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第 173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國研大樓 1 樓華立廳 

主席：林教務長伯樵(謝副教務長東佑代理)             紀錄：陳湘芸  

出席：林教務長伯樵(謝副教務長東佑代)、楊學生事務長靜利(曹秘書雲琇代)、

賴處長威光(王組長玲瑗代)、朱產學長安國(黃副理瓊瑤代)、賴院長錫三

(陳副院長尚盈代)、吳院長明忠(李主任哲欣代)、范院長俊逸(溫副院長朝

凱代)、葉院長淑娟(陳副院長安琳代)、余院長明隆、王院長宏仁、黃院

長義佑(潘所長正堂代)、羅主任景文、盧主任莉茹、林主任雅敘(黃副教

授子珊代)、陳主任尚盈、楊所長婉儀、謝所長榮峯、莊主任豐權(郭副教

授政育代)、李主任昆澤、張主任中、李主任哲欣、李主任宗璘(黃所長婉

甄代)、彭主任昭暐、王主任友群(柯副教授正雯代)、郭主任紹偉(張教授

六文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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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主任明新(佘主任健源代)、林主任芬慧(楊副教授淯程代)、王主

任昭文(封助理教授之遠代)、彭所長渰雯、紀所長乃文、王所長紹蓉、佘

主任健源、薛主任憲文、劉主任莉蓮、陳所長信宏、陳所長孟仙(林助理

教授裕䕒代)、陳主任慶能(林助理教授裕䕒代)、張主任光亮、萬主任毓

澤(王院長宏仁代)、劉所長正山、李所長慶男、謝所長/主任百淇、郭主

任育仁(希助理教授家玹代)、鄭所長光宏(孫助理教授羽佑代)、徐所長志

文、余主任明隆、蔡主任俊彥、曹主任德弘、王主任以亮、洪所長世謙、

謝主任如梅、李所長英杰、潘所長正堂、黃副教授子珊、梁教授蘭昌、

柯副教授正雯、謝副教授慧賢、王副教授俊傑、鄭助理教授雅勻、劉學

生代表品佑、李學生代表易昇、黃學生代表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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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主任淑珍 

請假：王研發長朝欽、洪院長慶章、邱院長文彬、董院長瑞斌、李主任志聰、鄭

主任源斌、胡所長念祖、李主任澤民、張所長顯超、莊主任雪華、陳主任

彥旭、莊所長承鑫、薛所長佑玲、江主任政寬、林副教授秀瑾、劉副教授



叔秋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頒獎： 

ㄧ、頒發本校 110 學年度教學傑出暨績優教師獎 

二、本校 111 學年度「學生證設計活動」頒獎 

肆、報告事項： 

ㄧ、前(172)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確認。-------------------------------------1-2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3-35 

伍、提案討論： 

ㄧ、「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修訂案，提請核備。(提案單位：西灣

學院)--------------------------------------------------------------------------------36-41 

 決議：照案通過。 

二、擬修訂「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42-44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校各系所擬修訂授予學位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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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0 

 決議：「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技術報告相關要點(草案)」名稱修

正為「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技術報告認定基準(草案)」，其第一

點及第四點相關用語配合修正；第二點第二款修正為「書面報告：內容應

包含背景說明(含個案描述及作者個人背景介紹)、...」，餘照案通過。 

四、本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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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59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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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系所班

別之英文名稱，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資訊管理學

系)--------------------------------------------------------------------------------160-162 

 決議：照案通過。 

柒、散會：下午 1 時 40 分 



國立中山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73 次教務會議 
前(172)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要點」修訂案，提請審查。

(提案單位：西灣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照案執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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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案，提請審查。

(提案單位：西灣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

三、擬訂本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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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四、本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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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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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六、擬修訂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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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七、本校各學制修訂暨新訂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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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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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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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校各學制修訂或新訂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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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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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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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十、本校「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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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另於 173 次提案該所專業實務報告規範。 

2



國立中山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73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工作報告 

註冊課務組 
一、110學年度第2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共125人(前一學年度同期為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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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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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99 7 53 36 98 9 66 39 82 14 52 

逾期未註冊 4 29 2 24 3 27 2 34 6 29 6 29 

修業年限屆滿  6 4 25  4 4 27  7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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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6  15  10  5  4  7  

未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    2         

總計 
55 134 29 104 50 129 23 127 50 118 31 94 

189 133 179 150 168 125 

學業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9 0 16 2 11 0 7 0 5 0 9 0 

4.76% 13.53% 6.15% 4..67% 2.98% 7.2% 

學籍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46 134 13 102 39 129 16 127 45 118 22 94 

24.34% 70.9% 9.77% 76.69% 21.79% 72.07% 10.67% 84.67% 26.8% 70.2% 17.6% 75.2% 

基準日在校人數 9563 9132 9706 9302 9,897 9,518 

應退佔在校人數比重 1.98% 1.46% 1.84% 1.61% 1.7% 1.31% 

二、110學年度第2學期總休學人數884人，總退學人數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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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191 403 220 3 236 1,053 
108-2 184 395 232 5 223 1,039 
109-1 185 395 220 2 211 1,013 
109-2 186 363 199 4 175 927 
110-1 153 374 227 2 190 946 
110-2 142 362 198 2 180 884 

總退學人數 
108-1 118 111 59 1 28 317 
108-2 52 95 36 0 60 243 
109-1 140 104 63 2 31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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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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102 51 0 46 254 
110-1 148 87 51 1 34 321 
110-2 59 90 38 0 3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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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期初預警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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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學業成績 1/2 不及格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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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期中預警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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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開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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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建立學業高關懷名

單 19 人】 

註冊課務組/
各學系 

四、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士班『期初預警』總人數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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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1學年度期初預警人數統

計如下表： 

五、111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需通過「英語能力標準」畢業門檻1,386人，統

計至9月16日止，完成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人數1,026人（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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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檻，俾能順利畢業。 
六、110學年度第2學期因屬教師之失誤而需更改成績者，經由系務(所務、學位

學程、西灣學院各中心)會議通過後，迄9月20日送交教務處彙整共計33件(如

學期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1102 111-1 
得適用學業退學標準人數 323 353 313 315 271 266 232 
不適用學業退學標準人數 71 96 82 107 65 107 87 
期初預警總人數 394 449 395 422 336 373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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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包括：外文系1件、生科系2件、物理系2件、電機系1件、機電系2
件、資工系1件、企管系9件、資管系3件、海工系8件、西灣學院4件，全數

通過。其中牽涉及格與否者，共計3件。 
七、110學年度第1學期核准轉系所(110學年度第2學期轉入)碩士、博士班共20

人，其中15人為碩士班，5人為博士班轉所；110學年度第2學期核准轉系所

(111學年度第1學期轉入)學、碩士、博士班共66人，其中3人為碩士班，3人
為博士班轉所。轉所核准名單已於教務處公告。 

轉系所核准人數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學士班 47 52 52 60 
研究所 5 8 4 26 

八、中山高醫學士班學生轉校事宜：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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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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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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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 

公共衛生學系 

111 

高雄醫學大學 3 1 外國語文學系 職能治療學系 

中山大學 11 
(11 人次) 4 

醫藥暨應用化
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香粧品學系 
化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 

醫務管理暨醫
療資訊學系 政治經濟學系 

九、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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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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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修習名單已於教務處網頁公告) 
(一)107-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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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111 學年 
輔系 27 20 44 34 53 
雙主修 16 19 37 17 19 

 
本校碩士班核准名單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111 學年 

輔系 -- 0 0 0 0 
雙主修 - 1 4 0 1 

(二)107-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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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111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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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7-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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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111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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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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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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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111-1 學期 
中國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生物科學系    (*2) (*1) 
化學系 1 2(*1) 2(*1) 1 1(*2) 
物理學系 5(*1) 5(*1) 2 1  
應用數學系   (*1)   
生物醫學研究所 1   2(*1)  
醫學科技研究所   1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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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所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111-1 學期 
電機工程學系  2 3 1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1) 3(*1) 1(*1) 1 
環境工程研究所   3 2(*1) 1 1(*2) 
資訊工程學系  1 2(*1)    
通訊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學系 2 3 3 1 1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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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1)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海洋科學系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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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9 21 16 11 
*外加名額 

十一、111學年度第1學期初選前課程大綱登錄比重為95.27% (110學年度第2學期

為94.39%)，加退選階段開始前之登錄比重為96.32%，加退選階段結束（9/20）
之登錄比重為97.68%（110學年度第2學期為9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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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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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00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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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01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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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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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日期為9/21-10/4，為維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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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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15已有665位核准修習，在校生共

2047位修習學程。 
十六、本校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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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系於學生申請

學位考試前，提醒學生前開事宜。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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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各系所博士班，

醫學院生醫所博士班、海科院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請儘速

規劃修正。 
十八、本校數位證書格式於第 171 次會議通過，然為考量中文學位證書掃描檔

與數位證書應有區別，調整將數位證書修正邊框及增加底紋，以做為區別。

另依教育部來文，110-2 研究生學位考試得延至 9 月下旬辦理，目前數位證

書已陸續發放，預訂於 10 月發放完畢。 
十九、新版學生證於五月與學生會合作進行徵稿及投票，經全校教職員師生海

選，並於 111 年 6 月 2 日評審會議由委員審查後選出一~三名，佳作三名(同
分增額一名)，111 學年度起學生證依第一名投稿作品製發，新生之學生證

於註冊日時發放完成。 

招生試務組 
一、112學年度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教育部業於111年7月25日臺教高

(四)字第1112203175號函及111年7月27日臺教高(四)字第1112203171D號函

核覆結果如下。 
(一)「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同意新增。 
(二)「教育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同意裁撤。 
(三)「教育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教學及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同意裁撤。 
(四)「藥學系學士班」：緩議。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111年8月2日報教育部申請外加招生名額30
名，教育部業於111年8月16日臺教高(四)字第1110076460號函核定同意。 

二、教育部業於111年7月26日臺教高(四)字第1112203303號同意111學年度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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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並將原理學院下之相關系所調整至「醫學院」，調整後醫學

院下設有「學士後醫學系」、「生物醫學研究所」、「醫學科技研究所」、

「生技醫藥研究所」、「精準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科學博士學位學

程」。 
三、本校工學院申請111年協助「國立大學資安師資員額請增及彈性薪資計畫」，

教育部業於111年9月16日函覆核定補助提撥資安師資員額計6名（學校提撥

2名，教育部核撥4名）。 
四、本校辦理招生考試之筆試管道逐年增加 ，含高中英聽(兩次)、學測、分科

測驗、碩士班暨碩專班、學士後醫學系及企業招募考試等，每場次須大量

試務工作人力支援，感謝行政/學術單位主管於各項招生考試竭盡所能配合

支援試務，共同支持本校招生試務工作。 
五、111 學年度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春季班）招生考試訂於

111年9月26日至10月17日報名，11月30日公告錄取名單。 
六、112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訂於111年10月4日至17日報名，11月25日公

告錄取名單。 
七、112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訂於111年10月18日至26日報名，12月14日

公告錄取名單。 

招生策略辦公室 
一、國內招生相關活動 

(一)中猴中山PODCAST節目： 
  1.【學生訪談系列】六系（應數系、音樂系、財管系、資工系、社會系及資

管系）學生分享個人申請入學備審資料準備、面試經驗、推薦課程及校

園生活點滴。已上架31集，累計收聽次數達2857次。 
  2.邀請海工所畢業校友、PULO裝潢媒合平台的創辦人李信成學長分享創業

心路歷程、勉勵在校學弟妹。 
  3.與秘書室合作，於西子灣隧道內播放六集精選節目（全英班、海資系、海

科系、中文系、企管系、學習歷程準備指引——財管系唐俊華教授主講）。 
  4.本季企劃為【僑生訪談系列】，預計推出9集，邀請大馬、印尼、日本、哥

倫比亞等地僑生分享入學經驗及學習心得，吸引海外高中學生收聽。 
(二)近期辦理的國內招生宣導活動如下(111年6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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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場次 參與學系/對象 

高中宣導講座 11 場 

財管系：台東高中 
化學系：屏東女中 
光電系：屏東女中 
電機系：中山附中、台南二中 
機電系：中正高中、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企管系：瑞祥高中 
政經系：瑞祥高中 
人科學程：中正高中 
中文系：中山高中 

大學博覽會 1 場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特殊選
才線上招生說明會 1 場 

中文系、劇藝系、音樂系、生科系、資
工系、光電系、機電系、IBBA、海工
系、社會系、物理系、人科學程 
對象：全國高中師生與家長 

2022 全國高中生英
語演講比賽 1 場 

主辦：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美國在台
協會高雄分處 
對象：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在學學生 

2022 Open House一
日中山人 1 場 

開課單位：機電系、資工系、應數系、
人科學程、物理系、生科系、劇藝系、
音樂系、中文系、光電系、管理學院、
電機系、材光系、共學群、海域中心、
體育組、USR 城市共事館計畫 
對象：全國高中生（含文化及經濟弱勢） 

二、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一)教育部補助本校111-112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執行期程自111

年8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核定總經費660萬元。 
(二)配合「112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校系分則」作業時程，本辦公室業於

111年9月8日(星期四)辦理「112學年度申請入學審查標準制定策略與分析

說明會」，針對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標準制定策略、及本年度招生專業

化規劃進行說明，計56位學系師長參與。同時，本辦公室亦提供各學系

近五年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之客製化分析結果，作為學系112學年度申

請入學校系分則設定之參考。 
(三)招生專業化計畫校際交流：本校招生策略辦公室巫敘竹博士後研究員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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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校分享本校招生專業化與校務研究經驗，包含本校如何將校務研究

導入申請入學選才標準制定、書審尺規設計及招生行銷規劃，目前已進

行場次均獲許多正面回饋。場次資訊如下： 

日期 場次 演講主題 參與學校/人員 

111 年 7
月 14 日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109-110 學年度計畫期末成
果報告說明會 

校務研究學校經驗分
享 

64 所大學共 177
人參與 

111 年 8
月 25 日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中區小組會議 

校務研究學校經驗分
享 

15 所大學共 256
人參與 

111 年 9
月 7 日 

金門大學教學研討會 招生專業化校務研究
分享與校系分則之建
議 

校內教師參與 

三、高教深耕計畫 
(一)自主學習增能工作坊：本校針對高中教師辦理3場「高中教師增能課程─

高中自主學習教學講座」系列講座，分別為111年8月24日、9月22日及10
月19日。 

  1.第一場：8月24日講座係由生科系顏聖紘副教授分享「高中老師如何引導

學生啟動自主學習？」，從大學端審查角度，提供高中教師關於自主學習

計畫的教學建議，並由生科系大一學生許淯傑從學生角度提供高中教師

與校方建議，獲參與者高度評價，共計230位高中師長線上參與。 
  2.第二場：9月22日講座係由人科學程夏皓清助理教授分享「自主學習：一

個兼顧興趣、時間、資源、限制、可能成果的綜合思考脈絡」，計345位
高中師長報名參加。 

(二)第4梯次指引西灣未來之星：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診療室。 
(三)成立「指引西灣未來之星」諮詢教授群，檢視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並提

供建議，引導學生透過務實規劃並落實學習計畫，從中培養自主學習之

能力。另安排「自主學習規劃大小事，學長姐給你問！」線上諮詢，邀

請具自主學習經驗的大學學長姐，線上協助高中生對於自主學習計畫規

畫的疑難雜症，進而分享大學生活及選校選系經驗談等，活動即日起至9
月30日開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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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課程：本校協助高雄高中、高雄女中、鳳山高中、高師大附中、中山大

附中及屏東女中等辦理111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微課程，計協助開設2梯
次共9門課。 

四、僑生招生試務與招生宣傳 
(一)以僑生為主角於Youtube頻道建立【僑見中山】專區，111年5月上架【築

夢進行曲】，6月上架【臺灣升學Q & A】及【僑見中山招生快訊】，透過

僑生團隊轉載僑生各大社群。 
(二)參加2022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請本校海洋科學系張詠斌副教授現身

說法拍攝科系影片，介紹系所亮點與特色，於6月起於海外聯合招生委員

會官網及社群播放。 
(三)為辦理海外策略聯盟學校續約事宜，結合2022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

展，排定拜訪中學行程，議定續約事宜，拜訪巴生興華中學、巴生濱華

中學、馬六甲培風中學、麻坡中化中學、峇株巴轄華仁中學、居鑾中華

中學及寬柔中學計7所學校，與3所中學完成續約，並新簽4所策略聯盟學

校，本次拜訪中學之目的，期了解策略聯盟中學之實際需求，以作為未

來之合作方向及僑生招生策略之參考。 
(四)於2022年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展期間，辦理升學講座，並於社群媒體發布教

育展訊息，向高中學子宣傳本校雙語政策及全英班資訊，現場播放僑生

影片，以提供在場學子中山大學辦學特色及最新資訊。 
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一、雙語教學相關計畫 
(一)教育部於111年7月25日、7月26日及8月9日召開北、中、南三區「大專校

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分區交流研習會議」，其中7月25日南區場次於中

山大學國研大樓華立廳與本校共同協辦，並由鄭英耀校長擔任與談人分

享本校執行雙語計畫經驗交流。此外，本次三場會議皆由林伯樵教務長

主講「EMI教學資源中心概況介紹-中山大學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

實務分享」。 
(二)教育部於111年8月22日臺教高(二)字第1112203647號函文各校「大專校院

推動雙語計畫注意事項」，重點摘要如次： 
  1.為確保學生具備足夠的英語能力參與EMI課程修習，並強化專業知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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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應於自由選擇之前提下參與EMI必、選修課程，各系所開設EMI課程亦

應符合下列原則。 
   (1)若推動雙語計畫(110學年度)前已採EMI之課程，或於招生時已敘明課程

採EMI，則依原課程規劃辦理。 
   (2)系所若因推動雙語計畫開設EMI必修課，須為全英專班，或已經確認修

習EMI課程之全班學生皆具有充分之英語能力(以四項能力達CEFR B2
以上為原則)。 

   (3)系所開設EMI必修課若未符以上第2點情形，須同時開設以中文授課之

相同課程供學生選擇；學生若不選修EMI課程，應不影響其畢業學分取

得及畢業時程。 
  2.為協助教師投入EMI教學，並建構完善EMI教學環境與氛圍，系所聘任教

師應以學術專業表現為優先考量，並輔以增能措施，且應符合下列原則： 
   (1)系所聘任教師可將英語教學能力做為加分條件，但應避免設為唯一錄取

條件或門檻。 
   (2)本校已提供EMI課程教師充分教學支持措施，強化現有教師增能培育機

制，例如教學培訓、教師社群、EMI教學助理等機制，但系所應避免強

迫教師開設EMI課程。 
   (3)如為非英語之語言系所(例如：中文系)以全英教學作為教師聘任條件須

有強烈必要理由。 
  3.學生英語評量機制： 
   (1)大學英語教育之課程、教學、評量應能彼此對準，檢測目標及內容能呼

應我國高等教育英語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學術及技術需求。 
   (2)學校應提供英語學習的完善教學與輔導機制，教育部提供英文能力評量

