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第 153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0月 13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行政大樓 5007會議室  

主席：黃教務長心雅                            記錄：陳湘芸 

出席：黃教務長心雅、范處長俊逸(孫組長繡紋代)、溫處長志宏(吳組長長益代)、

游院長淙祺(王主任璦玲代)、周院長雄(薛所長佑玲代)、李院長志鵬、陳

院長世哲(陳教授安琳代)、李院長賢華、張院長其祿、蔡主任振念(楊約

聘助理教授雅琄代)、應主任廣儀、王主任璦玲、楊所長婉儀、曾主任韋

龍、鄭主任德俊、江主任友中(陳教授顯榮代)、董主任立大、薛所長佑玲、

潘所長正堂(陳助理教授志杰代)、蔣主任燕南、高主任崇堯、黃主任永茂、

張主任志溥、邱主任逸仁、陳所長康興、黃主任婉甄、張主任純端、邱主

任兆民、王主任昭文、紀所長乃文(李約聘助理教授佳蓉代)、李所長雅靖

(譚助理教授躍代)、羅主任文增、張主任揚祺、劉主任莉蓮、陳所長信宏、

胡所長念祖、李主任予綱(王副教授俊傑代)、張所長顯超、曾所長怡仁、

洪所長/主任瑞兒、蘇助理教授健翔、蔡副教授維哲、王副教授俊傑、邱

學生代表湛文、張學生代表仁瑋、辛學生代表孟哲 

列席：李秘書宗唐、黃組長敏嘉、高組長瑞生、林組長良枝、林專員萃芃 

請假：楊學生事務長靜利、周研發長明奇、蔡主任敦浩、盧主任莉茹、蔣主任依

吾、黃所長立廷、郭所長瑞坤、徐主任士傑、廖主任志中、蔡主任宏政、

楊所長淑珺、林主任德昌、李副教授思嫺、楊助理教授閎蔚、林助理教授

秀瑾、陳助理教授世岳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頒發本校 105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及教學績優獎」 

肆、報告事項： 

ㄧ、前(152)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確認。-----------------------1-2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3-18 

三、專案報告-----------------------------------------------------19 

伍、提案討論： 

ㄧ、擬修訂本校「研究生轉系所作業規定」(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註

冊組)-----------------------------------------------------20-22 



    決議：修正後通過，第二條條文修正為：「本校研究生得於修業滿一學期

申請轉系所（休學不計入年限），每學期確定申請及核定時間，依照本校

行事曆規定。」 

二、擬修正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十二、十五條文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23-27 

    決議：修正後通過，第十二條第二項條文修正為：「學生經系（所、通識

教育中心）初審同意修讀國際姊妹校及國際知名線上教學平台（如

coursera、edX、FutureLearn、Udacity等網站）之數位課程，並取得修

課證明者，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辦理抵免，惟至多抵免十學分為限。」 

三、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教務處課務組)-----------------------------------------28-122 

    決議：照案通過。 

四、擬修訂「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規定」(草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教務處招生組、國際事務處)----------------------------123-141 

    決議：照案通過。 

五、有關修訂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草案)」事宜，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142-145 

    決議：照案通過。 

六、政治經濟學系「畢業專題(一)」課程(課號 PE305G)擬更改學期總成績一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政治經濟學系)-----------------------------146 

    決議：照案通過。 

陸、散會：下午 2時 20分 



105 學年度各學院教學傑出獎當選名單 
 

學院 系所/組 姓名 職級 

工學院 機電系 嚴成文 教授 
機電系 謝東佑 助理教授 

社科院 教育所 梁淑坤 教授 

 
 

105 學年度各學院教學績優教師當選名單 
學院 系所/組 姓名 職級 

文學院 外文系 楊郁芬 副教授 
哲學所 越建東 教授 
外文系 田偉文 副教授 

理學院 生科系 張學文 教授 
化學系 詹揚翔 副教授 
應數系 黃杰森 教授 
物理系 黃旭明 副教授 

工學院 機電系 錢志回 教授 
資工系 楊昌彪 教授 
電機系 馬誠佑 助理教授 
環工所 林淵淙 教授 

管理學院 企管系 林豪傑 副教授 
企管系 林峰立 教授 
財管所 鄭義 副教授 
資管系 吳仁和 教授 

海科院 海工系 張揚祺 教授 
海工系 李賢華 教授 
海科系 張詠斌 副教授 

社科院 政治所 王群洋 副教授 

通識中心 
專任教師 

人文社會組 江政寬 助理教授 
運動健康組 羅凱暘 助理教授 

連續三年支援

通識課程教師 
中文系 杜佳倫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鄭雯 助理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53 次教務會議 
前(152)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擬修訂本校「學士班英文能力培育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文教學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並公告於通識中心網頁。 

 
二、擬修訂 106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適用之「輔系科目學分表」(草案) (含 受

理高雄醫學大學及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學校學生申請本校標準)，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各學系、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三、擬修訂 107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雙主修接受名額及申請修讀標準」(草案) 

【含受理高雄醫學大學及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學校申請標準】，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各學系、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四、擬修訂本校 106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學生適用之「轉系審查標準」(草案)， 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各學系、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五、擬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草案)

及 106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學生適用之「轉校審查標準」(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各學系、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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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擬訂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須知(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七、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整合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八、本校 105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九、有關修訂本校學則第 23、26、29、30 及 48 條條文，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6 年 8 月 30 日教育部備查，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十、修訂本院「教師指導碩、博士班學生人數規則」第一點條文，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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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53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工作報告 

 

註冊組 
一、105學年度第2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共129人(前一學期為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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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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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90 5 42 22 94 9 36 23 97 8 51 
逾期未註冊 2 31 1 32  22 8 19 5 44 2 32 
應令休學且休學期滿  

 
 

 
        

修業年限屆滿 
 

1 1 27  3 4 22  5 3 18 
累計兩學期二分之一及

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 
3 

 
3 

 
--        

累計兩學期二分之一學

分不及格 
12 

 
23  --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二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0  1  1  2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0  6  3  13  

研究生學期學業成績全

部 X 等第(零分) 
            

總計 
46 122 33 101 22 119 28 77 32 146 28 101 

168 134 141 105 178 129 

學業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15 0 26 0 0 0 7 0 4 0 15 0 

8.9% 19.4% -- 6.7% 2.20% 11.63% 

學籍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31 122 7 101 22 119 21 77 28 146 13 101 

91.1% 80.6% 100% 93.3% 15.70% 82% 10.08% 78.29% 

基準日在校人數 9344 8903 9312 8892 9310 9029 
應退佔在校人數比重 1.80% 1.51% 1.51% 1.18% 1.91% 1.43% 

二、105學年度第2學期總休學人數944人，總退學人數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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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109 364 172  221 866 
103-2 140 359 143 6 222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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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154 402 185 6 223 970 
104-2 149 409 182 6 221 967 
105-1 176 415 201 7 199 998 
105-2 158 370 197 7 212 944 

總退學

人數 

103-1 93 111 33  50 287 
103-2 48 80 43  35 206 
104-1 70 89 44 3 37 243 
104-2 44 82 19  32 177 
105-1 89 124 46 0 38 297 
105-2 57 89 34 1 24 205 

三、106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預警』（歷年學業成績曾有二分之一不及格紀錄學

生）總人數398人，名單已分送各系所。103-106學年度期初預警人數統計如

下表： 
學年期／類別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得適用學業退學標

準人數 265 301 271 340 322 380 364 

不適用學業退學標

準人數※ 31 40 35 37 26 39 34 

期初預警總人數 296 341 306 377 348 419 398 
※身心障礙生、修習 9 學分以下學生，不適用學業不及格退學之規定。 

四、106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修讀輔系及雙主修經各系審查核定結果：（核准

修習名單已於教務處網頁公告） 
(一)核准本校學士班學生加修輔系37位、修讀雙主修16位。【105核准加修輔系

48名、雙主修28名；104核准加修輔系28名、雙主修19名；103核准加修輔

系39名、雙主修19名】 
  (二)本學(106)學年度本校與高雄醫學大學跨校輔系及雙主修，本校學生經核准

至高雄醫學大學修讀輔系2名、雙主修5名；本校核准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修

讀輔系2名及雙主修4名。兩校近4學年核准人數統計如下表： 
跨校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106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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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5-106學年度辦理臺灣綜合大學聯盟學校跨校修讀輔系及雙主修，核准

人數統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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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 105 學年 106 學年 
中山跨成大輔系 1 1 
中山跨成大雙主修 1  
中山跨中正輔系  1 

五、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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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核准名單已公告本處網頁，近3學年核准人數統計如下表： 
學系所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106 學年第 1 學期 
中國文學系   1  
外國語文學系     
生物科學系  1   
化學系 1 1 2  
物理學系 4 1 5 3* 
應用數學系   1  
生物醫學研究所  2 3  
加速器光源與中子束應

用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1  2 1 

電機工程學系 1 4 1 2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 1  

環境工程研究所  1    
資訊工程學系   1   
通訊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學系 2 2 2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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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

系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海洋科學系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

學程 
   

 

政治學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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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2 17 27 6 
*106 學年度物理系外加名額 3 名(外國學生)。 

六、105學年度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計15人(104學年度：13人；103學年

度：12人；102學年度：18人)，含外文系3人、劇藝系1人、電機系1人、資

工系1人、企管系5人、資管系1人、政經系3人。 
七、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准轉系所(106學年度第1學期轉入)學、碩士班共46人

（105學年度41人），其中2人為碩士班轉所，核准名單已於教務處公告。 
八、中山高醫學士班學生轉校事宜：106學年度本校學士班學生申請轉入高雄醫

學大學核定通過3人，高雄醫學大學學士班學生申請轉入本校核定通過2人。 
轉入學校 申請人數 核定人數 原就讀系所 轉入系所 

高雄醫學

大學 
5 人（8 人

次） 
3 人 中文系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

系 

生科系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醫

藥化學組） 

生科系 心理學系 

中山大學 2 人 2 人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

訊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

訊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九、105學年度第2學期因屬教師之失誤而需更改成績者，經由系務(所務、學位

學程、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後，送交教務處彙整共計18件(如附件二)，
包括：中文系1件、生科系1件、機電系5件、光電系1件、企管系4件、海科

系1件、社會系1件、通識教育中心4件，全數通過。其中牽涉及格與否者，

共計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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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  所  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 B981010055 房○○ 中國文學系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2 B011030017 陳○○ 音樂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 B041060052 方○○ 劇場藝術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 B032010037 林○○ 生物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 B042040005 黃○○ 應用數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6 B042040030 吳○○ 應用數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7 B982040017 吳○○ 應用數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 B043012061 劉○○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

二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9 B033011036 簡○○ 電機工程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0 B033012050 趙○○ 電機工程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1 B023011058 柯○○ 電機工程學系 四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2 B043021044 蘇○○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3 B043022026 黃○○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4 B033022020 黃○○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5 B013022057 黎○○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 B013040018 張○○ 資訊工程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 B023040047 劉○○ 資訊工程學系 四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8 B033090009 王○○ 光電工程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19 B033090050 謝○○ 光電工程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0 B993090026 吳○○ 光電工程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1 B013090045 許○○ 光電工程學系 四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2 B033100053 閻○○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三年級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

二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3 B035020041 黃○○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二年級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

一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24 B046060055 龔○○ 政治經濟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5 B986060039 范○○ 政治經濟學系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26 B036090015 魏○○ 社會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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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  所  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27 B046060057 紀○○ 社會學系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28 B006090001 張○○ 社會學系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卅條第一款

29 M051010004 黃○○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0 M001010015 劉○○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1 M041020015 呂○○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2 M011020801 陳○○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3 M021020018 李○○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34 M031030017 李○○ 音樂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5 M021050007 王○○ 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6 M001070006 朱○○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37 M001070011 邱○○ 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38 M032010013 林○○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9 M032030015 柯○○ 物理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0 M032030037 周○○ 物理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1 M022040027 方○○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2 M002040028 江○○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43 M052050006 高○○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4 M043010179 許○○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5 M053010040 張○○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6 M053010111 鄭○○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7 M043010151 鄭○○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8 M013010164 林○○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9 M033020009 蔡○○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0 M053020009 黃○○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1 M053020015 黃○○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2 M053020073 李○○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3 M023020029 陳○○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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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  所  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54 M023020032 張○○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5 M043020101 林○○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6 M053030025 林○○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7 M033040030 詹○○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8 M053040065 陳○○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9 M023040057 蔡○○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60 M023090065 施○○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1 M013090026 許○○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2 M054020024 許○○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3 M014020039 鄭○○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4 M024020054 馬○○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65 M024040002 葉○○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6 M994060015 張○○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67 M004060012 楊○○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8 M984012017 蔡○○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69 M994012031 黃○○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70 M044610002 林○○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

程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1 M054610022 林○○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

程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2 M034610040 裴○○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

程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3 M014610025 何○○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

程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4 M024650004 湯○○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75 M005020007 馬○○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碩士

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6 M025020008 蔡○○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碩士

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7 M015040016 金○○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8 M035090020 黃○○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9 M005030004 林○○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80 M025090012 劉○○ 海洋科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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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  所  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81 M036020015 翁○○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2 M036040026 游○○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3 M056050009 施○○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4 M996050022 蔡○○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5 M006090004 呂○○ 社會學系碩士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86 N992010003 張○○ 生物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87 N002010014 蔣○○ 生物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88 N043030001 黃○○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9 N033030016 陳○○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0 N044020027 陳○○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1 N024020018 李○○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2 N014020011 林○○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3 N054030028 葉○○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4 N034030008 黃○○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5 N034040003 陳○○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6 N034040007 吳○○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7 N004040004 車○○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8 N004040015 于○○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9 N974060008 蔡○○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0 N004060008 洪○○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1 N994150004 陳○○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亞太人力

資源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2 N034510060 陳○○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3 N034510099 柯○○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4 N054510070 鍾○○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5 N034530002 吳○○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6 N024530002 林○○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7 N024530014 盧○○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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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N006020019 劉○○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9 N016020018 蔡○○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0 N056040014 黃○○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1 N006050110 陳○○ 教育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教學

及學 校行政碩士學位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112 N056070010 陳○○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3 N056070021 黃○○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4 S951010013 簡○○ 中國文學系 (暑期專班) 碩士在

職 專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115 D042030002 張○○ 物理學系博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6 D042030009 帕○○ 物理學系博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7 D003010005 王○○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8 D973010014 陳○○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119 D983020015 蕭○○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六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0 D973020009 楊○○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121 D003040001 陳○○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五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2 D953050003 劉○○ 光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123 D973100004 林○○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

款

124 D964010014 蔡○○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5 D055020005 張○○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博士

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6 D965020005 吳○○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博士

班

七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7 D965040006 洪○○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博士班 七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8 D045090001 羅○○ 海洋科學系博士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9 D056050010 林○○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總計：一百二十九名（學士班28人、碩士班57人、碩士在職專班28人、暑期專班1人、博士班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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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29

1 中文系 羅慧君
GEHS102Z

國文(二)
E C- 教師疏漏網路大學系統學生

報告內容，致總成績未計入
是

出席：18人

同意：15人

無意見：3人

通過

2 生科系 洪茂軒
BIOS262

脊椎動物學
D B 教師疏漏學生繳交之報告，

致總成績未計入
是

出席：14人

同意：14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3 劉耿豪
MEME206

工程數學(二)
E C- 助教未及時告知學生較晚補

交之作業，致影響總成績
是

出席：27人

同意：27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4 林哲信
MEME209102

應用電子學
D C- 教師漏計學生期末習作分數

，致影響總成績
是

出席：27人

同意：27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是 通過

否 通過

是 通過

否 通過

是 通過

否 通過

8 企管系 王萬成
GEAI1432

會計學(二)

教師調整全班學生總平均成

績方式
否

出席：26人

同意：21人

無意見：5人

通過

9 許正和
MEME208

機動學
B A- 教師誤植學生成績 否

出席：27人

同意：27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10
MEME309

控制實驗
B+ A 助教誤值學生期中考成績

致總成績計算有誤
否

出席：27人

同意：27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11
MEME309A

控制實驗
A- A+ 教師誤植學生成績 否

出席：27人

同意：27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12 光電系 鄭文軍
EO1046

光電替代能源概

論
B+ A 教師誤值等第制成績標準 否

出席：12人

同意：12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13 企管系 蔡敦浩
BM662

創業管理
助理輸入系統誤植學生成績 否

出席：23人

同意：23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14 海科系 蕭毓宏
DO304

海洋生地化科儀

實作與載具設計
B A- 學生較晚補交作業，致影響

總成績計算
否

出席：15 人

同意：15 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15 社會系 蔡宏政
SOC237

金融資本主義
B A- 學生較晚補交作業，致影響

總成績計算
否

出席：8人

同意：8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16 B+ A- 否

17 B+ A- 否

18
通識中心

運動與健康教育組
曹德弘

GEPE103D

運動與健康：

初級游泳
A- A+ 教師誤植學生成績 否

出席：8人

同意：8人

不同意：0 人

通過B044020056

I056060021

編號
更正成績

教　師

修課學生
原送

成績

B033022048

B035090012

B033022035

B033021014

系(所)務

會議決議
授課科目 更正原因教師開課系所

B023021060

B053022058

BM102A

會計學(二)

更正後

成　績
學號

B44012043、B044020042....等6人（如附件）

機電系

企管系

B021020003、B021020039....等43人（如附

件）
王萬成

B032010002

國立中山大學105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

B026060013、B034012048....等10人（如附

件）

B021010004、B021010027....等31人（如附

件）

B016090007、B021020003....等43人（如附

件）

通識中心

運動與健康教育組

出席：26人

同意：21人

無意見：5人

系(所)務

會議狀況

牽涉及格

與否

5

6

出席：3人

同意：3人

不同意：0人

7
GEAE2514

生命科學

B021010037、B023022026....等18人（如附

件）

曾逸敦

機電系

教師調整全班學生總平均成

績方式

劉昭成
教師漏計學生出席分數，致

影響總成績

BM102

會計學(二)

出席：7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通過

B021020037、M041070016....等12人（如附

件）

B16090010、B021020019....等94人（如附

件）

B033090007

B043021034

通識中心
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

組

蔡美智

GEAE2122

法國語言與文

化

B036060016

B036060041

教師補追加學生期末心得報

告成績

工作報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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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 
一、106學年度第1學期初選前課程大綱登錄比重為85.05% (105學年度第2學期為

91.57%)，加退選階段開始前之登錄比重為95.72％，加退選階段結束（9/27）
之登錄比重為97.7％（105學年度第2學期為99.74％）。未完成登錄之課程，

已持續連繋系所轉知任課教師儘速上網填報，以利於學生修課參考。 
二、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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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開學

前以中教發字第1060700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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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於本學期開學日以中教發字第1060700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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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lcrs.nsysu.edu.tw/menu5/tchpass.asp?eng=0）。 

四、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日期為 9/29-10/13，為維護學

生權益，本處以海報及電子郵件通知學生，並請各院、系、所、學程協助

提醒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 

 

招生組 
一、108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作業時程及相關表件，本處業於106年7月27日以中

教發字第1060700731號函轉知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請擬規劃增設、調整各

院系所學位學程依相關期程辦理；一般項目預定明年4-5月報部，特殊項目

預定今年11月報部，報部前均應完成校內程序（提案單位相關系院會議、

外審、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檢附一般項目、特殊項目辦理時程表供參(如
附件三、四)。 

二、依據教育部「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修訂暨106年9月7、8日召

開「106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招生檢討會議」，重申以下招生應注意事項： 
  (一)辦理招生應恪遵法規（如不得辦理二次招生），應依大學法24條規定，秉

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違反大學法令規定者教育部將予以行政

糾正，並作為審核招生名額總量之參據。 
  (二)依審核作業要點規定，放榜時若有增額錄取情形，無論報到後是否增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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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於開學後報部，請各系所學程辦理評分時應明確鑑別考生成績，俾

