

107.12.21~108.1.4 
108.1.10 

個人申請 本校僅受理海外聯招會轉來之申請案件，招生相關資訊 

詳見海外聯招會網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 聯合分發 

陸生 
本校僅受理陸聯招會轉來之申請案件，招生相關資訊 

詳見陸聯招會網址：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工作報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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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8 學年度各招生委員會預訂會議日期 

序號 日期 時間 會議 

1 
聯 108-1 

107 年 8 月 15 日(三) 14:00

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一次聯席會議 

◎ 協調學、碩(含專)、博士班、外國生、僑生招

生名額 
◎ 107 學年度 CSEMBA 及 108 學年度碩甄簡章草

案 
◎ 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考試筆試日期 

◎ 廢止「招生作業共同準則」 

2 
聯 108-2

107 年 10 月 4 日(四) 09:30

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二次聯席會議 

◎ 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時程及費用 

◎ 繁星暨個人申請入學及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校

系分則 

◎ 身障生招生名額及簡章校系分則調查 

◎ 特殊選才、青年教儲聯招、僑生單招、碩士、

碩專、高階及博士班簡章草案 

◎ 109 學年度招生名額規劃事宜 

3 
聯 108-3

107 年 11 月 13 日(二) 09:30

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三次聯席會議 

◎ 107 學年度 CSEMBA 及 108 學年度碩甄放榜 

◎ 外國生及運動績優招生簡章草案 

◎ 四技二專招生簡章 

◎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甄試分發名額及運動

項目 

4 
聯 108-4 

108 年 2 月 25 日(一) 09:30
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四次聯席會議 

◎ 碩士暨碩專班第一階段及高階碩專班放榜 

5 
聯 108-5

108 年 3 月 14 日(四) 09:30

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五次聯席會議 

◎碩士暨碩專班第二階段放榜 

◎金融產碩簡章草案 

6 
聯 108-6

108 年 4 月 29 日(一) 09:30
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六次聯席會議 

◎ 個人申請入學放榜 

7 
聯 108-7 

108 年 5 月 15 日(三) 09:30

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七次聯席會議 

◎ 博士班及金融產碩專班放榜 

◎ 109 學年度學士、碩士、碩專、博士及僑生招

生名額總量 

◎ 109 學年度博士班「教育部授權學校(校長)調

控之招生名額」調控分配作法 

◎ 陸生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分配及缺額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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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一：本校106學年度增設「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擬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草案）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06學年度新增「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業經

教育部核准在案，如附件二。 

二、 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議：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備註加註：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七

條規定，學位證書將附記【本專班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其餘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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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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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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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二：本校相關系所擬修正暨增設107學年度「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育

才審查標準」(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已參加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計畫之系所包括生科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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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下科技所、敎育所、政經系，

共17系所。  

二、 本次提出修正之系所包括政經系，審查標準對照表如附件一，其餘系

所無修正。 

三、 環工所107學年度首度參加，審查標準(草案)如附件二。 
四、 107學年度申請時程規劃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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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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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 
（107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政治經濟學系 
壹、 審查標準 

學年度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 

/審查資料 
附    註 

107 -- -- -- -- 

 
貳、 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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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同【106】 同【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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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下學期修習政經實作專題

（一）、公共經濟學。 

同【10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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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項         目 

107 同【106】 

106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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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申請審查標準 
（107 學年度學生適用之申請標準暨培育計畫） 

系別：環工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 
課外活動 

附    註 

無 

1、 工程數學

或統計學 

2、 流體力學 

3、 熱力學 

4、 環境化學 

5、 生物學 

6、 水文學 

1、 申請書(含自傳) 
2、 研究計畫書 
3、 大學成績單與名次 
4、 教授推薦函兩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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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本系所教學及課

程委員會會議通

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 

碩士班階段 1 年  
依本所碩士班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修課 

博士班階段 3 年 

修滿至少本所課程 24 學分

始得畢業。前述 24 畢業學

分中，最多包含 2 門專題研

究課程 6 學分；碩士成績單

上記載已修習課程，經審核

通過後得酌予抵免 6 學分，

唯博士班修習之課程與原在

本所碩士班修習之課程相同

者(不含專題研究課程)，不

計入畢業學分。在本所修習

之課程至少需包含 1 門分析

（實驗）課程（不含碩士班

修習之課程）。 

必須符合本所博士班研究生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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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與海科學院相關學系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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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計畫」作業期程 
107.11.26 

期程 作業事項

相關規定已公告

http://oaa.nsysu.edu.tw/files/11-
1004-15795.php?Lang=zh-tw 

1. 本校「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育才實施

辦法」，

2. 「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

3.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4. 「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107.12.11 
相關系所擬定 107 學年度申請適用之「七學年

學碩博學生審查標準」，提 158 次教務會議討

論。

108.3.18 公告全校學生成績排名

108.4.8-12 開放學生申請

108.5.24 系所辦理甄選，並於網站公告核准名單。

108.5.31 系所送交核准名單至註冊組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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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三：擬修正本校「學生學期成績複查暨申訴處理程序」(草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重點： 

(一)本規定屬行政規則，考量其屬性，法規名稱擬變更為「學生學期成

績複查暨申訴處理要點」。

(二)明確規範相關作業期程以「日」為單位。 
(三)明確規範受理收件截止日逾期處理方式。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條文(草案) 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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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學期成績複查暨申訴處理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法規名稱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學期成績複

查暨申訴處理要點 

法規名稱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學期成績複

查暨申訴處理程序 

法規名稱變更 

一、學生對其學期成績有疑問

者，應即向任課教師複查。

如仍有異議，得於收到成績

單後 14 日內，向開課單位

再提出複查，逾期不予受

理。 

第一條 學生對其學期成績有疑

問者，應即向任課教師

複查。如仍有異議，得

於收到成績單後二週

內，向開課單位再提出

複查。 

1、法規格式變更 

2.修正受理期限

以「日」計算。 

3.增列逾受理截

止日之處理規

範。 

二、（原第二條條文） 第二條 向開課單位申請複查之

學生須書面敘明理由並

檢附學期成績單，及相

關佐證資料（若學生試

卷、作業、報告等成績

評分之原始資料任課教

師已發給學生，學生申

請複查時需一併提出

）。 

法規格式變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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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學期成績複查暨申訴處理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開課單位收件後，由其單位

主管召集相關教師（不含任

課教師）三～五人組成「成

績複查小組」作學術專業判

斷，並於 10 日內將處理結

果回覆申請人，處理結果需

說明該科各項成績之評

分、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及處

理過程；複查結果若需更正

成績，則依本校教師繳交及

更正學期成績辦法辦理。 

第三條 開課單位收件後，由其

單位主管召集相關教師

（不含任課教師）三～

五人組成「成績複查小

組」作學術專業判斷，

並於一週內將處理結果

回覆申請人，處理結果

需說明該科各項成績之

評分、學期成績計算方

式及處理過程；複查結

果若需更正成績，則依

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學

期成績辦法辦理。 

1.法規格式變更 

2.修正處理期限

以「日」計算，

並調整作業期

間。 

 

 

 

 

 

 

 

 

 

 

 

 
四、學生對開課單位之複查結果

如有異議，應於 7 日內檢附

相關資料向教務處提請申

訴，但以一次為限，逾期不

予受理。 

第四條 學生對開課單位之複查

結果如有異議，應於一

週內檢附相關資料向教

務處提請申訴，但以一

次為限。 

1、法規格式變更 

2.修正受理期限

以「日」計算。 

3.增列逾受理截

止日之處理規

範。 

五、申訴程序由教務長邀集各學

院教師代表組成七～九人

之「成績申訴評議小組」，

就學生所提理由及事實，再

進行裁定。 

第五條 申訴程序由教務長邀集

各學院或共同科教師代

表組成七～九人之「成

績申訴評議小組」，就

學生所提理由及事實，

再進行裁定。 

1、法規格式變更 

2、組織變更 

六、（原第六條條文） 第六條 裁定結果如認為評分或

成績計算方式明顯不

當，由「成績複查小組

」或「成績申訴評議小

組」提教務會議議決，

始得更正成績。 

法規格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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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學期成績複查暨申訴處理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原第七條條文） 第七條 申請複查學生不得要求

查看其他學生之試卷、

作業、報告等之評分。 

法規格式變更 

八、（原第八條條文） 第八條 處理學生複查案件過

程，對於各項評分及學

期成績計算方式除非有

明顯不當，應尊重任課

教師之決定。 

法規格式變更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九條 本程序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1、法規名稱變更 

2、法規格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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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學期成績複查暨申訴處理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90年10月5日第89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年月日第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學生對其學期成績有疑問者，應即向任課教師複查。如仍有異議，得於收到成

績單後14日內，向開課單位再提出複查，逾期不予受理。 

二、向開課單位申請複查之學生須書面敘明理由並檢附學期成績單，及相關佐證資

料（若學生試卷、作業、報告等成績評分之原始資料任課教師已發給學生，學

生申請複查時需一併提出）。 

三、開課單位收件後，由其單位主管召集相關教師（不含任課教師）三～五人組成

「成績複查小組」作學術專業判斷，並於10日內將處理結果回覆申請人，處理

結果需說明該科各項成績之評分、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及處理過程；複查結果若

需更正成績，則依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學期成績辦法辦理。 

四、學生對開課單位之複查結果如有異議，應於7日內檢附相關資料向教務處提請申

訴，但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理。 

五、申訴程序由教務長邀集各學院代表組成七～九人之「成績申訴評議小組」，就

學生所提理由及事實，再進行裁定。 

六、裁定結果如認為評分或成績計算方式明顯不當，由「成績複查小組」或「成績

申訴評議小組」提教務會議議決，始得更正成績。 

七、申請複查學生不得要求查看其他學生之試卷、作業、報告等之評分。 

八、處理學生複查案件過程，對於各項評分及學期成績計算方式除非有明顯不當，

應尊重任課教師之決定。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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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四：本校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併提臨時動議），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通過修訂本校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案。(附件一) 

二、 通過修正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案。(附件二)  

三、 通過修訂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及「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部

分條文案。(附件三)  

四、 通過光電工程學系提送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之課程認定案。(附件四)  

五、 通過哲學研究所課程結構外審結果案。(附件五)  

六、 通過中國文學系等27個系所修訂課程結構圖案。(附件六)  
七、 通過107學年度第2學期各學院支援通識教育開設「跨院選修」課程新

增案。(附件七)  
八、 通過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各系所提報新増課程共計157科。(附件八)  
九、 通過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各學院、系所提報課程異動共計28科。

(附件九)  
十、 通過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限修人數調降及分班案。(附件十) 

 
決議：新增課程案中，通識教育中心6門服務學習課程，正課時數修正為2小

時，實習時數修正為0小時，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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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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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

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

領域必修課程四學分（未經開課

單位核准者不得跳級修習），並通

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

件 1）方得畢業。 

第一條 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

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

領域課程四學分（未經開課單位

核准者不得跳級修習），並通過本

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

1），方得畢業。 

註明「必修」
以與 「選修」
課程區別。 

第四條 課程分級： 

英文初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未達均標者。

英文中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均標以上
（含）未達前標者。 

‧修習英文初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 

英文中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標（含）以
上未達前10%者。 

‧修習英文中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 

英文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10%（含）
以上者。 

‧修習英文中高級課程學期成績及
格者。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
學生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
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學科能力測
驗成績單、指定項目考試成績單正
本，或經外文系教師之推薦，可於每
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
文系申請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
時申請者應依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
別。成績標準如下：變更為英文中級
者須達多益550分（含）以上或相對
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
為英文中高級者須達多益 600分
（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
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高級者須
達多益70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
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
級別者僅限一次。 

第四條 課程分級： 

英文初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未達均標者。

英文中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均標以上
（含）未達前標者。 

‧修習英文初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 

英文中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標（含）以
上未達前10%者。 

‧修習英文中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 

英文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10%（含）
以上者。 

‧修習英文中高級課程學期成績及
格者。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
學生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
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或經外
文系教師之推薦，可於每學期加退
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文系申請
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時申請者
應依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別。成績
標準如下：變更為英文中級者須達
多益55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
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
中高級者須達多益600分（含）以上
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
準；變更為英文高級者須達多益700

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
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級別者僅限
一次。 

增列分級變
更採計證明。 

第五條  修課規定： 

一、學生應依規定修畢英文中高級以

第五條  修課規定： 

一、學生應依規定修畢英文中高級以

增列「語文課
程：英語文」
領域選修課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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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所修

得之學分數，方計為「語文課程：

英語文」領域 4 學分。 

二、英文初級課程為 0 學分課程。入

學時若分至英文初級，畢業前應

逐級依序修畢英文初級、中級以

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級，畢

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級

以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高

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

中高級以及高級程；若分至高

級，則視同英文中高級學分抵免

通過，並於畢業前修畢英文高級

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修得之

學分數，方計為「語文課程：英

語文」領域 4 學分。申請抵免中

高級英語文課程學分對象僅限

入學時被分至英文高級或依第

四條規定，申請分級變更至英文

高級並獲核可者。 

三、顛倒修習、未經開課單位同意逕

自跳級修課，經開課單位認定

後，所修學分不予採計為英語文

課程學分。 

四、除「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必

修課程（英文初級、中級、中高

級、高級），學生也可同時修習

「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選修

課程。該選修學分得計入最低畢

業學分，但不得抵免「語文課程：

英語文」領域課程之必修 4 學分。 

上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所修

得之學分數，方計為「語文課程：

英語文」領域 4 學分。 

二、英文初級課程為 0 學分課程。入

學時若分至英文初級，畢業前應

逐級依序修畢英文初級、中級以

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級，畢

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級

以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高

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

中高級以及高級程；若分至高

級，則視同英文中高級學分抵免

通過，並於畢業前修畢英文高級

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修得之

學分數，方計為「語文課程：英

語文」領域 4 學分。申請抵免中

高級英語文課程學分對象僅限

入學時被分至英文高級或依第

四條規定，申請分級變更至英文

高級並獲核可者。 

三、顛倒修習、未經開課單位同意逕

自跳級修課，經開課單位認定

後，所修學分不予採計為英語文

課程學分。 

程與相關說
明。 

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

已通過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

英檢中高級複試之「英語文課程

抵免標準」（如附件 2），可依行

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具未

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

文檢定成績單正本，至英語文教

學中心申請抵免「語文課程：英

語文」領域課程 4 學分，逾時該

學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定

修習。 

二、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

請抵免，依第三條第二項予以分

級後，經英語文教學中心會議審

議。 

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

已通過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

英檢中高級複試之「英語文課程

抵免標準」（如附件 2），可依行

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具未

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

文檢定成績單正本，至通識教育

中心申請抵免「語文課程：英語

文」領域課程 4 學分，逾時該學

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定修

習。 

二、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

請抵免，依第三條第二項予以分

級後，經英語文教學中心會議審

議。 

1.抵免期限加
註「開學第
一 週 週
五」。

2.受理單位改
為「英語文
教 學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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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免修規定： 

一、英語系國家，英國、美國、加拿

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南

非等國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生

得檢具證明文件（護照及中學

(含)以上成績單）提出免修申請。 

二、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免辦理「英

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三、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不適用第六

條規定。 

第七條 免修規定： 

一、英語系國家，英國、美國、加拿

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南

非等國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生

得檢具證明文件（護照及中學

(含)以上成績單）提出免修申請。 

二、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不適用第六

條規定。 

1. 新 增 英 語
系 國 家 外
籍 生 免 辦
理「英語文
能力標準」
認 證 之 規
定。

2. 項次修改。

第九條 本辦法所列法條與附件均溯及既

往，適用 107 學年度以前入學之

在校學生。 

1. 本條新增。 

2. 增列該法，
使在校生
適用本次
修訂之辦
法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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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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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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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標準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一般生標準： 

考試類別 及格標準 

多益聽力與閱讀測驗
(TOEIC) 

60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 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61 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500 分(含)以上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口說測驗130分 （含）
以上或寫作測驗130分 
（含）以上 

多益口說測驗  
（TOEIC Speaking 
Test） 

130分 （含）以上 

英語實踐歷程檔案 100 點 

一、標準： 

考試類別 及格標準 

多益測驗 (TOEIC) 60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 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61 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
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500 分(含)以上 

1.「標準」改為「一
般生標準」，以茲
區別。 

2.新增考試類別
「 多 益 測 驗
（TOEIC）口說」、
「 多 益 測 驗
（TOEIC） 寫作」
與「英語實踐歷
程檔案」。 

3.原「多益測驗」改
為「多益聽力與
閱 讀 測 驗
（TOEIC）」，以茲
區別。

二、聽障生標準： 

考試類別 及格標準(聽力不採計) 

多益測驗(TOEIC) 閱讀30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閱讀5級(含)以上；寫作
5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閱讀15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初試閱讀80分
(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第二部分文法結構測驗
與第三部分閱讀測驗之
分項分數平均50(含)以
上 

1. 本點新增。
2. 新增聽障生英

語文能力認證
標準。

三、身心障礙學生仍須符合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
力標準，聽障生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一第
二項，但因其他障礙因素，無法達成指標者，
由各學系專簽會辦學務處諮商與職涯發展
組資源教室，另案處理。 

1. 本點新增。
2. 新增身心障礙

學生英語文能
力認證辦法。

四、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請
審核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
標準」規定，免另外辦理「英語文能力標
準」認證。 

二、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請
審核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
標準」規定，免另外辦理「英語文能力標
準」認證。 

點次修改。 

五、「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英語文
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行於英語文能
力標準鑑定系統登錄並列印認證程序單，持
認證程序單、學生證、有效期限內(測驗日起
算兩年內或大學就學期間所參加之英檢並
通過本標準)之測驗成績單正本以及影本
（正本驗證後歸還）於每學期中之每週五至
英語文教學中心審核辦理並存查。 

三、「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英語文
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行於英語文能
力標準鑑定系統登錄並列印認證程序單，持
認證程序單、學生證、有效期限內(測驗日起
算兩年內或大學就學期間所參加之英檢並
通過本標準)之測驗成績單正本以及影本
（正本驗證後歸還）於每學期中之每週五至
外文系審核辦理，核章後送回教務處註冊組
存查。 

1. 點次修改
2. 實際審核與存

查單位為英語
文教學中心，
並非外文系與
教 務 處 註 冊
組，故更正說
明。

六、大學就讀期間參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文檢定
考試，但未通過第一條所列之任一標準者，
得選用至少一項以下補救措施為之： 

（一）參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通過標

四、大學就讀期間參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文檢定
考試，但未通過第一條所列之任一標準者，
得選用至少一項以下補救措施為之： 

（一）參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通過標

點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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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由外文系訂之）者，視同通過本校「英
語文能力標準」。 

（二）修畢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且成績及格者，
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三）參加「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並完成規
定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準（由外文系訂之）者，視同通過本校「英
語文能力標準」。 

（二）修畢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且成績及格者，
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三）參加「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並完成規
定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七、報名參加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或修習「進
修英文課程」者，自 107 學年度起免繳費用。
欲申請者請於公告的報名期限內，至線上報
名系統登錄個人資料，並持報名表、學生證
正本與影本、英檢成績單正本與影本等應備
文件（正本勘驗後歸還），於指定期限內完成
報名手續。辦法詳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
學生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暨進修英文課程實
施細則」。 

五、報名參加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或修習「進
修英文課程」者需付費，低收入戶學生得憑
證明文件核予免費。 

1. 點次修訂。
2. 原付費說明改

為「自 107 學
年度起免繳費
用」。

3. 新增報名相關
說明。

八、「進修英文課程」為零學分課程，「英語學習
歷程認證計畫」結合網路自學以及英語自學
活動，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辦法詳見「國
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學習歷程認
證』計畫實施要點」。 

六、「進修英文課程」為零學分課程，「英語學習
歷程認證計畫」結合網路自學以及英語自學
活動，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 

1. 點次修訂。
2. 新增說明「國

立中山大學學
士班學生『英
語學習歷程認
證』計畫實施
要點」供參。

九、「英語實踐歷程檔案」於 107 學年度起增列於
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俾增英語文能力認
證之多元，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辦法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實踐歷
程檔案』計畫實施要點」。 

1. 本點新增。
2. 增列「英語實

踐歷程檔案」
與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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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考試類別 及格標準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27 分（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71 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TOEIC）
聽力與閱讀測驗 

750 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TOEIC）
口說與寫作測驗 

300分 （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5 級（含）以上 

考試類別 及格標準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複試（含）
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27 分（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71 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 （TOEIC）  75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5 級（含）以上 

增列「多益口說與
寫作測驗」（300 分
（含）以上）於英
語文課程抵免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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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修正草案 

（107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7 英語文教學中心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5.02.02 通識教育中心104學年度第2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3.17 本校第14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5.31 本校第15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1.2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6.12.1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會議修訂通過 

107.08.2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107.09.26 英語文教學中心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必修課程四學分（未
經開課單位核准者不得跳級修習），並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1），方得畢業。 

第二條 適用對象：本規定適用於本校非外文系之全體學士班學生含當學年度入學之轉學生和外籍
生，外文系學生另訂之。 

第三條 分級方式： 

一、 依學生當學年度入學管道之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英文成績標準分級。 

二、 資優生、轉學生、僑生、外籍生入學及上學年度保留學籍重新入學者，由本校統一予以學

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相關試題測驗後分級。上述學生若遇選課分級問題，可於選課異常

處理期間，予以優先辦理。 

三、 未依規定參加分級測驗學生，一律分入英文初級課程。 

第四條 課程分級： 

英文初級課程： 

·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未達均標者。

英文中級課程： 

·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均標以上（含）未達前標者。
· 修習英文初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英文中高級課程： 

·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標（含）以上未達前10%者。
· 修習英文中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英文高級課程： 

·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10%（含）以上者。

· 修習英文中高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分級變更： 

·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學生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

定成績單、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指定項目考試成績單正本，或經外文系教師之推薦，

可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文系申請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時申請者應依

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別。成績標準如下： 變更為英文中級者須達多益550分（含）以上或相

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中高級者須達多益60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

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高級者須達多益70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

英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級別者僅限一次。 

第五條 修課規定： 

一、 學生應依規定修畢英文中高級以上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所修得之學分數，方

計為「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4學分。 

二、 英文初級課程為0學分課程。入學時若分至英文初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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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中級以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級以及中

高級課程；若分至中高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高級以及高級程；若分至

高級，則視同英文中高級學分抵免通過，並於畢業前修畢英文高級課程，且修課成

績及格，修得之學分數，方計為「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4學分。申請抵免中高級

英語文課程學分對象僅限入學時被分至英文高級或依第四條規定，申請分級變更至

英文高級並獲核可者。 

三、 顛倒修習、未經開課單位同意逕自跳級修課，經開課單位認定後，所修學分不予採計為英

語文課程學分。 

四、 除「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必修課程（英文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學生

也可同時修習「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選修課程。該選修學分得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但不得抵免「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之必修4學分。 

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 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已通過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之

「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如附件2），可依行事曆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具未

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至英語文教學中心申請抵免

「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4學分，逾時該學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定修

習。 

二、 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請抵免，依第三條第二項予以分級後，經英語文

教學中心會議審議。 

第七條 免修規定： 

一、 英語系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南非等國以英語為

母語之外籍生得檢具證明文件（護照及中學(含)以上成績單）提出免修申請。 

二、 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免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三、 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不適用第六條規定。 

第八條   課程設計：本校「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分為四學期四級開授，各級之課程目標（如
附件3）。學生須依第五條規定逐級依序修畢應修級數課程，且學期成績及格，方計入「語
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4學分。 

第九條  本辦法所列法條與附件均溯及既往，適用107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在校學生。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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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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能力標準 

（107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7 104學年度英語文教學中心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5.02.02 通識教育中心104學年度第2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3.17 本校第14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1.2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6.12.1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會議修訂通過 

107.08.2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般生標準：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多益聽力與閱讀測驗（TOEIC） 60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IELTS） 5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TOEFL-iBT） 61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500分（含）以上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口說測驗130分（含）以上或寫作測驗130

分（含）以上 

多益口說測驗（TOEIC Speaking Test） 130分（含）以上 

英語實踐歷程檔案 100 點 

二、聽障生標準：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聽 力 不 採 計） 

多益測驗（TOEIC) 閱讀30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IELTS） 閱讀5級（含）以上；寫作5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TOEFL-iBT） 閱讀15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初試閱讀80分（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第二部分文法結構測驗與第三部分閱讀測

驗之分項分數平均50（含）以上 

三、 身心障礙學生仍須符合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力標準，聽障生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一第二

項，但因其他障礙因素，無法達成指標者，由各學系專簽會辦學務處諮商與職涯發展組資

源教室，另案處理。 

四、 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請審核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

準」規定，免另外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五、「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英語文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行於英語文

能力標準鑑定系統登錄並列印認證程序單，持認證程序單、學生證、有效期限內（測驗日

起算兩年內或大學就學期間所參加之英檢並通過本標準）之測驗成績單正本以及影本

（正本驗證後歸還）於每學期中之每週五至英語文教學中心審核辦理並存查。 

六、大學就讀期間參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文檢定考試，但未通過第一條所列之任一標準者，

得選用至少一項以下補救措施為之： 

（一） 參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通過標準（由外文系訂之）者，視同通過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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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能力標準」。 

（二） 修畢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三） 參加「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並完成規定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

準」。 

七、報名參加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或修習「進修英文課程」者，自107學年度起免繳費用。

欲申請者請於公告的報名期限內，至線上報名系統登錄個人資料，並持報名表、學生證

正本與影本、英檢成績單正本與影本等應備文件(正本勘驗後歸還)，於指定期限內完成報

名手續。辦法詳見「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暨進修英文課程實施細

則」。 

八、「進修英文課程」為零學分課程，「英語學習歷程認證計畫」結合網路自學以及英語自學

活動，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辦法詳見「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學習歷程認

證』計畫實施要點」。 

九、「英語實踐歷程檔案」於107學年度起增列於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俾增英語文能力

認證之多元，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辦法詳見「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實踐

歷程檔案』計畫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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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 

(107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8.2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凡通過下列語言測驗門檻之一者，得抵免英語文課程： 

（參照行政院公告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或托福成績對照表）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527 分（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TOEFL-iBT） 71 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TOEIC）聽力與閱讀測驗 750 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TOEIC）口說與寫作測驗 30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5 級（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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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課程：英語文」各級課程目標 

（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英文初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與熟悉議題相關的短篇文章。

2. 能運用基礎閱讀策略了解文章大意及基本文法架構。

聽力技能 
1. 能大致聽懂與熟悉議題相關的短篇對話內容。

2. 能運用基礎聽力策略大致了解主旨、情境及目的。

寫作技能 
1. 能寫出完整句子。

2. 能應用基本句型及字彙寫一段與熟悉議題相關的段落。

口說技能 
1. 能運用片語及簡短句子來進行基礎對話。

2. 能利用課堂中所學的基本口說策略進行簡單對談。

英文中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與熟悉及感興趣議題相關的中篇文章。

2. 能大致掌握文法架構及根據上下文做出正確的文法選擇。

3. 能運用閱讀策略找出段落主旨、了解文章細節並根據讀懂之內
容作簡單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與熟悉及感興趣議題相關的中篇對話及短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了解其主旨及細節，並進行簡單推論。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段文意連貫的段落。

2. 能運用基礎寫作策略來思考及組織段落內容。

口說技能 
1. 能針對聽懂或讀懂的內容做相關的口頭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簡短描述並解釋其感興趣與熟悉之相

關議
題，並在未經準備的情況下參與相關討論。

英文中高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具體主題之中篇文章。

2. 能運用習得之文法概念來強化對文意之理解。

3. 能運用閱讀策略辨識文章論點，整合文內相關資訊，進行

適
切的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具體主題之中長篇對話及中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來理解主旨、細節及語氣，並進行適切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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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技能 1. 能寫一篇文意連貫及結構嚴謹的三段式短文。

