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第 169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6 樓教務處微型教室線上視訊會議 

主席：林教務伯樵                            紀錄：陳湘芸  

出席：林教務伯樵、楊學生事務長靜利、賴處長威光(王組長玲瑗代)、賴院長錫

三、吳院長明忠、黃院長三益、邱院長文彬、杜主任佳倫、張主任瑞芝、

陳主任尚盈、謝所長榮峯、李主任志聰、周主任雄、莊所長承鑫、吳所長

明忠、李主任哲欣、李主任宗璘、鄺主任獻榮、張主任美濙、袁所長中新、

黃所長婉甄、謝主任耀慶、陳主任彥銘(黃所長婉甄代)、黃主任明新(陳副

教授妮雲代)、林主任芬慧、王主任昭文、紀所長乃文、王所長紹蓉、佘主

任健源(楊副主任慧芳代)、鄭主任源斌(陳助理姝蓉代)、陳所長信宏、胡所

長念祖、陳所長孟仙、李主任澤民、李所長慶男、莊所長/主任雪華(鄭主

任雯代)、鄭主任雯、江主任政寬、蔡主任俊彥、羅主任凱暘、王主任以亮、

洪所長世謙(楊助理教授士奇代)、陸主任曉筠(謝副教授如梅代)、楊副教

授郁芬、張副教授中、王助理教授復康、童副教授永年、林學生代表聖曜、

何學生代表品萱 

列席：謝副教務長東佑、高秘書瑞生、黃組長敏嘉、謝組長佳蓁、郭主任建成(巫

研究助理敘竹代) 

請假：王研發長朝欽、朱產學長安國、范院長俊逸、洪院長慶章、王院長宏仁、

盧主任莉茹、楊所長婉儀、江主任友中、羅主任春光、鄭所長光宏、薛所

長佑玲、彭主任昭暐、郭主任紹偉、彭所長渰雯、薛主任憲文、陳主任慶

能、吳主任世傑、陳主任美華、張所長顯超、劉所長正山、郭主任育仁、

邱副教授敬貿、張教授揚祺、劉副教授叔秋、謝學生代表凱淇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報告事項： 

ㄧ、前(168)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確認。-------------------------------------1-3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4-39 

肆、提案討論： 



ㄧ、有關新增本校「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修畢在職教師

雙語次專長增能學分班學分證明」及「修畢雙語教學次專長學分證明」格

式，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40-50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有關補正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門課程「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規劃，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51-57 

    決議：照案通過。 

三、擬修訂本校學位考試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58-64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校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與行政管理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擬授予

學位中、英文名稱、證書註記等規定(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

處註冊課務組、機電系、亞太所)---------------------------------------------65-75 

    決議：照案通過。 

五、本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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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註冊課務組)--------------------------------------------------------76-107 

    決議：「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十三點第 5 項俢正為「首次開設

之遠距教學課程應於當學期結束後辦理數位課程評鑑，檢核遠距教

學課程教學成效。之後每三年為一週期辦理數位課程評鑑，評鑑報

告應送教務處審查，以做為課程是否續開之依據。若該課程通過教

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則認證期間無須辦理本校數位課

程評鑑。依前揭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修正後，

餘照案通過。 

伍、散會：下午 3 時 50 分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69 次教務會議 
前(168)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本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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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附件六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文學院課程

「Python 基礎程式設計」，中英文課名修正為「基礎程式設計應用」，

修正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照案實施。

二、「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實施細則」暨「英語實踐

歷程檔案計畫」修訂案，擬適用於 110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提請

審查。

(提案單位：教務處、西灣學院） 
決議：學士班學生申請參加英語實踐歷程檔案認證，在學期間參加條文中規

定之英語學習相關活動且達標者，獲得相對應之認證點數中原訂認證

點數 2.5 點修正為 2 點，原訂每週集點上限為 25 點修正為每週集點上

限為 20 點，修正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修訂後實施。

三、擬訂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須知(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選課說明加註「全英語學士專班(分組/班)學生應選修全英語之跨院選

修及博雅向度課程。」，修正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四、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五、擬修訂本校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之「轉系審查標準」(草案)，詳

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各學系、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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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擬修訂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之「中山高醫學士班轉校審查標準」

(草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各學系、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七、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各學制擬修訂及新訂授予學位名稱、授予要件暨證書

註記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相關系所）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八、本校各學制修訂暨新訂 110 學年度學生申請適用之「輔系科目學分表」(含
學士班跨校)，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各學系、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九、本校各學制修訂或新訂 110 學年度學生申請適用之「雙主修接受名額及申

請修讀標準」(含跨校)，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各學系、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十、「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修訂案，提請審查。

(提案單位：教務處、西灣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十一、因應本校 110 學年度新設全英語專班，擬於「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

程架構」及「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增列條文案，提請審

查。

(提案單位：教務處、西灣學院） 
決議：增列條文「本校全英語專班學生應選修全英語之跨院選修及博雅向度

課程。」修正為「本校全英語專班(分組/班)學生應選修全英語之跨院

選修及博雅向度課程。」，修正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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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依會議決議修訂後實施。

十二、有關抵免「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課程並修正「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

院辦理學生通識教育課程抵免學分審查原則」案，提請審查。

(提案單位：西灣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110-1 學期實施，預計於 11 月底前完成游泳會考，並將抵免

通過名單後送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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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69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工作報告 

註冊課務組 
一、109學年度第2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共150人(前一學年度同期為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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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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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04 6 51 42 99 7 53 36 98 9 66 

逾期未註冊 8 22 2 32 4 29 2 24 3 27 2 34 

修業年限屆滿  5 2 29  6 4 25  4 4 27 

應令休學且休學期滿           1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二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3  2  3  1 - 1  2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8  5  6  15 - 10  5  

未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  1     - 2     

總計 
43 132 17 112 55 134 29 104 50 129 23 127 

175 129 189 133 179 150 

學業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11 1 7 0 9 0 16 2 11 0 7 0 

6.86% 5.43% 4.76% 13.53% 6.15% 4.67% 

學籍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32 131 10 112 46 134 13 102 39 129 16 127 

18.29
% 

74.86
% 

7.75
% 

86.82
% 

24.34
% 

70.9
% 

9.77
% 

76.69
% 

21.79
% 

72.07
% 

10.67
% 

84.67
% 

基準日在校人數 9425 9019 9563 9132 9706 9302 

應退佔在校人數比重 1.86% 1.43% 1.98% 1.46% 1.84% 1.61% 

二、109學年度第2學期總休學人數924人，總退學人數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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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185 399 211 10 232 1037 
107-2 194 400 212 10 222 1038 
108-1 191 403 220 3 236 1053 
108-2 184 395 232 5 223 1039 
109-1 185 395 220 4 211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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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學制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 暑碩專班 博士班 合計 

109-2 186 361 198 4 175 924 

總退學 
人數 

107-1 98 118 55 2 23 296 
510 

107-2 44 95 34 0 41 214 
108-1 118 111 59 1 28 317 

560 
108-2 52 95 36 0 60 243 
109-1 140 104 63 2 31 340 

585 
109-2 55 95 50 0 45 245 

三、為降低學士班學生因學習情況不佳而應令退學之比例，本處彙整現行學習

預警及輔導措施如列表，請各學系及導師配合加強學生輔導。 
預警及輔導措施 說   明 業務單位 

期初預警 針對歷年學業成績有 1/2 不及格(含)以上名單，每學期初由教務處發

文各系所轉知導師關懷學生學習狀況。【110-1 期初預警 336 人】 

註冊課務組/
各學系 

導師晤談 

每學期諮職組檢附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1/2 不及格學生之「導師晤談

表」，轉交給相關學生之導師，請導師協助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視

學生意願與特殊情況，轉介諮職組輔導。【109-2 學業成績 1/2 不及格

60 人】 

諮職組/各學

系 

期中預警 

每學期教務處彙整學士班授課教師提供學生因期中學習狀況不佳達

2科以上，發文各系所轉知導師、學生家長及學生，俾利進行期中學

習預警及相關之輔導，期使降低導致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可能性。

【109-2期中預警266人】 

註冊課務組/
各學系 

補救教學 
教發中心每學期初函請各學系申請開授學習輔導角落暨補救教學課

程，並依當期經費狀況核撥予課程補助款。【109-2 開設 32 門補救

教學課程】 

教發中心/各
學系 

學業高關懷名單 

註冊課務組篩選已有 2 次 1/2（2/3）不及格且當學期又被期中預警的

學生，於學期中建立高關懷名單，函請學系及導師加強輔導（如建

立客製化之課輔機制），並回復輔導情形。【109-2 建立學業高關懷名

單 28 人】 

註冊課務組/
各學系 

四、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士班『期初預警』總人數336人，業將學生歷年學業成

績曾有二分之一不及格紀錄分送各系所。107-1101學年度期初預警人數統計

如下表： 

五、110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需通過「英語能力標準」畢業門檻1357人，統

計至10/3止，完成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人數571人（42%），本組將E-mail尚
未完成認證同學名單，並提供各學系協助提醒學生儘速通過英語畢業門

學期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得適用學業退學標準人數 384 365 323 353 313 315 271 
不適用學業退學標準人數 29 105 71 96 82 107 65 
期初預警總人數 413 470 394 449 395 422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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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俾能順利畢業。 
六、109學年度第2學期因屬教師之失誤而需更改成績者，經由系所務會議通過

後，迄10月14日送交教務處彙整共計32件(如附件二)，包括：化學系1件、

機電系1件、資工系1件、資管系3件、社會系26件。其中牽涉及格與否者，

共計1件。 
七、109學年度第2學期核准轉系所(110學年度第1學期轉入)學、碩士、博士班共

56人，其中3人為碩士班，1人為博士班轉所，核准名單已於教務處公告。 
轉系所核准人數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學士班 44 47 52 52 
研究所 4 5 8 4 

八、中山高醫學士班學生轉校事宜：110學年度本校學士班學生申請轉入高雄醫

學大學核定通過1人，高雄醫學大學學士班學生申請轉入本校核定通過4人。 
學年度 轉入 

學校 申請人數 核定人數 原就讀系所 轉入系所 

108 

高雄醫學大學 0 -- -- -- 

中山大學 4 4 

護理學系 應用學數系 

醫務管理暨醫

療資訊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醫務管理暨醫
療資訊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醫務管理暨醫
療資訊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109 

高雄醫學大學 2 
(3 人次) 1 生物科學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中山大學 4 
(6 人次) 4 

香粧品學系 化學系 

香粧品學系 化學系 

醫務管理暨醫
療資訊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護理系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110 

高雄醫學大學 2 
(3 人次) 1 中國文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 

中山大學 6 
(9 人次) 4 

呼吸治療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醫務管理暨醫
療資訊學系 
醫務管理暨醫
療資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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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轉入 
學校 申請人數 核定人數 原就讀系所 轉入系所 

公共衛生學系 

九、110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修讀輔系及加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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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學年度本校學生修讀輔系、加修雙主修核准人數統計如下表： 
本校學士班核准名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輔系 37 27 20 44 29 
雙主修 16 16 19 37 11 

 
本校碩士班核准名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輔系 -- -- 0 0 0 
雙主修 -- - 1 4 0 

(二)106-110學年度中山高醫兩校跨校輔系、雙主修核准人數統計如下表： 
跨校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中山跨高醫輔系 1 3 6 9 8 
中山跨高醫雙主修 5 4 2 3 2 
高醫跨中山輔系 2 1 3 2 1 
高醫跨中山雙主修 4 1 5 3 1 

(三)106-110學年度臺灣綜合大學聯盟學校跨校輔系及雙主修，核准人數統計

如下表： 
跨校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中山跨成大輔系 2 2 -- 1 0 
中山跨成大雙主修 2 -- 1 -- 1 
中山跨中正輔系 1 1 -- -- -- 
中山跨中正雙主修 -- 1 -- -- -- 
中興跨中山雙主修 -- 1 1 -- -- 

十、110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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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核准名單已公告本處網頁，近5學年核准人數統計如下表： 

學系所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第 1 學期 

中國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生物科學系      
化學系  1 2(*1) 2(*1) 1 
物理學系 8(*5) 5(*1) 5(*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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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所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第 1 學期 

應用數學系    (*1)  
生物醫學研究所  1    
醫學科技研究所    1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2  2   
電機工程學系 6  2 3 1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1) 3(*1) 2(*1) 
環境工程研究所  1  3 2(*1)  
資訊工程學系   1 2(*1)   
通訊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學系 3 2 3 3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1 2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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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1  1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1)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1     
海洋科學系   (*1) (*1) (*1)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

學程 
  2   

政治學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合計 23 12 29 21 7 
*外加名額 

十一、110學年度第1學期初選前課程大綱登錄比重為92.90%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為95.28%)，加退選階段開始前之登錄比重為94.59 %，加退選階段結束

（10/7）之登錄比重為97.68%（109學年度第2學期為97.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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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109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及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結果，本處已