機制選項： 
    (a)教育部補助LTTC研發大專校院學生聽說讀寫英語能力檢測，已由本校

西灣學院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協助於9/30辦理預試完畢，預定於2023
年9月正式施測說寫測驗，2024年正式施測聽說讀寫四項能力檢測。 

    (b)前開預試結果可作為評估學生英語能力之依據，另教育部亦將與英國

文化協會(BC)研商其他具可行性之評量方式。 
(三)本校獲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與外貿協會共同開辦「外貿雙語研習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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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歡迎本校大學部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課程資訊可參閱：

http://best.tdc.nsysu.edu.tw/EnglishVerificationCourse.aspx ；報名網頁：

https://forms.gle/ZQt3wjNuBnTbgDFPA。 
課程名稱 全英語商務溝通菁英班 全英語實力躍進班 
課程目標 提升商務英語溝通應對力，接軌國際

職場，增加就業競爭力 
提升英語口說自信、文法正確性與寫作

架構完整性，接軌大二 EMI 課程 
適合對象 適合大二以上學生，具備 CEFR B2 

(約 TOEIC 785 分)以上英文程度且通

過篩選者 

以大一新生優先，適合具備 CEFR 
B1(約TOEIC 550分以上英文程度且通

過篩選者 
課程內容 商務英語批判閱讀與討論(18hrs) 

商務英語簡報術(18hrs) 
商務會議英語(18hrs) 
國際禮儀講座(3hrs) 
雙贏英語面談講座(3hrs) 

情境英語表達與魅力公眾演說(36hs) 
全方位英語報告撰寫(24hrs) 

課程時數 每班 60 小時 每班 60 小時 
學分數 微學分 3 學分 微學分 3 學分 
開設班次 2 班 4 班 
招收人數 每班 20 人 每班 20 人 
其他 • 學生修畢課程可由外貿協會頒發中英文證書，應屆畢業學生可接受就業媒

合協助。 
• 另有「求職面試及履歷撰寫技巧」中文講座供選修。 

(四)本校推動全英語教學精進實施計畫，在學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補助以講授

類必修課程為補助對象，為落實教育部雙語計畫政策推動，自111學年度

起納入選修課程補助，並已公告各系所提出課程補助申請。補助方式如

下： 
1.各學系開設講授類全英語選修課程，以2點計算；修課人數應達10人以上。 
2.課程應符合教學意見調查回收率70%；且6成以上填答學生認為英語授課

時數達80%以上。 
(五)EMI教師培訓實施計畫：本校推動EMI教師培訓計畫，為鼓勵教師積極參

與，相關EMI活動參加紀錄已納入升等評分項目中，加分細節將於「EMI
教師培訓實施計畫」中敘明，教發中心辦理EMI教師培訓，相關活動訊息

可於本校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網頁(http://best.tdc.nsysu.edu.tw/)中「最新消

息」與「教師增能」查詢，111學年度EMI教師培訓校園實體培訓工作坊

「基礎」及「進階」辦理日期如下： 
  1.實體培訓講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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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111 年 11 月 5 日(六)8:30-18:00 
講題 講者 
全英語授課跨文化溝通解密 何德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所) 
饒傑瑞兼任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電機系 

EMI 中的有效教學結構： 
從學習目標設定到互動式教學與評量 

謝承諭助理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實驗出屬於自己的 EMI 林晉宏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進階 I】111 年 12 月 7 日(三)14:00-16:00 
講題 講者 
EMI 中的課堂互動能力： 
增進學生參與的語言與非語言策略 

謝承諭助理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進階 II】112 年 1 月 7 日(六) 8:30-17:00 
講題 講者 
EMI 課室用語及教材視覺化 陳玟君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外文系) 
EMI 課程的討論引導及反饋 (暫定) 徐淑瑛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 

  2.EMI線上教學演示暨諮詢導師培訓： 
   (1)計畫宗旨：本校與AIT合作辦理English Language Specialist Program(簡稱

ELS計畫)，為協助精進大學教師EMI教學能力，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

教學演示活動，並邀請國際語言學者指導諮詢導師觀課策略與技巧，協

助給予回饋建議。本活動以全線上方式舉行，計畫期程自10月14日(五)
起至12月23日(五)止，每周五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 

   (2)參與對象：南區一般大學高教EMI區域資源中心九所大專院校之教師，

共40名參加培訓(含10名諮詢導師、30名教學演示教師)。 
   (3)辦理說明：每週3名教師執行15分鐘教學演示，並由1名諮詢導師給予回

饋(約15分鐘)，國際語言專家從旁觀察後，最後給予諮詢導師以及教學

演示教師整體回饋建議(約30分鐘)。 
   (4)報名：9月27日(二)起至10月4日(五)下午五時止，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0XlylA。 
  3.教師社群：本校自109-2成立全校教師社群，學期間每個月固定舉辦教師

社群活動，111學年度第1學期規劃邀請參與EMI師資培訓課程的教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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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10月份預計辦理場次如下表，報名連結：https://reurl.cc/ZbLx36。 

活動場次 時間 地點 分享教師 
EMI 師資培訓
課程經驗分享 

111/10/25(二) 
14：00-15：30 

國研大樓 4
樓 IR4002 

西灣學院-林季怡老師 
亞太所-黎寶文老師 

  4.教學觀課：為增進教師教學效能，提升本校教師EMI教學能力，教發中心

推動EMI課程觀課，搭配校內現有的微型教學精進服務，由領航教師觀察

教學現場教師授課並給予回饋。教案表格及觀課表內容已做檢討修正，提

供教師最佳觀課指引。 
  5.高階諮詢導師互觀計畫：本校於2022/04/08辦理高階諮詢導師培訓，為提

升校內EMI觀課風氣，並增加互相觀摩機會，針對完成高階諮詢導師培訓

的老師推動EMI課程互觀計畫，由老師自行尋找合作對象，於110-2學期至

彼此EMI課堂進行觀課，此計畫主要目標提供諮詢導師一個給予同儕回饋

的練習機會，2022年5月底共11名教師完成互觀計畫；此外，為確保互觀

回饋意見品質，教發中心邀請具備多年EMI觀課經驗之資深學者給予回

饋，該建議提供給諮詢導師潤試後，再提供給同儕教師。本互觀計畫另一

特點是可認列為本校EMI教師培訓計畫中「進階」與「高階」的「教學觀

課」與「擔任諮詢導師」必要項目，因此也提高教師參與動機。111學年

度第一學期持續針對完成高階課程培訓之教師辦理互觀計畫，辦理細節確

認後公告。 
  6.EMI線上課程： 
   (1)OPEN MOOCs (EMI)：本學期(111-1)開始，將OPEN MOOCs-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納入基礎課程中，本次開放之課程為期6週，包含1
個說明會及5堂課，課程資訊請參閱

https://www.openenglishprograms.org/MOOC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Facilitated)]；報名連結請點選課程資訊下方之CLICK HERE 
TO REGISTER AND ENROLL IN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FACILITATED)，學員需登記，才算報名成功，並得以

進入平台上課，完成課程的老師可直接在系統上領取完課證明，屆時請

老師上傳雲端：https://reurl.cc/rR4VYN，並請於12/9(五)17:00前上傳完

課證明或截圖，以利教務處維護教師EMI培訓參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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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SUN課程：本校為OSUN(Open Society University Network)成員學校之

一，110學年度與主要成員學校之一Arizona State University(ASU)合作進

行EMI線上培訓課程試閱計畫(piloting)，ASU目前發展出四套模組課

程，主題分別是：(1)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2) Teaching Students in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Contexts, (3) Best Practices for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MI Contexts, (4) Engaging and 
Supporting Learners in EMI Contexts。為提供更多樣性的EMI線上培訓課

程給老師，本校將ASU發展的課程納進EMI教師培訓計畫架構中，細節

規畫完畢後，再發函校內公告周知。 
(六)EMI數位模組教材：為強化專業科目教學成效，輔助教師實體教學及促進

學生課後學習，本校邀請校內5位教師參與EMI數位模組教材錄製開發，

教材設計內容涵蓋6小時線上教材影片及3小時教學活動，為確保數位教

材品質，教發中心邀請校外專家(包含數位學習專家、EMI專家、以及專

業領域專家)及法律顧問協助審查課程及智財權，以發展優質EMI數位模

組教材，預計於本(111)年10月底錄製完成，110學年度參與EMI數位模組

教材計畫授課教師及錄製教材資訊如下表： 
授課教師 課程教材名稱 (中英文) 

謝東佑 (電機系) 
數位系統設計基礎篇 
Basics of Digital System Design 

鄭威利 (機電系) 
熱力學 
Thermodynamics 

邱政超 (化學系) 
普通化學（化學鍵與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 
General Chemistry (Chemical Bonds and 
Intermolecular Interactions) 

林渝亞 (化學系) 
快速掌握有機化學中的核心能力 
A Fast Track to the Essential Skills in Organic 
Chemistry 

趙可卿 (西灣學院) 
人、信仰與建築：古典至中世紀 
Man, Belief and Architec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七)共備計畫： 
  1.雙語教師共備工作坊之微試教活動：為協助教師逐漸適應EMI環境，本校

17



針對大一共同必修課程(如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等)，110學年度

推動雙語授課共備工作坊/社群，由教育所教師帶領師培中心與教育與人

類發展研究全英語學位學程教師共同擔任工作坊講師，110學年度共辦理

四場共備工作坊，並於第四場(2022/03/18)進行微試教，該場共9位教師發

表。 
  2.111學年度起辦理大一共同必修雙語課程試辦計畫，目的在提供本校學生

雙語學習的機會與資源，透過大一共同必修課程中、英文之雙語化教學，

協助教師開發雙語教材與教學模式，以循序漸進方式讓學生由雙語授課逐

步銜接全英語授課課程，建立雙語教學環境，培育本校優秀雙語專業人

才。本試辧計畫補助對象為本校教師支援外系開設大一共同必修課程，包

含微積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可申請本補助。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參

與試辦計晝申請共1件，應用數學系陳美如老師協助推動本試辦計畫之課

程為【微積分】。 
(八)EMI TA培訓：因應雙語計畫的推動，教師對於EMI TA需求也日益增加，

教發中心自110學年度起每學期初辦理EMI TA培訓，培育更優質的TA，

提升教師英語授課品質以及學生學習成效，111學年度第一學期EMI TA培

訓【課室語言(含發音)、跨文化溝通】於10月5日於本校國研大樓4樓4002
教室辦理。參與學生人數達39人。 
時間 Time 活動內容 Event 主持人/講者 Host/Speaker 

10:00-10:05 開場 
Opening Remarks 

教發中心歐淑珍主任 
Dr. Shu-chen (Sherry) Ou 

10:05-12:00 課室語言(含發音) 
Classroom Language and 
Pronunciation 

外文系黃舒屏老師 
Dr. Shu-ping Huang 

12:0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13:30-15:30 跨文化溝通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外文系黃舒屏老師 
Dr. Shu-ping Huang 

(九)本校執行教育部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計畫，辦理成果及後續計畫規

劃如下： 
  1.111年7月8日召開線上共識會議，與夥伴學校分享與交流EMI發展概況，

亦達成合作與協助共識。 
  2.EMI線上課程：補助區域內教師參加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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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線上課程，已有127位教師取得結業證明。 
  3.全英跨校教師社群：110-2學期補助4個教師社群，參與教師數共26人；111-1

學期7個全英跨校教師社群已通過審核並開始執行。 
  4.EMI教師培訓計畫：內容涵蓋實體與線上課程、教學演示與觀課、全英教

師社群等，區域教師參與情形下表： 
地區 學校 參加人數 人數佔比 參加人次 人數佔比 
北 臺北市立大學 2 0.6% 5 0.4% 

國立臺灣大學 2 0.6% 3 0.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 0.3% 1 0.1% 

中 逢甲大學 1 0.3% 1 0.1% 
南 國立中山大學 226 67.3% 921 76.9% 

高雄醫學大學 46 13.7% 136 11.4% 
國立屏東大學 24 7.1% 49 4.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 3.0% 17 1.4% 
義守大學 10 3.0% 21 1.8% 
國立高雄大學 2 0.6% 3 0.3% 
南臺科技大學 2 0.6% 2 0.2% 
和春技術學院 1 0.3% 11 0.9% 
國立台南大學 1 0.3% 1 0.1% 
國立成功大學 1 0.3% 1 0.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 0.3% 4 0.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 0.3% 1 0.1%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 0.3% 8 0.7% 

東 國立臺東大學 4 1.2% 12 1.0% 
總計 336   1197 

 

  5.中心目前正籌畫南區EMI顧問教師團提供觀課服務，已成立各校EMI顧問

教師團，由各校共28名教師組成，名單如下表。本中心並於9月23日辦理

「EMI顧問教師團成立暨交流會議」，由本校西灣學院李香蘭執行長及教

發中心歐淑珍主任分享講解觀課技巧與觀課表使用事宜、屏東大學廖宜虹

老師及高醫大蔡婉琪老師進行教學演示；參與教師共19位。 
學校 系所 教師姓名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歐淑珍 
國立中山大學 西灣學院 李香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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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 教師姓名 
國立中山大學 西灣學院 趙可卿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程啓正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林秀瑾 
國立中山大學 精準醫學研究所 薛佑玲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朝欽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林晉宏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施欣宜 
國立中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鄭雯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林渝亞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許仁豪 
高雄醫學大學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黃淑玲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洪志秀 
高雄醫學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阿梅 
高雄醫學大學 語言與文化中心 楊立勤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蔡婉琪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生理學科 蔡克勵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孫昭玲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Sladjana Cabrilo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黃文妮 
義守大學 觀光餐旅學系 盧保婷 

國立屏東大學 大武山學院 廖宜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Curt Beaudin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系 謝國廉 
國立臺南大學 經營與管理學系 曹瓊文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 唐慧容 
國立臺東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游明哲 

(十)111年8月9日(二)弘光科技大學由范煥榮教務長帶領該校相關主管教師至

中山大學參訪雙語計畫，本校由謝東佑副教務長、歐淑珍主任、陳瑞華

老師於圖資大樓10樓西灣學院創新工坊共同分享本校計畫執行現況，兩

校與會師長討論熱烈，並表示獲益良多。 
二、學院整體計畫 

(一)本校學術單位自我評鑑32個受評單位皆已通過評鑑，評鑑結果業經高教評

鑑中心認可，請各院最慢於12月7日前完成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追蹤改善

執行情形，俾利完成本期評鑑管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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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教深耕共學群計畫： 
  1.教務處今年(111)教師節(9/27-9/29)於社管長廊辦理共學群第5屆「大學生有

路用GPS」成果展，靜態成果展示於社管長廊進行展示，並有相關闖關活

動可以兌換神秘小吃及抽獎活動，讓本校師生同仁皆能參與共學群成果

展。 
  2.第二期高教深耕「共學‧實踐」計畫申請案業於9月發出公告徵件計畫，且

於9/23辦理線上徵件說會，歡迎本校教師踴躍申請，並於10/31前繳交申請

規劃書。 
(三)本年度高教深耕基礎教學設備提升計畫結合雙語計畫補助各學院40萬

元，增設各院教室裝設追蹤鏡頭，改善線上課程學習環境，並提供教學

觀課使用。增設追蹤鏡頭教室計有23間，各學院數量如下： 
學院 教室間數 學院 教室間數 學院 教室間數 
文學院 3 理學院 3 工學院 3 

管理學院 2 海科院 6 社科院 3 
西灣學院 3     

三、教師教學支援 
(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本校辦理「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

&USR專案場次」業於8月23日、8月24日於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完美落幕，

來自全國各大專校院近400位教師及貴賓齊聚一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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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111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計30件計畫通過申請，通過率

69.8%。俟教育部召開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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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交流分享會，聘請校內

通過計畫之教師分享交流，歡迎有興趣教師出席參與。 
(二)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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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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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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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狀及獎牌，以資表揚。

教學傑出獎教師

學院 系所/中心 姓名 職級 備註

文學院 外文系 楊郁芬 副教授

管理學院 人管所 李澄賢 副教授

教學績優教師

學院 系所/中心 姓名 職級 備註

文學院 劇藝系 吳怡瑱 助理教授

理學院
化學系 林渝亞 助理教授

應數系 林晉宏 副教授

工學院 電機系 馬誠佑 教授

管理學院

財管系 鄭  義 副教授

企管系 施欣宜 助理教授

公事所 吳偉寧 副教授

海科院

海資系 廖志中 教授

海科系 黃蔚人 副教授
同時榮獲學術研究績優及教學績優，並
選擇領取學術研究績優教師獎勵金，僅

保留教學績優教師榮譽

海資系 劉商隱 副教授

社科院

社會系 趙恩潔 副教授

亞太所 陳珮芬 教授

教育所 謝百淇 教授

西灣學院及連續
在西灣學院開課
滿三年(含)以上

專任教師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羅凱暘 副教授

西灣學院 陳瑞華 約聘助理教授

博雅教育中

心
林季怡 副教授

(四)本校教務處教發中心協辦(成大主辦)2022年臺綜大新進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營，已於111年8月26日假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辦理完竣，議程

內容涵括EMI教學、跨領域及創新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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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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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52名(中山30名教師)人員參與，整體滿意度為4.59分(5分量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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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由高醫舉行，並於8月31日假高雄醫學大學國際會議中心B
廳辦理完竣，兩校共計有82名人員參與，其中中山教師共33名，整體滿

意度達4.65分(5分量表)。 
(六)本處教發中心為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典範，邀請曾獲校級教學績優教

師(傑出教學、教學績優教師)提供教學觀摩課程，並已建置「教學觀摩系

統平台」(http://ctdr.nsysu.edu.tw/observe.php)，提供本(111-1)學期教學觀

摩訊息。歡迎本校初任教師或有意增進教學技巧之專兼任教師上網申請。 
(七)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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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14(五) 
14:00-16:00 

從審查角度看教學創新

與教學實踐計畫申請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Program Applications 
from a Review 
Perspective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

學習科技系/林豪鏘

教授兼系主任 

圖資大樓 10 樓

1007 創新工坊 

 

111/11/17(四) 
13:30-16:30 

教學實踐計畫之評量與

研究方法設計 
The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design in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

與學習科技系/ 
李元萱副教授 
 

行政大樓5007會
議室 

 

111/12/7(三) 
14:00-16:00 

EMI 中的課堂互動能

力：增進學生參與的語

言與非語言策略(全英

文演講) 
Classroom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in EMI: 
Verbal and Non-verbal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Student Engagement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

文教育及編譯研究

中心/謝承諭助理研

究員 
 

圖資大樓 11樓博

士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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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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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如下：

四、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一)本年度截至10/3已辦理33場微學分課程，參與學生人次共583人。110-2學
期計有132位學生取得1學分認證。為推動學生自主跨域學習，歡迎本校

