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第 171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國研大樓 1 樓華立廳 

主席：林教務長伯樵                            紀錄：王苡晴  

出席：林教務長伯樵、楊學生事務長靜利(于副學務長欽平代)、賴處長威光(王

組長玲瑗代)、賴院長錫三(陳副院長尚盈代)、吳院長明忠(薛副院長佑玲

代)、范院長俊逸、葉院長淑娟(王主任昭文代)、洪院長慶章(張副院長揚

祺代)、邱院長文彬、王院長宏仁(陸副院長曉筠代)、羅主任景文、盧主

任莉茹、張主任瑞芝、陳主任尚盈、楊所長婉儀、謝所長榮峯、李主任

志聰、江主任友中、羅主任春光、鄭所長光宏、莊所長承鑫、薛所長佑

玲、吳所長明忠(徐副教授志文代)、李主任哲欣、李主任宗璘(謝主任耀

慶代)、彭主任昭暐、鄺主任獻榮、郭主任紹偉、張主任美濙、袁所長中

新、黃所長婉甄、謝主任耀慶、陳主任彥銘、黃主任明新(佘主任健源代)、

林主任芬慧、王主任昭文、彭所長渰雯、紀所長乃文、王所長紹蓉、佘

主任健源、鄭主任源斌、陳所長信宏、胡所長念祖(劉所長正山)、吳主任

世傑、張所長顯超、劉所長正山、李所長慶男(鄭副教授宜玲代)、莊所長

/主任雪華、郭主任育仁(黎助理教授寶文代)、江主任政寬、蔡主任俊彥、

羅主任凱暘、王主任以亮、陸主任曉筠、楊副教授郁芬、張副教授中、

王助理教授復康、邱副教授敬貿、張教授揚祺、童副教授永年、劉副教

授叔秋、何學生代表品萱、林學生代表聖曜 

列席：謝副教務長東佑、高秘書瑞生、黃組長敏嘉、謝組長佳蓁、郭主任建成、

歐主任淑珍 

請假：王研發長朝欽、朱產學長安國、周主任雄、薛主任憲文、陳主任慶能、陳

所長孟仙、李主任澤民、陳主任美華、鄭主任雯、洪所長世謙、謝學生代

表凱淇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頒獎： 



ㄧ、頒發本校 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績優計畫 

二、頒發本校 109 學年度「博士研究生優秀畢業論文獎」 

肆、報告事項： 

ㄧ、前(170)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確認。-------------------------------------1-2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3-31 

伍、提案討論： 

ㄧ、擬修正各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提請核備。(提案單位：各學

院、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32-106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第三十七

條有關教師申請教學績優教師年限規定，建議法規文字用語再斟酌修正，

以求周全。 

二、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須知，提請追認。(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課務組)--------------------------------------------------------------------------107-119 

 決議：照案通過。 

三、擬訂定本校學士班招收全英分班(組)學系學生系內轉換班(組)別要點(草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120-121 

 決議：照案通過。 

四、:擬修訂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

務處註冊課務組)--------------------------------------------------------------122-134 

 決議：照案通過，博士論文英文名稱一併修正為 Doctoral dissertation。 

五、擬修訂本校學位考試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135-143 

 決議：照案通過。 

六、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

務處註冊課務組)--------------------------------------------------------------144-146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七、本校 110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165-189 

 決議：照案通過。 

八、本校試辦數位學位證書發證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

務組)-----------------------------------------------------------------------------190-194 

 決議：照案通過。 

陸、散會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71 次教務會議 
前(170)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擬修訂本校「教學助理培訓及考核辦法」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

二、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三、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四、擬新訂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受理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

用之「中山高醫學士班轉校審查標準」(草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五、本校「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碩士班」擬授予學位中、英文

名稱、證書註記等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碩士

班）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六、本校相關系所擬修正暨新訂「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相關系所）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七、本校相關系所擬修正暨新訂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育才審查

標準」(草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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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相關系所）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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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71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工作報告 

註冊課務組 
一、 110學年度第1學期因屬教師之失誤而需更改成績者，經由系務(所務、學位

學程、西灣學院各中心)會議通過後，迄3月1日送交教務處彙整共計29件(如
附件一)(P20)，包括：中文系1件、音樂系1件、生科系2件、機電系2件、資

工系1件、企管系2件、資管系2件(其中一件全班更正)、人管所1件、海資系

2件(其中一件全班更正)、海工系3件、人科學程2件、西灣學院9件、全英語

卓越教學中心1件，全數通過。其中牽涉及格與否者，共計10件。 
二、 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計41人(前一學年度同期為

38人)，含外文系4人、音樂系3人、生科系1人、化學系1人、應數系2人、電

機系4人、機電系2人、資工系7人、光電系1人、材光系3人、企管系4人、資

管系1人、財管系3人、政經系4人、社會系1人。 
三、 110學年度第1學期總休學人數946人，總退學人數321人，各學制統計如下表： 

學期／學制 
學

士

班 

碩

士

班 

碩

專

班 
暑碩專班 

博

士

班 
合計 

總

休

學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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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退

學

人

數 

108-1 118 111 59 1 28 317 
108-2 52 95 36 0 60 243 
109-1 140 104 63 2 31 340 
109-2 55 102 51 0 46 254 
110-1 148 87 51 1 34 321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共168人(前一學年度同期為179人)，各類退

學原因、人數及處理依據詳如附件二(P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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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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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1 42 99 7 53 36 98 9 66 39 82 

逾期未註冊 2 32 4 29 2 24 3 27 2 34 6 29 

修業年限屆滿 2 29  6 4 25  4 4 27  7 

應令休學且休學期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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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三學期三分之二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2  3  1  1  2  1  

累計三學期二分之一不

及格(1041 學則修訂) 
5  6  15  10  5  4  

未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      2       

總計 
17 112 55 134 29 104 50 129 23 127 45 123 

129 189 133 179 150 168 

學業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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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4.76% 13.53% 6.15% 4..67% 2.98% 

學籍因素應令退學 
(佔應退比重) 

10 112 46 134 13 102 39 129 16 127 40 123 

7.75% 86.82% 24.34% 70.9% 9.77% 76.69% 21.79% 72.07% 10.67% 84.67% 23.8% 73.21% 

基準日在校人數 9019 9563 9132 9706 9302 9,897 

應退佔在校人數比重 1.43% 1.98% 1.46% 1.84% 1.61% 1.7% 

五、 為降低學士班學生因學習情況不佳而應令退學之比例，本處彙整現行學習

預警及輔導措施如列表，請各學系及導師配合加強學生輔導。 

預警及輔導措施 說   明 業務單位 

期初預警 
針對歷年學業成績有 1/2 不及格(含)以上名單，每學期初

由教務處發文各系所轉知導師關懷學生學習狀況。【110-
2 期初預警 373 人】 

註 冊 課 務

組/各學系 

導師晤談 

每學期諮職組檢附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1/2 不及格學生之

「導師晤談表」，轉交給相關學生之導師，請導師協助了

解學生學習狀況，並視學生意願與特殊情況，轉介諮職

組輔導。【110-1 學業成績 1/2 不及格 78 人】 

諮職組 /各
學系 

期中預警 

每學期教務處彙整學士班授課教師提供學生因期中學習

狀況不佳達2科以上，發文各系所轉知導師、學生家長及

學生，俾利進行期中學習預警及相關之輔導，期使降低

導致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可能性。【110-1期中預警179人】 

註 冊 課 務

組/各學系 

補救教學 
教發中心每學期初函請各學系申請開授學習輔導角落暨

補救教學課程，並依當期經費狀況核撥予課程補助款。

【110-1 開設 32 門補救教學課程】 

教發中心 /
各學系 

高關懷名單 

註冊課務組篩選已有 2 次 1/2（2/3）不及格且當學期又

被期中預警的學生，於學期中建立高關懷名單，函請學

系及導師加強輔導（如建立客製化之課輔機制），並回復

輔導情形。【110-1 學業高關懷名單 5 人】 

註 冊 課 務

組/各學系 

六、 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士班『期初預警』總人數373人，將學生歷年學業成績

曾有二分之一不及格紀錄分送各系所。107-110學年度期初預警人數統計如

下表： 
學期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1102 

得適用學業退學標準人數 384 365 323 353 313 315 271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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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學業退學標準人數 29 105 71 96 82 107 65 107 

期初預警總人數 413 470 394 449 395 422 336 373 

七、 依143次教務會議通過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

自104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

學年結束前修習2小時以上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習課程為原則，未通過者，

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本課程經公告可採認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課程及本校各單位辦

理學術倫理研習課程，為維學術倫理品質，務請各系所提醒研究生於入學第

一學年完成修習並確認其修習規劃，以利學位考試申請。 
八、 109年1月8日第10次行政會議專案報告決議通過，自108學年度第2學期起，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及畢業離校時，均需檢附論文原創性比對資料。 
論文比對分兩階段辦理： 

(一) 第一階段：研究生自行使用本校圖書資訊處之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

統進行論文比對(均含摘要)，比對結果報告及論文初稿上傳至學位考試

申請系統，並於口試前一星期提供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審閱。  
(二) 第二階段：研究生辦理畢業離校時，另需繳交畢業論文之「Turnitin原創

性報告」及「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至系所辦公室

存查。 
(三) 各系所研究生修業相關規定訂有更嚴格之規定，得從其規定。 

九、 本校110年1月6日第10次行政會議通過學位論文比對相似度指標內容如下：

(學位考試施行細則將據以修正相關規定) 
「學位論文比對相似度指標，排除引言、參考文獻、目錄、附件等，檢核比

對結果之原創性總相似度指標以不超過12%為原則，超過者須經指導教授簽

名確認未有抄襲疑慮，始得通過。」 
十、 為利於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確認畢業資格，自107學年度第2學期起「學士班畢

業檢核網頁」增加預審功能，依學生於本學期加退選後之課程進行預審供學

生查詢，本組已EMAIL提醒應屆畢業生至畢業檢核系統檢視修業狀況，以

利學士班學生畢業規劃。 
十一、 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士班需通過「英語能力標準」畢業門檻應屆畢業生

1,242人，統計至3月3日止，完成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人數622人(53%)。 
107學年度起新增學生可直接申請「英語實踐歷程檔案」，學生可透過多元集

點措施與豐富的英語學習管道完成英語文能力標準，以期完善本校英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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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認證實施內涵。 
十二、 110學年度第2學期初選前課程大綱登錄比重為94.39% (109學年度第2學

期為92.28%)。 
十三、 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日期為3月1日至14日，為維

護學生權益，本處前已以海報及電子郵件通知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 
十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意見調查及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結果，業於開

學開放系統查詢並函知各一、二級學術單位，請系所轉知所屬教師上網查詢，

俾為本學期課程規劃及授課參考。 
十五、 110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問卷即時回饋系統，業於開學函知教師，可供運

用於學期中隨時進行教學問卷調查，亦可依課程需要採用紙本及網路方式

進行，該系統由教務處網頁／教師專區／教師課務系統（簽入帳號密碼）／

點 選 教 學 意 見 即 時 回 饋 系 統 進 入

（https://selcrs.nsysu.edu.tw/menu5/tchpass.asp?eng=0）。 
十六、 本校學生證版面使用十餘年，學生、教師均曾反應更版意見，本處亦有

進行更版考量，適逢110學年度下學期學生會向本處提出改版建議，經本處

與學生會討論後，將辦理本校學生證設計徵選活動，相關活動將由學生會規

劃主辦，本處支援活動所需資源及得獎作品獎金，以透過活動徵選出多數學

生、教職員可認同的設計，活動企劃已經本處確認，後續將請學生會開始進

行徵選活動，預計5月底完成後，於111學年度入學新生正式啟用新版學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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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試務組 
一、 111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名總人數7,337人，較去年(6,310)增加1,027人

(16.28%)，各學院報名總人數與去年比較統計如下表： 
學院 

學年度 文 理 工 管理 海洋科學 社會科學 西灣 
110 129 457 3121 2289 91 207 16 
111 112 590 3399 2837 92 288 19 

增減% -13.18% 29.10% 8.91% 23.94% 1.10% 39.13% 18.75% 

高階碩士學程在職專班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七條資格報考者共計30人，

業於111年1月3日召開111學年度招生考試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資格審查招生

委員會第4次會議完成複審，結果如下表： 

專班 報考人數 教務處報名組
初核 

系級招生委員會
複核 校級招生委員複審 

EMBA 27 通過 27 人 通過 27 人 通過 25 人 
EMPP 3 通過 3 人 通過 3 人 通過 2 人 

二、 本校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海納百川計畫」招生考試共計21學系提供

55個名額參與招生，經各招生學系辦理報考資格初審、書面審查及面試，業

於110年12月15日放榜，總錄取名額53名，備取生遞補作業至3月4日截止。

招生人數詳如下表。 

學系名稱 招生 
名額 

招收

弱勢

名額 

報名 
人數 

符合報

考資格 

錄取人數 

正取 備取 

中國文學系 1  13 10 1 1 
外國語文學系 4 ✽ 39 32 4 6 
劇場藝術學系 3 ✽ 21 19 3 8 
音樂學系 3 ✽ 30 20 3 8 
生物科學系 5 ✽ 23 21 5 14 
化學系 1  21 21 1 1 

