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第 149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行政大樓（行 AD5007）會議室 

主席：黃教務長心雅(施副教務長慶麟代)                     記錄：胡欣佳 

出席：黃教務長心雅(施副教務長慶麟代)、李研發長賢華(王組長郁仁代)、范

處長俊逸(郭組長可驥代)、溫處長志宏(高組長世明代)、游院長淙祺、

王院長朝欽、陳院長世哲、張院長其祿、邱中心主任文彬、蔡主任振念

（鍾助理教授志偉代）、孫主任小玉(施助理教授智閔代)、應主任廣儀（李

教授思嫺代）、王主任璦玲、楊所長婉儀、曾主任韋龍、鄭主任德俊、江

主任友中(黃助理教授淑萍代)、董主任立大(蔡教授志賢代)、潘所長正

堂（楊助理教授閎蔚代）、郭主任建成、高主任崇堯、程主任啟正(許助

理教授聖彥代)、張主任志溥、邱主任逸仁(于副教授欽平代)、鄭主任志

強、吳主任基逞、邱主任兆民、李主任建強(王約聘助理教授至弘代) 、

趙所長必孝(紀主任乃文代)、李所長雅靖、徐主任士傑、紀主任乃文、

羅主任文增(翁副教授靖茹代)、張主任揚祺(薛副教授憲文代)、劉主任

莉蓮、王所長兆璋（劉主任莉蓮代）、廖主任志中、李主任予綱、蔡主任

宏政、曾所長怡仁(陳副教授至潔代)、楊所長淑珺、周所長/主任珮儀、

徐副教授淑瑛、黃助理教授弘文、楊助理教授淯程、越副教授建東、許

學生代表世馥、鄭學生代表若芸、蔡學生代表杰勳、邱學生代表湛文、

郭學生代表書成 

列席指導：陳學術副校長英忠 

列席：施副校務長慶麟、陳副教務長俐吟、黃組長敏嘉、吳組長淑雯、高組長

瑞生、李秘書宗唐 

請假：楊學生事務長靜利、周院長雄、王院長兆璋、薛所長佑玲、蔣主任依吾、

陳所長康興、黃所長立廷、溫主任朝凱、郭主任瑞坤、胡所長念祖、顧

所長長永、林主任德昌、李副教授杰穎、曾教授若玄、鄭助理教授雯、

林學生代表彤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頒獎:頒發本校 104學年度「教學傑出獎及教學績優獎」 

肆、報告事項： 

     一、上次教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確認。---------------------------4-6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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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一、擬修訂「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22-37 

決議：照案通過。 

  二、擬規劃本校「313七年學碩博育才計畫」，配合訂定「學士班學生七學年

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暨修訂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

前畢業辦法」、「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暨「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38-53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系所反映有關博士班增加第三年領取之菁英博士獎學金之財

源，經學術副校長指示原則可由校方負擔，獎學金詳細內容

待招生策略規畫委員會討論。 

  三、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54-82 

   決議： 

一、本校課程結構圖訂定準則第六條，於「至少每 5年辦理外審」文字

後補充：「惟新成立系所第 1次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以 3年為原則」。 

二、有關網路大學系統英文化事宜，經圖資處補充說明該系統已有建置

英文版介面，若教師有使用上的問題與建議，可洽詢圖資處資訊應

用組葉弘昇先生(分機 2521)。 

三、其餘照案通過。 

  四、擬修正本系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轉系之規定，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政治經濟學系）----------------------------------83-84 

決議：照案通過。 

  五、有關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七條及第十條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85-89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一、關於 106 學年度本院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以下簡稱 EMPP）

招生時程，建請維持 105 年 8 月 15 日碩博士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版本，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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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面試時間維持於 106年 3 月 17-19日舉行，並請於相關網

頁公告。 

  二、關於 106學年度本院高階碩士學程在職專班(以下簡稱 EMBA)招生時程，

提請維持 105年 8月 15日碩博士招生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版本，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92-94 

決議：通過，面試時間維持於 106年 3 月 17-19日舉行，並請於相關網

頁公告。 

柒、散會：下午 3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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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49 次教務會議 

前(148)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擬訂 105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適用之「輔系科目學分表」(草案) (含

受理高醫及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申請本校標準)，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已於教務處網頁公告。 
    二、擬訂 106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雙主修接受名額及申請修讀標準」(草案) 

(含受理高醫 106 及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105-106 申請標準)，詳如說明，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已於教務處網頁公告。 

    三、擬修訂本校 105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學生適用之「轉系審查標準」(草案)，
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已於教務處網頁公告。 

    四、擬修訂中山高醫 105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學生適用之「轉校審查標準」(草
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並俟本校與高醫攻頂聯盟會議確認續辦狀況後公

告。 

    五、擬修訂「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學位實施辦法」第六條，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 105.7.15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50098022號函覆報部意

見修正，提本次會議討論並依決議再行報部。 

    六、擬修訂本校「碩、博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理原則」(草案)，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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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七、擬訂本校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選課須知(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八、擬修正本校「國內交換生實施要點」第三條條文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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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整合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十一、擬修訂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學生通識教育課程抵免學分審查原則」

第三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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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業於 105 年 6 月 15 日中心教字第 1052500332 號函送

教育部。經教育部 105 年 6 月 22 日臺中(二)字第 1050085241
號函覆本校同意備查。本要點已公告於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十三、通識教育講座認證權限調整至院系所，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生代表陳嘉美、譚澤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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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案請通識教育中心受理學生代表提案，依行政程序提通識教

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討論，並請校課程委員會（課務組）於下次會

議報告執行情形。 

 附帶決議：有關本校三級課程委員會應設置學生代表事宜，請課務組

研議修正相關法規。 

執行情形:  

一、 因學生會之提案，需要各院系協助辦理認證，故通識中心

先於 105 年 9 月 9 日邀請各院秘書共同商討大學之道採認

學院演講之作法，當天會議決議維持目前作法。通識中心

將持續請各單位踴躍提供，增加各單位辦理之演講場次，

以提供學生更多元之選擇機會。 

二、 有關本校三級課程委員會應設置學生代表事宜，已於 105
年 9 月 26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續提本

次教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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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49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工作報告 

註冊組 
一、 105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修讀輔系及雙主修經各系審查核定結果：（核准

修習名單已於教務處網頁公告） 

（一） 核准本校學士班學生加修輔系 48 位、修讀雙主修 28 位。【104 核

准加修輔系 28 名、雙主修 19 名；103 核准加修輔系 39 名、雙主

修 19名】 

（二） 本(105)學年度本校與高雄醫學大學跨校輔系及雙主修，本校學生

經核准至高雄醫學大學修讀心理系輔系 2名、雙主修 1名；本校核

准 2 名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修讀本校社會學系雙主修。【104 學年度

核准高醫跨校修讀輔系 1名、雙主修 2名；103學年度核准高醫跨

校修讀輔系 1名、雙主修 1名】 

（三） 本(105)學年度首度辦理臺灣綜合大學聯盟學校跨校修讀輔系及雙

主修，成功大學申請本校財務管理學系修讀輔系 1名，惟囿於學生

未修習先修科目，未能核准至本校修讀。 

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經

各系所審核後，業經校長核定共計 12名，核准名單已公告本處網頁，近 4

學年核准人數統計如下表： 

學系所 102 學年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第 1 學期) 

中國文學系    1* 
外國語文學系 1    
生物科學系   1  
化學系  1 1 2 
物理學系 3 4 1 4* 
應用數學系    1 
生物醫學研究所   2  
加速器光源及中子束應用國際博士學位學

程 
1 1  1 

電機工程學系 
 

1 4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 

 
1 1 

環境工程研究所  1 1   
資訊工程學系    1  
通訊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學系 2 2 2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5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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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  
資訊管理學系     
財務管理學系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1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海洋科學系 1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政治學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合計 15 12 17 12 
*本年度中文系、物理系各含外加名額 1名；物理系含學士班逕修讀博士班 2名。 

三、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預警』（歷年學業成績曾有二分之一不及格紀錄

學生）總人數 348 人，名單已分送各系所。101-105 學年度期初預警人數

統計如下表： 
學年期／類別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得適用學業退學標

準人數 229 233 219 277 265 301 271 340 322 

不適用學業退學標

準人數※ 46 67 55 39 31 40 35 37 26 

期初預警總人數 275 300 274 316 296 341 306 377 348 
※身心障礙生、修習 9 學分以下學生，不適用學業不及格退學之規定。 

四、 依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本處業已公告實施

105學年度入學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生適用之「學術研究

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標準，該課程仍採教育部推行「校園學術倫理教

育與機制發展計畫」之數位課程（15單元，每單元約 15分鐘），同學可自

行安排於線上學習，並以入學第一年完成為原則，學習歷程及測驗通過紀

錄，將轉入學位考試系統進行學位考試申請之管控。 

五、 依本校內部稽核小組內部稽核本處建議興革事項，本(105)學年度起，學

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檢核系統」，開放學士班三年級學生查詢，俾供學

生提前檢視個人課程學分修習狀況，以利畢業規劃。 

六、 104學年度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計 13人(103學年度：12人；102

學年度：18 人)，含外國語文學系 7 人、資訊工程學系 1 人、光電工程學

系 1人、企業管理學系 1人、政治經濟學系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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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准轉系所(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轉入)學、碩士班共

41人（104學年度 43人），其中 3人為碩士班轉所，核准名單已於教務處

公告。 

八、 104學年度起本校與高雄醫學大學試辦轉校申請，本(105)學年度兩校開放

招收學系及申請人數如下表，因教育部要求兩校核定轉出轉入學生數應一

致，方得辦理轉校，本學年度高醫無人申請轉出，故無轉校名額可供辦理，

辦理成果將另提攻頂聯盟討論。 

校別 全校學系數 開放招收學系數 申請轉出人數(人次) 
本校 21 21【去年 21】 5 人(6 人次)【去年 0】 

高雄醫學大學 21 16【去年 8】 0【去年 10 人(15 人次)】 

九、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休學人數 967 人，總退學人數 177 人，各學制統計

如下表： 

學期／學制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 暑碩專班 博士班 合計 

總休學 
人數 

102-1 134 338 158 8 251 889 
102-2 115 347 151 8 248 869 
103-1 109 364 172  221 866 
103-2 140 359 143 6 222 870 
104-1 154 402 185 6 223 970 
104-2 149 409 182 6 221 967 

總退學 
人數 

102-1 76 95 42 6 55 274 
102-2 37 63 25  51 176 
103-1 93 111 33  50 287 
103-2 48 80 43  35 206 
104-1 70 89 44 3 37 243 
104-2 44 82 19  32 177 

十、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共 105 人(前一學年度同期為 141 人)，

各類退學原因、人數及處理依據詳如附件一，俟本次會議後，本處將據以

函知退學學生。近三學年人數統計如下表： 

應令退學原因 
1021 1022 1031 1032 1041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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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學期滿未復學 19 89 4 44 29 90 5 42 22 94 9 36 
逾期未註冊 4 37 1 14 2 31 1 32  22 8 19 
應令休學且休學期滿  1  1  

 
 

 
    

修業年限屆滿  3 
 

31 
 

1 1 27  3 4 22 
累計兩學期二分之一及

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 
1  4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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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兩學期二分之一學

分不及格 
9  13 

 
12 

 
23  --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二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0  1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0  6  

研究生學期學業成績全

部 X 等第(零分)  
2 

  
        

總計 
33 132 22 90 46 122 33 101 22 119 28 77 

165 112 168 134 141 105 

學業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10 2 17 0 15 0 26 0 0 0 7 0 

7.3% 15.2% 8.9% 19.4% -- 6.7% 

學籍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23 130 5 90 31 122 7 101 22 119 21 77 

92.7% 84.8% 91.1% 80.6% 100% 93.3% 

基準日在校人數 9336 8954 9344 8903 9312 8892 
應退佔在校人數比重 1.77% 1.25% 1.80% 1.51% 1.51% 1.18% 

十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屬教師之失誤而需更改成績者，經由系務(所務、

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後，送交教務處彙整共計 15 件，包

括：外文系 2 件、音樂系 1 件、企管系 3 件、通識教育中心 9 件，全數

通過。其中牽涉及格與否者，共計 6 件，各系所教師更正成績統計表詳

如附件二。 

十二、 因應本校曾發生博士生學位考試成績評定後，學生學位論文修正延宕多

年未完成，致學生修業年限屆滿退學，造成後續申訴爭訟事件。本校學

位考試施行細則自 103 學年度起進行以下修正，以明確規範學位考試及

論文審查程序，俾杜絕前述情事： 

（一） 明訂研究生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論文考試成

績評定後，於當學期結束日前將論文考試成績送交教務處登錄。 

（二） 學位考試後考試委員應明示論文修訂方向及要點，研究生至遲應

於次學期完成論文審查，繳送論文審定書，該論文考試成績即為

學位考試成績。 

（三） 研究生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完成論文審查者，仍需註冊，未能

於該學期結束日前完成論文審查者，該次學位考試無效。 

本處於各學期發文系所辦理學位考試時，均有重申前述規定，並請系所

協助轉知教師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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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 
一、105學年度第1學期初選前課程大綱登錄比重為89.21% (104學年度第2學期

為88.14%)，加退選階段開始前之登錄比重為97.68％，加退選階段結束

（9/23）之登錄比重為99.35％（104學年度第2學期為99.31％）。未完成登

錄之課程，已持續連繋系所轉知任課教師儘速上網填報，以利於學生修課

參考。 

二、104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評量及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結果，已於開學前函