教師踴躍申請微學分課程，並可申請每案至多2萬元之經費補助，申請流

程可參考微學分課程平臺(http://mcc.tdc.nsysu.edu.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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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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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數位自學課程推薦，文學院新曾3門、理學院2門、工學院2
門、管理學院2門、海洋科學院4門、社會科學院2門、西灣學院2門，課程

清單詳如附件三，以上課程皆已送本校校課程委員會備查，並公告於「數

位自學課程專區」(http://dspl.tdc.nsysu.edu.tw/index.aspx )。
  3.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共計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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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修課相關期程： 
(1)申請暨上傳證書及成績：111/09/05~111/12/23
(2)完課後申請經費補助：112/01/31前

(三)111學年度新生程式能力測驗及UCAN共通職能診斷業於8月30日及8月31
日新生迎新總活動施測完畢。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參加人數

111/10/4(二) 
14:00-16:00 

教學實踐研究之學習效

應的資料蒐集與分析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n learning 
effects in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劉世

雄特聘教授

圖資大樓 11樓中

信廳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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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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至9月公

事組已協助發佈6則新聞，統計至9月26日止，累計瀏覽數共2,359次： 
主題 瀏覽數

「西啊灣 SAY」疫情零距離 校園 Podcast 探索師生新鮮事 440 
雙語課程全面診斷 EMI 教學觀課切磋實戰力 421 
深化不斷電 中山大學 EMI 教師社群再聚焦 29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率連兩年成長 全英授課占比 2 成 352 
精進後醫師資教學 中山榮總首屆 PBL 教師研習營 399 
強化全英經驗傳承 新進外籍教師研討 453 
累計瀏覽數：2,359 次 

25

https://news.nsysu.edu.tw/p/406-1120-285004,r2910.php?Lang=zh-tw
https://news.nsysu.edu.tw/p/406-1120-285150,r2910.php?Lang=zh-tw
https://news.nsysu.edu.tw/p/406-1120-285357,r2910.php?Lang=zh-tw
https://news.nsysu.edu.tw/p/406-1120-287016,r2910.php?Lang=zh-tw


工作報告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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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81010047 陳○○ 中國文學系 2年級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

二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 B051010056 黃○○ 中國文學系 4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 B081020054 黎○○ 外國語文學系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 B091020054 陸○○ 外國語文學系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 B061020062 關○○ 外國語文學系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 B041020047 吳○○ 外國語文學系 4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 B102010025 陸○○ 生物科學系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 B102010054 陳○○ 生物科學系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 B092020053 李○○ 化學系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 B032020019 王○○ 化學系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 B092040014 楊○○ 應用數學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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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92040043 張○○ 應用數學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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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62040033 張○○ 應用數學系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 B083011028 李○○ 電機工程學系 2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5 B063011010 陳○○ 電機工程學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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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63012037 盧○○ 電機工程學系 4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7 B083040051 黃○○ 資訊工程學系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8 B093040047 曾○○ 資訊工程學系 2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9 B063040050 黃○○ 資訊工程學系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0 B083090045 鄭○○ 光電工程學系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21 B103090047 汪○○ 光電工程學系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2 B094012050 許○○ 企業管理學系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3 B094011049 龐○○ 企業管理學系 2年級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

二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4 B074012015 陳○○ 企業管理學系 3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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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25 B105020038 吳○○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26 B105040015 程○○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7 B065040046 張○○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8 B055090043 張○○ 海洋科學系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29 B056060054 劉○○ 政治經濟學系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30 B076090040 李○○ 社會學系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1 B063040047 楊○○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

學士學位學程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2 M051050003 王○○ 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33 M092010006 吳○○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4 M082030006 何○○ 物理學系碩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5 M032030001 陳○○ 物理學系碩士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6 M082040012 胡○○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7 M102060013 李○○ 
醫學科技研究所碩

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8 M092080011 謝○○ 
精準醫學研究所碩

士班 
2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9 M103010201 洪○○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40 M093010112 林○○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1 M093010125 董○○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 
2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42 M053020033 張○○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碩士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3 M083040039 丘○○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4 M103040020 黃○○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45 M073040010 黃○○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6 M083040008 尤○○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 
3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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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M073090004 黃○○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

班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8 M063100032 林○○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碩士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9 M093620015 尤○○ 
電信工程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0 M094020004 王○○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1 M084040005 顧○○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碩士班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2 M074040009 紀○○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碩士班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53 M104112002 張○○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4 M964012036 楊○○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55 M054112074 洪○○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56 M064610048 柯○○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 
3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7 M054610050 齊○○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58 M074610069 張○○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59 M074610070 范○○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60 M084650001 陳○○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1 M104650018 皮○○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2 M064650018 白○○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3 M095020009 劉○○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碩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4 M105020016 李○○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碩士班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5 M075040019 徐○○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碩士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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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M085070006 趙○○ 
海洋事務研究所碩

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7 M105070010 林○○ 
海洋事務研究所碩

士班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8 M075070002 戴○○ 
海洋事務研究所碩

士班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9 M085090002 莊○○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0 M085090003 劉○○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1 M095090018 張○○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2 M075090014 許○○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3 M065090010 邱○○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4 M105110016 薩○○ 
海洋生態與保育研

究所碩士班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5 M046020022 許○○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班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76 M056020021 邱○○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班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77 M096050007 賈○○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8 M046070033 陳○○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碩士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9 M086610002 白○○ 
亞太事務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3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0 M072060005 陳○○ 
醫學科技研究所碩

士班 
4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81 N032010006 林○○ 
生物科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4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2 N103030010 文○○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3 N074020004 黃○○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4 N084040025 王○○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5 N104040008 曾○○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6 N054040017 江○○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4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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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N034050011 卓○○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8 N064080016 楊○○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4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9 N084220017 周○○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

析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1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0 N104220001 黃○○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

析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1 N104220003 林○○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

析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2 N074220014 黃○○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

析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3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3 N084220024 周○○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

析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3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4 N104510103 廖○○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5 N034510062 謝○○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6 N074510041 陳○○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7 N054530001 傅○○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8 N054530010 張○○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9 N086020015 矯○○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0 N056070018 劉○○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1 N076070014 廖○○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2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2 N096070001 王○○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2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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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N096090008 康○○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

士在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4 N106090006 葛○○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

士在職專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5 N086090002 柯○○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

士在職專班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6 N076150015 李○○ 
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 
4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7 N066510016 蔡○○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

共政策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3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8 D001010001 王○○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7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09 D072030010 柯○○ 物理學系博士班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0 D092630004 于○○ 
醫學科技研究所博

士班 
2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1 D072630003 徐○○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

學程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2 D092630002 劉○○ 
理學國際博士學位

學程 
2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3 D093010011 卡○○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

班 
1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4 D033010004 薛○○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

班 
6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5 D093020009 伊○○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博士班 
2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6 D063030001 傅○○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

士班 
3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7 D033040004 吳○○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班 
7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8 D054050803 章○○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博士班 
4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9 D014050802 莊○○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博士班 
6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0 D004050007 李○○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博士班 
7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1 D085040001 簡○○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博士班 
3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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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D005040004 曹○○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博士班 
7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23 D005040008 黃○○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博士班 
7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24 D026050010 戴○○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7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5 D096610003 燚○○ 

教育與人類發展研

究全英語博士學位

學程 

2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總計：125名（學士班 31人、碩士班 49人、碩專班 27人、博士班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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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     

111.09.20 

編

號 

教師開 

課系所 

更正成績 

教 師 
授課科目 

修課學生 原送 

成績 

更正後 

成 績 
更正原因 

牽涉及格 

與否 

系(所)務 

會議狀況 

系(所)務 

會議決議 學號 

1 外文系 鍾敬堂 
DFLL326 

當代電影藝術 
林現潁 F A- 

遠距線上期末考，考

試結束尚未收到學生

期末考答案卷，成績

公告後，提供確實於

考試時間內完成作答

證明。 

是 
出席：18人 

同意：14人 通過 

2 物理系 盧怡穎 
PHYS208A 

實驗物理學(二) 

李昱暭 

B092030048 
F A- 

電腦輸入該同學成績

時點選錯誤，未檢查

核對，造同學成績誤

植。 

是 
出席：16人 

同意：16人 
通過 

3 機電系 彭昭暐 
MEME501 

書報討論 

林冠達 

M103020068 
C A- 

疏漏學生繳交之心得

報告。 
否 

出席：26人 

同意：26人 通過 

4 
生科系 李志聰 

BIOS202 

有機化學(二) 

李承洋 

084005 
C+ A+ 因雄中學生的成績輸

入順序與點名單不

同，輸入成績時發生

錯誤。 

否 
出席：16人 

同意：16人 
通過 

5 
李侑倫 

084004 
A+ C+ 

6 物理系 邱奎霖 
PHYS120 

物理發展史 

陳志軒 

B093090004 
C- A+ 

同學寄給助教的期中

報告被擋掉，成績並

以零分計算，後經助

教發現而給予計分。 

否 
出席：16人 

同意：16人 
通過 

7 電機系 羅春光 
EE1004B 

微積分二 

詹炘達 

B103015020 
B- B+ 

學生因個人出國因素

需提前離開台灣，授

課教師同意讓其提前

考期末考，卻於期末

疏漏未登入進系統致

影響總成績。 

是 
出席：18人 

同意：18人 通過 

8 機電系 楊台發 
MEME221 

應用光學 

高廣鈞 

B093021032 
A A+ 

疏漏學生加分題成

績。 
否 通過 

9 資工系 
Steve Haga 

希家史提夫 

C365 

Unix 系統程式 

鄧富嘉 

B053040034 
X E 

學生未參加期末考

試,致授課教師誤以

為學生棄選給零分。

故重新核算調整給予

該生其他作業成績。 

否 
出席：13人 

同意：13人 通過 

10 

海工系 

薛憲文 

MAEV263 

應用測量學 

陳冠廷 

B055040033 
B A- 

一般作業的批分評分

標準需要調整。 

否 

出席：13人 

同意：13人 
通過 

11 
邱亭瑜 

B075040050 
B+ A 否 

12 
鄭易濬 

B075040051 
B+ A- 否 

13 
謝孟諭 

B085040041 
B+ A- 否 

14 
廖寶禎 

B095040017 
A- A+ 否 

15 
吳宣鈜 

B095040029 
A- A+ 否

16 
GEAI1523 

應用測量學 

陳星佑 

B083011039 
C- C 否

17 莊秉樺 
MAEV102 

微積分二 

林碩楷 

B105040016 
C A- 

授課教師輸入時誤值

學生總成績，故更正。 
否

出席：13人 

同意： 

人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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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     

11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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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企管系 

碩士班 
趙平宜 

BM503 

生產與作業管理 

許可暄 

M094111002 
A- A 

等級分配錯誤。 否
出席：14人 

同意：14人 通過 

19 
劉宇涵 

M094111005 
A- A 

20 
陳庭筠 

M094111022 
B+ A- 

21 
曹幀柅 

M094111032 
B+ A- 

22 
王子盈 

M094111037 
B+ A- 

23 
林子暘 

M094111041 
A- A 

24 
陳昱彣 

M094111044 
A- A 

25 
張晉豪 

M094112006 
A- A 

26 
陳俞禎 

M094112026 
A- A 

27 

資管系 

張德民 

MIS202 

統計學(二) 

陳文薇 

B094020007 
A- A 

助教整理組內互評時

有所疏失。 
否 

出席：13人 

同意：13人 
通過 

28 
MIS241 

統計學實習 
黃吉銘 B+ A- 

學生因網路問題無法

將作業上傳於網大，

便直接寄信給助教，

助教於信未找到該同

學之郵件，同學截圖

傳送檔案之証明。 

否 
出席：13人 

同意：13人 
通過 

29 徐士傑 

MIS506 

資訊管理專題研

討(二) 

林幸佳 

M094020060 
A A+ 

授課教師輸入時誤值

學生總成績，故更正。 
否 

出席：13人 

同意：13人 
通過 

30 

西灣學院 

余博文 
FM313 

總體經濟學 

黃竑博 

B082040034 
A A+ 

學生對於考試評分方

式有爭議，經教師重

新審視後予修改成

績。 

否 
出席：12人 

同意：12人 
通過 

31 謝薇娜 

GECE102K 

中文思辨與表達

(二) 

程靖惠 

B101020029 
B+ A- 

授課教師未將同學一

份作業成績算進至最

後成績。 

否 
出席：5人 

同意：5人 
通過 

32 陳秋宏 

GECE102J 

中文思辨與表達

(二) 

黃琳鈞 

B093011061 
A A+ 

同學的觀影心得因助

教轉錄成績時失誤，

導致結算分數時從

缺。 

否 
出席：5人 

同意：5人 
通過 

33 
黃弘文 

鄭光宏 

薛佑玲 

GEAI1228 

基礎生物學 

嚴彣璇 

B103100025 
B A- 

學學報告被轉至垃圾

桶信箱，故缺少報告

分數，找到報告後更

正成績。 

否 
出席：5人 

同意：5人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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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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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
English for Career

Development
職涯發展英文 英文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40 2 Coursera

https://ww

w.coursera

.org/learn

/careerdev

elopment

測驗

1.4.8/5(11,498)個評

分)，1,625,356人註

冊

2.授課教師評分：

4.87/5(4,519個評分)

課程通過要求：通

過所有計分測驗以

完成課程。

2 工
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Mechanics
工程力學導論 英文

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6 1 Coursera

https://ww

w.coursera

.org/learn

/engineeri

ng-

mechanics-

statics#en

測驗、作業

1. 4.8/5(4,314 個評

分)，213,313人註冊

2. 授課教師評分：

4.77/5（873 個評

分）

課程通過要求：通

過所有計分作業以

完成課程。

3 管 R rogramming R語言程式設計 英文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57 2 coursera

https://ww

w.coursera

.org/learn

/r-

programmin

g

測驗、練習、課後調

查、預習、常見問題
654379 人已注册 完成後獲得證書

4 管 Data Science: Wrangling 數據科學：資料角力 英文
Harvard

University
16 1 edx

https://ww

w.edx.org/

course/dat

a-science-

wrangling

Exam and/or Final

Project

s 82,350 already

enrolled! 

FREE, Add a

Verified

Certificate for

$99 USD

5 海

Oceanography: a key to

better understand our

world

海洋學 英文 巴塞隆納大學 29 1 Coursera

https://ww

w.coursera

.org/learn

/oceanogra

phy

測驗

1. 4.5/5 (204個評

分)，19,467註冊

2.授課教師評分

4.39/5 (63個評分)，

內容評分97% (4,660

個評分)

6 海

Ocean Science in

Action: Addressing

Marine Ecosystems and

Food Security

海洋科學行動：解決

海洋生態系統和糧食

安全問題

英文
南安普頓國家

海洋學中心
18 1

Future

Learn

https://ww

w.futurele

arn.com/co

urses/ocea

n-science-

in-action-

addressing

至少完成90%課程
4.8/5 (91個評分)，

3,965人註冊

7 海

Drug Development

Product Management

Specialization

藥物開發產品管理 英文 UC San Diego 32 3 Coursera

https://ww

w.coursera

.org/speci

alizations

/drug-

developmen

t-product-

考試測驗
4.7/5 (1,403個評分)

20,826人註冊

本課程為專項課程

，包含3門課程，需

全部取得3門課程認

證證書，始可申請

認列為3學分

8 海 AI For Everyone
適用於所有人的人工

智能課程
英文

DeepLearning.

AI
12 1 Coursera

https://ww

w.coursera

.org/learn

/ai-for-

everyone#e

nroll

需取得課程證書

4.8/5 (35,649 個評

分)777,373人已註冊

授課教師評分：

4.82/5 (11,256個評

分)，內容評分98%

(57,063個評分)

9 社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政治經濟學的制度與

發展
英文 萊頓大學

影片教學總時

數約6小時，若

包含閱讀材料

及測驗共達23

小時

1學分
Coursera

平台

https://ww

w.coursera

.org/learn

/political

-economy

每週須閱讀1個閱讀

材料及完成1項測驗

，最後有個期末測驗

4.8顆星/共278則評論

/23,824人註冊課程

10 社

Bayesian Statistics:

From Concept to Data

Analysis

貝氏統計：從概念到

數據分析
英文

加州大學聖克

魯茲分校

影片教學總時

數約4小時，若

包含閱讀材料

及測驗共達12

小時

1學分
Coursera

平台

https://ww

w.coursera

.org/learn

/bayesian-

statistics

每週須完成數個閱讀

材料及測驗

4.6顆星/共2,875則評

論/129,395人註冊課

程

11 西

Code yourself!! An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Scratch)

程式語設計簡介

(Scratch)
英文 愛丁堡大學 約18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

w.coursera

.org/learn

/intro-

programmin

g

4.7星(2807個評分) 滿分5星

12 西
Positive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正向精神醫學與心理

健康
英語

悉尼大學

University of

Sydney

約20小時 1 Coursera

正向精神醫

學與心理健

康

4.8星(2860個評分) 滿分5星

111年度數位自學課程推薦清單

工作報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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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西灣學院 

案由一：「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修訂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 依考量「教學意見調查」之門檻是校級教學績優教師條件之一，故增

列入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申請條件，將有助於篩選出更具資格之教

師，修訂重點：增列「申請教師前一學年度於本院授課課程之教學意

見調查平均滿意度須高於本院平均滿意度」為申請資格。 
二、 案經111年4月7日西灣學院110學年度第4次主管會議及111年5月18日

西灣學院110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西灣學院教學績優遴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

(附件一)及院務會議紀錄(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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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依 111.4.7主管會議修正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

符合校訂教學基本資格外，並須符

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於西灣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任教或連續在本院開課滿三

年（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

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及約聘

教師。其中所稱「滿三年（含）

以上」之採計，係自申請時當

學期往前推算 6 學期(不含教

師留職留薪期間)。 
（二）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年度

之授課時數達本校「教師授

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約

聘教師之授課時數應達該職

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規

定。

（三）本院專任(約聘)教師講授類

（體育類）之 3 年平均教學

當量達到本院專任教師平均

教學當量 50％以上。本院人

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

程(以下簡稱人科學程)、社會

創新研究所或服務學習教育

中心專任教師，其 3 年平均

教學當量達 10 人以上。本院

其他單位專任(約聘)教師，3
年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

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

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

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

乘以學期總開課數計算，且 3
年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

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

達 10 人以上。

（四）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申

請時前一學年度之授課時數

二、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

符合校訂教學基本資格外，並須符

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於西灣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任教或連續在本院開課滿三

年（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

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及約聘

教師。其中所稱「滿三年（含）

以上」之採計，係自申請時當

學期往前推算 6 學期(不含教

師留職留薪期間)。 
（二）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年度

之授課時數達本校「教師授

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約

聘教師之授課時數應達該職

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規

定。

（三）本院專任(約聘)教師講授類

（體育類）之 3 年平均教學

當量達到本院專任教師平均

教學當量 50％以上。本院人

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

程(以下簡稱人科學程)、社會

創新研究所或服務學習教育

中心專任教師，其 3 年平均

教學當量達 10 人以上。本院

其他單位專任(約聘)教師，3
年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

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

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

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

乘以學期總開課數計算，且 3
年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

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

達 10 人以上。

（四）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申

請時前一學年度之授課時數

依111.4.7院
主管會議決

議修正。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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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所屬學院專任教師平均