化學系英語組 1  2 2 1 1 
物理學系 2 ✽ 20 20 2 1 

物理學系量子科技組 1 ✽ 3 3 1 1 
應用數學系 3 ✽ 18 8 3 3 
電機工程學系 4 ✽ 42 32 4 3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  52 50 2 3 
資訊工程學系 3 ✽ 61 42 3 2 
光電工程學系 1  11 11 1 6 
資訊管理學系 3 ✽ 10 4 1 0 
財務管理學系 1  7 7 1 0 

國際經營管理全英語學士 5 ✽ 34 30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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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1  4 4 1 2 
海洋科學系 2 ✽ 15 13 2 2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1  7 7 1 1 
政治經濟學系 1  8 4 1 1 
社會學系 2 ✽ 20 16 2 0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

位學程 5 ✽ 108 82 5 7 

合計 55  569 458 53 81 
「＊」為符合該學系報考資格並達最低錄取標準者，內含 1 名優先錄取弱勢學生名

額。 
  
三、 本校「111學年度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第一梯次申請入學，於110年

9月2日公告簡章，10月18日報名截止，共71人報名，經系所審查並經教育部

及僑委會審核身分資格，確認其錄取意願後，業於2月10日公告錄取名單，

共錄取17人。 
四、 本校112學年度特殊項目-「藥學系」增設案：教務處業於111年1月25日中教

字第1110700038號函報教育部審核中，預計7月下旬回覆結果。 
五、 本校申請學士後醫學系案，教育部業於111年3月3日臺教高 (四 )字第

1110021395B號函覆依衛生福利部意見同意核予公費生招生名額23名(醫學

公費生)，並得於學校招生名額總量外加方式辦理。 
 

招生策略辦公室 
一、 國內招生相關活動 

(一) 遠見雜誌宣傳：以中山大學整體教學競爭力為主軸，專訪林伯樵教務長

及西灣學院李香蘭副院長，並以數位專題的形式於「遠見2022大學暨技

職入學指南」網站平臺宣傳本校。專訪文章於2/25(五)刊登於遠見雜誌線

上版 (文章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87422），並將於學測成

績放榜至申請入學報名期間，結合本校的社群平臺加強推廣。 
(二) ICRT廣播宣傳：以本校全英語專班及學校整體競爭力為宣傳主軸，配合

學測放榜至申請入學報名間期程，於ICRT廣播進行三種形式廣告： 

1. 30秒輪播廣告：簡短傳遞中山獲選雙語大學及全英班招生資訊，排定

3月首兩週每日播出5-6檔，後兩週每日播出3-4檔，共計100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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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目專訪：排定3月2日下午6點40分(家長通勤尖峰時刻)於ICRT節目

播出化學系-邱政超老師的預錄專訪1次。ICRT亦授權本校使用此專訪

音檔做為招生宣傳使用。 

3. 雙語標竿大學字眼BANNER（連結本校官網）：於ICRT網站及APP輪播

露出1個月。 

(三) 未來學生網頁改版：新版未來學生網頁，將以使用者(各潛在生源)為中

心，內容將整合既有招生活動資訊、學系初探、申請入學準備指引等網

頁，建立一站式取得資訊的平台。此外，為因應2030雙語大學，網頁內

容同步以中文及英文呈現，擬增加全英語專班及英語學習資源等內容，

期能讓更多未來學子，透過網頁認識學系特色及未來大學的學習資源。 
(四) 近期(預計)辦理的國內招生宣導活動如下： 

活動 日期 人數 活動內容 

蒞 校

參訪 

111 年 2 月 23 日 
09：30~11：30 

約 285 人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來訪 
學生：高二生、269 人 
教師：19 人 
（2/10 來電通知因疫情考量取消來

訪行程） 

111 年 5 月 9 日 
13：00-15：00 

約 322 人 
臺東高中(策略聯盟) 
學生：高二生、307 人 
教師：15 人 

校 外

宣導 

111 年 2 月 25 日 
9：00-12：00 

自由參加 
全 校 學 生

1351 人 

虎尾高中 
大學博覽會活動 

111 年 2 月 25 日 
13：00-16：10 

自由參加 
三民高中 
大學博覽會 

111 年 3 月 2 日或 3
月 3 日（待定） 
12：30-13：15 

高二~三生 
約 20 人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策略聯盟) 
講題：理學院校系宣導 

111 年 3 月 5 日 
10：00-15：00 

自由參加 
嘉義市政府 
大學博覽會活動 

111 年 3 月 5 日 自由參加 屏東女中(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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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 人數 活動內容 

10：30-14：00 屏東區大學升學博覽會活動 

111 年 3 月 14 日 
14：20-15：50 

高三生 
約 40-60 人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主講人：政經系王俊傑老師 
講題：高三審查資料及面試技巧準

備 

111 年 3 月 21 日 
12：10-13：00   

武陵高中 
主講人：郭建成主任 
講題：全英專班介紹 

111 年 4 月 8 日 
13：30-15：20 

高三生 
約 350 人 

道明高中(策略聯盟) 
主講人：電機系謝東佑老師 
講題：大學申請入學備審資料準備

與面試技巧 

111 年 4 月 11 日 
12：00-13：00 

高二~三生 
約 20 人 

國立新竹高中 
主講人：材光系郭紹偉主任 
講題：材料與光電學群二階段準備

指引 

111 年 5 月 13 日 
10：30-10：55 

高二生 
約 110 人 

新興高中 
主講人：政經系李予綱老師 
講題：大學博覽會-升學科系介紹(政
治經濟學系) 

111 年 5 月 13 日 
10:30-10:55 
  

高二生 
約 110 人 

新興高中 
主講人：電機系馬誠佑老師 
講題：大學博覽會-升學科系介紹(電
機工程學系) 

二、 運用招生專業化優勢於招生宣傳 
(一) 辦理NSYSU「關於學習歷程檔案…教授，我有問題！」問卷調查 

1. 說明：高中生對於學習歷程檔案有諸多疑惑，且苦無管道向大學教授

請益。策略辦公室藉由此訊息落差，以線上募集全國高中生對於學習

歷程檔案的疑問，請本校各領域教授協助回應，不僅提升高中生對本

校重視新課綱考生的正面印象，此Q&A問答集亦可作為申請入學準備

期間具吸引力之宣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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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計有291位高中生投稿問題(統計至2/9)，本辦公室業將回饋彙集成

14個問題，邀請學系師長回覆，於111年2月27日至3月2日 (學測成績

查詢期間)分批於中山大學招生資訊臉書粉絲團及IG公告Q&A問答集，

該系列貼文目前總觸及人數為4萬8千883人(統計截至3/1)。 

3. 感謝中文系、外文系、劇藝系、生科系、物理系、資工系、機電系、

光電系、財管系、政經系及海工系等學系師長協助回應高中生問題。 

(二) 指引西灣未來之星：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診療室 

1. 說明：成立本校諮詢教師群，檢視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並提供建議，

協助高中學生有效規劃及執行自我學習計畫。 

2. 前兩屆廣受高中師生好評，第三屆申請期間即日起至2/18，總計100件，

額滿為止。本屆更由本校學生組成「自主學習規劃大小事，學長姐給

你問！」線上諮詢團隊，提供申請者15分鐘「一對一的線上諮詢」服

務。 

3. 感謝中文系、外文系、劇藝系、音樂系、生科系、化學系、物理系、

生醫所、電機系、資工系、機電系、材光系、光電系、財管系、資管

系、政經系、社會系、教育所及海工系等學系師長協助擔任諮詢教師。 

三、僑生招生試務與招生宣傳 
(一) 以僑生為主角於Youtube頻道建立【僑見中山】專區，111年2月上架【僑

見中山】校園開箱．中山之美，透過僑生團隊轉載僑生各大社群。 
(二) 111學年度第一次單招榜單預定於111年2月10日公告於本校教務處網站，

錄取32人，較去年(25人)增加7人，確認入學名單為17人，依教育部來文

錄取名單公告之辦理方式，不公告放棄入學之錄取生，僅供公告確認錄

取意願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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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一、雙語教學相關計畫 

(一) 111年3月4日(五)上午總統蒞臨本校參訪雙語校園，由本處與西灣學院共

同辦理，地點於圖資大樓10樓西灣學院，參訪內容包含如下表，活動圓

滿成功，感謝各單位師生協助及參與。 
時間 活動內容 

10:30 
｜ 
10:45 

中 山 大 學

雙 語 校 園

發 展 現 況

簡報 

 中山大學雙語計畫暨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 
主講人：林伯樵教務長 

 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ELTA 教育資源中心  
主講人：教育研究所莊雪華所長 

10:45 
｜ 
10:55 

EMI教學實

地觀課 

 課程名稱：全球化社會的倫理道德 ETHICS IN A GLOBAL 
SOCIETY 

 授課教師：席德恩(Brady Michael Jack)助理教授 
 系所：通識博雅向度二 
 課程名稱：微積分（二）CALCULUS(II) 
 授課教師：羅春光教授 
 系所：電機、機電、化學三系大一全英語專班必修 

10:55 
｜ 
11:05 

EMI教師社

群 活 動 觀

摩 

 主題：作為 EMI 教師，如何自我提升英文能力 
 主講人：徐學慧老師 

11:05 
｜ 
11:15 

學 生 英 語

交 流 活 動

實地觀摩 

 Si Wan English Club 
活動帶領人：Andy, Mike, Carolyn, Woody, Cassia, Martha  

 Si Wan English Writing and Speaking Studio 
Tutor：Andrew (美國籍企管系博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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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部訂KPI達成情形： 
面向 
(Dimension) 

指標 
(KPI) 109 學年現況 

2021 
(110 學年度)
目標 

2021 
(110 學年度)達成情
形至 111/2/25 止 

機構策略與管
理 (Institution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1.校級 EMI 推動專責
單位* - 

1.成立雙語學
習計畫推動
辦公室 

2.召開諮詢委
員會議 

1.已成立雙語學習計
畫推動辦公室 

2.諮詢委員會議-已聘
任委員，預計 110-2
學期召開 

2.全英語教學
之院系所、
學位學程數
* 

大學部 0 
3 
(電機、機電、化
學) 

已達成(3) 

研究所 9 9 已達成(9) 

教師與教學 
(Teachers and 
teaching) 

1.EMI 實體課
程數(佔該學制
之課程比例)* 

學士班 114（5.66%) 151 (7%) 179 (8.85%) 

已達成 
碩士班 286 (17.31%) 358 (20%) 390 (22.06%) 
博士班 88 (27.41%) 106 (30%) 110 (31%) 
全校 488 (12%) 615 (15%) 679 (16.38%) 

2.EMI 線上課程數(佔全
校 EMI 課程比例)* 0 門 5 門(0.8%) 

0 門(0%) 
(預計 110-2 學期拍攝
本校 EMI 線上課程) 

學生與學習 
(Students and 
learning) 

1.學生英語力提升情形 
(大一結束英文能力達
B2 以上之學生比率) * 

15.4% 
 
109學年採校園OO 
PT 施測 

18% 
 
110 學年度起
改 由 校 園
TOEIC 檢核 

22% 
( 本 數 據 統 計 自
110.12.4 校園大一多
益測驗結果，110-2
學期將再配合大一
英文課程進行施測) 

2. 修 習 學 分
20%以上為
全英語授課
之學生比例
* 

大二 9.18% 13% 
已達成  
(18.9%本國學生 
19.16%所有學生) 

碩一 29% 35% 
已達成  
(36.94%本國學生 
40.61%所有學生) 

(三)全英語授課獎勵時數/獎勵金：本校獎勵教師全英語授課要點於上學期第6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自110學年度第2學期起，改為獎勵時數或獎勵金二

擇一模式。符合獎勵資格之課程，由教務處製表，授課教師應於公告時程

內擇定獎勵方式，並於學期末進行複審，因涉授課時數核計，擇定獎勵方

式後不得變更。 
(四) 全英語授課課程經費補助：依據本校「全英語教學精進實施計畫」，110學

年度學士班(不含外文系)以每學年開設3門講授類全英語授課課程為目標；

研究所(不含外文系、學位學程、碩專班、產碩專班)每學年至少開設6門，

且每學期至少2門(文學院所屬系所至少1門)。符合相關條件者，可申請經

費補助，補助結果將另案通知各系所。110學年度各系所開課情形請參見

附件三(P29)。 
(五)本校EMI教師培訓實施計畫：本校推動EMI教師培訓計畫，為鼓勵教師積

極參與，相關EMI活動參加紀錄已納入升等評分項目中，加分細節於「EMI
教師培訓實施計畫」中敘明，本實施計畫及執行內容預計於開學後陸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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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相關內容概述如下： 
  1.線上教學演示以及EMI教師培訓：110學年度第2學期與AIT合作執行