知各任課教師上網查詢，俾為本學期課程規劃及授課參考。 

三、依本校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決議，本校教學意見調查仍維持紙

本施測（不記名）。自105學年度起，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實施新措施如下： 

（一）為利學生學習成效應用分析及降低施測成本，有關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

問卷擬規劃採線上施測（記名）。 

（二）修課人數僅為1人之課程，不進行教學意見調查施測。 

（三）增列兩項教學意見調查填答結果檢核方式（視為無效問卷）： 

     1.反向題（教師在本課程的教學表現不佳、教師之整體教學表現優異）填

答結果為中間值同一方向。 

2.學生填答：「我在本課程用心學習的程度為非常不用心」且「我在本課

程出缺席的狀況是缺課4次以上」。 

四、本校教學問卷即時回饋系統，可供教師於學期中，隨時進行教學問卷調查，

老師可依課程需要採用紙本及網路方式進行，該系統由教務處網頁／教師

專區／教師課務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點選教學意見即時回饋系統進入。  

 

 

招生組 
一、106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2次暨學士班招生委員會第2次聯席會會議

(105.10.3)通過106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暨博士班相關作業時程，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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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簡章公告 報名日期 
考試日期 放榜日期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碩班 
105.11.11 

105.12.1-20 
106.2.4 106.2.23-25 106.2.17 106.3.9 

碩專班 105.12.1-29 

博士班 105.11.11 106.4.5-13 106.4.21-5.7 106.5.18 

 

二、社會救助法於 104年 12月 30日修正公布，其特別於第 16條之 2明定中低

收入戶之家庭成員就讀國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由 30%提高到 60%，

並自 105年 2月 1日施行。經檢視 103－105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此類報

考生人數後(如下表)，為落實本校照顧弱勢之理念，並協助經濟弱勢學生

升學應試，擬自 106學年度起本校各自辦考試(碩博士班各項招生、學士班

特殊選才)，將給予「中低收入戶學生報名費全免」之優待。 

學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報 
考 
人 
數 

低收入

戶 77 107 53 71 45 

中低收

入戶 未減免 18 21 18 

 

教學發展中心 
一、本校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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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及教學績優教師24位，共計25位，獲獎教師名單如列表。各單位

辦理教學研習及教學改進研討會，歡迎邀請獲獎教師進行教學經驗分享。 

二、依本校自我評鑑法規規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每年(104、105)參與相

關研習時數需達3小時以上，請各受評單位務必確認每一位工作小組成員達

成此法規之要求，避免影響自評結果。目前已有4場線上研習課程開放至11

月30日止 (網址：http://tdc.oaa.nsysu.edu.tw/ktp/message/index/)。 

獎 項  獲獎名單  

教學傑出獎 光電系 于欽平 

教學績優教師 

中文系杜佳倫、音樂系翁佳芬、外文系歐淑珍、化學系詹揚翔、生科系江友中   
應數系張  中、物理系郭啟東、電機系謝東佑、機電系錢志回、資工系楊昌彪   

光電系陳俐吟、電機系莊豐任、企管系林峰立、企管系佘健源、資管系范瑞珠   

海工系張揚祺、海資系廖志中、社會系萬毓澤、政治所王群洋、亞太所翁嘉禧   

通識中心(運動健康組)羅凱暘、師培中心鄭雯(連續 3年支援通識) 、 

海科系陳孟仙(連續 3年支援通識) 、環工所袁中新(連續 3年支援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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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教師評鑑指標表業於105年6月3日104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主要修正研究部分之建教合作計畫、技術移轉案及核准獲證專利等指標。

本處業以105年6月16日中教發字第1050700842號書函，通告各學術單位配

合修正，俾自105學年度起適用。經查本校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二單

位訂有院(中心)教師評鑑指標表，請配合儘速修正。若無涉其他修正事項，

建請逕提校教評會報告備查，免循程序提案修法。 

四、學生學習成效追蹤： 

  (一)本處配合學務處105學年度新生入學指導活動，於9月8日下午安排學生中 

文及英文基礎能力檢測，業已辦理完畢，全校大一施測人數1,044人，後

續將與外文系配合進行英文課程學生學習成效之追蹤。施測報告則預計

於10月中下旬提供各院系參酌。 

(二)本處辦理105學年度「大學生學習成效評量」長期追蹤調查，截至105年

10月6日，累計施測1,639人。具院長、系主任及導師身份皆可查詢所屬

學生的施測結果，歡迎各院系主管及導師善加使用，查詢方式請以個人

單一入口帳號密碼，由【本校單一入口/教務處/大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登入使用。 

五、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協辦(中正大學主辦)2016年臺綜大新進教師專業

知能研討會，已於105年9月1日假中正大學大禮堂辦理完竣，參與對象為臺

綜大四校三年內之新進教師，總計四校共有162名人員參與。 

六、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協辦(高醫主辦)2016年攻頂大學聯盟新進教師研

習營，已於105年9月2日假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辦理完竣，兩校共計有70名

人員參與。 

七、為使本校及高東屏夥伴學校學生瞭解教學助理應盡職責，以協助各校教師

提升教學品質，本處教發中心於105年9月19日~10月24日辦理教務處「全校

教學助理培訓」，開放線上課程供學生觀看，內容包含教學助理制度與職責、

班級經營、有效的教學策略、師生溝通與人際互動等四門課程，敬請貴系

所協助轉知學生，有意於105-1學期擔任教學助理者(未取得資格者)務必上

網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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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發展中心與文學院共同辦理之「跨領域教師研習工

作坊」活動如下。工學院及海洋科學學院將於12月26日(一)前辦理完成。 

學院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文學院 
10 月 17 日（一） 
下午 4:00-5:00 

「指揮台與講台」 
簡文彬 
總監 

73 階咖啡館 

 

九、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管理學院申請辦理之「學術倫理培訓講座研習會」活動

如下。 

學院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管理學院 10 月 28 日（五）暫訂 「學術倫理相關議題」 待聘 管 4112 室 

 

十、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活動成果如下：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參與人數 

8月 11日(四) 

10:00-13:00 

成功大學自我評鑑

實地訪評經驗分享 

國立成功大學 

王育民副教務長、 

教發中心陳怡如專員 

環醫所王應然所長、

曾蕓梃技士 

護理系顏妙芬主任、

陳桂娥助教 

行政大樓 

5007會議室 
1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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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共 105 人(前一學年度同學期為 141 人)，各類 
退學原因、人數及處理依據如下。 

 

項次 退學原因 人數 處理依據 通知處理情形 

一 休學期滿未復學 45 學則第 30 條第 3 款 

1.105 年 1 月 11 日以掛號寄發第一次應復

學通知函通知學生復學，說明如未復學

將依學則規定退學。 
2.學生未於註冊日前(105.2.22)完成復學申

請手續。 
3.105 年 2 月 23 日以雙掛號寄發第二次應

復學通知函通知學生，未復學者將依學

則規定退學，學生雙掛號回執妥收。 

二 
累計三學期二分

之一學分不及格

(學士班) 
6 學則第 30 條第 5 款 

105 年 8 月 6 日以限時掛號郵寄退學通知

予學生家長，並將退學名單送各系所及相

關單位知悉。 

三 
累計三學期三分

之二學分不及格

(學士班) 
1 學則第 30 條第 5 款 

105 年 8 月 6 日以限時掛號郵寄退學通知

予學生家長，並將退學名單送各系所及相

關單位知悉。 

四 逾期未註冊 27 學則第 30 條第 8 款 

1. 105 年 3 月 7 日以書函通知系所，請系

所就近通知學生，未註冊繳費者將依學

則規定退學。 
2. 105 年 3 月 4 日以雙掛號寄發未註冊繳

費通知函告知學生，未繳費者將依學則

規定予以退學，學生雙掛號回執妥收。 

五 修業年限屆滿 
(研究生) 22 學則第 62 條第 1 款 

1.105 年 4 月 26 日以書函通知系所，並以

掛號郵寄通知學生本學期已達修業年

限，請其於休學期限內辦理休學或畢業。 
2.學生未於休學截止期限前(105.6.10)完成

休學申請，且於學期結束時(104.7.31)仍
未達畢業標準。 

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士班) 4 學則第 30 條第 1 款 

1.105 年 4 月 26 日以書函通知系所，並以

掛號郵寄通知學生本學期已達修業年

限，請其於休學期限內辦理休學或畢業。 
2.學生未於休學截止期限前(105.6.10)完成

休學申請，且於學期結束時(104.7.31)仍
未達畢業標準。 

合    計 1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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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應令退學名冊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  所  別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 B0110300OO 陳 OO 音樂學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 B9810300OO 游 OO 音樂學系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3 B0410600OO 楊 OO 劇場藝術學系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4 B0410600OO 呂 OO 劇場藝術學系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5 B0410600OO 廖 OO 劇場藝術學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 B9710600OO 蔡 OO 劇場藝術學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 B0110600OO 劉 OO 劇場藝術學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 B9720100OO 王 OO 生物科學系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9 B0420300OO 何 OO 物理學系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10 B0220300OO 黎 OO 物理學系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11 B0220300OO 顏 OO 物理學系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12 B0220300OO 江OOO  物理學系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13 B0220300OO 楊 OO 物理學系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分

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4 B0330110OO 高 OO 電機工程學系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分

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5 B0330120OO 粘 OO 電機工程學系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分

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6 B0330120OO 黃 OO 電機工程學系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分

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7 B9830120OO 蔡 OO 電機工程學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8 B0330210OO 楊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二學分

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9 B0230220OO 蔡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分

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0 B9630210OO 廖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21 B9830400OO 楊 OO 資訊工程學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2 B0230900OO 許 OO 光電工程學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3 B0330900OO 方 OO 光電工程學系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分

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4 B0231000OO 黃 OO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5 B0140110OO 大OOO  企業管理學系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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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9940300OO 陳 OO 財務管理學系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27 B0030110OO 鄧 OO 社會學系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28 B0160900OO 張 OO 社會學系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29 M0010100OO 楊OOO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0 M9910100OO 劉 OO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1 M0310200OO 林 OO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2 M9910200OO 王 OO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3 M0410300OO 鄭 OO 音樂學系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4 M9910500OO 陳 OO 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5 M0220100OO 蘇 OO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6 M0120100OO 蔡 OO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37 M0120200OO 黃 OO 化學系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8 M0020300OO 鄭 OO 物理學系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39 M9720400OO 劉 OO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40 M0120400OO 張 OO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41 M0420500OO 李 OO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

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2 M0230100OO 張 OO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3 M0330100OO 劉 OO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4 M0330101OO 洪 OO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45 M0430101OO 簡 OO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6 M0130101OO 陳 OO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47 M0230400OO 許 OO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8 M0430400OO 王 OO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49 M9930400OO 吳 OO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50 M0030100OO 黃 OO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1 M0330700OO 廖 OO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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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 

52 M0230700OO 林OOO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53 M0330900OO 李 OO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4 M0240200OO 鄭 OO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5 M0240120OO 賴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6 M9940110OO 寇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57 M9940110OO 慕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58 M9940110OO 史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59 M9940110OO 畢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60 M9940110OO 韋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61 M9740120OO 王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62 M9940120OO 李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63 M0342108OO 李 OO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

管理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4 M0342108OO 黃 OO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

管理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5 M9946200OO 陳 OO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

管理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66 M0246100OO 陳 OO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7 M0446100OO 張 OO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68 M0250200OO 林OOO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9 M0150200OO 李 OO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0 M9950200OO 沈 OO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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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學系碩士班 

71 M0450400OO 李 OO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碩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2 M0350900OO 黃 OO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73 M9960500OO 高 OO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74 M9660100OO 楊 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75 M0160900OO 李 OO 社會學系碩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76 M0366100OO 喬 OO 
亞太事務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7 N9820100OO 許 OO 
生物科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8 N0240200OO 呂 OO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9 N9940400OO 林 OO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0 N0443500OO 林 OO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亞太人力資源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1 N9941500OO 王 OO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亞太人力資源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2 N0245300OO 陳 OO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

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3 N0245300OO 劉 OO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

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4 N9760200OO 簡 OO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5 N9760200OO 陳 OO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86 N0260400OO 林 OO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7 N9860400OO 張 OO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8 N0065100OO 呂 OO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

共政策碩士學程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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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專班 

89 N9965100OO 張 OO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

共政策碩士學程 

在職專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0 D9410100OO 辛 OO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1 D9620100OO 利 OO 生物科學系博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92 D0320300OO 康 OO 物理學系博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3 D9620400OO 李 OO 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94 D0420500OO 鍾 OO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

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5 D0330400OO 吳 OO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6 D9630400OO 葉 OO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7 D0140100OO 曾 OO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8 D9840100OO 甘 OO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99 D0240200OO 林 OO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

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0 D9640200OO 楊 OO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

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01 D9640300OO 殷 OO 
財務管理學系博士

班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02 D9650400OO 上OOO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博士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3 D0260700OO 王O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博士班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4 D9560300OO 麥 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博士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5 D9660300OO 雲 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博士班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總計：一百Ｏ五名（學士班 28 人、碩士班 48 人、碩士在職專班 13 人、博士班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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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樂系 張琇琇
MUSI324

曲式與分析(二)
D C- 教師修正學生期末考成績 是

出席：12人

同意：12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D C-

D C-

3 企管系 王萬成
BM104A

會計學實習(二)
D C- 教師修正學生學期總成績 是

出席：22人

同意：22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4 通識教育中心 徐淑英

GEAH402C

一般教學實習

(通識)
F P 教師誤植學生學期總成績 是

出席：17人

同意：15人

未回覆：2人

通過

5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教育組

廖志中

劉商隱

GESL221

服務學習(三):