授課當量 50%以上，且支援

通識課程講授類 3 年平均教

學當量達到本院（他院系所

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專任

教師平均教學當量 50％以

上。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

3 年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

務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

之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

或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

均乘以學期總開課數計算，

且 3 年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

學習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

量需達 10 人以上。（授課當

量的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

數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

者，減授時數得予扣除）。

（五）欲申請校教學績優獎勵者，

另須符合前二學年度教授全

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

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

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六）申請教師前一學年度於本院

授課課程之「教學意見調查」

平均滿意度須高於本院平均

滿意度。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符合校訂

教學基本資格，惟任教時間不符前

項第一款規定者，於本院任教或連

續在本院開課滿一年（含）以上之

專任(約聘)教師，仍得申請參加本

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惟不予推薦

參加全校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任教

時間採計比照前項計算方式。

達到所屬學院專任教師平均

授課當量 50%以上，且支援

通識課程講授類 3 年平均教

學當量達到本院（他院系所

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專任

教師平均教學當量 50％以

上。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

3 年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

務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

之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

或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

均乘以學期總開課數計算，

且 3 年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

學習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

量需達 10 人以上。（授課當

量的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

數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

者，減授時數得予扣除）。

（五）欲申請校教學績優獎勵者，

另須符合前二學年度教授全

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

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

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符合校訂
教學基本資格，惟任教時間不符前
項第一款規定者，於本院任教或連
續在本院開課滿一年（含）以上之
專任(約聘)教師，仍得申請參加本
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惟不予推薦
參加全校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任教
時間採計比照前項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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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修正草案 

100 年 4 月 13 日 99 學年度第 3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0 年 4 月 21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01 年 1 月 11 日 100 學年度第 1 次中心會議（擴大中心全體同仁會議）通過 
101 年 3 月 6 日 100 學年度第 2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1 年 3 月 19 日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6 月 16 日 102 學年度第 3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10 月 13 日第 14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3 月 13 日第 15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3 月 27 日 107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追認通過 
110 年 1 月 19 日 109 學年度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10 年 3 月 19 日第 137 次教務會議核備 
110 年 6 月 15 日 109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追認通過 

111 年 2 月 16 日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11 年 2 月 24 日 110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 年 3 月 15 日第 17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 年 5 月18 日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原則」與「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特制訂國立中

山大學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學基本資格外，並須符合下列各

項條件： 
（一）於西灣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任教或連續在本院開課滿三年（含）

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及約聘教師。其中所稱「滿

三年（含）以上」之採計，係自申請時當學期往前推算 6 學期(不含

教師留職留薪期間)。 
（二）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年度之授課時數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

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數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

數規定。

（三）本院專任(約聘)教師講授類（體育類）之 3 年平均教學當量達到本

院專任教師平均教學當量以上。本院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

程(以下簡稱人科學程)、社會創新研究所或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專任教

師，其 3 年平均教學當量達 10 人以上。本院其他單位專任(約聘)教
師，3 年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教學當

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乘以學期總開課數

計算，且 3 年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

達 10 人以上。 
（四）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申請時前一學年度之授課時數達到所屬學

院專任教師平均授課當量以上，且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 3 年平均教

學當量達到本院（他院系所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專任教師平均教

學當量以上。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3 年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

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

程當量後之平均乘以學期總開課數計算，且 3 年內於人科學程或服

務學習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達 10 人以上。（授課當量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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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休假之學期數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數得予扣除）。 
（五）欲申請校教學績優獎勵者，另須符合前二學年度教授全英語授課課

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 
教師) 

（六）申請教師前一學年度於本院授課課程之「教學意見調查」平均滿意

度須高於本院平均滿意度。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符合校訂教學基本資格，惟任教時間不符前項第

一款規定者，於本院任教或連續在本院開課滿一年（含）以上之專任(約
聘)教師，仍得申請參加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惟不予推薦參加全校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任教時間採計比照前項計算方式。 
三、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應填具本校「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分表」

（如附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及檔案，依教務處及本院公告時程辦理，由本

院各單位向本院推薦。 
四、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以院長擔任召集人及當然委員，委員會

之組成、作業程序及會議召開等事項，悉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

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之相關規定辦理。 
五、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理，並由本院「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參考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教學錄播等遴選

標準，遴選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並由本院頒贈獎狀乙紙。 
六、 本院依遴選委員會推薦之教學績優教師排序（推薦教師需含本院專任教

師），送教務處參加全校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 
推薦人數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及連續在本院開課滿三年（含）以上專任

教師人數之總和百分之十為上限（餘數採無條件捨去）。 
七、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

規範」之相關規定辦理。 
八、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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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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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二：擬修訂「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重點：為使表現優異學生接軌修習碩士班課程，擬放寬申請

年級，以利學生學涯規劃。修正第三條文字。 

二、 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一、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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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 

第三條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

表現優異者，得於三

年級下學期或四年

級上學期，依行事曆

規定時間，向擬就讀

系所碩士班提出預

研生之申請，經各系

所甄選通過者，取得

預研生資格；甄選辦

法由各系所自訂，並

送教務會議核備。

各系所除應公告甄

選通過之預研生名

單外，並須將名單送

教務處備查。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

表現優異者，得於三

年級下學期，依行事

曆規定時間，向擬就

讀系所碩士班提出

預研生之申請，經各

系所甄選通過者，取

得預研生資格；甄選

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並送教務會議核備。 
各系所除應公告甄

選通過之預研生名

單外，並須將名單送

教務處備查。 

修正文字 

為使表現優異學生接

軌修習碩士班課程，

擬放寬申請年級，以

利學生學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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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修正草案）

88 年 1 月 15 日第 78 次教務會議通過 

96 年 6 月 14 日第 11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通 

97 年 12 月 11 日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3 月 19 日第 11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10 日第 13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五條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相關系所碩士班，並期

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

稱預研生）資格。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異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

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擬就讀系所碩士班提出預研生之申請，經各系所

甄選通過者，取得預研生資格；甄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並送教務會議

核備。

各系所除應公告甄選通過之預研生名單外，並須將名單送教務處備查。

第四條 獲得預研生資格之學生，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

學士學位，並於畢業當學年度參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

始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硏究生資格。

第五條 預研生錄取本校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

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若已計

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第六條 預研生錄取本校各系所碩士班之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該系所碩士

班之招生名額內。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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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相關系所 

案由三：本校各系所擬修訂授予學位名稱、授予要件暨證書註記規定(草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08年08月28日頒布之「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

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第2條：專科學校及大學（以下簡稱學校）

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

由院、所、系、科、學位學程、組擬議，依學校規定程序，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本處業於第163次教務會

議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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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所修訂或新訂情形如下： 
(一)系所英文名稱修正：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前瞻應用材料碩士班。 
(二)本校系所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新訂授予要件系

所：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三)以上修訂系所對照表如附件一，院系所務會議紀錄如附件二。 

三、 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擬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曾於172次教務會議

通過如附件三。 
四、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擬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曾於164、168

次教務會議通過如附件四、附件五。 
五、 檢附「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論文認定準則」如附件六、

本校學則(摘錄)如附件七。 
 

決議：「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技術報告相關要點(草案)」名稱修正為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技術報告認定基準(草案)」，其第一點及

第四點相關用語配合修正；第二點第二款修正為「書面報告：內容應包

含背景說明(含個案描述及作者個人背景介紹)、...」，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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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各系所(學位學程)各學制 

「授予學位名稱、授予要件暨證書註記規定」修訂/新訂對照表 

類別
系/所/學位學程 

中文全稱

學制班別

學籍分組

系/所/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

授 予 學 位

修訂/新訂 

實施學年度
備註欄學位

中文名稱

學位

英文名稱

學位

英文縮寫

授予要件

研究生除全校適用之授予要件

外，是否得以作品、成就證明

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 

修訂系所
英文名稱

材料與光電科學
學系前瞻應用材

料碩士班
碩士班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and 

Optoelectronic Science/ 

Institute of Advanced 

Applied Materials 

【同 109 學年度】 

否 

是(續填，可複選) 
藝術類 
應用科技類 
體育運動類 
專業實務類 
檢附院務會議記錄

111 增設系所班次教育部核准
文號：107 年 11 月 7 日臺
教高(四)字第 1070193146
號 

Institute of Advanced 
Applied Materials 

109 

新訂授予
要件規範

藝術管理與創業
研究所

碩士班 【同 110 學年度】 

否 
是(續填，可複選) 
藝術類 
應用科技類 
體育運動類 
專業實務類 
檢附所務會議記錄 

專業實務報
告 110 

增設系所班次教育部核准
文號：109 年 8 月 24 日臺
教高(四)字第 1090120308
號

新訂授予
要件規範

社會學系原住民
碩士在職專班

碩專班 【同 110 學年度】 

否 
是(續填，可複選) 
藝術類 
應用科技類 
體育運動類 
專業實務類 
檢附院務會議記錄 

技術報告溯
及 108 

增設系所班次教育部核准
文號：
107.10.16 臺教高(四)字第
1070155123 號 
109.5.13 社會學系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新訂授予
學位中、英文名稱。
學位論文屬於藝術類或專
業實務類得以作品、成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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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系/所/學位學程 

中文全稱 

學制班別 

學籍分組 

系/所/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 

授    予    學    位 

修訂/新訂 

實施學年度 
備註欄 學位 

中文名稱 

學位 

英文名稱 

學位 

英文縮寫 

授予要件 

研究生除全校適用之授予要件

外，是否得以作品、成就證明

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 
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
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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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專業實務報告認定基準（草案） 

條文說明對照表 

草案內容 說明 

一、依據本所「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第三條：以專業

實務報告為學位考試者，報告內容應包含之項目

至少如下： 
1.專業實務背景理念與個案描述： 
實務案件之背景與希望達成之目標與目的、實

務施作之場域對象。 
2.學理基礎： 
與施行案件相關之專業知識背景、文獻資料整

理說明。 
3.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 
施作方法工具、分析方式方法與步驟。 

4.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實務案件之成果呈現、實務施作成果之延伸討

論與文獻比對、實務建議與結論等。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依

據及規定 

二、提送論文題目/綱要審議時（上學期於 11/30 前；下

學期於 4 /30 前），須一併繳交企劃書提審，通過

後始得做為學位考試之製作。 

明定企劃書提審時程 

三、前述企劃書內容須以實務操作為要件，分為『展演

製作實踐』及『管理興創實務』： 
1.展演製作實踐(本人擔任製作人，整體製作期程

須達 9 個月以上) 
(1)個案描述 (2)製作理念 (3)學理基礎 (4)過
程方法  (5)成果貢獻 

2.管理興創實務(本人擔任主理，專案執行期程須

達 9 個月以上) 
(1)計畫內容 (2)學理基礎 (3)過程方法 (4)成
果效益 (管理、社會、經濟) 

明定企劃書內容、須

擔任主要職務及執行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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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內容須與企劃書相符，若更換計畫內容者，須

重新提審。 
明定執行內容需與企

劃書相符 

五、執行完成後，依本所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完成專

業實務報告並檢附計畫結案報告一本，提出學位

考試申請。 

明定學位考試申請規

定 

六、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辦法補充之法

源依據 

七、本認定基準經所務會議通過，提報教務處，經教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施行及修

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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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專業實務報告認定基準（草案） 

111年 5月 18日 110學年度第 8次所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本所「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第三條：以專業實務報告為學位考試者，報告內

容應包含之項目至少如下： 

1. 專業實務背景理念與個案描述： 

實務案件之背景與希望達成之目標與目的、實務施作之場域對象。 

2. 學理基礎： 

與施行案件相關之專業知識背景、文獻資料整理說明。 

3. 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 

施作方法工具、分析方式方法與步驟。 

4. 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實務案件之成果呈現、實務施作成果之延伸討論與文獻比對、實務建議與

結論等。 

二、 提送論文題目/綱要審議時（上學期於11/30前；下學期於4/30前），須一併繳交企劃

書提審，通過後始得做為學位考試之製作。 

三、 前述企劃書內容須以實務操作為要件，分為『展演製作實踐』及『管理興創實務』： 

1. 展演製作實踐(本人擔任製作人，整體製作期程須達 9 個月以上) 
(1)個案描述 (2)製作理念 (3)學理基礎 (4)過程方法 (5)成果貢獻 
2. 管理興創實務(本人擔任主理，專案執行期程須達 9 個月以上) 
(1)計畫內容 (2)學理基礎 (3)過程方法 (4)成果效益 (管理、社會、經濟) 

四、 執行內容須與企劃書相符，若更換計畫內容者，須重新提審。 

五、 執行完成後，依本所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完成專業實務報告並檢附計畫結案報

告一本，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六、 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認定基準經所務會議通過，提報教務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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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技術報告相關要點（草案） 

條文說明對照表 

草案內容 說明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第四條

規定，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法規依據 

二、本專班技術報告應包含「書面報告」及

「作品公開展演」二部分，相關規範如

下： 
(一)技術報告形式：包含桌遊、劇本、錄

像、影音創作、策展、傳統工藝創作、

身體表演…等型態。 
(二)書面報告：內容應包含背景說明(含作者

個人背景介紹)、創作意涵、創作過程與

困難、與其他研究之差異、本作品對個

人及部落的意義…等，文字應達 8000
至 15000 字，具體撰寫內容由指導教授

與同學討論調整。 
(三)作品公開展演：學生應公開展演作品，

展演形式可以為實體或線上，錄像及影

音類創作亦可透過 Youtube、Podcast…
等方式展現。 

規定本專班技術報告應包含

內容與應遵守之規範。 

三、技術報告提報方式： 
(一)欲採技術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學生，應

先知會指導教授，並由指導教授提系務

相關會議公開討論。 
(二)學生應於田野報告階段，提出技術報告

替代畢業論文之規劃及其田野調查內

容。 
(三)學生應於計畫書報告階段，提出個人技

術報告之規格形式與確認規劃細節，可

被認可之形式如第二點第一款之範疇。 
(四)學生於計畫書報告後始得進行作品創作

及公開展演，並得於計畫書提報 2 個月

後進行學位口試。 

規定本專班技術報告提報方

式與流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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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要點經系、院務會議與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規定本要點修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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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技術報告相關要點（草案） 

111.09.07 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09.21 本院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專班技術報告應包含「書面報告」及「作品公開展演」二部分，相關規

範如下： 

(一) 技術報告形式：包含桌遊、劇本、錄像、影音創作、策展、傳統工藝創

作、身體表演…等型態。 

(二) 書面報告：內容應包含背景說明(含作者個人背景介紹)、創作意涵、創

作過程與困難、與其他研究之差異、本作品對個人及部落的意義…等，

文字應達 8000 至 15000 字，具體撰寫內容由指導教授與同學討論調整。 

(三) 作品公開展演：學生應公開展演作品，展演形式可以為實體或線上，錄

像及影音類創作亦可透過 Youtube、Podcast…等方式展現。 

三、技術報告提報方式： 

(一) 欲採技術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學生，應先知會指導教授，並由指導教授

提系務相關會議公開討論。 

(二) 學生應於田野報告階段，提出技術報告替代畢業論文之規劃及其田野調

查內容。 

(三) 學生應於計畫書報告階段，提出個人技術報告之規格形式與確認規劃細

節，可被認可之形式如第二點第一款之範疇。 

(四) 學生於計畫書報告後始得進行作品創作及公開展演，並得於計畫書提報

2 個月後進行學位口試。 

四、本要點經系、院務會議與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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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54



  

55



56



 

 

57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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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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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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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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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摘錄） 
109.03.11 本校第 16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3.20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6.05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079853 號函備查 

111.03.15 本校第 17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5.27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6.14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10056868 號函備查第 1、3 條 
111.08.19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10078342 號函備查第 46、64、79 之 1 條 

第五十條  學士班學生依法修業期滿，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下列畢

業條件，授予學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 

一、修滿規定年限及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程，符合前項

要件者，得依其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不限於

學生原入學之院、系、學位學程規定。但涉及政府相關部門所定人

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特殊專業領域者，不包括在內。 

前項相近學術領域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所屬學院院務會

議（學位學程會議）定之。 

第六十四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之規定者，由本校依其所屬學院及

學系（研究所），分別授予碩士或博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  

一、修滿本校規定年限及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完成所屬學系（研究所）規定之畢業要求。  

三、碩士班研究生撰妥碩士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及格；博士班研

究生撰妥博士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及格。  

四、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前項第三款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以「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

人才培育創新條例」與企業合作開設之研究學院碩士班得以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替代碩士論文；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認定

基準，應由研究所所務會議（或學位學程會議）、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六十四條之一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位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例及趨 勢，

並參酌教育部公告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依各系、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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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位學程之特色、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

專業實務導向為之。

學位中、英文名稱、學位證書註記等規定，經院系所務會議或

學位學程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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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四：本校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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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報告案通過以下資料： 
(一)追認通過110學年度暑期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性質特殊課

程2門。(附件一) 

(二)通過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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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五) 
二、 通過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社會學系課程限修人數調降案。(附件六) 
三、 通過師培中心規劃「中等學校-註記次專長課程-雙語教學」(草案)事

宜。(附件七) 
四、 通過本校醫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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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特殊性質課程一覽表 【附件一】 

序號
開課

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分

數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1 
人科

學程
PIS4001 

跨領域產業

合作
必 2 

晚間及假日密

集授課 
講授類 110-3

※晚間或假日密集授

課

本課程為跨領域探索

之暑期進階實作課

程，著眼於發展同學的

創新與創業觀念，搭配

過程中密集與指導老

師討論與小組作業，採

集中、密集授課。

本案已簽案通過，本次補追

認。 

2 
人科

學程
PIS3001 跨領域實作 必 1 

晚間及假日密

集授課
講授類 110-3

※晚間或假日密集授

課

本課程為跨領域探索

之暑期進階實作課

程，希望學生產出商品

原型並實踐實戰，與指

導老師討論與小組實

作，採集中、密集授課。 

本案已簽案通過，本次補追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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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二】

系所 
學制別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與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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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EMBA 
(110學年度) 

《碩專班》 45 - - 45 - - 

1. 修訂 110 學年度必修
科目表。

2. 市場經濟理論與實
踐，原 111-1異動至
111-2。

3. 高階財務管理，原
111-1 異動至 111-
2。

4. 策略行銷管理，原
111-1 異動至 111-
2。

5. 公司治理，原 111-2
異動至 111-1。

6. 組織行為學，原 112-
1 異動至 111-1。

後醫系 《學士班》 - - - 175 175 - - 
1. 111學年度新增系

所。
2. 本次提追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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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新訂/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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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醫系 學 - - - 如附 