2. 能運用寫作策略來思考及組織文章內容。

口說技能 
1. 能簡短重述及解釋聽懂或讀懂的內容，並做適切的口頭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針對其感興趣與熟悉之相關主題進行簡短口
頭報告。

英文高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具體及抽象主題之中長篇文章。

2. 能了解較複雜及不常見之文法結構。

3. 能運用閱讀策略來提昇閱讀速度，連結相關文章資訊，進行適
切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具體及抽象主題之長篇對話及中長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來擷取重點，分辨及理解隱含意義，並進行適
切推論。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篇論點明確及邏輯通順的三段式論述短文。

2. 能運用寫作策略來來思考及組織文章內容與細節，強化文章論
點。

口說技能 

1. 能重述及詳細解釋聽懂或讀懂的內容，並對聽懂或讀懂的內容發
表較深入的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針對指定的議題進行口頭報告，並援用資料

來佐證所提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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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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6 本校第15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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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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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程，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得抵免「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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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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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語
文
選
修
課
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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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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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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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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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

另設選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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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程，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得抵

免「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二）(同原條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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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英

語文」領

域選修課

程與相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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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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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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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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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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6本校第15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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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另設選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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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程，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得抵免「英

語文」必修 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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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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書報討論（一）（二） 開課單位（學制）：光電系碩、博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邀請光電科技相關研究領域知名學者或產、官界業師進行實務分享，增進學生的光電

新知、建構宏觀的光電視野與掌握最新趨勢脈動，以具備足夠知能支援系上各式光電

基礎、專業及應用課程的教學活動。 

評分方式： 

依據本系「書報討論課程修課規定」辦理，成績比例：出席佔90% +發問佔10% 

獎助方式： 

（一） 由授課教師自行遴選為原則，惟須符合學校相關辦法之規定，並遵守本課程

學習準則規範。 

（二） 修課人數做為基數，每一人為一個基數，碩士生基數乘以1倍，博士生則基

數乘以1.5倍，至多分別以40、60個基數為原則，每個基數助學金金額，由系

主任依本系助學金總額另訂之。 

（三） (三) 修課人數低於8人以下或「專題」類課程，不配發基數。大學部「專題

製作」課程亦不配發基數。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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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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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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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決議 
新增 刪除 異動 

1 中文系 學 3 - - 

新增： 

(1)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新) 

(2)閩南民間文學與文化采風 

(3)翻譯概論(新) 

103.3.3 

102-3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 中文系 碩、博 3 - - 

新增： 

(1)陽明學綱要 

(2)先秦子學發展宗派論 

(3)華文全球化專題 

103.3.3 

102-3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 外文系 學 1 - - 新增：新聞英文與寫作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 外文系 碩 3 - - 

新增： 

(1)東南亞英文文學選讀 

(2)童話研究 

(3)認知語言學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5 外文系 博 2 - - 

新增： 

(1)東南亞英文文學選讀 

(2)童話研究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6 哲學所 碩 2 1 - 

1.新增：

(1)愛與共同體 

(2)當代美學 

2.刪除：當代哲學與宋明理學

103.11.24 

103-2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7 劇藝系 學 - 1 1 
1.刪除：進階模型製作

2.異動：劇場音效設計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8 劇藝系 碩 3 4 4 

1.新增：

(1)文本與空間敘事 

(2)劇場美學 

(3)當代劇場服裝製作 

2.刪除：

(1)現代劇場 

(2)展演紀錄 

(3)高階數位劇場設計 

(4)數位科技與互動展演 

3.異動：

(1)展演設計論 

(2)高階電腦輔助設計 

(3)進階燈光設計 

(4)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9 生科系 學 4 - 5 

1.新增：

(1)動物生理學實驗 

(2)族群生態學概論 

(3)生態學者的 R 入門(新)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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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決議 
新增 刪除 異動 

(4)癌症流行與保健 

2.異動：

(1)生物科學專題(一) 

(2)生物科學專題(二) 

(3)生物科學學士論文專題

(一) 

(4)生物科學學士論文專題

(二) 

(5)植物地理學 

10 生科系 
碩、博 

碩專 
9 - - 

新增： 

(1)應用生物實務 

(2)R 語言在生態學之應用(新) 

(3)族群生態學(新) 

(4)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

影響(新) 

(5)動物寄生蟲學的生態與演

化(新) 

(6)鳥類學(新) 

(7)昆蟲演化與系統分類學專

題研究(二) 

(8)行為生態學榕屬螞蟻專題

(新) 

(9)榕屬和榕小蜂互利共生專

題(新)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11 物理系 學 1 - - 新增：光電子學及實驗(一)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12 物理系 碩、博 3 - 1 

1.新增：

(1)拓樸物理專題研究(二) 

(2)隱形科學專題(二) 

(3)量子光學專題(二) 

2.異動：高等量子力學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13 應數系 學 4 2 - 

1.新增：

(1)流形學習基礎(新) 

(2)數值分析專題研究 

(3)數學建模專題研究 

(4)數學專題研究(一) 

2.刪除：

(1)應用數學專題研究 

(2)實變函數導論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14 應數系 碩、博 7 - - 
新增： 

(1)資料視覺化(新)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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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決議 
新增 刪除 異動 

(2)空間資料預測專題研討

(新) 

(3)流形學習基礎(新) 

(4)人工智慧原理 

(5)Python 與機器學習之理論

實現(新) 

(6)最佳化計算專題研討 

(7)文件探勘(新) 

15 生醫所 碩、博 1 - - 新增：細胞遷移與疾病(新) 
105.11.21 

105-2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16 醫科所 碩 2 - - 

新增： 

(1)內科學導論 

(2)智慧電化學感測器設計與

製作 

104.11.23 

104-2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17 電機系 學 1 - - 新增：類神經網路導論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18 電機系 碩 4 - - 

新增： 

(1)進階離散數學 

(2)固態電子元件(三) 

(3)數據分析學專題(新) 

(4)人臉辨識專題(新)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19 環工所 
碩 

碩專 
- 3 - 

刪除： 

(1)水資源管理與自來水系統 

(2)能源與環境 

(3)電子業污染與防治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0 環工所 博 - 4 3 

1.刪除：

(1)高等給水工程 

(2)土壤污染評估與整治 

(3)奈米科技與環境(二) 

(4)高等熱傳及質傳學 

2.異動：

(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整治 

(2)奈米科技與環境 

(3)環境宿命與風險評估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1 資工系 學 - 2 - 

刪除： 

(1)安全程式設計 

(2)駭客攻防與電腦鑑識技術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2 資工系 碩 4 - 2 

1.新增：

(1)安全程式設計 

(2)駭客攻防與電腦鑑識技術 

(3)下世代網路切片模組設計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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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決議 
新增 刪除 異動 

(4)機器學習智能晶片設計

(計) 

2.異動：

(1)深度學習 

(2)機器學習 

23 資安碩程 碩 14 - - 

新增： 

(1)高等作業系統 

(2)安全程式設計 

(3)駭客攻防與電腦鑑識技術 

(4)高等電腦網路 

(5)密碼學 

(6)安全密碼協定 

(7)數位簽章機制與應用 

(8)計算機結構 

(9)網路安全 

(10)演算法設計與分析 

(11)書報討論(一) 

(12)書報討論(二) 

(13)書報討論(三) 

(14)書報討論(四) 

108 學年度新增學制 通過 

24 材光系 學 1 - - 新增：科學模擬計算導論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5 材光系 碩、博 1 - - 新增：進階材料模擬設計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6 企管系 學 2 - - 

新增： 

(1)國際企業實務 

(2)管理與創業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7 企管系 
博

(DBA) 
- - 6 

異動： 

(1)生產與作業管理 

(2)行銷管理與研究 

(3)財務管理與研究 

(4)人力資源管理 

(5)管理資訊系統 

(6)策略管理 

106.5.15 

105-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8 財管系 碩 1 - - 新增：財務資料庫應用與分析 
105.5.23 

104-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9 人管所 碩 2 - - 

新增： 

(1)職場行為學 

(2)科技管理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0 人管所 
碩專 

(亞太) 
2 - - 

新增： 

(1)職場行為學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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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決議 
新增 刪除 異動 

(2)科技管理 

31 人管所 博 1 - - 新增：高等質化研究方法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2 EMBA 碩專 - - 1 異動：市場投資與經營 
106.5.15 

105-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3 海工系 學 - - 1 異動：外海結構工程導論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4 海工系 碩 1 - - 
新增：港灣工程案例探討與改

進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5 海科系 學 2 - - 

新增： 

(1)海外實習 

(2)地球科學概論 

106.5.15  

105-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6 海科系 碩 2 - 

新增： 

(1)物理海洋資料分析 

(2)英文論文寫作 

106.5.15  

105-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7 政治所 碩 2 - 6 

1.新增：

(1)數位浪潮下的中國政治與

傳媒 

(2)心理計量學概論 

2.異動：

(1)比較議會政治 

(2)亞太區域研究 

(3)經驗研究與資料分析 

(4)心理計量學概論 

(5)亞太區域的國際發展 

(6)性別與社會正義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8 政治所 博 1 - 1 

1.新增：發展與政策

2.異動：政治資源的經營與管

理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9 教育所 碩 - - 2 

異動： 

(1)STEM 教育研究 

(2)終身學習研究 

105.11.21 

105-2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0 教育所 博 - - 2 

異動： 

(1)STEM 教育研究 

(2)終身學習研究 

105.11.21 

105-2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1 政經系 學 3 - 2 

1.新增：

(1)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2)政經實作專題(一) 

(3)政經實作專題(二) 

2.異動：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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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決議 
新增 刪除 異動 

(1)政經管理(一) 

(2)政經管理(二) 

42 亞太所 碩 2 - - 

新增： 

(1)公共政策分析 

(2)亞太國際關係 

104.5.28 

103-4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3 社會系 學 3 - - 

新增： 

(1)走讀鹽埕(計) 

(2)社會設計(計) 

(3)台灣漢人社區民族誌(計) 

105.5.23 

104-4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4 社會系 碩 2 - - 

新增： 

(1)馬克思、傅柯與新自由主義 

(2)基因、醫療與社會  

105.5.23 

104-4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5 人文學程 學 2 - 6 

1.新增：

(1)創意設計方法 

(2)關懷設計 

2.異動：

(1)當代社會問題與創新案例

研究 

(2)創業企劃實作 

(3)跨領域創新專題(一) 

(4)跨領域創新專題(二) 

(5)創新設計或創業專題(一) 

(6)創新設計或創業專題(二) 

107學年度新增學制 通過 

46 師培中心 學 3 - 51 

1.新增：

(1)職業教育與生涯規劃 

(2)科學素養課程教學與評量 

(3)閱讀素養課程教學與評量 

2.異動：(如附件)

【配合教育部法規修正課程

規劃表】 

106.5.15教育部核定 通過 

47 中文系 學 1 - - 
新增：亞洲共同體：東亞文學

與文化(計) 

103.3.3 

102-3校課程委員會 

【臨時動議】 

通過 

註：藍字(計)表示配合教育部等相關計畫；紅字(新)表示新聘教師擬教授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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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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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學士班   課程結構圖 

文學基礎必修 
國文(一、二 ) 

文學概論(一、二 ) 

中國文學史(一、二) 

歷代文選及習作(一、二 ) 

詩選及習作(一、二 ) 
詞曲選及習作(一、二 ) 

學術思想基礎必修
國學導讀(一、二 ) 

中國思想史(一、二) 

語言文字基礎必修
語言學概論(一、二 )

文字學(一、二 ) 

聲韻學(一、二 ) 

訓詁學(一、二 ) 

臺
灣
文
化
選
修 

國
際
文
化
選
修 

韓國漢文學入
門 
東亞漢文小說
西方文藝理論
西方漢學 
中英翻譯:理論,
歷史和實踐
翻譯概論
※亞洲共同體：

東亞文學與文化

臺灣文化民俗誌 
臺灣謠諺 
臺灣民間文學 
臺灣文學作品選讀 
臺灣古典文學概論 
生命禮儀 
歲時節慶 
海洋文化民俗誌 
性別文化民俗誌 
閩南民間文學與 

文化采風

語言學 
古代漢語語法
現代漢語語法
語意學概論
語言教學概論

文字
古文字學 
兩周青銅器銘文選讀
近世出土文獻 
書法(一、二 ) 

方言 
方言學 
閩南語音韻系統與拼
音
閩南語讀書音 
客家話概論 
客家話音韻系統與拼

音 
閩南語概論 
方言調查與分析 
漢語方言辭書

經部 
詩經（文學、經學）
經學概論 
易經 
尚書 
左傳(一、二 ) 
論語、孟子 
（合為論孟） 
儀禮 
禮記(一)（二） 

史部 
史記(一、二) 
中國上古史導讀 

子部 
墨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韓非子 
漢代諸子 
佛學概論 
魏晉人物與思想(一)
六朝譯佛典選讀 
禪宗導讀 
神話學導論(一)(二) 
佛道傳記選讀 
傳習錄 

  近思錄 
  兩漢學術思想之形成
   與發展 
  魏晉南北朝學術思想

學術史、思想史、

文獻學 

清代學術概論(一、
二 ) 
中國文獻學概論 
先秦子學思想綜論 
哲學概論
宋明理學之形成與發
展

古典詩文 
詩經（文學、經學） 
楚辭 
昭明文選 
李白詩 
杜甫詩 

  王安石詩 
韓柳文 
李商隱詩 
東坡詩、東坡詞 
(合為東坡詩詞選讀) 
黃庭堅詩 
稼軒詞 
宋詩選 
明清小品選 
歐蘇文 
陶淵明詩文選讀 
六朝詩文選讀 
中國詩詞與現地學 

小說、戲曲、民間
文學 
古典小說選 
古典戲劇選(一、二 ) 
民間文學 
紅樓夢 
世說新語(一、二 ) 
民俗與文學 
當代戲曲 
地方戲曲概論 

現代文學、文學
批評、應用文 

應用文習作 
現代詩選與寫作 
現代散文選與寫作 
現代小說選與寫作 
 (一、二 ) 
兒童文學 
紀錄片文獻選讀 
中國文學批評史 
文心雕龍 
美學經典導讀 
現代文學理論 
影像與文學 
文學閱讀與生命書寫
(一、二) 
地方文化典藏與報導
應用
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 

新增 1 門 

1. 亞洲共同體:東亞文學與文化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班課程結構圖 修訂說明 
105.05.30 第 148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11.20  106 學年第 2 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通 

106.12.11 第 154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5.14  106 學年第 4 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通 

107.05.29 第 156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0.03  107 學年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1.20  107 學年第 2 次校課程會議提案討論 

97.08.06           通過第 1 次課程結構外審 

99.05.31 98 學年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99.06.15 第 124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03.09 通過第 2 次課程結構外審 

100.05.30 99 學年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0.06.13 第 128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11.28 100 學年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0.12.12 第 130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5.25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

101.06.11                第 13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 

101. 11.26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1.12.17     第 134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 

103.03.03     通過第 3 次課程結構外審

103.03.03 102 學年第 3 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3.03.20 第 139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11.24  103 學年第 2 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3.12.18 第 14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5.23  104 學年第 4 次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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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

額) 

課程說明與限修規定 

1 

文 

學 

院 

0 

跨文化人文
思潮與美學-
課程與教學
實作專題 

3 閔瑪希 
30 

(50) 

著重培養文學院所屬中文系，外文系，音樂系，劇藝
系及哲學所之學科領域專長，在各系(所)特有專業能
力以為培育基礎延伸跨領域之相關應用技能，並進一
步強化 實作面，與社會接軌，提高學生將課堂知識轉
化為實務操作的軟實力，以「人文經典創生」、「社
會書寫」、「生命敘事」三個發展主軸推動型塑出文
學院跨文化人文思潮與美學之核心特色。  

課程規劃包涵: 

1. 培養學生文化藝術表達能力/跨領域溝通能力

2. 文學生活化，經典應用術 - 學用合一

3. 重視在地關懷、生命體驗，找到自己的路

4. 課程兼具理論與實作，跨領域學習培養第二專長

2 1 
世界宗教介
紹 

3 閔瑪希 
30 

(50) 

This course covers the major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the 

world without presuming previous knowledge. Islam, 

Judaism & Christianity, Hinduism & Buddhism, Daoism 

&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Zoroastrianism are covered. 

The course also covers thematic topics – like, for 

example, ritual, relics, religious ethics & economics – in 

a comparative religious perspective. 

3 0 
表演藝術走
入城市生活 

3 何怡璉 
15 

(30) 

1.開放全校各系所，包含劇場藝術系所學生

2.開放人數限制說明：

本課程透過親自體驗和實作去學習，會以城市遊戲、
跨領域工作坊等方式進行。由於會到戶外或是校外教
學，為維護教學品質及師生安全，故須限制教學人數。 

4 

中 

文 

系 

2 
詩選及習作 
(二) 

3 簡錦松 
5 

(35) 

課程目標： 
想學會寫詩填詞的人就來吧！這個課程有臺灣唯一正
宗的古典詩作法教學，本課程將從第一年的詩選，連
續到第二年的詞曲選。換言之，今年開詩選，明年不
開詩選，只開詞曲選，如是循環。歡迎有強烈寫作意
願的同學。 
課程大綱： 
一、在已有近體詩習作能力下，繼續加強各體詩寫作
能力。 
二、採用實作學習法，不講空洞的賞析，注重學生的
寫作實力。 
三、每學期舉辦校外寫作，在詩的生活學得作詩之
法。 
四、詩學史知識的培養，由閱讀和背誦詩集而來，在
課程指導下，按步就班達成。 

5 3 
閩南民間文 
學與文化采 
風 

3 羅景文 
15 

(50) 

課程目標： 
實際運用台灣閩南語的音字書寫來採錄、整理台灣民
間文化及文學，使學生對於台灣閩南語文化與庶民思
維，有更廣博的接觸與認識，並藉以實地觀察、親近
在地民間文化，為在地民間文化的承續盡一份心力。 
課程大綱： 
1.運用台灣閩南語的音字書寫系統進行民間文學的采
集與記錄．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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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

額) 

課程說明與限修規定 

2.何謂民間文學──民間文學的概念與特性，及其與
其他學科的異同和互涉． 
3.田野調查的基本觀念與實務技巧．
4.臺灣民間文學的範疇、口傳特質與積極傳承人，重
要傳說與故事之內容與發展． 
5.臺灣民間文學的過去與現在，以及日治時期民間文
學集的時代意義． 

6 

中 

文 

系 

2 
現代中國文 
學與社會 

3 莫加南 
20 

(50) 

課程目標： 
梁啟超在 1902 年的文章《論小說與族群的關係》中
寫道：“故今日欲改良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
從那個時代 
開始， 中國知識份子不斷地討論文學對現代社會應
該有什麼樣的影響，而他們怎麼可以用文學來改造中
國人的精神世界。 本課程會探索在中國現代歷史當
中文學與社會這兩個概念的關係。中國作家們是怎麼
了解他們的創造過 
程與社會改造這個過程的關係？我們怎麼去思考中國
現代文學的社會性 (The Sociality of 
ChineseLiterature)? 在中國現代歷史的不同時代當
中，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經過了什麼樣的變化和改造？ 
課程大綱： 
1.何謂文學？何謂社會？何謂中國現代性？
2.清末知識份子對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的了解：以康有
為與梁啟超為主 
3.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對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的了解：以
魯迅，陳獨秀，周作人為主 
4.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大眾化政策
5.何謂鄉土？台灣日治時期知識份子對社會與文學的
探索 
6.共產主義與世界主義：中國 1949 年之後的文學政
策 

7 3 翻譯概論 3 莫加南 
20 

(50) 

本課程會探索翻譯理論， 從很多不一樣的角度來思
考下列的問題：何謂翻譯？ “翻譯＂這個概念為什
麼吸引那麼多的東方和西方的理論家的注意？作為中
國文學的學生和研究者，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研究這
個領域（Chinese Studies）與翻譯理論有良好的溝
通？從中國文學領域當中， 我們可以創造我們自己
對翻譯地理論，定義，和概念？ 
適合大一大二說明： 
本課程配合中文系各年級選修科目之數量規劃而開設
在中文系三年級。實際上，本課程內容屬於概論性
質，非常適合一二年級選修。 

8 

外 

文 

系 

4 
現代英美短
篇故事 

3 孫小玉 
10 

(60) 

The course is designed for a close study of the shorter 

works of major Modern British and America wri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lot, exposition and setting, character 

and conflict, point of view and person or narration, theme, 

symbol, mod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建議修畢本校通識英語文「英文高級」課程，或具備
相當於多益測驗 700 分(含)以上英文程度學生修習; 

適合大一、大二修課說明： 

本課程主要為訓練學生賞析與思辨能力，藉由閱讀較
短篇幅的英美文學作品，一、二年級學生可以提前打
下基礎，學習欣賞、詮釋及分析文學作品的能力，並
增進閱讀寫作與溝通表達之外語能力。 

9 4 
維多利亞時
代女性詩人 

3 賴淑芳 
5 

(55) 

The course is to introduce Victorian women poets and 

their works.  A brief biographical account is given to 

each individual authoress first and criticism on their 

works will also be given.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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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

額) 

課程說明與限修規定 

closely their primary works and make critical their own 

responses. 

適合大一、大二修課說明： 

本課程介紹幾位英國女詩人及她們的作品。藉由賞析

優美的詩歌，引導同學了解當時英國社會文化背景、

人們的生活、面臨的問題和女性的情感。本課程有助

於開拓國際視野，同時培養英語文閱讀的能力及習

慣，陶養性情。 

建議修畢本校通英語文「英文中級」課程，或具備相

當於多測驗 600 分(含)以上英文程學生修習; 

10 

外 

文 

系 

4 
應用英語與
溝通 

3 曾銘裕 
5 

(55) 

This course has five objectives. It aims to help students 

1. acqui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writing

letters on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2. understand Financial Times articles

3. build a vocabulary related to various professions

4. explore issues arising from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e.g. writing sales discourse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s; misunderstanding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etc.) enhance global mobility.   

建議修畢本校通識英語文課程，或已抵免英語文課

程。 

適合大一、大二修課說明： 

考量修畢通識英語文課程或已抵免英語文課程之大

一、大二學生無進階英文課可修習，故擬開放為跨院

選修。 

11 4 
應用語言學
概論 

3 黃舒屏 
20 

(70)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five issues that call for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topics and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applications of linguistics theories 

by examining the social, educationa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use in the real world. 

1. 英語作為台灣的第二官方語言，可不可行 ?

(Language policy) 

2. 本土語言的消亡，對我們有何影響？ (Language

variation reflecting its users) 

3. 廣告/政客用什麼語言影響大眾的決策?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4. 大數據時代，語言分析扮演什麼角色? (Corpus

Linguistics and Big Data) 

5. 語言改造是否能影響大眾對社會議題的想法？

(Language Determinism and Language Relativity) 

建議修畢本校通英語文「英文中級」課程，或具備相

當於多測驗 600 分(含)以上英文程學生修習; 

12 2 俄文一(二) 3 吳鴻傑 
20 

(40) 

本課俄語拼讀語速之外, 開始增進學生俄語對話能

力，另行補充文法用書, 透過對話句型和文法練習交

叉練習, 達成正確的俄語對話。 

    課程之進行除了教師解說各課語法和句型之外, 

也著重於學生之間的互動, 鼓勵學生透過對話練習, 

達成初步對話的能力. 

    本課程除俄語課程之外,將採較活潑的方式介紹

一些俄國文化課程(如民謠、動畫短片等),讓學生能拉

近與此一語言的距離，進而增強俄語學習的興趣。 

13 

音 

樂 

系 

3 
音樂與律動
於樂齡之運
用 

3 
羅凱暘 
楊妮蓉 

15 
(50) 

本課程為「音樂與高齡照護學程」之核心課程一，隸
屬於「表達性藝術與高齡照護共學群」課程架構。面
對臺灣即將於 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國
家，同時往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之路邁進。
如何協助國民健康及活力的老化，成為本課程積極努
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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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除了能為我們的生活帶來美好之外，同時能
給予生理及心理的良性刺激，近年來也逐漸成為維護
高齡健康照護的重要媒介，透過音樂的應用，不但能
對長者認知、感受與行為能力的提升，同時也能達到
身心靈的活化效果。「律動」是一種配合音樂節奏來
進行的身體活動方式，而身體活動本身又具有延緩及
預防失能的功效，不論是對於健康、衰弱前期到已經
失能之長者而言，都有健康促進上的積極作用，並符
合三段預防的目標。 

本課程透過「音樂」結合「律動」的方式，培養學生
對於高齡照護及健康促進的認知與能力。課程設計以
音樂為出發點，結合動作教育的肢體訓練，並融入「音
樂與律動」、「長者健康促進」及「健康老化」等議
題，讓課程設定的教學內容能具體依附在的實際的社
會現象中，透過不同議題所特有的情境與問題延伸，
培養學生多元的思考面向及設計適合不同高齡對象的
活動與帶領能力。在實作課程部分，學生於學期中開
始進行活動設計並加入適當的模擬情境，提升學習的
成效。同時分次前往目標機構實際參與樂齡活動的教
學與帶領，而課程後期透過樂齡活動成果的展演，能
進一步讓學生將所學與真實的情境結合，在實作中驗
證並反覆從頭檢視學習過程，展現學習成果。 

14 1 
管樂合奏
(二) 

１ 林鴻君 
30 

(80) 

此課程的目的在於培養管樂演奏學生在合奏的音準、
技巧、音色、和聲和合奏默契上的養成，並對於現代
管樂曲目的演奏與詮釋能有更深的認識與學習。 

15 2 
數位化編曲
理論與實作
(一) 

2 王懷瑩 
15 

(50) 

1.數未聲音設計的基礎概論。

2.影像配越的探討與應用。

3.數未聲音工作戰的介紹與應用。

4.MIIDI 操作。

5.多媒體影音製作。

16 

劇 

藝 

系 

2 
戲劇構作導
論 

2 許仁豪 
5 

(50) 

從歷史演變以及學理基礎讓學生認識「戲劇構作」
（Dramaturge）的起源、發展以及現在狀況。並且在具
體案例的學習上，開始了解戲劇構作涵蓋的工作範疇
以及所需的知識基礎。 

本課程除了學理介紹外，將以衛武營演出劇本為工作
對象，包含實作設計，選課學生於開學第一週參加面
談通過後始得修課。 

107/2 文學院 
260 

(825) 

17 

電 

機 

系 

2 
電子學
（二） 

3 陳有德 
10 

(70) 

介紹類比積體放大器之分析與設計 

1. Operational Amplifiers (Chapter 2)

2. Building Blocks of Integrated-Circuit Amplifiers

(Chapter 7) 

3. Differential and Multistage Amplifiers (Chapter 8)

4. Frequency Response (Chapter 9)

跨院通識 ;100 學年度以後入學生適用 ;與電機系
EE2101A 課程併班上課 

107/2 工學院 
1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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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企 

管 

系 

2 
國際企業實

務 
3 何筱文 

20 

(70) 

Based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cept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volvement and practice in 

strategic diagnoses, planning, choices and actions through 

a series of case study discussion and presenta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problem-solving, analytical, and team-

working skill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cepts: Strategic issues 

*Organisational resources, capabilities & cultures *Macro-

environments & competitive landscapes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cross international market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Global market 

opportunity assessment *Reflections and new phenomen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merging market issues 

19 

企 

管 

系 

2 管理與創業 3 蔡敦浩 
20 

(50) 

今日的組織結構很少能符合明天的需要，在變遷快速
時代中，企業要持續發展，需要具備創新能力與創業
精神。本課程旨在透過管理實務，介紹如何在管理中
建立開創機制、營造具有創新力的環境，讓組織有統
的持續創業。 

本課程將以個案與電影的方式，帶入管理與創業的相
關理論，帶領學生深入的探討工作的意義、領導，以
及創業與實踐知識這三個議題。 

107/2 管理學院 
40 

(120) 