海洋資源實務應

用

X A 教師誤植學生學期總成績 是

出席：4人

同意：3人

不同意：1 人

通過

6

通識教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教育

組

蔡鋒樺

GEPE215

運動與健康

:初級帆船
D A+ 教師誤植學生學期總成績 是

出席：7人

同意：7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7 外文系 盧莉茹

DFLL112

西洋文學概論

(二)
A A+ 教師誤植學生平時作業

及期末考成績
否

出席：19人

同意：16人

不同意：2 人

未回覆：1人

通過

8 外文系 盧莉茹
DFLL323

英美詩歌(二)
B+ A- 教師誤植學生平時作業

及期末考成績
否

出席：19人

同意：16人

不同意：2 人

無回覆：1人

通過

9 企管系 林杏娥
BM209A

人力資源管理
C B 助教誤植學生出席成績 否

出席：22人

同意：22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0
通識教育中心

服務學習教育組
鄧學良

GESL229

服務學習(三):

勞資事務服務

學習課程

C A+ 助教漏計學生心得報告成績 否

出席：4人

同意：3人

不同意：1 人

通過

11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與應用科學

教育組

何應勤
GEAI1303

工程倫理
B- A- 助教誤植學生出席成績 否

出席：3人

同意：3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2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與應用科學

教育組

林哲信
GEAI1333

工程化學
C A- 教師誤植學生總成績 否

出席：3人

同意：3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3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與應用科學

教育組

陳冠宇
GEAI1501

基礎海洋學A

A+
(93)

A+
(99) 助教誤植學生出席成績 否

出席：3人

同意：3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14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與應用科學

教育組

張美濙
GEAE2406

現今科技與社會
C- A+ 合授課程教師漏登學生成績 否

出席：3人

同意：3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

B B+
B B+
B+ A-

通過15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與應用科學

教育組

張詠斌

李育諭

GEAE2601

地球科學

B023022001

B024030019

B024030023

2 企管系 王萬成
BM104

會計學實習(二) B044011022

出席：3人

同意：3人

不同意：0 人

否

教師重新檢視該小組書面報

告

補算學生個人成績

B033090049

B034011019

B021020039

B023021002

B025040038

B032010057

B034012017

B042020009

B041020019

B001020028

B001030020

I043020004

M021020023

是

系(所)務

會議狀況

牽涉及格

與否
修課學生學號

出席：22人

同意：22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教師修正學生學期總成績

國立中山大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      105.09.30

編

號

更正成績

教　師

原送

成績

更正後

成　績

B044011021

教師開課系所
系(所)務

會議決議
授課科目 更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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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 149 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一：擬修訂「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經 14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於 105年 7月 5日報部，依 105年

7月 15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50098022號來函(附件一)修正，通

過後再行報部，另附來函所提101年11月27日臺高(二)字第1010187275

號函供參（附件二）。 

二、 本次修正重點： 

（一） 依來函說明修正雙學位用語調整為雙聯學制。 

（二） 依來函說明於第一條明定雙聯學位合作辦理之境外大學校院之法令

依據。 

（三） 依來函說明，為使系所辦理雙聯學制更具彈性，擬增訂跨級修業期限

規定。 

三、 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

修正後草案如附件四。 

四、 本修正案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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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立中山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拓展學生視野，增進

國際學術合作，加強與境外

大學學生之交流學習，特依

「大學法」、「學位授予法」、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證辦

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

覆及採認辦法」等相關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拓展學生視野，增進

國際學術合作，加強與境外

大學校院學生(以下簡稱境

外學校)之交流學習，特訂

定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境外學校為國

外大學校院、港澳地區及大

陸地區高等學校。 

依教育部臺教

高 (二 )字第

1050098022號

來函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大學為國外

大學校院、港澳地區及大陸

地區高等學校。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位之

境外大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須為符合教育部『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

法』、『香港澳門學歷

檢覈及採認辦法』或『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規定之大學。 

二、 須為與本大學簽訂相關

學術交流協議之境外大

學。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與境外學校合

作辦理雙學位，係指本校與

境外學校依雙方簽訂之學

術合作合約，協助所屬學生

至對方學校進修，並於符合

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

取得本校 與合作學校之

學位。 

與大陸地區學校簽訂學術

合作合約，應於簽約二個月

前，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向

教育部提出申請，經同意後

始得簽訂。 

原 第 三 條 條

文，依教育部

來 函 修 正 內

容，並變更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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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與境外大學合作

辦理雙聯學位係指本校與境

外大學依雙方簽訂之學術合

作合約，協助所屬學生至對方

學校進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

資格規定後，分別取得本校與

合作學校之學位。 

與大陸地區學校簽訂學術合

作合約，應於簽約二個月前，

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向教育部

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得簽

訂。 

第三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學位之

境外學校，必須符合下列規

定之ㄧ： 

一、 為外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外

國專業團體認可之當地國

大專校院，並經教育部列入

外國大學參考名冊者。 

二、 為教育部列入認可名冊之

大陸地區高等學。 

前項境外學校應符合「大陸

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

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

及採認辦法」之規定。 

原 第 二 條 條

文，依教育部

來 函 修 正 內

容，並變更修

改。 

第四條 本校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雙

聯學制，應由各相關院、系

(所)、學位學程擬具「與境外

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協議

書」中、英文版各一份，經系

(所)、學位學程、院務會議決

議，送本校國際事務處及教務

處審核，再提行政會議通過，

並經雙方簽署後，方可實施。 

前項「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

雙聯學制協議書」應包括下

列各項規定： 

一、 計畫執行與學生名額。 

二、 修業期間。 

三、 費用之繳交及保險事宜。 

四、 註冊、休學、退學等學籍

管理事項。 

五、 學分規定。 

第四條 本校與境外學校合作辦理

雙學位，應由各相關院、系

(所)、學位學程擬具「與境

外學校合作辦理雙學位制

協議書」中、英文版各一

份，經系(所)、學位學程、

院務會議決議，送本校國際

事務處及教務處審核，再提

行政會議通過，並經雙方簽

署後，方可實施。 

前項「與境外學校合作辦理

雙學位制協議書」應包括下

列各項規定： 

一、 計畫執行與學生名額。 

二、 修業期間。 

三、 費用之繳交及保險事

宜。 

四、 註冊、休學、退學等學

籍管理事項。 

依教育部臺教

高 (二 )字第

1050098022號

來函修訂雙聯

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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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課程設計及學生抵免。 

七、 博、碩士畢業論文作業方

式(須含指導方式、論文

撰寫發表、口試規定) 、

學位考試及論文歸屬等。 

八、 學位授予。 

九、 協議書修改及終止規定。 

十、 其他事項。 

五、 學分規定。 

六、 課程設計及學生抵免。 

七、 博、碩士畢業論文作業

方式(須含指導方式、論

文撰寫發表、口試規

定) 、學位考試及論文

歸屬等。 

八、 學位授予。 

九、 協議書修改及終止規

定。 

十、 其他事項。 

第五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依實際

需要，與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

境外大學，另訂雙聯學制課

程、必選修學分及課程結構，

並經系(所)或學位學程、院、

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依實

際需要，與合作辦理雙學位

之境外學校，另訂雙學位制

課程、必選修學分及課程結

構，並經系(所)或學位學

程、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

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依教育部臺教

高 (二 )字第

1050098022號

來函修訂雙聯

學位用語。 

第六條 經核准修讀境外雙聯同級學

位之學生，其在本校與合作

學校修業期間之修課學分，

累計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

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須

符合下列各學制之修業期間

限制： 

一、學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

修業時間至少應滿三十

二個月。 

二、 碩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

第六條 依本辦法修習雙學位之學

生，其在兩校修業時間、修

習學分數，均得予以併計。

修業期限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 學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

修業時間至少應滿三十

二個月。 

二、 碩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

修業時間至少應滿十二

個月。 

三、 博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

修業時間至少應滿二十

依照教育部臺

教高（二）字

第 1050098022

號、臺高(二)

字 第

1010187275號

來函，增訂雙

聯學位跨級修

讀修學期限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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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時間至少應滿十二

個月。 

三、 博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

修業時間至少應滿二十

四個月。 

經核准修讀境外雙聯跨級學

位之學生，其在本校須達修

讀學制之最低修業期限，且

在境外大學須符合下列各學

制之修業期間限制： 

一、修讀學士學位者，在境

外大學修業期間至少應

滿三十二個月。  

二、修讀碩士學位者，在境

外大學修業期間至少應

滿八個月。 

三、修讀博士學位者，在境

外大學修業期間至少應

滿十六個月。  

前項修業期間，應以申請人所持之

學校行事曆及相關文件綜合判

斷。寒暑假無修課者，不列入計

算。 

四個月。 

四、 前項修業期間，應以申

請人所持之學校行事曆

及相關文件綜合判斷。

寒暑假無修課者，不列

入計算。 

五、 在兩校當地修習學分

數，累計應各達獲頒學

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

之一以上。 

第七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

境外大學，應於每年四月三十

日前彙整申請學生名單，並檢

附下列表件各乙份，寄送本校

簽署雙聯學制之院、系(所)、

學位學程，俾便辦理甄審入學

事項： 

一、雙聯學制入學申請書。  

二、境外大學開立之在學證

明書（另附中文或英文翻譯

本）。  

第七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學位之境

外學校，應於每年四月三十

日前彙整申請學生名單，並

檢 附下列表件各乙份，寄送

本校簽署雙學位制之院、系

(所)、學位學程，俾便辦理

甄審入學事項： 

一、雙學位入學申請書。  

二、境外學校開立之在學證

明書（另附中文或英文翻譯

本）。  

原雙學位用語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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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

境外學校出具之中文或英文

歷年成績單。 

四、中文或英文健康證明書

（包括人類免疫缺乏病毒相

關之檢查報告）。  

五、具備足夠在臺就學之財

力證明書。  

六、其他依協議書規定應附

繳之文件。 

甄審作業依兩校合作協議規

定，由簽署境外雙聯學制之

院、系(所)、學位學程辦理

後，將學生申請資料依「外

國學生入學申請流程及注意

事項」之規定簽送國際事務

處及教務處審核，經校長核

定後，由教務處發給入學許

可。 

三、由合作辦理雙學位之境

外學校出具之中文或英文

歷年成績單。 

四、中文或英文健康證明書

（包括人類免疫缺乏病毒

相關之檢查報告）。  

五、具備足夠在臺就學之財

力證明書。  

六、其他依協議書規定應附

繳之文件。 

甄審作業依兩校合作協議

規定，由簽署境外雙學位制

之院、系(所)、學位學程辦

理後，將學生申請資料依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流程

及注意事項」之規定簽送國

際事務處及教務處審核，經

校長核定後，由教務處發給

入學許可。 

 

第八條 擬赴境外合作學校修讀雙聯

學制之本校學生，應向簽署雙

聯學制之本校院、系(所)、學

位學程提出申請，其甄選作業

依該院、系(所)、學位學程之

規定辦理；甄選通過名單由

該院、系(所)、學位學程彙整

薦送境外合作學校辦理甄

審。 

第八條 擬赴境外合作學校修讀雙學

位之本校學生，應向簽署雙

學位之本校院、系(所)、學

位學程提出申請，其甄選作

業依該院、系(所)、學位學

程之規定辦理；甄選通過名

單由該院、系(所)、學位學

程彙整薦送境外合作學校辦

理甄審。 

原雙學位用語

修訂。 

第九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

制之境外合作學校學生，註冊

時應檢附健康及傷害保險證

明文件，且其保險效期應包含

在本校修業期間；如尚未投保

者，得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

委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第九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學位

之境外合作學校學生，註冊時

應檢附健康及傷害保險證明

文件，且其保險效期應包含在

本校修業期間；如尚未投保

者，得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

原雙學位用語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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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第十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

制之境外大學學生，符合僑

生、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

等身分資格規定者，其學籍、

成績考核、獎學金、住宿及生

活輔導等，另依其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學位

之境外學校學生，符合僑生、

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等

身分資格規定者，其學籍、

成績考核、獎學金、住宿及

生活輔導等，另依其相關規

定辦理。 

原雙學位用語

修訂。 

第十一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

學制之境外大學學生，於原

就讀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

目及學分，得依本校「辦

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

請抵免。 

第十一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學

位之境外學校學生，於原就

讀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

及學分，得依本校「辦理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

抵免。 

原雙學位用語

修訂。 

第十二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大學修

讀雙聯學制之學生，於境外

大學修讀及格之科目及學

分，應於本校規定修業年限

內，依本校「辦理學生抵

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第十二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修

讀雙學位之學生，於境外

學校修讀及格之科目及學

分，應於本校規定修業年

限內，依本校「辦理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原雙學位用語

修訂。 

第十三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合作學

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如

因故無法於境外大學完成

學業，且於雙方學校修業

時間合計仍未逾本校規定

之修業年限，得於每學期本

校行事曆規定上課開始日

第十三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合作

學校修讀雙學位之學生，

如因故無法於境外學校

完成學業，且於雙方學校

修業時間合計仍未逾本校

規定之修業年限，得於每學

期本校行事曆規定上課開

原雙學位用語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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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前，檢具報告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向本校教務處申