免因過多同分增額影響次年度名額核定。 
妥善訂定同分參酌比序規定，並應考量參酌項目是否符合公平、公正、

公開原則。 
  (三)辦理審查作業應確立評分原則並做成必要之影音或文字紀錄，維護招生公

信並避免招生爭議。 
辦理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時，應明訂第二階段甄試方式及配

分，並據以實施。 
  (四)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

應於簡章明訂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及招收人數上限，並依規定辦理。 
  (五)處理各項考試成績登載及計算應審慎確認，以確保榜單品質及正確性。 
  (六)學校辦理考生報到程序，應依相關法規及簡章規定辦理，不得違反公平、

公正、公開原則。 
個人申請招生統一分發原則明訂，獲分發之錄取生即取得該校系入學資

格，不得另訂錄取生報到規定。 
  (七)不同院、系、所、學位學程(含學籍分組)間之招生名額不得流用。 

轉學生簡章應依規定詳列招生名額，避免衍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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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辦理時程

（一般項目）

時程 說明 負責單位

106 年 8 月 

至

106 年 9 月 

增設案簽奉校長同意 提案單位（系、院） 

依教育部格式撰寫計畫書，

經系（所）務、院務會議通

過後，計畫書備文送教務處

提案單位（系、院） 

106 年 10 月 
計畫書送外審 教務處

外審意見彙整並送提案單位 教務處

106 年 11 月 

至

107 年 3 月 

計畫書修正後，送行政會議

及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系、院）

修正後計畫書（含通過行政

會議及校務會議紀錄）備文

送教務處

提案單位（系、院）

107 年 5 月 
（預計，詳細時間

視教育部來文）

計畫書併同總量提報作業備

文報教育部
教務處

107 年 7 月 
（預計，詳細時間

視教育部來文）

函覆核定結果 教育部

備註 1：配合教育部作業時程，自 104 學年度起碩士班（含碩士學位

學程及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併同每年 5 月總量作業提報

教育部。

(總量作業報部前時程供參，報部前應完備相關作業程序) 
備註 2：醫事相關類科之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涉及領域變更

調整案與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增設、調整案屬特殊項目，務必

依特殊項目時程辦理。

工作報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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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辦理時程 
（特殊項目）

時程 說明 負責單位

106 年 8 月 

至

106 年 9 月 

增設案簽奉校長同意 提案單位（系、院）

依教育部格式撰寫計畫書，經系（所）務、

院務會議通過後，計畫書備文送教務處
提案單位（系、院）

計畫書送外審 教務處

106 年 10 月 
外審意見彙整並送提案單位 教務處

計畫書修正後，送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

審議(詳備註 2)
提案單位（系、院）

106 年 11 月 
修正後計畫書（含通過行政會議及校務

會議紀錄）備文送教務處
提案單位（系、院）

106 年 11 月 
（預計，詳細時間

視教育部來文）

計畫書備文提報教育部 教務處

107 年 4 月 
（預計，詳細時間

視教育部來文）

函覆初審意見 教育部

107 年 4 月 
提案單位（系、院）依初審意見提出回覆

說明並報教育部審議

提案單位（系、院）

教務處

107 年 5 月 函覆核定結果 教育部

備註 1：博士班增設或涉及領域變更之調整案、醫事相關類科之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涉及領域變更調整案與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增設、調整

案屬特殊項目，應依特殊項目時程辦理。

備註 2：因應教育部 106 年 7 月 12 日召開研商會議，就頂尖大學博士班增設/
調整分流授權試辦計畫研議調整之可能，為避免申設作業不及，爰配

合教育部作業時程，修正增設調整特殊項目提報教育部時間。

(提報教育部前時程供參，報部前應完備相關作業程序) 
備註 3：依據大學法第 16 條規定，學院、學系、研究所之設立、變更與停辦係

屬校務會議審議事項，但為配合本學年度教育部申請期程變動，校內

程序得於 11 月前完成提送行政會議審議後，先行提報教育部，再務必

於 12 月補提校務會議審議，以完備相關程序。 

工作報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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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 
一、教師專業成長 
  (一)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辦2017年攻頂大學聯盟新進教師研習營，已於

106年9月1日假本校國研大樓華立廳辦理完竣，兩校共計有79名人員參

與。 
  (二)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協辦(中興大學主辦)2017年臺綜大新進教師專業

知能研討會，已於106年9月7日假中興大學辦理完竣，參與對象為臺綜大

四校三年內之新進教師，總計四校共有117名(中山20名)人員參與。 
  (三)本校105學年度教學傑出獎教師及教學績優教師業已遴選完成，含教學傑

出獎教師3位及教學績優教師23位，共計26位，獲獎教師名單如列表。各

單位辦理教學研習及教學改進研討會，歡迎邀請獲獎教師進行教學經驗

分享。 

二、學生學習成效追蹤 
  (一)本處配合學務處原訂106學年度新生入學指導活動(106年9月14日)辦理學

生中文及英文基礎能力檢測，因泰利颱風來襲取消，故併入大一國文及

大一英文課程補行施測，並將與中文系、外文系配合進行中英文學生學

習成效之追蹤。 
  (二)本處辦理106學年度「大學生學習成效評量」長期追蹤調查，截至106年10

月13日，累計施測2,631人。具院長、系主任及導師身份皆可查詢所屬學

生的施測結果，歡迎各院系主管及導師善加使用，查詢方式請以個人單

一入口帳號密碼，由【本校單一入口/教務處/大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登入

使用。 
三、學生專業成長機制 

獎 項  獲獎名單  

傑出教學獎 機電系 嚴成文、電機系 謝東佑、教育所 梁淑坤 

教學績優教師 

外文系 楊郁芬、哲學所 越建東、外文系 田偉文、生科系 張學文、 

化學系 詹揚翔、應數系 黃杰森、物理系 黃旭明、機電系 錢志回、 

資工系 楊昌彪、電機系 馬誠佑、環工所 林淵淙、企管系 林豪傑、 

企管系 林峰立、財管系 鄭  義、資管系 吳仁和、海工系 張揚祺、 

海工系 李賢華、海科系 張詠斌、政治所 王群洋、通識人文社會組 江政寬、 

通識中心運動健康組 羅凱暘、中文系 杜佳倫(連續 3 年支援通識)、 

師資培育中心 鄭雯(連續 3 年支援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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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使本校及高東屏夥伴學校學生瞭解教學助理應盡職責，以協助各校教師

提升教學品質，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於106年9月18日~10月23日辦理教務

處「全校教學助理培訓」，開放線上課程供學生觀看，內容包含教學助理

制度與職責、班級經營、有效的教學策略、師生溝通與人際互動等四門

課程，敬請貴系所協助轉知學生，有意於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擔任教學助

理且未取得資格者務必上網報名參與。 
  (二)本校105學年度博士研究生優秀畢業論文選拔已啟動，請各院依所屬法規

之推薦標準進行審查，並於106年10月20日（星期五）前，將推薦排序表、

受推薦人畢業論文及相關資料各一份送至本處教發中心胡欣佳小姐（分

機2163）。 
四、教務處教發中心協助於高教深耕計畫建立15個共學群，以議題為導向規劃

相關學程/課程，期能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改變教師教學風氣。 
五、教育部於4月來函表示該部不再辦理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但表示各

校應有「其他確保教學品質機制」，並於8月來函告知將適度補助學校辦理

評鑑相關費用，因相關內容尚未公佈，俟相關資料明確後，再行公告後續

事宜。 
六、106學年教師評鑑已啟動，請各學術單位配合辦理，若有疑問請電洽本處教

發中心胡欣佳小姐（分機2163）。 
七、本處研擬「教學研究類」升等（草案），將於10月底召開公聽會，時間、地

點如下，相關內容人事室將另以公文通知，敬請留意。 
場次 時間 地點 

1 10月30日(一)  12:00-14:00 海工3002 

2 10月31日(二)  15:00-17:00 行5007 

八、各院（含通識中心）已全數完成教學基礎設施改善，並於本學期啟用。 
九、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活動成果如下表：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參與人次 
9 月 21 日(四) 

15:30-17:30 
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
跨領域教學規劃與挑戰 

雲科大通識中心 
林崇熙教授 

本校國研大樓
5034 會議室 32 人 

10月12日(四) 
10:00-13:30 

跨領域的合作/共學經驗
分享 

中山大學社會系 
楊靜利教授兼學務長 
王梅香助理教授 

翁康容專案助理教授 
吳涵瑜講師 

73 階蔬食餐
廳(本校活動
中心 3 樓)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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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53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專案報告 

主題：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之創新教學規劃 
一、簡報(略) 
二、學生代表建議事項： 
  (一)建議強化大學教學與高中端的連結，讓高中學生有機會提早瞭

解大學課程及比較大學學習方式的差異，並藉此能夠宣傳本校

特色課程，以吸引優秀高中生至本校就讀。 
  (二)建議針對大一新生強化大學基礎學科之銜接課程，避免學生一

開始進入大學學習即產生挫折感，而是能夠逐步透過課程來激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找到未來職涯發展方向，學生自然能夠樂

於學習。 
  (三)學校除了發展創新教學，針對部分舊有課程仍維持以考試、死

背為主的教學方式，希望也能夠有所調整。 
三、教師代表建議事項： 
  (一)有關厚植學生能力之魚骨圖，「能力檢測」不宜使用survey，建

議以更合適的英文字呈現，本校教育所教師針對檢測評量機制，

亦可提供相關建議。 
  (二)回應學生代表希望舊有課程也能進行調整之建議，目前理學院

規劃之不分系及多管道學習系統，即是針對舊有課程進行跨領

域之創新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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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 153 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一：擬修訂本校「研究生轉系所作業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ㄧ、為讓研究生學涯規劃更具彈性，擬放寬研究生申請轉系所之修業期限

規定，由「應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修正為「得於修業滿一學年申

請」。 
二、參考各大學之規定，計有成大、陽明、清大及中興等採行修業ㄧ學期

或ㄧ學年以上可提出申請，交大則由各系所自訂，相較本校現行規定

皆來得寬鬆，如附件ㄧ。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四、本案修正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修正後通過，第二條條文修正為：「本校研究生得於修業滿一學期申請

轉系所（休學不計入年限），每學期確定申請及核定時間，依照本校

行事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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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大學轉所規定一覽表 

1060518 

大學 修業期限 備註 

成大 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各系所自訂。 ※土木研究所：未限制 

※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第二學年開始

前 

陽明 修業滿一學年以上  

清大 修業滿一學年以上  

中興 修業滿一學期，於第六學期註冊日前 博班 

修業滿一學期，於第四學期註冊日前 碩班 

交大 各系所自訂 ※統計學研究所：個案處理。 

※人文社會學系碩士班：個案處理。 

※管理科學系碩士班：個案處理。 

臺大 第二學年開始前  

政大 第二學年開始前  

中正 第二學年開始前  

中央 第二學年開始前  

本校 第二學年開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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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轉系所作業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同原條文） 

 

第二條 本校研究生得於修業滿一

學期申請轉系所（休學不

計入年限），每學期確定

申請及核定時間，依照本

校行事曆規定。 

第三條（同原條文） 

 

 

 

 

 

 

 

 

 

第四條（同原條文） 

 

 

第五條（同原條文） 

 

第六條（同原條文） 

 

第七條（同原條文） 

 

第八條（同原條文） 

第一條 本作業規定依據本校學則

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研究生轉系所申請應

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

（休學不計入年限），每

學年確定申請及核定時

間，依照本校行事曆規定。 

第三條 研究生申請轉系所，須填

具申請單，連同成績單經

所屬系所同意後送教務處

初審，再連同有助轉系所

之相關審查資料送擬轉入

系所審核；研究生轉系所

之審核須經轉入系所之系

所務會議或系所招生相關

之委員會議審核，審核結

果連同會議紀錄送教務處

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 

第四條 研究生轉系所後須完成轉

入系所規定之畢業條件，

方得畢業。 

第五條 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有

轉系所限制者，依其規定

辦理。 

第六條 研究生轉學位學程者，比

照本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作業規定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

規章辦理。 

第八條 本作業規定經本校教務會

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

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為讓研究生學涯規

劃更具彈性，同時參

考各大學之規定，擬

放寬申請修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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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6學年度第15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二：擬修正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十二、十五條文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修正重點: 

    （一）為擴展學生學習網絡，提升學生國際學習經驗及自主學習能力，

爰將國際姊妹校及國際知名線上教學平台（如coursera、edX、

FutureLearn、Udacity等網站）之數位課程納入抵免學分範圍，並

以至多抵免十學分為限。且明訂數位課程抵免學分時數不足時之

處理原則。（增列第十二條第二、三項） 

    （二）依本校學則第四十八條，…「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另定之，並報

教育部備查。爰修正本辦法修訂程序。（修正第十五條） 

    二、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一)。 

    （二）條文修正草案(附件二)。 

決 議：修正後通過，第十二條第二項條文修正為：「學生經系（所、通識教育

中心）初審同意修讀國際姊妹校及國際知名線上教學平台（如

coursera、edX、FutureLearn、Udacity等網站）之數位課程，並取得

修課證明者，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辦理抵免，惟至多抵免十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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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十二、十五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或大

陸地區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

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情

抵免。 

學生經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初審同意修讀國際姊妹校及國

際知名線上教學平台（如

coursera、edX、FutureLearn、

Udacity等網站）之數位課程，

並取得修課證明者，得依本辦

法有關規定辦理抵免，惟至多

抵免十學分為限。 

前項數位課程若經系（所、通

識教育中心）審查認定抵免學

分時數不足者，應由系（所、

通識教育中心）指定補修科目

以補足所差學分，若所差學分

無性質相近科目可補修者，不

得辦理抵免。 

 

第十二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或大

陸地區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

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情

抵免。 

 

為擴展學生學習網絡，

提升學生國際學習經驗

及自主學習能力，爰將

國際姊妹校及國際知名

線上教學平台（如

coursera、edX、

FutureLearn、Udacity 等

網站）之數位課程納入

抵免學分範圍，並以至

多抵免十學分為限。且

明訂數位課程抵免學分

時數不足時之處理原

則。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經校

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本校學則第四十八

條，…「學生抵免學分

辦法」另定之，並報教

育部備查。爰修正本辦

法修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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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86 年 10 月 8 日第 7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年 3 月 20 日第 7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9 年 1 月 12 日第 8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 月 7 日第 9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3 日第 12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10 日第 13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0月 12日第 14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0月 13日第 15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各系所辦理學生抵免學分，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生。 

二、轉學生。 

三、重考生。 

四、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含選讀生），持有學分證明或成績單後，考取修讀

學位者。 

五、修讀學、碩士學位期間，先修碩、博士班課程成績達碩、博士班及格標準，且其

學分未列入畢業最低學分數內者。 

六、經本校核准出國研修或修讀雙聯學位制者。 

第 三 條 所列學士班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不論學分抵免多寡，每學期所選學分數，應達該學期修習下限學分規定。 

二、前條第三、四款學士班學生，依本辦法辦理抵免後得提高編級，但需至少修業一

年，並依照學期限修學分修習，始可畢業。 

三、提高編級由各系裁定，抵免四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級、抵免七十八學分以上

者得編入三年級、抵免一一○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學士班退學學生最高得

編入退學之年級。 

第 四 條 第二條第五、六款所述之相關課程由所屬系（所）認定。 

研究生抵免學分以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限。 

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取得碩士班預研生資格並依規定入學之研究生，不

受前項二分之一之限制。 

依本校七學年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取得七年預研生資格，並依規定入學之研究生，

不受本條第二項二分之一之限制。 

本校與國外雙聯學位抵免學分上限，依「本校與國外大學辦理跨國雙聯學制實施辦

法」規定，不受二分之一之限制。 

第 五 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左： 

一、必修學分（含通識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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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修學分（所屬學系（所）相關科目）。 

三、輔系學分（含轉系或轉學生而互換主、輔系者）。 

四、雙主修學分。 

第 六 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左：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申請者應檢附修課成績證明及課程大綱送相關單位審核。 

抵免學分之審核，通識教育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查，專業科目，由開課系

（所）負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複核。 

第 七 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左：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無法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嚴處理；抵免部

分學分後可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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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畢業生以四、五年級修習者為原則；如列為轉學考試科目者，可否抵免，由各

學系系主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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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一次為原則。 

學士班學生因抵免學分申請提高編級者，須於入學當學期依規定時間辦理。 

申請抵免學分後，如因轉系或修讀輔系、雙主修等特殊情形得另申請抵免原校學

分，但不得提高編級。 

前項申請抵免學分，應繳附原校成績證明。 

因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而申請抵免原校學分，畢業時無法取得輔系或雙主修時，該項

學分是否列入學系最低畢業學分，由所屬學系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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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加退選前辦理完竣，以配合提高編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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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由各該系（所）分別成立審查小組負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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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酌情抵免。 

學生經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初審同意修讀國際姊妹校及國際知名線上教學平台

（如 coursera、edX、FutureLearn、Udacity等網站）之數位課程，並取得修課證

明者，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辦理抵免，惟至多抵免十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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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數位課程若經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審查認定抵免學分時數不足者，應由系

（所、通識教育中心）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若所差學分無性質相近科目

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 

第十三條 有關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之學分抵免從其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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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6學年度第15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三：本校106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 審議。 
說明： 

          一、通過修訂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部分條文案。(附件一) 
          二、通過本校各系(所)提送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之課程認定案。(附件二) 
          三、通過外國文學系等8個系所修訂課程結構圖。(附件三) 
          四、通過106學年度第1學期各學院支援通識教育開設「跨院選修」課程

新增案。(附件四) 
          五、通過本校106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所提報新増課程共計13科。(附件五) 
          六、通過本校106學年度第1學期及第2學期各學院、系所提報課程異動，

共計8科。(附件六) 
          七、通過本校106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限修人數調降案。(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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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九條及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必修科目作業原則： 

… 

2.各系所學士班必修課程

學分（含通識教育科目及

專業科目）比重以不超過

60%為原則。（此通識教育

科目係指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數之課程） 

九、必修科目作業原則： 

… 

2.各系所學士班必修課程

學分（含通識教育科目及

專業科目）比重以不超過

70%為原則。（此通識教育

科目係指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數之課程） 

為協助學生培養跨領域

多元能力，因應社會與產

業發展需要，且可讓學生

依據興趣選擇跨領域多

元專長，建立跨領域學習

深度，在以不延長修業年

限與大幅增加修課學分

數原則下，本校大學部學

生除可選修輔系及雙主

修外，亦可依照自己的職

涯規劃，適性選修【整合

學程】、【學系(所)專業學

程】或【微學程】，為學位

證書進行加值，爰修正為

60%原則，各學系採漸進

式調整於 111學年度前逐

步達成。 

十四、教學獎助生相關規定： 

1.本校獎助生參與以學

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

之教學活動，非屬於有

對價之僱傭關係，其課

程學習範疇如下： 

(1) 指為課程之一部
分，或為畢業之條

件。 

(2) 前課程或畢業條
件，包括實習課程、

田野調查課程、實

驗或其他學習活

動。 

(3) 該課程或畢業條件
應一體適用於本國

學生、外國學生、僑

生、港澳生或大陸

地區學生。 

(4) 未有學習活動以外
之勞務提供或工作

事實。 

2. 本校教學獎助生係指

十四、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實

習課程相關規定： 

1.本校兼任助理教學與

研究實習課程係指每

學期由開課單位開設

之教學實習課程或研

究實習課程。教學實習

課程提供教學助理修

讀，培訓教學助理如何

進行課程準備、班級經

營、教學策略、師生溝

通與人際互動等。研究

實習課程提供研究助

理修讀，指導研究助理

如何進行論文撰寫、實

驗研究、研究調查與研

究計畫學習等。 

2.本校教師開設兼任助

理教學與研究實習課

程者，應於課程大綱或

相關指導學生學習計

畫中明定兼任助理之

學習準則、評量方式、

因應教育部 106.5.18公布

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獎助

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配

合修訂本校法規。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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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

