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5 樓【行AD5007 室】 
主席：林教務長伯樵                                紀錄：柳瑛玉

出席：謝副教務長東佑、賴委員秋蓮(葉副教務長竹來代)、張委員積

光、杜委員佳倫(楊婉儀代)、楊委員婉儀、薛委員佑玲、李委員志

聰、 程委員啟正(李卓昱代)、林委員宗賢、紀委員乃文、黃委員明新

(陳妮雲代)、張委員揚祺、劉委員莉蓮、湯委員家偉、劉委員正

山、羅委員凱暘、江委員政寬 

請假：學生代表謝委員凱淇、學生代表李委員孟臻 

列席：師培中心莊雪華老師

甲、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布開會

乙、主席致詞：略

丙、確認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丁、報告事項：

一、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規定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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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提報課程結構圖內回復開設課程共計 4 門，如附件一。---1 

二、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七點第 1 款規定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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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合宜性及關聯性，並檢視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一致性。110
學年度已完成/待辦理課程結構外審系所清單及已完成結構外

審系所之外審意見暨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如附件二。-------7 

三、 依據第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有關本校「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院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

結構、新開設課程、必修科目表等課程案，經檢視資料無誤後，

提校課委會以報告事項核備。本次院/系/所/學位學程提會修

訂必修科目表、修訂課程結構圖、新增、異動課程案，詳如附

件三~六。---------------------------------------------------------------11 



 

 

戊、 討論事項： 

一、 本校「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技領域資訊

科技專長」課程規劃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工學院）-----------------------------------------------------------------38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二、 有關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二點、第七點第 5
款、第 12 款及第九點第 6 款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41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己、臨時動議：無 

庚、散會：13 時 00 分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限修人數調降案，提請審查。（提案

單位：文學院）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10.12.28 第 170 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跨院選修」課程新增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西灣學院）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10.12.28 第 170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學年度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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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開 

設學期 

開設 

學期 

1 劇藝系 選 創意發展導論 
INTRODUCTION TO 

CREATIVITY 
2 2 0 

Tobie 

Stein 
講授類 105-2 110-3 

2 劇藝碩 選 創作專題（三） 
INDEPENDENT STUDIES IN 

CREATION (Ⅲ) 
1 1 0 吳怡瑱 獨立研究 103-1 110-3 

3 財管所 選 保險理論與實務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SURANCE 
3 3 0 唐俊華 講授類 103-1 110-3 

4 財管所 選 
金融數據分析與交

易策略 

PRACTICE IN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AND 

TRADING STRATEGIES 

3 3 0 蔡秉真 講授類 104-2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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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已完成及待辦理課程結構外審學系所一覽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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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管系 

學士班 

105.5.23 104-4 1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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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次校課程

委員會。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專班 

 

企管系 碩士班_企醫管碩 105.5.23 104-4 110.5.23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

會。 

EMPP 碩專班 105.5.23 104-4 110.5.23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

會。 

生醫所 
碩士班 

105.11.21 105-2 110.11.21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

會。 博士班 

化學系 

學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

會。 
碩士班 

博士班 

資工系 資安碩 108.5.6 107-4 111.5.6 

1. 108 學年度新增(第 1
次 3 年外審) 

2.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中，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會。 

企管系 

博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

會。 
博士班_企經營管理博 

博士班_企企業管理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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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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科系 

學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

會。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系 原民碩專班 108.5.6 107-4 111.5.6 

1. 108 學年度新增(第 1
次 3 年外審) 

2.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中，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會。 

亞太英語

碩程 碩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

會。 

教育與人

類發展全

英語 
博士班 108.5.6 107-4 111.5.6 

1. 108 學年度新增(第 1
次 3 年外審) 

2.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中，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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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管理 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 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 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改