於開學前以中教發字第1100700735號函知各一、二級學術單位，請其轉知

所屬教師上網查詢，俾為本學期課程規劃及授課參考。 
十三、本處已於本學期開學前以中教發字第1100700869號函知有關本校教學問

卷即時回饋系統，可供教師於學期中隨時進行教學問卷調查，亦可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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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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lcrs.nsysu.edu.tw/menu5/tchpass.asp?eng=0)。 
十四、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日期為10/8-10/21，為維護學

生權益，本處前已以海報及電子郵件通知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 
十五、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申請修讀整合學程線上申請流程，會送系所

主管及學程主任於線上簽核，截至110/10/15已有749位核准修習，在校生共

1129位修習學程。 
十六、110學年度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計40人(前一學年度為38

人)，含外文系5人、音樂系3人、生科系1人、化學系1人、物理系1人、應數

系3人、電機系3人、機電系4人、資工系3人、光電系1人、材光系3人、企

管系4人、財管系2人、政經系5人、社會系1人。 
十七、本校新開發「學位論文提交系統」自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研究生

之學位論文增加線上提交功能，學生於畢業離校前須完成上傳論文定稿相

關資料(包含論文定稿之「原創性比對結果報告」、已簽名之「研究生學位論

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已簽名之「論文公開授權書」)，經指導教授

審核通過，並完成線上離校手續始可領取學位證書。 
十八、本處曾於109年4月29日本校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提案通過建

請各系所自109學年度起將博士班本國學生赴國外進行交流納入畢業條件

之修業規範。截至目前尚未訂定之系所如下：文學院外文系博士班、理學

院除醫科所外各博士班、海科院各博士班，請儘速規劃修正。 

招生試務組 
一、111學年度本校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結果，業經教育部110年7月21日臺

教高(四)字第1100094606號函暨110年7月28日臺教高(四)字第1100096538E
號函核定，同意增設： 

(一)國際經營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二)臨床醫學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二、管理學院辦理110學年度「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春季班）」

連續招生申請案，業經教育部110年8月18日臺教高(四)字第1100086535號函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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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學年度本校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業經教育部110年8月25日臺教高（四）

字第1100109353號函核定，招生名額55名。 
四、為提升招生作業行政效率暨品質，使各項招生試務作業順利進行，本組完

成更新「招生試務作業說明手冊」，並業於9月13日召開「111學年度招生作

業流程說明會」，就招生試務工作重點進行說明及交流，共計60人參加。 
五、本校承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1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訂

於 110 年 10 月 23 日（六）辦理，本校負責高雄（二）考區，分區設於

道明高中及高雄高中，上、下午兩場次共計 134 個試場，4,771 名考生應

試。 

招生策略辦公室 
一、本辧公室於學生、家長及高中師長常用之社群平臺FACEBOOK，在2021年8

月14日至21日(指考選填志願期間)加強曝光本校招生資訊，投放對象為

15-55歲，全台各縣市的使用者。投放貼文為「中山大學冷知識知多少」(如
下圖左)，透過趣味小測驗傳遞本校多元特色，如：特色體育課程、隧道等，

並提供本校獨家禮品(如下圖右)做為誘因。截至2021年9月27日，觸及人數：

10,004、互動次數：1,162、連結點擊次數：316、貼文分享次數：47；主要

曝光平臺為行動版插播影片(2,882次)、行動版應用程式動態消息（2,312次）

年齡層多落在18-24歲之間（佔整體使用者57.2%）為目標對象，觸及人數

以臺北最多1,368人，次為高雄1,324人、臺中1,102人次之。 

二、為加強宣傳本校研究所之特色，與遠見再次合作「2022研究所數位專題特

刊」，已於9月24日上線，本次研究所指南以「借疫使力人才突圍躍競」為

主題，本辦公室以結合COVIE-19疫情相關之研究，邀請醫學科技研究所楊

閎蔚老師介紹本校研究所特色。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與數位化的發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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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習慣的改變，線上雜誌將能夠提供更高的曝光效果，亦能結合本校各學

術單位的宣傳平臺，如：網頁、電子報、FB及IG粉絲團等，同步密集曝光，

提升優秀研究人才認識本校研究所之學術能量，進而報名及選擇本校就

讀。高教專題本校文章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82447(截至10
月3日線上瀏覽數6,600。)，另同步於遠見2022研究所指南網頁曝光，網址： 
https://education.gvm.com.tw/graduate/2022/。 

（高教專題QR Code） （遠見2022研究所指南QR Code） 

三、本處預計於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與學務處合作辦理「OPEN HOUSE
活動」，邀請全國高中生（含經濟及文化弱勢學生）蒞校參與活動，人數約

500人。活動安排包括專業課程及體驗課程（詳如下表），感謝各共學群及

學系的參與。活動期間每位學員均需參加一場專業及體驗課程，期能藉課

程參與認識本校的豐富教學資源及特色，建立對本校的正面印象，並將經

驗帶回高中端與同儕分享。 
專業課程 體驗課程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沉浸式體驗 ORCA-STEAM 
海域活動(獨木

舟) 
海域活動(獨木

舟) 
表達藝術與高齡

照護 中文系 海域活動(趴板) 海域活動(趴板) 

食品安全 劇藝系 射箭 射箭 
企業永續及地方

創生 應數系 第二體適能中心 第二體適能中心 

音樂系 電機系 登山街 60 巷的記

憶 
登山街 60巷的記

憶 
化學系 光電系 柴山彌猴生態 柴山彌猴生態 
機電系 材光系 大漁旗絹印 大漁旗絹印 

海洋科學院 企管系 物理系-物理演示

活動 
物理系-物理演

示活動 

四、為多面向及加強宣傳本校「全英班系所及雙語化教學」，擬與ICRT廣播合作

宣傳，ICRT主要聽眾為30-49歲的白領上班族，該族群不僅重視生活品質，

同時對於子女的教育學習及自身在職進修的關注度也較其他族群高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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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本校極力爭取的目標族群。初步規劃宣傳內容包含節目專訪1次、DJ
節目口播共4次、ICRT 網站Banner露出一個月、廣告檔次100檔，於9點到

24點時段輪播。規劃於學測考試後，選填志願期間(暫定2022年4月至5月)
播出。 

五、為使潛在學生對特殊選才入學管道的選才宗旨、各學系期待的特殊專才及

準備方向有更清楚的瞭解，本年度辦理3場說明會活動（詳如下表），期能

增進與會家長與高中生對感興趣學系的認識，及了解本校之跨域創新學習

藍圖、國際交流機會、豐厚獎學金等。另除了三場次皆會播放招生影片外，

亦規劃於第二與第三場次，播放本校特色宣傳影片，吸引未來學生認識本

校的海域特色活動，以及獨有的彌猴生態介紹，傳遞本校與大自然共榮之

正面形象。 
說明會 時間 地點 主講人 

第一場：實體會議與

Facebook 粉絲團線上

同步直播 

2021 年 10 月 02 日(六) 
15：00-17：00 

西灣

學院 

招生策略辧公室-郭建

成主任 
化學系-李志聰主任 
資工系-陳坤志教授 
劇藝系-李岳澄同學 
資工系-許家愷同學 
社會系-張嘉和及廖惠

玲同學 
第一場次業已於 10/2 辦理完畢，截至 10/3 止，影片觸及人數 4,902、互動次數

1,088、影片觀看次數 2,091；觀眾多來自高雄 (665 次)、新北市 (259 次)、台北 
市 (246 次)、台南市 (217 次) 及台中市 (196 次)，網路效益持續發酵中。 
第二場：Facebook 粉

絲團線上直播 Q&A，

及特色海域活動介紹 

2021 年 10 月 04 日(一) 
12：00-13：00 

微型

教室 

招生策略辧公室-郭建

成主任 
劇藝系-李岳澄同學 

第三場：Facebook 粉

絲團線上直播 Q&A，

及彌猴生態介紹 

2021 年 10 月 12 日(二) 
12：00-13：00 

微型

教室 

招生策略辧公室-郭建

成主任 
劇藝系-李岳澄同學 

六、本校首創於110年「指引西灣未來之星：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診療室」第

一梯次圓滿結束(收件日期至110年6月30日)，共收到32校100件高中自主學

習計畫。本處並於活動結束後進行活動滿意度調查，共46人填寫問卷，整

體滿意度總平均得分為4.5分，高中師生對於本活動執行回饋均為正向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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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感謝各系所教師與承辦同仁的協助。本活動第二梯次刻正進行收件(9
月22日至11月15日)，預計收100件高中自主學習計畫，並以偏鄉離島高中為

重點服務高中。 
七、有關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協助高中彈性學習時間「微課程」，開課情形如

下，感謝各學系教師協助。 
(一)實體授課： 

對象：高雄高中、高雄女中、鳳新高中、高師大附中、本校附中、新莊

高中高一高二學生。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課程周期 

光電工程學系 于欽平副教授 光有知識還不GO 第一梯次 

生物科學系 江友中教授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生物學初探 第一梯次 

生物科學系 張學文教授 哺乳動物 第一梯次 
財務管理學系 鄭義副教授 影響力投資 第一梯次 
政治經濟學系 李明軒副教授 讀經濟學人學經濟 第一梯次 
人文暨科技跨

領域學士學位

學程 
楊政融助理教授 永續創新設計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劇場藝術學系 劇藝系教師團隊 基礎戲劇表演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機電系教師團隊 智慧機器人與綠能

科技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化學系 化學系教師團隊 現代化學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二)數位課程： 
對象：楠梓高中、左營高中、三民家商高一高二學生。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西灣學院 蔡俊彥教授 AI程式設計 

電機工程學系 陳昶孝助理教授 半導體製程概論 

八、大學招生專業化： 
(一)因應108課綱實施，大學考試招生需配合連動調整，本處於110年7月22日

舉辦「挑戰考招新制&108課綱金頭腦·NSYSU限定」機智問答(截止日期

為9月30日)，期藉由透過測驗強化本校教職同仁對教育改革之認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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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次數為591次(統計至9月6日)，請本校各學系可於學系會議時，提供

與會教師作答，以強化對考招新制的瞭解。 
(二)有關本校「109-110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期中成果報告業110

年8月2日函報教育部審查。 
(三)有關111學年度個人申請評分方式將與過往經驗不同，本處為瞭解學系教

師及行政同仁對「學習歷程評分輔助系統」的使用經驗，於8月9日以電

子郵件進行使用者經驗調查(統計至8月24日)，計52人次填答，對於該系

統整體滿意度總平均得分為4分。對111學年度個人申請使用「學習歷程

評分輔助系統」的看法為36人(69.2%)支持、13人(25%)沒意見及3人(5.7%)
不支持。 

(四)有關111學年度個人申請「校系分則」暨「書面審查評量尺規」填寫方式，

本處特製各學系相關分析(如下)，提供學系參考使用，並於110年9月2日
召開線上說明會，與會人數計23學系71人。請各學系於9月13日將需回傳

之資料回覆相關承辦單位。 
  1. 大學申請入學一階審查標準制定策略與分析。 
  2. 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採計成績與入學後之學業表現相關分析。 
  3. 競爭校系一階審查標準。 
(五)承上，本處受學系及學院請託，業協助中文系、劇藝系、海資系及化學系

客製進階校系分則分析，並預計於10月12日至工學院院務會議、10月29
日至理學院院導師會議進行學院招生策略報告，以協助學系及學院精進

招生策略。 
九、110學年度第二梯次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經僑務委員會及教育部審

後，業於110年8月16日公告新生(確定入學)名單。總計報名人數119人，較

109學年度81人，增加38人(46.91%)。錄取人數36人，較109學年度28人，增

加8人(28.57%)。107至110學年度僑生「單獨招生」申請人數與錄取人數比

較如下表：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第一梯次 
109 學年度 
第二梯次 

110 學年度 
第一梯次 

110 學年度 
第二梯次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僑生 

申請人數 7 11 12 23 29 52 18 81 48 67 5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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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第一梯次 
109 學年度 
第二梯次 

110 學年度 
第一梯次 

110 學年度 
第二梯次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人數 合計 
港澳生 
申請人數 4 11 23 63 19 68 

僑生 
審查合格 5 

6 
10 

16 
23 

32 
15 

56 
31 

38 
17 

55 
港澳生 
審查合格 1 6 9 41 7 38 

僑生 
錄取人數 4 

5 
8 

13 
17 

22 
10 

28 
21 

25 
11 

36 
港澳生 
錄取人數 1 5 5 18 4 25 

十、111學年度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簡章業於110年9月2日公告本校官網及

海聯會各校單獨招生專區，重要招生日程表如下表。為使本校僑生招生管

道能順利傳遞至海外高中，己郵寄相關簡章及招生簡報至海外93所高中（馬

來西亞58所、香港18所、澳門17所），並透過Facebook及Instagram平台於本

校招生粉絲專頁同步宣傳增加曝光率，吸引海外優秀學子赴臺就讀本校。 

單招管道 學校推薦 
個人申請 

第 1 梯次 第 2 梯次 

網路報名

時間 

學校端： 
推薦名單請於 110 年 9 月 23 日

（四）前提供 

學生端： 
110 年 9 月 27 日（一）9:00 起

至 10 月 4 日（一）12:00 止 

110 年 10 月 8 日（五）9:00 起 
至 10 月 18 日（一）12:00 止 

111 年 5 月 18 日（三）9:00 起 
至 5 月 27 日（五）12:00 止 

審查資料

上傳截止

時間 

110 年 10 月 4 日（一）16:00
止 

110 年 10 月 18 日（一）16:00 止 111 年 5 月 27 日（五）16:00 止 

公告審查

結果名單 
110 年 10 月 28 日（四）16:00 110 年 11 月 17 日（三）16:00 111 年 6 月 24 日（五）16:00 

正取生報

到及備取

生遞補意

願登記 

110 年 11 月 1 日（一）起 
至 11 月 11 日（四）止 

110 年 11 月 22 日（一）起 
至 11 月 29 日（一）止 

111 年 6 月 29 日（三）起 
至 7 月 6 日（三）止 

公告正式

錄取名單 
1.預定第一梯次 111 年 2 月 24 日（四）、第二梯次 111 年 8 月 16 日(二) 
2.依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審定後公告，海聯會將不再進行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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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擬配合本年度本校僑生單招個人申請第一梯次時程，製作國立中山大學