English Language Specialist Program (簡稱ELS Program)，邀請國外學者擔

任諮詢顧問與講師，其一提供40名本校及區域內教師參與，每人執行15分
鐘教學演示，並由國外學者提供回饋與建議，該計畫預計3月中開始；另

一為EMI教師培訓講座，分為基礎、進階以及高階三級課程，邀請國外學

者擔任講師，以線上模式進行，課程預計於5月中辦理。 
  2.教學觀課：為增進教師教學效能，提升本校教師EMI教學能力，教發中心

推動EMI課程觀課，搭配校內現有的微型教學精進服務，由領航教師觀察

教學現場教師授課並給予回饋，目前正在進行教學觀課表內容修訂。 
  3.實體EMI師資培訓講座/工作坊：本校執行EMI教師培訓計畫，「基礎」課

程已於110年11月辦理完畢，「進階」課程「創新教學與策略」已於3月5日
(六)以線上模式辦理完畢，參與教師人數82人。後續預計辦理場次如下表：  

級別 
課程名稱 

時間 地點 講師 

【進階】(第2門) 
跨越世代隔閡的

EMI教室 

111年 3月 25日
(五) 
14：00-17：00 

西灣學院 
西SW1007 

闕帝丰助理教授（逢甲

大學人文社會學士學位

學程兼外語教學中心主

任） 
【高階】 
講座一：指導技

巧與策略 
講座二：專業觀

課技巧訓練 

111 年 4 月 8 日

(五) 
13：00-17：30 

西灣學院 
西SW1005 

楊郁芬副教授（國立中

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李香蘭教授（國立中山

大學西灣學院  全英語

卓越教學中心） 
   

111年3月5日教師培訓進階課程-創新教學與策略（線上課程） 

 

 

14



 

 

 

1. 教師社群：本校自109-2成立全校教師社群，學期間每個月固定舉辦教師

社群活動，本學期第一場教師社群於3月4日(五)舉辦，主題為「作為EMI
教師，如何自我提升英文能力」，邀請應數系訪問學者徐學慧博士進行分

享，本次社群共18人參與，包含3位校外教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名、高

雄醫學大學2名)及1名外籍教師(本校亞太事務英語碩士學位學程)，講師

設計多元活動，活動過程現場教師參與熱烈；本學期4-6月規劃將邀請各

學院專業領域教師分享EMI教學經驗，活動細節確認後公告。 
  

  

(六)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 
  1. 110學年度全英授課跨校教師社群申請審核通過共4個社群，參與教師數

共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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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名稱 申請學校及系所 計畫主持人 社 群 教 師

人數 
EMI跨校教師成長社群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

學系 
蔡秉真助理教授 7 

STEM 結合EMI 教學創

新-以電動車主題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暨科

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楊政融助理教授 4 

EMI線上教學課程設計

教師成長社群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盧柏樑教授 11 

群英會 義守大學/醫學院學士後

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 
李政哲助理教授 4 

  2.區域中心內教師參加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線上課程，總計77位教師參加(含區域學校教師48位、本校教師29
位)。參加課程培訓教師之帳號皆已開通，課程規劃於111年5月8日完成。

後續中心將會按月提醒教師們上線學習並掌控進度，以協助所有參加者取

得課程證書。111年度下半年也預計舉辦第二梯次之課程補助。 
(七)海軍官校EMI師資培訓計畫：海軍官校委託本校辦理該校全英語授課課程

師資培訓認證計畫，111年1月24日教學演示後，計有10位海軍官校教師完

成第一梯次初階課程。111年3月28日起將陸續辦理第一梯次進階課程及

第二梯次初階課程，預計於6月至該校辦理EMI教學訪視，進一步瞭解海

軍官校英語教學現況，協助推動海軍軍官雙語化教育。 
(八)為提升 EMI 課程教師授課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本處教發中心擬辦理 110-

2 學期 EMI TA 培訓，包含「跨文化溝通」、「課室語言(含發音)」兩門課

程，兩門課程皆須完成，且需完成教務處及學術單位教學助理培訓課程，

始取得 EMI TA 資格。課程資訊如下： 
時間：1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 10:00~15:00 
地點：國研大樓 4 樓 4002 教室 
參與對象：本校有意擔任 EMI 課程之教學助理 

時間 Time 活動內容 Event 主持人/講者 Host/Speaker 
10:00-10:10 開場 

Opening Remarks 
教發中心歐淑珍主任 
Dr. Shu-chen (Sherry) Ou 

10:10-12:00 跨文化溝通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上海中芯學校校董辦顧問 
曾任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徐學慧老師 
Dr. Becky Shih 

12:00-13:00 午餐 Lunch Break  
13:00-15:00 課室語言(含發音) 本校外文系黃舒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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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Time 活動內容 Event 主持人/講者 Host/Speaker 
Classroom Language and 
Pronunciation 

Dr. Shu-ping Huang 

二、學院整體計畫 
(一) 本年度高教深耕學院核心架構計畫結合雙語教學計畫，各學院補助60萬

經費，第一季經費已授權使用，請各學院依管考期程完成計畫執行。 
(二)本年度高教深耕基礎教學設備提升計畫補助各學院40萬元，結合雙語計畫

增設追蹤鏡頭改善線上及遠距課程學習環境。各學院已完成經費授權，請

各學院系承辦人注意高教深耕經費管考期程完成計畫執行。 
(三)本(111)年度共學群申請計畫案於1月31日申請截止，本年度共計15件申請

案，相關計畫申請書已送審查，擬於3月下旬公告核定補之共學群。 
三、教師教學支援 

(一)110學年度總計有14位教師(文學院3位、理學院3位、工學院4位、海科院2
位、管理學院1位、西灣學院1位)接受評鑑，各院請於3月完成評鑑事宜，

並請於4月1日前將評鑑結果送交教務處。 
(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教學實踐南區基地111年度跨校教師社群申請辦法已於111年3月1日申請

截止，本年度共有18件申請案，教師數計119名，涵蓋32校教師，社群申

請案已送外審，預計111年4月1日前公告核定補助之跨校教師社群。 
  2.教學實踐南區基地110年度跨校教師社群成果分享業於111年2月10日

(四)10:00~15:00以線上方式辦理，共20個社群出席報告，並由本校說明111
年度社群計畫申請辦法，報名人數共計105人。 

  3.教育部自108學年度起規劃嚴謹的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績優計畫遴

選制度，109年度全國通過94件績優計畫，本校計有電機系謝東佑老師、

光電系于欽平老師及中文系杜佳倫老師等3件獲得殊榮。各校績優計畫統

計表如下： 
 

全國總計 中山 台大 清大 陽 明
交大 成大 中興 中央 中正 

108年度 105 3 2 1 1 7 1 2 3 

109年度 94 3 1 2 3 3 2 2 1 

 
(三)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辦理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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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單位師生同仁參加： 
時間 講題 講者 地點 報名 
111/4/14(四) 
14:00-16:00 

待定 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課程與教學傳

播科技所/張新仁

教授 

待定 
 

111/4/15(五) 
13:30-15:30 

打開學習的邊界：

線上教學的組裝

與限制 

國立臺灣大學創

新設計學院/黃書

緯助理教授 

本校國研大樓 3 樓

3002 教室 

111/4/29(五) 
13:30-15:30 

翻轉與實作 --我
在臺大土木系的

一些教學嘗試 

國立臺灣大學土

木系/黃尹男副教

授 

本校國研大樓 3 樓

3002 教室 

111/6/1(三) 
14:00-16:00 

英語授課與教學

實踐研究的邂逅

(全英文演講) 

淡江大學運輸管

理學系/鍾智林副

教授 

本校國研大樓 3 樓

3002 教室 

 

四、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一) 微學分課程：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共計120人取得1學分認證，111年度截

至3月7日已有63位參加學生人次。本校已建置「微學分課程平臺」

(http://mcc.tdc.nsysu.edu.tw/index.aspx)供師生線上申請微學分，歡迎本校

教師踴躍開設微學分課程，提供學生正課以外加深加廣的多元形式活動，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多元技能。各課程可申請至多2萬元的經費補助。  
(二)「推動數位自學課程」計畫： 
  1.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共計44人次取得數位課程證書，已由教務處教發中心

彙整學生清單，送交註冊課務組登錄為畢業學分。 
  2.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數位自學課程平臺(http://dspl.tdc.nsysu.edu.tw/)開放時

間為111年2月14日至111年6月10日止，請各學術單位協助公告「數位自學

課程」認列學分事宜，並鼓勵學生踴躍修讀。 
修讀通過取得課程認證者，可依本校數位自學課程補助申請計畫

(http://ctdr.nsysu.edu.tw/news_detail.php?id=7177)，憑課程認證書、付費證

明文件申請經費補助，每人補助上限新臺幣4,000元。 
五、為宣傳教務成果加強對外行銷曝光，增加中山亮點的能見度，1至3月已請公

事組協助發佈6則新聞，統計至3月1日止，累計瀏覽數共1,437次： 
  

18

http://mcc.tdc.nsysu.edu.tw/index.aspx
http://dspl.tdc.nsysu.edu.tw/
http://ctdr.nsysu.edu.tw/news_detail.php?id=7177


 
主題 瀏覽數 

計畫撰寫經驗集錦 中山教師交流教學實踐心得  320 
實作導向創新學習 PBL 教學法應用交流 149 
「胡椒鹽」調味人生 年輕學者 3 主題同桌交流 294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 中山大學 3 教師獲肯定  329 
共築南區教學實踐研究網 跨校教師社群開放申請  96 
教學實踐分門別類 工作坊深化研究計劃討論  24 
理工專業課程雙語化 工作坊教戰跨語言策略 225 
累計瀏覽數：1,43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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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 

111.03.01 

編

號 

教師開 

課系所 

更正成績 

教 師 
授課科目 

修課學生 原送 

成績 

更正後 

成 績 
更正原因 

牽涉及格 

與否 

系(所)務 

會議狀況 

系(所)務 

會議決議 學號 

1 
全英語卓越 

教學中心 
溫惠珍 

GEEN116G 

英文中級 

吳承瑾 

B071010027 
E C+ 

授課教師漏登學生

網路大學作業繳交

成績，故調整總成

績。 

是 
出席：4人 

同意：4人 
通過 

2 

西灣學院 

曹德弘 

GEPE103U 

運動與健康： 

初級游泳 

王泓智 

B092020036 
D A+ 

學生游泳會考紀錄

單無勾選成績，至影

響中心彙整通過名

單及教師給分錯誤。 

是 
出席：8人 

同意：8人 

通過 

3 蔡鋒樺 

GEPE103C 

運動與健康： 

初級游泳 

江杰飛 

B083022055 
E A 

施測教師未於學生

游泳會考通過紀錄

確認單上簽名，至影

響中心彙整通過名

單及給分。 

通過 

4 生科系 江友中 
BIOS464 

演化生物學 

邱一沁 

B075020021 
D C+ 

學生因個人出國因

素需提前離開台灣，

授課教師同意讓其

提前考期末考，卻於

期末疏漏未登入進

系統致影響總成績。 

是 
出席：17人 

同意：17人 
通過 

5 

企管系 彭聰敏 

BM105 

經濟學(一) 

James 

Rebours 

I104030001 

E C+ 

國際學生因病未參

加期末考，且因返回

法國時差等因素迄

至補考完成後始能

更正總成績。 是 
出席：20人 

同意：20人 
通過 

6 
BM107A 

經濟學實習(一) 

陳美廷 

B074012044 
X C 

學生逾期未確認成

績，造成成績漏登，

故更正成績。 

7 人管所 莫西大衛 
HRM563 

工作心理學 

劉妤宣 

M084050012 
E A 

授課教師誤值學生

成績。 
是 

出席：8人 

同意：8人 
通過 

8 海資系 劉商隱 

MBR227 

海洋生物多樣性

導論 

朱俊穎 

B09520010 
D C 

助教漏登野外教學

活動出席記錄，學生

因個人因素也未於

期末即時確認，致影

響總成績。 

是 
出席：12人 

同意：12人 
通過 

9 資工系 希家史提夫 
CSE639 

科技英文寫作 

羅胡爾 

D093020012 
C+ B- 

外籍學生家人因疫

情過世致影響期末

表現，教師考量其狀

況給予再次補考機

會，平均兩次期末考

成績後重新調整總

成績。 

是 
出席：14人 

同意：13人 
通過 

10 機電系 胡龍豪 
MEME205 

精密機械製造 

吳振廷 

B093021021 
D A- 

助教誤登期中考成

績，故更正。 
是 

出席：25人 

同意：25人 
通 

11 機電系 胡龍豪 
MEME205 

精密機械製造 

王中辰 

B093021053 
A B 

助教誤登期中考成

績，故更正。 
否 

出席：25人 

同意：25人 
通過 

12 中文系 羅景文 
CL201 

中國文學史(一) 

賴雨璇 

B086060042 
C- A 

授課教師誤將學生

期中成績填為 0分，

致影響總成績，故更

正。 

否 
出席：18人 

同意：15人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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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一覽表 
111.03.02 