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

其無選擇權之實習課

程，或為接受專業教

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

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

課程，以提升教學專

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

者。歸屬學習範疇之

教學獎助生，應踐行

下列程序，始得認

定： 

(1) 應經本校三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 

(2) 各級課程委員會應
有校內學生代表參

與且其比率不得少

於全體會議人數十

分之一。 

(3) 學生所參與教學實
習或實務課程應納

入正式畢業學分之

必、選修課程。 

(4) 過程中應有授課或
指導教師實際指導

學生之行為。 

3. 推動屬教學獎助生學
習範疇之學習活動，應

符合下列原則： 

(1) 該學習活動，應與
所定範疇有直接相

關性為主要目的，

並於授課或指導教

師之指導下，經學

生個人與指導教師

同意為之。 

(2) 應有明確對應之課
程、教學實習活動

等，並就其相關學

習準則、評量方式、

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

及獎助方式。 

3.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

實習課程內涵應包括

實際授課時數及教學

實習活動。若開設1學

分（含）以上之課程，

實際授課時數應符合

第五條之規定。若開設

零學分之課程，實際授

課時數由開課單位自

訂。學生需於該課程安

排之教學場域進行教

學實習活動，實習時數

由開課單位自訂。 

4.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

實習課程成績評量依

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

點」辦理，並得採取「通

過」、「不通過」之考

評方式。 

5. 兼任助理教學與研究

實習課程依本校「教學

意見調查實施細則」之

規定辦理期末教學意

見調查，惟若開設零學

分之課程，由授課教師

決定是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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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分或畢業條件採

計及獎助方式等予

以明定並公告之 

(3) 教師應有指導學生
學習專業知識之行

為。 

(4) 學生參與學習活動
期間，得因學習活

動，支領獎學金或

必要之實習津貼或

補助。 

4. 開設屬教學獎助生學
習範疇課程，依本校

「教學意見調查實施

細則」之規定，辦理期

末教學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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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草案) 

97.06.19 第 11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11 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14 第 12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15 第 12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1 第 12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4 第 13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8 第 14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6 第 14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 第 14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 第 15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000.00.00 第 00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建立本校課程開設及異動之審查制度，強化各系所課程架構與內

容，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校課程教育架構區分為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兩大

類；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依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統籌

規劃；專業課程由各系所依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系所教育目

標及學生專業能力指標自行規劃。 

各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能力依校、院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與系所

特質自訂，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各課程應依類別不同，分別提交系(所)、院(中心)課程委員會研議，

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方得開課。 

三、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議案，應有校課程委員代表之院委員出席，該

議案始能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四、 校課程委員會對新增設或更改之課程，基於全面性考量，若有不合適

之課程，得議決刪除、修正或保留，並就課程相關爭議事項作成裁決

後，提教務會議核備。 

五、 除通識教育課程或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可之科目外，各系所課程依

本校學則規定，一學期上課 18 週，正課每週上課 1 小時為 1 學分，

實習或實驗課程每週上課 2 小時或 3 小時核計 1 學分為原則。 

六、 本校研究生、學士班延修生及自費選讀生，修習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

同課程時，比照校際選課、暑期班繳費方式，依學生或選修課程所屬

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繳交之學分數以修習課程時數計

算之）。通識教育各類課程，依文學院學分費收費標準繳交。 

七、 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程作業原則： 

1. 系所應定期（至少每 5 年）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惟新成立系所第 1

次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以 3 年為原則，以通盤檢討系所教育目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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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專業能力指標及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與課程結構之合宜性

及關聯性，並檢視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之一致性為目標。 

通識教育中心各組規劃之通識教育課程，為通盤檢討其是否能培育

學生達成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應比照系所課程結構定期辦理外

審。 

2. 課程結構外審應聘請 5 位以上之校外專家學者（含 1 位以上之業界

代表），就系所各學制之必、選修課程結構與系所教育目標、發展方

向與願景、期待學生達到各項能力指標等方面進行審查。 

3. 系所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所衍生之新增課程，可於審定後一次送系

級、院級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完成程序。 

4. 依外審委員意見需增列新課者，可填具外審意見回覆說明及檢附相

關資料，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欲新增課程逕納入原

課程結構內。 

5. 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結構，原則上應依審定之必、選修課程開課，

如因故（如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附擬修

訂之課程結構圖及新增設課程大綱，提報系（所）級課程委員會及

系務會議通過，並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始得新增。系所提報

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因素外，大學部及

研究所(含碩、博、碩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 科為限，惟新進教師

2 年內之課程不在此限，超過前述科目數上限者，課程結構需再送

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配合國外傑出教師短期教學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課程結構，逕提

課程新增。 

各學院（中心）、系所（組）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

殊情況外，需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設。 

6. 院(中心)系所送交新增課程資料表前，應先查核所填任課教師是否為

本校已聘任或擬新聘教師，並檢附院(中心)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7. 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之課程，重新開課時，須送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 

8. 同一系所學士班與研究所碩、博士班課程名稱，應有區隔，不宜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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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同之課程，任課教師應檢附書面說明，一併提

送課程委員會討論。 

10. 正規學制開設過之課程，擬於在職專班新增開設者，毋需辦理新增

設課程提報；但在職專班開設過之課程擬在正規學制學士班或碩博

士班開設者，需重新提報。 

11. 「新增設課程資料表」內【主要教科書／參考書目】須按作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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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出版社、出版地次序繕打，書名下以橫線或斜體字標示。各欄

填列方式應一致，不得留空白。 

12. 各課程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同，分為講授、研討、實習、實驗、

音樂、展演、體育、演講/參訪、服務學習及獨立研究十類。 

除「講授」外，其他類別課程名稱與授課方式對應如下： 

課程名稱 英文對照名稱 
授課類別 

（主要授課方式） 

XXX 講座、XXX 專題講座 Special Lectures on XXX 

演講 
XXX 專題演講 

Colloquium on XXX 
Seminar in XXX 

XXX 書報討論 
Paper Readings in XXX 
Seminar in XXX 

研討 

XXX 個案研討 Case Studies in XXX 

XXX 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議題研討 Special Topics in XXX 

XXX 專題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討論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獨立研究 XXX 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實驗（習） 
XXX Practice 
Laboratory—校內 

實驗（習） XXX 實務 Field Project in XXX－校外 

XXX 專案 XXX Project 

 

八、 課程異動審查作業原則： 

1. 已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課程，如需異動（如修改科目名稱、

停開、調整學分數或開設年級等），經系／所課程委員會、院／中心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即可；但科目名稱異動後明顯不同者，仍應提

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各課程資料異動，不得追溯承認已開設之課

程。 

2. 「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授課方式修改為「研討」類： 

(1) 依課表排定時間固定授課，有明確完整之教學大綱（含教學目

標、課程內容、上課進度、教科書及參考書目等），且有學生口

頭報告及教師講授評論等實質上課之情形，得以課程異動方式

提報。 

(2) 課程名稱應修改為「xxx 專題研討」，並於課程資料異動表之「修

改說明」欄，填明課程內容、課程大綱及參考書目，提報各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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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類，須依課程性質內容修改課程名稱，並以「新增設課程」方

式辦理審議。 

4. 科目新增或異動，應以本系（所、中心）相關之實用科目為原則，

與本系（所、中心）性質是否相關由各系（所、中心）主管予以認

定，但應有整體之規劃，宜避免動輒變更。 

 

九、 必修科目作業原則： 

1. 「新」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必修科目表及最低畢業學分數等修課規

定，應於學生入學前三個月，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但如與前

一學年度入學學生相同，免再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 各系所學士班必修課程學分（含通識教育科目及專業科目）比重以

不超過 60%為原則。（此通識教育科目係指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之

課程） 

3. 各系所各必修課程需依各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所訂之年級開課，以

乙次為限；各選修課程之開設，每班在校期間亦以乙次為限。 

4. 學年度之必修科目表內科目與相關規定，應於學生入學前修訂完

成，為維護學生權益，不得於入學後再行修改或增刪。 

5. 因故需調整開課年級或學期時，應敘明理由，經適用該入學年度必

修科目表學生簽名，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核定後備案。但不得因

配合教師個人授課規劃而進行修正。 

6. 已通過但尚未開設之必修課程，科目名稱之修改，應述明理由，經

系所、院課程委員會認定「課程內容確實未涉及實質變動」後，送

校課程委員會備案。 

 

十、 課程開課及選課相關原則： 

1. 各學系各班每學期開設課程學分數，以學士班各年級學生應修學分

數下限為原則。 

2. 各學系應規畫「名師領航」課程，依照教師專業特色，聘請校內或

校外學有專精的名師，擔任大一學生引導課程的授課教師。 

3. 各學院得依其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指標之需求統籌規劃學院共

通之必要課程如專業倫理課程（或講座）等，遴聘校內外專家學者

授課。 

4. 各學院（系、所）開設課程時，所屬專任教師「實際授課總時數」

與「各職級基本應授總時數」之比值（排課比）以１：１為原則。 

5. 配合英語教育之推動，各學院每學期至少應推薦七門以上英語授課

課程，同系所同一課程開授二班以上時，其中一班請儘量採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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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2 門全英語課程為原則。  

6. 碩、博士班課程得不分年級開設。課程選課限修條件不得加註「須

經授課教師同意」之字句。 

7. 各系所教師每人每學期開設「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時數上限，

由各系所訂定之。 

8. 碩士班研究生選修本系大學部四年級專業科目，該課程經系所認定

為碩士班程度，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准者，可計入碩士班最低

畢業學分內，並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但學士班學生選修該類課程，

雖入學該系碩士班、博士班，仍不得辦理抵免為碩士班、博士班畢

業學分。 

9. 大學部必修三學分課程，以不連續排課為原則，若因課程需求，經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者，不在此限。 

 

十一、 併班開課與上課原則： 

1. 各學院院內系所開設科目名稱、上課時間、授課教師及學分數相同

之課程，應合併開課，以減少開課數。 

2. 科目名稱、授課教授及學分數相同，但上課時間不同之課程，選課

後，如擬調整為相同時間併班上課，應經全體修課學生簽字同意始

可辦理。 

3. 上課時間、授課教師及學分數相同，但科目名稱不同之課程如需併

班上課，除碩博士班之書報討論、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外，請

任課教師敘明理由，於學期開始上課前，提經系所、院(中心) 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可併班。 

4. 學士班課程不得與博士班課程併班上課；學士班一、二年級課程不

得與碩士班併班上課；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課程不得與其他學制課

程併班上課；碩士在職進修專班課程不得與學士班、博士班課程併

班上課。 

5. 專班與一般學制併班之課程，專班學生計入開班有效人數部份，不

得再支領專班課業輔導津貼。 

 

十二、 課程人數相關原則： 

1. 學士班課程限修人數以 50 人為原則，如需因儀器設備或實務演練等

原因調降限修人數，或因課程性質需分班或調降開班人數時，應敘

明理由，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由系所主管列席校課程

委員會說明經審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備案後，方得實施。 

2. 各系所課程開班人數依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在職專班以外學制課

程，修課人數不足如確有續開必要者亦得開班，但專任教師不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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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超支鐘點費；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需由開課單位自行籌措支付。 

3.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每學期依實際授課時數支給。開設之課程，

如未達開班人數，應於加退選截止後即停開，其停開前已實際授課

之鐘點費仍予支付。 

4. 各課程限修人數應依上課教室容量適當訂定。當學期總修課人數超

過 70 人擬分班授課時，得於加退選結束一週內簽請教務長同意後分

班授課。 

十三、 遠距教學相關規定： 

1. 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

輸媒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且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

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

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2. 本校教師擬新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或曾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擬修訂

教學內容之課程，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提報課程教學計畫，經系（所）、

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始得開授。

教師應將課程公告於網路，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3. 前述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適合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

方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4. 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應將教學大綱、課程教材、師生互動、

學習評量及作業報告等資料作成紀錄檔案，至少保存五年，供日後

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 

5. 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及其教學成效應定期評鑑，其評鑑規定另定之。

依前揭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 

6. 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應於具備教學實施、紀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

支援學習功能之學習管理系統為之。 

若為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教師應將教材置於學習管理系統平台，開

闢網路討論區，提供電子郵件帳號及其他聯絡管道，供修課學生進

行教學上之雙向溝通。 

若為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教師應使用學習管理系統平台，完備課

程內容、教學進度，並進行學習評量、師生交流等，俾供系統完整

記錄師生全程上課、互動、繳交作業、學習評量及勤怠情形。 

 

十四、教學獎助生相關規定： 

1. 本校獎助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教學活動，非屬於有對

價之僱傭關係，其課程學習範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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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為課程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 前課程或畢業條件，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或其

他學習活動。 

(3) 該課程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

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4) 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2. 本校教學獎助生係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

選擇權之實習課程，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

校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歸屬學習

範疇之教學獎助生，應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1) 應經本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 各級課程委員會應有校內學生代表參與且其比率不得少於全體

會議人數十分之一。 

(3) 學生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課程應納入正式畢業學分之必、選

修課程。 

(4) 過程中應有授課或指導教師實際指導學生之行為。 

3. 推動屬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1) 該學習活動，應與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

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2) 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等，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

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並公告

之 

(3) 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4) 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活動，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

實習津貼或補助。 

4. 開設屬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課程，依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實施細則」

之規定，辦理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十五、教務處應擬定新學期各項課程新增/異動之作業時程。各學院（中心）

「新增設課程」及「課程異動」等資料，應於規定期限內送教務處

彙整。提校課程委員會之「臨時動議」案，如受會議時間限制無法

進行討論時，將不予審查。 

十六、本規範經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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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系所教育目標、發
展方向及學生核心能力

指標

系級課程委員會
訂定課程結構圖

外審委員5位以上
(含1位以上業界代

表)
審查

院級課程委員會

校級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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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課程大綱

系務會議

通
過

不
通
過

依
委
員
意
見
新
增

或
改
善
課
程
結
構

改善課程結構後

(至少每3年)

定期結構外審

《課程審查作業流程》

《專業實踐課程作業流程》

■ 1~2學分/1學分必須服務滿18小時

■ 2~3年級以修習1次為限

系課程委員會

通識中心課委會

校課程委員會

就課程規劃
表示意見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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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文系 《學士班》 128 54 42.2% 64.1% 128 54 64.1%

外文系 《學士班》 128 57 44.5% 66.4% 128 57 66.4%

音樂系 《學士班》 128 54 42.2% 64.1% 136 54 60.3%

劇藝系 《學士班》 128 59 46.1% 68.0% 128 57 66.4%

128 56 43.8% 65.6% 130 55.5 64.3%

生科系 《學士班》 128 47 36.7% 58.6% 128 45 57.0%

化學系 《學士班》 128 64 50.0% 71.9% 134 64 68.7%

物理系 《學士班》 128 58 45.3% 67.2% 128 57 66.4%

應數系 《學士班》 128 52 40.6% 62.5% 128 55 64.8%

128 55.3 43.2% 65.0% 129.5 55.3 64.2%

電機系 《學士班》 131 66 50.4% 71.8% 131 66 71.8%

機電系 《學士班》 140 70 50.0% 70.0% 140 70 70.0%

資工系 《學士班》 135 61 45.2% 65.9% 135 61 65.9%

光電系 《學士班》 139 68 48.9% 69.1% 139 68 69.1%

材光系 《學士班》 140 71 50.7% 70.7% 140 71 70.7%

138.5 67.5 48.7% 68.9% 138.5 67.5 68.9%

企管系 《學士班》 140 69 49.3% 69.3% 140 69 69.3%

資管系 《學士班》 135 67 49.6% 70.4% 135 67 70.4%

財管系 《學士班》 140 63 45.0% 65.0% 140 63 65.0%

138.4 66.6 48.1% 68.4% 138.4 66.6 68.4%

海資系 《學士班》 128 49 38.3% 60.2% 128 48 59.4%

海工系 《學士班》 128 65 50.8% 72.7% 128 64 71.9%

海科系 《學士班》 128 38 29.7% 51.6% 128 43 55.5%

130.6 54.7 41.9% 63.2% 130.6 55.4 63.8%

政經系 《學士班》 136 50 36.8% 57.4% 136 50 57.4%

社會系 《學士班》 128 34 26.6% 48.4% 128 32 46.9%

130.6 44.2 33.8% 55.1% 130.6 45.1 55.9%

社科院

管理學院

平均

平均

平均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海科院

平均

平均

平均

專業必修

比重

最低畢業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比重

(含通識)

106學年度學士班必修科目比重一覽表

學院/系所學制別

106學年度 105學年度

大學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專業必修學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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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104年 6月 17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號函訂定 

106年 5月 18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60939號函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規

範學校對於獎助生參與研究、教學及服務等之學習範疇並保障獎助生

權益，以符合大專校院培育人才之目的，特訂定本原則。 

    本原則所定獎助生，包括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

生（以下簡稱獎助生）。 

二、 大專校院應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並落實學生

法定權益，在確保教學及學習品質之前提下，建構完整之學生權益保

障法制。 

三、 教學及學習為校園核心活動，在確保教學品質及保障勞動權益之原則

下，各校應檢視獎助生之內涵、配合教學、學習相關支持行為之必要

性及合法性，及學習與勞動之分際，以期教學、研究、學生學習及勞

動權益保障取得平衡。 

    學校、教師或學生對於獎助生參與學習範疇之教學、研究或服務活動

是否構成僱傭關係有疑義者，應充分考量學生權益，並循本原則第十

二點之管道解決。 

四、 大專校院獎助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或領

取學校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等，非屬於有對

價之僱傭關係；其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參照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一百零二年九月二日勞職

管字第一０二００七四一一八號函規定)： 

1、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前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

法授權自主規範，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

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

學生、僑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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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者。 

（二）附服務負擔：指大專校院為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提撥經

費獎助或補助學生，並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

之服務活動。 

前項獎助生，不包括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及受學校指揮監督，並以獲

取報酬為目的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應歸屬於有對價

之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五、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

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

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

究成果為目的者。 

前項歸屬學習範疇之研究獎助生，學校應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一）研商程序：由校內負責統籌研究計畫事宜之單位邀集執行計畫

之教師及一定比率學生代表，定期召開會議，共同研商取得共

識。 

（二）訂定基本規範：依前項範疇及前款程序，研擬訂定全校性研究

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作為系所及計畫單位執行之依

據。 

（三）書面合意：執行時應經計畫單位或教師與學生在前款規範下，

進行雙方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 

六、教學獎助生，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權

之實習課程，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

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 

前項歸屬學習範疇之教學獎助生，學校應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一）課程規劃會議：應經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所定校內課

程規劃會議程序。 

（二）學生代表參與：前款會議程序應有校內學生代表參與且其比

率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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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學分課程：學生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課程應納入正式

採計畢業學分之必、選修課程。 

（四）授課教師指導：過程中應有授課或指導教師實際指導學生之

行為。 

七、附服務負擔助學生，指依本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參與

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

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者。 

學校應依本部所定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相關規定辦理，並明確

訂定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之服務活動範圍、獎助或補助金額及其他管理

之相關事項，訂定章則並公告之。 

八、學校於推動屬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

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第五點或第六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

要目的，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

師同意為之。 

（二）學校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等，

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

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活動，支領獎學

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

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則中規

範。 

針對各類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教學或服務等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

團體保險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

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並由學校編列或本部支應所需經費。 

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

屬，其認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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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

指導之教授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

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報

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

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授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

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

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

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

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授之共同同意

後，始得為之。 

（三）獎助生與指導之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

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

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向專利專責機關申

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之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

獻，該他人亦有被認定為共同發明人之可能。 

九、為保障各類獎助生權益，學校應訂定校內保障獎助生學習權益之處理

章則並公告之，於訂定時應廣徵校內各類獎助生及教師之意見為之；

另得邀請校內學生自治團體代表參與相關會議並參酌其意見。 

前項處理章則之內涵，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內學生參與課程學習或服務活動之準則、各類助理之權利義

務、經費支給項目(科目)、來源、額度及所涉研究成果之著作

權歸屬相關規範。 

（二）校內相關單位及教師對於獎助生相關之權益保障應遵循之規

定。 

（三）各類獎助生權益保障、申訴及救濟管道及處理程序，應納入學

生學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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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除法律或法規命令另有規定外，學校應依本原則明定獎助生之學習範