1. 111學年度新增系

所。

2. 課程結構圖提本次

會議追認。

2 教育所 碩 1 - - 
新增「亞洲政治經濟與

教育」 

1. 105.11.2第 1105-
2校課程委員會

2. 簽陳自 111學年度
開始實施，提本次
會議追認。

3 

教人全

英學位

學程 

碩 1 - - 
新增「亞洲政治經濟與

教育」 
1. 108.5.6第 107-4

校課程委員會。
2. 簽陳自 111學年度

開始實施，提本次
會議追認。’博 1 - - 

新增「亞洲政治經濟與

教育」 

4 
海全英

博學程 
博 2 - - 

新增「專題討論(一)」

及「專題研究(一) 

1. 110學年度新增系
所。

2. 簽陳自 111學年度
開始實施，提本次
會議追認。

74



  111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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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結構 

1 社科院 選 

文化地景專題: 

遺產化的政治經

濟學 

SPECIAL TOPICS IN CULTURAL 

LANDSCAP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RITAGIZATION 

3 3 0 蔡書瑋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2 教育碩 選 
亞洲政治經濟與

教育 

ASIAN POLITICS, ECONOMY, AND 

EDUCATION 
3 3 0 方志恒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3 
教人全

英碩 
選 

亞洲政治經濟與

教育 

ASIAN POLITICS, ECONOMY, AND 

EDUCATION 
3 3 0 方志恒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 
教人全

英博 
選 

亞洲政治經濟與

教育 

ASIAN POLITICS, ECONOMY, AND 

EDUCATION 
3 3 0 方志恒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 
跨院選

修(通) 
選 幸福學 HAPPINESS 3 3 0 那原道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6 
跨院選

修(社) 
選 經濟社會學 ECONOMIC SOCIOLOGY 3 3 0 王宏仁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7 後醫系 選 
醫學史（一）– 西

洋醫學史 

MEDICAL HISTORY(I)–WESTERN 

MEDICAL HISTORY 
2 2  0 劉景寬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8 後醫系 選 

環境健康大數據

資料分析暨視覺

化實務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Y 

BIG DATA ANALYSIS WITH 

VISUALISED PRACTICE 

3 3  0 鄭雅勻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9 後醫系 必 程式設計 PROGRAMING LANGUAGE 2 2  0 于松桓 

講授類 

110-3

先修課 

結構內

□結構外

10 後醫系 必 大體解剖學實驗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COURSE 
2.5 0 7.5 

柯翠玲 

白滿惠 
實驗類 

結構內

□結構外

11 後醫系 必 
醫學資訊、實證醫

學與研究（一） 

MEDICAL INFORMATI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SEARCH(I) 

1 1  0 于松桓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12 後醫系 必 
醫學資訊、實證醫

學與研究（二） 

MEDICAL INFORMATI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SEARCH(II)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13 後醫系 必 
醫學資訊、實證醫

學與研究（三） 

MEDICAL INFORMATI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RESEARCH(III)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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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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結構 

14 後醫系 必 
醫學資訊、實證醫

學與研究（四） 

MEDICAL INFORMATI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RESEARCH(IV) 

1 1  0 李啟偉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15 後醫系 必 
醫學資訊、實證醫

學與研究（五） 

MEDICAL INFORMATI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RESEARCH(V) 

1 1  0 余靈珊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16 後醫系 必 
醫學資訊、實證醫

學與研究（六） 

MEDICAL INFORMATI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RESEARCH(VI) 

1 1  0 余靈珊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17 後醫系 必 血液微免與宿主 
BLOOD,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HOST 
7 7  0 

李哲欣 

李欣蓉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18 後醫系 必 內分泌與生殖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 
6.5 6.5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19 後醫系 必 內科學實習（一） 
CLERKSHIP IN INTERNAL 

MEDICINE(I) 
6 0  12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20 後醫系 必 內科學實習（二） 
CLERKSHIP IN INTERNAL 

MEDICINE(II) 
10 0  20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21 後醫系 必 外科學實習（一） CLERKSHIP IN SURGERY(I) 6 0  12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22 後醫系 必 外科學實習（二） CLERKSHIP IN SURGERY(II) 10 0  20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23 後醫系 必 兒科學實習（一） CLERKSHIP IN PEDIATRICS(I)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24 後醫系 必 兒科學實習（二） CLERKSHIP IN PEDIATRICS(II)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25 後醫系 必 服務學習（一） SERVICE LEARNING(I) 0 1  0 
陳彥旭

鄭雅勻 

服務學

習類 

結構內

□結構外

26 後醫系 必 服務學習（二） SERVICE LEARNING(II) 0 1  0 
陳彥旭

鄭雅勻 

服務學

習類 

結構內

□結構外

27 後醫系 必 社區實習（一） 
CLERKSHIP IN COMMUNITY 

MEDICINE(I) 
6 0  12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28 後醫系 必 社區實習（二） 
CLERKSHIP IN COMMUNITY 

MEDICINE(II)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29 後醫系 必 急診科學實習 
CLERKSHIP IN EMERGENCY 

MEDICINE 
2 0  4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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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後醫系 必 家庭醫學實習 CLERKSHIP IN FAMILY MEDICINE 2 0  4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31 後醫系 必 神經科學實習 CLERKSHIP IN NEUROLOGY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32 後醫系 必 
婦產科學實習

（一） 

CLERKSHIP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I)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33 後醫系 必 
婦產科學實習

（二） 

CLERKSHIP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II)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34 後醫系 必 習醫之道 ON DOCTORING 0.5 0.5  0 余明隆 
演講/ 

參訪 

結構內

□結構外

35 後醫系 必 復健科學實習 
CLERKSHIP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2 0  4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36 後醫系 必 
溝通與專業素養

（一）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I) 
1 1  0 陳德全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37 後醫系 必 
溝通與專業素養

（二）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II) 
1 1  0 陳德全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38 後醫系 必 
溝通與專業素養

（三）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III)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39 後醫系 必 
溝通與專業素養

（四）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IV)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0 後醫系 必 
溝通與專業素養

（五）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V)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1 後醫系 必 
溝通與專業素養

（六）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VI)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2 後醫系 必 
溝通與專業素養

（七）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VII)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3 後醫系 必 
溝通與專業素養

（八）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VIII)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4 後醫系 必 精神科學實習 CLERKSHIP IN PSYCHIATRY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45 後醫系 必 臨床技能（一） 
MEDICAL SKILL TRAINING 

PROGRAM(I) 
1 1  0 陳德全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6 後醫系 必 臨床技能（二） 
MEDICAL SKILL TRAINING 

PROGRAM(II)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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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後醫系 必 臨床技能（三） 
MEDICAL SKILL TRAINING 

PROGRAM(III) 
1 1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8 後醫系 必 臨床技能（四） 
MEDICAL SKILL TRAINING 

PROGRAM(IV) 
2 2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49 後醫系 必 臨床技能（五） 
MEDICAL SKILL TRAINING 

PROGRAM(V) 
2 2  0 待聘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0 後醫系 必 
臨床實習選修

（一） 

CLERKSHIP IN ELECTIVE 

COURSE(I)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51 後醫系 必 
臨床實習選修

（二） 

CLERKSHIP IN ELECTIVE 

COURSE(II) 
4 0  8 待聘 

臨床 

實習 

結構內

□結構外

52 後醫系 必 精神與心理 
PSYCHIATRY AND 

PSYCHOPHARMACOLOGY 
3.5 3.5  0 

洪琪發/

馮雅群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3 後醫系 必 心血管與呼吸 
CARDIOVASCULAR AND 

RESPIRATORY 
12 12  0 陳欽明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4 後醫系 必 神經與感官 NEUROLOGY AND SENSORY 4.5 4.5  0 傅睦惠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5 後醫系 必 肌肉骨骼與皮膚 MUSCULOSKELETAL DERMATOLOGY 6 6  0 
劉文忠

白滿惠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6 後醫系 必 腸胃肝與腎泌尿 

GASTROINTESTINAL, 

HEPATOBILIARY AND KIDNEY AND 

URETERAL 

6.5 6.5  0 蔡明釗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7 後醫系 必 成長與老化 GROWTH AND AGING 11 11 0 
蕭志誠

鄭雅勻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8 後醫系 必 基礎醫學總論 
BASIC SCIENCE AND 

INTRODUCTION OF MEDICINE 
10 10  0 陳彥旭 醫學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9 後醫系 選 新藥開發 
DRUG DISCOVERY AND DRUG 

DEVELOPMENT 
2 2  0 趙敏吾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60 後醫系 選 基礎藥理學 BASIC PHARMACOLOGY 3 3 0 趙敏吾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61 後醫系 必 生物化學 BIOCHEMISTRY 2 2 0 徐志文 

醫學類 

110-3

先修課 

結構內

□結構外

62 
跨院選

修(醫) 
選 新藥開發 

DRUG DISCOVERY AND DRUG 

DEVELOPMENT 
2 2 0 趙敏吾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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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跨院選

修(醫) 
選 基礎藥理學 BASIC PHARMACOLOGY 3 3 0 趙敏吾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64 
跨院選

修(醫) 
選 

醫學史（一）– 西

洋醫學史 

MEDICAL HISTORY(I)–WESTERN 

MEDICAL HISTORY 
2 2 0 劉景寬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65 
跨院選

修(醫) 
選 

環境健康大數據

資料分析暨視覺

化實務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Y 

BIG DATA ANALYSIS WITH 

VISUALISED PRACTICE 

3 3 0 鄭雅勻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66 
海科全

英博 
選 專題研究（一） INDEPENDENT STUDY (I) 3 3 0 

本學程

相關教

師 

獨立 

研究 

結構內

□結構外

67 
海科全

英博 
選 專題討論（一） SEMINAR (I) 1 1 0 

本學程

相關教

師 

研討類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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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附件五】 

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課 

方式 

課程名稱 

(異動後) 
異動說明 

開設 

學期 

1 西灣

基礎

中心 

透過實用性英語增進溝

通能力 

SPEAKING ENGLISH WITH 

CONFIDENCE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INTERMEDIATE 

LEVEL) 

選 3 講 

授 

類 

透過實用性英語增進溝

通能力（中級）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FUNCTIONAL 

ENGLISH(INTERMEDIATE 

LEVEL) 

異動中英

文課名 

111-1

80



111 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社科院 

案由一：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限修人數調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依「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十二點第 1款規定，

學士班課程限修人數以 50人為原則，如需因儀器設備或

實務演練等原因調降限修人數，或因課程性質需分班或

調降開班人數時，應敘明理由，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由系所主管列席校課程委員會說明經審議通

過，提教務會議備案後，方得實施。 

二、 本次所提限俢人數調降課程說明及清單如附件。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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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調降限修人數課程 

1.調降限修人數課程

序

號 

開課 

單位 
擬調降課程 

調降後 

人數 

原限修 

人數 
說明 

1 
社會

系 
永續城鄉 20 50 

為本校與日本龍谷大學

跨國合作教學課程，課程

包含台日跨國移地共學

丶台日線上授課和學生

分組討論，同時涉及出國

交流與經費補助的限

制。課程設計包含兩國的

社區參訪與學習，台日小

組的共學與討論，人數過

多將難以操作，故與合作

學校龍谷大學討論修課

人數的限制，台日雙方各

以 20 人為上限，以利課

程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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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師培中心 

案由二：有關師培中心規劃「中等學校-註記次專長課程-雙語教

學」(草案)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 110年 2月 23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0885號

回復審查意見並修正。 

二、 本次教育部回復審查意見如下： 

(一) 課程設計教育專業部分包含英語授課之教育實踐必

修 4 學分（分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及選修教育

基礎或教育方法課程（如環境教育、輔導原理與實

務、教育行政...等），課程內容與中文授課之教

育專業課程重疊性高，務請強調雙語教學核心內

容，涵蓋雙語教學知識與應用。 

(二) 選修部分除化學專長得選修英語授課之專門課程

外，餘其他領域專長僅能選修教育基礎或教育方法

課程，考量中等教育學科專業性，請再酌課程內涵。 

三、 依據審查意見增加「英語文、數學、公民與社會、物理、

生物、音樂、高級中等學校表演藝術專長、國民中學藝

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之英語授課專門課程，以符合學

科專業性，課程規劃(草案)、學分一覽表及修正對照表

如附件。 

四、 本案業經師培中心 111 年 09 月 16 日 111學年度第 2 次

課程委員會及社科院 111年 9月 20日 111學年度第 1次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本案通過後擬提送校內相關會

議審議，並函報教育部審議。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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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1學年度培育中等學校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一覽表 

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教育專業課程備註說明： 

雙語教學。 

教育專業課程備註說明： 

雙語教學，此類課程至少修習 2學分 

新增此類課程最低修

習學分數。 

專門課程： 

修習 2至 6學分 

專門課程： 

1.化學專長：

普通化學(4學分) 

化學實驗

(一)(二)(三)(四)(五)(2學分)

分析化學(一)(二)(3學分) 

有機化學(一)(二)(3學分) 

物理化學(一)(二)(3學分) 

無機化學(一)(二)(3學分) 

2.數學專長：

高等微積分(一)(二)(4學分) 

統計學(一)(3學分) 

機率論(一)(3學分) 

代數學(一)(3學分) 

離散數學(一)(3學分) 

複變函數論(一)(3學分) 

微分方程(一)(3學分) 

3.物理專長：

普通物理(一)(二)(3學分) 

4.生物專長：

普通生物學(一)(4學分) 

5.英語專長：

英國文學：1660以前(3學分) 

英國文學：1660-1800(3學分) 

6.音樂專長：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

(一)(二)(三)(四)(2學分)

7.高中表演藝術專長：

藝術管理概論(2學分) 

觀點技巧表演(2學分) 

8.國中表演藝術專長：

觀點技巧表演(2學分) 

10.公民專長：

政治經濟學(3學分)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3學分) 

新增專門課程科目。 

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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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國際正義與人權(3學分) 

經濟學(3學分) 

政治哲學導論(3學分) 

專門課程備註： 

僅化學專長可修習雙語授課之專門

課程「普通化學」(4學分)、「化

學實驗(一)」(2學分)採計。 

專門課程備註： 

依據任教領域專長修習英語授課課程

至少 2學分，可採計為中等職前教育

專門課程學分。 

刪除原本說明文字，

新增學生應依任教領

域專長修習專門課程

及此類課程應修最低

學分數。 

說明： 

1.欲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上註記

次專長「雙語教學」之師資

生，需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申

請，且修課架構版本須採用

110學年度師資培育職前教育

課程架構(包含教育專業課程及

專門課程)及本表所列課程。

說明： 

1.欲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上註記次

專長「雙語教學」之師資生，需向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申請，且修課架

構版本須採用 111學年度起師資培

育職前教育課程架構(包含教育專

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及本表所列課

程。

修正適用之學年度。 

3.本表所列之課程將以雙語授課，

欲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上註

記次專長「雙語教學」之師資

生，需修習本表所列課程至少

修習 10學分，(含教育實踐課

程至少 4學分；教育基礎課

程、教育方法課程、專門課程

至少 6學分)。

3.本表所列之課程將以雙語授課，欲

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上註記次專

長「雙語教學」之師資生，需修習

本表所列課程至少修習 10學分(含

教育實踐課程至少 4分；教育基礎

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至少 2學分；

專門課程至少 2學分)，申請通過

後所修之學分才可計為雙語學分。

修正修習此表之各類

課程學分數規定及修

習說明。 

4.上表所列之雙語教育課程如與原

中等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

名稱相同，可同時採計為中等

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學

分：

(1)教育專業課程：雙語開設之

「教育概論」、「學習評量」、

「教學原理」、「課程發展與設

計(雙語)」，可採計為原中等教

育專業課程之「教育概論」、

「學習評量」、「教學原理」、

「課程發展與設計」。

(2)專門課程：雙語開設之「普通

化學」、「化學實驗(一)」可採

4.上表所列之雙語教育課程如與原中

等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名稱相

同，可同時採計為中等教育專業課

程、專門課程學分：

(1)(原條文)  

(2)專門課程：依據任教領域專長修

習英語授課課程，可採計為中等職

前教育專門課程。

1.修正專門課程科目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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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計為原中等化學專長專門課程

之「普通化學」、「化學實驗

(一)」。

5.(新增) 5.各領域專長可選修專門課程如下：

(1)化學專長：普通化學、化學實驗

(一)(二)(三)(四)(五)、分析化學

(一)(二)、有機化學(一)(二)、物

理化學(一)(二)、無機化學

(一)(二)。

(2)數學專長：高等微積分

(一)(二)、統計學(一)、機率論

(一)、代數學(一)、離散數學

(一)、複變函數論(一)、微分方程

(一)。

(3)物理專長：普通物理(一)(二)。

(4)生物專長：普通生物學(一)。

(5)英語專長：英國文學：1660以

前、英國文學：1660-1800。 

(6)音樂專長：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

(一)(二)(三)(四)。

(7)高中表演藝術專長：藝術管理概

論、觀點技巧表演。 

(8)國中表演藝術專長：觀點技巧表

演。 

(9)公民與社會專長：政治經濟學、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國際政治與人

權、經濟學、政治哲學導論。 

新增各領域專長可修

習之專門科目名稱。 

5.擋修機制： 6.擋修機制： 修正項次。 

6.非於本校所修習之雙語教學師資

培育課程，一律不予採認。

7.(原條文) 修正項次。 

7.於修畢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時，應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聽、說、

讀、寫)或取得 CEFR語言參考

架構 B2級以上之英語考試檢定

及格證書。

8. (原條文) 修正項次。 

8.教育實習以至實驗學校或雙語學

校進行為原則。

9. (原條文) 修正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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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1學年度培育中等學校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一覽表(草案) 

111年 6月 15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0059256號函同意備查 

111年 09月 16日 111學年度第 2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類別 課程 科目中文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基礎

課程 
教育概論 2 

雙語教學，此類課程至少修

習 2學分 教育方法

課程 

學習評量 2 

教學原理 2 

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 2 

教學實踐

課程 

雙語教材教法 2 
修習「雙語教材教法」、「雙

語教學實習」前，應修過或

同時修習非雙語教學之「分

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分科

/分領域教學實習」。 
雙語教學實習 2 

專門課程 

化學專長 

普通化學 4 

依據任教領域專長修習英語

授課課程至少 2 學分，可採

計為中等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學分。 

化學實驗

(一)(二)(三)(四)(五)
2 

分析化學(一)(二) 3 

有機化學(一)(二) 3 

物理化學(一)(二) 3 

無機化學(一)(二) 3 

數學專長 

高等微積分(一)(二) 4 

統計學(一) 3 

機率論(一) 3 

代數學(一) 3 

離散數學(一) 3 

複變函數論(一) 3 

微分方程(一) 3 

物理專長 普通物理(一)(二) 3 

生物專長 普通生物學(一) 4 

英語專長 
英國文學：1660 以前 3 

英國文學：1660-1800 3 

音樂專長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 

(一)(二)(三)(四)
2 

高中表演

藝術專長 

藝術管理概論 2 

觀點技巧表演 2 

國中表演

藝術專長 
觀點技巧表演 2 

公民專長 政治經濟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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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 科目中文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3 