20 

海 

科 

系 

2 
地球科學概
論 

2 林慧玲 
20 

(50) 

本課程將介紹地球氣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以及為
基礎，除了提供學生全面性的認識地球，並進一步瞭解
全球環境各項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和所產生的影響。
(正在進行新增課程程序，尚未確定課號。) 

107/2 海洋科學院 
20 

(50) 

21 

社 

科 

院 

1 
城市觀光行
銷學 

3 李予綱 
60 

(108) 

本課程可學到都市計劃、觀光服務與管理學等三領域
的知識，並藉由跨領域知識整合的訓練，也培養了靈
活的創意思維，與創新的技巧。 

22 
政 

經 

系 

1 

智慧城市與
智慧運輸趨
勢、發展與
課題研析 

李予綱 
張其祿 

60 

(108) 

本課程旨在以智慧城市與智慧運輸的發展為課題，透
過創意發想與協同合作，針對客觀觀察所得，進行規
劃與實作，進而在未來能應用其所學因應變遷快速的
時代。 

23 1 政治與文學 辛翠玲 
50 

(75) 

本課程以電影為文本，透過戲劇的媒介，探討當代重
要政治發展與變化。討論議題涵蓋殖民、民主、民族
主義與認同、經濟發展，政府、國際政治、國際經濟
等主要政治學課題。 

107/2 社會科學院 
170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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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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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1

通識 文 理 工 管 海 社 合計

原核定 0 37 11 20 19 14 14 115

本次新增 1 16 0 1 2 1 3 24

小計 1 53 11 21 21 15 17 139

原核定 0 667 440 600 430 355 705 3197

本次新增 50 260 0 10 40 20 170 550

小計 50 927 440 610 470 375 875 3747

註：開放名額將依各選課階段結果進行微調。

課程數

開放名額

107學年度第2學期跨院選修課程數及開放名額統計表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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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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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院 - - 2 2 

中文系 6 1 - 7 
學士班：3 門 

研究所：3 門 

外文系 4 - - 4 
學士班：1 門 

研究所：3 門 

音樂系 - 8 - 8 

哲學所 2 - - 2 

劇藝系 3 - - 3 

生科系 13 13 

新進教師：9 門 

學士班：2 門 

研究所：2 門 

物理系 4 - - 4 
學士班：1 門 

研究所：3 門 

應數系 6 1 - 7 
學士班：3 門 

研究所：3 門 

生醫所 1 - - 1 

醫科所 2 - - 2 

電機系 5 5 

新進教師：2 門 

學士班：1 門 

研究所：2 門 

資工系 4 - - 4 
研究所：3 門 

教育部計畫：1 門 

資安碩程 14 - - 14 108 學年度新增學制 

材光系 2 - - 2 

電信碩程 - 2 - 2 

管理學院 - - 7 7 無結構圖 

企管系 2 7 - 9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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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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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管系 1 - - 1 

公事所 - 4 - 4 

人管所 7 7 
研究所：3 門 

(碩、碩專、博) 

海工系 1 - - 1 

海科系 4 - - 4 
學士班：2 門 

研究所：2 門 

社科院 - - 3 3 

政治所 2 - - 2 

政經系 3 - - 3 

亞太所 2 1 - 3 

社會系 5 - - 5 
教育部計畫：3 門 

研究所：2 門 

人科學程 2 5 - 7 

中學教育 3 - - 3 

通識教育 1 16 - 17 

總 計 99 45 1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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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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 中文系  [選修] 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3 3  0 莫加南 《講授類》 107-2 通過

2 中文系  [選修] 翻譯概論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3 3  0 莫加南 《講授類》 107-2 通過

3 中文系  [選修] 閩南民間文學與文化采風

COLLECTIONS AND

RECORD OF

SOUTHERN MIN FOLK

TALE AND LITERATURE

3 3  0 羅景文 《講授類》 107-2 通過

4 中文碩  [選修] 華文全球化專題
TOPICS IN GLOBAL

CHINESE HUMANITIES
3 3  0 莫加南 《講授類》 107-2 通過

5 中文碩  [選修] 先秦子學發展宗派論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PRE-

QIN SCHOOLS IN

PHILOSOPHY

3 3  0 戴景賢 《講授類》 107-2 通過

6 中文碩  [選修] 陽明學綱要

OUTLINE OF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3 3  0 戴景賢 《講授類》 107-2 通過

7 外文系  [選修] 新聞英文與寫作

JOURNALISTIC

ENGLISH AND ENGLISH

WRITING FOR

JOURNALISM

3 3  0 白士禮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8 外文碩  [選修] 東南亞英文文學選讀

SOUTHEAST ASIAN

ANGLOPHONE

LITERATURE

3 3  0 張錦忠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9 外文碩  [選修] 認知語言學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3  0 黃舒屏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10 外文碩  [選修] 童話研究 FAIRY TALES STUDIES 3 3  0 賴淑芳 《講授類》 107-2 通過

11 哲學碩  [選修] 當代美學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3 3  0 宋灝 《講授類》 107-2 通過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開課單位：中國文學系

開課單位：外國語文學系

開課單位：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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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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12 哲學碩  [選修] 愛與共同體
LOVE AND

COMMUNITY
3 3  0 楊婉儀 《講授類》 107-2 通過

13 劇藝碩  [選修] 當代劇場服裝製作

COSTUME PRACTICAL

REALIZATION FOR

CONTEMPORARY

THEATRE

PERFORMANCE

3 3  0 吳怡瑱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14 劇藝碩  [選修] 劇場美學
THE AESTHETICS OF

THEATRE
3 3  0 許仁豪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15 劇藝碩  [選修] 文本與空間敘事
TEXT AND SPATIAL

NARRATION
3 3  0 曾景濱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16 生科系  [選修] 動物生理學實驗
ANIMAL PHYSIOLOGY

LABORATORY
1 0  3 李昆澤 《實驗類》 107-2 通過

17 生科系  [選修] 族群生態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ECOLOGY

3 3  0 夏燦風 《講授類》 107-2 通過

18 生科系  [選修] 生態學者的R入門
R BASICS FOR

ECOLOGISTS
3 3  0

張楊家

豪
《講授類》 107-2 通過

19 生科系  [選修] 癌症流行與保健

CANCER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3 3  0 陳錦翠 《講授類》 107-2 通過

20 生科碩  [選修] 應用生物實務
APPLIED BIOLOGY

PRACTICE
2 2  0 李昆澤 《講授類》 108-1 通過

21 生科碩  [選修] R語言在生態學之應用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IN R
3 3  0 夏燦風 《講授類》 108-1 通過

22 生科碩  [選修] 族群生態學
POPULATION

ECOLOGY
3 3  0 夏燦風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開課單位：生物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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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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23 生科碩  [選修]
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

影響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3 3  0 華博諾 《講授類》 107-2 通過

24 生科碩  [選修]
動物寄生蟲學的生態與演

化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ANIMAL-PARASITE

INTERACTIONS

3 3  0 華博諾 《講授類》 107-2 通過

25 生科碩  [選修] 鳥類學 ORNITHOLOGY 3 3  0 華博諾 《講授類》 107-2 通過

26 生科碩  [選修]
昆蟲演化與系統分類學專

題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INSECT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II)

3 3  0 顏聖紘
《獨立研

究》
107-2 通過

27 生科碩  [選修] 行為生態學榕屬螞蟻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BEHAVORIAL ECOLOGY

OF FIG-DWELLING

ANTS

3 3  0 邊安台
《獨立研

究》
107-2 通過

28 生科碩  [選修]
榕屬和榕小蜂互利共生專

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FIG AND

FIG WASP MUTUALISM

3 3  0 邊安台
《獨立研

究》
108-1 通過

29 物理系  [選修] 光電子學及實驗（一）
PHOTONICS AND

PRACTICE (I)
2 1  2 嚴祖強 《實驗類》 107-2 通過

30 物理碩  [選修] 隱形科學專題（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SCIENCE

OF INVISIBILITY (II)

3 3  0 林德鴻
《獨立研

究》
107-2 通過

31 物理碩  [選修] 量子光學專題（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QUANTUM

OPTICS (II)

3 3  0 陳易馨
《獨立研

究》
107-2 通過

32 物理碩  [選修] 拓樸物理專題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TOPOLOGICAL

PHYSICS (II)

3 3  0 黃信銘
《獨立研

究》
107-2 通過

33 應數系  [選修] 數學建模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THEMATICAL

MODELING

3 3  0 呂宗澤
《獨立研

究》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物理學系

開課單位：應用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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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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34 應數系  [選修] 流形學習基礎
FOUNDATIONS OF

MANIFOLD LEARNING
3 3  0 陳志偉 《講授類》 107-2 通過

35 應數碩  [選修] 最佳化計算專題研討

SEMINAR IN

OPTIMIZATION

COMPUTATION

3 3  0 李宗錂 《研討類》 107-2 通過

36 應數碩  [選修] 流形學習基礎
FOUNDATIONS OF

MANIFOLD LEARNING
3 3  0 陳志偉 《講授類》 107-2 通過

37 應數碩  [選修] 空間資料預測專題研討
SEMINAR IN SPATIAL

DATA PREDICTION
3 3  0 曾聖澧 《研討類》 107-2 通過

38 應數碩  [選修] 人工智慧原理

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3  0 董立大 《講授類》 107-2 通過

39 生醫碩  [選修] 細胞遷移與疾病
CELL MIGRATION AND

DISEASES
3 3  0 張玉泉 《講授類》 107-2 通過

40 醫科碩  [選修] 內科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INTERNAL MEDICINE
3 3  0 李啟偉 《講授類》 107-2 通過

41 醫科碩  [選修]
智慧電化學感測器設計與

製作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INTELLIGENT

ELECTROCHEMICAL

SENSOR

3 3  0 莊承鑫 《講授類》 107-2 通過

42 電機系  [選修] 類神經網路導論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3 3  0 李錫智 《講授類》 107-2 通過

43 電機碩  [選修] 進階離散數學
ADVANCED DISCRETE

MATHEMATICS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07-2 通過

44 電機碩  [選修] 固態電子元件（三）

SOLID STATE

ELECTRONIC DEVICES

(III)

3 3  0 馬誠佑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電機工程學系

開課單位：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開課單位：醫學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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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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45 電機碩  [選修] 數據分析學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DATA

ANALYTICS

3 3  0 陳伯煒
《獨立研

究》
107-2 通過

46 電機碩  [選修] 人臉辨識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FACE

RECOGNITION

3 3  0 魏家博
《獨立研

究》
107-2 通過

47 資工碩  [選修] 安全程式設計
SECURE

PROGRAMMING
3 3  0 王智弘 《講授類》 107-2 通過

48 資工碩  [選修] 駭客攻防與電腦鑑識技術
HACK TECHNOLOGY &

COMPUTER FORENSIC
3 3  0 王智弘 《講授類》 107-2 通過

49 資工碩  [選修] 下世代網路切片模組設計

DESIGN OF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SLICING

MODULE

3 3  0 李宗南 《講授類》 108-1 通過

50 資工碩  [選修] 機器學習智能晶片設計

MACHINE LEARNING

INTELLIGENT CHIP

DESIGN

3 3  0 陳坤志 《講授類》 107-2 通過

51 資安碩  [選修] 高等作業系統
ADVANCED

OPERATING SYSTEMS
3 3  0 王友群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52 資安碩  [選修] 安全程式設計
SECURE

PROGRAMMING
3 3  0 王智弘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53 資安碩  [選修] 駭客攻防與電腦鑑識技術
HACK TECHNOLOGY &

COMPUTER FORENSIC
3 3  0 王智弘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54 資安碩  [選修] 高等電腦網路

ADVANCED

COMPUTER

NETWORKS

3 3  0 林俊宏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55 資安碩  [必修] 密碼學 CRYPTOGRAPHY 3 3  0 范俊逸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開課單位：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開課單位：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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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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56 資安碩  [必修] 安全密碼協定

SECURE

CRYPTOGRAPHIC

PROTOCOLS

3 3  0 徐瑞壕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57 資安碩  [必修] 數位簽章機制與應用

DIGITAL SIGNATURE

SCHEMES AND

APPLICATIONS

3 3  0 徐瑞壕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58 資安碩  [必修] 計算機結構
COMPUTER

ARCHITECTURES
3 3  0 陳坤志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59 資安碩  [必修] 網路安全 NETWORK SECURITY 3 3  0 陳嘉玫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60 資安碩  [必修] 演算法設計與分析
ALGORITHM DESIGN

AND ANALYSIS
3 3  0 楊昌彪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61 資安碩  [必修] 書報討論（一） SEMINAR I 1 1  0 蔣依吾
《演講/參

訪》
未定 通過

62 資安碩  [必修] 書報討論（二） SEMINAR II 1 1  0 蔣依吾
《演講/參

訪》
未定 通過

63 資安碩  [必修] 書報討論（三） SEMINAR III 1 1  0 蔣依吾
《演講/參

訪》
未定 通過

64 資安碩  [必修] 書報討論（四） SEMINAR IV 1 1  0 蔣依吾
《演講/參

訪》
未定 通過

65 材光系  [選修] 科學模擬計算導論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COMPUTING WITH

PYTHON

3 3  0 呂德 《講授類》 107-2 通過

66 材光碩  [選修] 進階材料模擬設計
ADVANCED AB INITIO

MATERIALS DESIGN
3 3  0 呂德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開課單位：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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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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67 企管系  [選修] 國際企業實務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ACTICES
3 3  0 何筱文 《講授類》 107-2 通過

68 企管系  [選修] 管理與創業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3 3  0 蔡敦浩 《講授類》 107-2 通過

69 財管碩  [選修] 財務資料庫應用與分析

FINANCIAL DATABAS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3 3  0 王志瑋 《講授類》 107-2 通過

70 人管碩  [選修] 科技管理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3 3  0 郭佳怡 《講授類》 107-2 通過

71 人管碩  [選修] 職場行為學
HUMAN BEHAVIOR IN

WORKPLACE
3 3  0 陳世哲 《講授類》 107-2 通過

72 人管碩專  [選修] 科技管理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3 3  0 郭佳怡 《講授類》 107-2 通過

73 人管碩專  [選修] 職場行為學
HUMAN BEHAVIOR IN

WORKPLACE
3 3  0 陳世哲 《講授類》 107-2 通過

74 人管博  [選修] 高等質化研究方法

ADVANC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3 3  0
莫西大

衛
《講授類》 107-2 通過

75 人亞碩專 [選修] 科 技 管 理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3 3  0 郭佳怡 《講授類》 107-2 通過

76 人亞碩專 [選修] 職場行為學
HUMAN BEHAVIOR IN

WORKPLACE
3 3  0 陳世哲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亞太人力資源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單位：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開課單位：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開課單位：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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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海工碩  [選修] 港灣工程案例探討與改進

HARBOR ENGINEERING

CASE STUDY&

IMPROVEMENT

2 2  0 陳吉紀 《講授類》 107-2 通過

78 海科系  [選修] 海外實習
OVERSEAS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3 0  6

本系教

師
《實習類》 107-2 通過

79 海科系  [選修] 地球科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EARTH SCIENCE
2 2  0 林慧玲 《講授類》 107-2 通過

80 海科碩  [選修] 物理海洋資料分析

DATA ANALYSIS IN

PHYSICAL

OCEANOGRAPHY

2 2  0 曾若玄 《講授類》 107-2 通過

81 海科碩  [選修] 英文論文寫作
TECHNICAL WRITING

IN ENGLISH
3 3  0 慕樂凡 《講授類》 107-2 通過

82 政治碩  [選修]
數位浪潮下的中國政治與

傳媒

CHINESE POLITICS AND

MASS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3 3  0 陳至潔 《講授類》 107-2 通過

83 政治博  [選修] 發展與政策
DEVELOPMENT FROM

IDEA TO POLICY
3 3  0 安兆驥 《講授類》 107-2 通過

84 政經系  [必修] 政經實作專題（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I)

3 3  0 李予綱
《獨立研

究》
109-2 通過

85 政經系  [必修] 政經實作專題（二）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Ⅱ）

3 3  0 李予綱
《獨立研

究》
110-1 通過

86 政經系  [選修]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TUDIES
2 2  0 周珮儀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海洋科學系

開課單位：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開課單位：政治經濟學系

開課單位：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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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87 亞太碩  [選修] 亞太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3 3  0 辛翠玲 《講授類》 107-2 通過

88 亞太碩  [選修] 公共政策分析
PUBLIC POLICY

ANALYSIS
3 3  0 張其祿 《講授類》 107-2 通過

89 社會系  [選修] 走讀鹽埕 YANCHENG REVEALED 3 3  0

王梅

香、孟

昭權、

李怡志

《講授類》 107-2 通過

90 社會系  [選修] 台灣漢人社區民族誌

ETHNOGRAPHY OF

TAIWAN HAN CHINESE

COMMUNITY

3 3  0 莊英章 《講授類》 107-2 通過

91 社會系  [選修] 社會設計
SOCIAL IMPACT

DESIGN COURSE
3 3  0 蔡妤珮 《講授類》 107-2 通過

92 社會碩  [選修] 基因、醫療與社會

GENETIC

TECHNOLOGIES,

MEDICINE AND

SOCIETY

3 3  0 李宛儒 《講授類》 107-2 通過

93 社會碩  [選修]
馬克思、傅柯與新自由主

義

MARX, 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
3 3  0 萬毓澤 《講授類》 107-2 通過

94 人科學程  [選修] 創意設計方法
CREATIVE DESIGN

METHODS
3 3  0 張淑美 《講授類》 107-2 通過

95 人科學程  [選修] 關懷設計
PHILANTHROPIC

DESIGN
3 3  0 張淑美 《講授類》 107-2 通過

96 中學學程  [選修] 科學素養課程教學與評量

SCIENTIFIC LITERACY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2 2  0 待聘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97 中學學程  [選修] 閱讀素養課程教學與評量

READING LITERACY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2 2  0 待聘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開課單位：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開課單位：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

開課單位：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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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中學學程  [選修] 職業教育與生涯規劃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2 2  0 待聘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99
英語文

(選) 
[選修] 進階英文聽講

ADVANCED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3 3  0 曾銘裕 《講授類》 107-2 通過

100 中文系  [選修]
亞洲共同體：東亞文學與

文化

STUDY OF ONE ASIA

ABOUT EAST-ASI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2 0 莫加南
《演講/參

訪》
107-2

通過

【臨時動

議】

開課單位：中國文學系

開課單位：英語文(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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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系  [選修]
文學閱讀與生命書寫（

二）

LITERARY READING

AND LIFE WRITING(Ⅱ)
3 3  0

林芷瑩

等4位合

授

《講授類》 107-2 通過

2 音樂系  [選修] 音樂教學實務（二）
FIELD PROJECT IN

MUSIC TEACHING (II)
1 0  2 何佩華 《實習類》 107-2 通過

3 音樂系  [選修] 絃樂合奏（三） STRING ENSEMBLE (III) 1 0  2 林子平 《音樂類》 107-2 通過

4 音樂系  [選修] 複音音樂分析
POLYPHONIC MUSIC

ANALYSIS
2 2  0 張琇琇 《講授類》 107-2 通過

5 音樂系  [選修] 音樂與舞蹈 MUSIC AND DANCE 2 2  0 馮悅屏 《講授類》 107-2 通過

6 音樂系  [必修]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

二）

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 II )

2 2  0 應廣儀 《講授類》 107-2 通過

7 音樂系  [選修] 音樂與律動於樂齡之運用

MUSIC AND RHYTHMIC

MOVEMENT FOR

ELDERLY

3 3  0 羅凱暘 《講授類》 107-2 通過

8 音樂碩  [選修] 音樂創作（二）
MUSIC COMPOSITION

(II)
1 1  0 李思嫺 《講授類》 107-2 通過

9 音樂碩  [選修] 展演專案（二）
PERFORMING ARTS

PROJECT (II)
1 0  2 李思嫺 《實習類》 107-2 通過

10 應數系  [選修] 統計資料分析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3 3  0 曾聖澧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應用數學系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內首次開設）

開課單位：中國文學系

開課單位：音樂學系

開課單位：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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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電信碩程  [選修] 隨機過程 RANDOM PROCESSES 3 3  0 王藏億 《講授類》 107-2 通過

12 電信碩程  [選修] 現代錯誤更正編碼技術

MODERN ERROR-

CORRECTION CODING

TECHNOLOGY

3 3  0 陳彥銘 《講授類》 107-2 通過

13 企企管碩  [選修] 商業談判與協商衝突管理

BUSINESS

NEGOTIATION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3 3  0 凃忠正 《講授類》 107-2 通過

14 企企管碩  [選修] 商務數據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3 3  0 卓雍然 《講授類》 107-2 通過

15 企企管碩  [選修] 工作心理學 WORK PSYCHOLOGY 3 3  0 施欣宜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16 企企管碩  [選修]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3  0 施欣宜 《講授類》 未定 通過

17 企醫管碩  [選修]
進階醫務管理研究專題討

論

ADVANCED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3 3  0 李英俊 《研討類》 未定 通過

18 企醫管碩  [選修] 健康服務流程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

HEALTHCARE

3 3  0 郭倉義 《講授類》 107-2 通過

19 企管博  [選修] 產業研究（二） INDUSTRY STUDIES (II) 3 3  0 方至民 《講授類》 107-2 通過

20 公事碩  [選修] 生命週期分析與寫作報告

LIFE CYCLE ANALYSIS

AND WRITING OF GHG

INVENTORY REPORT

2 2  0 林新沛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開課單位：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士班

開課單位：企業管理學系

開課單位：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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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事碩  [選修] 永續管理概論

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LE

MANAGEMENT

2 2  0

林新

沛、郭

瑞坤、

陳世

哲、王

昭文、

《講授類》 107-2 通過

22 公事碩  [選修] 公共事務研討
SEMINAR IN PUBLIC

AFFAIRS
2 2  0 郭瑞坤 《研討類》 107-2 通過

23 公事碩  [選修] 新興公共議題研討

SEMINAR IN

EMERGING PUBLIC

ISSUES

2 2  0 郭瑞坤 《研討類》 107-2 通過

24 亞太碩專  [選修] 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3 3  0 陳若蘭 《講授類》 107-2 通過

25 人科學程  [必修]
當代社會問題與創新案例

研究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AND

INNOVATION CASES

3 3  0 宋世祥 《講授類》 107-2 通過

26 人科學程  [選修] 藝術行政與活動企劃

ART ADMINISTRATION

AND ACTIVITY

PLANNING

3 3  0 宋世祥 《講授類》 107-2 通過

27 人科學程  [必修] 跨領域創新專題（一）

INDIVIDUAL STUDIES

OF CROSS-DOMAIN

INNOVATION (1)

3 3  0

宋世

祥、黃

心雅

《講授類》 107-2 通過

28 人科學程  [選修] 社會創新與創業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3 3  0 謝如梅 《講授類》 107-2 通過

29 人科學程  [選修] 創業企劃實作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PLAN AND

PRACTICE

3 3  0 謝如梅 《講授類》 107-2 通過

30
博雅向度

一 
[必修] 創意繪畫之美學實踐

AESTHETIC PRACTICE

OF CREATIVE PAINTING
2 2  0 王以亮 《講授類》 107-2 通過

31
博雅向度

一 
[必修] 飲食與文學

PLEASURE OF THE

LITERARY MEAL
3 3  0 吳亦昕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開課單位：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開課單位：博雅向度一＜美學（感）與文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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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博雅向度

二 
[必修] 後真相時代的批判性思維

CRITICAL THINKING IN

A POST-TRUTH ERA
3 3  0 席德恩 《講授類》 107-2 通過

33
博雅向度

二 
[必修] 文化工作的倫理議題

ETHICAL ISSUES OF

CULTURAL WORK
3 3  0 楊士奇 《講授類》 107-2 通過

34
博雅向度

二 
[必修] 邏輯推理與創造性思維

LOGICAL REASON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3 3  0 楊士奇 《講授類》 107-2 通過

35
博雅向度

三 
[必修] 日本文化概論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CULTURE
3 3  0 吳亦昕 《講授類》 107-2 通過

36
博雅向度

三 
[必修] 公民生活與保險

CIVIC LIFE AND

INSURANCE
2 2  0 唐俊華 《講授類》 107-2 通過

37
博雅向度

四 
[必修]

好科學、劣質科學與偽科

學

GOOD SCIENCE, BAD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2 2  0 顏聖紘 《講授類》 107-2 通過

38
博雅向度

六 
[必修] 全球環境問題與解決方案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3 3  0 華博諾 《講授類》 107-2 通過

39
跨院選修

(通) 
[選修] 氣候變遷與永續農業發展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3 3  0

林季

怡、李

育諭

《講授類》 107-2 通過

40 服務學習  [必修]
服務學習（三）：共學共

創深耕計畫

SERVICE

LEARNING:COLLABORA

TIVE LEARNING AND

CREATION

ENHANCEMENT

PROJECT

1 1  1 古錦松
《服務學習

類》
107-2 通過

41 服務學習  [必修]
服務學習（三）：長照政

策與高齡化社會

SERVICE LEARNING:

LONG-TERM CARE

POLICY AND AGING

POPULATION SOCIETY

1 1  1 林玉華
《服務學習

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博雅向度四＜科技與社會＞

開課單位：博雅向度六＜自然環境、生態及其永續＞

開課單位：跨院選修(通)

開課單位：通識教育：體驗性課程＜服務學習＞

開課單位：博雅向度二＜哲學與道德思維＞

開課單位：博雅向度三＜公民與全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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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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內首次開設）

42 服務學習  [必修]
服務學習(三)：校園農場

與永續社區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CAMPUS FARMING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1 1  1 林季怡
《服務學習

類》
107-2 通過

43 服務學習  [必修]
服務學習（三）：日本國

際志工-本栖寺

SERVICE LEARNING :

JAPAN-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SERVICE

LEARNING-MOTOSU

TEMPLE

1 1  1
楊濟襄

陳世岳

《服務學習

類》
107-2 通過

44 服務學習  [必修]
服務學習（三）：人人都

是科學家！

SERVICE

LEARNING:ANYONE

CAN BE A SCIENTIST!