疇，於學校章則規定獎助學金、研究、實習津貼或補助相關事項，並

依相關法令訂定處理程序；除依其章則規定核發獎助學金、研究、實

習津貼或補助外，並督導所屬教師及校內單位予以遵循，以保障學生

權益。 

十一、學校進用身心障礙學生擔任獎助生時，應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提供身障者多元支持之相關規定精神，並依特殊教育相關辦法及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相關措施辦理。 

十二、學校就獎助生是否涉及僱傭關係之爭議處理，應有爭議處理機制。 

前項爭議之審議，應有學生代表參與，並宜有法律專家學者之參與。

若有工會者，得邀請工會代表參與相關會議並參酌其意見。 

第一項爭議處理機制，學校得衡酌校務運作情形，與現行申訴機制

整合或另建機制。 

十三、學校應依本原則所定認定基準，定期盤點及明確界定現有校內獎助

生之類型及人數，並依本原則規定提供學習相關保障措施。 

十四、除本原則獎助生學習範疇外，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

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均屬僱傭關係，其兼任樣態，包

括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

任助理工作者等，應依勞動相關法規規定辦理；雙方如屬承攬關係，

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學校與學生兼任助理之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勞動部訂定之專科以

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有關學校僱用學生協助或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

果之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規定辦理。但契約約定以僱用學生為

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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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開課單位 學制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碩士班 研究與實驗設計專題（一） 1 選修

碩士班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1 選修

化學系 碩士班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1 選修

碩士班 研究與實驗設計專題（一） 1 選修

碩士班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1 選修

應數系 碩士班 數學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1 選修

碩士班 書報討論 1 必修

博士班 書報討論 1 必修

光電系 碩士班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 1 選修

海資系 碩士班 教學實習 1 必修

各系(所)提送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之課程彙整簡表

生科系

物理系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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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提送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之課程彙整資料 

課程名稱：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開課單位（學制）：生科系碩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1. 實驗設計

2. 研究方法與操作流程練習

3. 資料分析練習

4. 統計分析練習

5. 評估結果以修正實驗設計

 評分方式：

報告討論：100%。

 獎助方式：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細則(105.01.05系務會議修訂)。

課程名稱：研究與實驗設計專題（一） 開課單位（學制）：生科系碩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1. 營造理想的學習環境、 建立豐富且有意義的學習

2. 了解學生先備條件

3. 開放式溝通

4. 組織重要的觀念

5. 運用學習輔具、提供示範

6. 主動適切的練習

7. 估教學成效

8. 利用評估的結果修正教學

 評分方式：

報告討論：100%。

 獎助方式：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細則(105.01.05系務會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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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開課單位（學制）：化學系碩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1. 化學實驗設計介紹：學期開始前講習實驗課程。  

2. 化學實驗基本技術了解：學期開始前講解安全注意事項，過透上台報告實驗基本理論實際
得知學生基礎知識。 

3. 化學實驗設施操作：學期開始前預作實驗課程。 

4. 化學實驗教學技巧培養：學期中示範實驗課程，協助教師指導實驗內容與準備實驗試劑。 

5. 化學實驗教學評鑑：每週舉辦實驗檢討會議，檢討當週實驗過程缺失。 

6. 化學實驗試題設計：透過協助教師講解與設計試題，複習大學所學化學專業知識。 

 評分方式： 

1. 實驗操作能力：50% 

2. 實驗報告：30% 

3. 大學部學生意見：20% 

 獎助方式： 

獎助金發放基數依照當年可用之金額調整，獎助方式依照參與課程學生的上台報告、實驗操

作時間、實驗操作經驗分享與實驗評估改善進行評比。獎助金之核給方式共分為三級，每月

表現最優學生發給 1.5基數，每月表現次之同學發給 1基數，每月表現普通學生發給 0.5基

數。 

 

 

課程名稱：研究與實驗設計專題（一） 開課單位（學制）：物理系碩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1. 實驗設計  

2. 研究方法與操作流程練習  

3. 資料分析練習  

4. 統計分析練習  

5. 評估結果以修正實驗設計 

 評分方式： 

1. 任課老師意見：70% 

2. 學生意見：30% 

 獎助方式： 

獎助學金之發放依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及發放細則」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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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開課單位（學制）：物理系碩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1. 營造理想的學習環境、建立豐富且有意義的學習。 

2. 了解學生先備條件。 

3. 開放式溝通。 

4. 組織重要觀念。 

5. 運用學習輔具、提供示範。 

6. 主動適切的練習。 

7. 評估教學成效。 

8. 利用評估的結果修正教學。 

 評分方式： 

1. 任課老師意見：70% 

2. 學生意見：30% 

 獎助方式： 

獎助學金之發放依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及發放細則」之規定辦理。 

 

 

課程名稱：數學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開課單位（學制）：應數系碩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1. 課程的簡介: 提升學習目標及意願 

2. 了解學生具備基礎能力 

3. 開放式溝通與組織重要的觀念 

4. 運用學習輔具、提供示範及演習 

5. 習作(或作業)的安排與練習 

6. 評估教學成效 

7. 利用評估的結果修正教學 

 評分方式： 

討論報告：100% 

 獎助方式： 

獎助學金之發放，依據「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研究生助學金發放細則」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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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書報討論 開課單位（學制）：資工系碩、博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邀請學術界知名學者或是產業界經驗豐富之實務工作者進行演講與交流，討論計算機科學與

資訊工程各個研究領域的現況與趨勢，包含理論，應用，與實務等各方面。 

 評分方式： 

依本系「碩、博士班書報討論實施要點」規定之出席次數及心得報告：100% 

 獎助方式： 

教學助學金 

（一）由授課教師於本課程修課人中，自行遴選為原則，惟須符合學校相關辦法之規定，

並依本課程學習準則學習。 

（二）碩、博士生津貼計算標準相同。每個學分每修課人計 1個基數，學士班實驗課程或

實習課程每門課程每修課人計 6個基數。 

（三）每個基數對照之助學金金額，由系主任依本系助學金總金額另訂之。 

（四）津貼之計算依本校行事曆規定之上課起迄日期。 

 

 

課程名稱：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 開課單位（學制）：光電系碩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教學工作倫理 

教學工作內容 

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 

教學工作經驗分享與交流 

 評分方式： 

1. 課堂表現：50% 

2. 教學實習表現：50% 

 獎助方式：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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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教學實習 開課單位（學制）：海資系碩士班 

 學習準則/課程大綱： 

藉由實際參與課程教學，讓學生學習教學資料、器材準備、課程內容掌握、口語表達能力訓

練以及教學相關問題解決能力等。 

 評分方式： 

期末報告：100% 

 獎助方式： 

106學年度因本系經費已大幅減少，除加保商業保險增加其保障範圍外，不提供獎助金，爾

後視經費來源酌予調整，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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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決議 
新增 刪除 異動 

1 外文系 學 1 - - 

新增：初級馬來語 

*教育部「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新增東南亞與課程方案」計

畫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 生科系 碩 2 - - 

新增： 

(1)研究與實驗設計專題(一) 

(2)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 化學系 碩 1 - - 
新增：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106.5.15 

105-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 物理系 碩、博 2 - - 

新增： 

(1)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2)研究與實驗設計專題(一)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5 應數系 碩、博 1 - - 
新增：數學教學與課程設計專

題(一)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6 機電系 學 1 - - 

新增：智慧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106-107 年度教育部「智慧製

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計

畫」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7 機電系 碩 2 - - 

新增： 

(1)智慧製造與監測技術 

(2)物聯網與大數據於智慧製

造應用 

*106-107 年度教育部「智慧製

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

計畫」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8 資工系 學 - - 5 

異動： 

(1)C 程式設計實驗(一) 

(2)C 程式設計實驗(二) 

(3)組合語言與微處理機實驗 

(4)專題製作實驗(一) 

(5)專題製作實驗(二)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9 光電系 碩、博 1 - - 新增：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 
104.3.2 

103-3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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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738-2471

聯絡人：翁如慧

電　話：(02)7712-9111

受文者：國立中山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2日

發文字號：臺教資(二)字第1060136445B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核定說明表、經費核定表(0136445BA0C_ATTCH1.pdf、0136445BA0C_ATTCH4.pdf)

主旨：同意補助貴校辦理106-107年度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

略聯盟計畫，核定補助項目、經費額度及相關配合事項詳

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計畫期程自106年9月15日至108年1月31日止。

二、本計畫係部分補助，請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及經費明細表

，逕送計畫辦公室檢核彙整後報部審查並備領據領款。

三、本計畫內容如涉政府採購事宜，請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計畫經費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及

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執行與核銷。

四、相關考評作業本部將另行通知，經費收支結算表請於108

年2月28日前備妥1式3份逕送計畫辦公室彙整送部，俾憑辦

理經費核結。

五、檢送計畫經費核定表如附件。

正本：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副本：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李偉賢特聘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

機電工程學系程啟正教授兼系主任、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朱孝業教授兼系

主任、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朱志良教授兼系主任、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

0

國立中山大學

1060008583　106/09/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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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料 

跨院選修新增課程 

編號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

額) 

課程說明與限修規定 

1 

外 

文 

系 

二 初級馬來語 3 張錦忠 
15 

(65) 

本課程爲初級馬來語，旨在教授學生基本馬來語

的 認識與應用，內容包括字母、發音、常用詞

彙、日 常用語、基本會話。採情境式教學法，讓

學生分組 練習基本會話，加強學生們對於馬來語

之應用。 

106/1 文學院名額 
15 

(65) 

2 

社 

會 

系 

印尼語言與

文化體驗 
3 趙恩潔 

30 

(60) 

本課程以印尼語言與文化體驗作為課程的主軸，

包括基 礎的印尼語言的學習，透過單字語法的認

識、基礎會話 的練習，讓學生可以簡單的聽、

說、讀、寫印尼語。因 此，在修課對象上，並無

年級的限定需求，可以開放給 各個年級選修。 

106/1 社科院名額 
30 

(60)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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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新增課程統計簡表 

系所別 

新 增 課 程  

備註 
本次結構圖

新增 

結構內 

(首次開設) 

其他 

(無結構圖或免列) 
小計 

外文系 1 -- -- 1 

教育部「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新增東南亞與
課程方案」計畫 

生科系 2 -- -- 2 

化學系 1 -- -- 1 

物理系 2 -- -- 2 

應數系 1 -- -- 1 

機電系 3 -- -- 3 

106-107 年度教育部
「智慧製造跨校跨域
教學策略聯盟計畫」 

光電系 1 -- -- 1 

海科系 -- 2 -- 2 

總 計 11 2 -- 13 

【附件五】

77



序號 學制系別

必

／

選

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正

課

時

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教師 授課類別 結構圖 開設學期 決議

1 外文系  選 初級馬來語 ELEMENTARY MALAY (I) 3 3  0 張錦忠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2 生科碩  選 研究與實驗設計專題（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SIGN(I)

1 1  0 江友中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3 生科碩  選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TEACHING AND

COURSE DESIGN(I)

1 1  0 江友中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4 化學碩  選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TEACHING AND

COURSE DESIGN （I）

1 1  0 曾韋龍
《獨立研

究》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5 物理碩  選 研究與實驗設計專題（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SIGN(I)

1 1  0 鄭德俊
《獨立研

究》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6 物理碩  選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TEACHING AND 

COURSE DESIGN(I)

1 1  0 鄭德俊
《獨立研

究》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7 應數碩  選
數學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

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COURSE

DESIGN (I)

1 1  0 董立大
《獨立研

究》
□結構內 106-1 通過

8 機電系  選 智慧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INTEGRATION OF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NETWORKING

TECHNOLOGY

3 3  0 彭昭暐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9 機電碩  選 智慧製造與監測技術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Y

3 3  0 王郁仁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開課單位：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開課單位：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06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開課單位：外國語文學系

開課單位：生物科學系

開課單位：化學系碩士班

開課單位：物理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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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系別

必

／

選

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正

課

時

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教師 授課類別 結構圖 開設學期 決議

106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10 機電碩  選
物聯網與大數據於智慧製造

應用

IOT AND BIG DATA

APPLICATIONS OF SMART

MANUFACTURING

PROCESS

3 3  0 潘正堂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11 光電碩  選 教學與課程設計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TEACHING AND

COURSE DESIGN

1 1  0 陳俐吟
《獨立研

究》
結構新增 106-1 通過

開課單位：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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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系別

必

／

選

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正

課

時

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教師 授課類別 結構圖 開設學期 決議

1 海科系  選 物理海洋論文研究（二）

INDEPENDENT RESEARCH

IN PHYSICAL

OCEANOGRAPHY（II）

2 2  0
海物組教

師

《獨立研

究》

結構內首

次開設
106-1 通過

2 海科系  選 海洋地球化學 MARINE GEOCHEMISTRY 3 3  0 簡國童
《講授

類》

結構內首

次開設
106-1 通過

106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內首次開設）

開課單位：海洋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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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序
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中（英）文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中（英）文課程名稱 

1 
資工系 

學士班 

C 程式設計實習（一）* 

C COMPUTER 

PROGRAMMING 

PRACTICE LABORATORY

（I） 

必 1 

實
習
類 

C 程式設計實驗（一） 

C COMPUTER  

PROGRAMMING 

LABORATORY（I） 

【實驗類】 

106-1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2 
資工系 

學士班 

C 程式設計實習（二） 

C COMPUTER 

PROGRAMMING 

PRACTICE LABORATORY

（II） 

必 1 

實
習
類 

C 程式設計實驗（二） 

C COMPUTER  

PROGRAMMING 

LABORATORY（II） 

【實驗類】 

106-2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3 
資工系 

學士班 

組合語言與微處理機實習 

ASSEMBLY LANGUAGE 

AND MICROCOMPUTER 

PRACTICE 

必 1 

實
習
類 

組合語言與微處理機實驗 

ASSEMBLY LANGUAGE 

AND MICROCOMPUTER 

LABORATORY 

【實驗類】 

106-1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4 
資工系 

學士班 

專題製作（一） 

SPECIAL TOPICS 

PRACTICE (I) 

必 1 

實
習
類 

專題製作實驗（一） 

SPECIAL TOPICS 

LABORATORY (I) 

【實驗類】 

106-1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5 
資工系 

學士班 

專題製作（二） 

SPECIAL TOPICS 

PRACTICE (II) 

必 1 

實
習
類 

專題製作實驗（二） 

SPECIAL TOPICS 

LABORATORY (II) 

【實驗類】 

106-1 
異動課名 

授課方式 

6 
海資系 

碩士班 

教學實習 

TEACHING PRACTICE 
必 1 

講
授
類 

【實習類】 106-1 
異動 

授課方式 

7 
海科系 

學士班 

海上實習 

SHIPBOARD 

OPERATIONS PRACTICE 

必 1 

實
習
類 

OCEANOGRAPHIC CRUISE 106-1 異動課名 

8 
社會系 

學士班 

印尼語言與文化體驗 

INDONESIAN AND 

CULTURE EXPERIENCE 

選 3 

講
授
類 

【遠距教學】 106-1 
異動 

授課方式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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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調降限修人數及分班課程 

序

號

開課 

單位
擬調降課程

調

降

後 

人

數

原

限

修 

人

數

說明 備註

1 音樂系 
音樂於高齡照護

之設計與運用 
30 50 

1. 執行本校 106年度卓越

教學小組議題導向跨

院系課程計畫。

2. 考量資源、場域及被關

照之長者限制，擬調降

限修人數。

依據 106.8.10 公文文

號：1061600157100 簽

呈辦理（附件 8-1）。 

2 社會系 食農社會學 24 50 

1. 執行本校 106 年度「邁

頂延續性計畫-補助人

文會科學教育發展計

畫」及教育部人文及社

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

能力培育計畫「邊緣社

區認同再造─在地傳

承與與跨界創新」。

2. 考量教學資源有限，擬

調降限修人數。

依據 106.8.2 公文文號：

1062500422 簽呈辦理

（附件 8-2）。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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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1學期「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課程規劃表 

 

課程規劃之目的及特色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課程以跨領域和以人為本出發，結合「音樂應用」與 

     「工業設計」專業知識，同時配合政府長照政策，將跨領域嘗試之過程與結果運用於高齡照 

     護，學生透過在醫療機構長照中心的實作過程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設計出適合高齡的音樂藝 

     術活動及符合需求之輔具及復健器材。 

 

課程目標(本課程將幫助學員瞭解) 

     1. 跨領域嘗試與問題解決能力 

     2. 藉由課程中的互動來激發對高齡者的關懷 

     3. 增強就業視野和對人與社會的關懷 

週

別 
上課時間 授課單元 授課地點 授課教師 備註 

1 
106.09.19 

(二) 
導論 中山大學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2 
106.09.26 

(二) 
高齡長照探究 榮民總醫院長照中心 

何正宇 

李美文、李怡賡 

 

3 
106.10.03  

(二) 
設計概論 中山大學 

陳建旭 

李美文、李怡賡 
 

4 106.10.10 雙十國慶 放假   

5 
106.10.17 

(二) 
音樂與生活經驗 中山大學 

李美文、李怡賡

何正宇 
 

6 
106.10.24 

(二) 
長照場域實地訪視 I 榮民總醫院長照中心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見 

註 1 

7 
106.10.31 

(二) 
長照場域實地訪視Ⅱ 榮民總醫院長照中心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見 

註 1 

8 

9 

10 

106.11.11 

106.11.12 

(六)~(日) 

設計工作營 

(以音樂、復健治療為方向) 

11.11成功大學 

11.12中山大學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見 

註 2 

因學生出席 11月 11日及 11月 12日設計工作營共 12 小時， 

所以 106.11.07、106.11.14及 106.11.21不上課 

11 
106.11.28 

(二) 
第一次學生報告與教師評論 中山大學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12 
106.12.05 

(二) 

構想於長照場域實地簡易原型

測試與訪談(I) 
榮民總醫院長照中心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同 

註 1 

13 
106.12.12 

(二) 

構想於長照場域實地簡易原型

測試與訪談(II) 
榮民總醫院長照中心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同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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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6.12.19 

(二) 
第二次學生報告與教師評論 榮民總醫院長照中心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15 
106.12.26 

(二) 
細部設計發展 網路討論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16 
107.01.02 

(二) 
排練與溝通(I) 中山大學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17 
107.01.09 

(二) 
排練與溝通(II)  榮民總醫院長照中心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18   
107.01.16 

(二) 
期末發表與展示 榮民總醫院長照中心 

李美文、李怡賡 

陳建旭、何正宇 

 

 

註 1：由長照中心規劃 6個時段，每個時段 3 小時，學生選擇兩個時段至榮總長照中心，由長照中心

醫護人員帶領與高齡者互動，並認識環境。學生心得須於 facebook群組中討論，並由教師給

予意見。 

註 2：工作營連續兩天，第一天於成功大學，第二天於中山大學，每天 6小時。 

註 3：於工作營活或長照實地訪視，學生除課堂需求外，亦可與醫護人員約定後自行前往與高齡者活

動，通知助教後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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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6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卓越教學小組 
 
 
 

 
音樂學系 

 
 
 

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實施計畫申請書 
【方案 A】單一課程計畫 

 
 
 
 
 
 
 
 
 
 
 
 
 
 
 
 
 
 
 
 
 
 
 
 
 
 

日期：106 年 0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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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6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卓越教學小組 

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實施計畫 

106.2.24 修正 

一、申請人 

基本資料 

姓名 李美文 職稱 專任教授 

服務單位 音樂學系 電話分機 2724 

e-mail mwl@mail.nsysu.edu.tw 

會計系統請購代碼 A10401 

二、計畫名稱 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實施計畫 

【方案 A】單一課程計畫-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 

三、計畫期程 106/4/20-106/12/31 

四、計畫經費 申請經費項目 申請金額 核定金額* 

經常門業務費(含雜支) 232,307  

資本門 0  

合計 232,307  

五、計畫核定會

計編號* 

 

六、計畫聯絡人 ■同計畫申請人 0931701888 

□系務助教/行政助理 姓名：林聖皓          

電話：0975290074     e-mail : johnlin921@gmail.com ■計畫助理 

七、計畫內容 請依附件格式繕打計畫書，附於本頁之後。 

  *由計畫核定單位填寫 

 