宣傳影片，介紹本校學術亮點與成果、科系特色、生活環境、華語文輔導

措施及獎助學金等，同時蒐集常見問題並提供解答，並邀請本校各學系僑

生同學分享在校學習與生活心得，使對本校有興趣之考生，能夠更深入瞭

解本校學系。 
十二、本校預計參展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博覽會將以110 學年度報名海

聯會人數前5名之僑居地：香港、馬來西亞、澳門、印尼及緬甸為主題，推

出專屬5大僑居地之「線上教育展」，本校將針對香港、馬來西亞、澳門及

印尼4個區域，為個別僑居地量身打造專屬招生亮點及優勢，為海外招生宣

導活動創下佳績。此博覽會將涵蓋以下6個單元，本校預計之參與宣傳方式

說明如下表： 
參展單元 展覽時間 內容說明 參展宣傳方式 
參展學校 
簡介頁面 

2021年 11月起至 2022年
10 月止（全年度） 

學校專屬頁面：  
1.學校簡介  
2.優秀校友  
3.招生亮點  
4.強打系所  
5.影音專欄  
6.獎助學金  
7.線上即時通訊  
8.IOH 連結 

利用海聯會網

站所提供之學

校列表，連結至

本 校 簡 介 頁

面，藉由左列項

目內容讓僑生

更加了解中山

大學，吸引更多

優秀僑生入學。 
熱門校系 2021年 11月起至 2022年

10 月止（全年度） 
以 5大僑居地報名學生於

「個人申請」及「聯合分

發」管道選填熱門校系列

表，並連結學校簡介頁面

及名額查詢系統。 

海聯會將依大

數 據 內 容 呈

現，提高本校熱

門校系海外曝

光度。 
升 學 講 座 
放映室 

2021年 11月起至 2022年
3 月完成首播（視參展學

校數而訂） 

於 5大僑居地個別線上教

育展網頁嵌入式影片播

放器，依「首播節目表」

進行播放。  
（1 支影片為限；首播時

間順序綁定學校匯款順

序，至 11 月 1 日上線前

未提交影片將順延首播

時間）  

將採取預錄影

片的方式，參展

香港、馬來西

亞、印尼、澳門

等僑居地的線

上教育展，宣傳

本校教學品質

及就讀本校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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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學 透 視

鏡 
2021年 11月起至 2022年
10 月止（全年度） 

於 5大僑居地個別線上教

育展文章專區，內文版面

將連結學校簡介頁面。 
（2 篇文章為限；文章版

面順序綁定學校匯款順

序，至 11 月 1 日上線前

未提交文章將順延版面

位置） 

精選專屬僑居

地招生宣導文

章或報導 2 篇，

吸 引 僑 生 點

擊，進而連結至

本校學校簡介

頁面。 

升學指南 2021年 11月起至 2022年
10 月止（全年度） 

1.於 5 大僑居地個別線

上教育展置入「升學

指南電子書」下載連

結。  
2.每校可於電子書中以

2 頁版面呈現學校資

訊，並開闢不同僑居

地專屬招生亮點欄

位。 

以 2頁版面呈現

本校亮點，展現

本 校 學 術 成

果、國際排名等

成果，藉以宣傳

本校專業品牌

形象。 

我 要 去 臺

灣 
2021年 11月起至 2022年
10 月止（全年度） 

報名期間之行動號召，連

結報名系統、簡章下載、

名額查詢系統及各國專

區等網頁 

由 海 聯 會 建

置，提供僑生報

名相關資訊。 

 
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一、全英語教學相關計畫 
(一)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The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BEST)」重點培育學校計畫，第一期計畫以

5年為期，分2年及3年兩階段推動，本次核定第一年(110學年度)補助經費計

新臺幣5,800萬元整，執行期間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 
(二)教育部「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南區雙語教育區域教學資源中心」(Southern Reg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Bilingual Education)兩年期計畫，補助金額共1,651萬
元，並與文藻大學共同合作推動，提供南區大專校院全英語教學訓練資源

網絡及訓練課程。「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揭牌典禮於9月27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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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貴賓包含教育部、中山大學、文藻外語大學、美國在台協會、學術交

流基金會及高雄市教育局等單位重要人士。 
(三)海軍官校EMI師資培訓計畫 

海軍官校委託本校辦理該校全英語授課課程師資培訓認證計畫，本校獲補

助420萬元，執行期程110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將透過本校EMI相關

資源，建立該校EMI師資培訓機制、辦理工作坊及教師社群、教學演示及觀

課、及分享本校EMI線上課程等，提升該校教師EMI授課知能及技巧。 
(四)Fulbright Specialist Program 

為強化台美教育交流，AIT與本校合作於明年度邀請美國知名大學學者蒞校

進行短期交流，針對本校雙語化學習計畫、南區雙語教育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師資培訓暨認證機制、以及EMI線上課程等提供諮詢與建言，未來可望

延續合作關係，協助檢視本校雙語計畫並加強國際交流。 
(五)本校教師全英語教學資源與配套 
  1.國際學術論壇：教務處教發中心與西灣學院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於9月29

日合作舉辦「國際學術論壇：臺灣雙語教育的挑戰、策略與契機」，因應

疫情發展，本活動改以全線上模式舉行。本活動邀請來自美國、日本以及

臺灣專家學者共同研討如何建構全面化的雙語校園環境、提升多元文化意

識以及精進全英授課與學習策略，活動共185人參與。 
  2.OPEN (Online Professional English Network) Program：提供母語非英語的

教育者創新教學法，課程採線上模式，並可與美國大學教授互動，提供與

全世界教育者一個專業交流網絡，通過課程要求後，授予電子證書。本校

共14位教師參與Ohio University於9月開設的EMI秋季班課程，8/23~9/17
辦理orientation，正式課程於9/28~11/23舉行。 

  3.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之EMI線上課程(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課程

內容分為8個模組，共計約40小時，本校共17名教師參與課程，課程於

8/16~12/5進行，除了線上課程外，另外邀請本校具備EMI經驗之教師組成

tutor團，教發中心每個月定期舉辦一次聚會，邀請tutor針對模組主題設計

活動帶領學員進行討論、共同交流，進一步產生最佳範例(best practices)，
協助校內教師進行EMI課程設計，提升EMI教學能量。 

  4.全英語授課教師社群：110學年度預計舉辦4場教師社群活動，搭配劍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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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線上課程(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交流活動辦理，本學期四場活動時間

與邀請講師如下表，歡迎本校所有教師參加。 

場次 時間 講師 

1 10/7(四)14:00~15:30 
趙可卿助理教授(西灣學院) 
林渝亞助理教授(化學系) 

2 10/28(四) 14:00~15:30 施智閔副教授(外文系) 

3 11/25(四) 14:00~15:30 
徐淑瑛教授(外文系) 
陳瑞華助理教授(西灣學院) 

4 1/6(四) 14:00~15:30 
李香蘭教授(西灣學院) 
陳瑞華老師助理教授(西灣學院) 

  5.EMI師資培訓課程：為培植本校教師EMI教學能量，本學期起將建立教師

EMI培訓暨認證機制，內容分為「基礎」、「進階」、「高階」三個等級，培

訓細節規劃完畢後，將公告周知。 
  6.EMI教學助理培訓：配合本校雙語化學習計畫，為提升教師授課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本學期將辦理EMI教學助理培訓，對象包含本校英語能力優

秀之本國生以及外籍生，EMI教學助理培育可望協助提升教師教學成效，

本學期預計舉辦培訓課程有「課室語言與發音」以及「跨文化溝通」，待

確認講師人選後，將公告辦理細節。 
(六)本校於10/1(五)12:10-13:00於西灣學院廣場辦理「時勢造英雄-110學年度電

機、機電及化學系全英語專班大一新生說明會」，由林伯樵教務長、李香

蘭副院長、西灣學院外籍業師Andy介紹本校英語相關學習資源，參與學

生共計45位。 
(七)各系所全英語課程經費補助 
  1.依本校全英語教學實施計畫，符合以下條件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可由系所申

請經費補助。 
   (1)大學部：學系開設2學分以上之講授類必修全英語授課課程(不含分組必

修)，每開設1門課程，以5點計算。教師如支援外系開課，教師所屬學系

及開課學系各採計2.5點。 
   (2)研究所：系所每開設1門講授類全英語授課課程以1點計算， 110學年度

合計超過6點(含)可申請補助，至多補助10點。文學院所屬系所開設1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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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即可申請補助。每門課程修課人數至少5人。 
   (3)申請補助之課程應符合教師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回收率達70%，且6成以

上填答學生認為英語授課時數佔全授課時數80%以上。 
  2.110學年度已開放系所申請課程經費補助，截至10月3日系所申請及初審結

果如下： 

學院 系所 
 大學部 研究所 

110-1 110-2 110-1 110-2 
申請課程 初審通過 申請課程 申請課程 申請課程 

文學院 
劇藝系 0 0 0 1 0 
藝創所 - - - 1 0 
哲學所 - - - 1 1 

理學院 

物理系 2 2 3 3 4 
化學系 4 3 6 6 4 
生科系 0 0 0 4 0 
應數系 1 1 0 3 3 
生醫所 - - - 5 6 
生技醫 - - - 3 3 
精準醫 - - - 4 3 
醫科所 - - - 4 2 

工學院 

電機系 5 5 3 5 5 
機電系 9 8 0 5 0 
資工系 2 2 1 5 5 
材光系 4 4 4 9 9 
光電系 2 1 3 4 4 
環工所 - - - 5 4 
通訊所 - - - 3 4 

管理學院 

企管系 9 3 4 9 8 
財管系 1 0 2 3 3 
資管系 2 2 2 3 4 
公事所 - - - 4 3 

海科院 

海科系 1 1 0 7 0 
海資系 0 0 0 6 5 
海工系 1 1 0 0 0 
海保所 - - - 3 3 

社科院 
政經系 2 2 1 - - 
經濟所 - -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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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大學部 研究所 

110-1 110-2 110-1 110-2 
申請課程 初審通過 申請課程 申請課程 申請課程 

教育所 - - - 5 0 
政治所 - - - 6 10 
亞太所 - - - 4 2 

西灣學院 人科學程 1 0 0 - - 
總計 46 35 29 123 99 

註：110-1學期大學部課程初審標準：2學分以上必修講授類課程；研究所課程初審標

準：5人以上選課之講授類課程。 

 本(110-1)學期大學部課程已於開學前先行核撥補助金額；研究所課程如

系所前一學期未獲經費補助，且符合開設課程數規定者，可專案簽請教

務長同意先行核撥補助經費。惟若系所開課未符合前述教學意見調查等

規範，將全額收回該筆補助經費。 

二、學院整體計畫 
(一)本校學術單位自我評鑑目前已有31個單位完成實地/線上訪評，請辦理完

畢之系所持續完成自我評鑑結果改善規劃書，並請未完成實地訪評之系

所於12月底前務必完成評鑑作業。 
(二)教務處今年(110)教師節(9/28-10/4)於菩提樹下及社管長廊辦理共學群第4

屆「Go Share趣：跨領域那些趣事」成果展，考量疫情因素，本次成果展

維持靜態展示；短講部分改以線上直播進行演講，演講活動三日邀請3位
教師 / 業師進行線上直播。靜態展示則於社管長廊於9/28開始展出，並

於9/30-10/4辦理闖關活動，讓本校師生同仁皆能參與共學群成果展。 
      除此之外，本次成果展於每週在FB分享一則共學群相關議題討論短片，

讓更多學生能夠瞭解共學群，且讓無法一同前往的師生民眾無論何時何

地皆能參與共學群。相關訊息請參閱共學群粉絲專頁。 
三、教師教學支援 

(一)110學年度教師評鑑作業刻正辦理中，請各處室及各院協助更新教師評鑑

系統內教師相關資訊。109學年起新聘教師皆需完成第一次評鑑，相關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務項目適用各院新聘教師評鑑實施要點，請轉知所

屬教師知悉。 
(二)本校110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計26件計畫通過申請，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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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俟教育部召開111年度計畫申請說明會後，相關訊息公告將隨時