1 1  1 劉叔秋
《服務學習

類》
107-2 通過

45 服務學習  [必修]
服務學習(三)：服務學習

與社會資源運用

SERVICE LEARNING：

SERVICE LEARNING

AND SOCIAL

RESOURCES

APPLICATION

1 1  1 戴妙玲
《服務學習

類》
107-2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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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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 文學院  [選修] 表演藝術走入城市生活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ART

INTO URBAN

EVERYDAY

3 3  0 何怡璉 《展演》 107-2 通過

2 文學院  [選修] 世界宗教介紹

INTRODUCTION TO

RELIGIONS OF THE

WORLD

3 3  0 閔瑪希 《講授類》 107-2 通過

3 管理學院  [選修] 商用英文 BUSINESS ENGLISH 3 3  0 林曉凡 《講授類》 107-2 通過

4 管理學院  [選修]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BUSINESS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07-2 通過

5 管理學院  [選修] 企業經營策略 BUSINESS STRATEG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07-2 通過

6 管理學院  [選修] 消費者心理學 CONSUMER BEHAVIOR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07-2 通過

7 管理學院  [選修]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07-2 通過

8 管理學院  [選修]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07-2 通過

9 管理學院  [選修] 創業講堂（二）
ENTREPRENEURIAL

SEMINAR II
3 3  0 蔡敦浩 《講授類》 107-2 通過

10 社科院  [選修] 城市觀光行銷學
TOURISM MARKETING

FOR CITIES
3 3  0 李怡德 《講授類》 107-2 通過

11 社科院  [選修] 地區交通計畫

SMALL-AREA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3 3  0 夏晧清 《講授類》 107-2 通過

開課單位：社科院

開課單位：管理學院

開課單位：文學院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無結構圖或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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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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 開設學期 決議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無結構圖或免列）

12 社科院  [選修] 數位行銷傳播
DIGIT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3 3  0 夏晧清

《講授類》

【遠距教

學】

107-2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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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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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系 

學士班 

管弦樂法(一) 

ORCHESTRATION (I) 
選 2 

講
授 

管弦樂法 

ORCHESTRATION 
108-1 異動課名 

2 
音樂系 

學士班 

藝術歌曲曲目(一) 

VOCAL REPERTOIRE：
ITALIAN AND GERMAN 

選 2 
講
授 

藝術歌曲曲目 

VOCAL REPERTOIRE 
107-2 異動課名 

3 
音樂系 

碩士班 

音樂創作 

MUSIC COMPOSITION 
選 1 

講
授 

音樂創作(一) 

MUSIC COMPOSITION(I) 
107-2 異動課名 

4 
音樂系 

碩士班 

管樂文獻 

THE LITERATURE OF 

WIND INSTRUMENTS 

選 2 
講
授 

管樂文獻(一) 

THE LITERATURE OF 

WIND INSTRUMENTS(I) 

107-2 異動課名 

5 
音樂系 

碩士班 

進階總譜閱讀(一) 

ADVANCED SCORE 

READING(I) 

選 1 
講
授 

總譜閱讀(一) 

SCORE READING(I) 
108-1 異動課名 

6 
音樂系 

碩士班 

進階總譜閱讀(二) 

ADVANCED SCORE 

READING(II) 

選 1 
講
授 

總譜閱讀(二) 

SCORE READING(II) 
107-2 異動課名 

7 
音樂系 

碩士班 

獨唱曲文獻 

VOCAL LITERATURE 
選 3 

講
授 

獨唱曲文獻(一) 

VOCAL LITERATURE(I) 
107-2 異動課名 

8 
劇藝系 

學士班 

戲劇性音樂與音效設計 

MUSIC AND SOUND 

DESIGN OF DRAMA 

選 2 
講
授 

劇場音效設計 

SOUND DESIGN FOR 

THEATER PERFORMANCE 

107-2 異動課名 

9 
劇藝系 

碩士班 

舞台設計論 

STAGE DESIGN THEORY 
選 3 

講
授 

展演設計論 

PERFORMIG DESIGN 

THEORIES 

107-2 異動課名 

10 
劇藝系 

碩士班 

電腦輔助設計 

COMPUTER AIDED 

DESIGN 

選 3 
講
授 

高階電腦輔助設計 

ADVANCED 

COMPUTER-AIDED DESIGN 

107-2 異動課名 

11 
劇藝系 

碩士班 

燈光設計 

LIGHTING DESIGN 
選 3 

講
授 

進階燈光設計 

ADVANCED LIGHTING 

DESIGN 

107-2 異動課名 

12 
生科系 

學士班 

生物科學專題(一) 

SPECIAL TOPICS IN 

BIOLOGICAL SCIENCES 

(I) 

選 3 
講
授 

INDEPENDENT STUDIES IN 

BIOLOGICAL SCIENCES (I) 

【獨立研究】 

108-1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13 
生科系 

學士班 

生物科學專題(二) 

SPECIAL TOPICS IN 

BIOLOGICAL SCIENCES 

(II) 

選 3 
講
授 

INDEPENDENT STUDIES IN 

BIOLOGICAL SCIENCES (II) 

【獨立研究】 

107-2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附件九】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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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生科系 

學士班 

生物科學學士論文(一) 

BACHELOR'S THESIS 

BIOLOGICAL SCIENCES 

(I) 

選 3 
講
授 

生物科學學士論文專題(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BACHELOR'S THESIS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 

【獨立研究】 

108-1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15 
生科系 

學士班 

生物科學學士論文(二) 

BACHELOR'S THESIS 

BIOLOGICAL SCIENCES 

(II) 

選 3 
講
授 

生物科學學士論文專題(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BACHELOR'S THESIS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I) 

【獨立研究】 

107-2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16 
環工所 

博士班 

地下水污染與整治 

GROUNDWATER 

POLLUTION AND 

REMEDIATION 

選 3 
講
授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整治 

CONTAMINATED SOIL 

AND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107-2 異動課名 

17 
環工所 

博士班 

新興污染物環境宿命與風險
評估 

ENVIRONMENTAL FATE 

AND RISK ASSESSMENT 

OF EMERGING 

CONTAMINANTS 

選 3 
講
授 

環境宿命與風險評估 

ENVIRONMENTAL FATE 

AND RISK ASSESSMENT 

107-2 異動課名 

18 
環工所 

博士班 

奈米科技與環境(一) 

NANO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Ⅰ) 

選 3 
講
授 

奈米科技與環境 

NANO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108-1 異動課名 

19 
資工系 

碩士班 

模樣辨識與機器學習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選 3 
講
授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107-2 異動課名 

20 
資工系 

碩士班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選 3 

講
授 

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108-1 異動課名 

21 
EMBA 

碩專班 

中國市場投資與經營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必 1.5 
講
授 

市場投資與經營（甲組）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107-2 異動課名 

22 
政治所 

碩士班 

性別與社會正義 

GENDER AND SOCIAL 

JUSTICE 

選 3 
講
授 

性別研究與社會正義 108-1 
異動中文

課名 

23 
教育所 

碩士班 

STEM 和 STEAM 教育研究 

RESEARCH ON STEM 

AND STEAM EDUCATION 

選 3 
講
授 

STEM 教育研究 

RESEARCH ON STEM 

EDUCATION 

107-2 異動課名 

24 
教育所 

碩士班 

終身科學學習研究 

LIFELONG SCIENCE 

LEARNING RESEARCH 

選 3 
講
授 

終身學習研究 

LIFELONG LEARNING 

RESEARCH 

108-1 異動課名 

25 
教育所 

博士班 

STEM 和 STEAM 教育研究 

RESEARCH ON STEM 

AND STEAM EDUCATION 

選 3 
講
授 

STEM 教育研究 

RESEARCH ON STEM 

EDUCATION 

107-2 異動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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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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教育所 

博士班 

終身科學學習研究 

LIFELONG SCIENCE 

LEARNING RESEARCH 

選 3 
講
授 

終身學習研究 

LIFELONG LEARNING 

RESEARCH 

108-1 異動課名 

27 
政經系 

學士班 

政經管理(一)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I) 

必 3 
實
習 

【講授】 107-2 
異動 

授課方式 

28 
政經系 

學士班 

政經管理(二)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I) 

必 3 
實
習 

【講授】 108-1 
異動 

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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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調降限修人數及分班課程 

序

號

開課 

單位
擬調降課程

調

降

後 

人

數

原

限

修 

人

數

說明 備註

1 外文系 新聞英文與寫作 25 50 
為維護教學品質，擬調降限

修人數為 25 人。 
說明如附件 1 

2 文學院 
表演藝術走入城

市生活 
30 50 

為維護教學品質及師生安

全，擬調降限修人數為 30

人。 

說明如附件 2 

3 生科系 動物生理學實驗 10 50 
因實驗設備數量有限，擬調

降限修人數為 10 人。 
說明如附件 3 

4 企管系 管理與創業 30 50 
為維持教學品質，擬調降限

修人數。 
說明如附件 4 

5 
通識教育

中心 
進階英文聽講 35 50 

為保障課程品質，擬調降限

修人數為 35 人。 
說明如附件 5 

6 
通識教育

中心 

服務學習(三)：柬

埔寨服務學習 
20 30 

因環境設備限制，也確保授

課品質及學生安全，擬調降

現修人數為 20 人。 

說明如附件 5 

7 
通識教育

中心 

服務學習(三)：日

本國際志工─本

栖寺 

20 30 

因環境設備限制，也確保授

課品質及學生安全，擬調降

現修人數為 20 人。 

說明如附件 5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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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經系 
政經實作專題

(一)(二) 
- 50 

學生依據主題選擇不同授

課教師，擬分成 8 班。 

【分班】 

說明如附件 6 

9 
通識教育

中心 

國際現勢與公民

視野 
- 50 

考量學生語言程度不同，增

開中文授課，擬分成 2 班。 

【分班】 

說明如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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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28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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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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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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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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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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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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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五：本校107學年度第1學期「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提請審議。 
說明：本學期學程委員會業於107年11月6日召開完成，通過議案茲臚列如下： 

一、 通過修訂「沉浸式體驗技術與應用學程」等13個學程課程規劃表及修

課相關規定，詳如附件一。 

二、 通過開設「人工智慧與數學學程」整合學程，詳如附件二。 

三、 通過開設「半導體物理與先進元件分析微學程」、「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永續管理微學程」等三個微學程，詳如附件三。 

四、 通過停開「全球移動人才培訓學程」整合學程，詳如附件四。 

五、 通過「創業實踐與地方創生學程」學程名稱異動為「地方敘事與創生

學程」及「擁海學程」學程負責人異動為海科系黃蔚人老師，詳如附

件五。 

六、 通過修訂「學程管理辦法」之外審時程，以落實學程外審品保機制並

增加外審時程彈性，詳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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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各學程負責人、教務處

案由一：擬修訂「沉浸式體驗技術與應用學程」等 13 個學程課程規劃

表及修課相關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檢附學程修訂彙整清冊、修訂課程科目列表、及修課規定列

表，如附件。

    二、以上課程相關規定之修改自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核准修習

學生適用，原已核准修習學生，亦得追溯適用之。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核備。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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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修訂彙整清冊 

序號 學程名稱
修訂課程科目數

修訂

修課規定
備註

新增 刪除 異動

1 沉浸式體驗技術與應用學程 1 

2 海事工程學程 22 20 2 

3 日本研究學程 5 3 1 

4 臺灣研究學程 1 

5 創業實踐與地方創生學程(本次擬

更名為地方敘事與創生學程) 
11 9 14 1 

6 生物多樣性學程 4 4 

7 擁海學程 1 1 

8 資通安全學程 2 

9 行銷管理學程 1 

10 沉浸式體驗內容應用微學程 1 

11 在地安老與社會設計微學程 1 1 

12 非營利事業微學程  1 2 2 

13 金融科技學程 3 

案由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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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修訂課程科目列表

學程名稱

新增/
刪除/
異動

開課單位
核心/ 
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沉浸式體

驗技術與

應用學程

新增 音樂系 選修
跨領域音樂設計與實

作(二) 
2 

海科院 核心 海洋基礎科學 2 核心課程 A 
海科院 核心 海洋應用科學 2 核心課程 A 
電機系 核心 電機機械 3 核心課程 B 
機電系 核心 熱力學 3 核心課程 B 

機電系 核心
電腦輔助熱流工程分

析
3 核心課程 B 

電機系 選修 電力系統（一） 3 
電機系 選修 電力系統（二） 3 
電機系 選修 電力電子學 3 
電機系 選修 電機動態與控制 3 
電機系 選修 工業配電 3 

海事工程

學程
新增 電機系 選修 

電源與電池管理系統

導論
3 

機電系 選修 機電整合 3 
機電系 選修 應用電子學 3 
機電系 選修 熱傳學 3 
機電系 選修 太陽能工程概論 3 
機電系 選修 綠色能源工程 3 
海工系 選修 外海結構工程導論 3 
海工所 選修 外海結構分析與設計 3 
海工所 選修 海底調查工程技術 3 

海工所 選修 
海洋地理資訊系統及

實習
3 

海下所 選修 工程聲學 3 
海下所 選修 被動海洋聲學 3 
海工系 核心 海洋物理(學)概論 1.5~2 核心課程 A 
海工系 核心 海洋地質概論 1.5~2 核心課程 A 
海工系 核心 流體力學 3 核心課程 B 
海工系 核心 計算機概論 3 核心課程 C 
機電系 核心 工程電腦程式 3 核心課程 C 

刪除 海科系 核心 程式設計 3 核心課程 C 
海工系 選修 土壤力學 3 

海工系 選修 結構學 3 
海工系 選修 工程材料 2 
海工系 選修 鋼筋混凝土學 3 
海工系 選修 海岸開發及保育工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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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系 選修 營建管理 3 
海工系 選修 應用測量學 3 
海工系 選修 電腦輔助繪圖 3 

海事工 刪除 海工所 選修 應用流體力學 3 
程學程 海工所 選修 施工技術與管理 3 

海工所 選修 海洋風浪分析與預報 3 
海下所 選修 品質工程與實驗設計 3 
海事所 選修 海洋事務總論 3 
海事所 選修 海洋政策 3 
亞太所 選修 亞太區域研究 3 
政治所 選修 全球金融政治與政策 3 

新增 通識中心
選修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與

文化

3 

政治所 選修 區域研究 3 
劇場藝術學系 選修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 3 

日本研究

學程
企管系

選修 日本經營邏輯 3 9年沒開，最後

一 次 開 課 為

97-2。 

刪除 通識中心

選修 日本藝術與文學 2 7年沒開，最後

一 次 開 課 為

99-2。 

社會所
選修 亞洲社會學 3 課程內容相關

度不大。

臺灣研究

學程
新增 中文系 核心

地方文化典藏與報導

應用

3 跨院(文)選修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 臺灣文化史 3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
服務學習（三）：日本

國際志工之服務學習
1 

中文系 核心
地方文化典藏與報導

應用
3 

創業實踐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文化工作的倫理議題 3 
與地方創

生學程
新增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邏輯推理與創造性思

維 
3 

(本次擬更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臺灣社會與文化 3 
名為地方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海洋文化 3 
敘事與創

生學程)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日本里山里海創生經

驗 
3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日本文化概論 3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服務學習（三）：史蹟

導覽
1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服務學習（三）：文化

設計與社區實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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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 核心 財務管理 3 
中文系 核心 海洋民俗志 3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
服務學習：新興產業

探索與實作（一） 
1 

刪除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
服務學習：新興產業

探索與實作（二） 
1 

社會系 選修 社會老年學 3
企管系 選修 科技管理導論 3
企管系 選修 策略管理 3

財管系 選修
港灣城市發展與空間

治理實務
3

財管系 選修 生態政治經濟學 3
創業實踐

與地方創

生學程(本
次擬更名

為地方敘

事 與 創

管理學院 核心 創業創生講座（一） 2 

原「創業講座

（一）」課程名

稱變更為「創業

創 生 講 座

（一）」，學分變

更為 2 學分。 
生 學 程 ) 

企管系 核心 管理與創業 3

原「創新與實

踐」課程名稱變

更為「管理與創

業」。並由選修

課程變更為核

心課程。

異動 管理學院 核心 地方文化與創意 3 
開課單位更正

為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選修 創業創生講座（二） 2 

原「創業講座

（二）」課程名

稱變更為「創業

創 生 講 座

（二）」，學分變

更為 2 學分，並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管理學院 選修 創業與實踐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管理學院 選修
設計思考：人文、設計

與創業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管理學院 選修
設計思考：跨界、創新

與創業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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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選修 設計思考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開課單位更正

為管理學院。

創業實踐

與地方創
劇藝系 選修 展示設計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生學程(本
次擬更名

異動 社會系 選修 社會學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為地方敘

事與創生

學程) 
社會系 選修 海洋與城市發展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企管系 選修 行銷管理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企管系 選修 創業管理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政經系 選修 非營利組織管理導論 3 
由核心課程變

更為選修課程。

生科系 選修
動植物交互作用生態

學
3 

新增(107-1 開

設) 

新增 生科系 選修 昆蟲生態與行為學 3 
新增(107-1 開

設) 

生科系 選修 群落生態學 3 
新增(107-1 開

設) 
生物多樣

性學程
海資系 選修 應用海洋資源學 2 

新增(107-1 開

設) 
高醫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
選修 昆蟲學 2 

刪除
高醫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
選修 昆蟲學實驗 1 

高醫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
選修 生物多樣性產業研究 2 

高醫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
選修 生態解說 2 

擁海

學程
新增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向度六
選修

看見國家公園 2 107-1 新開設 

資通安全

學程

異動 資訊工程學系 選修 數位簽章機制與應用 3 

修訂課程名稱

原課名「電子

簽章協定與應

用」

異動 資訊工程學系 選修 安全密碼協定 3 

修訂課程名稱

原課名「密碼

協 定 與 智 慧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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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管理

學程
新增 企管碩 選修

策略性品牌管理 3 

沉浸式體

驗內容應

用微學程

新增 音樂系 選修
跨領域音樂設計與實

作(二) 
2 

在地安老

與社會設
新增 社會學系 選修 社會設計 3 

計微學程 異動 社會學系 選修 老年學社會實作 3 異動課名

刪除 管理學院 核心 創新與創業 3 
非營利事

業微學程
異動 公事所

核心 國際非營利及社區組

織交流

2 原 3 學分 

公事所
選修 第三部門之課責與績

效評估

2 課程名稱異動

244



8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修訂修課規定列表

學程

名稱

修訂部份

新規定 原規定

海事工程

研究學程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25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23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

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

修及輔系之課程。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

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

輔系之課程。

日本研究

學程

亞太

所

法學日文

(一) 
3 <日文授課> 

學生曾修習亞太

所開設之「法學日

文」，可以列入選

修學分中。

亞太

所

法學日文

(二) 
3 

亞太所 法學日

文

3 <日文授課> 

亞太所 法學日

文(一)
3 <日文授課> 

亞太所 法學日

文(二)
3 <日文授課> 

創業實踐

與地方創

生學程(本

次擬更名

為地方敘

事與創生

學程) 

核心課程學分數：9 學分 核心課程學分數：12 學分 

擁海學程
“無須”修完核心課程(一) (二) (三)，方

可修習總結性課程

須修完核心課程(一) (二) (三)，方可修習

總結性課程

非營利事 核心課程學分數:5 學分 核心課程學分數:9 學分 

業微學程 總學分數:至少 9 學分 總學分數:至少 12 學分 

金融科技

學程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核心課程中至少

應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

及輔系之課程

無相關規定

自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不認列財管

所學生選修企管所之「證券市場分析」課

程

無相關規定

總修習至少 15 學分 總修習至少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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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體驗技術與應用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沉浸式體驗概論 3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多維度媒體實務 3 

核心課程學分數： 6 學分 

選

修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虛擬實境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成像技術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音場技術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情境感受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體感運動機構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姿態辨識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感測器與定位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體感運動機構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虛擬實境程式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音樂與音效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劇場藝術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故事編程 1

音樂系 
跨領域音樂設計與實

作(二) 
2 新增

  總學分數：至少 15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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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工程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核心課程A」－必修4學分 

海科院 海洋基礎科學 2

海科院 海洋應用科學 2

「核心課程 B」－必修 6 學分，超出學分不可列入總學分數計算。 

機電系 電路學 3

擇二選修
電機系 電機機械 3

機電系 熱力學 3

機電系 電腦輔助熱流工程分析 3

「核心課程 C」－必修 6 學分，超出學分可列入總學分數計算。 

海工所 船舶施工規劃 3 

擇二選修
海工所 海洋土木 3 

海工所 海事工程風險分析及管理 3 

海工所 海域調查與量測 3 

核心課程學分數：16 學分 

選

修

電機系 電力系統（一） 3 

電機系 電力系統（二） 3 

電機系 電力電子學 3 

電機系 電機動態與控制 3 

電機系 工業配電 3 

電機系 電源與電池管理系統導論 3 

機電系 機電整合 3

機電系 應用電子學 3

機電系 計算結構力學 3

機電系 熱傳學 3

機電系 太陽能工程概論 3

機電系 綠色能源工程 3

海工系 外海結構工程導論 3

海工所 外海結構分析與設計 3

海工所 海洋結構動力學 3

海工所 海底調查工程技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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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所 海洋地理資訊系統及實習 3

海下所 工程聲學 3

海下所 主動海洋聲學 3

海下所 被動海洋聲學 3

海下所 水下音傳與訊號處理 3

海下所 應用電子電路 3

海科院 潛水理論與實務 3

海科院 高級潛水調查技術 2

總學分數：至少 25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

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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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外文系

企管系

資管系

財管系

通識中心

亞太所

社會系

日文一 (一) 3 

任選12學分

1.通過舊制日本語能力試

驗4級(或新制日本語能

力試驗N5級) 者可申請

抵免核心課程日文一

(一)、日文一(二)，6學分。

2.通過舊制日本語能力試

驗3級 (或新制日本語能

力試驗N4級)者，可申請

抵免核心課程12學分。

3.抵免之學分僅可計算於

日文學程內，但不列入

學生之畢業學分數。

4.學生若修習核心課程超

過 12 學分，多餘的核心

課程學分數可以納入選

修學分計算

日文一 (二) 3 

日文二 (一) 3 

日文二 (二) 3 
日本社會與文化 2 
日本政治 3 

核心課程學分數：  12  學分 

選

修

外文系 日文三 (一) 3 
外文系 日文三 (二) 3 
外文系 日語口語能力訓練 2
外文系 進階日文聽力訓練 2
機電系 工程日文 (一) 3 學生曾修習機電系開設

之「工程日文」課程，可

以列入選修學分中。
機電系 工程日文 (二) 3 

企管系 商用日文 (一) 3 

企管系 商用日文 (二) 3 

企管系 失敗學專題 3
可以企管系「失敗理論專

題」抵免。

亞太所 日本政治經濟 3
亞太所 日本外交政策 3
亞太所 美日關係與軍事同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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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所 當代日本產業政策 3
亞太所 史坦恩與日本明治憲政 3 
亞太所 工業東亞政治經濟學 3 
亞太所 日本政府與政治 3
亞太所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3
亞太所 亞太區域經濟 3
劇藝系 文化理念與政策 3 
資管所 亞太運籌管理系統 3
通識中心 亞太經濟發展與整合 2 
通識中心 台灣社會與文化 3
通識中心 全球化議題 C 2 
通識中心 全球化議題 B 2 
通識中心 海洋文化 3 
通識中心 海權與海洋事務 2
通識中心 跨文化美學導論 3
中文系 宗教概論 3
劇場藝術學系 東方劇場 2
劇場藝術學系 中西舞蹈史 2
劇藝所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 3 
政治經濟系 國際政治經濟學 3
政治經濟系 國際關係 3
政治所 區域研究 3
公事所 地區經營管理 2
亞太所 法學日文(一) 3 〈日語授課〉

學生曾修習亞太所開設

之「法學日文」課程，可

以列入選修學分中。

亞太所 法學日文(二) 3 

亞太所 台灣經濟發展史 3 

亞太所 亞太國家之基本人權 3 

亞太所 亞太國家憲政發展 3 

亞太所 亞太國家之憲政制度 3 

亞太所 亞太國家違憲審查制度 3 

亞太所 亞太國家司法制度 3 

亞太所 亞太區域研究 3 新增

政治所 全球金融政治與政策 3 新增

通識中心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與文

化

3 
新增

政治所 區域研究 3 新增

劇場藝術學系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 3 新增

  總學分數：至少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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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20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

課程。

※95 學年度加入日文學程的學生，除原有必修課程以外，可任選以下課程中任兩門做為選修

課程修習：日本語能力訓練、日本經營邏輯、東方藝術史、東方戲劇史、東方名劇選讀、

失敗學、日本藝術與文學。

※95 及 96 學年度加入日文學程的學生，如修習企管系、資管系、及財管系之日文一及日文

二，可計算於必修課程中。

※96 及 97 學年度加入日文學程的學生，可將失敗學及日本藝術與文學列入選修學分中。 

※100 學年度(含)以前加入日文學程的學生，可將「日本政治經濟」、「日本外交政策」、「美日

關係與軍事同盟」、「當代日本產業政策」及「亞洲社會學(二)」列入選修學分中，「日本社

會與文化」及「日本政治」為核心課程學分。

※修讀本學程學生倘入學前曾修習本學程規劃之課程，得提經學程負責人認定後抵免之。

※學生若修習核心課程超過 12 學分，多餘的核心課程學分數可以納入選修學分計算。 

※上述之修課相關規定自 107 學年第 2 學期起核准修習學生適用，原已核准修習學生，亦得

追溯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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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通識中心 臺灣社會與文化 3 向度一限大二以上修習

亞太所 臺灣社會經濟史 3 研究所

通識中心 臺灣當代政治發展 2 跨院(社)選修限大二以上修習

社會系 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 3 大學部

文學院 臺灣史 3 跨院(文)選修 

文學院 史學導論 3 跨院(文)選修 

中文系 地方文化典藏與報導應用 3 跨院(文)選修 

通識中心 臺灣海岸環境 2 向度六限大二以上修習

文學院 史學導論 3 跨院(文)選修 

通識中心 國際現勢與公民視野 2 向度三限大二以上修習、英語

授課

核心課程學分數：6 學分 

選

修

一、人文與藝術課群

中文系 臺灣古典文學概論 2 大學部

中文系 臺灣民間文學 3 大學部

中文系 臺灣謠諺 2 大學部

中文系 臺灣文化民俗誌 3 大學部

中文系 閩南語讀書音 2 大學部

中文系 閩南語概論 2 大學部

中文系 客家話概論 3 大學部

音樂系 臺灣音樂 2 大學部

劇藝系 臺灣劇場 2 大學部

劇藝系 臺灣傳統戲曲 2 大學部

劇藝系 文化理念與政策 3 大學部

通識中心 文化差異與倫理規範 3 向度二限大二以上修習

通識中心 臺灣文化史 3 向度一限大二以上修習

中文系 臺灣語言調查討論 3 研究所

二、社會科學課群

通識中心 民主與法治 2 向度三限大二以上修習

社會系 歷史社會學 3 研究所

通識中心 性別與社會 2 向度三限大二以上修習

社會系 社會運動 2 限大二以上修習

通識中心 社會性科學議題的探討-以「我

們的島」為例

2 向度四限大二以上修習

通識中心 行動科技與社會 3 向度四限大二以上修習

政經系 民主治理與公民社會 3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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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 參與式民主導論 3 大學部

通識中心 經濟與生活 2 向度三限大二以上修習

三、海洋與自然生態課群

通識中心 海洋文化 3 向度三限大二以上修習

中文系 海洋文化民俗誌 2 大學部

通識中心 海洋永續：海洋文學與海洋科

學的生態對話

2 向度六限大二以上修習

通識中心 服務學習（三）：提升臺灣海洋

能見度

1 服務學習限大二以上修習

通識中心 服務學習（三）：海洋資源實務

應用

1 服務學習限大二以上修習

海資系 海洋生物多樣性導論 2 大學部

通識中心 服務學習（三）：臺灣獼猴生態

宣導

1 服務學習限大二以上修習

通識中心 本地植物學 2 向度五限大二以上修習

四、區域與全球課群

通識中心 日本社會與文化 2 向度三限大二以上修習

社會系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3 大學部、英語授課

通識中心 東方哲學思想（一） 2 向度二限大二以上修習

通識中心 在地空間美學之探討 2 向度一限大二以上修習

社會系 南臺灣研究 3 大學部

政經系 中國政治經濟發展 3 大學部

通識中心 服務學習（三）：史蹟導覽 1 服務學習限大二以上修習

政經系 全球化、自由貿易及跨國移民

導論

3 大學部、英語授課

通識中心 服務學習（三）：國際志工服務

課程

1 服務學習限大二以上修習

亞太所 亞太區域經濟 3 研究所

社會系 臺灣與亞洲 3 研究所

  總學分數：至少 15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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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實踐與地方創生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本次擬更名為地方敘事與創生學程)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管理學院 創業創生講座（一） 2 
107 學年度之後申請本學

程，本課為必修。

管理學院 營運研究與財務規劃 3 
管理學院 地方文化與創意 3 
企管系 管理與創業 3
通識教育中心 社群與倫理 3 

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文化史 3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三）：日本國際志工之服

務學習
1 

中文系 地方文化典藏與報導應用 3

核心課程學分數：9 學分 

選

修

管理學院 創業創生講座（二） 2 

管理學院 創業與實踐 3 
管理學院 設計思考：人文、設計與創業 3 
管理學院 設計思考：跨界、創新與創業 3 
管理學院 設計思考 3 
劇藝系 展示設計 3 
社會系 社會學 3 
社會系 海洋與城市發展 3 
社會系 物質文化與人類學 3
企管系 行銷管理 3 
企管系 創業管理 3 
企管系 管理學 3
企管系 創意思考 3
政經系 非營利組織管理導論 3 
財管系 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 3