 

計畫主持人（簽章）：                        院系所主管（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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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6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卓越教學小組 

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實施計畫 

一、計畫目的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課程以跨領域和以人為本出發，結合「音

樂應用」與「工業設計」專業知識，同時配合政府長照政策，將跨領域嘗試之

過程與結果運用於高齡照護，學生透過在醫療機構長照中心的實作過程培養問

題解決能力，除設計出適合高齡的音樂藝術活動及符合需求之輔具及復健器材。

在與真實世界接軌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藉由與醫護人員和高齡者的接觸，培育

出具同理心與關懷心的社會菁英。 

二、計畫內容 

（一） 外部諮詢紀錄 

1. 106/03/09 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復健科何正宇醫師及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   

陳建旭教授進行會談，討論合作可行性與大致計畫方向。 

2. 106/03/24 參加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療與長期照護國際研討會」。地點： 

高雄市青海路。 

3. 106/03/24 與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整合照護科周明岳主任討論高雄榮民總醫 

院 106 年長照十年 2.0 計畫。 

（二） 課程規劃 

1. 議題導向課程基本資訊： 

類別 課程名稱 
新增／現

有課程 
必／選 學分 

開設年
級及學
期 

授課方式 授課教師 
修課人

數預估 

議題
導向
課程 

音樂於高齡照護
之設計與運用 

■新增 
□現有 

□必修 
■選修 

3 

大學
部一
至四
年級 

講授、實
作、小組
討論、製

作 

李美文(中山
大學) 

李怡賡(中山
大學) 

陳建旭(成功
大學) 

何正宇(榮總
復健科) 

30 

※共同開設議題導向課程計畫之教師應包含跨院系 2-3 位教師，授課教師得以「共時授

課」方式採計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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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基本資料 

系所 教師姓名 專長 教學內容或單元 

音樂系 李美文 

跨領域文化學習 
音樂與美學 
展演策畫 

演奏-鋼琴、大鍵琴 

導論 
音樂與生活經驗 
設計工作營 
細部設計發展 
期末製作 

劇場藝術系 李怡賡 

舞台創作理論與實務 
舞台技術 
佈景製作 
空間展演 

學生報告與教師評論 
設計工作營 
細部設計發展 
期末製作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系教
授(業界教師) 

陳建旭 

Ergonomics and interaction 

design  

Design the augmented reality 

application  

Physical computing for design  

Usability & design process  

設計概論 
設計工作營 
構想於長照場域實地
簡易原型測試與訪談 
科技應用介紹 
細部設計發展 
模型製作 
期末發表與展示 

高雄榮民總醫
院復健醫學部
主治醫師 

(業界教師) 

何正宇 
醫學 
復健 
物理治療 

高齡長照探究 
長照場域實地訪視 
長照場域照護人與照
護者實地觀察訪談 
構想於長照場域實地
簡易原型測試與訪談 
期末發表與展示 

※陳建旭教授同學期於成大開設「工業設計」課程，修課學生 20名。兩校學生將一起

完成「期末發表及展示」。 

 

2. 課程目標及系所專業能力規劃： 

課程名稱 對應專業能力 課程目標 

音樂於高齡照護

之設計與運用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usic in 

Long-term Care 

中山大學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力： 

創造力、倫理與社會責任 

音樂學系學生核心能力： 

跨領域應用能力 

修課學生由不同專業領域教師群引導，
結合音樂與工業設計運用於高齡照護，
激盪出不同的創意以設計出符合高齡被
照護者需求的樂器或藝術活動。在此過
程中培養同理心，對高齡被照護者表達
關懷，並藉此發掘自身性向與能力，掌
握未來學習方向，拓展就業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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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題導向課程之課程教學大綱 

授課單元 內容說明 時數(h) 備註 

1. 導論 本課程將結合音樂藝術、設計、復

健照護之跨領域課程；以高雄榮民

醫院之日間照護中心為場域，讓學

生能在場域中發現問題，並提供所

學之知識跨領域的合作來進行實作

之應用。本周導論將說明本課程之

進行方式，並安排不同專業背景之

學生分組。 

3 期末製作分

組，三名中山

大學修課學

生與二名成

大修習工業

設計課程學

生，共十組。 

2. 高齡長照探究 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政府於

2016年開始推動「長照十年計劃

2.0」擴大服務對象。本課程將介紹

長照 2.0之政策目標、成效與困境

並探討長照十年計劃 2.0之目標、

實施策略、特色及運作模式。 

3  

3. 設計概論 本周課程是介紹設計的流程，讓非

設計背景的學生了解何謂「設計思

考」(Design Thinking)，在以人為

出發點的設計，需要透過觀察訪談

等方式來挖掘可能使用者多不知道

的需求，如此過程能力的培養需透

過場域的演練來達成。設計的範疇

亦含蓋實體產品設計到強調人與人

互動之互動設計，進而考量整體系

統的服務設計，鼓勵學生能由不同

層次的設計切入觀點來提出好的構

想。因此希望透過本周課程讓學生

了解設計的價值與設計師是如何思

考與進行設計的流程。 

3 於成大工業

設計系上課 

4. 音樂與生活經驗 本課程將探討音樂在人類生活中有

形與無形的影響，不同的音樂經驗

與記憶常可將深度情感以及一些難

以用言語表達的情緒，用簡單旋律

表達出來。音樂可結合肢體律動、

繪畫等在高齡照護上多一層隱喻性

的保護，豐富的意涵，可以導引出

長者壓抑與忽略的情緒和經驗。課

程中，學生也將以自身音樂經驗，

藉由教師課程設計，體驗音樂的影

響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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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長照場域實地訪視 前往高雄榮民醫院的日間照護中心

實地訪視，建立學生對高齡照護操

作之理解並和高齡被照護者建立關

係。 

6  

6. 設計工作營 

(以音樂、復健治療

為方向) 

藉設計工作營方式進行設計構想發

展(Brainstorming)，並進行初步構

想的發表，老師們將給予不同領域

觀點之建議。 

6 除授課教師

外邀請外部

設計師進行

此設計工作

營。 

7. 長照場域照護人與

照護者實地觀察訪

談 

前往高雄榮民醫院的日間照護中心

針對被照護人與照護者間進行觀察

訪談。 

3  

8. 第一次學生報告與

教師評論 

各組進行設計構想發展之收斂，並

提出 3個提案發表。 

3  

9. 構想於長照場域實

地簡易原型測試與

訪談(I) 

各組針對收斂之設計構想進行簡易

原型製作，並於高雄榮民醫院的日

間照護中心進行簡易原型測試與訪

談。 

3  

10.構想於長照場域實

地簡易原型測試與

訪談(II) 

各組針對收斂之設計構想進行簡易

原型製作，並於高雄榮民醫院的日

間照護中心進行簡易原型測試與訪

談。 

3  

11.第二次學生報告與

教師評論 

各組進行簡易原型測試與訪談之結

果進行發表，並提出設計定案。 

3  

12.科技應用介紹 介紹 Arduino與相關感測技術，並

針對各組設計定案提供感測技術建

議。 

3  

13.細部設計發展 各組進行細部設計 3  

14.模型製作(I)(工業

設計系) 

各組進行最終模型製作 

 

3  

   排練與溝通(I)(中

山大 

學) 

和高齡被照護者在教師與醫護人員

協助下進行表演排練，並增進彼此

互信。 

15.模型製作(II) (工

業設計系) 

各組進行最終模型製作 3  

排練與溝通(II) 

(中山大學) 

和高齡被照護者在教師與醫護人員

協助下進行表演排練，並增進彼此

互信。 

16.期末發表與展示 各組進行最終成果發表與展示 3  

 

 

93



4. 議題導向課程教學內容 

(1) 議題設定說明 

近年國內老年人口快速成長，已成為聯合國定義之高齡化社會，有長期照

護需求的人數也快速增加。目前政府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目的為建立更

優質的長期照護體系，提升照顧與受照顧者的福祉及生活品質。 

本計畫學生來自中山大學各科系與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由來自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劇場藝術系、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的教師與榮總復健科、長照

中心的醫師與醫護人員領導。綜合音樂、高齡照護與工業設計之能力，利

用 4D原則 (Discover 發現, Design 設計, Develop 發展, Deliver傳達) 以音

樂與肢體律動為主軸，設計出適合高齡的輔具或復健器材及相關音樂藝術

活動，期望能提供受長期照護者更多能表達情緒並療育的休閒活動，同時

並具有身心復健功能。 

 

(2) 特色或創新教學方法 

 

跨領域教學 

走出教室，以長照場域為平台，參與長照計畫的高齡者和修課之學生(成大

工業設計系及中山大學各科系)在教師、業師與醫護人員帶領下藉由溝通、

相互了解，以各式音樂為媒介，用一切與音樂相關的經驗，包含歌唱、樂

器演奏、肢體活動、音樂創作及音樂與其他藝術形式的結合(如繪畫、戲劇、

舞蹈、詩詞等)，同時觀察與討論在活動中最適合高齡者使用之敲擊樂器或

藝術創作工具等「輔具」，由全體學生共同設計，並由成大工業設計系學生

完成製作。期末製作由學生與參與計畫之高齡者、教師、業師與醫護人員

共同完成「展」「演」，達到創新與學習之最大成效。 

 

1. 不同領域的教師與學生運用自身專業相輔相成，將音樂、藝術設計、工

業設計運用於高齡照護 

本課程與成大工業設計課程結合，將兩課程學生共同分組，每組包括中

山大學學生 3 人、成大工設系學生 2 人，結合不通背景與專長的組員互

相學習，藉由討論、觀察、實作，設計出最適合高齡者的音樂活動與相

關輔具或復健器材。 

2. 榮總長照中心成為教學主要場域，復健科醫師與長照之醫護人員成為重

要業師 

以榮總長照中心的高齡被照護人為對象，在復健科醫師及長照中心醫護

人員協助下，透過觀察以及與高齡者的互動以了解被照護人的能力及需

求，再由成大工業設計系教授帶領學生設計出音樂運用於高齡照護中適

合老人使用之簡易樂器，甚至是最佳輔具。 

3. 討論類教學助理之應用 

在授課老師及業師的指導下，協助帶領修課同學進行小組討論、檢討、

成品設計與期末發表展示的種備及製作，並建立課程網頁。 

 

(3) 評量方法及證據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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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末製作及展演(實作成品) 

2. 輔具之實用性(實作成品) 

3. 高齡被照護人回饋與學生回饋 

 

(4) 預期成果 

期望藉由課程中的互動來激發學生對高齡者表達關懷，透過各類音樂相關

活動與製作符合高齡者生活需求之音樂活動相關輔具來增加高齡者肢體感

官、心理情緒、人際互動、語言或認知等方面之能力。 

學生亦藉由與不同專業領域(音樂、工業設計、長期照護)的同學、教師以及

高齡被照護者的互動、實際職場操作激發創造力、增強就業視野和對人與

社會的關懷。 

 

(5) 其他 

由教學助理架設課程網頁(利用 facebook)，並於期末舉辦成果發表與展示

會。 

 

5. 課程評量規劃 

課程名稱 專業能力 主要學習成果 評量方式 蒐集證據 

音樂於高齡

照護之設計

與運用 

創造力 設計出具原

創性之作品 

教師及學生

共同評分 

期末實作成

品及展演 

倫理與社會責任 關懷心與同

理心 

教師及學生

共同評分 

學生及被照

護人回饋 

跨領域應用能力 結合各專業

製作作品 

教師及學生

共同評分 

期末實作成

品 

（三） 課程自我改善機制 

利用反覆從頭檢視(Definition 定義問題, Idea 想法, Prototype 原型, Testing 測試)

來評估課程執行成效並改善缺點。每堂課程結束後所有相關參與人員進行檢討

會議，包括任課教師、業師、教學助理、甚至長照中心醫療人員，以檢視課程

之不足並設法改善。 

期末發表前與學生共同檢視作品，回顧創作過程中可改進的部分，並在期末成    

果發表與展示後進行期末總檢討。 

三、預期成效 

    1. 學生部分：學習並融合不同領域的專長，活用創造力，對於就業與未來有更廣   

       闊的視野，並能對高齡被照護人等社會其他角落展現關懷。 

2. 議題導向課程：本次創新課程結合差異極大的音樂、工業設計及長照領域，希     

望能建立音樂應用於長期照護的作業模式。另可以探討以本次創新課程為原形，

繼續開發新課程的可能性。 

3. 學生創作之成品可能為極佳的長照輔具或是高齡照護人的休閒用具，經教師、   

業師與學生討論評估後，有投入量產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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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預定執行進度甘特圖 

 【說明議題導向課程之實施時程規劃、開課程序規劃、課程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等。】 

月次 

工作項目 

 

前置

作業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6/10 106/11 106/12 107/1 備註 

課程實施細節會議 

專業人士諮詢 

  

 

           

行前行政作業             

課程說明會              

授課教師會議             

高榮長照中心商議 

課程細節 

            

課程運作             

成果發表會             

檢討會議              

計畫執行累計百分比(%)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經費支用累計百分比(%) 0 0 0 0 10 20 30 50 60 80 100  

 

五、申請經費項目明細及使用說明 

    (一)本年度實施計畫經費執行期間自核定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25 日。 

(二)單一課程計畫經費總表 

申請經費項目 申請金額 

經常門業務費(含雜支) 232,307 

資本門 0 

合計 232,307 

    (三)經費明細：請填寫以下經費概算表，並請詳閱「卓越教學小組經費編列

及使用原則」第十五點經費項目名稱編列及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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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二）本表項目不得自行新增，請依實際使用需求編列，且應符合「卓越教學小組經費編列暨使用原則」

規範，並與計畫執行內容直接相關。 

（三）如經費項目在所得類別代號為 50 者(如兼任(職)助理、工讀金、按日按件計資酬金)請一併編列二

代健保補充保費公提金 1.91%。 

經常門 

業務費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合計 說明 備註 

兼任(職)助理費 8,000  1x6  48,000  1 名  

學生獎助金及工
讀金 

133  2x70hr  18,620  教學助理 2 名  

按日按件計資酬
金 

1,000 5x3 次 15,000  長照中心醫護人員諮詢費(5 名)  

講座鐘點(業界教
師) 

925 
6x3hr 

x2 
33,300 

2 名(成大工業設計系陳建旭教

授、榮總復健科何正宇醫師) 
 

講座鐘點(設計師) 2,500 3 7,500 業界設計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公提金 

  2,338   

印刷裝訂費        
 

國內交通費 10,000   10,000  
前往成大工業設計系上課(遊覽車

當日來回)  

餐費 80  80  6,400  學生、教師、高齡者、醫護人員 
 

會費       
 

保險費用 3,000    3,000 校外上課額外保險 
 

場地使用費       
 

資訊服務費 2,000    2,000 課程 Facebook 設計 
 

物品       
 

實驗耗材費 60,000    60,000 輔具製作所需材料 
 

資料蒐集費       
 

雜項設備租金 13,000    13,000 成果發表設備租金與運費 
 

雜支(不超過業務
費 6%) 

13,149    13,149  
 

小計     232,307 
  

（一）資本門設備採購以與本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

寫，以利審查。 

（二）本表不得自行新增，請依實際使用需求編列，且應符合「卓越教學小組經費編列暨使用原則」規

範，並與計畫執行內容直接相關。 

資本門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合計 說明 備註 

資本設備(施)       
 

資本軟體       
 

資本書籍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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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評量尺規】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議題導向課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尺規 

系所： 音樂學系 課程：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  

  
 

評量面向 對應系所專業能力  配分 

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欠佳 亟需努力 

面向一 創造力 30 
成品設計與期末發表極

具原創性與實用性 

成品設計與期末發表兼

具原創性與實用性 

成品設計與期末發表具

可用性，原創性待加強  

成品設計與期末發表原

創性需改進 

面向二 倫理與社會責任 30 
與高齡者互動積極，並能展

現同理心 

與高齡者互動佳，並展現同

理心 

與高齡者互動積極程度尚

可，具部分同理心 

與高齡者互動積極程度需改

進 

面向三 跨領域應用能力 40 
期末成果各領域協調性及流

暢性極佳 

期末成果各領域協調性及流

暢性佳 

期末成果各領域協調性及流

暢性尚可 

期末成果各領域協調性及流

暢性待改進 

◎評量面向、程度項目數得依課程需求自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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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  學期議題導向課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總表(於成果報告繳交時檢附)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 

學號 創造力 倫理與社會責任 跨領域應用能力 項目成績 備註 

B100101001      

      

      

      

      

      

      

      

      

      

      

      

      

      

      

      

      

      

      

      

      

      

      

      

平均    --  

 

1.各面向可依評量尺規規劃做增刪。 

2.各面向平均成績供課程評鑑參考。 

3.成績評定原則依學校規定以等第評定，合計過程得以分數評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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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 

（一）請將個人研發成果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分為 1.專利 2.技術移轉 3.著作授權

4.其他等類別，分別填入下列表中。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加印填寫。 

（二）填寫順序請依專利期間起始日排列，或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之簽約日期排列。 

1.專利： 

請填入目前仍有效之專利。「類別」請填入代碼：(A)發明專利(B)新型專利(C)新式樣專利。 

類別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專利權人 
專利核准
日    期 

國科會計畫編號 

        

        

        

2.技術移轉： 

技術名稱 專利名稱 授權單位 被授權單位 簽約日期 國科會計畫編號 

      

      

      

產生績效：(可另紙繕寫)  

3.著作授權「類別」分(1)語文著作(2)電腦程式著作(3)視聽著作(4)錄音著作(5)其他，請擇一代碼填入。 

著作名稱 類別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人 被授權人 國科會計畫編號 

      

      

產生績效：(可另紙繕寫) 

4.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績效 

 

 

 

 

 

 

表 C013                                                     共   頁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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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6年度卓越教學小組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計畫審查結果 

申請單位 音樂系 主持人 李美文 

計畫名稱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 

課程名稱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 

申請經費 經常門 232,307元 資本門 0元 總計 232,307元 

審查結果 通過 核定總金額 200,000元 

綜合 

審查意見 

(一)課程規劃： 

1.符合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計畫主旨，規劃良好。 

2.本課程相當有創意，把高齡者、長照與音樂結合，值得肯定，本課程

並有外聘委員，由高榮醫師與成大協助。 

3.此案主要希望藉由老人參與音樂演出或玩樂時能帶來肢體運動之好

處，維持健康及復健。是個很好的課程，唯要讓學生對音樂有感覺也

能體會老人行動之困難，最後不但找出輔具之要求，而設計出好的輔

具，由成大工業設計科學生製作，實在是太難太難的理想！ 

(二)經費規劃合理。 

(三)計畫內課程採共時授課應依下列規定執行： 

1.比照「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第七條第六項第二款規定之精神，得

於計畫執行期間，每學期該課程時數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計入

超支鐘點時數計算。 

2.本計畫教師於 106學年度第 1學期開課以共時授課採計鐘點時數者，

應依授課實際分工，敘明每位教師在課程內的貢獻程度，於 106學年

度第 1學期學生選課加退選前，經系所及學院同意後，由系所專案簽

請教務長及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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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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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_上_食農社會學 授課大綱 

 

授課教師：邱花妹 

上課時間：星期五 09:10〜12:00 

Office Hour: Tue P.M. 14:00-16:00 &Wed A.M. 10:00-12:00 @SS3018 

 

◎課程綱要 

 