國際正義與人權 3 

經濟學 3 

政治哲學導論 3 

本表至少修習 10學分 

說明： 

1.欲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上註記次專長「雙語教學」之師資生，需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申

請，且修課架構版本須採用 111 學年度起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程架構(包含教育專業課程

及專門課程)及本表所列課程。

2.申請資格：修習本表所列課程之師資生，須具備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

力，或具備 CEFR語言架構參考(聽、讀)B1級(或以上)之相同等級英語能力證明。

3.本表所列之課程將以雙語授課，欲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上註記次專長「雙語教學」之師

資生，需修習本表所列課程至少修習 10 學分(含教育實踐課程至少 4 分；教育基礎課程與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 2；專門課程至少 2學分)，申請通過後所修之學分才可計為雙語學

分。

4.上表所列之雙語教育課程如與原中等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名稱相同，可同時採計為中

等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學分：

(1)教育專業課程：雙語開設之「教育概論」、「學習評量」、「教學原理」、「課程發展與設計

(雙語)」，可採計為原中等教育專業課程之「教育概論」、「學習評量」、「教學原理」、「課

程發展與設計」。

(2)專門課程：依據任教領域專長修習英語授課課程，可採計為中等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5.各領域專長可選修專門課程如下：

(1)化學專長：普通化學、化學實驗(一)(二)(三)(四)(五)、分析化學(一)(二)、有機化學

(一)(二)、物理化學(一)(二)、無機化學(一)(二)。

(2)數學專長：高等微積分(一)(二)、統計學(一)、機率論(一)、代數學(一)、離散數學

(一)、複變函數論(一)、微分方程(一)。

(3)物理專長：普通物理(一)(二)。

(4)生物專長：普通生物學(一)。

(5)英語專長：英國文學：1660以前、英國文學：1660-1800。

(6)音樂專長：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一)(二)(三)(四)。

(7)高中表演藝術專長：藝術管理概論、觀點技巧表演。

(8)國中表演藝術專長：觀點技巧表演。

(9)公民與社會專長：政治經濟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國際政治與人權、經濟學、政治哲

學導論。 

6.擋修機制：修習「雙語教材教法」、「雙語教學實習」前，應修過或同時修習非雙語教學之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修畢「雙語教材教法」後始可修習

「雙語教學實習」。

7.非於本校所修習之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一律不予採認。

8.於修畢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時，應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聽、說、讀、寫)或取得 CEFR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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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架構 B2級以上之英語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9.教育實習以至實驗學校或雙語學校進行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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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19日

111-0009-9-4-B

師資職前課程填報資料（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依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填報學校：國立中山大學

填報類科：中等學校-註記次專長課程-雙語教學

適用對象：111學年度起取得修習資格之師資生

※備註：■ 代表已符合，□ 代表尚未符合。

一、 報部核備時，請將此pdf檔列為附件上傳。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及素養指標、核心內容、融入議題等項目
，符合基準要求。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已完整送出，暫存狀態課程不列入學分統計及報部
清冊中。

■ 課程適用對象及規範學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已填寫

■ 校內課程審議佐證資料:已上傳

■ 所有課程狀態皆為「已送出」

■ 課程設計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符合

■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材教法：符合

■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學實習：符合

■ 雙語教學：整體教育專業課程符應每項雙語教學核心內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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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修習學分數規範

具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聽、讀)或CEFR B1級以上之英語考試及格證書

貳、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1.欲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上註記次專長「雙語教學」之師資生，需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申請

，且修課架構版本須採用111學年度起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程架構(包含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及本表所列課程。

2.申請資格：修習本表所列課程之師資生，須具備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

，或具備CEFR語言架構參考(聽、讀)B1級(或以上)之相同等級英語能力證明。

3.本表所列之課程將以雙語授課，欲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上註記次專長「雙語教學」之師資生

，需修習本表所列課程至少修習10學分(含教育實踐課程至少4分；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

至少2；專門課程至少2學分)，申請通過後所修之學分才可計為雙語學分。

4.上表所列之雙語教育課程如與原中等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名稱相同，可同時採計為中等教

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學分：

(1)教育專業課程：雙語開設之「教育概論」、「學習評量」、「教學原理」、「課程發展與設計

(雙語)」，可採計為原中等教育專業課程之「教育概論」、「學習評量」、「教學原理」、「課

程發展與設計」。

(2)專門課程：依據任教領域專長修習英語授課課程，可採計為中等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5.各領域專長可選修專門課程如下：

(1)化學專長：普通化學、化學實驗(一)(二)(三)(四)(五)、分析化學(一)(二)、有機化學(一

)(二)、物理化學(一)(二)、無機化學(一)(二)。

(2)數學專長：高等微積分(一)(二)、統計學(一)、機率論(一)、代數學(一)、離散數學(一)、複

變函數論(一)、微分方程(一)。

(3)物理專長：普通物理(一)(二)。

(4)生物專長：普通生物學(一)。

(5)英語專長：英國文學：1660以前、英國文學：1660-1800。

(6)音樂專長：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一)(二)(三)(四)。

(7)高中表演藝術專長：藝術管理概論、觀點技巧表演。

(8)國中表演藝術專長：觀點技巧表演。

(9)公民與社會專長：政治經濟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國際政治與人權、經濟學、政治哲學導論

。

6.擋修機制：修習「雙語教材教法」、「雙語教學實習」前，應修過或同時修習非雙語教學之「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修畢「雙語教材教法」後始可修習「雙語

教學實習」。

7.非於本校所修習之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一律不予採認。

8.於修畢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時，應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聽、說、讀、寫)或取得CEFR語言參考架

構B2級以上之英語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9.教育實習以至實驗學校或雙語學校進行為原則。

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基礎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方法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實踐課程
應修學分數

1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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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列表
 

一、教育專業課程
 

 

二、專門課程(中等)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12.0 2.0 6.0 4.0 0.0 0.0

1
雙語教材教法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2.0 必修 □ 2.0

▲修習「雙語教材教法」之前，應修習過或同時修習其他領域專長之教材教法。

2
雙語教學實習
Teaching Practicum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2.0 必修 □ 2.0

▲修習「雙語教學實習」前，應修過或同時修習其他領域專長之教學實習。

3
教學原理
PRINCIPLES OF TEACHING

2.0 選修 □ 2.0

4
學習評量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2.0 選修 □ 2.0

5
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6
教育概論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106.0 -

1
化學實驗（二）
CHEMISTRY LABORATORY(II)

2.0 選修 □

2
化學實驗（三）
CHEMISTRY LABORATORY(III)

2.0 選修 □

3
化學實驗（五）
CHEMISTRY LABORATORY(V)

2.0 選修 □

4
化學實驗（四）
CHEMISTRY LABORATORY(IV)

2.0 選修 □

5
分析化學（一）
ANAYTICAL CHEMISTRY(I)

3.0 選修 □

6
分析化學（二）
ANALYTICAL CHEMISTRY(II)

3.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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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7
有機化學（一）
ORGANIC CHEMISTRY (I)

3.0 選修 □

8
有機化學（二）
ORGANIC CHEMISTRY (II)

3.0 選修 □

9
物理化學（一）
PHYSICAL CHEMISTRY (I)

3.0 選修 □

10
物理化學（二）
PHYSICAL CHEMISTRY (II)

3.0 選修 □

11
無機化學（一）
INORGANIC CHEMISTRY(I)

3.0 選修 □

12
無機化學（二）
INORGANIC CHEMISTRY(II)

3.0 選修 □

13
高等微積分（一）
ADVANCED CALCULUS (I)

4.0 選修 □

14
高等微積分（二）
ADVANCED CALCULUS (II)

4.0 選修 □

15
統計學（一）
STATISTICS (I)

3.0 選修 □

16
機率論（一）
PROBABILITY THEORY (I)

3.0 選修 □

17
代數學（一）
ALGEBRA (I)

3.0 選修 □

18
離散數學（一）
離散數學（一）

3.0 選修 □

19
複變函數論（一）
COMPLEX ANALYSIS (I)

3.0 選修 □

20
微分方程（一）
DIFFERENTIAL EQUATIONS (I)

3.0 選修 □

21
普通物理（一）
GENERAL PHYSICS(I)

3.0 選修 □

22
普通物理（二）
GENERAL PHYSICS (II)

3.0 選修 □

23
英國文學：1660以前
ENGLISH LITERATURE : BEFORE 1660

3.0 選修 □

24
英國文學：1660-1800
ENGLISH LITERATURE : 1660-1800

3.0 選修 □

25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一）
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I)

2.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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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26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二）
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II)

2.0 選修 □

27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三）
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III)

2.0 選修 □

28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四）
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IV)

2.0 選修 □

29
藝術管理概論
INTRODUCTION TO ARTS MANAGEMENT

2.0 選修 □

30
觀點技巧表演
VIEWPOINTS ON ACTING METHODOLOGY

2.0 選修 □

31
政治經濟學
THE POLICITAL ECONOMY

3.0 選修 □

32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3.0 選修 □

33
國際正義與人權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3.0 選修 □

34
經濟學
ECONOMICS

3.0 選修 □

35
普通生物學（一）
GENERAL BIOLOGY (I)

3.0 選修 □

36
政治哲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3.0 選修 □

37
普通化學
CENERAL CHEMISTRY

4.0 選修 □

38
化學實驗（一）
CHEMISTRY LABORATORY(I)

2.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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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列表

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1 了解教
育發展的
理念與實
務

1-1 了解有關
教育目的和價
值的主要理論
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
理念與信念

6 教育概論、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雙語教材教法、雙語教學實習、教學原理、
學習評量

1-3 了解我國
教育政策、法
規及學校實務
，以作為教育
實踐基礎

2 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教育概論

2了解並
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
與學習需
求

2-1 了解並尊
重學生身心發
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異
，以作為教學
與輔導的依據

1 雙語教學實習

2-2 了解並運
用學習原理
，以符合學生
個別學習需求
與發展

6 雙語教學實習、雙語教材教法、教育概論、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學習評量、
教學原理

2-3 了解特殊
需求學生的特
質與鑑定歷程
，以提供適切
的教育與支持

1 教育概論

3規劃適
切的課程
、教學及
多元評量

3-1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規劃
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4 教育概論、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雙語教材教法、雙語教學實習

3-2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協同
發展跨領域/群
科/科目課程、
教學及評量

4 雙語教學實習、雙語教材教法、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教育概論

3-3 具備任教
領域/群科/科
目所需的專門
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3 雙語教材教法、化學實驗（一）、普通化學

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
題，以融入課
程與教學

3 教學原理、教育概論、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

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
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2 雙語教材教法、教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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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3-6 根據多元
評量結果調整
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5 化學實驗（一）、學習評量、普通化學、雙語教學實習、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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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學課程核心內容列表

項次 課程類別 雙語教學課程名稱 納入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 學分數

1 教育實踐課程 雙語教材教法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8 跨領域雙語教學共備

2

2 教育實踐課程 雙語教學實習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8 跨領域雙語教學共備

9 微型教學與回饋

10 集中實習

2

3 教育方法課程 教學原理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2

4 教育方法課程 學習評量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2

5 教育方法課程 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9 微型教學與回饋

2

6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概論 1 何謂雙語教學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8 跨領域雙語教學共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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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課程類別 雙語教學課程名稱 納入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 學分數

7 專門課程 化學實驗（二）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2

8 專門課程 化學實驗（三）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2

9 專門課程 化學實驗（五）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2

10 專門課程 化學實驗（四）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2

11 專門課程 分析化學（一）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3

12 專門課程 分析化學（二）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13 專門課程 有機化學（一）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14 專門課程 有機化學（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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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課程類別 雙語教學課程名稱 納入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 學分數

15 專門課程 物理化學（一）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16 專門課程 物理化學（二）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17 專門課程 無機化學（一）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18 專門課程 無機化學（二）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19 專門課程 高等微積分（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4

20 專門課程 高等微積分（二）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4

21 專門課程 統計學（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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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課程類別 雙語教學課程名稱 納入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 學分數

22 專門課程 機率論（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23 專門課程 代數學（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24 專門課程 離散數學（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25 專門課程 複變函數論（一）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26 專門課程 微分方程（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27 專門課程 普通物理（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28 專門課程 普通物理（二）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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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課程類別 雙語教學課程名稱 納入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 學分數

29 專門課程 英國文學：1660以前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30 專門課程 英國文學：1660-1800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31 專門課程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2

32 專門課程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二） 1 何謂雙語教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2

33 專門課程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三）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2

34 專門課程 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四）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2

35 專門課程 藝術管理概論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2

36 專門課程 觀點技巧表演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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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課程類別 雙語教學課程名稱 納入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 學分數

37 專門課程 政治經濟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38 專門課程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5 雙語教學教案設計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39 專門課程 國際正義與人權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6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40 專門課程 經濟學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3

41 專門課程 普通生物學（一）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42 專門課程 政治哲學導論 2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7 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3

43 專門課程 普通化學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4

44 專門課程 化學實驗（一） 3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2

總計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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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融入議題列表

※*代表法定應融入議題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環境教育* 2 化學實驗（一）、普通化學

科技教育 4 普通化學、化學實驗（一）、無機化學（一）、無機化學（二）

能源教育 2 普通化學、化學實驗（一）

國際教育 1 教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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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修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先修規劃 先修課程內容

雙語教材教法 依說明 修習「雙語教材教法」、「雙語教學實習」之前，應修習過或同時修習其他領
域專長之教材教法、教學實習。

雙語教學實習 依所列課程 雙語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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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雙語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因應2030 台灣邁向雙語國家的政策，培育具有雙語教學能力的教師已成當務之急。本課程是針對

之後將進入中等學校實習及任教之師培生作準備，使其具備CLIL雙語教學之基本知能與教學能力

。透過教案設計、教學觀摩、試教、回饋討論等活動，深化學生在CLIL雙語教學知能的實踐應用

，並了解教育現場實際狀況及應對處理方式，有助於學生將來進入教學現場時能更適應教學環境

，發揮雙語教學專長。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說明：修習「雙語教材教法」、「雙語教學實習」之前，應修習過或同時修習其他領域專長之

教材教法、教學實習。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

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

略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1 課程介紹與課程大綱討論

2 雙語教學在臺灣的背景、規劃、實施及國際通用語對於英語教學的影響

3 跨語言策略使用原則及時機

4 雙語教育中的多元模態以及多元讀寫能力在雙語教育的應用

5 多元模態以及多元讀寫能力實作

6 素養導向之雙語教學教材研發與製作

7 教案規劃與構想

8 校外觀課(暫定)

9 校外觀課(暫定)

10 教師授課及課室互動語言

11 素養導向之雙語教學評量

12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一）

13 雙語教學實例分析（二）

14 雙語教學教案期末報告與試教（ㄧ）

15 雙語教學教案期末報告與試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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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

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跨領域雙語教學共備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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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雙語教學實習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Practicum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因應2030 台灣邁向雙語國家的政策，培育具有雙語教學能力的教師已成當務之急。本課程是針對

之後將進入中等學校實習及任教之師培生作準備，使其具備CLIL雙語教學之基本知能與教學能力

。透過教案設計、教學觀摩、試教、回饋討論等活動，深化學生在CLIL雙語教學知能的實踐應用

，並了解教育現場實際狀況及應對處理方式，有助於學生將來進入教學現場時能更適應教學環境

，發揮雙語教學專長。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雙語教材教法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

關係

1   Course introduction課程簡介及CLIL雙語教學概論

2   CLIL雙語教學重要主題討論

3   National Holiday (February 28), No class!

4   CLIL雙語教學重要主題討論

5   教案範例分析及編寫

6   教案範例分析及編寫

7   教案範例分析及編寫

8   教案範例分析及編寫

9   教案範例分析及編寫

10   教案報告

11   中學教師教學經驗分享與討論 (暫訂)

12   Classroom observation校外教學觀摩 (暫訂)

13   Practice Teaching Preparation 試教準備

14   試教與回饋討論

15   Practice Teaching Preparation 試教準備

16   試教與回饋討論

17   Reflections

18   彈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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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

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

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跨領域雙語教學共備、微型教學與回

饋、集中實習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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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學原理

課程英文名稱：PRINCIPLES OF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師培生基礎課程及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藉由課程素材與課堂討論，奠基對教學理論、

典範、策略等認識，並從中結合師培生自身專業學科知識，由師培生融合發揮屬於自己專業的教

學法。此外，也將透過議題探討台灣教育現況對教學討論的演變，並結合教育實務的認識，延伸

討論雙語教學的發展。本課程希望培養師培生對教育思考的廣度與深度，提升教育觀察與溝通思

考能力，保持對新興教育議題的認識，對於如何延伸教學原理和雙語教學，能有創新思維協助學

生成長。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

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

略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1 Week 1: 課程簡介

2 Week 2: 有效教學方法回顧與教學典範演變覺察

3 Week 3: 行為主義教學理論與應用

4 Week 4: 認知主義教學理論與應用

5 Week 5: 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與應用

6 Week 6: 教學策略探討 1: 互動教學、協同教學、多元智能理論

7 Week 7: 教學策略探討 2: 線上教學、混成教學、同步與非同步教學

8 Week 8: 當代教學議題研討

9 Week 9: 教學理論探索專案分享

10 Week 10: 雙語教學探索專案分享

11 Week 11: 教師知識、學科知識、教學知識、學生角色

12 Week 12: 雙語教學單元設計

13 Week 13: 當代教學議題與策略

14 Week 14: 教學策略探討 3: 後疫情時代下的教學演變

15 Week 15: 雙語教學議題研討

16 Week 16: 教學原理與雙語教學專題報告

17 Week 17: 教學原理與雙語教學專題報告

18 Week 18: 彈性課程，自主探索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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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

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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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學習評量

課程英文名稱：LEARN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瞭解測驗編製的流程、評量方法以及測驗分析等概念，並應用於雙語教學上，對於未來教學工作

有實際助益。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

略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教育測驗概論

2.基本統計概念

3.測驗編製

4.命題原則與實作

5.測驗分析─信度、效度

6.試題反應理論簡介

7.試題分析與實作

8.測驗分數的解釋與應用

9.教育測驗與評量的相關議題

10.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

11.雙語教學評量設計

12.雙語教學評量實作

13.雙語教學評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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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

課程英文名稱：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了解CLIL雙語課程發展的主要趨勢和重要內涵，並培養學生設計素養

導向雙語課程的實作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

、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6)學生特

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

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微型教學與回饋

因應2030雙語國家的政策，本課程旨在增進學生對於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教學理論的認識，(雙語)課程發展與設計的意涵、概念、與原理原則
的了解。在實務的層面上，本課程循序漸進培養學生具有雙語課程教案設計的基本能力。課程
內容主要包含:
(1) CLIL雙語教學概論
(2) 課程發展與設計之重要理論及概念 (課程發展: 課程規劃、設計、實施、評鑑一系列過程
)
(3) CLIL 架構下的課程發展與設計概念
(4) 素養導向之雙語課程教案設計原則與實例分析
(5) 雙語課程教學設計理念發想與課程內容、任務與活動規劃
(6) 雙語課程的評量
(7) 雙語教案設計實作
(8) 雙語課程評鑑
希望透過主題式的講述與討論，精進學生在CLIL 課程發展與設計方面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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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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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師培生基礎課程及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藉由課程素材與課堂討論，奠基對基本理論

的認識，並從中發展教師的自我認同與教師認同。此外，也將透過議題探討台灣教育政策與現況

，並結合教育實務的認識，延伸討論雙語教學的發展。本課程希望培養師培生對教育思考的廣度

與深度，提升教育觀察與溝通思考能力，保持對新興教育議題的認識，對於如何延伸教育理論和

雙語教學到未來的教學現場，能有創新思維協助學生成長。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

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2 Week 2: 教育的哲學基礎+教育哲學與形塑教師自我認同

3 Week 3: 教育的心理學基礎

4 Week 4: 教育的社會學基礎

5 Week 5: 十二年國教 108 學年新課綱+教學和評量

6 Week 6: 學生與教師的角色+教學和評量

7 Week 7: 期中報告 教概探索專案

8 Week 8: 當代教育議題探索

9 Week 9: 雙語教育政策、雙語教學探討

10 Week 10: 學務、教務與輔導

11 Week 11: 期中報告 雙語教學專案

12 Ｗeek 12: 正式教育、實驗教育、非正式教育

13 Week 13: 雙語教育議題探索

14 Week 14: 教育行政組織+學校教育制度

15 Week 15: 教育趨勢綜合討論

16 Week 16: 雙語教學議題綜合討論

17 Week 17: 期末報告 教育概論與雙語教學綜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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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雙語教學、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跨領域雙語教學共備

融入議題：

未勾選

26 2022/09/19 12:31115



課程中文名稱：化學實驗（二）

課程英文名稱：CHEMISTRY LABORATORY(II)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experiment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is to train students' basic analytical ability

via experimental operations and, and verify the knowledge with experimental process

to gain knowledge for the concepts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they have learned from

courses.By the end of organic chemistry lab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1.