公告於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南區區域基地網頁(http://tpr.tdc.nsysu.edu.tw/)。
另，本中心預計11月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交流分享會，聘請校內

外通過計畫之教師分享交流，歡迎有興趣教師出席參與。 
(三)109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第四場次-通識(含體育)學門暨【專案】大學社

會責任成果交流會業於8/24、8/25辦理完畢，來自全國各大專校院近300
位教師及貴賓於線上齊聚一堂，共同展現豐沛的教師教學及教學研究的

能量，並激盪更多元創新的教學理念。  
(四)本校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暨績優教師遴選結果如下，獲獎教師由本處頒發

獎狀及獎牌，以資表揚。 
教學傑出獎 

學院 系所/中心 職稱 姓名 
理學院 應數系 教授 黃杰森 

管理學院 企管系 教授 林豪傑 
教學績優教師 

學院 系所/中心 職稱 姓名 

文學院 

外文系 副教授 李祁芳 
哲學所 教授 越建東 
音樂系 助理教授 林鴻君 
外文系 教授 徐淑瑛 

理學院 

化學系 教授 林伯樵 
生科系 副教授 吳長益 
物理系 教授 黃旭明 
生科系 教授 江友中 
化學系 教授 梁蘭昌 

工學院 

光電系 副教授 于欽平 
電機系 副教授 馬誠佑 

電信工程學位學程 副教授 黃婉甄 
資工系 教授 楊昌彪 
機電系 教授 程啟正 
資工系 教授 張玉盈 
電機系 副教授 莊豐任 
機電系 副教授 莊婉君 

管理學院 
企管系 副教授 佘健源 
企管系 助理教授 王致遠 
財管系 副教授 唐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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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院 
海工系 教授 張揚祺 
海資系 副教授 林秀瑾 

社科院 
政經系 助理教授 陳若蘭 

師培中心 副教授 湯家偉 
社會系 助理教授 王梅香 

西灣學院及連
續在西灣學院
開課滿三年(含)
以上專任教師 

博雅教育中心 副教授 江政寬 
外文系 副教授 施智閔 

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教授 曹德弘 

(五)本校教務處教發中心協辦(中興主辦)2021年臺綜大新進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營，已於110年8月27日假中興大學社管大樓辦理完竣，議程內容涵括高

等教育趨勢、研究、教學、服務與輔導經驗分享，參與對象為臺綜大四

校三年內之新進教師及行政主管，總計四校共有141名(中山29名教師)人
員參與。 

(六)本校與高醫締結「攻頂大學聯盟」，為達成跨校資源共享，強化區域教師

之情誼，每年由兩校教務處教發中心共同舉辦攻頂大學聯盟新進教師研

習營，今年於8月31日在本校國研大樓華立廳辦理完竣，考量兩校近年來

外籍教師逐年增多，同時配合國家2030年打造雙語國家之目標，今年首

度開放兩校外籍教師參與，議程內容也改採英文方式進行，議程規劃有

學術倫理、教學與研究經驗分享、大學全英授課經驗分享及行政資源座

談等，兩校共計有92名人員參與，其中中山教師共45名，整體滿意度達

4.64分(5分量表)。 
(七)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辦理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

下，歡迎各單位轉知教師參與：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報名網址 
110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三) 
14:00-16:00 

PBL 的教學設計與經

驗分享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教育所 楊坤

原教授 

本校國研大樓 1
樓華立廳 

 110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五) 
15:00-16:30 

學術倫理的六條紅線 
華梵大學/林從一校

長 
本校國研大樓 1
樓華立廳 

110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三) 
14:00-16:00 

遊戲教學的經采魅

力 - 教學實踐研究經

驗談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

學系/鄭保志副教授 
本校國研大樓 1
樓華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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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一)本校110學年度大一入學新生「程式檢定測驗」，考量疫情改為線上施測，

施測時間自9月3日至10月8日止，相關說明已放置於新生資料袋並寄送。

各學院填答率如下表： 
學院 填答率 
文學院 79% 
理學院 80% 
工學院 82% 
管理學院 90% 

海洋科學學院 79% 
社會科學院 74% 
西灣學院 76% 

(二)有關高教深耕學院核心架構項下之「推動數位自學課程」計畫，說明如下： 
  1.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意願並進行跨領域學習，109年度起由各學院就整體

課程規劃，推薦適合學生線上自學之數位課程，每年至少推薦2門、三年

內至少5門（含認列學分數，每門課程至少認列為1學分），數位課程之推

薦，由國際姊妹校及國際知名線上教學平台（如coursera、edX、

FutureLearn、Udacity、Udemy等網站）挑選，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各

院所推薦之數位自學課程，將視課程評價與執行狀況逐年檢討調整，本案

已於109年10月16日第165次教務會議報告。 
  2.有關110年度數位自學課程推薦，文學院新增3門、理學院20門、工學院3

門、管理學院8門、海洋科學院2門、社會科學院2門、西灣學院2門，全校

共40門課程，業經109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及110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

委員會備查，課程清單詳如附件三。以上課程已公告於「數位自學課程專

區」，歡迎各院系所轉知同學踴躍修讀認列學分。   
3.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共計77人次取得數位課程證書，已由教務處教發中心

彙整學生清單，送交註冊課務組登錄為畢業學分。 
(三)本校110年度累計開設46場次微學分課程，433人次修讀，109-2學期共53

人次獲1學分認列。本中心已建置微學分課程平臺供師生線上申請微學分

(平臺網址：http://mcc.tdc.nsysu.edu.tw/)。自即日起，教師申請開設微學

分課程，及學生修讀微學分之認證，皆應於平臺完成相關流程，以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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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生畢業學分。歡迎各院系所教師踴躍開設微學分課程，提升學生多

元及自主學習管道。 
(四)本學期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課程，協助同學提升學習成效，提供課業輔導

與諮詢服務，改善學習難題，增進學科能力，歡迎免費參加。 
編號 院別 學系 科目 連絡電話 

1 文學院 音樂學系 音樂基礎訓練 0972524312 

2 文學院 音樂學系 西洋音樂史（一） 0958097787 

3 文學院 音樂學系 西洋音樂史(三) 0958097787 

4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燈光設計及技術 07-5252000#3401 

5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西洋戲劇史（一） 07-5252000#3401 

6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西方名劇選讀 07-5252000#3401 

7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劇本導讀 07-5252000#3401 

8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中國戲劇史（一） 07-5252000#3401 

9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基礎表演（一） 07-5252000#3401 

10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劇場設計導論 07-5252000#3401 

11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舞台設計（一） 07-5252000#3401 

12 文學院 劇場藝術系 影視表演 07-5252000#3401 

13 理學院 化學系 無機化學（二） 07-5252000#3401 

14 理學院 生物科學系 生物統計學 0952754455 

15 理學院 生物科學系 人類與環境之交

互關係 
0985248820 

16 理學院 生物科學系 植物細胞工程 07-5252000#3621 

17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線性代數（一） 07-5252000#3802 

18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高等微積分（一） 07-5252000#3802 

19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代數學（一） 07-5252000#3802 

20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控制系統(甲班) 0912766031 

21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控制系統(乙班) 0907510117 

22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材料力學 0970221958 

23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自動控制 07-5252000#4200 

24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初級會計學（一） 07-5252000#4801 

25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中級會計學（一） 07-5252000#4801 

五、為宣傳教務成果加強對外行銷曝光，增加中山亮點的能見度，9至10月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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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組協助發佈7則新聞，統計至10月15日止，累計瀏覽數共3,197次： 
主題 瀏覽數 

海納百川 中山大學「特殊選才」18 日開放報名 43 
強化議題應用 「Go Share 趣」課程模組展成果 141 
專業、國際兼具 中山大學 3 系全英專班師生座談 228 
環境、文化、策略 雙語教育國際論壇登場 293 
新進教師強化知能 攻頂大學聯盟首辦全英研習 511 
通識 USR 高教創新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交流會線上開講 924 
18 校申請 4 校獲核 中山大學獲選「重點培育雙語大學」 1057 

統計至 10 月 15 日止，累計瀏覽數：3,19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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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名冊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 B071020010 呂ＯＯ 外國語文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 B091020063 陳ＯＯ 外國語文學系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3 B021020019 宋ＯＯ 外國語文學系 四年級 應令休學且休學期滿 學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4 B051030001 陳ＯＯ 音樂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 B061060003 蘇ＯＯ 劇場藝術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 B072020024 陳ＯＯ 生物科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

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7 B072010067 徐ＯＯ 生物科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 B072040023 陳ＯＯ 應用數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

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9 B042040054 童ＯＯ 應用數學系 四年級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二學

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0 B073011024 張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 B083011050 郭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

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2 B063011031 謝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

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3 B033022060 陳ＯＯ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14 B083040057 蔣ＯＯ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二學

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5 B073090019 方ＯＯ 光電工程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學

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6 B043090050 鄭ＯＯ 光電工程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7 B043100010 陳ＯＯ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8 B043100053 馬ＯＯ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19 B064011015 林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0 B045040034 歐ＯＯ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21 B085090035 郭ＯＯ 海洋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2 B036060056 崔ＯＯ 政治經濟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3 B046060054 麥ＯＯ 社會學系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24 M031010010 陳ＯＯ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25 M031010012 胡ＯＯ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6 M041010015 呂ＯＯ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27 M061010007 馮ＯＯ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28 M091020008 黃ＯＯ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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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29 M061020010 洪ＯＯ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0 M021050801 龐ＯＯ 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31 M071070013 周ＯＯ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2 M091070003 莊ＯＯ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3 M071070001 莊ＯＯ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4 M071070010 翁ＯＯ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5 M092010007 廖ＯＯ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6 M052010013 許ＯＯ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7 M092030020 蘇ＯＯ 物理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8 M082040016 林ＯＯ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9 M083010016 詹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0 M093010106 徐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1 M093010107 郭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2 M073010014 詹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3 M083010020 洪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4 M083010110 陳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5 M083010188 陳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46 M063010008 李ＯＯ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7 M083020092 廖ＯＯ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

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48 M093030005 邱ＯＯ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9 M093030026 穆ＯＯ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0 M053040054 石ＯＯ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1 M073070016 陳ＯＯ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2 M093090027 許ＯＯ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3 M073090061 陳ＯＯ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4 M053090011 王ＯＯ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55 M053100058 張ＯＯ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碩士

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6 M063610009 余ＯＯ 
電機電力工程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7 M094030011 莊ＯＯ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8 M044050804 莊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9 M044080008 邱ＯＯ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60 M044080026 黃ＯＯ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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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M074111021 崔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2 M074112025 顏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3 M074112033 葉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4 M044111011 陳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

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5 M024012032 陳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

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6 M044112001 吳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

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7 M044112023 高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

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68 M044112038 陳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

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69 M034210803 陳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

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0 M044210810 郭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

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1 M064210806 蔡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

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72 M044610030 朱ＯＯ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

士學程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73 M064610055 周ＯＯ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

士學程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74 M064610056 朱ＯＯ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

士學程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75 M054650019 尤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76 M085070003 徐ＯＯ 海洋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7 M085090005 李ＯＯ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8 M076020001 陳ＯＯ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9 M036020022 謝ＯＯ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0 M096040015 郭ＯＯ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1 M086050024 黃ＯＯ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2 M046050019 林ＯＯ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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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M066070009 吳ＯＯ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

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4 M036070009 洪ＯＯ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

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5 M046090003 陳ＯＯ 社會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86 M056090002 許ＯＯ 社會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87 N092010004 翁ＯＯ 生物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8 N084020012 張ＯＯ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9 N084020028 許ＯＯ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0 N094020015 吳ＯＯ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1 N064020022 洪ＯＯ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2 N064020015 鐘ＯＯ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3 N024020003 陳ＯＯ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94 N094030029 陳ＯＯ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5 N024030002 朱ＯＯ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96 N064030013 梁ＯＯ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7 N054040018 蘇ＯＯ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8 N034050001 洪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9 N044050010 陳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0 N054050008 蔡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1 N054050030 林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2 N044080012 楊ＯＯ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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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N074220013 晏ＯＯ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4 N074220008 林ＯＯ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5 N064220009 謝ＯＯ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6 N084350015 吳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亞太

人力資源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7 N054350001 鄭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亞太

人力資源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8 N074350014 黃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亞太

人力資源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9 N074510053 黃ＯＯ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

程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0 N054510112 張ＯＯ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

程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1 N056020011 鄭ＯＯ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2 N086020009 林ＯＯ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3 N096020005 王ＯＯ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4 N006020004 鄭ＯＯ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15 N096040007 吳ＯＯ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6 N036040017 楊ＯＯ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17 N056070023 張ＯＯ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8 N086150015 曾ＯＯ 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9 N096170011 趙ＯＯ 
行政管理現役軍人營區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0 N096170012 趙ＯＯ 
行政管理現役軍人營區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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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N056510010 麥ＯＯ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共政策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2 N086510016 郭ＯＯ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共政策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3 N066510005 傅ＯＯ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共政策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124 N076510019 甘ＯＯ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共政策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5 N046510006 侯ＯＯ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共政策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26 D011010006 黃ＯＯ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27 D952010006 謝ＯＯ 生物科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28 D092020002 簡ＯＯ 化學系博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9 D082020005 歐ＯＯ 化學系博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0 D072020005 尤ＯＯ 化學系博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1 D082050008 雷ＯＯ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2 D032050003 郭ＯＯ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五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3 D012050006 蔣ＯＯ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34 D092630009 何ＯＯ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5 D092630010 蘇ＯＯ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6 D083020006 瓦ＯＯ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