請 返 回 本 校 原 就 讀 系

(所)、學位學程適當年級肄

業；其於境外大學已修習

及格之科目及學分，得依

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

辦法」申請抵免。 

始日二週前，檢具報告書

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

教務處申請返回本校原 

就讀系(所)、學位學程適

當年級肄業；其於境外學

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

分，得 依本校「辦理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第十四條 甄審通過之赴境外合作學

校修讀雙聯學制之本校學

生，應依本校「學生出國期

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

點」辦理出境手續。未役之

役男學生，其出境須依內政

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及

入出境相關法令辦理。 

第十四條 甄審通過之赴境外合作學

校修讀雙學位之本校學

生，應依本校「學生出國期

間有關 學業及學籍處理

要點」辦理出境手續。未

役役男學生，其出境須依

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

法」及入出境相關法令辦

理。 

原雙學位用語

修訂。 

第十五條 境外大學學生於本校修業

期間，除應遵守我國法律外，

並應恪守本校各種規章辦

法。 

第十五條 境外學校學生於本校修業

期間，除應遵守我國法律外，

並應恪守本校各種規章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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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國立中山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94.12.30 本校第 106 次教務會議通過  
96.2.8台高(二)字第0960016720號函同意備查  
98.3.19 本校第 11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6.22台高(二)字第0980105632號函同意備查  
101.3.19 本校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6.11 本校第 13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8.8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10143917號備查第1、2、7、17條  
101.9.4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10161908號備查第3、4、5、6、8、9、10、11、15條 
105.5.30本校第14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本校第14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拓展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合作，加強與境外大學學生之交流學習，特依

「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證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覆及採認辦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大學為國外大學校院、港澳地區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位之境外大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須為符合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

認辦法』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之大學。 

二、 須為與本大學簽訂相關學術交流協議之境外大學。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係指本校與境外大學依雙方簽訂之學術

合作合約，協助所屬學生至對方學校進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取

得本校與合作學校之學位。 

與大陸地區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合約，應於簽約二個月前，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向教

育部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得簽訂。 

第四條 本校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應由各相關院、系(所)、學位學程擬具「與境

外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協議書」中、英文版各一份，經系(所)、學位學程、院務

會議決議，送本校國際事務處及教務處審核，再提行政會議通過，並經雙方簽署後，

方可實施。 

前項「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協議書」應包括下列各項規定： 

一、 計畫執行與學生名額。 

二、 修業期間。  

三、 費用之繳交及保險事宜。  

四、 註冊、休學、退學等學籍管理事項。  

五、 學分規定。  

六、 課程設計及學分抵免。 

七、 博、碩士畢業論文作業方式(須含指導方式、論文撰寫發表、口試規定)、學

位考試及論文歸屬等。 

八、 學位授予。  

九、 協議書修改及終止規定。  

十、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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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依實際需要，與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另訂雙聯學

制課程、必選修學分及課程結構，並經系(所)或學位學程、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

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經核准修讀境外雙聯同級學位之學生，其在本校與合作學校修業期間之修課學分，

累計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須符合下列各學制之修業期間

限制： 

一、學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修業時間至少應滿三十二個月。 

二、 碩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修業時間至少應滿十二個月。 

三、 博士班學生累計在兩校修業時間至少應滿二十四個月。 

經核准修讀境外雙聯跨級學位之學生，其在本校須達修讀學制之最低修業期限，且

在境外大學須符合下列各學制之修業期間限制：  

一、修讀學士學位者，在境外大學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三十二個月。  

二、修讀碩士學位者，在境外大學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八個月。 

三、修讀博士學位者，在境外大學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六個月。  

前項修業期間，應以申請人所持之學校行事曆及相關文件綜合判斷。寒暑假無修課

者，不列入計算。 

第七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應於每年四月三十日前彙整申請學生名單，

並檢附下列表件各乙份，寄送本校簽署雙聯學制之院、系(所)、學位學程，俾便辦

理甄審入學事項： 

一、雙聯學制入學申請書。  

二、境外大學開立之在學證明書（另附中文或英文翻譯本）。  

三、由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出具之中文或英文歷年成績單。 

四、中文或英文健康證明書（包括人類免疫缺乏病毒相關之檢查報告）。  

五、具備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書。  

六、其他依協議書規定應附繳之文件。 

甄審作業依兩校合作協議規定，由簽署境外雙聯學制之院、系(所)、學位學程辦理

後，將學生申請資料依「外國學生入學申請流程及注意事項」之規定簽送國際事務

處及教務處審核，經校長核定後，由教務處發給入學許可。 

第八條 擬赴境外合作學校修讀雙聯學制之本校學生，應向簽署雙聯學制之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提出申請，其甄選作業依該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辦理；甄選通過

名單由該院、系(所)、學位學程彙整薦送境外合作學校辦理甄審。 

第九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境外合作學校學生，註冊時應檢附健康及傷害保險

證明文件，且其保險效期應包含在本校修業期間；如尚未投保者，得於註冊時繳納保

險費，委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第十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學生，符合僑生、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

生等身分資格規定者，其學籍、成績考核、獎學金、住宿及生活輔導等，另依其相

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學生，於原就讀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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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分，得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第十二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大學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於境外大學修讀及格之科目及學分，

應於本校規定修業年限內，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第十三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合作學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如因故無法於境外大學完成學

業，且於雙方學校修業時間合計仍未逾本校規定之修業年限，得於每學期本校行

事曆規定上課開始日二週前，檢具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教務處申請返

回本校原就讀系(所)、學位學程適當年級肄業；其於境外大學已修習及格之科目

及學分，得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第十四條 甄審通過之赴境外合作學校修讀雙聯學制之本校學生，應依本校「學生出國期間

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辦理出境手續。未役之役男學生，其出境須依內政部

「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及入出境相關法令辦理。 

第十五條 境外大學學生於本校修業期間，除應遵守我國法律外，並應恪守本校各種規章辦法。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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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中山大學149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二：配合規劃本校「313七年學碩博育才計畫」，訂定「學士班學生七

學年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並修訂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

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暨「逕修讀博士學

位作業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依校長擘畫人才培育願景，規劃七年培育師資人才計畫，朝

向學士班3年取得學位、碩士班1年逕修準備、博士3年取得學位之

「313七年學碩博育才計畫」（附件一）進行規劃。 

二、 為利於執行，制度面將訂定本校「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育才

實施辦法」，並修訂以下法規以利實施： 

（一） 「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於管控

畢業學生品質之前提下，調整提前畢業條件，並針對七年

預研生訂定規範，以利參與計畫學生三年取得學士學位。 

（二）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放寬本計畫申請學生，入學次學

制後之抵免學分上限，以利縮短各級學位修習期程。 

（三） 「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擬放寬碩士班修業一學年

申請規定，調整於修業一學期後即可申請。且為利於系所

運用逕修讀名額，在不影響次年博士班招生之原則下，本

處執行面將放寬系所於第二學期預用次學年度博士班逕修

讀名額招收，並得以提前入學處理，再於次學年招生時預

扣名額，以利有效爭取優秀學生參與本計畫。 

三、 本案業於9月29日邀請各院院長討論。 

四、 本案通過後，提前畢業辦法報部後實施，其他法規陳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並配合修訂菁英博士獎學金辦法。並函請系所訂定申

請規定及培育計畫，提下次教務會議通過後受理學生申請。 

五、 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草案)如附

件二、「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修正條文

對照表暨修正後條文草案如附件三、「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正

條文對照表暨修正後條文草案如附件四、「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

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後條文草案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系所反映有關博士班增加第三年領取之菁英博士獎學金之財源，

經學術副校長指示原則可由校方負擔，獎學金詳細內容待招生

策略規畫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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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七年學碩博育才計畫
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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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留才

◦ 系所針對優秀學士班學生，透過人才培育計畫，有效留下優秀人才修讀碩、博士班。

◦育才

◦ 透過碩博士課程及人才培育整合規劃，有效縮短育才期程，鼓勵學生申請。

◦ 博士班提供三年菁英獎學金。

◦充實國際研究實務

◦ 七年取得博士學位學生，系所協助其申請國外博士後研究，以培育國際視野並強化實務經驗。

◦ 博士後研究以申請二年為原則，不足兩年者得申請學校進行補助。

◦培育未來師資

◦ 博後返校得視系所師資需求，申請本校教職或協助媒合企業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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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學碩博育才計畫

學士3年
•依提前畢業標準，三
年取得學士學位

•參加碩甄或碩士班招
生考試取得入學資格

碩士1年
•修讀碩博士課程

•申請逕修讀博士班

博士3年
•全額採認碩士學分

•菁英獎學金

•三年取得博士學位

博後2年
•學生畢業應申請國外
博士後研究一年以上，
本校加碼提供第二年
獎學金。

•依研究成效，得申請
為本校師資或協助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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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調整
1.新訂「學士班學生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

2.修訂「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放寬七年預研生申請條件）

◦ 原提前畢業成績優異條件：在本校學業平均成績每學期GPA均達3.38(百分制80 分)（含）以上；或學業總成績
名次在該系(班)學生數前10%以內。且操行成績每學期均在A‐等第(百分制80 分)（含）以上。

◦ 建議將每學期平均成績調整為在校學業平均成績；並加訂七年預研生其學業總成績名次在該系(班)學生數前
20%以內得提出申請。相關操行標準擬維持原規定。

3.修訂「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僅適用七年預研生）

◦ 於抵免學分辦法，明訂定依本辦法取得預研生資格學生，其申請抵免學分上限不受二分之一限制。

4.修訂「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全體學生均適用）

◦ 將逕修讀申請資格，由原規定修業一年以上，放寬為修業一學期以上學生即可申請，增加申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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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實施期程
期程 作業事項

105.9.29 「七年學碩博育才計畫」於學術協調會後續邀院長討論

105.10.12
新訂本校「學士班學生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暨修訂「學士學位學生
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學生抵免學分辦法」、「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
規定」提149次教務會議討論

105.10月下旬 本校「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報部

105.12.12(預定) 各系所依育才實施辦法訂定申請標準及培育計畫，並彙提教務會議討論

105.12月下旬 公告實施辦法、各系所申請標準、申請期程暨其培育計畫

106.2月下旬(105學年
度第二學期開學後)

預定受理學生申請並轉送各系所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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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 

105年 10月12日第14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勵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留在本校就讀相關系所碩、博士班，並透過系

所培育計畫，達到連續學習、縮短修業年限以快速培育高階人才之目的，特訂

定本辦法。 

【身分定義】 

第 二 條 本辦法錄取之學士班學生兼具碩、博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七年預研生）

資格。 

【申請期程、系所甄試程序暨通過名單公告】 

第 三 條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異者，得於一年級下學期之後，依公告申請資格及

時間，向擬就讀碩、博士班系所提出七年預研生之申請，經各系所甄選通過者，

取得七年預研生資格；申請資格及應繳交資料由各系所自訂，送教務會議核備。 

各系所除應公告甄選通過之七年預研生名單外，並須將名單送教務處備查。 

【明訂七年培育期程、方式及規劃培育計畫】 

第 四 條 為縮短學生修業年限，並有效培育高階人才，系所應規劃培育計畫；獲得七年

預研生資格之學生，應依系所培育計畫進行，學士學位應符合提前畢業標準，

以三年取得為原則，並於學士班畢業當學年度參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

經錄取後，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於碩士班修習第一學年，申請逕修讀

博士班，經錄取博士班研究生後，以三年取得博士學位為原則，以利培育計畫

之實施。 

【訂定獎學金資格、博後補助暨退場機制】 

第 五 條 獲得七年預研生資格之學生於前述期程完成各級學位者，其修讀博士班期間，

將依本校菁英博士獎學金辦法提供獎學金，獎學金提供以三年為限，學生畢業

後應申請國外博士後研究，以利培育國際視野暨研究實務。國外博士後研究以 2

年為原則，不足 2年者，得專案申請學校補助。 

七年預研生未於系所規劃期程完成各級學位者，取消其預研生資格，不再適用

後續培育規劃。 

【入學碩、博士班之學分認定原則】 

第 六 條 七年預研生經招生管道錄取本校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

所課程，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若已計

入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經申請逕修讀博士

班入學後，其碩士班修習學分，均依抵免學分相關規定抵入博士班應修學分數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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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名額應含核定招生名額內】 

第 七 條 七年預研生錄取本校各系所碩、博士班之名額，應包含於各該學年度系所碩、

博士班之招生名額內。 

第 八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5



【附件三】 

「國立中山大學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 

第一條、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26 條第

2 項、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2項及本校學則第 51 條

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前條所稱成績優異之學生，須

符合下列標準： 

(一) 在本校學業成績平均

GPA均達3.38(百分制80 

分)（含）以上；或學業

總成績名次在該系(班)

學生數前百分之十以

內；或經本校七學年學

碩博育才實施辦法甄選

通過預研生，學業總成

績名次在該系(班)學生

數前百分之二十以內。 

(二)在本校操行成績每學期

均在 A-等第(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 26 條

第 2 項、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2項及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前條所稱成績優異之學生，須

符合下列標準： 

(一)在本校學業平均成績每

學期 GPA均達 3.38(百分

制 80 分)（含）以上；

或學業總成績名次在該

系(班)學生數前百分之

十以內。 

(二)在本校操行成績每學期

均在 A-等第(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本校學則於 100 學

年度修訂相關條次

變更，配合修訂。 

 

 

臺大、臺師大、交

大、中興、中央、中

正已開放為在校平

均，本校學業成績擬

由每學期修正為學

業成績平均。 

 

增訂經本校七學年

學碩士錄取之預研

生其提前畢業學業

成績名次放寬至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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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 