編

號 

教師開 

課系所 

更正成績 

教 師 
授課科目 

修課學生 原送 

成績 

更正後 

成 績 
更正原因 

牽涉及格 

與否 

系(所)務 

會議狀況 

系(所)務 

會議決議 學號 

13 音樂系 翁佳芬 
MUSI102 

合唱 

王又加 

B101030003 
B- A- 

授課教師輸入時誤

值學生總成績，故更

正。 

否 
出席：12人 

同意：12人 
通過 

14 生科系 
顏聖紘 

張楊家豪 

BIOS110 

普通生物(一) 

黃如玫 

B102010005 
A A+ 

授課教師誤值學生

期末成績，致影響總

成績，故更正。 

否 
出席：12人 

同意：12人 
通過 

15 資管系 張德民 
MIS201 

統計學(一) 

林芳宇 

B094020001 
B A- 

授課教師漏計學生

一次小考成績，致影

響總成績，故更正。 

否 
出席：15人 

同意：15人 
通過 

16 

海工系 

陳邦富 
MAEV244 

材料力學 

楊東軒 

B075040053 
C B+ 助教誤給未修正前

之 EXCEL成績舊檔，

致影響總成績，故更

正。 否 
出席：12人 

同意：12人 
通過 

17 
吳宣鋐 

B095040029 
A A+ 

18 
田文敏 

林俊宏 

MAEV410 

海上實習 

劉怡秀 

B085040044 
B- A+ 

授課教師誤值學生

期中報告成績，致影

響總成績，故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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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科學程 吳長益 
PIS1302 

食品科學概論 

陳勃勳 

B072040047 
C- B+ 助理未及時將學生

補交之期中報告交

予授課教授，致影響

總成績，故更正。 

否 
出席：7人 

同意：7人 
通過 

20 
蔡苡暄 

B083040025 
B A 

21 

西灣學院 

吳亦昕 

GEAE2113 

通識專題講座： 

美學與文化識讀 

黃聖明 

B092020046 
A 
(85) 

A 
(88) 

教師確認學生出席

率為全勤狀態，故修

正總成績。 

否 
出席：8人 

同意：6人 
通過 

22 
GEAE2330 

地方文化 

採集與應用 

吳孟翰 

B092020008 
A A+ 

授課教師誤值學生

「平時課堂心得與

學習單」成績，故修

正總成績。 

否 
出席：8人 

同意：6人 
通過 

23 王啟仲 
GEAE2332 

社會文化分析 

謝可謙 

B083011020 
B+ A 

電腦 E-MAIL收件疏

漏學生繳交之平時

作業，故重閱後修正

總成績。 

否 
出席：8人 

同意：7人 
通過 

24 李容婷 
GEAE2519 

烹飪與科學 

楊 傑 宇

B071010032 
B+ A- 

學生小考時請假記

錄有爭議，經與主任

討重新評訂後准予

該次考試不算分，故

更正總成績。 

否 
出席：8人 

同意：6人 
通過 

25 

吳長益 
GEAI1053 

食品科學概論 

王詩涵 

B094030038 
B+ A 

助理未及時將學生

補交之期中報告交

予授課教授，致影響

總成績，故更正。 

否 
出席：5人 

同意：5人 
通過 26 

張宸愷 

B093090047 
A- A+ 

27 
胡雅婷 

B084030025 
B A 

28 資管系 林耕霈 
MIS303 

企業資料通訊 

全班 

(共計 54名) 

授課教師於 EXCEL

計算成績時誤值算

式過程，故重新調整

後更正全班總成績。 

否 
出席：5人 

同意：5人 
通過 

29 海資系 林秀瑾 

MBR105 

普通生物學實驗

(一) 

全班 

(共計 42名) 

授課教師核算成績

誤值平時與報告成

績之比例，故重新調

整後，更正全班總成

績。 

否 
出席：5人 

同意：5人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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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應令退學學生名冊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 B081020052 林 OO 外國語文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 B071030010 徐 OO 音樂學系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 B092010032 葉 OO 生物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 B092010041 黃 OO 生物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 B072010014 李 OO 生物科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 B062010005 洪 OO 生物科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 B082010031 高 OO 生物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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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062010042 陳 OO 生物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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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B092020034 曾 OO 化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 B052020001 吳 OO 化學系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 B092030018 鄭 OO 物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 B092030032 江 OO 物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 B092030036 姜 OO 物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 B092030040 葉 OO 物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 B082030052 莫 OO 物理學系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6 B082040052 呂 OO 應用數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7 B093011048 蔡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8 B093012021 羅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9 B083012047 蕭 OO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0 B073012005 劉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1 B063012066 童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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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093021046 何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3 B093021052 王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4 B083022022 陳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5 B073021014 李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6 B083022038 蔡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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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43021017 王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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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043022055 韓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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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063040053 高 OO 資訊工程學系 四年級 
累計三學期三分之

二學分不及格 
學則第卅條第五款 

30 B093090030 陳 OO 光電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1 B033090053 黃 OO 光電工程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2 B093100044 童 OO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3 B043100057 尤 OO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34 B084011042 李 OO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5 B084012012 林 OO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6 B064011003 林 OO 企業管理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7 B084020033 林 OO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8 B094020014 林 OO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39 B094020034 游 OO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0 B094020035 張 OO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1 B095020038 黃 OO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2 B065020017 黃 OO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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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085040010 徐 OO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4 B095040002 王 OO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5 B095040023 張 OO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6 B075040018 簡 OO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7 B085040025 凌 OO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8 B096060048 黃 OO 政治經濟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49 B056060052 朱 OO 政治經濟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0 B096090001 林 OO 社會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1 M051010015 邱 OO 中國文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2 M081020011 李 OO 外國語文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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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53 M081070001 謝 OO 劇場藝術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4 M081070006 蘇 OO 劇場藝術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5 M091070011 李 OO 劇場藝術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6 M061070010 施 OO 劇場藝術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57 M061070015 林 OO 劇場藝術學系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8 M081070008 李 OO 劇場藝術學系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59 M061070011 陳 OO 劇場藝術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0 M092010005 吳 OO 生物科學系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1 M092030021 丁 OO 物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2 M072040012 黃 OO 應用數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63 M092050007 李 OO 生物醫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4 M083010039 葉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5 M083010137 周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6 M083010175 張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7 M093010172 楊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8 M043010072 李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69 M063010023 吳 OO 電機工程學系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0 M083020005 謝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1 M083020011 阮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2 M083020084 趙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3 M083020097 洪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4 M073020043 陳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5 M083020103 李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76 M083040023 唐 OO 資訊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7 M073040035 黃 OO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8 M063040035 陳 OO 資訊工程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79 M073040055 吳 OO 資訊工程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0 M093090032 賴 OO 光電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1 M093090048 高 OO 光電工程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2 M073090056 李 OO 光電工程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3 M053100055 李 OO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24



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84 M084030002 鍾 OO 財務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5 M094030025 蔡 OO 財務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6 M094040008 胡 OO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87 M044080015 吳 OO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

所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88 M064080021 羅 OO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

所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89 M094111055 簡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0 M084112037 官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1 M064111021 王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2 M074112011 王 OO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碩士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3 M084650019 陳 OO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4 M085020016 林 OO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5 M065040003 林 OO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6 M095070009 王 OO 海洋事務研究所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97 M085090006 詹 OO 海洋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8 M085090010 陳 OO 海洋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99 M085090018 謝 OO 海洋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0 M035090801 楊 OO 海洋科學系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1 M086020007 吳 OO 政治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2 M096020008 王 OO 政治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3 M056020007 王 OO 政治學研究所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4 M076040029 鄭 OO 經濟學研究所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105 M096070013 馮 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6 M076610002 埃 OO 
亞太事務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07 N092010001 黃 OO 生物科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8 N083030017 鄭 OO 環境工程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09 N093030013 林 OO 環境工程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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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N083030016 孫 OO 環境工程研究所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1 N084020021 鍾 OO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2 N044020021 陳 OO 資訊管理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3 N084020027 蔡 OO 資訊管理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4 N044020010 高 OO 資訊管理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5 N084030003 洪 OO 財務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6 N094030024 陳 OO 財務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7 N064030002 陳 OO 財務管理學系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18 N084040020 莊 OO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19 N074050010 曾 OO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20 N084080011 蔡 OO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

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1 N074220003 楊 OO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

析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2 N034350014 黃 OO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亞太人力資源管

理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23 N054350005 金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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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4 N084510054 戴 OO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5 N084510070 洪 OO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

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6 N086020005 鄭 OO 政治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7 N086020017 林 OO 政治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8 N096040006 趙 OO 經濟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29 N096070010 李 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0 N046070006 張 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1 N096090017 林 OO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2 N096090012 林 OO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

士在職專班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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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N096090020 陳 OO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

士在職專班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4 N086090014 江 OO 
社會學系原住民碩

士在職專班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5 N046150013 梁 OO 教育研究所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36 N046150019 陳 OO 教育研究所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7 N056150013 馬 OO 教育研究所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8 N066510015 廖 OO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

共政策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39 N076510022 楊 OO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

共政策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三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0 N026510009 陳 OO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

共政策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四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41 N046510016 余 OO 

社會科學院高階公

共政策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42 S031010004 許 OO 
中國文學系 (暑期

專班)  
四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九款 

143 D061010002 李 OO 中國文學系 三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44 D052050002 李 OO 生物醫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5 D983010005 蔣 OO 電機工程學系 七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6 D093020003 許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47 D053020004 劉 OO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六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48 D093100007 那 OO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 
二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49 D003100007 許 OO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 
七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0 D044010006 吳 OO 企業管理學系 五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1 D094010104 李 OO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2 D084010203 吳 OO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3 D094050008 姚 OO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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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別 年級 退學原因 處理依據 

154 D024050805 林 OO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 
七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5 D025020002 鄭 OO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56 D025020004 蔡 OO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

源學系 
七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57 D075090002 王 OO 海洋科學系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8 D075620004 戴 OO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

學位學程 
二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59 D086020004 楊 OO 政治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0 D086020008 嚴 OO 政治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1 D096020006 劉 OO 政治學研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2 D056050004 劉 OO 教育研究所 四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3 D016050010 葉 OO 教育研究所 五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4 D016050011 郭 OO 教育研究所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65 D046050009 侯 OO 教育研究所 七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166 D096070003 賴 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 
一年級 休學期滿未復學 學則第卅條第三款 

167 D006070004 曹 OO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 
七年級 修業年限屆滿 

學則第六十二條第

一款 

168 D096610011 伊 OO 

教育與人類發展研

究全英語博士學位

學程 

一年級 逾期未註冊 學則第卅條第八款 

(學士班 50人、碩士班 56人、碩專班 35人、暑碩 1人、博士班 26人，共 1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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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三 
110學年度各系所開設講授類全英語授課課程統計表 

學院 系所 
110-1 110-2 110 全學年 

學士班 研究所 學士班 研究所 學士班 研究所 合計 

文學院 

中文系 0 0 0 0 0 0 0  

外文系 25 4 20 7 45 11 56  

音樂系 0 0 1 0 1 0 1  

哲學所 - 1 - 1 0 2 2  

劇藝系 0 1 3 0 3 1 4  

藝創所 - 1 - 1 - 2 2  

文學院 2 - 2 - 4 - 4  

文學院合計 27 7 26 9 53 16 69 

理學院 

生科系 2 5 3 3 5 8 13  

化學系 2 4 5 2 7 6 13  

物理系 1 5 0 7 1 12 13  

應數系 0 3 0 3 0 6 6  

生醫所 - 4 - 3 - 7 7  

醫科所 - 3 - 4 - 7 7  

生技醫藥碩 - 3 - 4 - 7 7  

精準醫學碩 - 2 - 2 - 4 4  

理學院 0 - 0 - 0 0 0  

理學博 - 1 - 1 - 2 2  

理學院合計 5 30 8 29 13 59 72 

工學院 

電機系 4 5 4 9 8 14 22  

機電系 8 5 6 7 14 12 26  

環工所 - 3 - 4 - 7 7  

資工系 3 4 2 6 5 10 15  

通訊所 - 3 - 6 - 9 9  

光電系 2 4 3 6 5 10 15  

材光系 5 10 4 7 9 17 26  

工學院 0 - 0 - 0 - 0 

資安所 - 3 - 1 - 4 4  

應材碩 - 0 - 0 - 0 0  

電機電力碩 - 5 - 5 - 10 10  

電信碩程 - 4 - 7 - 11 11  

工學院合計 22 46 19 58 41 104 145 

管 理 學

院 

企管系 4 6 0 4 4 10 14  

企醫所 - 1 - - - 1 1  

29



學院 系所 
110-1 110-2 110 全學年 

學士班 研究所 學士班 研究所 學士班 研究所 合計 

資管系 2 3 2 4 4 7 11  

財管系 0 4 1 4 1 8 9  

公事碩 - 4 - 1 - 5 5  

人管碩 - 6 - 2 - 8 8  

行銷傳播碩 - 0 - 0 - 0 0  

金融產碩 - 0 - 0 - 0 0 

管理學院 0 0 0 0 0 0 0  

國際經營學程 - 12 - 12 - 24 24  

人管英語碩程 - 10 - 7 - 17 17  

EMBA 碩專 - 0 - 0 - 0 0 

中 山 同 濟

EMBA 
- 0 - 0 - 0 0 

管理學院合計 6 46 3 34 9 80 89  

海 洋 科

學學院 

海資系 0 6 0 5 0 11 11  

海工系 1 5 2 2 3 7 10  

海事所 - 1 - 3 0 4 4  

海科系 3 5 4 7 7 12 19  

海科院 1 0 0 - 1 0 1  

海下科技所 - 3 - 2 0 5 5  

海保所 - 3 - 2 0 5 5  

離岸風電所 - - - - - 0 0  

海生科技博士

學程 
- 1 - 2 - 3 3  

海科全英博士

學程 
- - - - - - 0 

海洋科學學院合計 5 24 6 23 11 47 58  

社 會 科

學院 

政經系 2 - 2 - 4 - 4  

社會系 0 0 0 0 0 0 0  

社科院 1 - 0 - 1 - 1  

政治所 - 4 - 4 - 8 8  

經濟所 - 2 - 4 - 6 6  

教育所 - 7 - 11 - 18 18  

亞太所 - 6 - 6 - 12 12  

亞太英語碩程 - 10 - 10 - 20 20  

EMPP 碩專 - - - 0 - 0 0  

教人全英學程 - 14 - 12 -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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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110-1 110-2 110 全學年 