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7 D043020001 邱ＯＯ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

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8 D023030005 楊ＯＯ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六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9 D013040002 陳ＯＯ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0 D093070003 潘ＯＯ 通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1 D083100004 周ＯＯ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博士

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2 D044010003 何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43 D094010105 林ＯＯ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4 D074050805 黃ＯＯ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

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5 D075020005 王ＯＯ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博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6 D995040002 沈ＯＯ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博士

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32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47 D995040003 陳ＯＯ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博士

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48 D995010001 劉ＯＯ 海洋科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149 D056020004 魏ＯＯ 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五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50 D996070009 林ＯＯ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

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款 

總計：150名（學士班 23人、碩士班 63人、碩士在職專班 39人、博士班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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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             

110.10.15 

編

號 

教師開 

課系所 

更正成績 

教 師 
授課科目 

修課學生 原送 

成績 

更正後 

成 績 
更正原因 

牽涉及格 

與否 

系(所)務 

會議狀況 

系(所)務 

會議決議 學號 

1 化學系 張福春 
CHEM105 

微積分(一) 

褚泓緯 

B093012025 
D C- 

授課教師誤值學

生調整後總成績。 
是 

出席：22人 

同意：22 人 

沒意見：0人 
通過 

2 機電系 黃皓瑋 
MEME104A 

微積分(二) 

邱于恩 

B093022030 
X D 

未收到學生期末

考卷，於 EXCEL

輸入中文字，致核

算成績時影響總

成績。 

否 
出席：22人 

同意：22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3 資工系 希家史提夫 

CSE282 

Programming in 

Python (Python程

式設計) 

郭晏涵 

B093040024 
A A+ 

郭生出席記錄核

算時比例有誤，致

影響總成績。 

否 
出席：15人 

同意：15人 

沒意見:0人 
通過 

4 

資管系 張德民 

MIS241 

統計學實習 

楊郁妍 

B084020017 
A- A 助教於網大下載

小考時漏計學生

單科考試成績，致

影響總成績。 

否 出席：14人 

同意：14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5 
劉杰煊 

B084020031 
A- A 否 通過 

6 
MIS321 

管理資訊系統專案

(一) 

林韋翰 

B074020057 
B A 

授課教師未收到

學生繳交進度報

告與學習心得之

E-MAIL 兩次，致

影響總成績。 

否 
出席：14人 

同意：14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7 

社會系 巴清雄 

SOC246 

農業與社會 

 

朱詠瑜 

B051010039 B B+ 

因應疫情調整課

程 成 績 計 算 方

式，然於設定試算

成績公式錯誤，故

全班多數同學學

期總成績誤值。 

否 

出席：13人 

同意：13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8 
邱弘穎 

B062030053 B B+ 否 

9 
劉冠宇 

B066090021 A- A 否 

10 
鄭思琦 

B066090034 B+ A- 否 

11 
黃柏翔 

B066090039 B- B 否 

12 
李佩姍 

B071060005 B+ A- 否 

13 
張哲維 

B076090009 B B 否 

14 
梁竣雅 

B076090031 A A+ 否 

15 
高紹芸 

B076090034 B B+ 否 

16 
梁振軒 

B076090037 C C 否 

17 
源蓮華 

B076090039 B+ A- 否 

18 
蔡秉成 

B076090041 A- A 否 

19 
王若薰 

B076090042 A- A 否 

20 
林於澄 

B086090009 B B 否 

21 
李泰瑜 

B086090016 B- B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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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賴雯盈 

B086090029 A A+ 否 

23 
邱凡睿 

B086090045 B+ B+ 否 

24 
耕雅雲 

B086090047 A- A- 否 

25 
徐琮舜 

B096090012 A- A 否 

26 
陳奕 

B096090018 B+ A- 否 

27 
彭奕瑄 

B096090020 B- B 否 

28 
郭吉軒 

B096090030 C C+ 否 

29 
吳穎霖 

B096090034 B+ A- 否 

30 
鄭鉦熹 

B096090035 A- A 否 

31 
何智麗 

B096090037 B+ A- 否 

32 
方如瑩 

B097610008 A A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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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學院

專項課程（英

文）

專項課程（中

文）

課程名稱

（英文）

課程名稱

（中文）

授課

語言

開課

大學

開課

時數

認列學

分數

平台

名稱
課程連結

課程評分/通過標準說明(如討論、作業、

測驗、報告等)
課程評價 備註

管
The Analytics
Edge

資料分析的創新

應用
英文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17 3 edx
https://www.edx.org/
course/the‐analytics‐
edge

 After each lecture piece, we will ask you a
"quick question" to asses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 There will
also be a recitation, in which one of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will go over the methods
introduced with a new example and data
set. Each week will have a homework
assignment that involves working in R or
LibreOffice with various data sets. (R is a
free statistical and computing software
environment we'll use in the course. See the
Software FAQ below for more info).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there will be a final exam,
which will be similar to the homework
assignments.

1.130,158 already
enrolled
2.4.7 rating, based
on 80 reviews

1.初探資料科學的入門課程

2.手把手Ｒ語言教學

3.理論與實務並行

4.真實數據分析

5.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6.Ｋａｇｇｌｅ競賽

7.世界上最大的數據分析平

台

8.旁聽免費，若想要拿證書

只要付199美金

管
Supply Chain
Analytics

供應鏈分析 英文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12.5 3 edx
https://www.edx.org/
course/supply‐chain‐
analytics

 the final proctored exam

1.195,407 already
enrolled!
2.4 rating, based
on  49 reviews

1.旁聽免費，若想要拿證書

只要付199美金

管 Model Thinking 模型思维 英文 密西根大學 27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
a.org/learn/model‐
thinking

測驗、期中考、期末考

1.147,427 already
enrolled!
2.4.8 rating, based
on  1783 reviews

完成後獲得證書

管

Data, Models
and Decisions
in Business
Analytics

商業分析：數據

，模型和決策
英文

Columbia
University

114 3 edx

https://www.edx.org/
course/data‐models‐
and‐decisions‐in‐
business‐analytics

Exam and/or Final Project

1.36,479 already
enrolled!
2.3.5rating, based
on  6 reviews

FREE，Add a Verified
Certificate for $249 USD

管
Data Science:
Visualization

數據科學：資料

視覺化
英文

Harvard
University

36 1 edx
https://www.edx.org/
course/data‐science‐
visualization

Exam and/or Final Project

1.172,312 already
enrolled!

FREE, Add a Verified
Certificate for $49 USD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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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學院

專項課程（英

文）

專項課程（中

文）

課程名稱

（英文）

課程名稱

（中文）

授課

語言

開課

大學

開課

時數

認列學

分數

平台

名稱
課程連結

課程評分/通過標準說明(如討論、作業、

測驗、報告等)
課程評價 備註

管
Data Science:
Probability

數據科學：概率

概論
英文

Harvard
University 36 1 edx

https://www.edx.org/
course/data‐science‐
probability

Exam and/or Final Project

1.136,580 already
enrolled!

FREE, Add a Verified
Certificate for $49 USD

管

Data Science:
Inference and
Modeling

數據科學：推理

與建模
英文

Harvard
University

36 1 edx

https://www.edx.org/
course/data‐science‐
inference‐and‐
modeling

Exam and/or Final Project

1.88,743 already
enrolled!

FREE, Add a Verified
Certificate for $49 USD

管
Introduction to
Negotiation

談判技巧簡介 英文 耶魯大學 31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
a.org/learn/negotiati
on

測驗、練習、課後調查、預習、常見

問題

1. 4.9/5 (1,061個評

分)
2.136580人註冊

3.講師：4.95/5 （
691 個評分）

理

Protists:
Evolution and
Ecology of

原生生物：微生

物真核生物的進

化與生態

English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16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protists-
evolution-ecology-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4.0/5 (18個評分)，
2,013人註冊

註冊後，完成所有課程，

包括評分作業，可以取得

證書。

理
Emergence of
Life 生命起源 Englis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55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emergence-
of-life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4.3/5 (74個評分)，
11,471人註冊

註冊後，完成所有課程，

包括評分作業，可以取得

證書。

理

How Things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事情是怎麼運作

的？基礎物理介

紹

English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4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how-things-
work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4.8/5 (1,842 個評分)，
186,248 人註冊

註冊後，完成所有課程，

包括評分作業，可以取得

證書。

理
Getting Started
with Python 零基礎程式入門 Englis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python?spec
ialization=python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4.8/5 (154,496 個評分)
，1,718,842 人註冊

註冊後，完成所有课程，

包括评分作業，可以取得

證書。

理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Thinking 數學思維導論 English

Standford
University 40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mathematic
al-thinking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8/5(1951個評分)，
300,154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類似於數學導論課程；從集

合論與邏輯出發，介紹數學

證明，並延伸到數論與分析

理 Game Theory 
Elementary 賽局論 English

Standford
University 17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game-
theory-1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6/5(3,283個評分，

293,215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賽局論基礎課程，須要線性

代數及微分方程的基本知

識。適合大二以上修課。

理

Game Theory II:
Advanced
Applications

賽局論II：進階

應用 English
Standford
University 17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game-
theory-2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7/5(491個評分)，
30,225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賽局論進階課程，包含社會

選擇理論（投票理論）、機

制設計等等

理

Introduction to
Complex
Analysis 複分析導論 English

Wesleyan
University 30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complex-
analysis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9/5(811個評分)，
46,867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介紹複數、解析函數、保角

映射、勞倫斯級數、及留數

定理等。適合大二以上修

理

ntroduction to
Ordinary
Differential 常微分方程導論 English KAIST 15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ordinary-
differential-equations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7/5(819個評分)，
25,034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常微分方程的入門介紹。有

微積分基礎者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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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學院

專項課程（英

文）

專項課程（中

文）

課程名稱

（英文）

課程名稱

（中文）

授課

語言

開課

大學

開課

時數

認列學

分數

平台

名稱
課程連結

課程評分/通過標準說明(如討論、作業、

測驗、報告等)
課程評價 備註

English 200小時 10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specializations/dat
a-structures-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4.6/5(16,130個評分)，
180,133人註冊

介紹字串、圖論等常見的資

料結構、以及建立在它們之

上的演算法、複雜度。適合

Algorithmic

Toolbox
演算法基礎 English 37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algorithmic-
toolbox?specializatio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6/5（9,275個評分)
，316,444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Data Structures 資料結構 English 25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data-
structures?specializati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6/5(3,532個評分)，
159,359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Algorithms on
Graphs 圖論演算法 English 55小時 3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algorithms-
on-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7/5(1,783個評分)，
76,878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Algorithms on
Strings 字串演算法 English 17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algorithms-
on-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5/5(886個評分)，
57,922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Advanced
Algorithms and
Complexity

演算法進階與複

雜度 English 27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advanced-
algorithms-and-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6/5(531個評分)，
53,799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Genome
Assembly
Programming 基因組裝 English 17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learn/assembling-
genomes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5/5(244個評分)，
21,959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English 150小時 9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
org/specializations/dat
a-science-python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4.5/5(39,173個評分)，
39,173人註冊

完整涵蓋資料處理、視覺

化、機器學習及文字探勘

的系列課程。適合大學部
Introduction to
Data Science in
Python

資料科學與

Python 入門 English 31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

rg/learn/python-data-

analysis?specialization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5/5(22,101個評分)

，520,267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Applied Plotting,
Charting & Data
Representation in

Python 資料視覺

化 English 24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

rg/learn/python-

plotting?specialization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5/5(5,192個評分)，
128,591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Applied Machine
Learning in
Python Python 機器學習 English 34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

rg/learn/python-

machine-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6/5(6,589個評分)，
202,661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Applied Text
Mining in Python Python 文字探勘 English 29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

rg/learn/python-text-

mining?specialization=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3/5(3,181個評分)，
98,066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Appli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Python 社群網路

分析 English 29小時 2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

rg/learn/python-social-

network-analysis
完成所有課程、測驗

1.4.7/8(2,151個評分)，

63,459人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適合大學部學生修課

理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Specialization
(UCSD and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6
courses,
Intermediate

資料結構與演算

法 專項課程

加州大學聖地

牙哥分校/國
立高等經濟大

學

理

Applied Data
Science with
Python：

(Michigan)
Intermediate

應用資料科學與

Python 專項課程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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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學院 課程名稱（英文） 課程名稱（中文） 授課語言 開課大學 開課時數
認列學分

數
平台名稱 課程連結

課程評分/通過標準說
明(如討論、作業、測
驗、報告等)

課程評價 備註

文
Screenwriter: Screenwriter like a
director

編劇：像導演一樣編劇 中文 復旦大學 7 1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bi
an-ju

作業、互評 4.7

文 Shi Ji 史記 中文 國立臺灣大學 15 1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sh