90.6.1 第 8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9.14 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129392 號函核定 
97.1.3 第 11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17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004996 號函備查 
100.10.17第 12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第 14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 26 條第 2 項、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0 條第 2項及本校學則第

51 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成績優異，在規定修業年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所屬學

系全部應修科目和學分者，得准提前畢業。 

第三條 前條所稱成績優異之學生，須符合下列標準： 

(一)在本校學業成績平均 GPA均達 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或學業總成績

名次在該系(班)學生數前百分之十以內；或經本校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

甄選通過預研生，學業總成績名次在該系(班)學生數前百分之二十以內。 

(二)在本校操行成績每學期均在 A-等第(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第四條 轉學三年級及入學後經提高編級至三年級（含）以上之學生，因在本校肄業期間

短暫，不得申請提前畢業。 

第五條 申請提前畢業，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填寫申請書，連同歷年成績單（轉學生

及入學後提高編級之學生另請繳交原校之歷年成績單），經所屬學系主任簽註意見

後，送教務處註冊組陳請教務長核可。 

第六條 擬提前一學期畢業者，應於四年級上學期提出申請；擬提前一學年畢業者，應於

三年級下學期提出申請。 

但三年級上學期學生，在校成績符合提前畢業成績優異等條件，且所提三年級下

學期修課計畫可在第六學期修滿所屬學系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先提出提前

畢業申請，經所屬學系認可後，教務處註冊組先發給已申請提前畢業之證明，俟

修畢三年級下學期課程後，再完成提前畢業審查作業。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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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五、六款所述之相關

課程由所屬系（所）認定。 

研究生抵免學分以應修學分

數之二分之一為限。 

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

法取得碩士班預研生資格並

依規定入學之研究生，不受前

項二分之一之限制。 

依本校七學年學碩博育才實

施辦法取得七年預研生資

格，並依規定入學之研究生，

不受本條第二項二分之一之

限制。 

本校與國外雙聯學位抵免學

分上限，依「本校與國外大學

校院辦理跨國雙聯學制實施

辦法」規定，不受二分之一之

限制。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五、六款所述之相

關課程由所屬系（所）認定。 

研究生抵免學分以應修學分

數之二分之一為限。 

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

辦法取得碩士班預研生資格

並依規定入學之研究生，不

受前項二分之一之限制。 

本校與國外雙聯學位抵免學

分上限，依「本校與國外大

學校院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實

施辦法」規定，不受二分之

一之限制。 

增訂七年學碩博士

育才實施辦法取得

預研生資格者，亦不

受二分之一抵免限

制。 

 

 

 

 

 

 

 

 

跨國雙學位辦法配

合教育部來函修正

為跨國雙聯學制實

施辦法，一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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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86 年 10 月 8 日第 7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年 3 月 20 日第 7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9 年 1 月 12 日第 8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 月 7 日第 9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3 日第 12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10 日第 13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0月 12日第 14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各系所辦理學生抵免學分，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生。 

二、轉學生。 

三、重考生。 

四、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含選讀生），持有學分證明或成績單後，考取修

讀學位者。 

五、修讀學、碩士學位期間，先修碩、博士班課程成績達碩、博士班及格標準，且

其學分未列入畢業最低學分數內者。 

六、經本校核准出國研修或修讀雙聯學位制者。 

第 三 條 所列學士班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不論學分抵免多寡，每學期所選學分數，應達該學期修習下限學分規定。 

二、前條第三、四款學士班學生，依本辦法辦理抵免後得提高編級，但需至少修業

一年，並依照學期限修學分修習，始可畢業。 

三、提高編級由各系裁定，抵免四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級、抵免七十八學分以

上者得編入三年級、抵免一一○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學士班退學學生最

高得編入退學之年級。 

第 四 條 第二條第五、六款所述之相關課程由所屬系（所）認定。 

研究生抵免學分以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限。 

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取得碩士班預研生資格並依規定入學之研究生，

不受前項二分之一之限制。 

依本校七學年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取得七年預研生資格，並依規定入學之研究

生，不受本條第二項二分之一之限制。 

本校與國外雙聯學位抵免學分上限，依「本校與國外大學辦理跨國雙聯學制實

施辦法」規定，不受二分之一之限制。 

第 五 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左： 

一、必修學分（含通識教育課程）。 

二、選修學分（所屬學系（所）相關科目）。 

三、輔系學分（含轉系或轉學生而互換主、輔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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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主修學分。 

第 六 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左：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申請者應檢附修課成績證明及課程大綱送相關單位審核。 

抵免學分之審核，通識教育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查，專業科目，由開課

系（所）負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複核。 

第 七 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左：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無法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嚴處理；抵免

部分學分後可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寬處理。 

第 八 條 入（轉）學學生抵免學分之科目，以在大學及專科學校已修且成績及格者為限，

但五專畢業生以四、五年級修習者為原則；如列為轉學考試科目者，可否抵免，

由各學系系主任決定。 

第 九 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入學前已修習學分之抵免應

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學士班學生因抵免學分申請提高編級者，須於入學當學期依規定時間辦理。 

申請抵免學分後，如因轉系或修讀輔系、雙主修等特殊情形得另申請抵免原校

學分，但不得提高編級。 

前項申請抵免學分，應繳附原校成績證明。 

因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而申請抵免原校學分，畢業時無法取得輔系或雙主修時，

該項學分是否列入學系最低畢業學分，由所屬學系核定。 

第 十 條 申請抵免學分，審核單位認定必要時，得通知申請者甄試。甄試及格抵免之程

序，應於加退選前辦理完竣，以配合提高編級。 

第十一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通識教育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查，各系（所）專業科

目，應由各該系（所）分別成立審查小組負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複核。 

第十二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或大陸地區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

關規定酌情抵免。 

第十三條 有關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之學分抵免從其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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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第二條、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在學生
及修業一學期以上碩士班（含
在職專班）在學研究生，成績
優異，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
得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 

一、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一)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

排名在該系該班前 10%以
內，具研究潛力者； 

(二)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讀
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
學程評定為成績優異，具
研究潛力者。 

二、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

排名在該碩士班（含在職
專班）前三分之一以內，
具研究潛力者； 

(二)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讀
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
學程評定為成績優異，具
研究潛力者。 

 

第五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班學位之學
生，應於規定申請時間內，
檢具下列各項資料向擬逕修
讀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
學程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一份。 
(二)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或碩士

班（含在職專班）歷年成
績單一份。 

(三)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學
位學程副教授以上二人推
薦書各一份。 

(四)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
交之資料。 

以上資料，經各系務、所務、
學位學程相關會議審查，連
同會議紀錄彙送教務處，簽
請校長核定後，通過者始得
逕修讀博士學位。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在學生
及修業一年以上碩士班（含在
職專班）在學研究生，成績優
異，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得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 

一、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一)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

排名在該系該班前 10%以
內，具研究潛力者； 

(二)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讀
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
學程評定為成績優異，具
研究潛力者。 

二、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

排名在該碩士班（含在職
專班）前三分之一以內，
具研究潛力者； 

(二)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讀
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
學程評定為成績優異，具
研究潛力者。 

 

第五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班學位之學
生，應於規定申請時間內，
檢具下列各項資料向擬逕修
讀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
學程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一份。 
(二)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或碩士

班（含在職專班）歷年成
績單一份。 

(三)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學
位學程副教授以上二人推
薦書各一份。 

(四)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
交之資料。 

以上資料，經各系務、所務、
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連同會
議紀錄彙送教務處，簽請校
長核定後，通過者始得逕修
讀博士學位。 

將申請期限放寬為
一學期，增加學生申
請彈性。 
 
 
 
 
 
 
 
 
 
 
 
 
 
 
 
 
 
 
 

 

配合母法規定，系所
審查會議修正為各
系務、所務、學位學
程相關會議，不限系
所務會議，以利系所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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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95.10.5第 109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3 校長核定 

99.12.13第 126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第14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作業規定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及教育部頒「學生逕修讀

博士學位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在學生及修業一學期以上碩士班（含在職專班）

在學研究生，成績優異，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得申請逕修讀博士

學位。 

一、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一)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該系該班前 10%以內，具

研究潛力者； 

(二)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學程評

定為成績優異，具研究潛力者。 

二、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該碩士班（含在職專班）

前三分之一以內，具研究潛力者； 

(二)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學程評

定為成績優異，具研究潛力者。 

第三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每學年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該系、所、

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如

遇小數點得全部進位；但核定招生名額不足五名者，逕修讀博士學

位名額至多以二名為限。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四條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於每年十月間受理；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研究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於每年寒、暑假期間

受理。 

確定申請日期規定於行事曆。 

第五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班學位之學生，應於規定申請時間內，檢具下列各

項資料向擬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學程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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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書一份。 

（二）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或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歷年成績單一份。 

（三）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副教授以上二人推薦書各一

份。 

（四）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交之資料。 

以上資料，經各系務、所務、學位學程相關會議審查，連同會議紀

錄彙送教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通過者始得逕修讀博士學位。 

第六條 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自核准學年度起，即為本校博士班一

年級新生；入學後之修業規定，悉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理。 

第七條 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須於當學年度取得學士

學位，並於次學年度就讀博士班，不得保留入學資格。 

前項學生為成績優異提前一學期畢業者，得於取得學士學位之次學

期入學就讀博士班。 

第八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或未通過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

定後，得轉入(回)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就讀。 

轉入(回)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後，不得再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 

前項學生依規定修畢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應修課程，提出論文，

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其在博士班修

業時間不併入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第九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

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認定合於碩

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現修讀系、所、學位學程之碩士學位。 

第十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不得參與碩士

學位考試，若同時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及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則取

消其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入學資格。 

第十一條 本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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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49 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 三：本校105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通過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及「課程結構圖訂定準則」

修訂案。(附件一) 
二、 通過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案。（附件二） 
三、 通過本校海洋資源學系修訂課程結構圖。(附件三) 
四、 通過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所提報新増課程共計 5 科。(附件

四) 
五、 通過本校海洋科學院及其各系所教育目標與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

能力修訂案。（附件五） 
六、 有關學生學習成效之英文表單（臨時動議第一案），決議：該表單

目前課務組正在翻譯中，預計學期中先行提供中英文對照資料予系

所參考；有關學生學習成效線上填答系統之英文化作業，課務組將

於完成翻譯後，請圖資處協助更新，預計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完成。 
七、 有關網路大學系統之英文化（臨時動議第二案），決議：因網路大

學為圖資處負責之業務，本案建議提請教務會議進行跨處室協調。  
決    議： 

一、本校課程結構圖訂定準則第六條，於「至少每 5年辦理外審」文字

後補充：「惟新成立系所第 1次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以 3 年為原則」。 

二、有關網路大學系統英文化事宜，經圖資處補充說明該系統已有建置

英文版介面，若教師有使用上的問題與建議，可洽詢圖資處資訊應

用組葉弘昇先生(分機 2521)。 

三、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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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部分條文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本校研究生、學士班延修生

及自費選讀生，修習學分數

與上課時數不同課程時，比

照校際選課、暑期班繳費方

式，依學生或選修課程所屬

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

交學分費（繳交之學分數以

修習課程時數計算之）。通

識教育各類課程，依文學院

學分費收費標準繳交。 

六、 研究生或學士班延修生，

修習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

同課程時，比照本校校際

選課、暑期班繳費方式，

依學生身分所屬學院(系)

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

費。通識教育各類課程，

依文學院學分費收費標準

繳交。 

依據第148次教務會議通

過修正學分費計算方式

及適用對象。 

七、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

程作業原則： 
1.系所應定期（至少每 5 年）

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惟新

成立系所第 1 次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以 3 年為原則，

以通盤檢討系所教育目

標、學生專業能力指標及

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力與課程結構之合宜性及

關聯性，並檢視教師專長

與任教科目之一致性為目

標。 
通識教育中心各組規劃之

通識教育課程，為通盤檢

討其是否能培育學生達成

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應比照系所課程結構定期

辦理外審。 

七、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

程作業原則： 
1.系所應定期（至少每 3 年）

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以通

盤檢討系所教育目標、學

生專業能力指標及校、院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與課

程結構之合宜性及關聯

性，並檢視教師專長與任

教科目之一致性為目標。

通識教育中心各組規劃之

通識教育課程，為通盤檢

討其是否能培育學生達成

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應比照系所課程結構定期

辦理外審。

本校現行規定系所至少

每三年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茲因系所反應辦理課

程結構外審較為頻繁，且

各系所課程結構已漸趨

穩定，爰修正為至少每五

年辦理課程結構外審。 

九、必修科目作業原則： 
1.「新」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

必修科目表及最低畢業學

分數等修課規定，應於學

生入學前三個月，提送三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但如

與前一學年度入學學生相

同，免再提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 
2.各系所學士班必修課程學

分（含通識教育科目及專

九、必修科目作業原則： 
1.「新」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

必修科目表及最低畢業學

分數等修課規定，應於學

生入學前三個月，提送三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但如

與前一學年度入學學生相

同，免再提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 
2.各系所學士班必修課程學

分（含通識教育科目及專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爰修正各系所學士班必

修課程學分（含通識教育

科目及專業科目）比重以

不超過 70%為原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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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業科目）比重以不超過