學士班 研究所 學士班 研究所 學士班 研究所 合計 

師培中心 1 - 0 0 1 - 1  

社會科學院合計 4 43 2 47 6 90 96  

西 灣 學

院 

西灣學院 - - 0 - 0 - 0  

人科學程 1 - 1 - 2 - 2  

社創所 - - - - - - 0  

國語文 

(中文思辨與表

達) 

0 - 0 - 0 - 0  

英語文(含選修) 3 - 8 - 11 - 11  

跨院選修 

(各院) 
12 

- 
12 

- 
24 

- 
24  

跨院選修(通) 4 - 10 - 14 - 14  

博雅課程 15 - 13 - 28 - 28  

服務課程 0 - 0 - 0 - 0  

應用性課程 0 - 0 - 0 - 0  

運動課程 0 - 0 - 0 - 0  

西灣學院合計 

【不含跨院選修(各院)】 
35 - 44 - 79 - 79  

普通物理小組 2 - 2 - 4 - 4  

總計 106 196 110 200 216 396 612 

*備註： 
1.學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講授類全英語授課課程。(學碩併班計入碩班) 
2.研究所全英語授課課程：講授類全英語課程。併班授課之採計，如屬同一系所、不同學制，

採計於碩士班；如屬不同系所，則兩系所皆採計。 
3.統計至 111 年 3 月 2 日。 

 

 

 

 
 

31



國立中山大學17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各學院、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案由一：擬修正各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提請核備。 

說明： 
一、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業經111年1月24日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110005512號函同意備查(附件一，節錄教學類)。 
二、依前述規範，修正本校各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說明如下： 

（一） 為配合雙語國家政策，推動本校成為雙語大學，教師開設全英語授

課課程及參與本校教師EMI培訓認證機制列為教學績優教師申請

之必要條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二） 為使本校更多教師參加並獲選為教學績優教師，將申請年限延長

為獎勵期滿後一年始得再次提出申請。 
（三） 本校申請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教學類）資格，改為「當年度由各

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推薦排序前百分之三十之教學績優教

師」。各學院教學績優教師實際獲獎教師比例計算，比照學術研究

績優教師計算方式，依當年度比例試算之獲獎教師數，以小數點餘

數最高者優先進位，不再採計留用累計餘數。 
三、上述各學院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第三十七條有

關教師申請教學績優教師年限規定，建議法規文字用語再斟酌修正，以求

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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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 

 
100.02.23 
100.03.11 
100.03.22 
100.03.25 
100.04.19 
100.11.09 
100.12.02 
100.12.06 
100.12.23 
101.01.19 
101.10.17 
101.11.27 
101.12.14 
101.12.28 
102.01.25 
102.05.08 
102.05.24 
102.06.07 
102.10.16 
102.10.18 
102.11.01 
103.03.28 
103.06.18 
103.09.24 
103.10.03 
103.10.08 
103.10.17 
103.11.07 
103.12.02 
104.09.30 
104.10.16 
104.11.06 
104.11.18 
105.05.18 
105.06.03 
105.06.17 
105.06.29 
106.02.22 
106.03.08 
106.05.26 
106.06.30 
107.03.07 
107.03.09 
107.06.06 
107.06.22 
107.07.10 
107.10.17 
107.12.17 
108.01.17 
108.10.30 
108.12.06 
108.12.26 
109.11.11 
109.12.11 
110.01.04 

  110.11.24 
110.12.10 
111.01.24 

本校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本校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研究發展及考核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校 100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本校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1000061747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研究發展及考核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校 100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校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1010009027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1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校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研究發展及考核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校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20012736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1學年度第 4次校務研究發展及考核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2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30044749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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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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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配合教育部實施大專校院教師彈性薪資政策，並有效運用政

府經費資源及統整本校原有制度，特整合原各項相關教師獎勵

措施，依據「國立中山大學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原則」，制定本規範。 

第  二  條 依本規範之獎勵項目包括： 

一、講座教授：傑出講座教授、中山講座教授及西灣講座教授。 

二、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教學類、研究類（包括學術研究及

產學研究）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 

三、特聘年輕學者。 

四、績優教師：教學、研究（包括學術研究及產學研究）績優

教授。 

五、積極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優秀學者暨新進教師獎勵。 

六、團隊績優教師(含社會實踐)。 

第  三  條 本規範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教育

部編列經費、科技部「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款

經費」、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經費。 

非多年期之獎勵，以當年度獲得「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及

科技部「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款經費」之額度

為原則，並考量全校財務狀況及整體研究成果調整獎金額度及

獎勵人數。 

第  四  條 本規範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之獎勵對象為本校專

任教師、約聘教師、約聘研究人員或擬聘任教師。第五款獎勵

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或擬聘任教師。 

本規範獎助對象均不含博士後研究人員、依「國家重點領域產

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設置之研究學院專業技術人員或

其所屬約聘教師，及本校退休教師。 

第  五  條 

 

 

 

 

本規範之獎勵金支領原則如下： 

一、傑出講座教授、中山講座教授、西灣講座教授、特聘教

授及傑出教師（教學、學術研究及產學研究類）及其他

校外之講座或特聘教授相關獎項，獎勵金僅得擇一領

取，且獎勵期間不得再申請績優教師（包括教學、學術

研究和產學研究類）獎項。 

二、獲二種獎項者，獎勵金僅得擇一領取。 

三、傑出講座教授於獎勵期間如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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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獎項，得領取其獎勵金差額，經費由學校校務基金自

籌收入支應。 

第五條之一 

 

 

第  六  條 

 

本規範獎勵對象於申請各項獎勵時，需依「國立中山大學教師

學術倫理實施方案」檢具近三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講習證

明；惟新進教師到校第一年可免檢具講習證明。 

本規範之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 

獎勵項目為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學術研究類）、特

聘年輕學者、學術研究績優教師、積極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優秀

學者暨新進教師獎勵、團隊績優教師獎勵之執行單位為研究發

展處。 

獎勵項目為特聘教授、傑出教師（產學研究類）及產學研究績

優教師之執行單位為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獎勵項目為特聘教授、傑出教師（教學類）及教學績優教師之

執行單位為教務處。 

第  七  條 本規範實施期間本校原傑出講座設置辦法、中山講座設置辦

法、中山講座甄選作業要點、西灣講座設置辦法、特聘研究教

授設置辦法、特聘年輕學者設置辦法、教師教學研究獎勵辦法、

產學績優獎勵辦法及傑出暨優良教學遴選辦法等相關獎勵辦

法暫停適用。 

 

第三章  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 
第一節 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教學類） 

第 十七 條 本校專任教師及約聘教師為當年度教育部師鐸獎得主者為當

然得獎人。 

各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得推薦當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排序前百分之三十者參與遴選；人數若涉及小數點，採四捨

五入計算。 

第 十八 條 本獎勵由本校「教學傑出獎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 

一、「教學傑出獎遴選委員會」置委員十五名。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

由校長聘請校外委員二至三名及校內教師代表八至十名

組成之。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二、校內教師代表建議名單由各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

院)推薦本校曾獲「教學特聘教授（教學傑出獎）」、

「傑出教學獎」、「教學績優獎」或曾擔任教務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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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之教師至多三名。校外委員由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推

薦之。教師代表及校外委員建議名單經校長圈選排序

後，由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依序聘任之。受聘之

委員如為當年度「教學傑出獎」之候選人，則由各學院

後補名單依序遞補之。 

第 十九 條 教學傑出獎遴選委員會會議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

始可開議。委員需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遴選採無記

名連記法投票；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第 二十 條 「教學傑出獎遴選委員會」應邀請「教學傑出獎」候選教師

於會中說明教學事蹟與教學心得，同時依據教學成果、教學

歷程檔案、教學錄播等三項資料進行遴選。 

第二十一條 教學傑出獎教師每學年度遴選至多三名。 

第二十二條 獲獎教師聘期為一年。具專任教授資格者，由學校聘為特聘

教授(教學類)，未具專任教授資格者，聘為傑出教師(教學

類)。由校長頒發獎狀乙紙。獲獎教師於獎勵期滿兩年後，始

得再提出申請。 

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不得重覆支領本規範其他獎勵金，於獎勵

期間如獲聘為本校講座、國家講座及本規範所訂之其他講座或

特聘教授時，本項獎勵金自動終止發放。 

第二十三條 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教學類)於獎勵期間應： 

一、於教師研習會或教學觀摩會中分享教學經驗心得。 

二、擔任新進教師的傳授教師（Mentor）或擔任教學領航教師。 

三、由教務處邀請教師製播數位課程（含開放式課程、磨課師

課程、翻轉教室課程等），或申請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

證，或編撰相關之教學書籍。 

四、由西灣學院邀請至少開設一門通識教育課程。 

 
第五章 績優教師 

第一節 教學績優教師 
第三十六條 教學績優教師之基本資格如下： 

一、教學成效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

良課程」獎勵狀。 

（二）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平均滿意度

高於所屬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平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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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

之教師教學滿意度平均分數高於所屬學院(含西灣學

院、研究學院)平均滿意度。 

（四）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

(所、教育中心、學位學程)或教務處提院(含西灣學

院、研究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 

二、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至少一門（合授教師三

人以下）或一學年合計一學分以上。 

（二）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至少一門。 

（三）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四）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各學院

專任教師平均數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

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

除。 

三、各學院、研究學院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及約聘教師。 

（二）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需達本校「教

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

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三）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

校教師EMI培訓認證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四）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符合各學

院專任教師自訂標準。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

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

予扣除。 

四、西灣學院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於本校西灣學院任教或連續在西灣學院開課滿三年

（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

約聘教師。 

（二）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需達本校「教

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

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三）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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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師EMI培訓認證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四）非西灣學院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到

所屬學院專任教師平均授課當量百分之五十以上。

西灣學院教師，講授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符合西

灣學院專任教師自訂標準。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

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

予扣除。 

前項第一款第一至三目、第二款第一至三目、第三款第二及

三目及第四款第二及三目，教師休假及懷孕、分娩、育嬰法

定給假之學期數得回溯計算。 

第三十七條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以一年為一期，另由校長頒發獎狀乙紙。獲

獎教師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第三十八條 本獎勵由各學院自訂「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並成立「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委員會之組成及作業程序

如下：  

一、由各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分別設立「教學績優教

師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名，由各學院院長(含西

灣學院院長、研究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另

由院長(含西灣學院院長、研究學院院長)聘請教學方面傑

出之學者專家組成之。委員中須包含其他學院(含西灣學

院、研究學院)曾獲本校「教學特聘教授（教學傑出獎）」、

「傑出教學獎」、「教學績優獎」或「優良教學獎」之教

師代表至少三名。 

二、符合第三十六條基本資格並有意申請之教師，應填具本校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分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檔

案，依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由系(所、教育中心、學位學

程)或教務處向各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推薦。 

三、「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依教務會議核備之各學院(含

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於教務處公

告時程辦理遴選。各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之「教

學績優教師」推薦人數以各學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百分

之十為上限，西灣學院推薦人數以編制內專任教師及連續

在該單位開課滿三年以上（含）專任教師人數之總和百分

之十為上限。各學院推薦名單排序後送教務處，由「本校

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依當年度本校財務狀況遴選，獲獎

教師經校長核定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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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遴選標準參考教務處

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評分表自訂之。「教學績優教師遴選

委員會」應邀請候選教師於會中說明教學事蹟與教學心

得。 

第三十九條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

委員出席始可開議，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理。獲獎教師須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第 四十 條 獲「教學績優教師」於獎勵期間不得重覆支領本規範之其他教

學獎勵金。 

第四十一條 獲教學績優教師於獎勵期間應： 

一、於教師研習會或教學觀摩會中分享教學經驗心得。 

二、擔任新進教師的傳授教師（Mentor）或擔任教學領航教師。 

三、由教務處邀請教師製播數位課程（含開放式課程、磨課師

課程、翻轉教室課程等），或申請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

證。 

四、由西灣學院邀請至少開設一門通識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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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二、參與遴選方式包括個人申請