作業、互評 4.9

文 The Beauty of Kunqu Opera 崑曲之美 中文 coursera 18 1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ku
nqu

通過所有計分作業以完
成課程 、測驗

4.9

工
Digital Systems: From Logic
Gates to Processors

數位系統: 從邏輯閘到
處理器

英文
The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UAB)

29 1.5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di
gital-systems

測驗
(包含觀念、計算與程
式實作)

1. 4.4/5 (573個評分)，
51,783人註冊
2. 授課教師評分：4.52/5 (60
個評分)

課程通過要求：通過所
有計分測驗以完成課
程。

工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機器學習技術 中文 國立台灣大學 (林軒田教授) 19 1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m
achine-learning-
techniques

測驗
1. 5.0/5 (11個評分)，1,990人
註冊

工
Neural Networks and Deep
Learning

神經網路與深度學習 英文
Deep Learning AI &
Stanford University

20 1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ne
ural-networks-
deep-learning

測驗、編程作業

1. 4.9/5 (100,577個評分)，
895,385人註冊
2. 授課教師評分:4.9/5
(15,088 個評分)

海
Large Marine Ecosystems: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大型海洋生態系統：評
估與管理

英文

開普敦大學、美國國家海洋
和大氣管理局、
IW:LEARN、全球環境基
金、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奧委
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25 2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lar
ge-marine-
ecosystems

同儕互評作業通過，考
試測驗

1. 4.8/5 (194個評分)，9,211
人註冊
2. 授課教師評分4.79/5 (60 個
評分)，內容評分98% (14,791
個評分)

海 Patenting in Biotechnology 生物技術專利 英文
丹麥技術大學、哥本哈根商
學院

27 2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pa
tenting-bio-ipr

測驗

1. 4.7/5 (152個評分)，
11,269人註冊
2. 授課教師評分4.53/5 (17 個
評分)，內容評分89% (1,832
個評分)

社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貨幣銀行學 英文 哥倫比亞大學

影片教學總時
數約25小時，
若包含閱讀材
料及測驗共達

35 小時

3 Coursera
https://reurl.cc/3
N2adj

每週須閱讀1 至2 個閱
讀材料及完成1 項測驗
，並於最後一週有final
exam

4.9 顆星/321 則評論
/106,716 人註冊課程

社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國際能源政治經濟學 英文 巴黎政治大學

影片教學總時
數約19小時，
若包含閱讀材
料及測驗共達

29 小時

2 Coursera
https://reurl.cc/k
VzZG3

每週須閱讀數個閱讀材
料及完成1項測驗

4.7 顆星/354 則評論/45,167
人註冊課程

西 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ility 永續性概論 英文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約25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su
stainability

測驗及作業
1.課程評分4.7/5 (2111條評
論)，113,257人註冊
2.教師評分4.83/5 (485 個評

課程通過要求：通過所
有計分作業以完成課
程。

西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心理學導論 英文 Yale University 約15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
sera.org/learn/int
roduction-
psychology#abo

測驗及作業
1.課程評分4.8/5 (4078條評
論)，733954人註冊 2.教師評
分4.86/5 （6,567 個評分）

課程通過要求：通過所
有計分作業以完成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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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69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一：有關新增本校「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修畢在職

教師雙語次專長增能學分班學分證明」及「修畢雙語教學次專長學

分證明」格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10年1月11日臺教師(二)字第1090143182號函及110年3月
29日臺教師（二）第1100041233號函辦理。 

二、 教育部自108學年度起實施各類次專長課程，本校已依據規定及不同

身分別之修課學生訂定相關修習程序與規範，本案新增之「修畢中等

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修畢雙語教學次專長學分證明」

格式，適用對象為修畢雙語教學次專長之師資生。新增之「修畢在職

教師雙語次專長增能學分班學分證明」，適用對象為修畢教育部核定

本校開設之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之在職教師，新增之證書格

式請參閱附件一。

三、 本案業經110年8月17日110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及110年9月
29日110學年度社科院第3次會議通過。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惠請教

務處註冊課務組，後續依規定協同製發新版證明書。(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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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樣本（中等教師）

 

 

 
 
 

 

 
 
 
 

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中（   ）師資培育字第 號

學     號：

查學生 身分證字號：    

係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生，經認定修畢普

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   科或    

領域 主修專長），依師資培育法第 8 條第 4 項規

定發給證明書。

※修畢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 

※依技術與職業教育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已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

涯規劃相關課程 

※依師資培育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107年 2月 1日前已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自本法修正

施行之日起六年內(至 113年 1月 31日止)，得先申請修習教育實習 

※於○年○月○日完成半年教育實習課程成績及格 

此  證

（全銜）校長

（學校大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05學年度(含)後取得師資

生資格之舊制生選舊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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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樣本（中等教師）

 

 

 
 
 

 

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中（   ）師資培育字第 號

學     號：

查學生 身分證字號：    

係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生，經認定修畢普

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   科或    

領域 主修專長），依師資培育法第 8 條第 4 項規

定發給證明書。

※修畢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 

※依技術與職業教育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已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

涯規劃相關課程 

此  證

（全銜）校長

（學校大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05學年度(含)後取得師資

生資格之舊制生選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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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樣本（中等教師） 
 
 
 
 
 
 
 
 
 
 
 
 
 
 
 
 
 
 
 
 
 
 
 
 
 
 
 
 
 
 
 
 
 
 
 

 
 
 
 
 
 
 

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中（   ）師資培育字第    號 
學     號：                 

 
查學生                  身分證字號：         
 
係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生，經認定修畢普

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   科或    

領域   主修專長），依師資培育法第 8 條第 4 項規

定發給證明書。 
 

※修畢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 

※依技術與職業教育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已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

涯規劃相關課程 

 

 
  此  證 

 
（全銜）校長 
 
 
 
（學校大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07學年度(含)後取得師資

生資格之新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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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修畢在職教師雙語教學次專長

增能學分班學分證明

查學員 (身分證字號： )係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生，經認定修畢

規定之教育部 000年 00月 00日臺教師(二)字第00000000000
號函核定之在職教師○○○○次專長增能學分班課程，修

習共○○學分成績及格，發給學分證明。

此  證
(修習課程及學分表列於後) 

（學校全銜）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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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在職教師雙語教學次專長
增能學分班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教育部核准字號：

雙 

語 

次 

專 

長 

課 

程 

類別 修習科目 學年度學期 學分 成績 備註 

修 

習 

科 

目 

及 

學 

分 

合計學分數： 

說明： 

1.修習科目及學分表倘需跨頁列印應蓋具「騎縫章」，以資證明。

2.「等第制」成績定義及與「百分制」對照表：
百分制分數區間 等第(Grade) 百分制分數區間 等第(Grade) 百分制分數區間 等第(Grade) 

90~100(95) A+ 77~79(78) B+ 67~69(68) C+ 
85~89(87) A 73~76(75) B 63~66(65) C 
80~84(82) A- 70~72(71) B- 60~62(61) C- 

備註：()內的值為中間值 

核對者：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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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修畢雙語教學次專長學分證明

查學生                  身分證字號：    

係中華民國○年○月○日生，經本校認定修畢規定之【雙語

教學次專長】課程，修習共○學分成績及格，發給學分證明。 

此  證
(修習課程及學分表列於後) 

（學校全銜）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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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雙語教學次專長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系所別： 學      號：

※教育部核准字號：

雙 

語 

次 

專 

長 

課 

程 

類別 修習科目 學年度學期 學分 成績 備註 

修 

習 

科 

目 

及 

學 

分 

合計學分數： 

說明： 

1.修習科目及學分表倘需跨頁列印應蓋具「騎縫章」，以資證明。

2.「等第制」成績定義及與「百分制」對照表：
百分制分數區間 等第(Grade) 百分制分數區間 等第(Grade) 百分制分數區間 等第(Grade) 

90~100(95) A+ 77~79(78) B+ 67~69(68) C+ 
85~89(87) A 73~76(75) B 63~66(65) C 
80~84(82) A- 70~72(71) B- 60~62(61) C- 

備註：()內的值為中間值 

核對者：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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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69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二：有關補正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門課程「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

長」規劃，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化學系因應110學年度課程規劃修正部分課程名稱及學分數，故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專門課程之規劃配合修正。(附件一) 

二、 本案業經110年8月17日110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及110年9月
29日110學年度社科院第3次會議通過。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

部後核定實施。(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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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學分表

110年 8月 24日 110學年度第 1次化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領域專長名稱 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要求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2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4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最低學分數
8 

主修專長課程最

低學分數
30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選修規

定) 

領域核

心課程

探究與

實作

生活科技概論

3 選 2 
3 

必修至少 4 學

分專題研究(一)(二) 3 
探究與實作 2 

領域內

跨科課

程

生物

專長

普通生物學(一)(二) 4 

此類課程必修

至少 8 學分，

其中「物理專

長」、「生物專

長」、「地球科

學專長」至少

選 2 個專長修

習。

遺傳學 3 
生態學 3 
動物生理學 3 
植物生理學 3 
細胞生物學 2 

物理

專長

普通物理及實驗 4 
力學 3 
電磁學 3 
光學 3 
熱統計物理 3 
近代物理 3 
物理發展史 3 

地球科

學專長

天文學導論 3 
地質學 2 
基礎海洋學(海洋生態學) 2 
地球物理概論(海洋物理概論、海洋物理學) 2 
環境變遷與生態保育 2 

化學專

長課程

化學基

本知識

必修

普通化學(一)(二) 3 4 

此類課程至少

修習 15 學分 

有機化學(一)(二) 3 
分析化學(一)(二) 3 
無機化學(一)(二) 3 
物理化學(一)(二) 3 

選修

儀器分析(一)(二) 3 
有機化學反應 3 
有機光譜概論 3 
有機合成 3 
材料化學導論 3 
原子光譜分析技術 3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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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學分表

工業質譜分析應用 3 
奈米生醫分析 3 
化學及生物感測器 3 
生物無機化學 3 
材料化學 3 
有機金屬化學 3 
高分子化學導論 3 
群論 3 
奈米薄層結構分析 3 
化學數學 3 
核磁共振光譜與影像導論 3 
氣膠科學導論 3 
化學實驗之程式應用 3 
量子化學 物理化學(三) 3 
有機化學(三) 3 
無機化學(三) 3 
分析化學(三) 3 
PM2.5 氣膠生醫科學 3 
光學顯微術導論 3 
分子光譜學 3 
生醫技術導論 3 
化學與再生能源及永續催化 3 

化學實

驗能力

必修

普通化學實驗(一) 1 2 

此類課程至少

修習 10 學分。 

普通化學實驗(二) 1 2 
有機化學實驗(一) (三) 1 2 
有機化學實驗(二) (四) 1 2 
分析化學實驗 (五) 1 2 
物理化學實驗(一) 1 
物理化學實驗(二) 1 

選修
儀器分析實驗(一) 1 
儀器分析實驗(二) 1 

跨學科

與應用

知識

選修

生物化學(一) (二) 3 

此類課程至少

修習 2 學分。 

生物統計學 3 
生物科學研究法 3 
應用生物方法學 3 
應用生物實務 2 
奈米科技概論 3 
材料科學導論 3 
材料熱力學 3 
材料物理性質 3 
高分子材料導論 3 
高分子分析 3 
工業化學講座 化學產業創新與創業

講座
2 

53



國立中山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學分表 

 
食品安全分析概論 2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2 學分(含)，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4 學分，領

域內跨科課程最低學分數 8 學分（領域內其他 3 專長至少選 2 專長），主修專長課程最

低學分數 30 學分(含必修最低 20 學分)。 

3. 每門科目僅可擇一類別/領域認定，不可重複認定。 

4. 本任教科別之科目、學分由化學系制定、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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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69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三：擬修訂本校學位考試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重點：因應教育部函示，擬增訂第三條之四：研究生學位論

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修正後全文(草案)及教育部函文，如附

件一~三。 
三、 修正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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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之四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須

符合各系 (所)專業領域之

審查，於申請學位考試時，

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初

審簽名確認；學位考試完成

後再經全體學位考試委員

複審簽名確認。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須

符合各系 (所)專業領域，

遇有爭議時由系(所)務會

議調查確認，確未符專業領

域時，應依情節輕重對指導

教授予以課責，並提送院務

會議審議，相關紀錄送教務

處備查。 

新增條文 

因應教育部函示學位

論文應有專業符合檢

核機制，相關規範明

訂於本施行細則。 

專業符合檢核遇有爭

議時之課責機制明訂

於本施行細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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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 (草案) 
 

102.6.10本校第 136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之一 

102.7.3 經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20100730 號函備查第三條之一  
102.12.17 第 13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3.13本校第 15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6.10 經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79325 號函備查 

109.10.16 第 16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15 經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185754號函備查第三條之二 

110.2.19 經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00019977號函備查 
第三條之三、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110.03.19 第 16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第 16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暨本校「學則」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以下簡