70%為原則。（此通識教育

科目係指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數之課程） 
 

業科目）比重以 70%為原

則。（此通識教育科目係指

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之課

程） 
 

十三、 遠距教學相關規定： 
1.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師生

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

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

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且

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

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

行者。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

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

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

活動之時數。 
2.本校教師擬新開授遠距教

學課程，或曾採遠距教學

方式授課擬修訂教學內容

之課程，應於開課前一學

期提報課程教學計畫，經

系（所）、院、校三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

務會議通過，始得開授。教

師應將課程公告於網路，

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

規定辦理。 
3.前述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

目標、適合修讀對象、課程

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

討論、成績評量方式及上

課注意事項，且應公告於

網路上供查詢，並應將學

習管理系統功能納入教學

計畫。 
4.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

十三、 遠距教學相關規定： 
 
 
 
 
 
 
 
 
 
 
 
1.本校教師擬新開授遠距教

學課程，或曾採遠距教學

方式授課擬修訂教學內容

之課程，應於開課前一學

期提報課程教學計畫，經

系（所）、院、校三級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

教務會議通過，始得開

授，並應依教育部「大學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

報請教育部備查。 
 
2.前述教學計畫，應載明教

學目標、適合修讀對象、

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

生互動討論、成績評量方

式及上課注意事項，且應

公告於網路上供查詢，並

應將學習管理系統功能納

入教學計畫。 
3.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

 
1.新增遠距教學定義及授

課時數規範。 
 
 
 
 
 
 
 
 
 
2. 
(1)明訂遠距教學課程應

公告於網路。  
(2)配合教育部修正辦法

名稱。  
(3)取消遠距教學課程應

報請教育部備查之規

定。 
(4)條次變更。 
 
 
 
3. 
(1)有關教學計畫應公告

於網路之規定移至前

項，並將教學計畫中特

定教學系統功能相關

之規定予以刪除。 
(2)條次變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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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將教學大綱、課程教材、

師生互動、學習評量及作

業報告等資料作成紀錄檔

案，至少保存五年，供日後

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

參考。 
5.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及其教

學成效應定期評鑑，其評

鑑規定另定之。依前揭規

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

保存五年。 
 

 
6.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應於

具備教學實施、紀錄學生

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

功能之學習管理系統為

之。 
若為同步遠距教學課程，

教師應將教材置於學習管

理系統平台，開闢網路討

論區，提供電子郵件帳號

及其他聯絡管道，供修課

學生進行教學上之雙向溝

通。 
若為非同步遠距教學課

程，教師應使用管理學習

系統平台，完備課程內容、

教學進度，並進行學習評

量、師生交流等，俾供系統

完整記錄師生全程上課、

互動、繳交作業、學習評量

及勤怠情形。 
 

者，應將教學大綱、課程

教材、師生互動、學習評

量及作業報告等資料作成

紀錄檔案，至少保存三

年，供日後教學評鑑或接

受訪視時之參考。 
 
 
 
 
 
 
 
4.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教師

應將教材置於本校數位學

習平台，開闢網路討論

區，提供電子郵件帳號及

其他聯絡管道，供修課學

生進行教學上之雙向溝

通。 
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教

師應使用本校數位學習平

台，完備課程內容、教學

進度，並進行學習評量、

師生交流等，俾供系統完

整記錄師生全程上課、互

動、繳交作業、學習評量

及勤怠情形。 

(1)配合評鑑週期，教師開

授遠距教學課程紀錄

檔案至少保存五年。 
(2)條次變更 

 
 

5. 
(1)增訂遠距教學課程及

其教學成效應定期評

鑑，其評鑑規定另定

之。 
(2)評鑑應製作評鑑報告，

至少保存五年。 
6. 
(1)因應數位教育應用開

放教學平台之發展趨

勢，爰修正遠距教學課

程不限使用本校數位

學習平台，得利用其他

學習管理系統平台為

之，並規範該系統應具

備之功能。 
(2)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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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97.06.19 第 11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11 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14 第 12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15 第 12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1 第 12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4 第 13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8 第 14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6 第 14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第14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建立本校課程開設及異動之審查制度，強化各系所課程架構與內

容，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校課程教育架構區分為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兩大

類；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依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統籌

規劃；專業課程由各系所依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系所教育目

標及學生專業能力指標自行規劃。 
各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能力依校、院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與系所

特質自訂，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各課程應依類別不同，分別提交系(所)、院(中心)課程委員會研議，

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方得開課。 

三、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議案，應有校課程委員代表之院委員出席，該

議案始能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四、 校課程委員會對新增設或更改之課程，基於全面性考量，若有不合適

之課程，得議決刪除、修正或保留，並就課程相關爭議事項作成裁決

後，提教務會議核備。 

五、 除通識教育課程或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可之科目外，各系所課程依

本校學則規定，一學期上課 18 週，正課每週上課 1 小時為 1 學分，

實習或實驗課程每週上課 2 小時或 3 小時核計 1 學分為原則。 

六、 本校研究生、學士班延修生及自費選讀生，修習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

同課程時，比照校際選課、暑期班繳費方式，依學生或選修課程所屬

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繳交之學分數以修習課程時數計

算之）。通識教育各類課程，依文學院學分費收費標準繳交。 

七、 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程作業原則： 
1. 系所應定期（至少每 5 年）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惟新成立系所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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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以 3 年為原則，以通盤檢討系所教育目標、學

生專業能力指標及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與課程結構之合宜性

及關聯性，並檢視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之一致性為目標。 
通識教育中心各組規劃之通識教育課程，為通盤檢討其是否能培育

學生達成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應比照系所課程結構定期辦理外

審。 
2. 課程結構外審應聘請 5 位以上之校外專家學者（含 1 位以上之業界

代表），就系所各學制之必、選修課程結構與系所教育目標、發展方

向與願景、期待學生達到各項能力指標等方面進行審查。 
3. 系所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所衍生之新增課程，可於審定後一次送系

級、院級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完成程序。 
4. 依外審委員意見需增列新課者，可填具外審意見回覆說明及檢附相

關資料，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欲新增課程逕納入原

課程結構內。 
5. 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結構，原則上應依審定之必、選修課程開課，

如因故（如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附擬修

訂之課程結構圖及新增設課程大綱，提報系（所）級課程委員會及

系務會議通過，並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始得新增。系所提報

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因素外，大學部及

研究所(含碩、博、碩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 科為限，超過前述科

目數上限者，課程結構需再送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配合國外傑出教師短期教學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課程結構，逕提

課程新增。 
6. 院(中心)系所送交新增課程資料表前，應先查核所填任課教師是否為

本校已聘任或擬新聘教師，並檢附院(中心)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7. 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之課程，重新開課時，須送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 
8. 同一系所學士班與研究所碩、博士班課程名稱，應有區隔，不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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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同之課程，任課教師應檢附書面說明，一併提

送課程委員會討論。 
10. 正規學制開設過之課程，擬於在職專班新增開設者，毋需辦理新增

設課程提報；但在職專班開設過之課程擬在正規學制學士班或碩博

士班開設者，需重新提報。 
11. 「新增設課程資料表」內【主要教科書／參考書目】須按作者、書

名、出版社、出版地次序繕打，書名下以橫線或斜體字標示。各欄

填列方式應一致，不得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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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課程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同，分為講授、研討、實習、實驗、

音樂、展演、體育、演講/參訪、服務學習及獨立研究十類。 
除「講授」外，其他類別課程名稱與授課方式對應如下： 

課程名稱 英文對照名稱 授課類別 
（主要授課方式） 

XXX 講座、XXX 專題講座 Special Lectures on XXX 
演講 

XXX 專題演講 Colloquium on XXX 
Seminar in XXX 

XXX 書報討論 Paper Readings in XXX 
Seminar in XXX 

研討 

XXX 個案研討 Case Studies in XXX 

XXX 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議題研討 Special Topics in XXX 

XXX 專題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討論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獨立研究 XXX 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實驗（習） XXX Practice 
Laboratory—校內 

實驗（習） XXX 實務 Field Project in XXX－校外 

XXX 專案 XXX Project 

 

八、 課程異動審查作業原則： 
1. 已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課程，如需異動（如修改科目名稱、

停開、調整學分數或開設年級等），經系／所課程委員會、院／中心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即可；但科目名稱異動後明顯不同者，仍應提

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各課程資料異動，不得追溯承認已開設之課

程。 
2. 「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授課方式修改為「研討」類： 

(1) 依課表排定時間固定授課，有明確完整之教學大綱（含教學目

標、課程內容、上課進度、教科書及參考書目等），且有學生口

頭報告及教師講授評論等實質上課之情形，得以課程異動方式

提報。 
(2) 課程名稱應修改為「xxx 專題研討」，並於課程資料異動表之「修

改說明」欄，填明課程內容、課程大綱及參考書目，提報各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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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類，須依課程性質內容修改課程名稱，並以「新增設課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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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辦理審議。 
4. 科目新增或異動，應以本系（所、中心）相關之實用科目為原則，

與本系（所、中心）性質是否相關由各系（所、中心）主管予以認

定，但應有整體之規劃，宜避免動輒變更。 
 

九、 必修科目作業原則： 
1. 「新」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必修科目表及最低畢業學分數等修課規

定，應於學生入學前三個月，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但如與前

一學年度入學學生相同，免再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 各系所學士班必修課程學分（含通識教育科目及專業科目）比重以

不超過 70%為原則。（此通識教育科目係指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之

課程） 
3. 各系所各必修課程需依各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所訂之年級開課，以

乙次為限；各選修課程之開設，每班在校期間亦以乙次為限。 
4. 學年度之必修科目表內科目與相關規定，應於學生入學前修訂完

成，為維護學生權益，不得於入學後再行修改或增刪。 
5. 因故需調整開課年級或學期時，應敘明理由，經適用該入學年度必

修科目表學生簽名，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核定後備案。但不得因

配合教師個人授課規劃而進行修正。 
6. 已通過但尚未開設之必修課程，科目名稱之修改，應述明理由，經

系所、院課程委員會認定「課程內容確實未涉及實質變動」後，送

校課程委員會備案。 
 

十、 課程開課及選課相關原則： 
1. 各學系各班每學期開設課程學分數，以學士班各年級學生應修學分

數下限為原則。 
2. 各學系應規畫「名師領航」課程，依照教師專業特色，聘請校內或

校外學有專精的名師，擔任大一學生引導課程的授課教師。 
3. 各學院得依其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指標之需求統籌規劃學院共

通之必要課程如專業倫理課程（或講座）等，遴聘校內外專家學者

授課。 
4. 各學院（系、所）開設課程時，所屬專任教師「實際授課總時數」

與「各職級基本應授總時數」之比值（排課比）以１：１為原則。 
5. 配合英語教育之推動，各學院每學期至少應推薦七門以上英語授課

課程，同系所同一課程開授二班以上時，其中一班請儘量採行英語

授課。 
6. 碩、博士班課程得不分年級開設。課程選課限修條件不得加註「須

經授課教師同意」之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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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系所教師每人每學期開設「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時數上限，

由各系所訂定之。 
8. 碩士班研究生選修本系大學部四年級專業科目，該課程經系所認定

為碩士班程度，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准者，可計入碩士班最低

畢業學分內，並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但學士班學生選修該類課程，

雖入學該系碩士班、博士班，仍不得辦理抵免為碩士班、博士班畢

業學分。 
9. 大學部必修三學分課程，以不連續排課為原則，若因課程需求，經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者，不在此限。 
 

十一、 併班開課與上課原則： 
1. 各學院院內系所開設科目名稱、上課時間、授課教師及學分數相同

之課程，應合併開課，以減少開課數。 
2. 科目名稱、授課教授及學分數相同，但上課時間不同之課程，選課

後，如擬調整為相同時間併班上課，應經全體修課學生簽字同意始

可辦理。 
3. 上課時間、授課教師及學分數相同，但科目名稱不同之課程如需併

班上課，除碩博士班之書報討論、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外，請

任課教師敘明理由，於學期開始上課前，提經系所、院(中心) 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可併班。 
4. 學士班課程不得與博士班課程併班上課；學士班一、二年級課程不

得與碩士班併班上課；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課程不得與其他學制課

程併班上課；碩士在職進修專班課程不得與學士班、博士班課程併

班上課。 
5. 專班與一般學制併班之課程，專班學生計入開班有效人數部份，不

得再支領專班課業輔導津貼。 
 

十二、 課程人數相關原則： 
1. 學士班課程限修人數以 50 人為原則，如需因儀器設備或實務演練等

原因調降限修人數，或因課程性質需分班或調降開班人數時，應敘

明理由，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由系所主管列席校課程

委員會說明經審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備案後，方得實施。 
2. 各系所課程開班人數依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在職專班以外學制課

程，修課人數不足如確有續開必要者亦得開班，但專任教師不得支

領超支鐘點費；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需由開課單位自行籌措支付。 
3.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每學期依實際授課時數支給。開設之課程，

如未達開班人數，應於加退選截止後即停開，其停開前已實際授課

之鐘點費仍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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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課程限修人數應依上課教室容量適當訂定。當學期總修課人數超

過 70 人擬分班授課時，得於加退選結束一週內簽請教務長同意後分

班授課。 

十三、 遠距教學相關規定： 
1.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

輸媒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且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

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

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2.本校教師擬新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或曾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擬修訂教

學內容之課程，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提報課程教學計畫，經系（所）、

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始得開授。

教師應將課程公告於網路，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3.前述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適合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

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且應公告於網

路上供查詢，並應將學習管理系統功能納入教學計畫。 
4.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應將教學大綱、課程教材、師生互動、學

習評量及作業報告等資料作成紀錄檔案，至少保存五年，供日後教

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 
5.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及其教學成效應定期評鑑，其評鑑規定另定之。

依前揭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 
6.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應於具備教學實施、紀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