及系所推薦，本學院符合基

本資格之參與遴選教師應填

具本校「教學傑出獎教師遴

選評分表」，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及檔案，依教務處及

本學院公告時程辦理。 

    參與遴選之教師，除須符合

校訂教學成效、授課及服務

基本資格外，並須符合本學

院訂定下列各項條件。 

    …… 
4.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                       

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

與本校教師 EMI培訓認證

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

師）。 

二、參與遴選方式包括個人申請

及系所推薦，本學院符合基

本資格之參與遴選教師應填

具本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

選評分表」，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及檔案，依教務處及

本學院公告時程辦理。 

    參與遴選之教師，除須符合

校訂教學成效、授課及服務

基本資格外，並須符合本學

院訂定下列各項條件。 

       …… 

依據「國

立中山大

學延攬及

留住大專

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

實施規

範」第三

十六條修

訂。 

三、教學績優教師以一年為一

期，另由校長頒發獎狀乙

紙。獲獎教師於獎勵期滿一

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三、教學績優教師以一年為一期，

另由校長頒發獎狀乙紙。 

依據「國

立中山大

學延攬及

留住大專

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

實施規

範」第三

十七條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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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

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

理，成立「文學院教學績優

教師遴選委員會」進行遴

選，設置遴選委員七至十一

名，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及當

然委員，並由院長聘請教學

方面傑出之學者專家組成

之。遴選委員中須包含其他

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

院）曾獲本校「教學特聘教

授（教學傑出獎）」、「傑

出教學獎」、「教學績優

獎」或「優良教學獎」之教

師代表至少三名。 

四、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

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

理，成立「文學院教學績優

教師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

設置遴選委員七至十一名，

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及當然委

員，並由院長聘請教學方面

傑出之學者專家組成之。遴

選委員中須包含其他學院

（含西灣學院）曾獲本校「教

學特聘教授（教學傑出獎）」、

「傑出教學獎」、「教學績

優獎」或「優良教學獎」之

教師代表至少三名。 

依據「國

立中山大

學延攬及

留住大專

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

實施規

範」第三

十八條第

一款修

訂。 

七、本學院遴選委員會依規定甄

選產生「教學績優教師」推

薦名單（以本學院編制內專

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上

限）排序送教務處;並得於

獲選名單內，推薦本學院排

序前百分之三十(人數若涉

及小數點，採四捨五入計

算) 之教師參加當年度校教

學類特聘教授或傑出教師之

遴選。 

七、本學院遴選委員會依規定甄

選產生「教學績優教師」推

薦名單（以本學院編制內專

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上

限，餘數採無條件捨去）排

序送教務處;並得於獲選名

單內，推薦本學院排序前百

分之五十(人數若涉及小數

點，採四捨五入計算) 之教

師參加當年度校教學類特聘

教授或傑出教師之遴選。 

依據本校

「國立中

山大學延

攬及留住

大專校院

特殊優秀

人才實施

規範」第

三十八條

第三點及

第十七條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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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100年3月30日本學院99學年度第10次院主管會議通過 

100年4月14日本學院99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4月21日本校99學年度第1次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1月12日本學院102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3月6日本學院102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3月20日本校第139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5年3月17日本校第147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7年3月19日本校第155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9年3月11日本校第163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10年3月19日本校第167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11年3月2日本學院110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決議 

     一、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國立中山大學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

秀人才實施規範」與「國立中山大學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原

則」，特制訂「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二、參與遴選方式包括個人申請及系所推薦，本學院符合基本資格之參與遴選

教師應填具本校「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評分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

檔案，依教務處及本學院公告時程辦理。 

    參與遴選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學成效、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外，並須符

合本學院訂定下列各項條件。 

    1、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

約聘教師。  

    2、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   

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教師休假及懷孕、分娩、育嬰法定給假之學期數得回溯計算。） 

3、講授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三十人以上，展演類教師之三年平均教學

當量達十五人以上，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及

依規定可減授時數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4、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EMI培訓認

證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三、教學績優教師以一年為一期，另由校長頒發獎狀乙紙。獲獎教師於獎勵期滿

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四、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成立「文學院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設置遴選委員七至十一名，由院長擔任

召集人及當然委員，並由院長聘請教學方面傑出之學者專家組成之。遴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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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中須包含其他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曾獲本校「教學特聘教授（教

學傑出獎）」、「傑出教學獎」、「教學績優獎」或「優良教學獎」之教師

代表至少三名。 
五、本學院遴選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遴選委員出席始可

開會審議，遴選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六、遴選方式分兩階段：  

    （一）第一階段： 
          1、個人申請之教師應向系所核備之後，提送相關遴選資料至本學院。 

            2、系所得推薦1位教師參與遴選，獲推薦教師之相關遴選資料由該           

系所提送本學院。 

（二）第二階段：參與遴選之教師應列席本學院遴選委員會說明教學事蹟與  

心得，審查時依據參與遴選者之教學成果與教學歷程檔案進行遴選。

獲獎教師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七、本學院遴選委員會依規定甄選產生「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名單（以本學院      

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上限）排序送教務處;並得於獲選名單內，

推薦本學院排序前百分之三十(人數若涉及小數點，採四捨五入計算) 之教

師參加當年度校教學類特聘教授或傑出教師之遴選。 

八、「教學績優教師」實際獲獎教師比例由「本校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依當       

年度全校財務狀況訂定，獲獎教師於獎勵期間不得重覆支領本校「延攬及留

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之其他教學獎勵金。  

九、獲獎教師於獎勵期間應：  

    （一）於教師研習會或教學觀摩會中分享教學經驗心得。  

    （二）擔任新進教師的傳授教師（Mentor）或擔任教學領航教師。  

    （三）由教務處邀請教師製播數位課程（含開放式課程、磨課師課程、翻轉

教室課程等），或申請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四）由西灣學院邀請至少開設一門通識教育課程。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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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二、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    

須符合校訂基本資格外，並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

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約

聘教師。 
(二)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

年度之授課時數需達本

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

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

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三) 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

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

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

證機制。 
(四)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

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到

所屬系所專任教師平均

數之 30%者（教師休假之

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

政職務者，減授數得予扣

除）。 

二、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    
須符合校訂基本資格外，並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

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約

聘教師。 
(二)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

年度之授課時數達本校

「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

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

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

定。 
(三)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

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到

所屬系所專任教師平均

數之 30%者（教師休假之

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

行政職務者，減授數得

予扣除）。 

配合校母法修正。 

五、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

本要點及教務處與本院公

告時程辦理，並參考初審

（佔 60%）及決審（佔 40%）

兩階段之教學成果、教學優

勢及教學心得分享等遴選

標準，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

師人數百分之十為上限，進

行遴選，同時為兼顧不同學

科性質之差異，申請教師經

審議，其積分排名位於所屬

系所第一順位者，列入優先

五、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

本要點及教務處與本院公

告時程辦理，並參考初審

（佔 60%）及決審（佔 40%）

兩階段之教學成果、教學優

勢及教學心得分享等遴選

標準，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

師人數百分之十為上限，進

行遴選，同時為兼顧不同學

科性質之差異，申請教師經

審議，其積分排名位於所屬

系所第一順位者，列入優先

配合校母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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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名單，並按分數高低排

序，其餘申請者再依分數排

序於後，完成推薦後送教務

處確認。排序前百分之三十

之獲選教師名單（人數若涉

及小數點，採四捨五入計

算），得參加當年度教學傑

出獎教師之遴選。 
前項獲推薦至校者皆獲頒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獎，頒發

獎狀，以資鼓勵。獲獎教師

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再

提出申請。 

排序名單，並按分數高低排

序，其餘申請者再依分數排

序於後，完成推薦後送教務

處確認。排序前百分之五十

之獲選教師名單（人數若涉

及小數點，採四捨五入計

算），得參加當年度教學傑

出獎教師之遴選。 
前項獲推薦至校者皆獲頒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獎，頒發

獎狀，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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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第 134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第 135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27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6 日第 15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1 日第 163 次教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4 日 109 學年度第 5 次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9 日第 167 次教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0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原則」與「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特制訂理學院教

學績優教師遴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基本資格外，並須符合下列各項條

件：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

約聘教師。 
(二)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需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

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

定。 
（三）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

認證機制。 
（四）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到所屬系所專任教師平均

數之 30%者（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數得

予扣除）。 
三、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應填具本校「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資料表」

（如附件），並檢附相關有利審查證明文件及檔案(教師休假研究之學期，

所附資料得往前追溯列計)，經系所核定向本院申請。 
四、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組成及作業程序如

下： 
(一) 本會置遴選委員九至十一名，以院長、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由院

長擔任召集人，並由院長聘請本院一至二名及其他學院（含西灣學院）

三名曾獲本校「教學特聘教授(教學傑出獎)」、「傑出教學獎」、「優

良教學獎」、「教學績優獎」之教師代表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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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遴選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審議，

當然委員如為候選教師，則由院長另聘教師擔任，其他遴選委員不得委

任他人代理。 
(三) 遴選作業分兩階段進行： 

1. 第一階段（初審階段）採書面審查，由遴選委員就申請教師檢附之教

學相關資料甄選出至多十二位教師，且為兼顧學科性質差異，各系

至少 2 名、獨立所至少 1 名，如無申請者之系所，該學科名額以從

缺認定。 
2. 第二階段（決審階段）將邀請通過初審之候選教師於會中說明教學

事蹟與教學心得，並開放本院其他教師進行教學觀摩。 
五、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點及教務處與本院公告時程辦理，並參考

初審（佔 60%）及決審（佔 40%）兩階段之教學成果、教學優勢及教學心

得分享等遴選標準，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上限，進行遴

選，同時為兼顧不同學科性質之差異，申請教師經審議，其積分排名位於

所屬系所第一順位者，列入優先排序名單，並按分數高低排序，其餘申請

者再依分數排序於後，完成推薦後送教務處確認。排序前百分之三十之獲

選教師名單（人數若涉及小數點，採四捨五入計算），得參加當年度教學傑

出獎教師之遴選。 
前項獲推薦至校者皆獲頒本院教學績優教師獎，頒發獎狀，以資鼓勵。獲

獎教師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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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資料表 

※ 申請資格檢核表—理學院 
教學績優教師參選基本資格 符合 

一、教學成效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程」獎勵狀。 □ 
（二）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所屬學院(含西灣學
院、研究學院)平均滿意度。 

□ 

（三）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教學滿意度平均
分數高於所屬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平均滿意度。 

□ 

（四）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教育中心、學位學程)
或教務處提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勾選此項請另檢附審查紀錄】 

□ 

二、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至少一門（合授教師三人以下）或一學年合計
一學分以上。 

□ 

（二）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至少一門。 □ 
（三）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 
（四）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各學院專任教師平均數以上。 □ 
三、學院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約聘
教師。 

□ 

（二）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需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
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 

（三）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EMI培訓認證機
制。 

□ 

（四）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所屬系所專任教師平均數之30%
者。 

□ 

四、前次獲獎年度： 
（一）參選教學傑出獎遴選應於獎勵期滿兩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107學年(含)以
前獲獎】 

□ 

（二）參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應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108學年(含)
以前獲獎】 

□ 

註：本表格提供參選教師及系所資格檢核使用，各項條件符合者請於後方欄位打勾。 
 

檢核人員：                    (檢核人員簽章)       □符合資格      □不符合資格     

 
項       目 委員評分 比重 加權後分數 

一、遴選資料書面審查  60％  

二、教學事蹟與教學心得分享  40％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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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資料表 
壹、推薦表 

姓名 (系統帶入) 職稱 (系統帶入) 系所 (系統帶入) 
  

 

註：本表由各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或遴選教師所屬學院或系所填寫。 

教
學
傑
出
事
項
（
以
一
頁
為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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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查參考資料 
一、教學成果 
（一）教學年資(系統帶入) 

本校到職日 本校教學年資（年） 
  

 
（二）教學參與(系統帶入) 
1.授課時數 

學期 實際時數 減免時數【原因】 合計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平均數    

 
2. 教學當量 
(1)講授及必修實驗類 

學期 講授類、必修實驗類學期當量 系所平均 院平均 校平均 
107-2  -- -- -- 
108-1  -- -- -- 
108-2  -- -- -- 
109-1  -- -- -- 
109-2  -- -- -- 
110-1  -- -- -- 

平均當量     

(2)支援西灣學院通識課程教師當量 
學期 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當量 校平均 
107-2  -- 
108-1  -- 
108-2  -- 
109-1  -- 
109-2  -- 
110-1  -- 

平均當量   

 (3)體育類 
學期 類別（體育類）當量 體育類平均 
1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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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 
108-2  -- 
109-1  -- 
109-2  -- 
110-1  -- 

平均當量   

3.開課情形 
學期 系所必修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學期 通識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學期 全英語授課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4.數位學習課程開課情形 

學期 獲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及課程認證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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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開設本校數位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學期 國際合作 EMI數位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5.教師三年內教學參與相關事蹟 