通識教育中心 文化工作的倫理議題 3
通識教育中心 邏輯推理與創造性思維 3 
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社會與文化 3 
通識教育中心 海洋文化 3 
通識教育中心 日本里山里海創生經驗 3 

通識教育中心 日本文化概論 3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三）：史蹟導覽 1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三）：文化設計與社區實

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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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學分數：至少 20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20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

課程。

※上述之課程相關規定適用於自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核准修習學生，原已核准修習學生，亦

得追溯適用之。

255



19 

生物多樣性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核心課程 I (必修 1 門，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生物多樣性的世界(A)(B) 2 
高醫生物系通識

中心
生物多樣性導論 2

核心課程 II (必修 1 門，2 學分；其他門可採計為選修之學分) 
生科系 生態學 3
海資系 生態學 2
高醫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
生態學 3

通識教育中心 演化生態學 2
海科碩 海洋生態學 3
海資系 海洋生態學 2
海科系 基礎海洋生態學 2

海工系 海洋生態學 1.5 
核心課程III (必修1門，1學分；其他門可採計為選修之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三）：臺灣獼猴生態宣導 1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三）：海洋資源實務應用 1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三）：環境教育服務與推廣 1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三）：尋找小櫻 1 

總結性課程 (必修1門，2學分) 
海科系 生物多樣性行動技能建立 2 

核心課程必修學分數：7 學分 

選
修
課
程

生科系 本地植物學 3
通識教育中心 本地植物學 2
生科系 植物分類學 3
生科系 水生植物學 2
生科系 植物地理學 2
海資系 魚類學 2
海資系 魚類學實驗 1
海資系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一) 2 
海資系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二) 2 
生科系 無脊椎動物學 3
生科系 無脊椎動物學實驗 1
海資碩 生物海洋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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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資系 動物性浮游生物學 2
海資系 動物性浮游生物學實驗 1
海科系 海洋脊椎動物學 3
海科碩 魚類學 2
海科碩 魚類分類學 2
海科碩 軟體動物學 3
海資碩 海洋生物生理生態學 2
海資碩 浮游生物生態學 2 
生科系 昆蟲學 3 
高醫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
鳥類學 2

高醫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
鳥類學實習 1

生科碩 植群生態學 3 

生科碩 生態研究方法 3
生科碩 演化生物學 3 
生科系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2
通識教育中心 環境變遷與生態保育  2 

通識教育中心 海洋永續：海洋文學與海洋科學的生態對

話  

2 

海資系 海洋生物多樣性導論 2 
海資系 海洋生物學概論 2
海工碩 生態系統及棲地復育生態工程學 3
通識教育中心 海洋生態與海洋科技教育探索 2 
海科系/通識教育

中心
海洋科學前沿

2 

生科系 植物形態學 3 
海科系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 3 
海工系 生態工程與實務 3
海資系/通識教育

中心
海洋資源導論 2

海資碩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一) 2 
海事碩 漁業生態 3
海科系 海洋生物概論 2
海科系 海洋生物生理學 3
生科系 動植物交互作用生態學 3 新增(107-1 開設) 
生科系 昆蟲生態與行為學 3 新增(107-1 開設) 
生科碩 群落生態學 3 新增(107-1 開設) 
海資系 應用海洋資源學 2 新增(107-1 開設) 
選修學分數：至少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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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學分數：至少 15 學分 

※本學程至少應修滿 15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99 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可採計新舊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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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海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ㄧ、核心課程 I :海洋基礎課程(必修 1 門，2 學分) 可多修 1 門，納入選修學分 

核

心

課

程

海科系 海洋基礎科學 2 

海科系 海洋應用科學 2 

海科系 海洋系統科學（一） 2 

海科系 海洋系統科學（二） 2 

二、核心課程 II:海洋數據分析（必修 1 門，2 或 3 學分)可多修 1 門，納入選修學分 
海科系 物理海洋資料分析 2 

海科系 海洋化學與地質數據處理 2 

海科系 程式設計 3 

海科系 數值方法與軟體應用 3 

  三、核心課程 III:進階課程（必修 1 門，1 或 2 或 3 學分) 
海科系 海洋生態與科技探索教育 2 
海科系 海上實習 1 學士班或碩士班

海科系 校外實習 3 
  四、總結性課程(2 學分) 

海科院 海洋環境影響評估 2 

核心課程學分數：    學分:7 或 8 或 9 或 10 學分 

選

修

海科系 應用統計學（一） 2 

海科系 波浪與潮汐 3 

海科系 水產概論 2 

海科系 海水微量分析 3 

海科系 海洋化學實驗（一） 1 

海科系 海洋化學實驗（二） 1 

海科系 海洋化學 2 

海科系 海洋地球化學 3 

海科系 海洋觀測與調查 3 

海科系 現代海洋學 3 

海科系 海洋遙測 3 

海科系 海洋脊椎動物學 2 

跨院選修(海)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一) 2 

跨院選修(海)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二) 2 

海工系 海岸開發及保育工程 3 

海資系 海洋污染概論 2 
海資系 海洋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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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向度六 看見國家公園 2 107-1 新開設 

  總學分數：至少 15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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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核

心

課

程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安全 3
資訊工程學系 安全程式設計 3
資訊工程學系 駭客攻防與電腦鑑識技術 3
資訊管理學系 網路安全 3

核心課程學分數： 學分

選

修

資訊工程學系 數位簽章機制與應用 3 
資訊工程學系 安全密碼協定 3 
資訊工程學系 密碼學 3
資訊工程學系 安全電子商務 3
行銷傳播管理

研究所
資訊科技政策與法律 3

行銷傳播管理

研究所
資訊素養與倫理 3

  總學分數：至少 21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21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9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

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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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管理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企管系 行銷管理 3 

企管系 行銷研究 3 

企管系 消費者行為 3 

企管系 行銷個案 3 

核心課程學分數： 9 學分（核心課程任選三門） 

選

修

企管系 整合行銷溝通 3 

企管系 產品管理 3 

企管系 行銷通路管理 3 

企管碩 零售管理 3 

企管碩/行傳碩 服務業行銷 3 

企管碩 國際行銷管理 3 

企管碩 市場調查與消費者行為洞察 3 

政經系/行傳碩 社會行銷 3 

資管系/資管碩 電子商務 3 

資管碩 網路服務行銷 3 

行傳碩 廣告效果 3 

行傳碩 數位行銷 3 

行傳碩 娛樂行銷與媒體  3 
企管碩 策略性品牌管理 3 107/1 

  總學分數：至少 21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21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

之課程。 

※選修課程部份可於 T4 大學選修，若欲選修高高屏教學網其他大學之類似課程，得先經

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才予以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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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體驗技術與應用微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沉浸式體驗概論 3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多維度媒體實務 3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音樂與音效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劇場藝術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故事編程 1

核心課程學分數：9 學分 

選

修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虛擬實境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成像技術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音場技術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情境感受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體感運動機構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姿態辨識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感測器與定位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體感運動機構導論 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虛擬實境程式導論 1 

音樂系 
跨領域音樂設計與實

作(二) 
2 新增

  總學分數：至少 9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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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安老與社會設計微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社會學系 社會老年學 3
社會學系 高齡服務設計 3

核心課程學分數：6 學分 

選

修

社會學系 老年學社會實作 3

音樂學系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 3
音樂學系 藝術治療個案討論 2
社會學系 服務學習（三）：青銀共創與社區實踐 1 

社會學系
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高齡組）（限社

會系大三一年必修）
3 

社會學系 社會設計 3

總學分數：至少 12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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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事業微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公事所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3
公事所 國際非營利及社區組織交流 2 107-1新開課程 

核心課程學分數： 5  學分 

選

修

公事所 社會行銷 2
公事所 社區營造與地區重建 2
公事所 地區經營管理 2
公事所 第三部門之課責與績效評估 2 106-2新開課程 
資管碩 服務創新個案研討 3
人管碩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3
行傳碩 社群媒體行銷 3
財管系 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 3

  總學分數：至少 9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 

※追溯至第 106 學年度起核准修習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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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財管 證券市場微結構實務 3 研究所 
財管 現代投資組合理論與策略 3 研究所 

資管、資工、財管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 3 大學部、研究所 

資管、資工 
資料庫管理 / 網際網路資料庫 /資

料庫系統* 3 大學部、研究所 

資管、資工 
演算法設計與分析 / 系統分析與設

計* 3 大學部、研究所 

 核心課程學分數：9 學分 (核心課程五選三門) 

選      

修 

財管 
選擇權市場理論與策略 / 期貨與選

擇權概論* 3 大學部、研究所 
財管 投資理論與策略 / 投資學* 3 大學部、研究所 
財管 金融數據分析與交易策略 3 研究所 

財管、經濟 
財務研究方法（一）/  

計量經濟學（一）* 3 研究所 

財管、經濟 
財務研究方法（二）/  

計量經濟學（二）* 3 研究所 

經濟 時間數列分析 3 研究所 
財管 金融市場理論與實務 /金融市場* 3 研究所 

財管 
全方位個人理財規劃 /個人理財規劃

* 3 大學部、研究所 
財管 財務工程概論 3 大學部 
財管 財務管理理論 3 研究所 
財管 國際投資組合管理 3 研究所 
財管 財務工程與金融創新 3 研究所 
財管 金融投資與程式交易 3 研究所 
財管 金融科技服務開發 3 研究所 

財管 保險理論與實務 3 大學部、研究所 

財管 財金機器學習 3 研究所 

財管 理財機器人實作 3 研究所 

企管 證券市場分析 3 研究所 

資管 WEB 程式設計 3 大學部 

資管 網路應用程式設計 3 大學部 

資工 網路系統程式設計 3 大學部 

資管、資工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高等物件導向程式

設計* 3 大學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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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 JAVA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研究所

資工、資管電

機、應數 資料結構 3 大學部 

資管 巨量資料分析實務 3 研究所 

資管、資工 
雲端運算導論 / 雲端運算理論與應

用* 3 研究所 

資管 行動應用服務體驗設計 3 研究所 

資管 電子商務 3 研究所 

資管 商業智慧 3 研究所 

資管 資料探勘與知識發現 3 研究所 

資管、電機 人工智慧 / 人工智慧（一）* 3 研究所 

資管 網路安全 3 研究所 

應數、財管 應用統計方法、高等統計學 3 大學部 

  總學分數：至少 15 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核心課程中至少應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

課程。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

之課程。 

※自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不認列財管所學生選修企管所之「證券市場分析」課程

※欄位中若有*加註，該欄課程修習兩門（含）以上時，學分數僅以一門課程（3 學分）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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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應數系、應數系董立大教授

案由二：擬開設「人工智慧與數學學程」整合學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科技發展對人工智慧的需求，開設「人工智慧與數學學程」

以協助學生學習相關於人工智慧應用所需的數學課程（原理）

及計算機程式運用，以期面對未來人工智慧所遇到的不同問題，

以此基礎開發新技術或方法。

二、檢附「人工智慧與數學學程」開設申請書、課程規劃表及學程

簡介(如附件)。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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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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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與數學學程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應數系或電機系 線性代數(一) 3  

應數系或電機系 微積分(一) 3(4) 【＊詳見備註 1】 
應數系 機率論(一) 3  

應數系 統計學(一) 3 
【＊管院學生詳見備

註 2】 

應數或電機或資工 計算機程式 3  

應數系 人工智慧原理 3  

應數系 Python與機器學習之理論實現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21(22)學分 

選             

修 

應數系 線性代數(二) 3  

應數系或電機系 微積分(二) 4(3)  

應數系 離散數學(一) 3  

應數系 離散數學(二) 3  

應數系 機率論(二) 3  

應數系 統計學(二) 3 
【＊管院學生詳見備

註 2】 
應數系或資工系 演算法 3  

應數系或資工系 資料結構 3  

應數系 統計學習與資料探勘 3  

應數系 流形學習基礎 3  

應數系 數值分析(一) 3  

應數系 數值分析(二) 3  

電機系 人工智慧語言-Prolog 3  

電機系 類神經網路導論 3  

電機系 語音訊號處理 3  

資工系 網際網路資料庫 3  

資工系 無線網際網路 3  

資工系 影像處理 3  

總學分數：至少3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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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微積分可修習應數系、物理系、化學系、電機系、機電系、材光系、光電系之微積分，其
他則由學程負責人認定。 

2.學生以管理學院統計學（6 學分）抵免本學程之必修統計學，於本學程中一律以 3 學分計
算。 

3.本學程規定之結業學分總數至少 30 學分，其中含必修課程 21(22)學分。選讀學程學生所
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4.修讀本學程學生，其以前修習課程及學分數之抵免，由本學程負責人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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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人工智慧與數學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董立大教授

E-mail: ldtong@math.nsysu.edu.tw  校內分機：3832 

【學程負責人】董立大教授

【學程目的】培養學生從事人工智慧應用所需的基本數學能力與實務應用。 

【發展重點與特色】因應科技發展對人工智慧的需求，開設使學程協助學生

學習相關於人工智慧應用所需的數學課程(原理)及計算

機程式運用，以期面對未來人工智慧所遇到的不同問題，

以此基礎開發新技術或方法。

【實施對象】理、工、管院學生。

【課程系統】

一、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

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二、【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至

多六學分得以通識跨院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

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

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三、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於修業年

限及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四、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核發學程證書。

【學程開始日期】2019 年 2 月 1 日 

【申請日期】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

請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指導教授）及選讀學程負責人

同意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定後，始可修讀。

【學程課程一覽表】

272



- 36 - 

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物理系、物理系張鼎張教授；

公事所、公事所郭瑞坤教授；

公事所、公事所林新沛教授；

案由三：擬開設「半導體物理與先進元件分析微學程」、「地方創生微學

程」、「永續管理微學程」等 3 個微學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半導體物理與先進元件分析微學程」為一跨領域課程，不僅包

含了基本半導體元件物理以及材料分析的基本知識，更重要的

是，能使修課學生直接參與解決業界問題的過程，使學生藉由

本微學程，實際接觸台積電、聯電、友達、群創等國內科技大

廠的先進元件；透過訓練使學生動手進行元件電性量測、數據

分析與整理、科學思維表達。學生將在此學習過程中實際參與

解決各大廠所面臨的問題；最終使修課學生達到無學用落差的

目的，使艱澀的半導體元件物理知識，能深植於學生心中，並

於畢業後直接在產業界學以致用，達成「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二、地方創生微學程以「在地連結」與「青年培育」為主要目的，

透過專業課程培養基礎觀念與實務演練，培養地方創生人才，

期許能喚醒青年對於區域發展的關注，一方面深化在地認同，

另一方面，更鼓勵青年投入地方再造，結合地方特色及創新創

意，創造創業或就業機會，尋求地方產業發展新契機，打造地

方新生活。

三、「永續管理微學程」重點在讓學生瞭解「永續」(sustainability，
即兼顧經濟、環保及社會的發展)對現代企業的意義，尤其是永

續管理對企業的重要性，並培養學生從事永續管理工作的技能。

特色是結合本校管理學院、理工及海洋學院，以及資深業師，

為學生提供管理學、基礎環境科學的知識及實務訓練（例如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寫作），成為許多企業所渴求的永續管理人

才。選修課程多數來自通識課程，並有多個系所開設，方便學

生選讀。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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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半導體物理與先進元件分析微學程」、「地方創生微學程」、

「永續管理微學程」開設申請書、課程規劃表及學程簡介(如附

件一~三)。 

決 議：1.修正通過「地方創生微學程」名稱為「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2.其餘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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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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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物理與先進元件分析微學程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物理系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3  
物理系 半導體奈米元件物理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6 學分 

選     

修 

物理系 前瞻半導體元件性能及可靠度分析 3 跨領域課程 
材光系 半導體元件 3  
材光系 記憶體元件與製程技術 3  
材光系 固態物理 3  
物理系 物理研究專題(一) 3 專題導向課程 
    
    
    
    

    

  總學分數：至少 9 學分 

※【整合/學系(所)專業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微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

※學程修習學分規定如下： 

1.【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

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2.【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至多六學分得以通識

跨院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

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

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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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物理與先進元件分析微學程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張鼎張講座教授 

【學程負責人】張鼎張講座教授 

【學程目的】 

本學程基於「學用合一」之目標，理論與實務兼俱，期使每位修課學生能達

「無學用落差」之目標 
【發展重點與特色】 

「半導體物理與先進元件分析微學程」為一跨領域課程，不僅包含了基本半

導體元件物理以及材料分析的基本知識，更重要的是，能使修課學生直接參

與解決業界問題的過程，使學生藉由本微學程，實際接觸台積電、聯電、友

達、群創等國內科技大廠的先進元件；透過訓練使學生動手進行元件電性量

測、數據分析與整理、科學思維表達。學生將在此學習過程中實際參與解決

各大廠所面臨的問題；最終使修課學生達到無學用落差的目的，使艱澀的半

導體元件物理知識，能深植於學生心中，並於畢業後直接在產業界學以致用，

達成「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實施對象】 

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 

【課程系統】（請加註以下文字） 

一、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

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二、【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至

多六學分得以通識跨院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

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

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三、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於修業年

限及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四、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核發學程證書。 

【學程開始日期】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申請日期】（請加註以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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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請加註以下文字） 

請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指導教授）及選讀學程負責人同意

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定後，始可修讀。 
【學程課程一覽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課程屬性 備註 

物理系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3 核心課程  
物理系 半導體奈米元件物理 3 核心課程  

物理系 
前瞻半導體元件性能及可靠度

分析 
3 選修課程 跨領域課程 

材光系 半導體元件 3 選修課程  
材光系 記憶體元件與製程技術 3 選修課程  
材光系 固態物理 3 選修課程  
物理系 物理研究專題(一) 3 選修課程 專題導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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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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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程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公事碩 社區營造與地區重建 2  

公事碩 公共事務研討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理) 

預計107-2新開課程 

公事碩 新興公共議題研討 2 
(國際地方創生實務見學) 
預計 107-2 新開課程 

企企管碩 創業管理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  6  學分 

選             

修 

公事碩 地區經營管理 2  

公事碩 國際非營利及社區組織交流 2  

公事碩 媒體與公共事務 2  

公事碩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3  

公事碩 區域發展與政策 3  

劇藝碩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 3  
行銷傳播碩 社群媒體行銷 3  
財管系 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 3  
社會系 社區文創設計 3  
    
    
    
    

總學分數：至少 12 學分 

※【整合/學系(所)專業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微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 

※學程修習學分規定如下： 

1.【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

修及輔系之課程。 
2.【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應修習專業學程所屬學院之開設跨院通識相關課程至少六學

分，並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應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

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應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

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學程名稱：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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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微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公事所顧曉敏助理(分機 4901) 

【學程負責人】公事所郭瑞坤 教授 

【學程目的】 

台灣許多偏鄉地區正面臨人口老化、產業沒落或文化流失問題，造

成地方沒落，因此，「如何打造地方創生」成為重要的思考方向。在地區

營造過程中，更是與地方治理、經營管理及公共事務議題發展息息相關。 

本學程以「在地連結」與「青年培育」為主要目的，透過專業課程

培養基礎觀念與實務演練，培養地方創生人才，期許能喚醒青年對於區

域發展的關注，一方面深化在地認同，另一方面，更鼓勵青年投入地方

再造，結合地方特色及創新創意，創造創業或就業機會，尋求地方產業

發展新契機，打造地方新生活。 

【發展重點與特色】 

「地方創生」一詞源自日本，其將地方創生政策視為國家戰略層級；

而在臺灣，行政院宣布 2019 年為「地方創生元年」，可見地區的經營再

造儼然成為國家未來重點發展趨勢。本學程為能系統性的訓練培養人才，

開設理論與實務兼備課程，讓學生能全方位適性發展，其發展重點與特

色如下： 

一、建立地方創生基礎概念，認識多元在地議題 

修課學生首先透過核心課程學習地方創生基本知識，亦因應地方發展議題五

花八門，配合選修課程之規劃，提供修課學生選擇有興趣的修課內容及技

能，發揮最大學習綜效。 

二、養成專業能力及觀察技巧，掌握時下脈絡趨勢 

提供專業師資引導學生了解地方課題，針對地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進行案

例解說與分析，並配合政策發展方向及時事講解，培養學生議題敏感度。 

三、提升未來就業/創業能力，培育未來職涯發展 

本學程內容除基本觀念教學，亦融合未來進入職場實用的規劃設計、行銷方

法或媒體公關技巧，搭配講授課程、業界講座、參訪交流及實作技能培訓，

銜接學校所學與職場所用，增加學生實務經驗。 

【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大三以上及碩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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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系統】 

一、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

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二、【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應修習專業學程所屬學院之開設跨院通識相關課

程至少六學分，並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應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

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應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

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三、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

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於修業年限及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四、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核發學程證書。 

【學程開始日期】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申請日期】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 

請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指導教授）及選讀學程負責人

同意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定後，始可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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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課程一覽表】 

學程名稱：地方創生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公事碩 社區營造與地區重建 2  

公事碩 公共事務研討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理) 

預計107-2新開課程 

公事碩 新興公共議題研討 2 
(國際地方創生實務見學) 
預計 107-2 新開課程 

企企管碩 創業管理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   6   學分 

選             

修 

公事碩 地區經營管理 2  
公事碩 國際非營利及社區組織交流 2  
公事碩 媒體與公共事務 2  
公事碩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3  
公事碩 區域發展與政策 3  
劇藝碩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 3  

行銷傳播碩 社群媒體行銷 3  

財管系 
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

作 
3  

社會系 社區文創設計 3  
    

總學分數：至少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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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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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管理微學程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A 類課程   

公事所 永續管理概論 2 預計107下開設 

公事所 永續發展與綠色管理 2  

 B 類課程   
公事所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 2  
公事所 生命週期分析與報告寫作 2 預計 107 下開設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 4 學分，A¸ B 類各 2 學分 

選             

修 

 C 類課程   
通識中心 污染防治與環境管理 2  
公事所 綠色採購與綠色會計 2 預計107下開設 
 D 類課程   
通識中心 環境科學 2  
海工系 基礎環境科學 2  
海科系 全球環境變遷 2  
通識中心 環境變遷與生態保育 2  
    

C類至少2學分，C+D至少共6學分 

  總學分數：10 學分 

※【整合/學系(所)專業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微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 

※學程修習學分規定如下： 

1.【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

及輔系之課程。 
2.【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至多六學分得以通識跨

院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

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

得依其自行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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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管理微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請填寫該學程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以供學生詢問） 

公事所助理顧曉敏小姐，分機 4901 

【學程負責人】 

林新沛教授 

【學程目的】 

1. 增進學生對企業永續管理的認識，以及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運作經驗。 

2. 培養能協助企業及機關組織進行永續管理，並撰寫社會責任報告書之永續經理人。 

3.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發展重點與特色】 

本學程重點在讓學生瞭解「永續」(sustainability，即兼顧經濟、環保及社會的發展) 對現代企

業的意義，尤其是永續管理對企業的重要性，並培養學生從事永續管理工作的技能。特色是

結合本校管理學院、理工及海洋學院，以及資深業師，為學生提供管理學、基礎環境科學的

知識及實務訓練（例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寫作），成為許多企業所渴求的永續管理人才。

選修課程多數來自通識課程，並有多個系所開設，方便學生選讀。 

其中一門實務課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現由領導力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創辦人王聖源顧

問師共同授課。該門課期末考試達 70 分者可申請加發該顧問公司的「CSR 實作訓練班合格

證書」，作為應徵特定職務時的訓練證明，有利學生就業。 

【實施對象】 

大學三年級以上學生。 

【課程系統】（請加註以下文字） 

一、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

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二、【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至多六

學分得以通識跨院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

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

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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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於修業年限及

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四、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核發學程證書。 

【學程開始日期】 

【申請日期】（請加註以下文字）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請加註以下文字） 

請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指導教授）及選讀學程負責人同意

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定後，始可修讀。 

【學程課程一覽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A 類課程   

公事所 永續管理概論 2 預計107下開設 

公事所 永續發展與綠色管理 2  

 B 類課程   
公事所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 2  
公事所 生命週期分析與報告寫作 2 預計 107 下開設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 4 學分，A¸ B 類各 2 學分 

選             

修 
 C 類課程   
通識中心 污染防治與環境管理 2  
公事所 綠色採購與綠色會計 2 預計107下開設 
 D 類課程   
通識中心 環境科學 2  
海工系 基礎環境科學 2  
海科系 全球環境變遷 2  
通識中心 環境變遷與生態保育 2  
    

    

  總學分數：C 類至少 2 學分，C+D 至少共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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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四：擬停開通識教育中心服務學習組所開設之「全球移動人才

培訓學程」學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由於本學程負責人之一葉雯霞老師已於 107 年 8 月 1 日離

職，而學程負責人之二辛翠玲老師並無續開意願，商討後，

本案已經與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教師討論，初

步將由該學程教師接手，但由於教師課務忙碌，故照案提

請將此學程停開。

二、即日起停止受理學生申請修讀該學程，針對已選修本學程

之修課學生，將與學生討論是否延續修習相關課程，若學

生有意願，將以其他替代科目來協助輔導學生。

三、檢附相關簽呈供參（附件）。

決 議：通過停開，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四

288



 

52

案由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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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企管系、企管系蔡敦浩教授

海科系、海科系陳孟仙教授

案由五：本校「創業實踐與地方創生學程」名稱異動及「擁海學程」

負責人異動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使「創業實踐與地方創生學程」之架構與方法更為明確、

完整，以提升修習學生之地方創生軟實力，擬修改學程課

程規劃，並更名為「地方敘事與創生學程」。

二、原「擁海學程」學程負責人陳孟仙教授，提請變更學程負

責人為海科系黃蔚人助理教授。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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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

臨時動議：為落實學程外審品保機制並增加外審時程彈性，擬修訂

本校「學程管理辦法」之外審時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修正重點：原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運作達三年以上學程

應辦理課程外審，以建立學程品保機制」，擬比照學系

結構外審修正為「運作達五年以上學程應辦理課程外審，

以建立學程品保機制」。

二、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修訂草案如附

件二。

三、本案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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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程管理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本校開設達五年以上之學程應辦

理課程外審，以建立學程品保機

制。

第十一條 本校開設達三年以上之學程應辦

理課程外審，以建立學程品保機制。 
為落實學程外審

品保機制並增加

外審時程彈性，

擬修正為「運作

達五年以上學程

應辦理課程外審

臨時動議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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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程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92.11.05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整合學程會議修正通過 
93.01.07 第 98 次教務會議通過  
93.12.03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整合學程會議修正通過 
93.12.31 第 102 次教務會議通過  
94.12.15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整合學程會議修正通過 
94.12.30 第 106 次教務會議通過 
96.05.17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整合學程會議修正通過 
96.06.14 第 112 次教務會議通過 
99.05.17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整合學程會議修正通過 
99.06.15 第 124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12.17 第 146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12.12 第 148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5.31 第 15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12.11 第 154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統合本校及結合他校現有資源、相關師資、設備與課程，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

環境，以增加選課彈性、促進就業機會，特依本校學則第廿一條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科、中心得視需要研商訂定學程，學程應以具整合性(至少

有二個不同學系之教學單位參與)或多元專長為原則，並指定助理教授以上之專

任教師負責學程相關事宜。本辦法所稱之學程係指教育學程以外之整合學程、學

系(所)專業學程或配合教育部計畫實施之學程。 

一、整合學程係指發給學分證明書之跨院、系、所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及組合。

二、學系(所)專業學程系指係指發給學分證明書之院、系、所專業領域的課程設

計及組合。

三、其他配合教育部計畫。

第三條 為推動學程之永續經營，設置學程委員會，負責學程之規劃與推動、新開設學程

之審議、學程績效之評估、學程獎勵金之審議與分配等事宜。其組織章程另訂之。

第四條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十五學分，學程名稱、課程內容及修讀條件由各學院、系（所）、