支援學習功能之學習管理系統為之。 
  若為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教師應將教材置於學習管理系統平台，開

闢網路討論區，提供電子郵件帳號及其他聯絡管道，供修課學生進

行教學上之雙向溝通。 
若為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教師應使用學習管理系統平台，完備課

程內容、教學進度，並進行學習評量、師生交流等，俾供系統完整

記錄師生全程上課、互動、繳交作業、學習評量及勤怠情形。 
 

十四、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相關規定： 
1. 本校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係指每學期由開課單位開設之教

學實習課程或研究實習課程。教學實習課程提供教學助理修讀，培

訓教學助理如何進行課程準備、班級經營、教學策略、師生溝通與

人際互動等。研究實習課程提供研究助理修讀，指導研究助理如何

進行論文撰寫、實驗研究、研究調查與研究計畫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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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教師開設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者，應於課程大綱或相

關指導學生學習計畫中明定兼任助理之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

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 
3.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內涵應包括實際授課時數及教學實習

活動。若開設 1 學分（含）以上之課程，實際授課時數應符合第五

條之規定。若開設零學分之課程，實際授課時數由開課單位自訂。

學生需於該課程安排之教學場域進行教學實習活動，實習時數由開

課單位自訂。 
4.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成績評量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

辦理，並得採取「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5.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程依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實施細則」之

規定辦理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惟若開設零學分之課程，由授課教師

決定是否調查。 
 

十五、教務處應擬定新學期各項課程新增/異動之作業時程。各學院（中心）

「新增設課程」及「課程異動」等資料，應於規定期限內送教務處

彙整。提校課程委員會之「臨時動議」案，如受會議時間限制無法

進行討論時，將不予審查。 

十六、本規範經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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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系所教育目標、發
展方向及學生核心能力

指標

系級課程委員會
訂定課程結構圖

外審委員5位以上
(含1位以上業界代

表)
審查

院級課程委員會

校級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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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課程大綱

系務會議

通
過

不
通
過

依
委
員
意
見
新
增

或
改
善
課
程
結
構

改善課程結構後

(至少每3年)

定期結構外審

《課程審查作業流程》

《專業實踐課程作業流程》

■ 1~2學分/1學分必須服務滿18小時

■ 2~3年級以修習1次為限

系課程委員會

通識中心課委會

校課程委員會

就課程規劃
表示意見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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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結構圖訂定準則」第六條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課程結構圖應定期（至少每

5年）辦理外審，惟新成立
系所第 1 次辦理課程結構
外審以 3 年為原則，以蒐
集課程規劃之外部意見，

建立課程結構之自我改善

機制。 

依外審委員意見需異動課

程者，提送校課程委員會

討論時，應填具外審意見

回覆說明及檢附相關資

料。 

六、課程結構圖應定期（至少每

3年）辦理外審，以蒐集課
程規劃之外部意見，建立

課程結構之自我改善機

制。 

依外審委員意見需異動課

程者，提送校課程委員會

討論時，應填具外審意見

回覆說明及檢附相關資

料。 

 

 

 

本校現行規定系所至少

每三年辦理課程結構外

審，茲因系所反應辦理課

程結構外審較為頻繁，且

各系所課程結構已漸趨

穩定，爰修正為至少每五

年辦理課程結構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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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結構圖訂定準則 

101.11.26本校 101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1.12.17本校第 134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09.26本校105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10.12本校第149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準則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訂定之。 

二、 本校課程結構區分為學士班通識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兩大類；通識教

育課程由「通識教育中心」依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統籌規劃；專業課程

由各系所依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能力指

標自行規劃。【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以下簡稱作業規範）第二點】 

三、 課程結構應規劃所屬學制培育學生能力之整體課程，並建置課程結構圖；

課程結構圖應依學士班、碩博士班學制分別規劃為原則，含課程名稱、學

分數、課程領域分組規劃、課程銜接、修課規範及制定程序，並得訂定外

系（所）、外校（含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及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學校）、

雙主修、輔系、整合學程等修課建議，及規劃學生職涯進路。 

四、 課程結構圖之訂定應備相關資料，提系所（組）課程委員會及系所（組）

務會議通過，經院（中心）、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五、 系所提報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因素外，大學部

及研究所（含碩、博、碩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 科為限，超過前述科

目數上限者，課程結構需再送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員會審議。【作業規範

第七點第 5款】 

修訂課程結構圖應加附「課程結構／架構修訂表」。 

配合國外傑出教師短期教學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課程結構，逕提課程新

增。【作業規範第七點第 5款】 

課程結構之修課建議及備註等未涉及系所（組）課程實質內容修訂，免提

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六、 課程結構圖應定期（至少每 5年）辦理外審，惟新成立系所第 1次辦理課
程結構外審以 3年為原則，以蒐集課程規劃之外部意見，建立課程結構之
自我改善機制。【外審作業依作業規範第七點辦理】 

依外審委員意見需異動課程者，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討論時，應填具外審意

見回覆說明及因應措施，並檢附相關資料。 

七、 本準則經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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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

務長、副教務長、各

院 (通識教育中心 )
代表 2 人(須為現任
或曾任非屬同一系

所、學程、組之主

管)、學生代表 1 至
2人、教務長遴聘之
校外專家學者(含業
界代表)1 至 2 人組
成，教務長兼任召集

人。 
院級、系級課程委員

會由單位主管、所屬

專任教師代表若干

人、學生代表 1至 2
人、校外專家學者

(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組成，單位主管兼

任召集人；其「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由

各院、系所自訂，並

送校課程委員會核

備。 

第三條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
務長、副教務長、各

院 (通識教育中心 )
代表 2 人(須為現任
或曾任非屬同一系

所、學程、組之主管)
組成，並得由教務長

遴聘具各領域課程

專長之校外專家學

者 1 至 2 人擔任委
員，教務長兼任召集

人。 
院級、系級課程委員

會由單位主管、所屬

專任教師代表組成，

並視需要遴聘校外

專家學者 1 至 2 人
參與會議，單位主管

兼任召集人；其「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由各院、系所自訂，

並送校課程委員會

核備。 

一、依據本校 105年 5月 23
日內部稽核小組會議建

議革興事項及 105 年 5
月 30日第 148教務會議
附帶決議辦理。 

二、為本校各級課程委員會

設置校外專家學者及學

生代表，以落實「學用合

一」之推動，爰修正第三

條。 

第八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召
開課程規劃會議時，

應有學生代表參加

相關議案之討論。 

第八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召
開課程規劃會議時，

應有學生代表參加

相關議案之討論。 

有關本校各級課程委員會應

有學生代表參加相關議案討

論於第三條修正，故刪除第

八條。 

第八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參
照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九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參
照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條次調整。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
員會、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
員會、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整。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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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87.10.28 第 7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1.07 第 98 次教務會議通過 

96.03.16 第 111 次教務會議通過 

97.03.20 第 11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11 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0.12 第 121 次教務會議通過 

98.12.14 第 12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10.12 第 149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昇課程品質、強化課程架構與內容，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設置「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會」。 

第二條 課程委員會分設下列三級： 

一、系、所、學程及通識教育中心各組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系

級) 

二、院、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院級)  

三、校課程委員會。 

系級課程審議須經三級三審、院級課程審議須經二級二審之機

制，後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條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長、副教務長、各院 (通識教育中心) 代表 2

人(須為現任或曾任非屬同一系所、學程、組之主管)、學生代表 1

至 2 人、教務長遴聘之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組成，

教務長兼任召集人。 

院級、系級課程委員會由單位主管、所屬專任教師代表若干人、

學生代表 1 至 2 人、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組成，單

位主管兼任召集人；其「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由各院、系所自

訂，並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第四條  院、校級課程委員會代表任期為二年。 

校級課程委員會委員連選得連任，每年以改選一半為原則。 

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校課程委員會」之職責： 

一、審查院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 

二、就院級課程委員會所提之新開設課程，基於全面性考量，作

成通過、修正或刪除之決議。 

三、審議入學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之事宜。 

四、研訂校課程相關規章，就課程相關爭議事項作裁決。 

五、審議其他課程相關之事宜。 

第六條 「院級課程委員會」之職責： 

一、覆審系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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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並協調院內系所課程之開設，避免重複與資源之浪費。 

三、覆審並查核各系所新開設課程。 

四、覆審院內入學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之事宜。 

五、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第七條 「系級課程委員會」之職責： 

一、定期檢討修正系所課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納入業界、

畢業校友及學生(或家長)之意見）。 

二、初審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之事宜。 

三、初審新開設課程下列項目： 

 ‧ 課程名稱（中、英文）、課程內容、課程大綱。 

 ‧ 考量其他相關因素，如新開設課程與教師專長之配合、與

系所發展方向之配合、與現有課程之關連等。 

四、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五、考量教師專長及平衡研究、教學之負擔，規劃及安排每學年度

課程授課教師。 

六、研議系所課程相關改善機制，作成議案提系務會議討論。 

七、相關決議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八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參照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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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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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資系 學 1 - - 新增：海洋生物製藥 
104.9.24 
104-1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 海資系 碩 1 - - 新增： 
分子標靶之天然物開發(英) 

104.9.24 
104-1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 海資系 博 1 - - 新增： 
海洋資源與生物科技專題(英) 

104.9.24 
104-1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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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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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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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新增課程統計簡表 

系所別 

新 增 課 程  

備註 
本次結構圖

新增 

結構內 

(首次開設) 

其他 

(無結構圖或免列) 
小計 

海資系 3 1 -- 4 學士班 1 門 
研究所 2 門 

通識教育 -- 1 -- 1 

總 計 3 2 -- 5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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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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別 結構圖 開設學期 頁碼

1 海資系 選 海洋生物製藥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S
3 3  0 翁靖如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5-2 通過

2 海資碩 選 分子標靶與天然物開發

MOLECULAR TARGETS

AND NATURAL

PRODUCTS

DEVELOPMENT

2 2  0 翁靖如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5-2 通過

3 海資博 選 海洋資源與生物科技專題

SPECIAL TOPICS ON

MARINE RESOURCES

AND BIOTECHNOLOGY

3 3  0 林秀瑾 《講授類》 結構新增 105-2 通過

105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開課單位：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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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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別 結構圖 開設學期 頁碼

1 海資碩 選 海洋分子生態學
MARINE MOLECULAR

ECOLOGY
2 2  0 林秀瑾 《講授類》

結構內

(首次開設)
105-2 通過

2 博雅向度六 必 全球環境變遷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 2  0 陳鎮東 《講授類》
結構內

(首次開設)
105-1 通過

105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內首次開設)

開課單位：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開課單位：博雅向度六＜自然環境、生態及其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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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含各系所 
教育目標與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修正對照表 

(一) 教育目標 
單位 修訂後教育目標 現行教育目標 

海科系 

(碩、博士班) 

養成具國際視野及在地關懷之海洋

自然科學專業高階人才。 

1.培養海洋科學專業知能。

2.培養學生國際經驗及溝通合作能力。

3.培養邏輯思考能力。

4.養成海洋科學研究教學及產業研發

高級人才。 

海科系 

(學士班) 

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在地關懷之海洋

自然科學專業人才。 

1.培養海洋科學基礎之專業能力。

2.培養學生國際視野及基礎跨領域能

力。 

3.培養基礎邏輯思考能力。

4.養成海洋科學研究教學及基礎產業

研發人力。 

海下所 

培育海下科技之專業人才，使之具

備海下科技學術理論知能、海洋探

測作業實務、表達溝通能力、自我

學習與解決問題能力。 

培育海下科技之專業人才，使之具備海

下科技學術理論知能、海洋探測作業實

務、自我學習與解決問題能力、表達溝

通能力、以及瞭解產學發展趨勢與國際

潮流。 

海生技博 

培養高階、跨領域之海洋生物科技

的研發人才。 

（ㄧ）培養高階、跨領域的海洋生物科

技之整合人才。 

（二）培育海洋生物科技相關產業應用

研發人才。 

（三）提升海洋生物資源之開發與利

用，並重視海洋生態環境之保育，

使海洋資源永續。 

（四）強化國際觀，提昇海洋生物科技

之國際競爭力。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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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單位 修訂後核心能力 現行核心能力 

海科院 

1.海洋專業能力與倫理認知。 

2.自我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3.表達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1.專業能力。 

2.自我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3.表達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 

4.專業倫理認知及社會關懷。 

5.具海洋思維的全球視野。 

海工系 

(大學部) 

1.具有科學、工程及資訊應用的基

本知識與能力。 

 

 

 

 

 

2.應用基本理論、程式語言及相關

專業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3.具有主動積極的做事態度、溝通

協調及表達的能力。 

4.具有獨立思考與創新的能力。 

5.具有國際視野及學術交流能力。 

1.具有科學、數學、工程及資訊應用

的基本知識與能力。 

2.具有觀察、分析研判海洋環境實務

及現象的能力。 

3.具有操作相關實驗器材的知識，以

及藉實驗瞭解物理現象的能力。 

4.應用數學理論、物理觀念、程式語

言及相關專業知識，以觀察、推導及

驗證所提出的論點或解釋其原理。 

5.具備跨領域整合海洋環境技術與海

洋海岸規劃之能力。 

6.具有主動積極的做事態度、溝通協

調及表達的能力。 

7.具有獨立思考與創意開發的能力。 

8.具有國際視野及學術交流能力。 

9.具有尊重生命與環境之人文素養的

能力。 

海事所 

1.海洋事務專業學理知能。 

2.海洋事務實務運作知能。 

3.自我學習與解決問題能力。 

4.表達溝通與協調能力。 

5.瞭解產學發展趨勢與國際潮流。 

1.海洋事務專業學理知能。 

2.海洋事務產業實務。 

3.自我學習與解決問題能力。 

4.表達溝通能力。 

5.瞭解產學發展趨勢與國際潮流。 

海生技博 

1.具備專業領域之知識及應用的能

力。 

2.專業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3.表達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 