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資料來源：(1)申請通過卓越教學計畫與高教深耕創新教學課程、(2)擔任學分學程負責人、
(3)擔任共學群主持人、(4)開設微學分課程】 
 
6.擔任教育部相關計畫主持人 

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資料來源：(1)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2)擔任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主持人】 
 
7.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資料來源：(1)教學觀課、(2)教師研習及工作坊參與情形、(3)擔任教學研習、工作坊、教學
觀摩等教學活動主講人(含 EMI)、(4)教師教學貢獻、(5)擔任教師社群召集人、(6)教師 EMI 培
訓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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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成效(系統帶入) 
1.教師三年內之教學意見調查滿意度 

學期 教師教學意見調查分數 教師所屬學院教學意見調查平均分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2.教師三年內之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資料 

學期 教師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 
教師所屬學院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 

滿意度平均分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3.教師三年內教學榮譽事蹟 

年度 教學榮譽事蹟 
108  
109  
110  

【資料來源：(1)教育部師鐸獎、(2)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3)本校教學傑出獎、(4)
本校教學績優教師、(5)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 
 
4.教師三年內獲本校優良課程榮譽 

年度 教學優良課程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資料來源：本校優良課程】 
 
5.教師三年內獲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年度 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109-1  
109-2  

【資料來源：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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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外教學服務(系統帶入) 
年度 微課程/多元選修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資料來源：開設高中微課程或多元選修課程】 
 
 
 

（五）學術倫理課程研習證明(系統帶入或教師自行檢附) 
研習日期 研習主題 辦理單位 

   
   
   

註：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教師於申請本法各項獎勵時，需依「國立中山大學

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檢具近三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講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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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教師姓名  

網址* 

(系統自動帶入網址及 QR code) 
 
 
 

評量項目** 

項目 評量標準 

完整性 
教學歷程檔案建置完整 

提供資料足以據此判斷教學品質 

一致性 
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策略與方法具一致性 

所提供之之教學大綱、測驗考卷、投影片、教材等資

料，能夠支持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可信度與可

靠性 

教學歷程檔案中匯聚之證據完善、有具體細節，而非

僅僅是片面之詞或抽象籠統說明 
教學歷程檔案中包括來自於學生、同儕、教學評量等

來源的證據，而且與個人自我評估一致 

反思與改進 

在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目標與策略、自我成效

評估上，顯現出深入周詳的考量與反思。 
在教學上的反思能反映在教學的改進努力與具體改善

成效之上 

教學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於教學上具有優秀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於教學上具創新性、實驗性

或其他傑出特色 
教師參與遴選

及獲獎期間同

意教學歷程檔

案資料公開之

簽署 

教師簽名 
(教師本人簽章) 
 

註： 

*教師網址請參閱：教學歷程檔案/學經歷/網址 
**委員審查以教師教學歷程檔案公開資料為主（除教學意見調查及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結果
資料外），教師獲獎期間不得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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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參加遴選提供之錄播課程(教師自行填寫並檢附錄影課程檔) 
錄製課程名稱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修課學生人數  

評量項目 

項目 評量標準 

教學

方法 

於課程需要強調或關注之處，會變更聲調或節奏來加以強調 

對於新出現的術語或概念會加以定義與說明 

對於複雜的資訊，會詳細說明或重覆加以解釋 

會舉例來說明課程內容 

教師應用之教學方法，適合該課程屬性 

師生

互動 

教師沒有使學生分心之作為 

教師眼神與學生保持交會 

會暫時停頓以讓學生提問 

上課步調允許學生及時做筆記 

對於重要觀念，會明確提醒學生加以注意 

 

 
 

                                         教師簽名：                            
(教師本人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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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工學院遴選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二、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院長

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及當然

委員，遴選委員會由本院各系所

各推選一名教授，另由院長聘請

其他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

院）曾獲本校「教學特聘教授

（教學傑出獎）」、「傑出教學

獎」、「教學績優獎」或「優良

教學獎」之教師至少三名共同組

成之。 

二、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由院長

擔任召集人及當然委員，遴選委

員會由本院各系所各推選一名教

授，及由院長聘請其他學院(含

西灣學院)曾獲本校「教學特聘

教授（教學傑出獎）」、「傑出教

學獎」、「教學績優獎」或「優良

教學獎」之教師至少三名共同組

成之。 

一、配合校母法

修正，酌修文

字。 

二、本校將成立

國際重點領域

研究學院，故

聘請之外院教

師新增研究學

院教師。 

三、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需符合

本校「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學術倫

理實施方案」規定外，其基本資

格如下： 

(一)教學成效基本資格，須符合

下列條 

    件之一： 

1.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

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

程」獎勵狀。 

2.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

意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本

院平均滿意度。 

3. 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

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

教學滿意度平均分數高於本院

平均滿意度。 

4. 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

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

教育中心、學位學程)或教務

處提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

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

會」審查通過者。 

(二)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須符

三、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需符合

本校「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學術倫

理實施方案」規定外，其基本資

格如下： 

(一)教學成效基本資格，須符合

下列條 

    件之一： 

1.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

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

程」獎勵狀。 

2.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

意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本

院平均滿意度。 

3. 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

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

教學滿意度平均分數高於本院

平均滿意度。 

4. 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

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

教育中心、學位學程)或教務

處提院(含西灣學院)「教學績

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 

(二)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須符

一、配合校母法

修正，教務處

提名教學績優

教師之受理學

院新增研究學

院。 

二、配合校母法

修正，教學績

優教師申請之

「學院基本資

格」新增「教

師開設全英語

授課課程及參

與本校教師

EMI培訓認證

機制」。 

三、酌修文字及

調整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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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

至少一門(合授教師三人以

下）或一學年合計一學分以

上。 

2. 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

程至少一門。 

3. 前一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

程至少一門。 

3. 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

習課程認證。 

4.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

均教學當量達本院專任教師平

均數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

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

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

予扣除。 

(三)學院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

各項條件： 

1.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

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及約聘教師。 

2.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

授課時數需達本校「教師授課

鐘點核計準則」規定。約聘教

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3. 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

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機制。 

4.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

平均教學當量達各系所專任教

師平均教學當量之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授課當量之計算，教

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

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

扣除。 

前項第一款第一至三目、第二款

第一至三目及第三款第二目及第

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

至少一門(合授教師三人以

下）或一學年合計一學分以

上。 

2. 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

程至少一門。 

3. 前一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

程至少一門。 

4. 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

習課程認證。 

5.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

均教學當量達本院專任教師平

均數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

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

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

予扣除。 

(三)學院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

各項條件： 

1.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

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及約聘教師。 

2.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

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

點核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

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3.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

平均教學當量達各系所專任教

師平均教學當量之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授課當量之計算，教

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

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

扣除。 

前項第一款第一至三目、第二款

第一至三目及第三款第二目，教

師休假及懷孕、分娩、育嬰法定

給假之學期數得回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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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三目，教師休假及懷孕、分娩、

育嬰法定給假之學期數得回溯計

算。 

四、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以一年為一

期，另由校長頒發獎狀乙紙。獲

獎教師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再

提出申請。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校母法

修正，增訂教

學績優教師申

請年限延長為

獎勵期滿後一

年始得再次提

出申請。 

五、 

符合基本資格並有意申請之教

師，應填具「國立中山大學教學

績優教師」工學院申請表向本院

申請。 

四、 

符合基本資格並有意申請之教

師，應填具「國立中山大學教學

績優教師」工學院申請表向本院

申請。 

點次遞延。 

六、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之

召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遴

選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審議，遴選

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理。獲獎教

師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贊成始得通過。 

五、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之

召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遴

選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審議，遴選

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理。獲獎教

師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贊成始得通過。 

點次遞延。 

七、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

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並由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參

考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教

學錄播等遴選標準完成遴選產生

「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名單（以

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十為上限），排序後送教務處。

並得於排序前百分之三十之獲選

教師名單內，推薦教師參加當年

度教學傑出獎教師之遴選。 

六、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

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並由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參

考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教

學錄播等遴選標準完成遴選產生

「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名單（以

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十為上限），排序後送教務處。

並得於排序前百分之五十之獲選

教師名單內，推薦教師參加當年

度教學傑出獎教師之遴選。 

一、配合校母法

修正，教學傑

出獎之院推薦

名單限本院

「教學績優教

師」推薦名單

排序前百分之

三十之教師。 

二、點次遞延。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

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

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點次遞延。 

九、 八、 點次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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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

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

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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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工學院遴選要點 
 

100 年 4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0 年 4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核備 

101 年 1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19 日 第 131 次教務會議核備 

102 年 3 月 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年 3 月 18 日第 135 次教務會議核備 

102 年 5 月 29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0 月 14 日第 137 次教務會議核備 

103 年 3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 年 3 月 20 日第 139 次教務會議核備 

105 年 2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3 月 17 日第 147 次教務會議核備 

109 年 2 月 24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臨時院務會議通過 
109 年 3 月 11 日第 163 次教務會議核備 

110 年 2 月 1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 年 3 月 19 日第 167 次教務會議核備 

111 年 2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 年 O 月 OO 日第 OOO 次教務會議核備 

一、   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

人才原則」與「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特制訂

「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工學院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院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遴選委員

會由本院各系所各推選一名教授，另由院長聘請其他學院（含西灣學

院、研究學院）曾獲本校「教學特聘教授（教學傑出獎）」、「傑出

教學獎」、「教學績優獎」或「優良教學獎」之教師至少三名共同組

成之。 

三、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需符合「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

規定外，其基本資格如下： 

（一） 教學成效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程」

獎勵狀。 

2.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本院

平均滿意度。 

3. 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教

學滿意度平均分數高於本院平均滿意度。 

4. 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教育

中心、學位學程）或教務處提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61



（二）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至少一門（合授教師三人以下）

或一學年合計一學分以上。 

2. 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至少一門。 

3. 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4.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本院專任教師平

均數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

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三）學院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1.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及約聘教師。 

2.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需達本校「教師授課鐘

點核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

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3. 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機制。 

4.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各系所專任教師

平均教學當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

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前項第一款第一至三目、第二款第一至三目及第三款第二目及第三

目，教師休假及懷孕、分娩、育嬰法定給假之學期數得回溯計算。 

四、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以一年為一期，另由校長頒發獎狀乙紙。獲獎教師

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五、   符合基本資格並有意申請之教師，應填具「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

師」工學院申請表向本院申請。 

六、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遴選

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審議，遴選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理。獲獎教師須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七、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並由「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參考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教學錄播等

遴選標準完成遴選產生「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名單（以本院編制內專

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上限），排序後送教務處。並得於排序前百分之

三十之獲選教師名單內，推薦教師參加當年度教學傑出獎教師之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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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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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工學院申請表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 申請資格檢核表： 
 

壹、申請資料： 
一、基本資料： 
 

配合校申請

表，修正院

申請資格檢

核表表題。 

項目 
教師 
勾選 

系所 
審核 

- 
□ 

符合 
□ 
符合 

 

項目 請勾選 

- 
□ 
符合 

 

新增系所審

核欄位。 

項目一、教學成效基本資格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

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程」獎

勵狀。 
(二)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

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本院平

均滿意度。 
(三) 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

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教學

滿意度平均分數高於本院平均滿

意度。 
(四) 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

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或教務處提院(含
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教學績優

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項目一、教學成效基本資格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

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程」獎

勵狀。 
(二)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

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本院平

均滿意度。 
(三) 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

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教學

滿意度平均分數高於本院平均滿

意度。 
(四) 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

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或教務處提院(含
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

員會」審查通過者。 
 

配合院遴選

要點，修正

院申請資格

檢核表「項

目一、教學

成效基本資

格」自評項

目內容。 

項目二、授課及服務資本資格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至

少一門(合授教師三人以下）或一

學年合計一學分以上。 
(二) 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

至少一門。 
(三) 前一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 
    至少一門。 
(三) 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 
    課程認證。 
(四)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

教學當量達本院專任教師平均數

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

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

項目二、授課及服務資本資格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至

少一門(合授教師三人以下）或一

學年合計一學分以上。 
(二) 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 
    至少一門。 
(三) 前一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 
    至少一門。 
(四) 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 
    課程認證。 
(五)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

教學當量達本院專任教師平均數

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

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

配合院遴選

要點，修正

院申請資格

檢核表「項

目二、授課

及服務資本

資格」自評

項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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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項目三、學院基本資格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

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及約聘教師。 
(二)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

課時數需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

核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

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

授課時數規定。 
(三) 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

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機制。 

(四)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

教學當量達各系所專任教師平均

教學當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學

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

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項目三、學院基本資格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

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及約聘教師。 
(二)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

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

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

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

課時數規定。 
(三)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

教學當量達各系所專任教師平均

教學當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學

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

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配合院遴選

要點，修正

院申請資格

檢核表「項

目三、學院

基本資格」

自評項目內

容。 

項目四、前次獲獎年度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參選教學傑出獎遴選應於獎勵期

滿兩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二) 參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應於獎勵