科、中心自行訂定，並依行政程序向教務處提出申請（學程開設申請書如附表），

經學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學生於在校期間均得申請選讀學程（修習學程申請書如附表），惟學系(所)專業

學程限本校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跨系所修習，經系主任（所長）及選讀學程

之負責人同意，送教務處核定後始可修讀。

第六條 本校學程得開放他校學生修習，惟以與本校簽有學術交流合作之學校為限，並需

經學生所屬學校之同意。學生申請跨校學程，選課程序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辦理。

第七條 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不得以修習學程為由，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第八條 學程應數習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整合學程：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六學分不屬於學生

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臨時動議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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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應修習專業學程所屬學院之開設跨院通識相關課

程至少六學分，並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應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

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應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

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三、其他配合教育部計畫相關規定。

入學前曾修習學程相關課程者，得提經學程負責人認定同意後抵免學程課程。

第九條 本校學生修習學程課程，學分費之繳交依本校學雜費徵收標準及各學程之規定辦

理。他校學生修習本校學程課程，學分費之繳交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辦理。 

第十條 凡經核准修讀且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依行事曆規定日期檢具歷年成

績單，向教務處申請核發學程證明（學程證書申請表如附表），經審核符合規定

者，由本校發給學程證書，本校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並得於學位証書附註修習學

程名稱。

第十一條 本校開設達五年以上之學程應辦理課程外審，以建立學程品保機制。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295



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六：擬訂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須知(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選課須知依學則第十條授權訂定，規範學生選課時程及彙整相關

規定，提請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二、 本學期選課須知除以下兩點修訂，餘延續106學年度相關規定，僅日

程及部份文字修訂。 

(一)依通識中心意見調整「博雅向度課程」、「服務學習課程」大三學生

選課結果篩選次序。 
(二)依據107年10月9日107學年度157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提案意見，研

議增列學士班一、二年級學生加選碩士班課程之辦理程序。 
三、 檢附選課須知草案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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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選課須知(草案) 

 辦理依據：依本校學則第十條第三款訂定本選課須知。

 中華民國 107 年 XX 月 XX 日本校第 158 次教務會議通過

 選課系統網址：http://selcrs.nsysu.edu.tw/

 選課系統建議使用 IE 瀏覽器進行操作。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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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課相關時程：（請依時程辦理，逾時程除重大因素外，依規定不予補辦） 

階段 開始日期時間 截止日期時間 

107-2 課程查詢 1 / 2 (三) 09:00 起 

必修課程確認 1 / 28 (一) 09:00 2 / 27 (三) 17:00 

系所輔導學生選課 1 / 28 (一) 09:00 2 / 27 (三) 17:00 
校際選課申請(本校生) 
【請配合開課學校校際選課時

程辦理】 
1 / 28 (一) 09:00 2 / 27 (三) 17:00 

超修學分申請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1 / 28 (一) 09:00 2 / 27 (三)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初選】 

初選 1 1 / 28 (一) 09:00  1 / 30 (三) 17:00 

初選 1《結果公布》 1 / 31 (四) 14:00 

初選 2 2 / 12 (二) 09:00 2 / 14 (四) 17:00 

初選 2《結果公布》 2 / 15 (五) 14:00 

【加退選】 

加退選 1 2 / 21 (四) 09:00  2 / 22 (五) 17:00 

加退選 1《結果公布》 2 / 25 (一) 14:00 

加退選 2 2 / 26 (二) 09:00 2 / 27 (三) 17:00 

加退選 2《結果公布》 3 / 4 (一) 14:00 

【異常處理】 
選課異常處理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3 / 5 (二) 09:00  3 / 11 (一)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確認選課紀錄 3 / 5 (二) 09:00  3 / 18 (一) 17:00 

【學分費繳交】 

學分費繳交(暫訂) 3 / 27 (三) 4 / 8 (一) 

【棄選】 

棄選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5 / 3 (五) 09:00 5/ 10 (五)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各階段辦理方式參閱【四、各階段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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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課前注意事項： 

（一） 選課系統相關網頁： 

1. 「選課系統」：教務處網頁／學生專區／學籍及成績／網路註冊：

http://selcrs.nsysu.edu.tw/stu_enroll/進入選課系統 (網路註冊系統 2/1 起開放) 
或  教務處網頁／學生專區／課務／選課系統 
選課帳號為學生個人學號；初次選課新生，密碼預設為身分證末六碼，選課前，

請先修改密碼，以免選課資料遭人竄改。同學若忘記密碼，可於選課系統網頁/學
號及密碼查詢/密碼查詢，或攜帶學生證於上班時間至課務組查詢。 

2. 「選課操作說明」：教務處首頁／學生專區／課務／選課系統網頁／選課須知與法

規查詢／選課操作說明。 
3. 「學期課程查詢」：選課系統網頁／課程查詢／當學期課程。 
4. 「常用信箱維護」：登入選課系統／【個人工具箱】，請登錄常用之 e-mail 信箱，

以免漏收學校發送之相關資訊(請注意常用信箱是否有漏信狀況，建議多使用學校

學生專用信箱)。 
5. 選課結果公布：不論同學是否選課，請於確認選課紀錄期間，上網確認本學期個

人選課紀錄，以確保選課結果正確。 
(1) 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布請自行上網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結果查詢。 
(2) 請於確認選課紀錄期間，上網確認本學期個人選課紀錄，逾期未於選課系統確

認者，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並依第 122 次校務會議決議不再受理更改。 

（二） 選課諮詢： 

1. 選課問題信箱：acad-c@mail.nsysu.edu.tw 
如有選課問題時，請在各階段選課時間截止前，將學號及問題 E-mail 至信箱，至

遲二個工作日內回覆，逾期不得以系統問題要求補辦選課。 
2. 各類課程選課聯繫單位(校內分機)： 

國語文：中文系(3051) 
英語文：外文系(3214) 
博雅課程、跨院選修：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社會組(5852)、自然應用組(5853) 
運動與健康課程：通識教育中心運動健康組(5865) 
服務學習課程：通識教育中心服務學習組(5870) 
專業必選修課程：各系所 
課務組：(2130~2134) 

3. 系所輔導學生選課： 
※課程地圖網頁：http://epp.nsysu.edu.tw/ 
※學生於上網點選課程前： 
(1) 請參考系所必修科目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本校學則、教務章則及各系修課

等相關規定，先列出擬加退選課程。 
(2) 如有選課問題請與導師（系所承辦人員）討論後再行加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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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課說明： 
（一） 同階段選上機率相同，各課程不採『先選先上』制，不需急於各階段開始時上網；為

減少網路壅塞及線上操作時間，選課前請先查妥課號。 
每一選課階段均分兩階段，於選課階段操作加選時，應於選課結果公告期間上網確

認，操作退選課程將於系統直接退選，釋出名額（誤退課程需重新上網加選，並依配

課序重新配課）。 
（二） 「加選」後： 

1. 【登記加選】：本課程「是否選上」需等選課結果公布後，自行上網查詢。 
2. 【失敗課程清單】：課程加選未成功，請務必依說明再重新加選。 
3. 【衝堂】：同時段可以同時加選多科，系統依同時段選上課程志願序篩取，但與確認

之預配課程衝堂時則保留該配入課程。 
（三） 「退選」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資料；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五、選課結果

篩選次序】篩選。 
（四） 因抵免、擋修、重覆修習（已修畢）等不擬修習已確認之預配課程、初選選上或加退

選選上之課程時，需自行辦理退選。未辦理者，視同『本學期自願修習』。 
（五） 經確認之預配課程或各階段選上之課程，開學後二週(加退選結束日)均未到堂上課者

（逢假日未上課不計），系所或任課教師均得以書面於選課異常處理階段前通知逕行辦

理退選，學生不得異議。 
（六） 教育學程課程於初選第二階段限教育學程學生選修；加退選階段開放全校學生選修。

【修習此類課程需另繳交學分費】 
（七）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共 14 學分。「服務學習」1 學分，超修之學分數

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應用性課程」至多 1 學分，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

學分，請詳閱通識教育架構修習。 
（八） 運動與健康以選上二門不同選項課程（含重修或補修）為限；一、二年級學生不得越

級選讀「運動與健康」（選修課程）；運動與健康：特別班選課請至「通識教育中心」

辦理；集訓班課程，限當學期本校運動代表隊員修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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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布」時，請務必上網查對，並自行列印存查；加退選結束後，不

再發給正式選課紀錄（紙本），請依規定上網確認個人選課紀錄，逾期不受理任何更

改。 
（十） 選課系統【學期課程查詢】網頁內，【點選】之欄位數字，表本階段加選該課程但尚

未選上之人數。 
加選前，應先查看目前已點選人數，當點選人數超出限修人數時，請先評估選上可能

性，以免課程額滿無法選上。 
（十一） 選課應針對自己興趣及時間，勿執著加選某一老師，以免延誤學期選課或課程修習，

致而影響畢業。 
（十二） 選課時，請瞭解應修及最需要修習之課程，以尚未修習者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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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階段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必修課程確認（請自行確認，未列出之必修課程務請自行加選） 

1、為使同學優先加選必修課程，同學進入選課系統需先執行必修課程確認，方可進行其他

課程加退選，請進入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進入必修課程確認，於表列必修課程

『保留課程欄』勾選擬修習課程，按『送出』執行確認。（保留欄位若未勾選，執行送

出時，即放棄優先加選必修課程機會，需修習者請自行加選） 
2、截至加退選結束均未執行確認者，視同未選修系統表列必修課程。 

僅修習必修課程學生請特別注意，選課階段未上網確認必修者，即視同未修課。 
3、分組（多門）必修或因故未列於優先選修之必修課程，請於確認後自行選修。 
4、預列課程因選課時程因素，無法確實管控同學抵免、擋修、重覆修習等免修或不得修習

狀況，同學請於執行確認時注意，已確認課程擬不修習時，需自行退選。 

(二) 超修學分申請 

1、請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超修學分申請表】』。未

申請超修學分者，配課時，超過每學期修課上限情形者，優先刪除志願序較大之課程。 
2、申請超修學分者，請於繳交申請單後，於選課期間內再自行上網加選課程。 
3、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學士班 25 學分、碩專班 12 學分、碩博士班 15 學分。 

4、學士班得於當學期超修一至二科目，在職專班須填寫修課計畫，並檢附相關文件。 

(三) 校際選課申請(本校生) （請配合開課學校校際選課時程辦理） 

1、至本校教務處／表單下載／學生選課／列印『校際選課申請表(本校生)』，申請表請自備

一式二份，並檢附開課學校課程資料（含開課系所、中英文課程名稱、學分、上課時間

等）及課程大綱。 
2、選修他校課程，應先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經系（所）主管核准（教育學程課程需經師

資培育中心核准，通識教育課程需經通識教育中心核准），並依他校校際選課之規定辦理

選課手續後，於申請表註明之期限內將申請表繳回教務處辦理加選，逾期未繳回者，申請

科目逕予註銷。 
3、選讀他校之科目，以本校當學期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除開課人數不足停開或衝堂外，

不得辦理退選。惟退選應於本校加退選截止日一週內檢具證明文件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逾期不予受理。 
4、本校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總數，以不超過當學期修習學分總數的三分

之一為原則；碩博士班學生，以不超過肄業系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的三分之一為原

則。 
5、本校學則第 67 條規定，在職專班學生不得選修他校課程。 
6、一般學期學士班學生（不含延修生）選讀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學校（中正、中興、成功大

學）、高雄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金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及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之

課程者（不含教育學程），免繳學分費，請按時前往上課；但暑期開設之課程，仍需依

各校規定之應繳費用標準繳費。 
7、一般學期碩博士班學生選讀高雄醫學大學之課程者，免繳學分費，請按時前往上課；但

暑期開設之課程，仍需依各校規定之應繳費用標準繳費。 
8、辦理完成之申請表，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可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

結果查詢。 

(四) 初選 1【限學士班學生選修通識課程(其他學制學生請於加退選階段加選本類課程)】 

1、加選：本階段為『填列點數』加選，每類可選填三門，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課表出現登

記加選。 
   點數填法：同一類不同課程依選修意願高低，自行分配點數填入，每科目填列點數由 0--

100 點自由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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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仍依【五、

選課結果篩選次序】篩選。 
2、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參閱各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3、通識課程每類可選填三門： 

(1)語文課程：(1)國語文 (2)英語文，計 2 類，每類 100 點。 
(2)跨院選修：100 點。 
(3)博雅課程：100 點。 
(4)服務學習課程：100 點。 
(5)運動與健康(必選修體育）：100 點。 

4、本類課程建議依必修科目表排定之學期選修，以免失去優先選修權，影響以後學期選課。 
5、應用性課程（含軍訓），於「初選 2 階段開放學士班學生加選；研究所學生於「加退選」階

段加選。 
6、選上課程數限制說明： 

(1)跨院選修：以選上一門為限，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2)博雅課程：95~99 學年度入學學生以選上二門為限、100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以選上一

門為限(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3)運動與健康：以選上二門不同選項課程（含重修或補修）為限。 
(4)其它各類課程：以選上一門為限。 

 

(五) 初選 2 

1、加選：本階段為『填列志願』加選，志願序不得重複，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課表出現登

記加選。【範例】加選三科的志願序正確填法：1、2、3，錯誤填法：1、1、1。 
   志願填法：加選課程時，各階段博雅課程加選以三門為限，依選修意願前後，自行分配

志願前後填入，每個志願序不得重複，至多可填列 20 門課。 
同一時間使用不同志願登記加選多科，個人功課表會出現【衝堂】訊息，系統配課依選

上志願序篩取一科，但如與已確認之必修課程衝堂，則保留該必修課程。 
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

【五、選課結果篩選次序】篩選。 
 

2、本階段適用課程及學生 
課程類別 

學生身分 
學士課程 

(通識&專業課程) 
碩士 
課程 

博士 
課程 教育學程 碩專 

課程 

學士班學生 V V 
(大三、大四)  V(限教育學程學生)  

碩、博士生  V V V(限教育學程學生)  
碩專班學生  V V V(限教育學程學生) V 

 
3、通識課程選上課程數限制同初選 1 階段。 

 

(六) 加退選 1、2 

1、加選：本階段同初選 2，以『填列志願』加選，志願序不得重複，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

課表出現登記加選。【範例】加選三科的志願序正確填法：1、2、3，錯誤填法：1、1、1。 
志願填法：加選課程時，各階段博雅課程加選以三門為限，依選修意願前後，自行分配志

願前後填入，每個志願序不得重複，至多可填列 20 門課。 
同一時間使用不同志願登記加選多科，個人功課表會出現【衝堂】訊息，系統配課依選

上志願序篩取一科，但如與已確認之必修課程衝堂，則保留該必修課程。 
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五、

選課結果篩選次序】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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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階段適用課程及學生 
 
 
 
 
 
 
 
 
 
3、加退選 1 未選上之課程，加退選 2 需再重新上網加選。 
4、跨院選修及博雅課程於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5、加退選第二階段專業課程除「限博士生修習」、音樂系、劇藝系之「限本系(含特定年級)學

生修習」及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IBMBA)設定限修之課程維持不開放外，其餘

專業課程取消限制修習條件，開放全校學生選修。(第 129 次及第 148 次教務會議) 
6、加退選 2 選課結束前，任課教師得依未選上課程學生之出席情形，送交優先選修名單，供

限修條件處理，惟學生仍需於教師送交優先選修名單同一選課階段，自行上網登記加選課

程。 
7、學士班一、二年級學生如欲修習碩士班課程，請於加退選階段完成「加選碩士班課程申請

單」並繳交至課務組辦理；異常處理階段則依該階段程序辦理。 

課程類別 
學生身分 

學士課程 
(通識&專業

課程) 
碩士課程 博士

課程 教育學程 碩專

課程 

學士班學生 V 
V 

(大三、大四 網路) 
(大一、大二 紙本) 

 V  

碩、博士生 V V V V  
碩專班學生 V V V V V 

(七) 選課異常處理 

1、 請同學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選課紀錄異常處理申

請表】』辦理。 
2、專業課程符合以下申請條件之一者，申請表請於規定期限內送交課務組；不符合者，將

逕退交各系所辦公室，不予受理： 
(1)學士班未依規定選滿學期應修學分數者，限『加選』本系所專業課程。 
(2)加退選結束，已選上課程停開，『改選』其他任課教師同意加選之課程。 
(3)『退選』抵免通過、或重覆修習課程。 
(4)『加選』未選上之必修課程。 
(5)『加選』不符限修或擋修條件之課程者（該課程修習學分及成績依相關規定辦理)。 
(6)學士班一、二年級學生，申請加修「碩士班課程」。 
(7)選課階段因額滿未選上，但都有到堂上課，經任課教師同意加選(請任課教師自行控管

開放之人數)。 
(8)加選課程學分影響畢業或其他原因(請附詳細說明報告)。 

3、通識課程符合以下申請條件之一者，除國語文、英語文課程依第(5)點辦理外，通識課程

【博雅課程、跨院選修（文）（管）（社）、服務學習課程】選課異常處理作業新增加簽

貼紙流程，由授課教師同意加簽後，於選課紀錄異常處理申請表上黏貼加簽貼紙並簽名

後，備齊相關文件（異常處理單通識簽章區所列應附文件）至通識教育中心辦理；不符合

者（如：僅任課教師簽名者）將逕退交各系所辦公室，不予受理： 
(1)加退選結束，已選上之通識課程停開，改選其他任課教師同意加選之通識課程。 
(2)「退選」抵免通過、或重覆修習之通識課程。 
(3)通識課程(國語文、英語文課程除外)未選上任何一門課者。 
(4)加選通識課程學分影響畢業或其他特殊原因(請附詳細說明報告)。 
(5)國語文、英語文課程未選上者，請持申請單至中文系、外文系辦理（僅任課教師簽名

者不受理）。 
4、申請更正之選課資料，以申請表內『課號』為準，公布後即不受理更改，列印時請小心填

列。 
5、已核章之申請單繳交後，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可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目前

選課結果查詢，並請確認選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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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確認選課紀錄 

1、本階段依第 122 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之「本校學生正式選課紀錄確認流程」辦理。 
2、請同學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結果查詢／點選『確認本學期選課結果』。 
3、事關同學個人修業規劃及權益，且選課結果係期末成績登錄之依據，請同學務必於規定

期限內，上網【確認】個人選課紀錄（已選上、未選上課程及必、選修課程皆要詳細檢查

），對選課結果如有疑義，請於截止期限前至教務處課務組查詢，逾期未於系統確認者，

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並依第 122 次教務會議決議不再受理更改。 
4、加退選結束後，不再發給正式選課紀錄（紙本），請自行列印選課資料存查。 

(九) 棄選 

1、請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棄選單】』辦理。 
2、依據 8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決議，棄選科目至多 2 科，且棄選後之總修課學分仍不得

低於修課規定下限。棄選科目將會出現在成績單內，並註明棄選字樣，但不列入成績計算

。 
3、因棄選辦理日期已近學期三分之二，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不退還，未繳交者應依規定補

繳，下學期方可註冊；加選「曾棄選成功」之科目，仍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 
4、修習遠距教學課程，不得辦理棄選。 
5、本校學生已完成校際選課程序後，得依他校之規定及期程辦理棄選，惟每學期含本校課

程之棄選科目至多 2 科，且棄選後之總修課學分不得低於學則修課規定下限。(146 次教

務會議) 
6、已核章之申請表繳交後，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目前選課

結果查詢棄選結果。 
7、倘對公布資料有疑義，請於 108.5.17 (五)前至教務處課務組查詢，逾期不受理。 

 

五、 選課結果篩選次序 

篩選序 
課程類別 

１ 2 3 4 5 6 7 8 

國語文、英語文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一 大四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博雅向度課程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四 大二 
大三 大三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運動

與健康 

大一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一 大四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大二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二 大四 大三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選修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四 大三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服務學習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三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跨院選修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二 大一 大四   亂數大小 

專業課程 限修、優先條件 本系本班 本系同年

級另一班 
本系生依

年級高低 
本系輔系 
、雙主修 

本系其

他學制 外系 點數大小 
志願前後 亂數大小 

教育學程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亂數大小 

1、各類課程依上表順序篩選，並需受各類課程修課及篩選次序限制（退選已選上課程再
加選同課程亦同）。 

2、由於課程是否能選上取決於點數分配、志願順序，因此分配點數的策略，將會影響選上
的機率：本班、本系課程或符合可優先選修之課程，享有優先篩選權，可不需犠牲前面
志願序或增加點數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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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選課相關規定： 

（一） 學則第 10 條第 3 款「選課」： 
1、學生應按照所屬院系每學期開列之科目及本校選課須知之規定辦理選課。 
2、學生加選、退選及棄選應依照規定日期辦理，並於規定日期內逕行上網確認，逾期

不得要求改選。 
3、學生成績之登錄以教務處正式選課紀錄為準。紀錄上未選科目，雖有成績，亦不予

承認；紀錄上所選科目，無成績者均以 X 等第（百分制成績為零分）登記，亦併入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內計算。 
（事關同學權益，同學選課後務請上網確認選課紀錄與擬修習課程是否相符） 

（二） 學則第 11 條： 
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15 學分，不得多

於 25 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不得多於 25 學分。學生若因情況特

殊，經所屬院系主管核可者，得於當學期超修或減修一至二科目。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得僅修習應補修或重修之課程；若缺修學分係第二學期課程者，

第一學期得辦理休學，免予註冊，但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科目。 
學則第 55 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以 15 學分為原則；超修學分上限者，需經所

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學則第 67 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以 12 學分為上限；超過該學分上限者，需經

所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在職專班研究生不得選修他校課程。 
學則第 28 條： 
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不足，不合學則規定

者，應令休學；其休學已期滿者，應令退學。 

（三） 學則第 12 條：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概予註銷。 

（四） 學則第 13 條：學生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五） 修習全學年課程，上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得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但上學期仍應重

修。學年課程僅修得一學期、或先修讀下學期（顛倒修習）、或重複修讀已及格或已核

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覆修習），已及格之學分數不給畢業學分。本學期選課紀錄

中，有前述情形課程(含確認預配及自行選課)，應自行退選。(學則第 40、42 條)  

（六） 本校學生辦理加退選、更正選課紀錄及教師異動課程等作業期間，請師生共同確實遵

行於規定日期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以利教學活動與提昇行政效率。(8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未於網路確認選課紀錄學生，將逕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122 次教務會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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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之學分數以修習課程時數計算之)。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規定，因「通識教

育課程」延畢者，均須依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第 105 次及第 148 次教務會議) 
學士班延修生修習一般課程 10 學分以上收取全額學雜費。(學雜費徵收標準) 
教育學程課程於加退選階段開放全校學生選修，修習此類課程需另繳交學分費。(學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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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徵收標準) 
逾規定期限一週未繳清學分費者，該學期修習之科目全數註銷，即令辦理休學。(學則

第 10 條第 1 款繳費相關規定) 

（八） 初次選修由外文系開設（含支援他系開設）之語言實習相關課程者（含英語聽力類課

程、口譯類課程等），每學期應繳交「語言教學實習費」；重修者可免繳納，詳情請洽

外文系。(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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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抵免必修課

程，但所修成績仍併入當學期平均成績內計算。 (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課程選課

要點) 

（十） 碩博士班學生不得選修在職專班開設之課程。 
學士班修習碩士班課程：(1)一、二年級學生，經任課教師及所屬系所同意，得於「選

課異常處理」階段辦理加選；(2)但不得選修博士班、碩博士班併班、或各在職專班開

設之課程。 
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修習之學分數包括在學期限修學分數及學業成績不及格

之退學標準內計算。(第 84 次教務會議) 

（十一） 碩博士班學生，選修學士班課程之學分及成績僅列於成績單上（均視為當學期修習

科目），但核算學分時不計入當學期修習學分數及最低畢業學分內，核算成績時，所

得成績亦不併入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內計算，並不須繳納學分費(不含教育學程)。
(第 52、66 次教務會議) 

（十二） 學則第 37 條：學業成績採多元方式評量，教師得依學生日常表現、報告、展演及平

時、期中、期末考試等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學期學業成績之評量方式應明訂於課程

大綱。期中及學期考試其時間依本校行事曆規定舉行。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

規定。 

（十三） 學生學位之取得，其修習遠距教學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教育

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8 條) 

（十四） 選課應依正規程序辦理，如經發覺從事違規或違法情事，悉依相關法規論處。 

（十五） 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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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錄】 本校課號編碼原則

本校課號經 99 年 6 月 15 日第 124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100 學年度第 1 學

期將開始實施，修改後之新課號說明如下：

課號

系所英文簡稱 程度碼 課程碼 班別

X X X X 1 0 1 A 

1. 系所英文簡稱：開課系所之英文簡稱。

2. 程度碼：開設課程之學制。

(1)1~4 為學士班課程。

(2)5~6 為碩士班課程。

(3)7~8 為博士班課程。

(4)9 為專班課程。

3. 課程碼：開設課程之程度及屬性（由 01~99 編碼，愈屬基礎之課程，

其編碼愈小）。

4. 班別：如同一系所相同課名之課程開設一班以上，則編定此碼區別(以

A~Z 區分)。

308



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七：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重點： 

(一)第17條條文:本校「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有關學生申請修業資格，

學則追溯修正。

(二)第21條條文:原「整合學程管理辦法」業經教務會議更名為「學程管

理辦法」，為避免與同條文之「學位學程設置準則」混淆，擬修正

為「學分學程管理辦法」。

(三)第23、26條條文:有關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保留入學與休學增列同

等效力證明文件。

(四)第30條條文:考量特殊選才學生特質，擬放寬特殊選才管道入學學生

因學業退學適用累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

各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之規定。

(五)第54條條文:本校「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業於105年10月12
日第14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放寬研究生申請修業資格，學則

追溯修正。

(六)第56條條文:本校「研究生轉系所作業規定」業於106年10月13日第

15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放寬研究生申請修業資格，並經106年
12月19日教育部備查。學則追溯修正。 

(七)第67條條文:增訂本校在職專班研究生得選修他校課程之規範。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後全文(草案) 如附件二。 

三、 修正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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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七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

年，得於第二學年起，依本校「學

士班學生轉系辦法」及行事曆規

定時程申請轉系。  

核准轉系學生須完成轉入學系

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降級轉系者不得申請提高編

級，並應依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學

年度之必修科目及應修學分規

定修課；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

限，不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

年限併計。  

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入學後不

可轉系者，從其規定不得申請轉

系。  

同系轉組者，比照轉系規定辦

理。  

本校「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另

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十七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

年，得於第二學年開始前，依本

校「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之規

定申請轉系。  

核准轉系學生須完成轉入學系

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降級轉系者不得申請提高編

級，並應依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學

年度之必修科目及應修學分規

定修課；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

限，不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

年限併計。  

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入學後不

可轉系者，從其規定不得申請轉

系。  

同系轉組者，比照轉系規定辦

理。  

本校「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另

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一、本校「學士班

學生轉系辦法」第

二條略以:各學系

修讀學士學位學

生，修業滿一學年

，得於第二學年開

始前、第三學年開

始前、第四學年開

始前及延長修業

年限提出申請 

二、為使規定更趨

明確，修正相關文

字敘述。 

第  廿一條  

學生得依本校「學分學程管理辦

法」及「學位學程設置準則」之

規定，申請修讀學分學程或學位

學程。  

修畢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

分者，發給學程學分證明書；修

畢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

者，發給學位證書。  

本校「學分學程管理辦法」及「學

位學程設置準則」另定之。 

第  廿一條  

學生得依本校「整合學程管理辦

法」及「學位學程設置準則」之

規定，申請修讀學分學程或學位

學程。  

修畢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

分者，發給整合學程學分證明

書；修畢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與

學分者，發給學位證書。  

本校「整合學程管理辦法」及「學

位學程設置準則」另定之。 

 