沒有糧食與農業，人類社會無以存續。為因應氣候變遷威脅，世界各國致力提

高糧食自給率、捍衛糧食主權，發展友善環境的農業、想方設法減少食物從產

地到餐桌的碳足跡，消費者在日益重視食物安全外，也渴望拿回自耕∕共耕（如

都市菜園）、自選∕共購（如小農市集、社區支持型農業）及自煮∕共煮（去算算

歐美現在有多少烹飪節目！）的權力。 

傳統的鄉村社會學關心農業與農村發展的問題；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取向分析戰

後發展主義及 1980 年代以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農糧體制，關注食農與生態

環境、性別、貧窮與不平等發展問題；晚近則有愈來愈多研究聚焦食農領域的

各種替代性發展模式與路徑，包括各式從生產端或消費端發動的永續食農方

案，如社區支持農業、都市菜園、食農合作社等。在人類面對氣候變遷威脅，

致力探究如何發展可持續性農業、減少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碳足跡，提高糧食

自給率、捍衛糧食主權，消彌氣候不正義與追求食物正義的趨勢下，食農社會

學在當代社會顯然更形重要。 

這門課計畫結合理論與實作，並與國內致力推動食農教育、倡議大學生「自煮

權」的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合作。除由授課教師帶領同學認識食農社會學

的相關理論及經驗研究，也將安排業師協同，帶領同學進行產地與市場參訪、

認識食物與食安問題，並動手學煮食與植栽。結合理論與實作，由以下四個部

分組成： 

1.引介食農社會學相關理論與經驗研究。修課同學將理解從產地到餐桌存在那

些課題，社會學如何分析當代的食物與農業問題。 

2.透過討論另類食農發展方案，修課同學練習釐清，永續的替代性發展路徑、

方案與行動策略，以及替代性方案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問題。 

3.知識學習將搭配實作課程。本課程與長期關注食物安全、農業永續的主婦聯

盟基金會合作，帶領學生動手煮食與植栽，培養大學生自煮與栽種的興趣；並

透過至產地與市場的參訪，讓學生更了解台灣永續食農現況及其面臨的挑戰。 

4.透過期末小組作業，練習規劃另類食農網絡在校園(或不同層級)的實踐方

案。 

 

◎課程目標 

以「從產地到餐桌」的概念切入，本課程結合理論與實作，希望建立同學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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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課題的知識與興趣，培養關注食農議題的積極公民。課程的中長程目標為： 

1.短期目標：建立學生對當代食農問題的基本知識。培養學生對食農議題、自

煮、栽種的興趣。 

2.中期目標：本課程將視學生修課成果，在下學期推出可以銜接的實作課，讓

有意願落實規劃方案的同學，透過實作課實現規畫方案。 

3.長期而言：本堂課希望(1)培養未來有志於在校內推動食農社團、推動大學生

自煮權及校園菜園的學生，以學生為主體促發大學校園朝向食農永續的變革。

(2)培養關注食農問題的積極公民。(3) 培養未來投身食農行動網絡、食農合作

社或社企等等的生力軍。 

 

◎授課方式 

1.對話式講授，課程中穿插小組議題討論與回饋。 

2.煮食與植栽實作。 

3.產地參訪。 

3.期末小組作業討論與執行。 

 

◎課堂要求 

1.因資源有限，且課程含實作，本堂課限修 24 人，優先錄取對食農議題有高度

興趣與關懷、有意投入校園食農活動的同學。欲修課的同學請於 8 月 19 日晚上

23:59 前進入以下連結填寫修課動機 (限 1000 字以內)。同學將於 8 月 21 日下

午 17:00 收到 email 寄發的遴選結果通知。 

2.為結合實作，本堂課動用比一般課程更多資源才得以運作，修課同學不得無

故缺席。因故無法到課需事前請假。無故缺課超過兩次以上，平時成績零分。 

3.本課程安排在星期五上午，但戶外參訪當周，修課同學需預留參訪一整日的

時間。 

 

◎評分方式 

平時成績 10%  

個人作業  30%  

期中小組案例分析分享與討論    20% 

期末小組成果報告 40%  

 

◎授課大綱 

 

Week 01  2017/09/22 課程導論 

Week 02  2017/09/29 當社會學與食農議題相遇 

Week 03  2017/10/06  發展與糧農體制 

Week 04  2017/10/13  飲食革命：戰鬥媽媽的餐桌 + 手做〈百變米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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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琦（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 ∕《戰鬥媽媽的餐桌與家書》作者） 

上課與煮食地點變更至：旗津社會創新基地廚房（邀請旗津居民參加） 

Week 05  2017/10/20  市場、權力與食物體系 

Week 06  2017/10/27  從種子到餐桌：產地參訪與生菜盆栽  

劉絲子（高雄第一社區大學校園菜圃講師、第一社大百人菜圃創辦人） 

Week 07  2017/11/03  農藥、基改與農業的生物多樣性 + 手做料理 

郭華仁（台大農藝系榮譽教授） 

王巧臻（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綠食育小組召集人） 

Week 08  2017/11/10   另類食農運動與行動網絡 

Week 09  2017/11/17 期中考週 Forum 1：校園食農行動 

Week 10  2017/11/24 食農在地化 

Week 11  2017/12/01  食物不浪費&低碳飲食+手做〈一鍋三菜〉 

馬英茹（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講師∕藝術治療師） 

林詩敏（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講師∕主婦聯盟合作社烘焙講師） 

Week 12  2017/12/08 消費者驅動食農革命 

Week 13  2017/12/15  食器安全&減塑+手做〈網袋編織〉 

林靜麗（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高雄環保小組召集人） 

Week 14  2017/12/22 農藝復興 

Week 15  2017/12/29 Forum 2：校園食農行動 

Week 16  2018/01/05 外食危機 &食品添加物+.手做〈愛的便當〉 

王巧溱（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綠食育小組召集人） 

Week 17  2018/01/12  分組口頭報告 

Week 18  2018/01/19  期末考週 繳交期末報告 

 

【主要讀本】 

Raj Patel（拉吉．帕特爾）（2009）《糧食戰爭》。葉家興、謝伯讓、高薏涵、謝

佩妏譯。台北：高寶。 

桝潟俊子、谷口吉光、立川雅司等/編著霖（2016）《食農社會學：從生命與地

方的角度出發 食と農の社会学 生命と地域の視点から》。蕭志強、鍾怡婷、

林朝成、王偉綱譯。台北：開學文化。 

Vandana Shiva（范達娜．席娃）（2010）《大地，非石油：氣候危機時代下的環

境正義》。陳思穎譯。台北：巨流。 

Susan Buckingham, Phil Collins（2010〔2008〕）〈糧食〉，收於 Susan Buckingham 

and M. Turner 主編，《理解環境議題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Issues》，蔡依

舫譯。頁 169-210。台北：韋伯文化。 

Mares, Teresa M. and Devon G. Pena（2013）〈城市農耕與反叛空間：洛杉磯與西

雅圖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Insurgent Spaces in Los Angeles and 

Seattle〉，收錄於侯志仁主編《城市造反 City Rebelling》，吳比娜譯，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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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台北：左岸文化。 

Pat Murphy and Faith Morgan（2013）〈向古巴被迫衰退的經驗學習〉，《2013 世

界現況：永續還有可能嗎？》第三十章。王筑琪譯。台北：看守台灣協會。Bee 

Wilson 碧．威爾森（2012）〈前言〉、〈第六章 新型詐欺市場：黑心時代並未結

束〉、〈結語 二十一世紀：反詐欺長路漫漫〉，《美味詐欺：黑心食品三百年

Swindled: The Dark History of Food Fraud, from Poisoned Candy to Counterfeit 

Coffee》，周繼嵐譯，頁 8-12、288-344。台北：八旗文化。 

Anna Lappe（安娜．拉佩）（2012）〈餐桌上的氣候危機〉，《一座發燒小行星的

未來飲食法 Diet for a Hot Planet: The Climate Crisis at the End of Your Fork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陳正芬譯，頁 27-78。台北：行人。 

李丁讚，2011，〈公民農業與社會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4 期：  

431-464。 

蔡晏霖（2016）〈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潮〉，收於《文化研究》2016 年春季

22 期，頁 23-74。 

《上下游 News & Market 新聞市集》https://www.newsmarket.com.tw/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綠主張》月刊 http://www.hucc-coop.tw/27741 

Buttel, Frederick H, Olaf F. Larson, Gilbert W. Gillespie (1990) The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Carolan, Michael (2012) The 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McMichael, Philip (2009) ‘A food regime genealog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1):13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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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06 年延續性計畫 
補助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申請書 

一、申請人 
基本資料 

姓名 邱花妹 職稱 助理教授 
服務單位 社會系 電話分機 5661 
e-mail fschiu@gmail.com 
會計系統請購代碼 A61004 

二、計畫名稱 食農社會學：從產地到餐桌 
三、計畫期程 自 106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15 日止 
四、計畫經費 申請經費項目 申請金額 核定金額* 

經常門 100,000  
資本門 0  
合計 100,000  

五、計畫核定 計畫管理編號*  
六、計畫聯絡

人 
同計畫申請人 
□專任助理/ 

系務助教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七、計畫內容 請自行以 A4 紙張繕打計畫書，附於本頁之後。 
八、相關規定 (一) 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校邁頂計畫擬訂之各項績效指標，研擬應達成之

具體數據、計畫內容與相關工作項目，並具體實施達成。 
(二) 本計畫經費購置之碳粉匣、墨水匣及感光滾筒等電腦耗材，需先行完

成動支程序（無論金額多寡），並填列「消耗用品統計列表」（依本校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採購碳粉、墨水匣等高單價電腦耗材遵循原則」

及相關作業流程辦理）。 
(三) 本次核定通過之申請計畫，若獲其他經費補助(含教育部補助款、本

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臺綜大經費等），以不重覆補助為原則。 
(四) 依本校經費管控小組會議決議，本年度經費執行期限如下，如未依規

定時限完成者，將逕為全數收回統籌運用： 
1. 資本門：106 年 8 月 31 日(四)前完成動支申請程序。 
2. 經資門經費皆須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五)前完成核銷。 

(五) 經費變更規定： 
1. 執行計畫期間除非有特殊情事，經費不得變更。 
2. 若有特殊情形需辦理經費變更，請敘明理由，檢附原核定計畫書

（影本）及變更經費明細表於本（106）度 6 月 30 日及 10 月 31 日

前送交本院，俾利簽呈校方完成經費變更程序。 
(六) 本案務必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前將所有計畫或相關活動辦理完畢以利

經費執行及管考，12 月 15 日後辦理之活動將不予補助。 
(七) 其餘未盡事宜，依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及控管要點、

卓越教學小組經費編列及使用原則辦理。 
(八) 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相關完整成果資料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送交院辦。 
*由計畫核定單位填寫。 

 
計畫主持人（簽章）：                  院系所主管（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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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農社會學：從產地到餐桌   
壹、 計畫目的 

台灣大學生最煩惱的是什麼? 不是課業、不是愛情、不是未來出來，答案竟然是「晚餐

吃什麼」。大學生吃什麼？怎麼吃？2016 年度上學期，本計畫申請人負責授課的社會學

修課同學實地考察高雄三間大學宿舍後發現，中山大學共有 14 棟宿舍，僅 4 棟女宿有

簡易廚房空間。另一組同學訪談學校餐廳則發現，得標廠商在食物採購的選擇上仍以價

格為主要考量，甚至同學自己在食物選擇時也難得關心農產品的來處與食物安全。學期

末，同學透過法國紀錄片「明日進行曲」，了解到從食物到能源的生產與消費模式，正

在世界各地興起各種變革，如何動手使得大學校園生活更合於環境永續，成為一個值得

從探索、討論到實作的重要課題。 

就食物與農業而言，世界各國為因應氣候變遷威脅，致力提高糧食自給率、捍衛糧食主

權，發展友善環境的農業、想方設法減少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碳足跡，消費者在日益重

視食物安全外，也渴望拿回自耕∕共耕（如都市菜園）、自選∕共購（如小農市集、社

區支持型農業）及自煮∕共煮（去算算歐美現在有多少烹飪節目！）的權力。當從產地

到餐桌的體驗與實作在世界各地乃至台灣的小學校園生根發芽，絕多數台灣大學仍以害

怕大學生燒掉廚房等理由，剝奪了學生的「自煮」權，至於擁有校園菜圃的大學更是了

了可數。食農教育在台灣各大學、在中山大學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這門課計畫結合理論與實作，並與國內致力推動食農教育、倡議大學生「自煮權」的主

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合作。除由授課教師帶領同學認識食農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及經驗

研究，也將安排業師協同，帶領同學進行產地與市場參訪、認識食物與食安問題，並動

手學植栽與煮食。 

 

貳、 預期目標 
一、短期目標：建立學生對當代食農問題的基本知識。培養學生對食農議題、自煮、栽種

的興趣。期末報告將要求學生分組練習規劃成立校園食農社團、規劃推動宿舍廚房空

間改造、以及規劃校園菜圃。 
二、中期目標：本課程將視學生修課成果，在下學期推出實作課，讓有意願落實規劃方案

的同學，透過實作課實現規畫方案。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也將持續協作本課程。 
三、長期而言：本堂課希望(1)培養未來有志於在校內推動食農社團、推動大學生自煮權及

校園菜園的學生，以學生為主體促發大學校園朝向環境永續的變革。(2)培養關注食農

問題的積極公民。(3) 培養未來投身食農合作社、社會企業的生力軍。 
 

參、 計畫內容（執行策略及具體作法） 
執行策略 具體作法 

食農教育與知識扎根

大學校園 
1. 本堂課將引介食農社會學相關理論與經驗研究。修課同學

將理解從產地到餐桌存在那些課題，社會學如何分析當代

的食物與農業問題。 
2. 透過討論另類食農發展方案，修課同學練習釐清，合於永

續的替代性方案有何行動策略與發展路徑、新方案可能遭

遇的困難與問題。 
3. 本課程採互動與開放的授課方式，課程中穿插小組議題討

論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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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做、讓大學生有自

煮權 
部分週次為實作課，由主婦聯盟基金會的業師協助，帶領學

生動手煮食、(先)種小盆栽，培養大學生自煮與栽種的興趣。 
認識農地與食物產銷

現況 
透過至產地與市場的參訪，更能深刻理解當前台灣永續農業

的現況與挑戰。 
培養學生規劃未來食

農校園的能力 
分組練習規劃成立校園食農社團、規劃推動宿舍廚房空間改

造、以及規劃校園菜圃。 
 

肆、 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1.培養關注食農問題的積極公民。 
2.培養未來有志於在校內推動食農社團、推動大學生自煮權及校園菜園的學生。 
3.培養未來投身食農合作社、社會企業的生力軍。 
 

伍、 預期成效（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及代表性特色） 
學生在學期末提出推動成立校園食農社團、推動宿舍廚房空間改造、以及推動校園菜圃

的規劃案。 
 

陸、 申請經費項目明細 
一、本計畫經費執行期間自核定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15 日。 
二、經費總表 

申請經費項目 申請金額 
經常門 100,000 
資本門 0 
合計 100,000 

三、經費明細：請填寫以下經費概算表，並請依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

及控管要點』及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規定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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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經費概算表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合計 說明 備註 

經
常
門
（
業
務
費
） 

兼任(職)助理

費 
7,134 x 

4 (月) 1 28,536 
 

 
 

含勞健保

費(勞僱型)
及補充保

費公提金

1.91% 

學生獎助金

及工讀金 0 0 0  

按日按件計

資酬金 0 0 0  

講師鐘點費 1,631 24 29,358 
＝1,631(含補充保費公提)元3
小時6 堂課 

印刷裝訂費 3,000 1 3,000 影印、講義、成果輸出  

餐費 100 30 3,000 參訪  

保險費用 40 30 1,200 ＝40 元30 人1 堂課  
食材費用 100 150 15,000 =100 元30 人5 堂課  

盆栽費用 50 30 1,500 
=50 元30 人次(含講師、助教

等)  

設備租借費 1,000 4 4,000 =1,000 元4 台  
租車費 9,000 1 9,000 =9,000 元1 次  
場地使用費 0 0 0   

資訊服務費 0 0 0   

物品 0 0 0   

雜支(不超過

業務費 5%) 2,406 1 2,406 課程用文具等  

小計      

國

外

旅

費 

交通費 3,000 1 3,000 講師交通費  
日支費 0 0 0   

小計 0 0 0   

資

本

門 

資本設備(施) 0 0 0   
資本軟體 0 0 0   
資本書籍 0 0 0   
小計 0 0 0   

總計 0 0 100,000   
註： 

1. 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2. 本表項目不得自行新增，請依實際使用需求編列，且應符合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經費使用及控管要點』規範，並與計畫執行內容直接相關。 
3. 如經費項目在所得類別代號為 50 者(如兼任(職)助理、工讀金、按日案件計資酬金)請一

併編列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公提金 1.91%。 
4. 資本門設備採購以與本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

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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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Project of Cultiv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petence i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Application 

 

第 2 年計畫期中報告 
 

計畫名稱 邊緣社區認同再造—在地傳承與跨界創新 

執行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主持人 鄭英耀 單位/職稱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計畫聯絡人 吳涵瑜 單位/職稱 國立中山大學專任助理 

辦公室電話 (公)07-5252000#5650 E-MAIL whysoon@gmail.com 

辦公室地址 80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社會學系 

經費 

1. 總經費(=A+B)：   8,400,000    元 

2. 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A)：  7,000,000  元 

3. 學校配合款(B)：  1,400,000  元 

成果交流平臺 
計畫網站網址：http://rallynsysu.wixsite.com/4rally-nsysu 

社群平臺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cijindesign/?fref=ts 

執行期程 106 年 2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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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團隊基本資料 

一、 計畫團隊成員 

本計畫由鄭英耀校長擔任總主持人，社會系楊靜利教授為執行主持人，帶領校內文、社、

管院之年輕教師，與校外歷史與藝術領域之學者，共組核心執行團隊，並由文、社、管院之資

深教師協力支持，透過「在地傳承、跨界創新」策略，進行「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

力培育」之課程設計，達到「邊緣社區、認同再造」的目標。（計畫團隊成員詳細資料請參考附件一） 

二、 課程架構 

本計畫經第一期（2015.8.1-2017.1.31）執行後，重新擬定課程架構如圖 1。「社區文化」

課程目標在於深入考察旗津社區的多元文化，挖掘即將消失的在地職人技藝與常民生活記憶，

同時重建居民的在地認同。「高齡照顧」課程目標在於翻轉高齡者被服務的角色，創造高齡者社

區參與的另類模式。「永續發展」課程則試圖在空間活化與解決社區問題的實作中帶入永續社區

的原則，從土地、飲食到建築等方面著手，朝向永續、低碳、繁榮在地的經濟與生活型態。 

層級 / 主題 社區文化 高齡照顧 永續發展 

層級三：實作 

社區興業與創意實踐 
特定主題音樂創作 
環境藝術專題 

社會老年學實作 永續社區工作營 

層級二：提案 設計人類學理論與實踐 高齡服務設計 
食農社會學 

參與式民主導論 

層級一：觀察 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 社會老年學 環境社會學 

基礎課程 

社會學 
通識社會學 

走讀旗津 
生命歷程與社會鑲嵌 

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 高雄舊港區的歷史發展 

技術工作營 
社會專案規劃 

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 
書寫工作營 

空間與社區專案實作 
地方資料庫設計與建置 

圖 1、「邊緣社區認同再造」計畫之課程架構 

貳、 願景價值與行動策略 
旗津、鹽埕、南鼓山等傳統社區，在高雄都市變遷過程中成為地理上的邊緣。然而，近年

來因為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等條件，已成為政府發展文創觀光的重點區位。但是，在居民與這

些新興建設間仍存在搭橋轉譯的空間，以匯聚社區文化認同再造的力量。本計畫從旗津實踐里

閒置多年的前海軍技工宿舍出發，開創新型態教育模式，提出前瞻性的發展策略。一方面，透

過課程提升人文社會科學學生的創新治理能力，將人文社會價值轉化為具體的專案執行能力；

另一方面，以傳承為基石，跨界創新為策略，以文化保存活化社區，以技藝傳承推動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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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執行策略與成效 