稱各系（所））自訂增加筆試。 

學位考試以面試為原則，各系（所）須以視訊方式辦理者應事先簽請

校長核准，且各系（所）需全程錄影與存查。 

第 三 條  研究生修滿本校規定年限，修畢或當學期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

修課程與學分，並符合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含當學期符合）

者，得申請參加學位考試；博士班研究生在申請參加學位考試之前，另須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訂之。 

有關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需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

後並經校長核定。 

第三條之一  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應註明適用入學學年度，研究生入學

後辦理休學者，復學後適用該生入學學年度之各項考核規定及研修課程學

分數標準。 

第三條之二  研究生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應依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

實施要點」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

試。 

第三條之三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需經原創性系統比對，學位考試一星期前將論文初

稿及原創性比對結果送學位考試委員，學位考試後研究生辦理畢業離校

時，需繳交畢業論文之「原創性比對結果報告」及「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

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 

學位論文比對相似度指標，排除引言、參考文獻、目錄、附件等，檢

核比對結果之原創性總相似度指標以不超過12%為原則，超過者須經指導

教授簽名確認未有抄襲疑慮，始得通過。 

第三條之四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須符合各系 (所)專業領域之審查，於申請學位考

試時，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初審簽名確認；學位考試完成後再經全體學

位考試委員複審簽名確認。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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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須符合各系 (所)專業領域，遇有爭議時由系(所)

務會議調查確認，確未符專業領域時，應依情節輕重對指導教授予以課

責，並提送院務會議審議，相關紀錄送教務處備查。 

 第 四 條 博士、碩士論文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撰寫，並應經

系所檢核。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作為「學位授予法」第七條、第九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惟「雙聯學制」，則依雙邊學校協議合作之內容並符合雙邊教育相關法規

辦理。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碩士班，其論文得依規定認

定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

者，其論文得依規定認定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應

由各系（所）提教務會議審議。 

第 五 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且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

學期結束日（以下簡稱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第 六 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 

論文考試成績以論文內容及口試（及其他方式之考試）成績綜合評

定，B-等第(百分成績為七十分)為及格，A+等第(百分成績為一百分)為滿

分，以出席委員合議評定為單一成績，評定以一次為限。 

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成績採等第評量；99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

成績採百分評量。 

學位考試後考試委員應明示論文修訂方向及要點，做為學生修改論文

之依據。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

以不及格論。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第 七 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應於當學期結束日前將論文考試成績送交

教務處登錄；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審查通過者應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

字同意之論文審定書後，論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完成論文審定且修業年限尚未屆滿

者，次學期仍須辦理註冊，未能於該學期結束日前完成論文審定者，該次

考試無效。 

學位考試舉行後，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修畢所屬系（所）

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或符合所屬系（所）之考核規定者，該次考試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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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之一  通過學位考試並完成所屬系（所）畢業要求規定之研究生，應繳交學

位論文紙本、全文電子檔並於辦妥離校程序後，教務處始得發予學位證

書。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完成離校程序且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次學期

仍須辦理註冊，已屆滿修業年限者，應予退學。 

當學期學位證書授予年月為辦妥所有離校程序之月份，逾當學期考試

結束月份（一月或六月）至次學期註冊日前（寒暑假期間）辦妥離校程序

者，學位證書授予年月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 

第 八 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

於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

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 九 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

年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 十 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系所外委員至少一人，博

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由校長遴聘

之，並由系主任（所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

集人；指導教授以外之考試委員人數應達二分之一以上。 

  各系所不得推薦該學位考試研究生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擔

任指導教授及考試委員。 

第十一條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且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中指導教授以外之委員人數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但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

有委員五人出席，始能舉行。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

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

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

（學位學程會議）定之。 

第十三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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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學

位學程會議）定之。 

第十四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

（所）務會議審查通過，經校長核定，得轉入(回)原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

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五條  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調

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令

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依前項撤銷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後，應通知當事人繳

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

(構)。 

第十六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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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69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機電系、亞太所 

案由四：本校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與行政管理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擬授

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證書註記等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則第六十四條之一略以各系、所、學位學程學位名稱之訂

定，… 學位中、英文名稱、學位證書註記等規定，經院系所務會議

通過，提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二、 前述2個系班修訂及新訂授予學位規定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後如附

件二。 
三、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證書註記工程教育認證專簽如附件三，認證有效

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截止。 
四、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行政管理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擬授予學

位中、英文名稱、證書註記等規定專簽如附件四。 
五、 本案通過後，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證書註記自110學年度施行；行政

管理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授予學位追溯自109學年度第2學期施

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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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69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五：本校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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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報告案通過以下資料： 
(一)通過課程結構圖內回復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之課程重新開課案。

(附件一) 
(二)通過110學年度性質特殊課程案。(附件二)  
(三)通過110學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已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案。(附件三)  
(四)通過院/系/所/學位學程提會修訂110學年度必修科目表、修訂課程結

構圖、新增、異動課程案。(附件四~七) 
(五)通過企管系修訂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案。(附件八)  

二、 通過110學年度第1學期資管系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士在職

專班之課程「金融科技」授課方式擬調整為遠距教學。(附件九) 
三、 通過修訂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十三點條文修正草

案。(附件十)  
 

決議：「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十三點第5項俢正為「首次開設之遠

距教學課程應於當學期結束後辦理數位課程評鑑，檢核遠距教學課程教

學成效。之後每三年為一週期辦理數位課程評鑑，評鑑報告應送教務處

審查，以做為課程是否續開之依據。若該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

程認證審查」，則認證期間無須辦理本校數位課程評鑑。依前揭規定製

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修正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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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回復開課清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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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 

學期 

最後開 

設學期 

1 亞太碩 選 
全球化與經濟

發展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3 3 0 蔡書瑋 講授類 110-1 105-1 

2 亞太碩 選 
東南亞政治與

經濟 

POLITICAL AND 

ECONOMICS IN 

SOUTHEAST ASIA 

3 3 0 張珈健 講授類 110-1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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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特殊性質課程一覽表        【附件二】 

 

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1 劇藝系 TA275 
燈光設計及

技術 選 暑假或寒假 
先修課程 講授類 110-1 

※暑假或寒假先修課程 
本課程於 107學年度通過

暑假先修，然受疫情影

響，恐延至寒假先修，故

預先提案。 
 

本案已簽案通過，本次補追認。 

2 劇藝系 TA494 
劇藝治療與

PBT設計 
選 

暑假或寒假 
先修課程 

講授類 110-1 

※暑假或寒假先修課程 
本課程於 107學年度通過

暑假先修，然受疫情影

響，恐延至寒假先修，故

預先提案。 

 
本案已簽案通過，本次補追認。 

3 劇藝系 TA377 
進階燈光設

計及技術 
選 

暑假或寒假 
先修課程 

展演類 110-1 

※暑假或寒假先修課程 
在學生具備「燈光設計及

技術」之基礎知識與操作

能力後，需進行各項實務

工作教學與演練，因此需

於暑假或寒假期間進行先

修。 
 
本案已簽案通過，本次補追認。 

4 劇藝系 TA370 排演(八) 選 
一 

89C 
展演類 110-1 

※晚間授課 
課程配合年度製作、演出

製作、畢業製作等課程開

設之實作演練課程。 
 
本案已簽案通過，本次補追認。 

5 劇藝系 TA154 排演(一) 選 89C 展演類 110-2 

※晚間授課 
課程配合年度製作、演出

製作、畢業製作等課程開

設之實作演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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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6 劇藝系 TA368 排演(七) 選 89C 展演類 110-2 

※晚間授課 
課程配合年度製作、演出

製作、畢業製作等課程開

設之實作演練課程。 

7 劇藝系 TA363 排演(五) 選 89C 展演類 111-1 

※晚間授課 
課程配合年度製作、演出

製作、畢業製作等課程開

設之實作演練課程。 

8 劇藝系 TA364 排演(六) 選 89C 展演類 111-2 

※晚間授課 
課程配合年度製作、演出

製作、畢業製作等課程開

設之實作演練課程。 

9 西灣學院 GEPE211 

運動與健康:

初級墊上核

心 

必 
暑期三週 

密集授課 
體育類 109-3 

※暑期密集授課 

本課程協助劇藝系畢業生

李生符合畢業門檻，故採

密集授課。 

 
本案已簽案通過，本次補追認。 

10 人科學程 PIS2001 垮領域探索 必 
W3及 W5 

C-F 
講授類 109-3 

※學期間及晚間密集授課 

本課程著眼於發展同學的

創新與創業觀念、想像與

實踐，為此，以中、密集、

線上實體討論為主。 

 
本案已簽案通過，本次補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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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已完成理課程結構外審學系所一覽表   【附件三】 

系所學制別／外審次別 上次 應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時程 備註 

系所別 學制別 通過日期 通過次別 

海生科技

博士學程 博士班 105.3.3 104-3 110.3.3 

1. 依限定期辦理。 

2. 外審意見暨修正及具

體改進事項如附，提

本（110-1）次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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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與 109

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劇藝系 《碩士班》 36 - - 36 - -  

1. 「展演設計(一)」原
一上調整開設年級至
二上。 

2. 本案已簽案通過異
動，本次補追認。 

醫科所 《碩士班》 24/26 - - 24/26 - -  

1. 「生物力學」調整至
一下開設，「醫用微機
電系統」調整至一上
開設。 

2. 本案已簽案通過異
動，本次補追認。 

CSEMBA 
(109學年度) 

《碩專班》 45 - - 45 - -  

1. 市場經濟理論與實
踐，原 110-1異動至
110-2。 

2. 創新與創業管理，原
110-1 異動至 111-
1。 

3. 資訊科技與競爭優
勢，原 110-1異動至
111-1。 

4. 公司治理，原 111-1
異動至 110-1。 

5. 亞太經貿環境分析，
原 111-1 異動至 110-
1。 

6. 組織行為學，原 111-
1 異動至 110-1。 

人管所 《博士班》 39 - - 39 - -  

1. 「高等組織理論與管
理」原一上調整開設
年級至一下。 

2. 「高等人力資源管
理」原一上調整開設
年級至二上。 

3. 本案已簽案通過異
動，本次補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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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與 109

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海保所 《碩士班》 28 - - 28 - -  

1. 新增「海洋環境影
響評估」、「海洋生
態學」、「海洋保育
生物學」、「生物多
樣性與保育」及
「海洋生物多樣性
與保育(一)」等 5
門課程。 

2. 修正修業課規定如
下：(1)碩士班學生
須於畢業前修畢 28
個最低畢業學分數,
包含[A]類組 11 學
分、[B]類組 5-6
學分、及必選修 2-
6 學分。 
(2)選修海院碩班課
程至少 5-10 學分。 
(3)[B]類組課程
中，(a)海洋環境影
響評估、(b)海洋生
態學、及(c)海洋保
育生物學、生物多
樣性與保育、海洋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一)，三門擇一。
上述(a)、(b)、(c)
中擇其兩類門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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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1 機電系 碩 1 - - 新增：半導體製程設備與技術 

109.5.28 

108-4校課程 

委員會 

2 資工系 學 1 - - 新增：資通訊產業實務 

109.9.15 

109-1校課程 

委員會 

3. 亞太碩 

碩 1 - - 
新增：金融全球化、財政危機與

中國對外關係 
109.11.24 

109-2校課程 

委員會 碩專 1 - - 新增：中國外交政策 

4 海保所 碩 5 - - 

新增： 

1. 海洋保育生物學 

2. 鯨豚生物學 

109學年度新增

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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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            【附件六】 

 

序

號 

學制 

系別 

必 

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

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開課 

學年度 

1 醫科碩 選 
高齡心血管疾病

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CARDIOVASCULAR SYSTEM OF 

ELDERLY 

2 2 0 王怡誠 講授類 110-1 

2 醫科碩 選 
高齡心理健康照

護 

THE CARE OF MENTAL HEALTH IN 

THE ELDERLY 
2 2 0 張震霖 講授類 110-1 

3 醫科碩 選 
高齡腸胃消化系

統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DIGESTIVE SYSTEM OF ELDERLY 
2 2 0 蔡明凱 

獨立 

研究 
110-1 

4 機電碩 選 
半導體製程設備

與技術 

SEMICONDUCTOR PROCES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3 3 0 林哲信 講授類 110-1 

5 海保所 必 海洋保育生物學 MARINE CONSERVATION BIOLOGY 3 3 0 布蓮思 講授類 110-1 

6 海保所 選 鯨豚生物學 BIOLOGY OF CETACEANS 2 2 0 布蓮思 講授類 110-1 

7 亞太碩 選 

金融全球化、財政

危機與中國對外

關係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FISCAL CRISES, AN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3 3 0 張珈健 講授類 110-1 

8 
亞太碩

專 
選 中國外交政策 CHINESE FOREIGN POLICY 3 3 0 張珈健 講授類 110-1 

9 
教人全

英博 
選 

對外英語教學實

習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TEACHING PRACTICUM 
3 3 0 莊雪華 講授類 110-1 

10 
人科學

程 
選 

人體構造代謝與

免疫 

HUMAN ANATOMY, METABOLISM AND 

IMMUNOLOGY 
3 3 0 謝建台 講授類 110-1 

11 
跨院選

修(通) 
選 

海洋休閒活動概

論 

INTRODUCTION TO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2 2 0 羅凱暘 講授類 110-1 