「整合學程管理

辦法」因應微學

程與專業學程之

設立，經教務會

議修正為「學程

管理辦法」，為

避免與「學位學

程設置準則」混

淆，名稱擬修正

為「學分學程管

理辦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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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廿三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入

學註冊日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 

一、因病須長期療養，持有醫療

院所相關證明者。 

懷孕、分娩，持有醫療院所

相關證明者。 

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出具戶

籍謄本或繳驗戶口名簿者。 

二、因家境清寒，持有鄉鎮市區

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

證明者。  

三、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

知或在營服役證明者。  

四、僑生、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

學生(陸生)因故不能按時

來校報到者。  

五、因教育實習持有證明者。 

六、因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持有教育部核

准證明者，得另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至多三年，不計入保

留入學資格年限內。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

限，經核准後，無須繳納學

雜費；惟保留期間應徵服義

務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

明，申請延長保留期限至服

役期滿，俟保留期滿，檢具

退伍證明，申請入學。  

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不可

保留入學資格者，從其規定

不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第  廿三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入

學註冊日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 

一、因病須長期療養，持有醫療

院所相關證明者。 

懷孕、分娩，持有醫療院所

相關證明者。 

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出具戶

籍謄本證明者。 

二、因家境清寒，持有鄉鎮市區

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

證明者。  

三、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

知或在營服役證明者。  

四、僑生、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

學生(陸生)因故不能按時

來校報到者。  

五、因教育實習持有證明者。 

六、因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持有教育部核

准證明者，得另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至多三年，不計入保

留入學資格年限內。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

限，經核准後，無須繳納學

雜費；惟保留期間應徵服義

務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

明，申請延長保留期限至服

役期滿，俟保留期滿，檢具

退伍證明，申請入學。  

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不可

保留入學資格者，從其規定

不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增列同等效力之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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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廿六條 

學生休學，以學期或學年為單

位，休學累計以二學年為原則，

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

請者，須檢具證明，經專案簽請

校長核准後，得酌予延長休學年

限，惟至多以二學年為限。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應檢

具在營服役證明文件，向學校申

請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

役期間不計入休學年限內；服役

期滿，應檢具退伍令申請復學。 

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得檢

具醫療院所相關證明文件提出

申請，經核准者不計入休學年限

內。 

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戶籍

謄本或繳驗戶口名簿申請，經核

准者不計入休學年限內。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培訓之學

生，培訓期間之休學不計入休學

年限內。  

因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

戶方案」持有教育部核准證明

者，得另申請休學至多三年，不

計入休學年限內。 

 

第  廿六條 

學生休學，以學期或學年為單

位，休學累計以二學年為原則，

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

請者，須檢具證明，經專案簽請

校長核准後，得酌予延長休學年

限，惟至多以二學年為限。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應檢

具在營服役證明文件，向學校申

請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

役期間不計入休學年限內；服役

期滿，應檢具退伍令申請復學。 

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得檢

具醫療院所相關證明文件提出

申請，經核准者不計入休學年限

內。 

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檢具戶

籍謄本申請，經核准者不計入休

學年限內。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培訓之學

生，培訓期間之休學不計入休學

年限內。  

因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

戶方案」持有教育部核准證明

者，得另申請休學至多三年，不

計入休學年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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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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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卅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令退

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

年限，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

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二、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

者。  

三、休學期滿未於規定時限內辦

理復學，亦未繼續申請休學

者。  

四、一學期中曠課達九十小時

者。  

五、累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

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各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

一者；但僑生、外國學生、

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

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

女學生、符合教育部規定條

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及特

殊選才管道入學學生等累計

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不及

格科目之學分數，各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

者。 

身心障礙學生不受前項限

制。身心障礙學生係指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或經教育部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

學之學生。 

六、未經本校相關院系所同意，

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院校註

冊入學者。 

七、操行成績不及格者。  

第  卅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令退

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

年限，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

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二、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

者。  

三、休學期滿未於規定時限內辦

理復學，亦未繼續申請休學

者。  

四、一學期中曠課達九十小時

者。  

五、累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

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各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

之一者；但僑生、外國學

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

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

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

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

優學生等累計三學期之學

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

學分數，各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數三分之二者。 

身心障礙學生不受前項限

制。身心障礙學生係指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或經教育部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

學之學生。 

六、未經本校相關院系所同意，

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院校

註冊入學者。 

七、操行成績不及格者。  

八、舊生無故逾期未到校註冊，

 

 

 

 

 

 

 

 

 

 

 

 

 

 

 

 

考量特殊選才學

生特質，擬放寬

特殊選才學生因

學業退學適用累

計三學期之學期

學業成績不及格

科目之學分數，

各達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數三分之

二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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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舊生無故逾期未到校註冊，

亦未申請休學者。  

九、犯有重大過失經本校學生事

務會議議決必須辦理退學，

並經校長核定者。 

十、有本學則其他規定，應令退學

者。 

亦未申請休學者。  

九、犯有重大過失經本校學生事

務會議議決必須辦理退

學，並經校長核定者。 

十、有本學則其他規定，應令退

學者。 

第五十四條  

凡在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

獨立學院碩士班畢業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

立學院碩士班畢業取得碩士學

位，或合於教育部法令規定具有

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公

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各學系

(研究所)博士班修讀博士學位。  

本校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

生修業一學期以上或學士班應

屆畢業生，成績優異具研究潛

力，得依本校「學生逕修讀博士

學位作業規定」申請逕修讀博士

學位，其作業規定另定之。 

第五十四條  

凡在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

獨立學院碩士班畢業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

立學院碩士班畢業取得碩士學

位，或合於教育部法令規定具有

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公

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各學系

(研究所)博士班修讀博士學位。  

本校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

生修業一年以上或學士班應屆

畢業生，成績優異具研究潛力，

得依本校「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

作業規定」申請逕修讀博士學

位，其作業規定另定之。 

 

 

 

 

 

 

本校「學生逕修

讀博士學位作業

規定」業於

105.10.12第 149

次教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二條放寬

研究生申請修業

資格。學則追溯

修正。 

第五十六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如欲轉所，得

於修業滿一學期，依本校「研究

生轉系所作業規定」及行事曆規

定時程提出申請，經原肄業學系

(研究所)與擬轉入學系(研究

所)雙方同意後，由教務處陳請

校長核准。 

第五十六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如欲轉所，應

於第二學年開始前，依本校「研

究生轉系所作業規定」提出申

請，經原肄業學系(研究所)與擬

轉入學系(研究所)雙方同意

後，由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准。 

本校「研究生轉

系所作業規定」

業於 106.10.13

第 153 次教務會

議修正通過第二

條放寬研究生申

請修業資格，並

經 106.12.19 教

育部備查。學則

追溯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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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

習學分總數以十二學分為上

限；超過該學分上限者，需經所

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在職專班研究生不得選修他校

課程，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

學分學程、獲准跨校交換及專案

簽請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六十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

習學分總數以十二學分為上

限；超過該學分上限者，需經所

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在職專班研究生不得選修他校

課程。 

 

 

 

 

 

增訂本校在職專

班研究生得選修

他校課程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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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草案) 

 
89.11.23教育部臺（89）高（二）字第89146234號函准備查  

89.12.22教育部臺（89）高（二）字第89165742號函准備查  

91.9.13教育部臺（91）高（二）字第91138273號函准備查  

92.4.10教育部臺高（二）0920052579號函准備查第9、86、97條  

93.2.10教育部臺高（二）0930012621號函准備查第10條  

96.5.30教育部臺高（二）0960079623號函准備查 

100.12.19本校第13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3本校100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2.8教育部臺高（二）字1010015813號函准備查 

101.3.19本校第13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6.1本校100學年度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7.13教育部臺高（二）字1010119324號函准備查 

101.8.28教育部臺高（二）字1010159383號函准備查第46、47條 

102.3.19本校第13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6.7本校101學年度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7.5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20100841號函准備查第5、10 

、23、26、42條 

102.12.17本校第13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20本校102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6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30006269號函准備查第30、 

43、63條 

103.3.20本校第13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3.21本校102學年度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6.9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30082801號函准備查第46、62條 

103.10.13本校第14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0.17本校103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7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30161003號函准備查第46條 

104.12.17本校第14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2.25本校104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2.2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50014679號函准備查第30條、第46條、第78-1條 

106.05.31本校第15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6.02本校105學年度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8.30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60092721號函准備查第23條、第26條、第

29條、第30條及第48條 

..本校第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篇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訂

定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依本學則處理學生之學籍及其相關事宜，其細節得另行規定。  

  

第二篇 學士學位班 

 

第一章 入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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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合於教育部

法令規定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各院系

學士班修讀學士學位。  

 

第  四  條 本校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理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惟

一年級及應屆畢業年級不得招收轉學生。  

前項缺額不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辦理轉學招

生後，學生總數不得超過原核定之新生總數。 

轉學生資格依教育部頒「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規定。 

 

第  五  條 凡符合教育部規定之特種身分學生，本校得酌收進入相當年級肄業。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規定」申請入學，其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六  條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相關規定修讀雙聯學位，其辦法另定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七  條 本校招考新生及轉學生，於每學年始業前舉行，其招生辦法及招生簡章

另定之；招生辦法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八  條 經本校錄取之新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來校辦理入學手續；逾期不到

者，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  九  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報到時，須繳交有效之學歷證明文件，方得入學，其

有正當理由預先申請緩期補繳而經本校核准者，得先行入學，但應於規

定期間內補繳，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並令其退學。  

如繳交證明文件有冒用、假借、偽造或變造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

學籍。除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外，不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

文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追繳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  十  條 學生於每學期之始，須照下列規定辦理繳費、註冊及選課等事宜；役男

並應依有關規定申請緩徵或儘後召集。 

一、繳費：  

(一) 學生每學期應繳之各項費用及其數額，於每學期註冊前公布。 

(二) 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各項費用，逾期未繳清，除因特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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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已書面請准延緩繳費或有第三目情形者外，均依下列規定辦

理： 

1.逾開學後兩週未繳清學雜費者，須依規定繳交各項應繳費用，

經通知後仍未辦妥手續者，應令退學。 

2.逾規定期限一週未繳清學分費者，該學期修習之科目全數註

銷，即令辦理休學。 

(三) 經本校核准出境之交換學生，依交換計畫合約須向對方學校繳

交學雜費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於出境交換期間免繳本校學

雜費。 

二、註冊： 

(一) 一年級新生及轉學生，依照本校新（轉學）生入學通知及註冊

須知規定辦理，各年級舊生依照本校註冊須知規定辦理；註冊

須知另定之。 

(二) 註冊手續，須於規定時間完成，若因故不克如期辦理，應依照

規定請假，請假以兩週為限。未經請假，逾期未註冊者，新生

撤銷入學資格；舊生除申請休學者外，應令退學。 

三、選課： 

(一) 學生應按照所屬院系每學期開列之科目及本校選課須知之規

定辦理選課；選課須知另定之。 

(二) 學生加選、退選及棄選應依照規定日期辦理，並於規定日期內

逕行上網確認，逾期不得要求改選。 

(三) 學生成績之登錄以教務處正式選課紀錄為準。紀錄上未選科

目，雖有成績，亦不予承認；紀錄上所選科目，無成績者均以

X 等第（百分制成績為零分）登記，亦併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內計算。 

  

第  十一條 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數，第一學年至第三學年每學期不得少於十五學

分，不得多於廿五學分；第四學年每學期不得少於九學分，不得多於廿

五學分。  

學生若因情況特殊，經所屬院系主管核可者，得於當學期超修或減修一

至二科目。  

延長修業年限學生，得僅修習應補修或重修之課程；若缺修學分係第二

學期課程者，第一學期得辦理休學，免予註冊，但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

科目。  

 

第  十二條 學生不得選修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概予註銷。 

 

第  十三條 學生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其辦法

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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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條 學生暑期修課，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規定要點」之規定辦理，其辦法

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章 請假、曠課、扣分  

 

 

第  十五條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者，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向學生事務處請假，

請假規定另定之。  

 

第  十六條 學生未經准假缺課者以曠課計，曠課統計，於期末由任課教師依課程大

綱成績評量規範扣減該科目成績。 

   

 

 第四章 轉系、輔系、雙主修、學程 

 

 

第  十七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年，得於第二學年起，依本校「學士班學

生轉系辦法」及行事曆規定時程申請轉系。  

核准轉系學生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降級轉系者不得申請提高編級，並應依轉入年級學生入學學年度之必修

科目及應修學分規定修課；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年限，不列入轉入學系

之最高修業年限併計。  

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入學後不可轉系者，從其規定不得申請轉系。  

同系轉組者，比照轉系規定辦理。  

本校「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十八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得自二年級起至四年級止（不包括延長修業年限），

依本校「各學系學生修習輔系辦法」，得申請修讀他系為輔系。  

修讀輔系以二學系為限，學生選定輔系後得於一年內申請修改。  

加修輔系學生應依本校「各學系學生修讀輔系辦法」修習輔系所定專業

科目，其學分不得與主修學系最低畢業學分重覆計算。  

學生修滿輔系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其學位證書加註輔系名稱。  

本校「各學系學生修讀輔系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十九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修畢前一學年課程，得自二年級起至四年級第一學期

止（不包括延長修業年限），依本校「各學系學生加修雙主修辦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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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修其他性質不同學系為雙主修。  

加修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主修學系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數及雙主

修學系所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並須修畢雙主修學系全部專業必修科目

與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其主修學系與雙主修學系之學位名

稱併列於其學位證書內。  

本校「各學系學生加修雙主修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廿  條 學生修讀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

」及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之規定辦理；其修習辦法另定之，

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廿一條 學生得依本校「學分學程管理辦法」及「學位學程設置準則」之規定，

申請修讀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修畢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發給學程學分證明書；修畢學位學

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發給學位證書。  

本校「學分學程管理辦法」及「學位學程設置準則」另定之。  

 

第  廿二條 本校學生修讀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依本校與他校交流合作相關規

定辦理。  

 

 

第五章 保留入學資格、休學、復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  廿三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入學註冊日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

格： 

一、因病須長期療養，持有醫療院所相關證明者。 

懷孕、分娩，持有醫療院所相關證明者。 

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出具戶籍謄本或繳驗戶口名簿者。 

二、因家境清寒，持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者。  

三、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或在營服役證明者。  

四、僑生、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陸生)因故不能按時來校報到者。  

五、因教育實習持有證明者。 

六、因參加「青年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持有教育部核准證明者，

得另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至多三年，不計入保留入學資格年限內。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年為限，經核准後，無須繳納學雜費；惟保留期間應

徵服義務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申請延長保留期限至服役期滿，

俟保留期滿，檢具退伍證明，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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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不可保留入學資格者，從其規定不得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 
 

第  廿四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因故申請休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經核准後，

應辦清離校手續，休學方始生效。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學。 

 

第  廿五條 學期考試前一週起停止辦理該學期休學手續。  

 

第  廿六條 學生休學，以學期或學年為單位，休學累計以二學年為原則，期滿因重

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者，須檢具證明，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得酌

予延長休學年限，惟至多以二學年為限。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應檢具在營服役證明文件，向學校申請延長

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不計入休學年限內；服役期滿，應檢具

退伍令申請復學。 

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得檢具醫療院所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經

核准者不計入休學年限內。 

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戶籍謄本或繳驗戶口名簿申請，經核准者不

計入休學年限內。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培訓之學生，培訓期間之休學不計入休學年限內。  

因參加「青年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持有教育部核准證明者，得另

申請休學至多三年，不計入休學年限內。 

 

第  廿七條 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之成績，概不計算。  

 

第  廿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令休學： 

一、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理選課或所選學分數不

足，不合本學則規定者。 

二、經衛生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 

三、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必須辦理休學，並經校長核定者。  

四、有本學則其他規定應令休學者。  

應令休學學生，應於接到通知後來校辦理離校手續；其休學已期滿者，

應令退學。 

 

第  廿九條 學生復學，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學生休學期滿，即應於次學期註冊日前辦理復學，並依規定註冊。 

(一) 因病申請休學者，應加附醫療院所相關證明。 

(二) 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應加附醫療院所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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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第廿八條第二款休學者，應加附衛生主管機關評定之相關證

明。 

(四)因參加「青年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應於計畫期滿檢

附教育部及勞動部核發之計畫完成證明。 

二、休學生復學時，應銜接其原肄業之年級。 
 

第  卅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年限，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之科

目與學分者。  

二、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三、休學期滿未於規定時限內辦理復學，亦未繼續申請休學者。  

四、一學期中曠課達九十小時者。  

五、累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各達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但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

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

運動績優學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學生等累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

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各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 

身心障礙學生不受前項限制。身心障礙學生係指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或經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

置就學之學生。 

六、未經本校相關院系所同意，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院校註冊入學者。 

七、操行成績不及格者。  

八、舊生無故逾期未到校註冊，亦未申請休學者。  

九、犯有重大過失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必須辦理退學，並經校長核

定者。 

十、有本學則其他規定，應令退學者。 
 

第  卅一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不屬於前列三十條應令退學，因故自請退學者，須經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辦清離校手續，方為有效。 

 

第  卅二條 除有關規則另有規定外，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開除學籍： 

一、學生所繳畢業證書、轉學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有假借、冒用、偽

造或變造等情事者。 

二、塗改或偽造本校學生證、修業或肄業證明書、學位證書、學位證明

書、各種成績單暨其他有關證明文件等情事者。 

三、犯有重大過失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必須開除學籍，並經校長核

定者。 

有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情事者，經教務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之。 

本校應通知開除學籍生限期繳還其所借之公物，且不發給任何修業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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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卅三條 自請退學及應令退學生應向教務處辦理退學及離校手續。凡在校修業具

有學期學業成績，且入學資格經審查合格者，得發給修業證明書；入學

資格不符者，不發給任何修業證明文件。 

 

第  卅四條 學生本人對於公告應令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認有違法或不當致損害

其權益者，得檢具證明，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辦法

」之規定提出申訴；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受處分人得繼續在校肄業；但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

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結果確定期間之修習成績不予採認，並依規定退

費，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復學者，若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復學，其復

學前之離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並不併入休學年限內計算。 

 

第  卅五條 學生休、退學，其所繳各項費用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與

本校學生離校退費相關規定辦理退費。 

 

 

第六章 考試、成績及補考  
 

 

第  卅六條 學生學業成績，最高為A+等第(百分制成績為一百分)，及格標準為C-等

第(百分制成績為六十分)。性質特殊之科目，經相關會議認定通過後，

得採「通過」、「不通過」之考評方式。 

成績不及格或不通過之科目，不給學分。 

 

第  卅七條 學業成績採多元方式評量，教師得依學生日常表現、報告、展演及平時、

期中、期末考試等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學期學業成績之評量方式應明訂

於課程大綱。 

期中及學期考試其時間依本校行事曆規定舉行。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 

 

第  卅八條 學生各科學期學業成績等次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科學期學業成績等次如下：  

(一)99 學年度(含)以前入學之學生與 100 學年度入學轉學生適用百

分制： 

1.甲等(Ａ)：八十分以上者；點數 4。  

2.乙等(Ｂ)：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點數 3。  

3.丙等(Ｃ)：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點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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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等(Ｄ)：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分者；點數 1。 

5.戊等(Ｅ)：不滿五十分者；點數 0。 

六十分以下為不及格分數，不給學分。 

(二) 100 學年度 (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適用等第制： 

1.A+等第：九十分~一百分；等第積分(GP,Ｇrade  

Ｐoint)：4.3。 

2.A 等第：八十五分~八十九分；GP：4.0。 

3.A-等第：八十分~八十四分；GP：3.7。 

4.B+等第：七十七分~七十九分；GP：3.3。 

5.B 等第：七十三分~七十六分；GP：3.0。 

6.B-等第：七十分~七十二分；GP：2.7。 

7.C+等第：六十七分~六十九分；GP：2.3。 

8.C 等第：六十三分~六十六分；GP：2.0。 

9.C-等第：六十分~六十二分；GP：1.7。 

10.D 等第：五十分~五十九分；GP：1.0。 

11.E 等第：四十分~四十九分；GP：0.8。 

12.F 等第：三十九分以下；GP：0.0。 

13.X 等第：零分；GP：0.0。 

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一)每一科目成績等第積分(GP)或百分制分數乘以該科目之學分數

為該科目之學分積。各科目學分積之總和為總學分積。  

(二)以「通過」或「不通過」考評之學分不計入總學分積。  

(三)總學分積除以學期（不含暑修）修習學分總數為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 

(四)總學分積除以歷年（含暑修）修習學分總數為肄業學業平均成

績；畢業生之歷年學業平均成績即為其畢業學業成績。  

(五)各項成績之計算，包括 X 等第（百分制成績為零分）成績在內。 

 

第  卅九條 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不含操行成績）由任課教師根據各種考核成績計

算，以等第或百分(計算至整數)成績呈現。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學

業平均成績，均保留至小數點後二位計算。  

 

第  四十條 學生修習之課程，已及格之學分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給畢業學分：  

一、凡屬規定全學年修習之科目，僅修得一學期學分者或先修習下學期

課程者。  

二、已經修讀及格或已核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覆修習者。但因情

形特殊，經任課老師及相關院系主管認定者，不在此限。 
三、軍訓、體育成績計入當學期學分總數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惟其學

分不列入歷年學分累計及畢業實得總學分。  

 

第四十一條 學生各科學期學業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即不得請求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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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若屬教師之失誤致有遺漏或錯誤者，應依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學期

成績辦法」之規定辦理，其辦法另定之。 

 

第四十二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修習學年之科目，其上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者，得准

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惟上學期仍應重修。 

  

第四十三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全學期修習科目未超過九學分者，不適用本學則第三

十條第五款。  

 

第四十四條 學生因公、重病、親喪或重大事故，不能參加學期考試者，應依本校「學

生考試請假及補考辦法」之規定辦理請假及補考；「學生考試請假及補

考辦法」另定之。  

補考於規定時間內舉行，逾期無論具任何理由，均不得補考；但確因重

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檢具證明，經所屬院系主管及教務長核

准後，未參加學期考之學期，可以辦理休學，惟其休學年限，仍應符合

本學則相關規定。  

學期考試經核准請假補考者，均按照實際成績給分。  

 

第四十五條 學生於考試時如有作弊行為，一經查出，除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X等

第（百分制成績為零分）計算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

法」予以處分。  

入學考試舞弊，情節重大經招生委員會查證屬實者，撤銷其錄取資格，

入學後始被發現者，即開除學籍；本校學生協助他人考試作弊者，視情

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予以處分。 

學生在學期間發表之著作或報告，業經檢舉違反學術倫理之情事者，依

本校「在學學生學術倫理規範暨違反學術倫理案件處理要點」及「學生

獎懲辦法」處理。 
  

 

 第七章 修業期限及學分  

 

第四十六條 本校採用學年學分制，各學系修業期限均為四年，其畢業應修學分數不

得少於一二八學分。 

國外或香港、澳門五年制中學畢(結)業生，以同等學力就讀本校學士班

者(不含已離校兩年以上及僑先部結業成績分發入大學者)，除前項規定

之畢業應修學分數外，應另增加12個畢業學分數，增修科目及課程規劃

由各系自訂。惟學生若已在入學前於當地完成大學先修課程者，則酌予

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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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所屬學系、輔系應修科目學分者，得延長修

業期限，合計以二學年為限；因前項增加畢業學分數者，合計以三學年

為限；身心障礙學生，合計以四學年為限。  

修讀雙主修學生，其延長修業年限，依本校「各學系學生加修雙主修辦

法」之規定辦理。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惟需專案經校長

核准，至多以三學年為限。 

經本校核准出國進修者，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以一學年為限。 

學生因參與本校創業輔導、就業實習、出國交換等學習計畫，得專案申

請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二年。 

本條各項所列畢業應修學分數由各學系(所、組、學位學程)於必修科目

表內訂定之。 

 

第四十七條 本校學分之計算，以一學分每週上課一小時滿十八週為原則。 

實習或實驗以每週上課二小時或三小時，滿十八週為一學分。 

  

第四十八條 學生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或入學本校後經核准出境進修

或修習其他教學單位課程，其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得依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申請抵免；「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另定之，並報

教育部備查。  

學生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入學後經申請抵免核准後，每

學期修課仍不得低於應修最低學分數。  

 

第四十九條 本校課程分為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含必、選修）兩大

類，各課程之開設或異動及各學系畢業應修學分數之訂定或變更，應經

系所(組、學位學程)、院(通識教育中心)、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並經

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八章 畢業、學位 

 

第  五十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並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由本校依其所屬學院及

學系授予學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 

一、修滿規定年限及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第五十一條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合於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

法」之規定，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年畢業；未獲核准提前畢業者，

應再選修其他科目，且每學期不得減少應修最低學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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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

部備查。  

 

 

第九章 其 他  

 

 

第五十二條 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籍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其處理要點另定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篇 碩、博士班 

 

 

第一章 入 學 

 

 

第五十三條 凡在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合於教育部法令規定具有同

等學力資格，經本校碩士班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各學系(研究所)

碩士班修讀碩士學位。  

 

第五十四條 凡在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碩士班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碩士班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合於教育部法

令規定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各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修讀博士學位。  

本校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一學期以上或學士班應屆畢業

生，成績優異具研究潛力，得依本校「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申請逕修讀博士學位，其作業規定另定之。 

 

 

第二章 選課 

 

 

第五十五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上限以十五學分為原則；超修學分

上限者，需經所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第三章 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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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如欲轉所，得於修業滿一學期，依本校「研究生轉系

所作業規定」及行事曆規定時程提出申請，經原肄業學系(研究所)與擬

轉入學系(研究所)雙方同意後，由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准。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退學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修業期限為一至四年。  

博士班修業期限為二至七年。  

逕修讀博士學位者，自入博士班起，其修業期限依本條第二項之規定辦

理。  

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科目學分、或未完成所屬

學系(研究所)規定之畢業要求、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經所屬學系(研

究所)主管同意，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但至

多以一學年為限。  

在職進修研究生身分，以核定報考時之身分為準。   

 

第五十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

分，逕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  

上項學分均不包括畢業論文。   

 

第五十九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及論文考試成績最高為A+等第，

及格標準為B-等第(百分制成績最高為一百分，及格標準為七十分)。未

達B-等第(百分制成績為七十分)者不給學分；操行成績以B-等第(百分

制成績為七十分)為及格。  

 

第  六十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之規

定辦理，其施行細則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六十一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之畢業成績分為歷年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  

 

第六十二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年限，而仍未依所屬學系(研究所)規

定完成畢業之要求者；或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或未通過學位

考試者；或未繳交畢業論文及完成離校手續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未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或未

通過所屬學系(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  

三、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之規定，學位考試不及格且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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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不及格者。  

 

第六十三條 本學則第三十條第五款之規定，不適用於碩、博士班研究生。  

 

 

第五章 畢業、學位 

 

第六十四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之規定者，由本校依其所屬學院及學系

(研究所)，分別授予碩士或博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  

一、修滿本校規定年限及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完成所屬學系(研究所)規定之畢業要求。  

三、碩士班研究生撰妥碩士論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及格；博士班研究生

撰妥博士論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及格。  

四、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第六章 其他  

 

 

第六十五條 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篇有關之規定。  

 

 

第四篇 碩士在職專班  

 

 

第一章 入 學  

 

 

第六十六條 凡在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合於教育部法令規定具有同

等學力資格，且有相當工作經驗年資並取得證明（工作經驗年資依各碩

士在職專班規定），經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各

學系（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修讀碩士學位。  

 

 

第二章 選課  

 

第六十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以十二學分為上限；超過該學

分上限者，需經所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在職專班研究生不得選修他校課程，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學分學

程、獲准跨校交換及專案簽請核准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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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修業規定  

 

 

第六十八條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期限為一至四年，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科目學

分、或未完成所屬學系(研究所)規定之畢業要求、或未完成學位論文

者，得延長修業年限二年。  

 

 

第四章 暑期在職專班  

 

 