進事項」 
【學、碩、博及碩專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 1 

整體而言各學制建構完整，建議

在全球新發展之「永續經融」及

因應新「金融科技」之相關課程

進行調整，以符國際化與資訊化

之財金課程新趨勢。 

 
1.因應永續金融方面，本系曾邀請金管會

黃天牧主委、富邦金王正新獨立董事、鉅

亨金融科技張圭慧數據長等在數位化、永

續金融領域耕耘數十載的專家蒞校傳授實

務知識，未來也會依據委員建議，持續推

動相關理念。 
2.課程方面，大學部以跨系所/領域學程

的方式，建構金融科技教育版圖，執行

「金融科技與創新微學程」、「人工智能投

資微學程」、「金融科技學程」，亦開設財

務工程、財金程式設計、扎根程式實力。

而研究所一系列的程式交易、理財機器人

實作、財金機器學習等 Fintech相關課

程，博士班的國際投資組合、財工與金融

創新、國際財管理論實務、創業投資等皆

朝向金融科技布局，未來講座及課程規劃

上也將增加數位轉型、ESG 相關議題的講

師及內容。 

委員 2 

整體而言，所設計的課程，持續

搭配著趨勢發展而有所更新，於

是國際化與 AI化的課程占比很

高，這是課程最大的優勝之處。

雖積極緊抓趨勢而開設新類型課

程，但對於基礎理論實力養成的

傳統財管課程，也依舊沒有放

棄。因此，既有理論築基亦有實

務培養，既有傳統必備學理、又

不斷掌握國際與經濟趨勢而隨時

提供新課程。如此課程結構真的

相當成功、相當優秀，無怪乎能

 

感謝委員肯定與指教。本系持續聘用優秀

師資及規劃與實務接軌的課程，在扎根傳

統財管課程之下，不斷優化課程，培育能

夠有宏觀視野及跨領域專業能力的高階管

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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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夠躋身英國 Financial Times 全

世界排名 49，而能不斷替國內財

管實務界注入菁英人才。 

委員 3 

整體課程架構完整，對於教育目

標的追求建議如下: 

一、 財務專業：課程已提供財務

相關專業學，建議可再強化跨域

能力養成，尤其因應金融科技的

發展，讓基礎資訊成為學生必備

能力。 

二、 創新能力：透過講座與研討

會與業師教學等安排，吸取業界

新知，讓學生對於實務應用更能

掌握，也激發其創新能 

力。 

三、國際觀培養：除了外語能力

的養成與求，開設英語授課課程

等，建議多拓展與國外學校及學

生的交流機會，或制定學生參與

國際研討會獎勵辦法，以拓展學

生國際視野。 

 

本系以跨系所/領域學程的方式，建構金

融科技教育版圖，執行「金融科技與創新

微學程」、「人工智能投資微學程」、「金融

科技學程」，其學習目標為在校園習得完

整的財務與資訊領域所需具備之知識與技

術，讓不同背景學生相互刺激，認識技術

可行性與可能性，並達到跨域知識整合及

金融科技創新。 

國際觀亦是目前所有院校系所欲培養學生

擁有的重點核心能力之一，本系致力於

此，陸續開設全英授課課程，所屬之管理

學院第三度通過 AACSB 再認證，顯現對於

該教育目標之重視。另本系所主辦之 SFM
國際研討會已連續舉辦 28 屆，亦固定舉

辦學術研習營，提供學生豐富的管道，打

造有力的學習環境，提升國際合作研究實

力。 

委員 4 

各學制課程規畫良好，專業領域

皆符合理論與實務所需，對學生

職涯有實質助益。 

 

感謝委員肯定與指教。本系持續延聘優秀

師資及規劃與實務接軌的課程，致力於豐

富教學及研究面向，培育出最適合的市場

的人才。 

委員 5 

整體而言，課程設計十分符合專

業領域中學術理論之架構，課程

結構規劃具有豐富性，內容合理

且符合教育目標與系所專業能

力。在國際化上有英語能力標準

之要求，值得肯定。倫理能力部

分，可以多增加關於 ESG 單元，

可以以個案或實務演講方式呈現

於相關課程中。金融產業因應數

位化變化較大，建議可以多加規

劃相關議題於課程內容。 

 
透過學/碩士班「當前財金問題分析」課

程，邀請數位化及 ESG 領域耕耘數十載的

專家，如元大投信董事長、中信金顧問等

知名人士蒞校演講，分享實務案例。而未

來學士班將與仁大資訊合作舉行「仁大講

堂」，ESG 相關議題已包含其中，也會遵

照委員建議進行調整，將增加數位轉型、

永續金融等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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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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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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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高階主

管經營管理 

(109學年度) 

碩專班 45 - 100%     

1. 企業個案討論，
原 110-2異動至
111-1。 

2. 市場經濟理論
與實踐， 
原 110-2異動至
111-1。 

3. 企業社會責任
與商業倫理， 
原 111-1異動至
110-2。 

兩岸高階主

管經營管理 

(110學年度) 

碩專班 45 - 100% 45 - 100%  

1. 市場經濟理論
與 實 踐 ， 原
110-2 異動至
111-1。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原 110-2異
動至 111-1。 

3. 全 球 運 籌 管
理，原 110-2異
動至 111-1。 

4. 企 業 經 營 策
略，原 111-2異
動至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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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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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系 學 - - 2 

異動： 

1. 光纖通信系統→光纖通信導

論。 

2.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業→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 