4.具備社會關懷與國際視野。 

1.具備專業領域之知識及應用的能力。 

2.執行實驗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工具

之能力。 

3.具備撰寫專業報告之能力。 

4.具備國際視野並能全方位關注全球

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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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5學年度149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政治經濟學系 

案由四：擬修正本系105學年度入學學生轉系之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系原於轉系及中山高醫轉校規定訂定學業成績前 40%之規定，業經

105年 5月 30日本校第 14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因考量學生之發展

最大利益，擬降低轉系門檻，取消此學業成績規定。 

二、此案於105年6月7日本系104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上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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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轉系標準表修訂對照表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區分 

院系別 
學年

度 
預計招收轉

系名額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轉系考試科目名稱及

成績 
課外活動 附註 

社
會
科
學 
院 

政
治
經
濟 
學 
系 

105 同【104】 無 同【104】 同【104】 同【104】 同【104】 

104 3 
各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在原系班上前

40%(含)內。 
無 

1.書面審查 
2.必要時得舉行面試 

課外活動表現與

本系學科有關

者，審查時一併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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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備成績單、自傳、轉系說

明書乙份。 
3.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精轉學考

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中山高醫轉校標準表修訂對照表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區分 

院系別 
學年

度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轉系考試科目名稱及

成績 
課外活動 附註 

社
會
科
學 
院 

政
治
經
濟 
學 
系 

105 無 同【104】 同【104】 同【104】 同【104】 

104 
各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在原系班上前

40%(含)內。 
無 

1.書面審查 
2.必要時得舉行面試 

課外活動表現與

本系學科有關

者，審查時一併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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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備成績單、自傳、轉系說明書乙份。 
3.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精轉學考入學之學生

及降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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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5學年度149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五：有關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 域、主修專長)師資職前教育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七條及第十條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因補修學分所依據辦法名稱更改，故修正補修學分依據辦法名稱。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9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

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85

user
打字機文字



國立中山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師資職前教育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七、具下列資格之一，經本校審

認專門課程學分不足者，並經本

校同意，得依「國立中山大學隨

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補修

學分，以 2 年內完成補修及認

定： 
1、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

育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期限。 
2、本校畢業師資生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申請參加教育實習

之學科(領域、主修專長)，不符

教學現場課程需求，須轉認其他

相關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專門

課程。 
3、符合教育部 93 年 6 月 24 日

臺中(三)字第 0930072672A 號令

釋資格。 
 

七、具下列資格之一，經本校審

認專門課程學分不足者，並經本

校同意，得依「任教學科(領
域、群科)專門課程隨班附讀補

修學分實施辦法」補修學分，以

2 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 
1、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

育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期限。 
2、本校畢業師資生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申請參加教育實習

之學科(領域、主修專長)，不符

教學現場課程需求，須轉認其他

相關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專門

課程。 
3、符合教育部 93 年 6 月 24 日

臺中(三)字第 0930072672A 號令

釋資格。 

修正補修學分依據辦法名稱。 

十、本要點自 105 學年度起實

施，104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

之。 

十、本要點自 100 學年度起實

施，99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

之。 

修正實施年度及適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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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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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99 年 10 月 11 日 本校第 12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09 日 校長核定通過  

 100 年 06 月 13 日 本校第 128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07 月 12 日 校長核定通過  
 100 年 09 月 29 日 第 2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0 年 10 月 17 日 本校第 129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2 月 22 日 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228375 號函核定 
 103 年 04 月 17 日 102 學年度第 8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3 年 06 月 10 日 本校第 140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 年 06 月 26 日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30093387 號函核定 
 105 年 09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 
 105 年 10月 12日 本校第149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前教育之專門課程（以下

簡稱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認定作業，係依據部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

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之認定，以本校已開設並報教育部核定之專門課程為限，並由規劃培育

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之相關系所（以下簡稱各系所），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

域、群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下簡稱專門課程一覽表）及其實施要點之規定，

進行專業查驗，以認定符合該任教學科所需專業知能。如欲以該學科（領域、群科）分發實

習者（亦即以該科作為第一張教師資格），另需具備相關學系、輔系或雙主修資格。  
三、各系所辦理任教學科專門課程之審核認定，受理對象為本校師資生及學分班學員（含學士後

師資職前教育學分班學員、奉教育部核辦之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學員）。 
四、學生（員）修畢本校專門課程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學分，擬申請任教學科專門課程認定者， 

程序如下： 
1.師資生：於當年度實習前之最近一學期期中至師資培育中心網站下載認定申請表，並填列

符合報部核定之專門科目及已修畢科目、學分數，經師資培育中心初審後，交由相關系所採

認、核章，師資培育中心複審完成後，送至教務處註冊組核發專門科目證明書。 
2.進修學分班學員：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下載認定申請表，並填列符合報部核定之專門科目

及已修畢科目、學分數，經師資培育中心初審後，交由相關系所採認、核章，師資培育中心

複審完成後，送至教務處註冊組核發專門科目證明書。 
3.各系所受理學生（員）任教學科專門課程之認定申請，須確實審核其檢附之成績證明正

本，並依相關法令規定專業查驗認定之。必要時，得請學生檢具修習該科目之教學大綱及內

容進行審查。各系所之認定原則及作業要點得另定之，並送師資培育中心存參。 
五、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之採認及認定，應符合下列規定：  

1.學生（員）於他校修習之專門科目及學分，申請本校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之認定，其檢附

之成績證明須為教育部核定設立之大學（含國立空中大學）所開具。 
2.學生（員）申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之採認及認定，以其申請時向前推算 10 學年內所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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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科目及學分為限，惟提出相關領域從事教職、進修或卓越表現證明者，經師資培育中心

會議同意採認者不在此限。 
3.科目及學分數採認原則： 

(1)所修習之科目名稱及學分數與本校專門課程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學分相同者，得予採認；

科目名稱相近者，由該任教學科之培育系所認定之。 
(2)所修習之科目學分數超過本校專門課程一覽表規定之學分數者，依專門課程一覽表規定

之學分數採認；但如所修習之科目學分數未達規定之學分數時，則不予採認。 
(3)全年修習之科目祇修習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及格者，均不予採認。 
(4)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以不得相同或相似為原則，並不得重複採計學

分。 
(5)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者，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班別為限。 
(6)二專、三專及五專四、五年級修習之學分擬採認為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者，應符合本校

規劃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內涵，經相關系所審慎嚴謹辦理專業審核及採認。 
(7)依選讀辦法修習之課程學分擬採認為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者，以其具備正式學籍後已獲

抵免學分者為限。 
(8)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92 年 8 月 1 日）前已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申請任教學科專門課

程認定，各系所應以申請人「申請認定年度」時，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報經教育部最後

一次核定實施者為認定依據。 
(9)專門課程一覽表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以學生（含學士班、碩、博士班學生）取得師資

生資格之學年度本校適用之核定版本為認定依據。 
六、中等學校合格教師申請辦理其他任教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專門課程，符合教育部 93 年 6 月

24 日臺中(三)字第 0930072672A 號令釋資格，得持所修習之成績證明正本，經原畢業大學函

請本校，依相關規定辦理專門課程認定。 
七、具下列資格之一，經本校審認專門課程學分不足者，並經本校同意，得依「國立中山大學隨

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補修學分，以 2 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 
1、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期限。 
2、本校畢業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參加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主修專長)，不

符教學現場課程需求，須轉認其他相關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專門課程。 
3、符合教育部 93 年 6 月 24 日臺中(三)字第 0930072672A 號令釋資格。 
前項專門課程之認定，應以申請者申請認定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依

據。  
八、本校在校師資生及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其他任教學

科(領域、主修專長)專門課程，應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修習，以確認修習之專門課

程版本；未提出申請修習者，其專門課程之認定，應以申請認定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

施之專門課程為依據。 
九、修畢專門課程學分，經本校審查認定合格後，師資生得發給「修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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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分成績證明」；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

發給「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十、本要點自 105 學年度起實施，104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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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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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5學年度149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 

案由一：：關於 106 學年度本院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以下簡稱 EMPP）

招生時程，建請維持 105 年 8 月 15 日碩博士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版本，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有關106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時程暨簡章業已於105年8月15日碩博士

招生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另又於10月3日碩博士招生委員會再決議一次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時程，且與8月15日決議不同，先予述明。 

二、由於本校已於9月8日起於本校教務處招生網站公告8月15日碩博士招生委

員會決議之招生時程與簡章，迄今已逾一個月；且本院EMPP辦公室亦已

與教務處招生網頁同步公告招生簡章，並陸續寄發相關招生簡章宣傳，也

已有考生及畢業校友來電或親自洽詢考試事宜，此時再變更招生時程實有

不妥。 

三、且10月3日修正之招生時程，例如列印准考證日期及面試日期等，對於高

階在職專班在招生作業配合上有困難（如面試日期適逢228連假），基於維

護考生權益及顧及本校招生績效考量，建請維持原8月15日招生委員會議

之決議時程。 

四、依據105年10月5日本院高階公共政策碩士班105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員會

決議辦理。 

決 議：通過，面試時間維持於 106年 3 月 17-19日舉行，並請於相關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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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5學年度149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二：：關於 106學年度本院高階碩士學程在職專班(以下簡稱 EMBA)招生時程，

提請維持 105年 8月 15日碩博士招生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版本，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106學年度EMBA招生時程暨簡章業已於105年8月15日碩博士招生委員

會第1次會議已通過，並於9月8日起於本校教務處招生網站公告迄今已逾一

個月(如附件1)，先予述明。 

二、 有關本校於10月3日召開碩博士招生委員會第2次會議版本，另訂碩士在職

專班招生時程，會議提案及決議均未提及8月15日決議，爰應不能以10月3

日決議逕為適用EMBA招生時程。 

三、 又本院EMBA辦公室已製作並規劃年度宣傳文宣、廣告、招生說明會等相關

招生事宜，且陸續已有考生及畢業校友來電或親自洽詢考試事宜。鑑於10

月3日修正之時程，皆以碩士班一般生招生之考量，在印準考證日期(第7條

同等學歷考生資格審查時程)、面試日期(適逄228連假，且只有一日為週六

等)，都未考量高階經營班級的實際狀況，基於考生權益及本校招生績效考

量，建請應維持第一次會議決議時程。 

四、 本案於105學年度管理學院第1次院務會議(105年10月11日)通過。 

決  議：通過，面試時間維持於 106年 3月 17-19日舉行，並請於相關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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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8 月 15 日本校 106 學年度 
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國立中山大學 106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考試簡章 
《碩士在職專班─高階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時 程 

報  
名 

必 
要 
項 
目 

1.上網取得繳費帳號及報名

專用碼 105.12.1（四）中午 12:00～12.29（四）下午 5:00 
‧考生登錄完成後，務必再到報名系統【已完成報名登錄

者查詢】檢查確認個人報考資料，並留存流水號。（取得

流水號方為報名完成） 
‧報名資料依報考身分規定上傳（請參考參‧報名手續及

注意事項→四、應上傳(寄繳)資料） 
‧未於報名登錄時間截止前上網確認，後發現錯誤致權益受

損，考生應自行負責，概不受理更改或補救。 

2.繳交報名費 

3.相片上傳 
※限用證件相片檔案 

4.上網登錄報名資料 

5.上傳報名必要資料 

6.上傳備審資料及補登資料 105.12.1（四）中午 12:00～12.30（五）下午 5:00 
‧備審資料依專班規定（請參考貳‧專班招生資訊） 

寄   
件 

切結書※視報考學歷（力）需要 

推薦信※依專班規定 
掛號郵寄 105.12.30（五）止（國內郵戳為憑） 
自行送件 105.12.30（五）下午 5:00 止 

上網列印「應考證」 
※不另寄發，請自行列印 106.1.19（四）下午 5:00 起(預定) 

專班辦理面試 106.3.17（五）～3.19（日） 
詳細時間及地點，面試三天前於專班網頁公告 

第一階段 
（預定） 

公布 EMBA 篩選名單 106.3.14（二）下午 5:00 
上網補印成績單 106.3.16（四）中午 12:00 起 

申請複查 106.3.17（五）～3.19（日） 

第二階段 
（預定） 

公布榜單 106.4.11（二）下午 5:00 
上網補印成績單 106.4.13（四）中午 12:00 起 

申請複查 106.4.14（五）～4.16（日） 
正取生報到日期 106.4.19（三）～4.23（日） 

備取生遞補期限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 

退費支票寄出時程 106.5.31 前 

報名資訊 
招生資訊網：本校首頁/招生資訊/碩士班/高階學程在職專班 
報名系統：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招生考試報名系統/碩士班/高階學程在職專班 
教務處網址：http://oaa.nsysu.edu.tw/bin/home.php 

考生服務 
※考生報考資格等疑義得以電話或 e-mail洽詢，惟報考資格之認定仍以繳驗上傳之正式書面資料為準。 

Email: acad-a@mail.nsysu.edu.tw 【考生問題請多使用 e-mail 連繫】 
電話：(07)5252000 轉 2141、2148（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2:00、13:30-17:00） 
傳真：(07)525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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