 

84

https://selcrs.nsysu.edu.tw/open_crs/crs_open.asp?action=431&QM_ACTION=2&QM_SYEAR=110&QM_TIMES=1&QM_CRS_DESC=%B9%EF%A5%7E%AD%5E%BBy%B1%D0%BE%C7%B9%EA%B2%DF&QM_T_NAME=%B2%F8%B3%B7%B5%D8&QM_PRINT=0&QM_DPT_COD=P661
https://selcrs.nsysu.edu.tw/open_crs/crs_open.asp?action=431&QM_ACTION=2&QM_SYEAR=110&QM_TIMES=1&QM_CRS_DESC=%B9%EF%A5%7E%AD%5E%BBy%B1%D0%BE%C7%B9%EA%B2%DF&QM_T_NAME=%B2%F8%B3%B7%B5%D8&QM_PRINT=0&QM_DPT_COD=P661


    110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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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1 資工系 

資訊產業實務 A 

Field Project in 

Computer IndustryA 

選 3 實習類 

資通訊產業實務 

Field Project in Computer 

Industry 

110-1 
異動中英

文課名 

2 
社會創新

所 
地方創生研究與實踐 選 3 講授類 

地方創生研究與實踐(一) 

STUDY AND PRACTICE 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 

110-1 
異動中英

文課名 

3 
社會創新

所 

社會設計與社會創新專

題研究 
選 3 研討類 社會設計與社會創新專題討論 110-1 

異動中文

課名 

 

85



【附件八】 
110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院/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序

號 學院 系所 

院/系所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 備註 

新增 修訂 

1 管理學院 企管系  █ 課委會設置要點修訂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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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90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90.10.18)訂定 
98 學年第 3 次系務會議(98.11.18)修訂通過 
98 學年第 4 次系務會議(98.12.17)修訂通過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委會(99.3.8)通過 
98 學年第 123 次教務會議(99.3.22)通過 

105 學年第 3 次系務會議(105.11.10)修訂通過 
105 學年第 150 次教務會議(105.12.12)通過 
105 學年第 5 次系務會議(106.1.5)修訂通過 

  109 學年第 7次系務會議(110.4.15)修正通過 

109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110年 6月 1 日)通過 

 

一、 本辦法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之。 
二、 本會設置委員七人，由系主任召集大學部協調人、企管碩士班協調人、企管博

士班協調人、醫管碩博士班協調人各一人及系務會議推選二人「企管系執行委

員」組成。 
三、 本會之委員任期為一年。 
四、 本會之職責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中之「系級課程委員會」之職責執

行。 
五、 本會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得有學生代表 1 至 2 人、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

表)1 至 2 人，組成參加相關議案之討論。 
六、 本會每學期召開常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 本會會議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方可開會，其決議須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方可執行。 
八、 本要點經本所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提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核備，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87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新條文) 現行條文(原條文) 說明  

一 
本辦法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

置要點」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訂定之。 

刪除項次「條」 

二 

本會設置委員七人，成員由系主

任召集大學部協調人、企管碩士

班協調人、企管博士班協調人、

醫管碩博士班協調人各一人及系

務會議推選二人「企管系執行委

員」組成。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七人，成員由系

主任、各事務協調人(3 位)及
各組教學組(3 位)代表組成，

由系主任兼任召集人。 

一、  明訂人員

配置。 

二、  刪除項次

「條」 

三 

本會之委員任期為一年。 

第三條 

本會之委員任期為一年。 

刪除項次「條」 

四 
本會之職責依本校「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中之「系級課程委員

會」之職責執行。 

第三條 
本會之職責依本校「課程委員

會設置要點」中之「系級課程委

員會」之職責執行。 

刪除項次「條」 

五 
本會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得有

學生代表 1 至 2 人、校外專家學

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組成參

加相關議案之討論。 

第五條 
本會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得

有學生代表 1 至 2 人、校外專

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

組成參加相關議案之討論。 

刪除項次「條」 

六 
本會每學期召開常會二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常會二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刪除項次「條」 

七 
本會會議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

出席，方可開會，其決議須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可執行。 

第七條 
本會會議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

之出席，方可開會，其決議須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可執

行。 

刪除項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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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要點經本所所務會議、院務會

議通過後，提校課程委員會、教務

會議核備，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要點經本所所務會議、院務

會議通過後，提校課程委員會、

教務會議核備，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刪除項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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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管理學院 

案由一：有關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資管系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

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金融科技」授課方式擬調

整為遠距教學，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十三點第 2 款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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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班通過 110 年度第 1 梯次教育部審查(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6日臺教資(二)字第 1100090045D號函暨 110年 8月

3 日臺教資(二)字第 1100103539號函)。依數位學習專班

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專班課程通過

本部數位學習課程審查學分數應達畢業學分二分之

一」，為符規定，異動本課程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並

於 111 年 2月申請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三、 本案業提 110.09.28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10-1 次會

議審議通過。 

四、 課程教學計畫大綱如附件。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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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學校名稱：國立中山大學 

開課期間：110學年度一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 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金融科技 

2. 課程英文名稱 FINTECH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楊淯程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資訊管理學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時數 3小時(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3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案由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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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http://cu.nsysu.edu.tw/  （中山網路大學）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由教務處課務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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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The term “fintech” is being used more and more in the 
modern world. Fintech stands for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covers technology-enabled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product. It is now a broad 
category that refers to the innovative use of technology in 
personal and commercial finance. The applications of fintech 
extend across various business sectors, including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 insurance, lend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payments, etc. 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fintech applications and the 
related theories such as information economics. 
This is a practical course with heavy emphasis on guest 
lectures, modern application studies, and projects.

二 適合修習對象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Overview & Introduction 面授 

2 Advanced Analytical Tools I 遠距教學 

3 Advanced Analytical Tools II 遠距教學 

4 InsurTech I 遠距教學 

5 InsurTech II 遠距教學 

6 Investment Management 遠距教學 

7 Lending 遠距教學 

8 期中報告 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面授 

10 Funding 遠距教學 

11 Payment 遠距教學 

12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遠距教學 

13 Information Economics I 遠距教學 

14 Information Economics II 遠距教學 

15 
Behavioral Economic & 

Finance
遠距教學 

16 nvited Talk 遠距教學 

17 期末報告 遠距教學 

18 Final Quiz 面授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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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3次，總時數：15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15次，總時數：45小時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包括教師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4.線上測驗 

█5.成績查詢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1.class projects：50%
2.exams：40%
3.participation：5%
4.discussion：5%

九 上課注意事項 需自備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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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案由二：擬修訂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十三點條

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確保教師開設數位課程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本校擬

修訂數位課程審查流程與機制，檢核數位課程教學成效。 

二、 前揭修正重點如下：

(一) 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檢附課程教

學計畫，提報系（所）課程委員會後，送交教務處辦

理數位課程審查，教師依據審查結果修正課程教學計

畫後，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始得開設(第十三點第 2 項)。 

(二) 首次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於學期結束後辦理數位課程

評鑑，之後每三年為一週期辦理評鑑(第十三點第 5
項)。 

三、 檢附「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相關作業規範」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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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十三條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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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前一學期檢附課

程教學計畫，提報系

（所）課程委員會後，

送交教務處辦理數位

課程審查，教師依據審

查結果修正課程教學

計畫後，完成三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經教務會

議通過後始得開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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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遠距教學相關規定：

1.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師生透

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

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

方式進行之教學。且每一科

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

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

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

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

動之時數。

2.本校教師擬新開授遠距教學

課程，或曾採遠距教學方式

授課擬修訂教學內容之課

程，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提報

課程教學計畫，經系（所）、

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並經教務會議通過，

始得開授。教師應將課程公

告於網路，並依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

辦法」之規定辦理。

3.前述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

目標、適合修讀對象、課程

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

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

注意事項。

4.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

應將教學大綱、課程教材、

師生互動、學習評量及作業

報告等資料作成紀錄檔

案，至少保存五年，供日後

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

參考。

5.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及其教學

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新

增數位課程課前之審查，及

修正課程結束後之評鑑機

制，以確保遠距教學課程開

設品質。

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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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師生互動討論、成

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

意事項。 
4.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

者，應將教學大綱、課

程教材、師生互動、學

習評量及作業報告等

資料作成紀錄檔案，至

少保存五年，供日後教

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

之參考。 
5.首次開設之遠距教學課

程應於當學期結束後

辦理數位課程評鑑，檢

核遠距教學課程教學

成效。之後每三年為一

週期辦理數位課程評

鑑，若該課程通過教育

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審查」，則認證期間無

須辦理本校數位課程

評鑑。依前揭規定製作

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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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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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課程開課審查作業流程》 

 

 

流程 時間 收件截止日 
教師提報課程教學計畫 學期初 
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 (預計)學期初  
教務處辦理數位課程審查 學期第三~四週 學期第二週 
委員回傳審查結果 (預計)學期第四週  
整理審查結果，送交系所 (預計)學期第四~五週 
教師依據審查結果，修正遠距

課程教學計畫 
學期第五~六週  

學期第二次系課程委員會 (預計)學期第七~八週 (預計)學期第六~七週 
學期第二次院課程委員會 (預計)學期第八~九週 (預計)學期第七~八週 
學期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 (預計)學期第十二週 (預計)學期第九週 

 

系級課程委員會 

教師提報課

程教學計劃 

 

教務處 

辦理數位課程審查 

院級課程委員會 

校級課程委員會 

教務會議 

修
正
課
程
教
學
計
畫 

教
師
依
據
審
查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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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草案) 

97.01.03 第 114 次教務會議通過 
97.06.19 第 11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11 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14 第 12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15 第 12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1 第 12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4 第 13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8 第 14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6 第 14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 第 14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 第 15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0.13 第 15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2.11 第 15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0.09 第 15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3.13 第 15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4 第 16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2.15 第 16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0.00 第 00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建立本校課程開設及異動之審查制度，強化各系所課程架構與內

容，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校課程教育架構區分為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兩大

類；通識教育課程由「西灣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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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課程委員會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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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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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通識教育各類課程，依文學院學分費收費標準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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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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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學院

各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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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院、系所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外，需

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設。 
系所提報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因素外，

大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碩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 科為限，惟

新進教師 2 年內之課程不在此限，超過前述科目數上限者，課程結

構需再送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因系所更名或調整（分組或合併）後，應就相關課程進行盤點，原

課程內容涉變動者，須重新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課程內容未

有變動者，則提送系、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後始可開設。 
配合國外傑出教師短期教學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課程結構，逕提

課程新增。 
各學院、系所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外，需

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設。 
6.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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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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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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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ship in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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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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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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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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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辦理審議。 
4. 科目新增或異動，應以本院、系（所）相關之實用科目為原則，

與本院、系（所）性質是否相關由各院、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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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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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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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學院（系、所）開設課程時，所屬專任教師「實際授課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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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同系所同一課程開授二班以上時，其中一班請儘量採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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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2 門全英語課程為原則。  
6. 碩、博士班課程得不分年級開設。課程選課限修條件不得加註「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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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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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碩士班程度，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准者，可計入碩士班最低

畢業學分內，並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但學士班學生選修該類課程，

雖入學該系碩士班、博士班，仍不得辦理抵免為碩士班、博士班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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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者，不在此限。 
10. 日間部學士班課程時間安排應為週一至週五白天，每日單一年級課

程以不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以不連續授課 4 節(含)以上，並以不短

期密集授課為原則；聘請國外專家學者及實務操作特殊性質者不在

此限。 
未符前述規定課程因性質特殊者，須經系、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始可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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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課程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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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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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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課程限修人數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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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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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檢附課程教學計畫，提報系（所）

課程委員會後，送交教務處辦理數位課程審查，教師依據審查結果

修正課程教學計畫後，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始得開設。教師應將課程公告於網路，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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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4. 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應將教學大綱、課程教材、師生互動、

學習評量及作業報告等資料作成紀錄檔案，至少保存五年，供日後

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參考。 
5. 首次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應於當學期結束後辦理數位課程評鑑，檢

核遠距教學課程教學成效。之後每三年為一週期辦理數位課程評

鑑，若該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則認證期間無

須辦理本校數位課程評鑑。依前揭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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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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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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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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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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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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灣學院課委會

校課程委員會

就課程規劃
表示意見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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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課程開課審查作業流程》 

流程 時間 收件截止日

教師提報課程教學計畫 學期初

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 (預計)學期初 
教務處辦理數位課程審查 學期第三~四週 學期第二週

委員回傳審查結果 (預計)學期第四週 
整理審查結果，送交系所 (預計)學期第四~五週 
教師依據審查結果，修正遠距

課程教學計畫

學期第五~六週 

學期第二次系課程委員會 (預計)學期第七~八週 (預計)學期第六~七週 
學期第二次院課程委員會 (預計)學期第八~九週 (預計)學期第七~八週 
學期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 (預計)學期第十二週 (預計)學期第九週 

系級課程委員會 

教師提報課程

教學計劃 

教務處 

辦理數位課程審查 

院級課程委員會 

校級課程委員會 

教務會議 

修
正
課
程
教
學
計
畫

教
師
依
據
審
查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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