109.5.11 
108-4校課程委

員會 

2 人管所 碩專 - - 2 

異動： 

1.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由亞太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必

選→國際與策略人管課程

(選修) 

2. 人力資源數據分析：由亞太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必

選→核心人管課程(選修) 

108.9.24 
108-1校課程委

員會 

3 海保所 碩 2 - - 

新增： 

1. 高階生物統計 

2. 水產資源 

109新增系所預

計於 112.5.11

課程外審 

4 
海生技

博 
博 3 - - 

新增： 

1. 海洋生物及生技專題研究

（一） 

2. 海洋生物及生技專題研究

（二） 

3. 海洋生物及生技專題研究

（三） 

110.10.20 
110-1校課程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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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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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 

學期 
課程結構 

1 海保所 選修 水產資源 
FISHERIES RESOURCE 

MANAGEMENT 
2 2 0 林裕䕒 講授類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2 海保所 選修 高階生物統計 
ADVANCED 

BIOSTATISTICS 
3 3 0 林裕䕒 講授類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3 
海生技

博 
選修 

海洋生物及生技

專題研究（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一） 

2 2 0 李澤民 獨立研究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4 
海生技

博 
選修 

海洋生物及生技

專題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二） 

2 2 0 李澤民 獨立研究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5 
海生技

博 
選修 

海洋生物及生技

專題研究（三）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三） 

2 2 0 李澤民 獨立研究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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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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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

系 

光纖通信系統 

FIBER-OPTIC COMMUNICATION 

SYSTEMS 

選 3 講授類 

光纖通訊導論 

INTRODUCTION TO FIBER-OPTIC 

COMMUNICATIONS 

111-1 

異動中

英文課

名 

2 
光電

系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業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選 3 講授類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 

CREATIVITY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111-1 

異動中

英文課

名 

3 
西灣

學院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POST-

COVID19 ERA 

選 3 講授類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110-2 
異動英

文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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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師培中心、工學院 

案由一：本校「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技領域

資訊科技專長」課程規劃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資工系擬支援本校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規劃「教

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技領域資訊科

技專長」課程。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

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五款：「培育規劃及專門

課程應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查通過」，故援例比照本校「課

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及教

務會議審議。 

二、 資工系之「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技

領域資訊科技專長」課程規劃如附件。 

三、 本案業提 111.1.11工學院第 110-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

審議通過。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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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二：有關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二點、第七

點第 5 款、第 12 款及第九點第 6 款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因應本校增設「國際金融研究學院」及「半導體及重點

科技研究學院」，修訂相關課程開設及異動審查制度，

賦予研究學院較具彈性之開課運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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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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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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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研究學院所屬課程依所屬研究學

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進行審議，

經其管理會通過後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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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研究學院之

開課審議程序。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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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七點第 5 款及第 12 款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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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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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含
研究學院)、系、所配合國外傑

出(客座)教師短期(訪問)開設之

課程得免修訂課程結構，逕提課

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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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含研究學

院配合國外傑

出(客座)教師

短期(訪問)開

設之課程得免

修訂課程結

構，逕提課程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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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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實驗、音樂、展演、體育、

演講/參訪、服務學習及獨立研究

十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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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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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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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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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XXX 
Laboratory-校內 

實驗（習） 
XXX 實務 Field Project in 

XXX-校外 
XXX 專案 XXX Project 

因應研究學院

之開課，增列實

作課程，並規範

實作課程名稱

與授課方式之

對應。 



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九點第 6 款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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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研究學院由院課程委員會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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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研究學院之

必修課程、科目

之修改之留存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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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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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27 第 16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3.00 第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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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研究學院所屬課程依所屬研究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進行

審議，經其管理會通過後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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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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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研究生、學士班延修生及自費選讀生，修習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

同課程時，比照校際選課、暑期班繳費方式，依學生或選修課程所屬

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繳交之學分數以修習課程時數計

算之）。通識教育各類課程，依文學院學分費收費標準繳交。

七、 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程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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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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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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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含研究學院)、
系、所配合國外傑出(客座)教師短期(訪問)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課程

結構，逕提課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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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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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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各課程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同，分為講授、研討、實習、實作、

實驗、音樂、展演、體育、演講/參訪、服務學習及獨立研究十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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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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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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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研究學院由院課程委員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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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之必要課程如專業倫理課程（或講座）等，遴聘校內外專家學者

授課。 
4. 各學院（系、所）開設課程時，所屬專任教師「實際授課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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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同系所同一課程開授二班以上時，其中一班請儘量採行英語

授課。招收外國學生之系所(中國文學系除外)，每學期至少開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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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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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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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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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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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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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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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學院為管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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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