第六十九條 暑期在職專班係利用每年暑假期間修習短期密集課程，其餘相關規定與

其他碩士在職專班同。  

 

第  七十條 暑期在職專班開課課程每一學分上課須授滿十八小時（含考試）。  

 

 

第五章 其 他  

 

 

第七十一條 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三篇有關之規定。  

 

 

第五篇 學籍管理 

 

 

第七十二條 本校學生學籍資料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及出生年月日，一律以身分證所載

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不符者，應即更正。  

 

第七十三條 學生有關學籍與學業成績記錄，概以教務處所存各項學籍與成績紀錄為

準。  

 

第七十四條 在校學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或出生年月日者，應檢附戶政機

關發給之有關證件，向教務處申請更正。  

 

第七十五條 學生入學考試試卷，應由教務處保存一年；在校學期考試試卷，應由任

課教師保存一年，以備查考。  

 

第七十六條 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身心障礙

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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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之學籍處理，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準用本學則之相關規定。 

第七十七條 學生畢業後其在校期間以不當手段取得學位經查證屬實者，依本校

「碩、博士學位論文抄襲、代寫、舞弊處理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撤銷其學位。 

第六篇 附 則 

第七十八條 依本學則規定作成應令休學、退學、開除學籍或其他影響學生受教育權

利之處分或措施前，應先以書面通知學生，並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學士班學生並應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第七十八條之一 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應依「專

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益處理原則」辦理。 

第七十九條 修讀學位學程學生，其學籍相關事宜，準用本學則之規定。 

第  八十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法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十一條 本學則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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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八：擬修正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部份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修正重點： 

(一)配合學則修訂本校在職專班研究生，如為修習教育學程、跨校學分

學程、獲准跨校交換及專案簽請核准者，得選修他校課程。(修正第

二條)。 
(二)增訂本校學士班學生，如為延修生及修習跨校雙主修、輔系、學分

學程者，得不受每學期校際選課不超過當學期修習學分總數的三分

之一之限制。(修正第三條)。 
二、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一)。 
(二)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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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部份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

立學院之系、所為範圍，以本校

當學期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但

本校在職專班學生不得選修他校

課程，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

學分學程、獲准跨校交換及專案

簽請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二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

立學院之系、所為範圍，以本校

當學期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但

本校在職專班學生不得選修他校

課程。 

增訂本校在職專班研

究生得選修他校課程

之情形。 

第三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

之科目學分總數，以不超過當學

期修習學分總數的三分之一為原

則。惟延修生及修習跨校雙主

修、輔系、學分學程者，不在此

限。 

第三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

之科目學分總數，以不超過當學

期修習學分總數的三分之一為原

則。 

增訂本校學士班學生

得不受每學期校際選

課不超過當學期修習

學分總數的三分之一

限制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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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87.10.28本校第七十七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28教育部台(88)高字第(二)88008946號函核備 

97.1.3本校第114次教務會議通過 

97.01.2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70006797號函核備 

104.12.17本校第14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1.19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50008020號函備查 

107.XX.XX本校第XX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促進校際合作，充分利用師資與設備，便利學生選習他校開設之課

程，特依大學法第廿八條及大學法施行細則第廿五條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立學院之系、所為範圍，以本校當學

期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但本校在職專班學生不得選修他校課程，惟

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學分學程、獲准跨校交換及專案簽請核准者，

不在此限。 

第三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總數，以不超過當學期修

習學分總數的三分之一為原則。惟延修生及修習跨校雙主修、輔系、

學分學程者，不在此限。 

碩博士班學生，以不超過肄業系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數的三分之一

為原則。 

其成績應與本校該學期所修學分合併累計；在本校與他校修習總學分

數仍應受每學期限修學分之限制。 

第四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應先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經系（所）主

管核准（教育學程課程需經師資培育中心核准，通識教育課程需經通

識教育中心核准），並依他校校際選課之規定辦理選課手續後，於申

請表註明之期限內將申請表繳回教務處辦理加選，逾期未繳回者，申

請科目逕予註銷。 

本校學生已完成校際選課程序後，除因開課人數不足停開或衝堂外，

不得辦理退選。惟退選應於本校加退選截止日一週內（暑期應於7月31

日前）檢具證明文件至本校教務處辦理，逾期不予受理。 

本校學生已完成校際選課程序後，得依他校之規定及期程辦理棄選，

惟每學期含本校課程之棄選科目至多2科，且棄選後之總修課學分不得

低於學則修課規定下限。 

第五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其上課時間不得與在本校所選修科目時間衝

突，否則，衝突之科目概予註銷。 

第六條 他校學生申請選修本校開設之課程，必須經原肄業學校之同意，並依

本校行事曆之規定於每學期註冊選課開始至加退選截止日期內辦理選

課手續，逾期不予受理。選修學生人數須受本校名額之限制，並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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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數繳交學分費。必要時，應另繳實習費及實習材料費。他校學生

經依規定辦妥選課後，除開課人數不足停開外，不得辦理退選、退費。 

第七條 他校學生選修本校課程，其授課、考試及成績計算均比照本校學生辦

理；學期考試結束後，由任課教師將他校選課學生成績送交教務處轉

送校際選課學生原肄業學校查考。 

第八條 本校學生赴國外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修讀學分，回國後憑核准申請書影

本及修課成績單向教務處辦理學分抵免，其採計學分以不超過最低畢

業學分數四分之一為限。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規章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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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相關系所 

案由九：本校相關系所擬修正「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草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學士班學生入學後，

表現優異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依行事曆規定時間，向擬就讀系所

碩士班提出預研生之申請，經各系所甄選通過者，取得預研生資格；

甄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並送教務會議核備」。 

二、 本校已自訂「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系所如下：中文系、外文

系、音樂系、哲學所、劇藝系、生科系、化學系、物理系、應數系、

生醫所、醫科所、電機系、機電系、環工所、資工系、通訊所、光電

系、材光系、企管系企業管理碩士班、企管系醫務管理碩士班、資管

系、財管系、公事所、行銷傳播所、海資系、海工系、海事所、海科

系、海下所、政治所、經濟所、教育所、亞太所、社會系等共34系
所。 

三、 本次修正之系所：劇藝系、政治所，其餘系所無修正。 
四、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劇藝系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一)，條文修正草案(附件二)。 
(二)政治所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三)，條文修正草案(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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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十：擬修訂中山高醫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中山高醫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事宜，經敎育部核准試辦106~107學年

度，轉校辦法如附件一。 
二、 本校學生轉至高醫106學年度3名，107學年度0名；高醫學生轉至本校

106學年度2名，107學年度2名。 
三、 修正重點： 

(一)第1條:爭取經常性辦理轉校。 
(二)第4條:配合高醫學制，放寬申請年級。 
(三)第6條第一款:刪除四年級肄業不得申請之規定 

四、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中山高醫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二)中山高醫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三。 

五、 為符後續報部時效，擬先提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補提「中山高醫攻

頂大學聯盟」教務工作圈會議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341



核定本 

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 

(共十一條) 

報部文號：106 年 6 月 7 日中教字第 1060004549 號函 
教育部函復文號：臺教高（四）字第 1060082272 號函 

第 一 條 依教育部核定 106 至 107 學年度「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

試辦學生轉校計畫」，辦理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

稱兩校）學生申請轉校事宜，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兩校學生因個人生涯規劃及志趣考量，得申請轉入兩校不同性質

之學系與學位學程學士班，有關性質之認定由各學系與學位學程

認定之；惟跨校學程，不在此限。

前項兩校開放招收轉校之學系與學位學程以非涉及師資培育、醫

學與其他政府部門訂有人力控管規定為限。

第 三 條 兩校辦理學生申請轉校作業，其申請時程、名額、資格條件及審

查程序等，依轉入學校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者，於第二學年或第三學年開始前

得申請轉校，申請應符合各學系與學位學程訂定之申請標準。

第 五 條 兩校學生互轉名額如下： 

ㄧ、以學系與學位學程核定新生名額核算之缺額為限，不含保留

入學、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

二、兩校實際錄取人數以不超過兩校學士班缺額（以缺額較多者

為母數計算）之 20%為限；且兩校互轉後及校內原轉學招生

辦理完竣後，兩校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

度原核定新生總數。

三、辦理轉校後，各學系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仍應符合專科以

上學校總量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規定。

教育部或衛生福利部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兩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校： 

一、 修業未滿一學年者及四年級肄業生。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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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休學期間者。 

三、 已核准在原就讀學校轉系、學位學程或依本辦法轉校一次者。 

四、 依各校相關規定不得申請轉系、學位學程者。 

五、 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不得轉系者。 
第 七 條 申請轉校學生，經原就讀學校審查通過後，由原就讀學校教務處

彙整資料遞送申請轉入之學校，依轉入學校規定之審查標準錄

取，經核准轉校學生名單，由兩校正式公告。 
第 八 條 兩校學生申請轉校以一次為限，至多可選填二個志願。 

 凡轉校學生核准後，不得再行請求更改或轉回原就讀學校就讀，

並需完成轉入學系與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申請

轉校未經通過者，仍回原就讀學校學系與學位學程肄業。 
第 九 條 轉校學生於轉入後，由轉入學校之學系與學位學程輔導其入學及

選課，並應依轉入學校相關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第 十 條 兩校各學系與學位學程得自訂轉校審查標準，審查標準含筆試科

目者，考試科目及日期均由轉入學校規定，並依轉入學校之程序

核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中山高醫攻頂大學聯盟」教務工作圈會議審議，提送

兩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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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1 條 
依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山大學及高

雄醫學大學學生轉校計畫」，辦理

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以

下簡稱兩校）學生申請轉校事宜，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依教育部核定 106 至 107 學年度「國

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試辦學生

轉校計畫」，辦理國立中山大學及高

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兩校）學生申

請轉校事宜，訂定本辦法。 

本條文修正內容： 
擬提轉校計畫書及

轉校辦法報教育部

核定。 

第 2 條 
同現行條文 

第二條 
兩校學生因個人生涯規劃及志趣考

量，得申請轉入兩校不同性質之學系

與學位學程學士班，有關性質之認定

由各學系與學位學程認定之；惟跨校

學程，不在此限。 
前項兩校開放招收轉校之學系與學位

學程以非涉及師資培育、醫學與其他

政府部門訂有人力控管規定為限。 

本條文無修正 
教育部規範醫學系

或牙醫學系仍屬於

政府相關部門人力

培育總量管制機制

之特殊專業領域學

系，擬建議維持現行

條文。 

第 3 條 
同現行條文 

第三條 

兩校辦理學生申請轉校作業，其申請

時程、名額、資格條件及審查程序等，

依轉入學校規定辦理。 

本條文無修正 

第 4 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者，

第二學年起，於學年開始前得申請

轉校，申請應符合各學系與學位學

程訂定之申請標準。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者，於

第二學年或第三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

校，申請應符合各學系與學位學程訂

定之申請標準。 

本條文修正內容： 
由於大學部具非四

年制學系（本校108
學 年 度 入 學 者 為

例：醫學系六年制、

牙醫學系六年制、藥

學系五年制）學生，

若考量其高年級因

特殊原因欲申請，擬

參考本校現行轉系

母法已放寬申請資

格，由各學系可訂有

轉入年級規定，則須

從其規定。 
第 5 條 
同現行條文 

第五條 
兩校學生互轉名額如下： 
一、 以學系與學位學程核定新生名

本條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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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額核算之缺額為限，不含保留入

學、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

額。 
二、 兩校實際錄取人數以不超過兩

校學士班缺額（以缺額較多者為

母數計算）之 20%為限；且兩校

互轉後及校內原轉學招生辦理

完竣後，兩校各年級名額內學生

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

定新生總數。 
三、 辦理轉校後，各學系與學位學程

之師資質量仍應符合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相關規定。 
教育部或衛生福利部另有規定者，依

其規定辦理。 
第 6 條 
兩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申請轉校： 
一、修業未滿一學年者。 
二、在休學期間者。 
三、已核准在原就讀學校轉系、學

位學程或依本辦法轉校一次

者。 
四、依各校相關規定不得申請轉

系、學位學程者。 
五、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不

得轉系者。 

第六條 
兩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請轉校： 
一、修業未滿一學年者及四年級肄業

生。 
二、在休學期間者。 
三、已核准在原就讀學校轉系、學位

學程或依本辦法轉校一次者。 
四、依各校相關規定不得申請轉系、

學位學程者。 
五、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不得

轉系者。 

本條文修正內容： 
對應擬放寬申請資

格之第4條酌作修正

之處，爰放寬四年級

肄業生不得轉校之

規定。 
 

第 7 條 
同現行條文 

第七條 
申請轉校學生，經原就讀學校審查通

過後，由原就讀學校教務處彙整資料

遞送申請轉入之學校，依轉入學校規

定之審查標準錄取，經核准轉校學生

名單，由兩校正式公告。 

本條文無修正 

第 8 條 
同現行條文 

第八條 
兩校學生申請轉校以一次為限，至多

可選填二個志願。 

凡轉校學生核准後，不得再行請求更

改或轉回原就讀學校就讀，並需完成

轉入學系與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

件，方可畢業。申請轉校未經通過者，

仍回原就讀學校學系與學位學程肄

業。 

本條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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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9 條 
同現行條文 

第九條 
轉校學生於轉入後，由轉入學校之學

系與學位學程輔導其入學及選課，並

應依轉入學校相關規定辦理學分抵

免。 

本條文無修正 

第 10 條 
同現行條文 

第十條 
兩校各學系與學位學程得自訂轉校審

查標準，審查標準含筆試科目者，考

試科目及日期均由轉入學校規定，並

依轉入學校之程序核定。 

本條文無修正 

第 11 條 
同現行條文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中山高醫攻頂大學聯盟」

教務工作圈會議審議，提送兩校教務

會議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條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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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 

（修正後全條文） 

102.10.01 「高醫中山攻頂大學聯盟」教務工作圈第3次會議通過 
102.10.14 國立中山大學第137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12.27 高雄醫學大學一O二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04.15 中山高醫攻頂大學聯盟第二次首長高峰會議修正通過 
104.04.29 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1040052172號函核定，於104至105學年度試辦 
104.05.01 「高醫中山攻頂大學聯盟」教務工作圈第6次會議追認 
104.05.21 高雄醫學大學一O三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教務會議追認 
106.06.26 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1060082272號函核定 

 
第1條    依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學生轉校計畫」，辦理國立中山大學

及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兩校）學生申請轉校事宜，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兩校學生因個人生涯規劃及志趣考量，得申請轉入兩校不同性質之學系與學位學程

學士班，有關性質之認定由各學系與學位學程認定之；惟跨校學程，不在此限。 
前項兩校開放招收轉校之學系與學位學程以非涉及師資培育、醫學與其他政府部門

訂有人力控管規定為限。 

第3條    兩校辦理學生申請轉校作業，其申請時程、名額、資格條件及審查程序等，依轉入

學校規定辦理。 

第4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者，第二學年起，於學年開始前申請。申請應符合各

學系與學位學程訂定之申請標準。 

第5條    兩校學生互轉名額如下： 
一、 以學系與學位學程核定新生名額核算之缺額為限，不含保留入學、休學或外

加名額造成之缺額。 
二、 兩校實際錄取人數以不超過兩校學士班缺額（以缺額較多者為母數計算）之

20%為限；且兩校互轉後及校內原轉學招生辦理完竣後，兩校各年級名額內學

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定新生總數。 
三、 辦理轉校後，各學系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規定。 
教育部或衛生福利部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6條    兩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校： 
一、 修業未滿一學年者。 
二、 在休學期間者。 
三、已核准在原就讀學校轉系、學位學程或依本辦法轉校一次者。 
四、 依各校相關規定不得申請轉系、學位學程者。 
五、 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不得轉系者。 

第7條    申請轉校學生，經原就讀學校審查通過後，由原就讀學校教務處彙整資料遞送申請

轉入之學校，依轉入學校規定之審查標準錄取，經核准轉校學生名單，由兩校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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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第8條    兩校學生申請轉校以一次為限，至多可選填二個志願。 

凡轉校學生核准後，不得再行請求更改或轉回原就讀學校就讀，並需完成轉入學系

與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申請轉校未經通過者，仍回原就讀學校學

系與學位學程肄業。 

第9條    轉校學生於轉入後，由轉入學校之學系與學位學程輔導其入學及選課，並應依轉入

學校相關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第10條   兩校各學系與學位學程得自訂轉校審查標準，審查標準含筆試科目者，考試科目及

日期均由轉入學校規定，並依轉入學校之程序核定。 

第11條   本辦法經「中山高醫攻頂大學聯盟」教務工作圈會議審議，提送兩校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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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58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案由：因107學年度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GHRM MBA)學分費調

漲，為保障學程學生修課之權益，擬提出課程限修且第二階段維持不

開放之課程條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務處選課須知之加退選相關條文規定，加退選第二階段設定限

修之課程取消限制修習條件，開放全校學生選修。 

二、 教育部已於107年6月5日臺教高(一)字1070081860號函(附件一)核定本

學程107學年度學分費調漲為每學分新臺幣4,000元(附件二)，為保障

學程學生修課之權益，GHRM MBA學程擬提課程限修且第二階段維

持不開放之課程條件 (附件三 )，僅設定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IBMBA)及人力資源管理全英文碩士學程(GHRM MBA)學程學生選

修。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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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學雜費徵收標準 

 
(一) 具有本國國籍之學生(含僑生及 99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外籍生)(每學期收費) 

1. 日間部 

 
                    院系別 

 
區分         費用別 

工學院、資管系 
海下科技所、海工系 

理學院、海科院、 
音樂系、劇場藝術

學系 

管理學院 
(企管系博士班
除外)、人文暨
科技跨領域學
士學位學程 

文學院 
社科院 

大學部 

學費 17,650 17,650 17,490 17,490 

雜費 11,290 11,060 7,640 7,240 

總計 28,940 28,710 25,130 24,730 

延修生學分費 1,140 1,140 1,030 1,010 

碩博士班 
學雜費基數 13,440 12,950 11,370 11,180 

學分費 1,570 1,570 1,570 1,570 

 
院別  系別 組別 學分費 學雜費基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班 
企業管理組(PhD) 1,570 11,370 
經營管理組(DBA) 20,000 11,370 

2. 碩士在職專班 

院  別 班  別 學分費 學雜費基數 
文學院 中文系暑期碩士在職專班 4,500 12,360 
理學院 生科系碩士在職專班 4,500 12,360 

工學院 環工所碩士在職專班 4,500 12,360 

管理學院 

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在職專班（EMBA） 10,000 20,000 

企管系碩士在職專班 

4,500 15,450 

資管系碩士在職專班 
資管系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

士在職專班 
財管系碩士在職專班  

公事所碩士在職專班   
人管所人管亞太碩士在職專班（原人管所企

業家暨人資碩士專班更名） 
行銷傳管所碩士在職專班(原傳管所碩士專

班) 

公事所碩士在職專班澎湖組 
面授課程 非面授課程 

20,600 
6,180 4,500 

海科院 海工系碩士在職專班 4,500 12,360 

社科院 

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在職專班 10,000 12,000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4,500 12,360 
政治所碩士在職專班 

經濟所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所碩士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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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碩、博士學位學程及其他專班 

院別 班別 學分費 學雜費基數 

管理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IBMBA) 

106 學年度
以前入學 3,000 11,370 

107 學年度
以後入學 4,000 11,370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GHRM) 

106 學年度
以前入學 1,570 11,370 

107 學年度
以後入學 4,000 11,370 

海科院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1,570 12,950 

理學院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原加速器光源與中子束應用國際 
博士學位學程) 

1,570 12,950 

管理學院 金融創新產業碩士專班(非在職專班) 1,570 11,370 

附註： 

一、 大學部延修生未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修習一般課程學分 10學分以上收取全額學雜費；9學分以下

收取學分費。 

二、大學部延修生修習教育學程課程： 

1.修習一般課程學分 10學分以上，收取全額學雜費（依身份別）及教育學程學分費。 

2.修習一般課程學分 9學分以下，併計教育學程學分後合計 9學分以下：收取一般學分費及教育學

程學分費。 

3.修習一般課程學分 9學分以下，併計教育學程學分後合計 10學分以上：收取雜費（依文學院標

準）、一般學分費及教育學程學分費。 

4.教育學程學分費依文、社科學院學分費標準徵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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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身分、選修課程所屬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105次及 148次教務會

議通過） 

四、研究生學雜費繳交分 2個階段，第 1階段為註冊前繳納學雜費基數，第 2階段俟同學加退選確定後

2週，繳交學分費。凡本校在校研究生皆須繳納學雜費基數。 

(二) 具有外國國籍之學生(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國際學生適用) (每學期收費) 

      1.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 

學院 

 

 

 

區分   費用別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及
人力資源管理

全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106 學

年度以前入學）

(GHRM) 

國際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

(IBMBA) 
人力資源管理

全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107 學

年度以後入學）

(GHRM)  

海洋科 

學學院 

社會 

科學院 

學士班 學分學雜費 49,460 57,420 57,880 50,260  57,420 49,460 

碩士班 學分學雜費 53,760 57,300 58,280 54,140 63,560 57,300 53,760 

博士班 學分學雜費 53,760 57,300 58,280 54,140  57,300 53,760 

備註： 

1. 就讀 IBMBA班之外國學生 100 學年度以前入學(含 100學年度)收費標準比照該班本地生收費標準； 

101學年度入學，則比照外國學生學雜費標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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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0學度起入學之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適用此收費標準。 

 

2.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延修生 

備註： 

1. 本校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之學雜費收費學士班第五學年起，碩、博士班自第三學年起，視同為延修生

辦理。 

2. 學士班延修生：9學分(含)以下收取延修生學分費及雜費；10學分以上則收取全額學分學雜費。 

碩、博士班延修生：9學分(含)以下收取延修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10學分以上則收取全額學分學雜

費。 

3. 碩、博士班延修生（含大陸學生），若已修畢所有畢業學分數，僅剩論文未完成者，僅需繳學雜費基數。 

4. 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延修生，學雜費繳交分 2 個階段，第 1 階段為註冊前繳納雜費或學雜費基數，第 2

階段俟同學加退選確定後 2週，繳交學分費。凡本校在校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延修生須繳納雜費或學

雜費基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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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身分、選修課程所屬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105次及 148次教務會議通過） 

6. 100學年度起入學之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及自 101學年度起入學就讀 IBMBA班之外國學生（含大陸學

生）實施辦理。 

 
3.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自費選讀生 

 

備註： 

1. 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以自費方式來台交換就讀者，收費方式說明如下： 

學士班選讀生：9學分(含)以下收取學分費及雜費；10學分以上則收取全額學分學雜費。 

碩、博士班選讀生：9學分(含)以下收取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10學分以上則收取全額學分學雜費。 

2. 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自費選讀生，學雜費繳交分 2個階段，第 1階段為註冊前繳納雜費或學雜費基

數，第 2 階段俟同學加退選確定後 2 週，繳交學分費。凡本校在校外國學生（含大陸學生）延修生及自費

選讀生皆須繳納雜費或學雜費基數。 

 

 院系別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含 IBMBA班） 
海科院 社科院 

區分        費用別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學士班 
每一學分費 3,498 

49,460 
3,530 

57,420 
3,530 

57,880 
3,498 

50,260 
3,530 

57,420 
3,498 

49,460 

雜費 14,480 22,120 22,580 15,280 22,120 14,480 

碩、博 

士班 

每一學分費 3,140 
53,760 

3,140 
57,300 

3,140 
58,280 

3,140 
54,140 

3,140 
57,300 

3,140 
53,760 

學雜費基數 22,360 25,900 26,880 22,740 25,900 22,360 

 

 院系別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含 IBMBA班） 
海科院 社科院 

區分        費用別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9學分 

(含)以下 

10學分 

以上 

學士班 
每一學分費 3,498 

49,460 
3,530 

57,420 
3,530 

57,880 
3,498 

50,260 
3,530 

57,420 
3,498 

49,460 

雜費 14,480 22,120 22,580 15,280 22,120 14,480 

碩、博 

士班 

每一學分費 3,140 
53,760 

3,140 
57,300 

3,140 
58,280 

3,140 
54,140 

3,140 
57,300 

3,140 
53,760 

學雜費基數 22,360 25,900 26,880 22,740 25,900 2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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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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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身分、選修課程所屬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105次及 148次教務會議通過） 

4. 自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入學之自費選讀生實施辦理。 

 

(三) 其他各項費用(每學期收費標準) 

項    目 金     額 
承辦單位聯絡方式 

單位/系所 承辦人員 分機 

語言實習費 
外文系 750（每週 3小時） 

外文系 陳美菁 3132 
其他系 650（每週 2小時） 

音樂指導費 11,500 音樂系 薛淑如 3332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300 
圖書與資訊處 

策略企畫組 
吳孟純 2461 

學生團體保險費 276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陳淑卿 2909 

住宿費(學期住宿) 

翠亨 A棟 8,500 

學
生
事
務
處
宿
舍
服
務
中
心 

盧亮 5937 

翠亨 B棟 8,500 

翠亨 C棟 8,500 

翠亨 D棟 12,750 

翠亨 E棟 8,500 

翠亨 F棟 8,500 

翠亨 G棟 12,750 

翠亨 H棟 7,200 

翠亨 L棟 7,500 

武嶺一村 8,500 

武嶺二村 8,500 

武嶺三村 14,000 

武嶺四村 8,500 

中山國際村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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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文書規費及醫療保險費 

僑生全民健保費 2,244/4,494（有補助/無補助） 

國際事務處(僑外生

與陸生事務組、學

生交換事務組) 

葉慧清 2241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費 545（新僑生） 

外籍生全民健保費 4,494 
顏心怡 2242 

外籍生醫療保險費（備註 1） 3,000 

陸生醫療保險費（備註 2） 
3,000 元 （學籍生） 蘇楷涵 2244 

2,000～2,500 元（交換生） 張心玲 2635 

陸生相關文書規費（備註 3） 
 600～2,100 元（學籍生） 蘇楷涵 2244 

   600 元（交換生） 張心玲 2635 

備註： 

1. 外國學籍生入學後，尚未在臺居住滿 6個月且未加入全民健保前，需投保一般醫療保險；其醫療保險以每

學期(半年)收取乙次。 

2. 大陸學生在臺就學之醫療保險費收費方式:學籍生每學期(半年)收取乙次，交換生則依交換學期期間計算

(以月為單位)於學期初一次收取。 

3. 陸生相關文書規費包含「單次入出境許可證費」(新台幣 600元)、「換發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費」(新

台幣 300 元)及「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成績單及在陸投保之醫療傷害險文書驗證費」(每件新台幣 300

元)。大陸學籍生及交換生取得入學資格後，由本校代為申請「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其文書規費新台幣

600元由本校先行墊付，待學生入台後，於學雜費繳費單中收取。其他文書規費則視學生實際需要，於學

雜費繳費單中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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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106學年度第 9次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暨課程聯席會議紀錄 

 

日期: 2018 年 3月 29日(星期四) 中午 12:00-13:00 

地點: 管院 4091室 

會議召集人：徐士傑主任 

學程委員：陳世哲院長(出席其他會議)、林新沛副院長、鄭義副教授(請假)、宋兆

賢助理教授、陳媛玲助理教授、李澄賢助理教授、李佳蓉助理教授、

莫西大衛助理教授(請假)、高永鎮助理教授 

列席人員：王珮茹                                     會議記錄: 陳妍汝 

 

壹、 主席報告： 

貳、 工作報告： 略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略 

提案二、 略 

提案三、有關 GHRM MBA 學程擬提課程限修條件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依照教務處選課須知相關規定賡續辦理。 

二、 茲因 107 學年度 GHRM MBA學分費調漲為每學分新臺幣 4,000

元，為保障學程學生修課之權益，GHRM MBA 學程擬提課程限修

條件，並設定 IBMBA 及 GHRM MBA 學程學生優先選修。 

三、 本案經委員同意後，擬提送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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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提案十一、略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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