Perform basic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in organic chemistry such as recrystallization,

extraction and column chromatography.2. Conduct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according to the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融入議題：

未勾選

The first half of this lab course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topic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Lab safety training, Determination of sulfuric acid by gravimetric analysis ,
Determination of hardness of water by EDTA titration , Determination of vitamin C
by titration , potentiometric titration , Atomic Absorption and Infrared
Spectroscopy , UV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lab course are related to the topics covered in organic
chemistry lectures. The safety precaution in the organic chemistry lab will be
introduced. Experiments will include compound isolation by extraction,
purification via recrystallization and column chromatography, the preparation of
alkenes, alcohols and alkyl ha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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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化學實驗（三）

課程英文名稱：CHEMISTRY LABORATORY(III)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organic chemistry (OChem) experiments will be related to the main lecture course.

The practicals focus mainly on carbonyl chemistry and solvent-free, greener synthesis

methods.The physical chemistry (PChem) experiments this semester mainly focus on

spectroscopy and thermodynamics, including Spectrum of the Hydrogen Atom, Absorption

Spectrum of Molecular Iodine, Vibrational-Rotational Spectrum of HCl, Heat of Ionic

Reaction and Hess’s Law, Heat of Combustion, Spectrophot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an

Equili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

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

設計

融入議題：

未勾選

By the end of the OChem lab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Conduct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boratory procedures
2. Write a detailed lab report
3. Justify the observation and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with organic chemistry
concepts
For PChem experiments: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struments commonly used in
physical chemistry.
(2) Enables students to relate spectroscopic and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toms or molecules.
(3) Train students to be able to write reports and use scientific terminology
appropr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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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化學實驗（五）

課程英文名稱：CHEMISTRY LABORATORY(V)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I.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Lead students to learn experimental skills on

synthesis and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 of coordination complexes and inorganic

materials, along with fundamental concepts, physical properties, crystalliz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se substances.II.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1.The

ability to handle various instruments used in physical chemistry.2.The ability to

execute thermodynamic and kinetic measurements.3.The ability to write comprehensive

reports.4.The abilit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I.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1. Ab-Initio Simulation of a System with Periodic Boundary Conditions at the
Example of MoS2
2. Synthesis of Ni(salophen) and [Cu(en)2][ClO4]2 complexes
3. EPR characterizations of VO(acac)2 , Ni(salophen) and [Cu(en)2][ClO4]2
complexes
4. NMR characterizations of VO(acac)2 , Ni(salophen) and [Cu(en)2][ClO4]2
complexes
5. The preparations of manganese oxides and iron oxid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s
electrocatalysts for water splitting
6. The preparations of cobalt oxides and nickel oxid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s
electrocatalysts for water splitting
7. Develop earth-abundant-metal oxides as electrocatalysts for the water-splitting
reaction
II.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1. 溶液導電性Conductance of Solution
2. 葡萄糖的變旋反應動力學Kinetics of the Mutarotation Reaction of Dextrose
3. 反應定律-丙酮溴化Rate Law: Bromination of Acetone
4. 一級反應-乙酸乙酯水解；二級反應-乙酸乙酯皂化First-Order Reaction: Hydrolysis of
Ethyl Acetate and Second-Order Reaction: Saponification of Ethyl Acetate
5. 接觸角及表面能測量Contact Angle and Surface Energy Measurement
6. Langmuir-Blodgett 薄膜之製備與鑑定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angmuir-
Blodgett Thin Films
7. 磁性奈米粒子的合成並模擬生理因素對交流磁場加熱行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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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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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化學實驗（四） 

課程英文名稱：CHEMISTRY LABORATORY(IV)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Inorganic ExperimentsLead students to learn experimental skills on synthesis and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 of coordination complexes and inorganic materials, along

with fundamental concepts, physical properties, crystalliz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se substances.2. Analytic Experiments藉由親自操作各項分析儀器作實

驗，使學生能熟悉儀器的操作方法，並實際了解各分析儀器之基本構造和工作原理，印證課堂上

之所學，增進學習效果。此外，本實驗課是針對環境污染物、藥物、食品等真實樣品之分析設計

實驗步驟，使學生除了能夠學習到如何正確操作各項分析儀器外，並學會在進行分析測定前，對

不同種類的真實樣品作適當的前處理。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1. Inorganic Experiments
The subject deals with hand-on demonstrations of fundamental concepts centered on
coordination complexes and inorganic chemistry, with opportunities to incubate
skills of synthesis, purif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1] Synthesis and coordination chemistry of [Ni(NH3)6]2+
[2] UV-vis spectroscopy and electronic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i(NH3)6]2+
[3] Synthesis and coordination chemistry of [Co(NH3)6]n+ (n = 2, 3)
[4] UV-vis spectroscopy and electronic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o(NH3)6]n+ (n = 2,
3)
[5] Symmetry and quantum-chemical simulations of [Ni(NH3)6]2+
[6] Synthesis of MnO2
[7] Application of MnO2
2. Analytic Experiments
實驗一 氣相層析法：一、層析基本性質探討 二、利用氣相層析質譜法分析有機化合物
實驗二 液相層析法：一、測定飲料中咖啡因之含量 二、整合液液萃取法與液相層析法定量咖
啡中三聚氰胺
實驗三 生物質譜法：一、電噴灑游離法於蛋白質分析上的應用 二、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法
於蛋白質分析上的應用
實驗四 離子層析法：分析水樣中Li+、Na+、K+、NH4+的含量
實驗五 毛細管電泳：電泳流與電滲流流速之測量
實驗六 電化學安培法：利用酵素碳膏電極測定可樂飲料中葡萄糖之含量
實驗七 電分析化學：一、利用氟離子電極測定飲料中氟離子含量 二、循環伏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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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

設計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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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分析化學（一）

課程英文名稱：ANAYTICAL CHEMISTRY(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course will instruct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Instrumental Analysis. The goal is to build up student's ability and their in depth

understanding on both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Instrumental Analysi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Introduction of analytical chemistry-importance and application

2 Error in chemical analysis

3 Statistic data treatment

4 Calibration method

5 Quantitative method

6 Precipitation titration

7 Acid/Base reaction

8 Neutralization titration

9 Complex/EDTA titration

10 期中考試

11 Introduction to optical method

12 Molecular spectroscopy-UV/Visible

13 Molecular spectroscopy-IR

14 Molecular spectroscopy -fluorescence & phosphorescence

15 Atomic spectroscopy

16 Atomic spectroscopy

17 Final examination

18 Report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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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分析化學（二）

課程英文名稱：ANALYTICAL CHEMISTRY(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內容將延續分析化學一基本知識，引導學生學習新穎、實用之分析儀器。分析化學二將陸

續再介紹儀器分析之相關專業知識，如：原子發射光譜、原子X射線光譜、原子質譜以及分子檢測

方法如：分子質譜、分子吸收光譜與應用、分子放光光譜、紅外線光譜及拉曼光譜學等基本原理

與儀器設計。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活動

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

Atomic X-Ray Spectrometry

Atomic X-Ray Spectrometry

Atomic Mass Spectrometry

Atomic Mass Spectrometry

Molecular Mass Spectrometry

Molecular Mass Spectrometry

An introduction to Ultraviolet-Visible Molecular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An introduction to Ultraviolet-Visible Molecular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Applications of Ultraviolet-Visible Molecular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Applications of Ultraviolet-Visible Molecular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Molecular Luminescence Spectrometry

Molecular Luminescence Spectrometry

An introduction to Infrared Spectrometry

An introduction to Infrared Spectrometry

Raman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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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有機化學（一）

課程英文名稱：ORGANIC CHEMISTRY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s in Organic Chemistry. The topics covered

include chemical structures and bonding, acidity and basicity, alkanes,

stereochemistry, properties and reactions of alkyl halides, alkene, and alkynes. The

course will be taught in English.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活動

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raw and interpret Lewis, bond-line, resonance structures and various
stereoisomers.
2. Use the pKa table to predict the outcome of acid-base reactions.
3. Determine the IUPAC names from chemical structures, and vice versa
4. Predict and justify the products formed from reactions of alkyl halides,
alkenes, and alkynes
5. Discuss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chanism of a chemical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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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有機化學（二）

課程英文名稱：ORGANIC CHEMISTRY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course is a continuation of Organic Chemistry from the previous semester. The

topics covered include reactions of alkyl halides, alcohols, ethers, carbonyl

compounds and aromatic chemistry. The course will be taught in English.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未勾選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無

融入議題：

未勾選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termine the reaction type by analyzing the nature of the substrates and
reagents.
2. Predict the product of elimination, substitutions, nucleophilic addition,
Freidel-Craft reactions, pericyclic reactions, carbonyl condensation.
3. Suggest suitable reagents for a given chemical transformation.
4. Propose a curly arrow reaction mechanism for a given chemical transformation.
5. Propose synthesis routes for simple organic molecules.
6. Rationalize the reactivity of aromatic compounds using the principle of
aromaticity.

36 2022/09/19 12:31125



課程中文名稱：物理化學（一）

課程英文名稱：PHYSICAL CHEMISTRY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Physical chemistry is a study of the chemical and material systems through physical

phenomena such as molecular motion, thermodynamics, phase transformation, and

chemical reactions. This class will be an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chemistry using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the student

should have sufficient knowledge to observe real systems from molecular motion and

understand basic literature about physical chemistry.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

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The properties of gases
2.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 Work, Heat and Energy
3. The Second and Third laws of Thermodynamics: entropy
4. Fundamental Equations of Thermodynamics
5. Thermodynamics of real systemCourse Description
1. Origins of quantum mechanics
2. The Schrödinger wave equation
3. Quantum operators and observables
4. The hydrogen atom
5. Approximation methods for multielectron atoms
6. Diatomic molecules
7. Polyatomic molecules and chemical bonds
8. Translations, rotations and vibrations
9. Optical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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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物理化學（二） 

課程英文名稱：PHYSICAL CHEMISTRY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物理化學(二)課程包含三部分：統計熱力學（Statistical thermodynamics）、氣體動力論

（Kinetic theory of gases）和化學動力學（Chemical kinetics），透過本課程瞭解影響及控

制化學反應速率的物理因素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

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The Boltzmann Factor and Partition Functions

2   The Boltzmann Factor and Partition Functions

3   The Boltzmann Factor and Partition Functions

4   Partition Functions and Ideal Gases

5   Partition Functions and Ideal Gases

6   Partition Functions and Ideal Gases

7   The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8   The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9   The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10   midterm exam

11   Chemical Kinetics I: Rate Laws

12   Chemical Kinetics I: Rate Laws

13   Chemical Kinetics I: Rate Laws

14   Chemical Kinetics II: Reaction Mechanisms

15   Chemical Kinetics II: Reaction Mechanisms

16   Chemical Kinetics II: Reaction Mechanisms

17   final exam

18   Reaction Dynamics: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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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無機化學（一）

課程英文名稱：INORGANIC CHEMISTRY(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subject deals primarily with chemical bonding and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chemistry of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he periodicsystem.Lead

students to know basic concepts of inorganic chemistry and to get familiar with

current progres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

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

1   Introduction

2   Atomic structure

3   Atomic structure

4   Simple bonding theory

5   Simple bonding theory

6   Symmetry and group theory

7   Symmetry and group theory

8   Symmetry and group theory

9   Exam 1

10   Molecular orbitals

11   Molecular orbitals

12   Molecular orbitals

13   Molecular orbitals

14   Acid-base and donor-acceptor chemistry

15   Acid-base and donor-acceptor chemistry

16   Acid-base and donor-acceptor chemistry

17   Exam 2

18   彈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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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無機化學（二）

課程英文名稱：INORGANIC CHEMISTRY(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subject deals primarily with chemical bonding and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chemistry of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he periodic system.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

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

1 Acid-base and donor-acceptor chemistry

2 Acid-base and donor-acceptor chemistry

3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 Structures and Isomers

4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 Structures and Isomers

5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I: Bonding

6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I: Bonding

7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I: Bonding

8 exam 1

9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II: Electronic Spectra

10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II: Electronic Spectra

11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II: Electronic Spectra

12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II: Electronic Spectra

13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V: Reactions and Mechanisms

14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V: Reactions and Mechanisms

15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V: Reactions and Mechanisms

16 exam 2

17 The crystalline solid state

18 Chemistry of the main group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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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高等微積分（一）

課程英文名稱：ADVANCED CALCULUS (I)

課程學分數：4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course aims at a rigorous treatment of calculus. After the course, the student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concepts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such as epsilon-delta

arguments, continuity, Riemann sums and Darboux sums, uniform continuity and uniform

convergence.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

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The set of real numbers

2   The set of real numbers

3   Convergent sequences, Quiz 1(9/22)

4   Convergent sequences

5   Convergent sequences

6   Convergent sequences

7   Continuous functions, Quiz 2(10/20)

8   Continuous functions

9   Continuous functions, Midterm Exam(11/3)

10   Riemann Integrals

11   Riemann Integrals

12   Riemann Integrals, Quiz 3(11/24)

13   Riemann Integrals

14   Sequences and series of functions, Quiz 4(12/8)

15   Sequences and series of functions

16   Final exam(12/22)

17   Sequences and series of functions

18   Sequences and series of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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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高等微積分（二）

課程英文名稱：ADVANCED CALCULUS (II)

課程學分數：4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使學生了解級數收斂性、建立基本的函數空間理論與多變量函數分析技巧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

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2022/02/13~2022/02/19 Series

2 2022/02/20~2022/02/26 Series of functions

3 2022/02/27~2022/03/05 Series of functions, 週三小考1

4 2022/03/06~2022/03/12  Power series and Taylor series

5 2022/03/13~2022/03/19 Analytic functions

6 2022/03/20~2022/03/26 Metric space, 週三小考2

7 2022/03/27~2022/04/02 Metric space

8 2022/04/03~2022/04/09 Compactness and connectedness, 週五期中考

9 2022/04/10~2022/04/16 Compactness and connectedness

10 2022/04/17~2022/04/23 Continuity, Stone-Weierstrass theorem

11 2022/04/24~2022/04/30 Two variable functions, 週三小考3

12 2022/05/01~2022/05/07 Total derivative

13 2022/05/08~2022/05/14 Chain rule, MVT and Taylor series

14 2022/05/15~2022/05/21 Inverse function theorem, optimization, 週三小考4

15 2022/05/22~2022/05/28 Integration and iterated integrals

16 2022/05/29~2022/06/04 Change of variables

17 2022/06/05~2022/06/11 Change of variables, 6/10(五)期末考

18 2022/06/12~2022/06/18 Fourier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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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統計學（一）

課程英文名稱：STATISTICS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teach students some basic knowledge about statistics

such as estimation, hypothesis testing, and sampling distribution.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

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Review of probability theory, properties of expectation, indepe3ndence, variance, covariance

2 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3 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sampling distribution

4 Law of large number and central limit theorem

5 Point Estimation (Moment Method)

6 Point Estimation (Moment Method) an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7 Point Esti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8 Point Esti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9 Estimation

10 Midterm Exam

11 Some distributions (t, F, chi-squared distributions)

12 Some distribu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13 Hypothesis Testing (type I, II errors, significance level, rejection region)

14 Hypothesis Testing (t test for mean) and confidence interval

15 Hypothesis Testing (chi-squared test for variance)

16 Hypothesis Testing (test for proportion)

17 Hypothesis Testing

18 Fin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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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機率論（一）

課程英文名稱：PROBABILITY THEORY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Chap. 1: Combinatorial AnalysisChap. 2: Axioms of ProbabilityChap. 3: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nd IndependenceChap. 4: Random VariablesChap. 5: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sChap. 6: Jointly Distributed Random Variable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

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Combinatorial Analysis

2   Combinatorial Analysis

3   Axioms of Probability

4   Axioms of Probability

5   Axioms of Probability, Exam 1

6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nd Independence

7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nd Independence

8   Random Variables

9   Random Variables

10   Random Variables Exam 2

11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s

12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s

13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s

14   Jointly Distributed Random Variables

15   Jointly Distributed Random Variables

16   Jointly Distributed Random Variables

17   Ex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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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代數學（一）

課程英文名稱：ALGEBRA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Give a glimpse of morden algebra and introduce its importance and applications.1

Groups,2 Permutations Groups,3 Symmetry,4 Group Homomorphism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

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Introduction to Groups

2   Introduction to Groups

3   Equivalence, Congruence

4   Cyclic Groups

5   Cyclic Groups

6   Permutation Groups

7   Permutation Groups

8   Lagrange Theorem

9   Group Isomorphism

10   Cayley Theorem

11   Group Homomorphisms

12   Group Homomorphisms

13   Group Homomorphisms

14   Group Homomorph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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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離散數學（一）

課程英文名稱：離散數學（一）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Basic Concepts and Introduction2. Elements of Graph Theory3. Covering Circuits and

Graph Coloring4. Trees and Searching5. Network Algorithms6. Related topic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

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Basic Concepts

2 Basic Concepts

3 Introduction

4 Elements of Graph Theory

5 Elements of Graph Theory

6 Elements of Graph Theory

7 Covering Circuits and Graph Coloring

8 Covering Circuits and Graph Coloring

9 Middle Exam

10 Trees

11 Trees

12 Search Trees

13 Spanning Trees

14 Spanning Trees

15 Traveling Salseperson Problem

16 Network Algorithms

17 Network Algorithm

18 Fin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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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複變函數論（一）

課程英文名稱：COMPLEX ANALYSIS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Geometry and topology of complex numbers.2. Differentiation and power series.3.