一、 課程創新、連結與預期效益 

奠基於過去累積的教師社群、課程規劃經驗與學生網絡，計畫發展出「模組化」的系列課

程，不僅在三大專案主軸下針對各層級設有課程，並以「循環性」、「例常性」的開設為目標，

嘗試建構起系統性的跨域學習體系。圖 1 灰色字體為第一期計畫已開設課程，第二期上半年除

基礎課程繼續開設外，主要心力集中在「社區文化」主軸之課程串聯上（如畫底線者，詳細資

料參考附件 2）。下半年將收攏「高齡照顧」主軸之課程模組，並開啟「永續發展」之課程試驗。 

計畫課程間除了在主軸上以及層級上彼此輔助與呼應外，105-2 學期開始，我們也嘗試開

始將不同層級的課程進行課程內部的直接串連。社區文化主軸下的層級一課程「報導文學與社

區發展」，思考文學與社會脈絡、社區發展如何進行多元且多重的連結。該課程讓同學們進行社

區田野調查，並將採集到的生命故事，先以文字與影像的方式進行創作，形成初步成果。接著，

在同個學期進行的層級三課程「特定主題音樂創作」中，師生們將這些初步成果進行轉譯，變

成了音樂、戲劇文本，創作出以在地居民為主的大型音樂劇—「大海的女兒」。這齣音樂劇預定

在今年（2017）年底於高雄文化中心公開售票演出。 

「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與「特定主題音樂創作」兩門課是由兩組完全不同的老師所帶領

的，但卻透過計畫的連結而產生了課程間的互動，而「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更是受到前期課

程「走讀旗津」的影響所設計的。我們試著在計畫中串聯學習資源、延伸教學內容，不斷的重

組拆解，期望能在不同的搭配下找出最適當的運作方式，讓課程間能做最順暢的連結與搭配，

也讓課程中的學生有機會彼此交流共創，同時也滾動出一個跨域的教師社群。 

二、 執行的落差、困難及解決方法 

由於本校為 HFCC 計畫試辦學校，之前已累積兩年多經驗，因此本期計畫與實際執行差異

不大，多是課程的微幅調整。不過在「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課程上，要在一學期中讓沒有

設計基礎的同學進行空間設計與模型製作，實有困難，因此在學期中期時，決定於 106-1 學期

再次開設「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二）」課程，並與學務處「參與式校園空間改造計畫」合作，

於暑假期間邀請業師針對同學的期末提案進行輔導。 

此外，在課程模組建立上會遇到時程重疊的問題。以社區文化主軸來說，報導文學和音樂

劇創作課程在同一學期開設，由於原創需要仰賴社區調查的素材，因此創作過程必須一直跟著

調查課程的進行深化，創作方向也必須即時調整，才能如實且深刻的創作出在地性的作品。雖

已讓創作課程的師生共同參與前期調查，但是課程設計仍需要不斷滾動，課程老師也須共組課

程討論群組每週即時討論，修正彼此搭配的方式，再輔以工作坊及交流會來完整課程的不足。 

肆、 實作模擬場域 

一、 場域連結教學 

105-2 學期的課程與本計畫場域「旗津社會開創基地」的連結非常的豐富，展現出旗津基

地與計畫範圍豐富的人文歷史與特殊的空間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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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走讀旗津」到「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產出關於旗津在地的採訪短片和故事文本； 

 劇藝系「社區興業與創意實踐」針對旗津場域出版社區刊物、製作社區環境劇場「旗津布

魯斯」； 

 音樂系「特定主題音樂創作」結合「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的旗津報導文學與採訪短片，

發展完整的旗津音樂劇「大海的女兒」，將於年底假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及社區公演； 

 社會系「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在地高齡者的飲食行為後，改造基地為「西灣別館」，

與聖功醫院營養部共同舉辦「新奇津饗宴」之高齡者西餐共食回饋活動； 

 高師大「環境藝術專題」於旗津基地設置「旗津灶腳」，持續推動「舌尖上的旗津」專案； 

 劇藝系「環境行動劇場」以旗津場域為背景，考察，編舞，製作社區環境行動劇場。 

二、 與社區、外部單位的互動與合作 

除了課程與場域的緊密結合以外，計畫也透過工作坊、活動，頻繁地與外部單位連結。 

 與「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共同辦理都市園圃工作坊，盤點社區綠點； 

 與高海科大辦理高雄舊港區的歷史發展工作坊「後勁故事營」； 

 「設計人類學理論與實踐」與忠孝國小周邊社區合作，提出社區問題解決方案； 

 「參與式民主導論」與愛群社區自治育兒資源中心，透過參與式民主的方法，引導學生與

居民共同提出社區問題； 

 與社區居民定期聚會，如每隔週二邀集社區成員協調社區發展共識與工作計畫； 

 與南高雄家扶旗津服務處，協力規劃木工班； 

 協辦高雄市觀光局「黑沙玩藝節」，設計遊程導覽與市集； 

 與高雄醫學大學及旗津醫院，共同辦理社區樂齡課程； 

 與聖功醫院合作長青食堂； 

 與中山大學附設樂齡大學長輩保持亦師亦友的合作關係，「生命歷程與社會鑲嵌」、「小人

物故事書寫工作坊」與「青銀才寶」團隊辦理之忘年島營隊都獲得長輩們的協助和肯定； 

 與中油綠能研究所共同規劃旗津基地行政中心的牆面塗漆工程，達節能省電功效； 

 滾動旗津醫院，高雄市政府都發局，觀光局及高師大，先後投入約七百萬元。 

三、 建置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由於場域大經費拮据，基地八棟建築物至今仍無裝設冷氣，目前各類活動多為傍晚辦理。

此外，原本計畫的設計，希望場域建置的進程與課程是相互搭配，也就是藉由課程讓師生共同

參與，逐步完成場域的設計，但多遇到社區民眾和地方政府的不斷關切和爭奪。因此，我們嘗

試將硬體及軟體面分開進行，目前正與高雄市政府合作向交通部提出「亮點計畫—旗津三路」，

期能獲得硬體相關之整修費用，盡速修繕。軟體的建置面上，則還是將搭配課程持續深化。 

伍、 行政體制 

一、 校內產生之變革與影響 

除教師的學分計算與升等年資限制放寬外，學校有鑑於本計畫執行翻轉課程之成效與影響，

特別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06 年延續性計畫中，將教學創新列為重點補助項目，以引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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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科學領域改變教研方式，並引入議題導向之教學課程。經費補助分為兩種：(1) 個人型計

畫強調教學創新與改建計畫，如推動專業發展方案、創新設計學院課程 （design school）；(2) 

單位型計畫則鼓勵以學院為核心的跨域人才培育以及教學空間的翻轉改造，同時也強調與在地

的連結，鼓勵師生進行在地型的創新創業，使大學成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推動者及促進者。 

二、 如何建立共識、經營與滾動教師社群 

本計畫透過不同的活動捲動不同領域的教師直接參與或間接協助與共創。教師交流會「學

界律劇人」邀集了校內開設「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與「特定主題音樂創作」課程的授課教師，

以及校外高師大跨藝所吳瑪悧老師、高雄大學通識中心王御風老師，還有許多不同領域的師生

共同參與，將兩堂課如何在學期中進行串連的心得與困難進行分享交流。 

「小人物故事書寫工作坊」則由校內老師宋世祥，以及校外的生命書寫專家鄭美里業師、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李淑君老師共同授課，讓學員學習個別生命史的撰寫，並細微地了解

故事主人翁與生活周遭互動的點滴，也嘗試綜觀社會重大事件如何影響個人。透過這個

過程，讓學員進入社區時能有不一樣的眼光來看待社區中的不同生命。 

「真的有藝事」為與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的交流活動，由台灣文學系劉仲倫教授帶領，將

台灣文學劇場第 12 號作品《星條旗下的藍衫夢》搬到中山，並彼此交流如何讓文學作品轉化為

表演劇本，以及如何讓觀眾也能參與演出，為今年底旗津地方音樂劇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南方澳大漁旗製作為計畫團隊的學習之旅。大漁旗是日治時期流傳下來的傳統工藝，在新

船下水時由商行與親友委託製作贈送給船家懸掛在船身的旗幟，有祝賀豐收之意。旗津舢舨船

雙槳仔初次下水時也都有大漁旗掛滿船身。早期，造船產業興盛的高雄，漁旗風氣與職人更勝

南方澳，但如今隨著旗津悉知大漁旗手作老師傅的凋零，於是計畫團隊到了南方澳來請益。這

趟手作大漁旗之旅讓我們更多元的去思考雙槳仔之外高雄早期漁業的文化與文物，並試圖在這

層思考上去挖掘更多傳統工藝復興的可能性。此一活動並獲得媒體報導： 

手繪大漁旗式微 大學師生習作傳承技藝（自由時報）https://goo.gl/4oduZa 

華麗大漁旗式微 港都師生找回手作溫度（聯合報）  https://goo.gl/vtEPnQ 

陸、 社會影響力 
經過兩年多的沈澱與累積，計畫的社會影響力已漸漸顯露出來。計畫第一期復刻的旗津舢

舨船逐漸被更多人與單位看見，讓更多人開始認同以地方傳統文化作為在地復興與興業的途徑。

基於此，高雄市文化局也開始打造舢舨船，期望為高雄作為港都城市宣傳，進一步帶動觀光旅

遊。高雄市歷史博物館也展開造舟專案，並由此產生正式的就業職缺。雖然目前的就業機會還

很少，但是這代表高雄在地船舶文化不僅只是一種知識，更實際的，它可以與就業市場連結，

可以代表一種專業，實際展現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應用性的能力。 

除了由上而下開出的就業機會外，學生也由於修習計畫課程而激起了創業與實作的潛力，

再經過後續計畫與活動不斷的累積與培力，順利取得台南地區新興藝術廠館規劃與發展的工作

機會。學生自述由於修習「社區興業與創意實踐」課程，讓他們學習到與在地連結的創業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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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願意投入更多在社區興業的可能性中。最終，則由於這份經驗讓他們可以規劃出結合社區的

藝術廠館規劃構想，取得業主的認可，順利在畢業前夕取得就業機會。 

計畫所建置的模組化課程的效益，在於讓學生可以預先規劃修課內容，讓對於計畫主軸有

興趣的同學可以透過系列課程的培力，佐以計畫資源的輔助，養成起社會專案規劃師的能力，

讓人文社會科學學生也能具體的建構起實際應用，乃至興業的能力。過去無論是西灣木造船團

隊，或是青銀才寶團隊皆是由計畫課程、工作營與其他輔助資源的持續陪伴而萌發的創業團隊。 

柒、 整體綜效圖示 

 

捌、 年度差異 
從早期初創時期進入到旗津社區，經過許多的嘗試，計畫逐漸發展出「社區文化」、「高齡

照顧」、「永續發展」三個主軸。這些主軸各有延續性的發展，也有創新的突破。「社區文化」主

軸在課程上將過去的「走讀旗津」深化為「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再向外發散，形成旗津地方

音樂劇，將成為正式的舞台劇，並規劃成為音樂系畢業必修之公演課程。在場域與社區的經營

上，從舢舨船出發，持續地方傳統技藝的保存與挖掘，大漁旗製作，或是其他傳統漁業文化的

探尋，皆是可能的新路徑。「高齡照顧」主軸課程持續以設計思考為基礎策略，建構學生高齡照

顧的知能與關懷，下學期也將開出層級三的「社會老年學實作」課程，讓同學能跨出實務的一

步。計畫也持續培力「青銀才寶」團隊，共同開發最適青銀交流模式。「永續發展」主軸上將持

續與 NGO 如地球公民基金會、綠點能創合作，推動都市園圃、節能減碳設施等，課程上也即

將推出「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工作坊、食農社會學等課程，為往後的發展帶出新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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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2學期開設課程 

層級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課程內容簡述 

L1 社會學（二） 邱花妹 
理解社會學基本概念與分析範疇，培養關懷與問題意
識，探究社會運作邏輯，分析問題與變遷成因，發展
讓社會變得更好的能力。 

L1 通識社會學 阮曉眉 
探討現代社會組織、新興宗教、社會互動與日常生活
展演、自戀與個人主義、台灣婚姻移民、年金制度、
社會流動與階級複製、多元性別、科技與自然。 

L1 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二） 楊靜利 
以旗津為場域，挖掘在地職人技藝與常民生活記憶，
進行跨域與跨世代合作，重啟區域風華與居民的在地
認同，同時開發社區興業的可能途徑。 

L1 生命歷程與社會鑲嵌 翁康容 
以生命歷程獨特的觀察與分析取向，結合真實場域或
文本，挖掘與自我生命經驗相連的部份。 

L1 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 
王梅香 
李怡志 
孟昭權 

以高雄旗津作為研究場域，結合口述歷史、影像採訪
與報導文學的寫作，透過跨領域學科整合，將採集的
故事改寫成「旗津故事劇」。 

L2 設計人類學理論與實踐 宋世祥 
強調人類學理論與田野方法實踐，探討「設計」相關
社會議題，培養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力與「設計思考」
能力。 

L2 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 
曾景濱 
楊靜利 
翁康容 

導覽旗鼓地區隨時空變異的生活空間與設計原理，從
故事激發學生創意，並帶入隨手可得的素材，通過概
念發想到實際手作，參與空間設計及精髓。 

L2 參與式民主導論 李翰林 
認識參與式民主，公民審議角色；運用新軟體梳理公
共議題、轉譯價值與參與政策；培養蒐集多元意見、
界定利害關係人、跨界溝通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L3 特定主題音樂創作（四） 
李思嫺 
林宜誠 

以高雄旗津作為研究場域，將在地人文及社會議題，
轉化成音樂戲劇等藝術語言，以音樂劇創作、展演與
評論報導等形式引發更多關心。 

L3 環境藝術專題 吳瑪悧 
以旗津為實踐基地，檢視高雄都市發展過程中環境變
遷及挑戰，探討藝術如何回應地方到全球環境議題。
安排味、嗅、聽、光、肢體與空間覺等工作坊。 

L3 社區興業與創意實踐（二） 
謝榮峰 
李怡賡 

邀集旗津社區微型業者參與，以觀光及零售業發展為
議題分組，從發展社區文化認知，經由文創商品與服
務設計進入，共同策劃、執行興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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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活動大事紀 

日期 活動名稱 主題 

4 月 13 日 遇見旗津御廚 
海四技工舍當年御廚重現旗津灶咖 

活動影片：https://goo.gl/TwRhCk 

4 月 27 日、 

5 月 4 日 
感光旗津  光偵探工作坊 運用光跟影的交錯看見不一樣的旗津灶咖 

5 月 3 日 學界律劇人 教師交流會 

5 月 5 日、 

5 月 19 日 
小人物故事書寫工作坊 生命故事書寫練習 

5 月 18 日 旗津布魯斯 環境行動劇場 

6 月 1 日 聆聽王安：耳內旗津 旗津灶咖 Cijin Kitchen 學生發表 

6 月 6 日 特定音樂主題課期末發表 「大海的女兒」地方音樂劇 

6 月 7 日 真的有藝事 靜宜大學「星條旗下的藍衫夢」 

6 月 8 日 
味道、記憶與述說— 

每一顆荷包蛋背後的故事 
旗津灶咖 Cijin Kitchen 學生鄭允貞發表 

6 月 18 日 鹽埕異想 設計人類學 

6 月 13 日- 

16 日 
期末成果聯展 計畫課程與計畫成果展 

6 月 14 日 「生命歷程與社會鑲嵌」發表 生命故事小短片 

6 月 14 日 「大海的女兒」快閃活動 旗津故事音樂劇演出 

6 月 14 日 「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發表 旗津紀錄影片、手做小冊子 

6 月 15 日 「空間、木作與文化記憶」發表 木工實做模型 

6 月 23 日 環境行動劇場 劇藝系快閃環境劇場 

6 月 25 日 新奇津饗宴 社會調查課程回饋活動：西餐排餐營養講座 

6 月 26 日- 

9 月 29 日 

港‧殤— 

莫蘭蒂風災下的勞動身影 

社會系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環境與勞動調

查 X 地球公民基金會聯合攝影展 

6 月 27 日- 

28 日 

青銀才寶「忘年島」系列活動—

青銀交流夏令營 

「忘年島」希望能夠透過一系列的活動，結

合青銀交流與青銀共遊等元素，打破世代隔

閡，讓高齡者再次感到青春活力！ 

7 月 3-4 日 南方澳大漁旗製作 學習傳統手做大漁旗之製作 

7 月 8-9 日 旗津黑沙玩藝節擺攤 與旗津家扶木工班共同擺設攤位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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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06 年延續性計畫 

補助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申請作業說明 

一、目的： 
教育部為協助本校持續推動「邁向頂尖大學」成果，以及協助銜接 107 年高教深耕

計畫，於本年持續補助本校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06 年延續性計畫。本校為

強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研活動，特於今年提撥本計畫經費補助本院，期以預先

引導社會科學領域改變教研方式，包含引入以議題為導向之教學課程、推廣程式設

計課程以提高學生資訊科技能力、推動能力導向課程以強化學生專業職能等，協助

本院順利轉接教育部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 

二、推動重點： 
配合政府整體高等教育政策方向，106 年度獲補助經費至少需有 20%以上推動「教

學創新試辦計畫」，辦理以學生為主體之各項教學創新工作，進而逐步轉銜至「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 

三、補助對象： 
本院所屬系所及專任教師。 

四、執行期程： 
自 106 年 4 月 1 日起至 12 月 15 日止。 
經費執行期限如下： 
1. 資本門：106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動支申請程序。 
2. 經資門經費皆須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核銷。 

五、申請方式： 
於 106 年 4 月 10 日前填寫計畫申請書至院辦。 

六、申請計畫類型及方向： 
（一）個人型計畫： 

須符合下列教學及研究方向，並以教學創新為優先核定項目。 
1. 教學創新計畫（如附件參考資料） 

(1) 連結未來：推動專業發展方案、創新設計學院課程（design school）、創

新教學（含教材教法、學習成效評估、數位學習等）。積極

思考未來教學發展及人才培育之方向，協助調整教師授課模

式及學生學習方式。 
(2) 連結在地：強化產學連結，以縮短學用落差，提高研究成果轉譯成效。

鼓勵師生創新創業，使大學成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推動者及促

進者。 
(3) 連結國際：強化大學招收國外學位生之競爭力。延攬國際優秀人才提升

國內大學世界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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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教學改進計畫，如數位學習課程、翻轉教室、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等

計畫。 
3. 個人研究精進計畫，並以科技部卓越研究推動重點方向（如附件參考資料）

優先考量。 
（二）單位型整合計畫： 

1. 教學創新計畫（如前述）。 
2. 以學院為核心（或學院實體化）之跨域人才培育。 
3. 教學空間改造。 

七、補助原則： 
（一）個人型計畫： 

每位專任教師至多可提 1 案，每案補助經費上限以新臺幣（以下同）10 萬元

為原則。 
（二）單位型整合計畫： 

每單位可申請補助經費以上限 50 萬元為原則。 
（三）個案若有較高之經費需求得另提說明，惟須視經費核定狀況酌予核給。 

八、審查作業： 
經本院彙整各單位及教師申請計畫後，提送院主管會議審議。 

九、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一）本案得編列經費項目如下： 

1. 經常門： 
(1) 人事費：兼職助理費、學生獎助學金、工讀金或按日按件計薪酬金，含

勞健保費或補充保費公提等費用。 
(2) 其他費用：耗材、辦公用品、國內旅費、場地使用費、餐費、印刷或雜

支等相關費用。 
2. 資本門：以與本計畫直接相關者為限。 
3. 其餘未盡事宜，悉依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及控管要點，以

及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規定辦理。 
（二）有關經費核結，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十、績效考核： 
各計畫申請人須於本（106）年 12 月 31 日前提送成果報告書至院辦，俾利彙整提

送本校邁頂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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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6學年度第15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招生組、國際事務處 

 

案由四：擬修訂「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規定」(草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6年9月8日修正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附件一），

並配合本校招生之需要修訂部份條文。 

    二、修訂重點如下: 

    （一）第二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配合教育部修正內容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四條配合教育部為推動新南向政策，積極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就

讀大學，並兼顧學校教學品質及本國學生受教權益，爰修正放寬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之名額，故本校配合修正相關文字，另增

訂『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

之十者，應併同提出增量計畫(包括品質控管策略及配套措施)報

教育部核定』乙段文字。 

    （三）第六條、第十條、第十四條，配合教育部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

定「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

簡稱駐外館處)」修正為「駐外機構」。 

    （四）第十七條配合本校招生之需要修正相關文字。 

    三、本案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全文修訂草案請參閱附件二，會議

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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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教育部 106 年 9 月 8 日臺教文(五)字第 1060122307B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國民教育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者，得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入學。 