Integration and Cauchy's Theorem.4. Laurent series and residues.5. Conformal mappings

and other topics, if time allow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

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Complex numbers

2   Topology of complex numbers

3   Power series

4   Differentiation

5   Differentiation

6   Exponential functions

7   Integration

8   Integration

9   Midterm exam and review

10   Logarithmic functions and winding numbers

11   Cauchy's Theorem

12   Cauchy's Theorem

13   Taylor series

14   Taylor series

15   Laurent series

16   Residues

17   Conformal mappings, if time allows

18   Fin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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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微分方程（一）

課程英文名稱：DIFFERENTIAL EQUATIONS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Introduction2. First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s3. Second Order Linear

Equations4. Higher Order Linear Equations5. Series Solutions of Second-Order Linear

Equation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introduction

2 first order linear equations

3 first order linear equations

4 integrating factors

5 separable and exact equations

6 Review and Exam 1

7 second order linear equations

8 second order linear equations

9 method of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s, variation of parameters

10 higher order linear equations

11 homogeneour equations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s

12 nonhomogeneous equations, Exam 2

13 review of power series

14 series solutions near an ordinatry point

15 series solutions near an ordinatry point

16 Euler equations and regular singular points

17 series solutions near a regular singular point, Exam 3

18 independ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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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普通物理（一）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PHYSICS(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acquaint the students with the key ideas and concepts of

fundamental physic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Introduction to calculus I

2 Introduction to calculus II

3 Motion in one dimension

4 Holiday

5 Momentum

6 Energy

7 Exam I

8 Interactions

9 Force

10 Work

11 Motion in a plane

12 Exam II

13 Motion in a circle

14 Torque

15 Gravity

16 Special Relativity

17 Exam III

18 Special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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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普通物理（二）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PHYSICS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Wave dynamics, fluid dynamics, thermal physics, and electromagnetism.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acquaint the students with the key ideas and concepts of fundamental

physic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Periodic motion

2   Waves in one dimension

3   Waves in two and three dimensions

4   Fluids

5   Entropy

6   Energy transferred thermally

7   Degradation of energy

8   Electric interactions

9   The electric fields

10   Gauss's law

11   Work and energy in electrostatics

12   Charge separation and storage

13   Magnetic interactions

14   Magnetic fields of charged particles in motion

15   Changing magnetic fields

16   Changing electric fields

17   Electric circuits

18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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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英國文學：1660以前

課程英文名稱：ENGLISH LITERATURE : BEFORE 1660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1. establish a sound knowledge base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 use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3. visualise the

texts and re-imagine their worlds4. achieve cultural literacy5. do close reading and

learn relational history6. be a critical reader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the period
3. Development of genres (oral literature, epic, chronicle, romance, song &
sonnet, prose, and narrative poem)
4. Canonical writers of the period
5.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ssignment for the summer vacation:
1. Browse th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ection in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1
2. Explore Luminarium http://www.luminarium.org (medieval and the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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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英國文學：1660-1800

課程英文名稱：ENGLISH LITERATURE : 1660-1800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1. study in detail the texts and contexts of Restoration and

18th-century British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culture.2. analyze and historicise the

literary texts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d contextualization3. review, define, and

redefine the English lexicons4. lear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be able to read and

interpret early modern texts5. achieve cultural literacy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1660-1800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s in world history in which Britain
started to establish herself as an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 During this
period Britain colonized America, Africa, Oceana, and some parts of Asia. Not only
that, with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1707), the English language was promoted as
the lingua franca whose literature became the Western Canon no one would dismiss.
In this course we will study the canonical authors (Dryden, Swift, Pepys, Johnson,
Boswell et al) and new genres (satire, fiction, diary, biography, dictionary, and
autobiography) produced in the complex political contexts. Our story will begin
from the Court of King Charles II and end i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black slave,
Olaudah Equiano. While studying the greatest literary achievements during 1660-
1800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olitical events taking place in the Continent and
the colonies, we will also learn to analyze, comment on, and contextualize the
texts to review our own cultures in postcolonial Taiwan. The course will explore
the period thematically (see below), sampling short texts from the set textbook
and digital resources with some longer readings (excluding Sterne, Fielding, and
Richardson).
*Assignment for the winter break:
1. Read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in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1
2. Explore Luminarium http://www.luminarium.org/eightlit/
3. Use ECCO (Eighteenth-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via HUSO
http://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
4. Use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IF YOU WANT TO KNOW WHY EVERYONE HAS TO LEARN ENGLISH AND WHY 'READING ENGLISH' IS
AN IMPORTANT 'RELIGIOUS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YOU SHOULD COME
AND JO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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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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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一）

課程英文名稱：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I)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從認識和絃結構、和聲進行以及連結法則，到辨識各種替代和弦以及小型曲式基本架構，學習調

性音樂的通則與變化模式。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導論

2 Kostka Part I: Fundamentals

3 Kostka Part I

4 Kostka Part I

5 Kostka Part I

6 Kostka Part II: Diatonic Triads

7 Principles of Voice Leading

8 期中考

9 Root-Position Part Writing

10 Harmonic Progression and the Sequence

11 Inversions of Triads

12 Inversions of Triads

13 Green: Chapter I

14 Kostka Part II: Cadences, Phrases, Periods, and sentences

15 Green: Chapter II

16 期末考

17 綜合複習與練習

18 綜合複習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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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二）

課程英文名稱：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II)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o expand the knowledge of tonal music theory in diatonic seventh chords, secondary

functions, modulatory techniques.Raise the abilities of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何謂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review

2 the diatonic seventh chords

3 the diatonic seventh chords

4 music analysis

5 secondary functions and tonicization

6 recognizing secondary dominants

7 secondary leading chords

8 other secondary functions

9 mid-term exam

10 mid-term exam discussion

11 modulations using diatonic common chords

12 other modullatory techniques

13 other modullatory techniques

14 music analysis

15 binary forms

16 music analysis

17 final exam

18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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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三）

課程英文名稱：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III)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o expand the knowledge of tonal music theory in secondary functions, modulatory

techniques, music forms. Raise the abilities of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review

2   practice the secondary functions in music

3   practice the secondary functions in music

4   practice the modulatory techniques in music

5   practice the modulatory techniques in music

6   discuss the small forms

7   discuss the larger forms

8   discuss the larger forms

9   mid-term exam

10   mid-term exam discussion

11   mode mixture

12   Neapolitan Chord

13   Neapolitan Chord

14   Augmented Sixth Chords

15   Augmented Sixth Chords

16   final exam

17   final presentation

18   fre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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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四）

課程英文名稱：THEORY AND ANALYSIS IN TONAL MUSIC (IV)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Approaching and practicing the music theory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analyzing the music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Review the modulations and Neapolitan chord

2 Review the augmented sixth chords

3 Further elements of the harmonic vocabulary

4 Further elements of the harmonic vocabulary

5 Tonal harmon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6 Tonal harmon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7 Review the tonal harmonic vocabulary

8 Mid-term exam

9 Discuss the mid-term exam

10 Approaching to 20th century music vocabulary

11 Approaching to 20th century music vocabulary

12 Approaching to 20th century music vocabulary

13 set theory

14 set theory

15 The twelve-tone technique

16 The twelve-tone technique

17 Final exam

18 Presentation of learning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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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藝術管理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ARTS MANAGEMENT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class will be taught in English and students must practice their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knowledge in class through class discussion, group and individual

written and oral class assignments and presentations. Please keep several goals in

mind during this course. By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should have a broad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types of managers in

the performing arts. Students should also understand how different managers

collaborate, communicate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Week 1 Introduc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anagerial Roles
Week 2 Mission, Vision, and Strategy
Week 3 Commercial Theatre Producing
Week 4 Financial Management
Week 5 Fundraising
Week 6 Digital Fundraising
Week 7 Group Video Presentations
Week 8 Review for Midterm Exam
Week 9 Midterm Exam
Week 10 Marketing
Week 11 Public Relations
Week 12 Interviewing for an Internship
Week 13 Performing Arts Education
Week 14 Facility Management
Week 15 Review for Final Exam
Week 16 Final Exam
Week 17 Flexible Learning
Week 18 Flexib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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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觀點技巧表演

課程英文名稱：VIEWPOINTS ON ACTING METHODOLOGY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引領學生學習由美國著名前衛劇場導演安柏卡所研發的九個觀點技巧表演的訓練項目，將幫助學

生懂得如何覺察其所處表演空間中的人及物件，甚至是整個空間本身，使其能在日後的排演創作

和表演當中上有一套依循的表演準則。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本課程將以雙語教學方式進行以下主題：

1、空間關係的表演敘述
2、以動作作為外在刺激的回應
3、以重覆的方法來建構肢體語彙
4、以空間棋盤圖來工作
5、喚醒表演空間
6、以空間作為表演敘述的主動參與者
7、以肢體語彙當作表演敘述
8、從觀點技巧來發展出舞台的場面調度
9、用意外機會來當作表演敘述的另一元素
10、 排練與演出中的觀點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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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政治經濟學

課程英文名稱：THE POLICITAL ECONOM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cours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opics

cover:1.State capitalism2.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3.Dependence

theories4.GlobalizationThis course is aimed at balancing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ast Asian countries will serve as critical cases to validate theorie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Introduction

2   State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3   Japan: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4   Korea: Chaebol, Crony Capitalism, and Global Dominance

5   Singapore: Evolution of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6   Post-Communist Theories

7   China: Post-totalitarianism

8   Vietnam: From Doi Moi to World Factory

9   Russia: From Shock Therapy to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10   Documentary & Class Discussions in English

11   Dependency Theories

12   Taiwan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system

13   China in Africa: Neo-colonialism

14   Globalization Theories

15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ace to the Bottom of Taishang

16   Regional Integration: ECFA and CCSTA

17   Final Exam

18   Flex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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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course has three main goals: 1) to study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 to us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to study how diverse

students groups learn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3) to

extend th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to culturally responsive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教案設計、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

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2 Perspective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3 The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962–2012

4 Autobiography presentation and paper due before 3/19

5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goals

6 Biography presentation and paper due before 4/2

7 Culturally responsive (relevant) theory

8 Cross-cultural paper and final project outline due

9 Midterm presentation

10 Culturally responsive curriculum

11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12 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13 Final project: Data collection

14 Final project: Data analysis and major findings

15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16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17 Final paper due

18 Final paper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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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際正義與人權

課程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is graduate seminar focuses on the tension, if any, between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norms and human rights laws. To this end, we will examine statements

that argue for and statements that argue against the proposition that human rights

norms, laws and treaties at the loc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dvance

justice for the individual, groups, member-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ity as

a whole, and all the species on the planet.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Introduction of the seminar: reading on the maximalist views of human rights

2   Minimalist and related views of human rights

3   Rights rejected as nonsensical

4   Rights rejected as dangerous

5   Marxist criticisms of human rights

6   Postmodern critique of human rights

7   Feminist criticisms of human rights

8   Midterm exam week: pause for students to catch up with readings and written assignments

9   Multiculturalist criticisms of human (liberal) rights

10   Multiculturalist criticisms of human (liberal) rights

11   Human Rights without Human Supremacy

12   Human Rights across Asia

13   Human Rights across Asia

14   Human Rights in Taiwan

15   Rights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16   Can and should citizenship rights be revoked?

17   student presentations and/or guest-lectures on current and developing issues

18   Conclusion from Professo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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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經濟學

課程英文名稱：ECONOM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teaching materials will be uploaded onto Cyber University weekly. A google

classroom will be build up in convenience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this module

after 1st lecture.Please log into your Cyber University account to download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lative information.For the students who haven't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please leave your name and student ID number to TA in the chat area, so

your request will be considered during the abnormal management period.Lectures,

seminars, peer di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Introduction: What is Economics?

2 The Economic Problem

3 Demand, Supply, and Market Equilibrium

4 Consumer’s constrained Choice

5 Demand: Individual and Market

6 Uncertainty and Consumer Behaviour

7 Mid-term review

8 Mid-term Assessment

9 Firms and Production

10 Costs

11 Competitive Firms and Markets

12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Competitive Model

13 Monopoly and Monopsony

14 Oligopoly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15 Course work

16 Final Assessment

17 Results review, feedback and final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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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普通生物學（一）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BIOLOGY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Darwin and Evolution.2. Process of Evolution.3. Origin and History of Life.4.

Classification of Living Things.5. Evolution and Diversity of Plants.6. Evolution and

Diversity of Animals.7. Animal Behavior.8. Ecology of Populations.9. Community

Ecology.10. Ecosystems and Human Interferences.11. The Biosphere.12. Conservation

Biology.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biological sciences

2   Mechanism of Evolution: Darwinism

3   Mechanism of Evolution: Population genetics

4   Mechanism of Evoluti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5   Mechanism of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life on earth

6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Phylogeny and Tree of Life

7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Bacteria, Arcaea and Protists

8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Plant and Fungi

9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imal Diversity

10   Midterm examination

11   Ec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y and the Biosphere

12   Ecology: Behavioural Ecology

13   Ecology: Population Ecology

14   Ecology: Community Ecology

15   Ecology: Ecosystem

16   Ecology: Conservation Biology and Restoration Ecology

17   Final examination

18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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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政治哲學導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By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should have developed and sharpened their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students apply

themselves, do the weekly reading assignments, and complete written

assignments.Exploration of fundamental questions that have fascinated the minds of

serious thinkers, examination of the attractions and strengths, as well as major

weaknesses, of the proposed answers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未勾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雙語教學實例分析、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況與運作

融入議題：

未勾選

This course introduces and explores some perennial questions, for exampl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uman? how to live the good life? how to live one’s life, how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how to separate goodness from good things, what is
virtue, justice, wisdom, what sort of life is worthwhile, etc. By seeking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that have fascinated thinke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philosophy
and by examining related issues and working them through, we shall consider if and
whether philosophy has contribution(s) to make in furthering our understandings of
ethics and leading ethical life. To begin, we shall consider this question: can
ethics and the ethical life be separated from politics? If so, how? If not, why
not? And what exactly is politic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what is the us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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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普通化學

課程英文名稱：CENERAL CHEMISTRY

課程學分數：4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course of General Chemistry is designed for chemistry-major first-year studentsin

the fall semester. The course aims to bridge knowledge of chemistry between

whatstudents already learnt in their high-school studies and special topics students

will takein their later undergraduate studi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learn

fundamental ideasand concepts of four major research areas in Chemistry from Analytic

Chemistry,Inorganic Chemistry, Organic Chemistry to Physical Chemistry.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能源教育

1. Chemical Equilibrium (quick introduction)
2. Activity and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Equilibrium
3. Monoprotic Acid-Base Equilibria (quick introduction)
4. Polyprotic Acid-Base Equilibria
5. Acid-Base Titration

6. Atomic structure,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
7.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laws of thermodynamics
8.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spontaneity and connection with chemical equilibrium
9. Introduction to organic chemistry
10. Nomenclature
11. Fictional groups
12. Poly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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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化學實驗（一）

課程英文名稱：CHEMISTRY LABORATORY(I)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Via conducting experiments themselfs, students could acquire skills to safely handle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angerous equipments as well as to familiarize the workflow

of performing experiments.Via recording and describ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students

could practice how to organize and rationalize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by their

knowledge in chemistry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

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雙語教學核心內容：

雙語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能源教育

Experiment 1. Measurement in Chemistry
Experiment 2.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da Ash
Experiment 3. Types of Chemical Reactions
Experiment 4. Flame Test and Atomic Emission Spectra
Experiment 5. Colligative Properties: Freezing-Point Depression
Experiment 6. Determination of Reaction Enthalpies
Experiment 7. Chemical Magic
Experiment 8.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hosphate in Cola
Experiment 9. Iodine Clock Reaction
Experiment 10. Micro-Scale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Experiment 11. Recycling of Waste Material and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Pla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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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醫學院

案由三：有關本校醫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辦理。

二、 本案業經 111年 8月 11日醫學院 111學年度第 1次主管

會議制通過及 111年 9月 22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醫學

院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追認通過。

三、 檢附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條文

說明及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

決  議：有關第二條「學生代表 2 人」前之標點符號原為「、」

修正為「，」餘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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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條文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提昇課程品質，強化課程架構及內

容、成效評量，依本校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設置醫學院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明定本要點訂定之依據或目的。

二、 本委員會以院長及各系所（學程）

主管為當然委員，並由系所各推選

1 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代

表，學生代表 2 人（由系所輪派），

且由院長推選校外專家學者（含業

界代表） 1 至 2 位組成之。各委員

之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推選

委員因故出缺，由所屬單位另推候

補委員遞補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

任期為原則。

明訂本委員會委員組成方式。

三、 本委員會以院長為召集人。每學期

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明訂本委員會召開期程。

四、 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複審系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

結構與發展方向。

(二)整合並協調院內系所課程之開

設，避免重複與資源之浪費。

(三)複審並查核各系所新開設之課

程。

(四)複審院內入學生必修科目表相關

事宜。

(五)其他與院內課程開設相關問題之

審議。

明訂本委員會職責。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理。

明訂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

關規定辦理。

六、 本要點經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正

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施行及修正程序。

案由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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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111 年 8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醫學院主管會議制定通過 

111 年 9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課程品質，強化課程架構及內

容、成效評量，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醫學院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以院長及各系所（學程）主管為當然委員，並由系所各推選

1 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代表，學生代表 2 人（由系所輪派），

且由院長推選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位組成之。各委員

之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推選委員因故出缺，由所屬單位另推候

補委員遞補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原則。

三、 本委員會以院長為召集人。每學期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四、 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 複審系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

（二） 整合並協調院內系所課程之開設，避免重複與資源之浪費。

（三） 複審並查核各系所新開設之課程。

（四） 複審院內入學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事宜。

（五） 其他與院內課程開設相關問題之審議。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六、 本要點經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正時亦

同。

159



國立中山大學第173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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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系所班

別之英文名稱，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08年08月28日頒布之「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

替論文認定準則」第2條：專科學校及大學（以下簡稱學校）各類學

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組擬議，依學校規定程序，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本處業於第163次教務

會議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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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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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系所

班別之英文名稱，修正後一覽表如附件一，並經111年10月6日111學
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二。 

三、 通過後，自111學年度起開始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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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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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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