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

規定申請入學。但擬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

年以上：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

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分發。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

終日計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連續居留，

指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連續居留海外採計期間之

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

二十日予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

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 

一、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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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讀本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二

年。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

行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二項規定

之限制。 

第 3 條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

香港、澳門或海外連續居留滿六年以上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但擬就

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

前條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

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前項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

年以上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但擬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

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

前條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

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六年、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

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定海外，準用前條第五項規定。 

第 4 條 

外國學生依前二條規定申請來臺就學，以一次為限。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

後，除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得逕依各校規定辦理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其

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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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及專科學校二年制（以下簡稱大專校院）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其名

額以本部核定該校當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並應併入當學年度

招生總名額報本部核定；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

加百分之十者，應併同提出增量計畫（包括品質控管策略及配套措施）報本部

核定。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不在此限。 

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其名額以各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該校當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並應併入當學

年度招生總名額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大專校院於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得以外國

學生名額補足。 

第一項及第二項招生名額，不包括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 6 條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應擬訂公開招生規定報本部核定後，自行訂定外國學

生招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

他相關規定。 

第 7 條 

申請入學大專校院之外國學生，應於各校院指定期間，檢附下列文件，逕向各

該校院申請入學，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 

(一) 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 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三) 其他地區學歷： 

１、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２、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

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

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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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

學金之證明。 

四、申請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各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經我國駐外機構、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

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第 7 條之 1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錄取資格；已

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

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第 8 條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

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七條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或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及歷年成

績證明文件，依第七條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四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限制。 

第 9 條 

招收外國學生之大專校院，應即時於本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

登錄外國學生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第 10 條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我國大專校院所辦理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

分者或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本部專案核准之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 11 條 

大專校院、專科學校五年制、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

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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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年註冊入學。但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2 條 

大學外國學生於我國大學畢業後，經學校核轉本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

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年。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

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學業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

退學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轉學，由各大專校院自行訂定相關規定，並納入招生規定報本部核定。

但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

得轉學進入大專校院就讀。 

第 13 條 

大專校院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協議，招收外

國交換學生；並得準用外國學生入學規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讀生。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得招收外國學生來臺進行一

年以下之短期研習。 

第 14 條 

各級學校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需求成立外國學生專班者，應依各級

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相關規定，經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轉本部核

定。 

第 15 條 

本部為獎勵就讀大專校院優秀外國學生，得設置或補助學校設置外國學生獎學

金。 

大專校院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得自行提撥經費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助

學金。 

第 16 條 

大專校院應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辦理外國學生就學申請、輔導、聯繫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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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並加強安排住宿家庭及輔導外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以增進外國

學生對我國之了解。 

大專校院應於每學年度不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園國際化，有助

我國學生與外國學生交流、互動之活動。 

第 17 條 

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招收外國學生，除依第二十條規定辦理在

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外，應擬訂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有關計畫，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始得招生。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將核定招

生學校名冊報本部備查。 

前項計畫內容應包括專責外國學生單位之設置、加強我國語文、文化學習課程

之規畫及安排外國學生住宿之措施等事項。 

第一項學校招收外國學生之國別及名額，必要時得由本部會商內政部及外交部

後定之。 

第 18 條 

申請入學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外國學生，除第二十條另有規

定外，應於各校指定期間，檢附下列文件，逕向各校申請入學，經審查或甄試

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 

(一) 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 香港及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三) 其他地區學歷： 

１、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２、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本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相關規定

辦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國外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

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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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臺監護人資格證明文件。 

五、經駐外機構驗證之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委託在臺監護人之委託書。 

六、經我國公證人公證之在臺監護人同意書。 

七、申請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二款學歷證明文件，於申請入學國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予檢附。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文件，外國學生已成年者，免予檢附。 

各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七款未經駐外

機構、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

得要求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第 19 條 

前條所稱在臺監護人，應為在臺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並提出無犯罪之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及稅捐機關核發最新年度個人各類所得總額新臺幣九十萬元以

上之資料清單。符合前項規定者，每人以擔任一位外國學生之在臺監護人為限。

但以校長、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或董事為監護人者，每人以擔任五位外國學生

之在臺監護人為限。 

第 20 條 

在臺已有合法居留身分，申請入學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外國

學生，應檢具下列文件，逕向學校申請，並經甄試核准後註冊入學： 

一、入學申請表。 

二、合法居留證件影本。 

三、學歷證明文件： 

(一) 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 香港及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三) 其他地區學歷： 

１、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２、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本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相關規定

辦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國外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

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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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學歷證明文件，於申請入學國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予檢附。 

各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第一項第三款未經駐外機構、行政院設立

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驗證；其業

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於第一項外國學生註冊入學後，列冊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備查。 

第一項外國學生如申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招生額滿無法接受入學，得向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申請輔導至有缺額之學校入學。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視第一項申請入學學生甄試成績，編入適當年級就讀或隨

班附讀；附讀以一年為限，經考試及格者，承認其學籍。 

第 20 條之 1 

外國學生因該國發生戰亂、重大災害或重大傳染疾病疫情等情事，致該地區之

學校無法正常運作，得經我駐外機構、或其本國駐華使領館或授權機構檢齊相

關評估資料，經本部會同外交部、內政部移民署等相關機關認定後，其入學高

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以專案辦理招生。 

前項專案就學採外加名額者，以各校招生核定各該學制總名額外加百分之一為

原則。 

第 21 條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前二條規定入學者、經駐外機構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

獎學生及具我國永久居留身分者，依就讀學校所定我國學生收費基準辦

理。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依其就讀學校所定外國學生收費基準，並不得

低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準。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段應繳之

費用，仍依原規定辦理。 

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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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

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第 23 條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學校或相關主管機關應即依

規定處理。 

第 24 條 

外國學生有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學校應通報外交部領事

事務局及學校所在地之內政部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本部。 

第 25 條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需要對招收外國學生之學校辦理訪視，學校違反本辦法

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學校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處理者，各該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並得視情形調整招收外國學生名額。 

第 26 條 

外國學生來臺於大專校院附設之華語文中心學習語文者，其申請程序、獎補助、

管理與輔導、缺課時數逾該期上課總時數四分之一以上及變更或喪失學生身分

之通報，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九條、第十五條、第

十六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 

第 27 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書

表格式，由各校定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所定書表格式，由本部

定之。 

第 2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零二年九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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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二 條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

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者，得依本規定申請入

學。 

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最近連續居

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

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

已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喪

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

未於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略) 

第 二 條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

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者，得依本規定申請入

學。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列條件，於申請時並已

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規定申

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

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

已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喪

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

未於當學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

發。 

(略) 

一、配合「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

法」修正。 

二、其餘未修正。 

第 四 條  

依本規定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其名額

以教育部核定本校當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

分之十為原則，並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

報教育部核定；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

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者，應

併同提出增量計畫(包括品質控管策略及配

套措施)報教育部核定。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

學合作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不

在此限。 前項外國學生招生名額，不含未具

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本校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

生未招足情形，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 

第 四 條  

依本規定招收之外國學生，其名額以本校當

學年度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名額外

加百分之十為限，並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

額報教育部核定。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

作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不在此

限。 前項外國學生招生名額，不含未具正式

學籍之外國學生。 

本校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

生未招足情形，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 

一、配合「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

法」放寬大專

校院招收外國

學生之名額修

正。 

二、其餘未修正。 

第 六 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於本校規定期限內

逕向國際事務處提出入學申請（如有特殊核

定之國際學程班，其申請時間依招生簡章規

定辦理），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發給入學許

第 六 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於本校規定期限內

逕向國際事務處提出入學申請（如有特殊核

定之國際學程班，其申請時間依招生簡章規

定辦理），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發給入學許

一、配合「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

法」將「駐外

使領館、代表

處、辦事處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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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國籍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學歷證明文件： 

（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

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三）其他地區學歷： 

１、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

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２、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

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

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

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

明。 

五、各系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本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

三款至第五款未經我國駐外機構、行政院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

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

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國籍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學歷證明文件： 

（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

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三）其他地區學歷： 

１、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

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２、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

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

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

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

明。 

五、各系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本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

三款至第五款未經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

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

簡稱駐外館處）、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

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

查證。 

其他經外交部

授權機構 (以

下簡稱駐外館

處 )」修正為

「 駐 外 機

構」。 

二、依駐外機構組

織通則第二條

第一項規定：

「本通則所稱

駐外機構，指

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一、政

府於與我國有

邦交國家設置

之大使館、總

領事館或領事

館。二、政府

於與我國無邦

交國家設置之

代表處或辦事

處。三、政府

於國際組織總

部所在地設置

之代表團。」 

三、其餘未修正。 

第 十 條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

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

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

證明文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

機構驗證。 

第 十 條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

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

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

證明文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

館處驗證。 

一、駐外機構同第

六 條 修 正 說

明。 

二、其餘未修正。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

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

畢業後一年。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

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

畢業後一年。 

一、配合「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

法」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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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

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回

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

予退學。 

外國學生曾在國內大專校院以操行、學業成

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

學者，不得再依本規定申請及轉學入學就讀。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

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回

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

予退學。 

外國學生曾在國內大專院校以操行、學業成

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

學者，不得再依本規定申請及轉學入學就讀。 

第十四條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駐外機構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

獎學金受獎學生，依本校所定本國生收費基

準。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

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由本校訂定不

低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準。於教育部「外

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

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段

應繳之費用，仍依原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條件辦理： 

一、經駐外館處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

獎學金受獎學生，依本校所定本國生收費基

準。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

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由本校訂定不

低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準。於教育部「外

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

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段

應繳之費用，仍依原規定辦理。 

一、配合「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

法」酌作文字

修正。 

二、駐外機構同第

六 條 修 正 說

明。 

三、其餘未修正。 

 

第十七條  

外國學生入學及在學期間，本校相關單位負

責各項業務如下： 

一、國際事務處負責外國學生就學申請公

告、收件、發佈名單；辦理外國學生獎助學

金，就學申請輔導、聯繫等事項，並加強輔

導外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協助校

對招生相關外語文宣資料並負責與合作學校

之協調事宜。 

二、教務處負責印製外國學生招生簡章、簽

核系所審查之錄取名單、發給入學許可、註

冊等事宜。 

三、各系所辦理外國學生入學審查或甄試，

並於簡章規定期程內將審查或甄試合格者名

單及相關資料，經由所屬學院，送教務處彙

整呈報校長核准後，由國際事務處公布錄取

名單。 

四、學生事務處負責外國學生平時生活及學

習心理等相關問題輔導等事宜。本校於每學

第十七條  

外國學生入學及在學期間，本校相關單位負

責各項業務如下： 

一、國際事務處負責外國學生就學申請公

告、收件、發佈名單；辦理外國學生獎助學

金，就學申請輔導、聯繫等事項，並加強輔

導外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協助校

對招生相關外語文宣資料並負責與合作學校

之協調事宜。 

二、教務處負責印製外國學生招生簡章、簽

核系所審查之錄取名單、發給入學許可、註

冊等事宜。 

三、各系所辦理外國學生入學審查或甄試，

並於每年五月底前將審查或甄試合格者名單

及相關資料，經由所屬學院，送教務處彙整

呈報校長核准後，由國際事務處公布錄取名

單。 

四、學生事務處負責外國學生平時生活及學

習心理等相關問題輔導等事宜。本校於每學

一、配合本校外國

學生入學申請

期程修正。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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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不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

園國際化，有助我國學生與外國學生交流、

互動之活動。 

年度不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

園國際化，有助我國學生與外國學生交流、

互動之活動。 

第十八條  

各學系（所）應隨時留意外國學生在學狀況，

學生如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

實者，應即依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八條  

各學系（所）應隨時留意學生在學狀況，學

生如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

者，應即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配合「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

法」酌作文字

修正。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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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草案)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4 日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4 日教育部台文字第 0970150809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9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4 日教育部台文字第 098023115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9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25 日教育部臺文(二)字第 100004914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2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教育部臺文（二）字第 1010249154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4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31 日教育部臺教文（五）字第 105004151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3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月○○日教育部臺高(四)字第 106○○○○○○○號函核備 

第 一 條 本規定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者，

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

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應自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

招生委員會分發。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民，

其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不受前二

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

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

連續居留，指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連續

居留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

間內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居

留期間計算： 

一、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

術訓練專班。 
二、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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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二年。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

年。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 三 條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申請時於香港、澳門或海外連續居留滿六年以上者，得依本規定申請

入學。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

留海外六年以上者，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前二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

日。但符合前條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

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

月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海外，準用前條第五項規定。 

第 四 條 依本規定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當學年

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並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報教育

部核定；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

之十者，應併同提出增量計畫(包括品質控管策略及配套措施)報教育

部核定。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

不在此限。 前項外國學生招生名額，不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本校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得以外國

學生名額補足。 

第 五 條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採申請入學方式辦理，並得視需要另行辦理轉學

招生。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他

相關規定列明於招生簡章並公告之。 

第 六 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於本校規定期限內逕向國際事務處提出入學

申請（如有特殊核定之國際學程班，其申請時間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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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籍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學歷證明文件： 

（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

辦理。 
（三）其他地區學歷： 

１、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

學校學歷。 
２、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

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

額獎助學金之證明。 
五、各系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本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未經我國駐

外機構、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

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第六條之一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錄

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

如畢業後始發現者，將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第 七 條 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學，以一次為限。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

除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得逕依本校規定辦理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

其入學方面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

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前條規定申請入

學，不受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但若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

雙語部（班）或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

等學校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前條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

一項及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限制。 

第 八 條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本校所辦理回流教育之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

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份

者或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課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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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

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

或下一學年註冊入學。 

第 十 條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

醫療及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

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

身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年。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

入登記、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外國學生曾在國內大專校院以操行、學業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

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再依本規定申請及轉學入學就讀。 

第十二條 外國學生如違反本規定第二條、第三條或第十一條之規定，並經查證

屬實者，撤銷其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畢業後始發覺者，除勒令繳銷

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十三條 外國學生入學後，成績優良者得依本校規定向國際事務處申請獎助學

金；惟依教育合作協議遴薦入學者，從其協議辦理。 

本校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得自行提撥經費設置外國學位生獎學

金、助學金。 

第十四條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駐外機構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學生，依本校

所定本國生收費基準。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由本校訂定不低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

準。於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

日修正施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段應繳之費用，仍依原規

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校應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登錄外國學

生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第十六條 本校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協議，招

收外國交換學生；並得準用本規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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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時，仍需繳交醫療及傷害保險或全民健康保

險證明文件。 

第十七條 外國學生入學及在學期間，本校相關單位負責各項業務如下： 
一、國際事務處負責外國學生就學申請公告、收件、發佈名單；辦理

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就學申請輔導、聯繫等事項，並加強輔導外

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協助校對招生相關外語文宣資料

並負責與合作學校之協調事宜。 
二、教務處負責印製外國學生招生簡章、簽核系所審查之錄取名單、

發給入學許可、註冊等事宜。 
三、各系所辦理外國學生入學審查或甄試，並於簡章規定期程內將審

查或甄試合格者名單及相關資料，經由所屬學院，送教務處彙整

呈報校長核准後，由國際事務處公布錄取名單。 
四、學生事務處負責外國學生平時生活及學習心理等相關問題輔導等

事宜。本校於每學年度不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園

國際化，有助我國學生與外國學生交流、互動之活動。 

第十八條 各學系（所）應隨時留意學生在學狀況，外國學生如有違反就業服務

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應即依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九條 外國學生有轉學、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本校國

際事務處應通報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學校所在地之內政部移民署各

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第二十條 外國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系（所）、轉學、休學、退學及其他學籍、

學業、生活考核等事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本校學

則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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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6學年度第15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五：有關修訂本校師培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草案)」事

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訂本辦法第二條「抵免資格」及第三條「抵免限制」相關規

定。 
二、修正辦法、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會議附件一，敬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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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程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草案)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二條   抵免對象： 
8.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學分，未將所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學分計入畢業應修學

分，再入學成為本校學生，且通

過本校與其所修相同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甄選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9.本校師資生應屆畢業錄取本校

碩、博士班，依規定移轉相同類

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師

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 

第二條   抵免對象： 
8.(新增) 

新增本辦法抵免適用對象，以鼓

勵本校畢業師資生留才繼續修習

教育學程，使法條更臻完善。 

第三條   抵免限制 
1.符合第二條第二款至第五款

者，抵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應

修學分數四分之ㄧ為限。 
2.符合第二條第一、六、七款

者，抵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應

修學分數二分之ㄧ為限。 
3.(刪除)  
4.3. 除第八、九款以外，同時符

合第二條兩款以上資格者，總抵

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

數二分之一為限。 
4.符合第二條第八、九款者，教

育專業課程學分數經本中心審核

通過後得全數抵免。 

第三條   抵免限制 
1.符合第二條第一款、第七款

者，抵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二分之ㄧ為限。 
2.符合第二條第二款至第五款

者，抵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四分之ㄧ為限。 
3.符合第二條第六款者，抵免

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

數二分之一為限。 
4.同時符合第二條兩款以上資格

者，總抵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1.修正各款可抵免學分上限。 
 
 
2.修正各款可抵免學分上限。 
 
 
3.刪除原第三款，併入第二款。 
4.修正項次。 
 
5.新增第二條第八款可抵免學分

上限。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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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程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草案) 
98 年 07 月 30 日 台中（二）字第 0980130313 號函核定 

100 年 12 月 29 日 臺中(二)字第 1000237741 號函備查 
103 年 07 月 01 日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30093956 號函備查 
104 年 08 月 07 日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40099488 號函備查 

106 年 06 月 23 日 105 學年第 8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6 年○月○日 第 153 次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第一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本校師資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依據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等相

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抵免對象 

1.曾在他校修畢（習）與本校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經與本校相同師資類科教育

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

生資格後所修習，且不計入畢業學分數規定者。 
2.曾在他校修畢（習）與本校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經與本校不同師資類科教育

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

生資格後所修習。 
3.本校教育研究所學生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 
4.本校非師資生修習本校教育專業課程，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 
5.本校師資生校際選課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者。 
6.他校依規定移轉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至本校者。 
7.已持有合格教師證書，經與已取得教師證書不同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

者。 
8.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未將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計入畢業

應修學分，再入學成為本校學生，且通過本校與其所修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取

得師資生資格者。 
9.本校師資生應屆畢業錄取本校碩、博士班，依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

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 
第三條   抵免限制 

1.符合第二條第二款至第五款者，抵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四分之ㄧ為限。 
2.符合第二條第一、六、七款者，抵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二分之ㄧ為限。 
3.除第八、九款以外，同時符合第二條兩款以上資格者，總抵免學分以教育專業課程應

修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4.符合第二條第八、九款者，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得全數抵免。 

第四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及範圍如下： 
1.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2.科目名稱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3.擬申請抵免之學分，以其申請時向前推算 10 學年(含)內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為限，

惟提出相關領域從事教職、進修或卓越表現證明者，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同意採認者

不在此限。 
4.各類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不得相互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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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合第二條第七款者之學分抵免科目，其修習成績不得低於 B-等第(百分制 70 分)，
方得辦理抵免。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以辦理一次為原則，教育研究所學生及校際選課學生不受此限，辦理

時間依本校行事曆規定。 
第六條   學生申請抵免時應檢具抵免申請表及成績單正本，必要時應檢附授課大綱、學分證明等

相關佐證資料。 
第七條   抵免之認定，由中心針對課程之教學目標、課程內涵與成績要求並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

條件等嚴格審核之。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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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06學年度第153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政治經濟學系 

 
案由六：本系「畢業專題(一)」課程(課號PE305G)擬更改學期總成績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系「畢業專題(一)」課程(課號PE305G)，授課教師陳若蘭助理教

授，該課程中黃靜雅同學(學號B036060045)與吳珮嘉同學(學號

B036060002)為同組畢業專題撰寫，該科成績應為A-，在輸入系統

時，誤將黃靜雅同學(學號B036060045)輸入B，擬請校方協助更改成

績。 
二、本提案經本系106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在案。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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