期滿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配合校申請

表及院遴選

要點，新增

院申請資格

檢核表自評

項目「前次

獲獎年

度」。 

申請教師簽名： 

系所主管簽章： 

系所檢核人員簽章： 

申請教師簽名： 

系所主管簽章： 

新增院申請

資格檢核表

之系所檢核

人員簽章。 

壹、推薦表 

姓名  職稱  系所  
二、教學傑出事蹟：（以一頁為限） 配合校申請

表，修正院

申請表「教

學傑出事

蹟」表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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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教
學
傑
出
事
蹟 

（
以
一
頁
為
限
） 

 

 

 

 

格式。 

貳、審查參考資料 
一、教學成果 
(一) 教學年資 

本校到職日 本校教學年資（年） 

  
(二) 教學參與 
1. 授課時數 

學期 實際

時數 

減免時數

【原因】 

合計 

    
平均數    

2. 教學當量 
(1)講授及必修實驗類 
學期 講授類、

必修實驗

類學期當

量 

系所

平均 

院 

平均 

校 

平均 

     

平均

當量 
  

  

(2)支援西灣學院通識課程教師當量 
學期 支援通識課

程（講授

類）教師當

量 

校平均 

   

平均當量   
3. 開課情形 
學

期 

系所必修科

目名稱 

學制 課程

類別 

修課

人數 

     

學 通識課程 學制 課程 修課

貳、審查參考資料 
一、教學成果 
(一) 三年內授課時數及當量 

項目 

 

學期 

授課時數 教學當量 

實際

時數 

減免時

數【原

因】 

合

計 

類別

(講授

類、必

修實驗

類、音

樂類、

體育

類) 

當

量

值 

      

平均數      

(二) 二年內教學參與相關事蹟 
學期 項目 

  
註：1.參與本校各級教學改革相關委員會、整合學程

召集人 
    2.擔任本校教學領航教師 

3.擔任各大專院校及政府機關舉辦之教學研習

會/教 
 學研討會主講人紀錄（請註明單位、時間及講

題） 
4.其他參與教學改革相關事蹟 

(三) 開課情形及教材編纂 
1. 課程相關 
(1)支援開課情形 

 
學

期 

支援系所

必修科目 

支援通

識課程

科目 

支援非外文

系之全英語

授課科目 

科目

名稱 
修

課

人

數 

科目

名稱 
修

課

人

數 

科目

名稱 
修課

人數 

       

配合校申請

表，修正院

申請表審查

參考資料之

「一、教學

成果」資料

項目及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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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期 名稱 類別 人數 

     

學

期 

全英語授課

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

類別 

修課

人數 

     

4. 數位學習課程開課情形 
學

期 

獲教育部數位學

習教材及課程認

證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學

期 

開設本校數位課

程名稱 

修課人數 

   

學

期 

國際合作 EMI 數

位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5. 教師三年內教學參與相關事蹟 
年度 項目 

  
【資料來源：(1)申請通過卓越教學計畫與

高教深耕創新教學課程、(2)擔任學分學程

負責人、(3)擔任共學群主持人、(4)開設微

學分課程】 
6. 擔任教育部相關計畫主持人 
年度 項目 

  
【資料來源：(1)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主持人、(2)擔任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

主持人】 
7.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年度 項目 

  
【資料來源：(1)教學觀課、(2)教師研習及

工作坊參與情形、(3)擔任教學研習、工作

坊、教學觀摩等教學活動主講人(含 EMI)、
(4)教師教學貢獻、(5)擔任教師社群召集

人、(6)教師 EMI 培訓參與情形】 
(三) 教學成效 

(2)課程大綱上網及學生成績繳交情形 
學

期 
課程大綱是否於

初選前完成上網 
學生成績遲交

（未交）紀錄

（次數） 
   

(3)開設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

或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學

期 
課堂名稱 

  
(4)過去已完成之開放式課程、磨課師

課程、翻轉教室課程或遠距教學課程紀

錄 

課

程

名

稱 

錄

製

週

數 

數位課

程種類 

是否提

供於本

校數位

課程平

臺 

該課程

提供於

其他數

位課程

相關平

臺之網

址 

  

□開放

式課程 

□磨課

師課程 

□翻轉

教室課

程 

□遠距

教學課

程 

  

  2. 三年內教材及教學計畫相關 
年度 項目（計畫或專書等） 

  
註：1.執行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案（請註明年度、

核定計畫名稱） 
    2.執行卓越教學相關教學改進計畫案（請註明

年度、核定計畫名稱） 
-高教深耕教學創新計畫包含共學群、創新教

學課程計畫、數位學習教學計畫、微學分課

程、開放教學觀課、主持教師社群計畫等項 
    3.編撰或編譯完成教學專書（請註明年度、專

書名稱） 
(四)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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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1. 教師三年內之教學意見調查滿意度 
學期 教師教學意見 

調查分數 

教師所屬學院

教學意見調查

平均分數 

   

2. 教師三年內之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

滿意度資料 

學期 

教師畢業生

離校問卷調

查滿意度 

教師所屬學院畢

業生離校問卷調

查滿意度平均分

數 

   

3. 教師三年內教學榮譽事蹟 
年度 教學榮譽事蹟 

  
【資料來源：(1)教育部師鐸獎、(2)教育部

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3)本校教學傑

出獎、(4)本校教學績優教師、(5)教育部教

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 
4. 教師三年內獲本校優良課程榮譽 

年度 教學優良課程 
  

【資料來源：本校優良課程】 
5. 教師三年內獲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

獎勵 
年度 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資料來源：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四) 校外教學服務 

年度 微課程/多元選修 
  

【資料來源：開設高中微課程或多元選修

課程】 
(五) 學術倫理課程研習證明(教師自行檢

附) 
研習 
日期 

研習 
主題 

研習 
時數 

辦理

單位 
    

1. 三年內教學意見調查滿意度及畢 
   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資料 

  註：由本院向教務處索取後另行提供 

  2. 三年內其他教學榮譽事蹟 
年度 教學榮譽事蹟 

  
  註：1.獲教育部或本校傑出教學獎、教學績優教師 
      2.獲本校優良課程獎勵狀 
      3.獲本校全英語授課獎勵 
      4.獲其他教學榮譽獎項 
(五) 學術倫理課程研習證明 

研習 
日期 

研習 
主題 

研習 
時數 

辦理單  

    
  註：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實施規範」，教師於申請本法各項獎勵時，需依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檢具近三

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講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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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註：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

施規範」，教師於申請本法各項獎勵時，需依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檢

具近三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講習證明。 

二、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教師 
姓名 

 

網址* 
 

 

評量 
項目** 

項

目 
評量標準 

完

整

性 

教學歷程檔案建置完整 
提供資料足以據此判斷

教學品質 

一

致

性 

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

學策略與方法具一致性 
所提供之之教學大綱、

測驗考卷、投影片、教材

等資料，能夠支持教學

理念與教學目標 

可

信

度

與

可

靠

性 

教學歷程檔案中匯聚之

證據完善、有具體細節，

而非僅僅是片面之詞或

抽象籠統說明 
教學歷程檔案中包括來

自於學生、同儕、教學評

量等來源的證據，而且

與個人自我評估一致 

反

思

與

改

進 

在教學理念、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與策略、自我

成效評估上，顯現出深

入周詳的考量與反思。 
在教學上的反思能反映

在教學的改進努力與具

體改善成效之上 
教

學

表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

師於教學上具有優秀表

現 

二、教學歷程檔案 
 

評量項目 評量標準 

完整性 
教學歷程檔案建置完整 
提供資料足以據此判斷教

學品質 

一致性 

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

學策略與方法具一致性 
所提供之之教學大綱、測

驗考卷、投影片、教材等

資料，能夠支持教學理念

與教學目標 

可信度與可

靠性 

教學歷程檔案中匯聚之證

據完善、有具體細節，而

非僅僅是片面之詞或抽象

籠統說明 
教學歷程檔案中包括來自

於學生、同儕、教學評量

等來源的證據，而且與個

人自我評估一致 

反思與改進 

在教學理念、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與策略、自我成

效評估上，顯現出深入周

詳的考量與反思。 
在教學上的反思能反映在

教學的改進努力與具體改

善成效之上 

教學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

於教學上具有優秀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

於教學上具創新性、實驗

性或其他傑出特色 
參與遴選及獲獎期間同意教學歷

程檔案資料公開之簽署 
 
申請教師簽名：                         

 

配合校申請

表，修正院

申請表審查

參考資料之

「二、教學

歷程檔案」

表題、格式

並新增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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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

師於教學上具創新性、

實驗性或其他傑出特色 
教師參

與遴選

及獲獎

期間同

意教學

歷程檔

案資料

公開之

簽署 

申請教師簽名 
(教師本人簽章) 
 
 
 
 

註： 

*教師網址請參閱：教學歷程檔案/學經歷/網址 

**委員審查以教師教學歷程檔案公開資料為主

（除教學意見調查及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結果資

料外），教師獲獎期間不得關閉。 

三、本次參加遴選提供之錄播課程(教師自 
   行填寫並檢附錄影課程檔) 

錄製

課程

名稱 
 

必選

修 
□必修      □選修  

修課

學生

人數 
 

評量

項目 

項目 評量標準 

教學 
方法 

於課程需要強調或關

注之處，會變更聲調

或節奏來加以強調 
對於新出現的術語或

概念會加以定義與說

明 
對於複雜的資訊，會

詳細說明或重覆加以

解釋 
會舉例來說明課程內

容 

三、本次參加遴選提供之錄播課程 
 
錄製

課程

名稱 
 

必選

修 
□必修 
□選修  

修課學生 
人數 

 

評量 
項目 

評量標準 

教學 
方法 

於課程需要強調或關注之處，會

變更聲調或節奏來加以強調 
對於新出現的術語或概念會加

以定義與說明 
對於複雜的資訊，會詳細說明或

重覆加以解釋 

會舉例來說明課程內容 

教師應用之教學方法，適合該課

程屬性 

師生 
互動 

教師沒有使學生分心之作為 

教師眼神與學生保持交會 

會暫時停頓以讓學生提問 

配合校申請

表，修正院

申請表審查

參考資料之

「三、本次

參加遴選提

供之錄播課

程」表題及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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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教師應用之教學方

法，適合該課程屬性 

師生 
互動 

教師沒有使學生分心

之作為 
教師眼神與學生保持

交會 
會暫時停頓以讓學生

提問 
上課步調允許學生及

時做筆記 
對於重要觀念，會明

確提醒學生加以注意 
申請教師簽名(教師本人簽名；年/月/日) 

上課步調允許學生及時做筆記 

對於重要觀念，會明確提醒學生

加以注意 
申請教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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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工學院   學年度申請表 
 
※ 申請資格檢核表： 

系所名稱 職稱 教師姓名 教學年資 

   本校:    年；外校:    年；合計:    年 

項目 
教師

勾選 
系所

審核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
教
學
成
效
基
本
資
格 

□ 
符合 

□ 
符合 

(一)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程」獎

勵狀。 

□ 
符合 

□ 
符合 

(二)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本院平

均滿意度。 

□ 
符合 

□ 
符合 

(三) 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教學

滿意度平均分數高於本院平均滿意度。 

□ 
符合 

□ 
符合 

(四) 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教育中

心、學位學程)或教務處提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教學績優

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項目 
教師

勾選 
系所

審核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二
、
授
課
及
服
務
資
本
資
格 

□ 
符合 

□ 
符合 

(一) 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至少一門(合授教師三人以下）或一

學年合計一學分以上。 

□ 
符合 

□ 
符合 

(二) 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至少一門。 

□ 
符合 

□ 
符合 

(三) 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 
符合 

□ 
符合 

(四)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本院專任教師平均數

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

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項目 
教師

勾選 
系所

審核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三
、
學
院
基
本
資
格 

□ 
符合 

□ 
符合 

(一) 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及約聘教師。 

□ 
符合 

□ 
符合 

(二)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需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

核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

授課時數規定。 
□ 
符合 

□ 
符合 

(三) 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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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 
符合 

(四)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各系所專任教師平均

教學當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學

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項目 
教師

勾選 
系所

審核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四
、
前
次
獲
獎
年
度 

□ 
符合 

□ 
符合 

(一) 參選教學傑出獎遴選應於獎勵期滿兩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 
符合 

□ 
符合 

(二) 參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應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申請教師簽名：                     系所主管簽章：                    

 

系所檢核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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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薦表 
姓名  職稱  系所  

      

教
學
傑
出
事
蹟
（
以
一
頁
為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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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查參考資料 

一、教學成果 
(一) 教學年資 

本校到職日 本校教學年資（年） 

  

 
(二) 教學參與 
1. 授課時數 

學期 實際時數 減免時數【原因】 合計 

    
    
    
    
    
    

平均數    
 
2. 教學當量 

(1) 講授及必修實驗類 
學期 講授類、必修實驗類學期當量 系所平均 院平均 校平均 

     

     
     
     
     
     

平均當量     
 
(2) 支援西灣學院通識課程教師當量 

學期 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教師當量 校平均 

   

   
   
   
   
   

平均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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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課情形 

學期 系所必修科目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學期 通識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學期 全英語授課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4. 數位學習課程開課情形 

學期 獲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及課程認證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學期 開設本校數位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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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國際合作 EMI 數位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5. 教師三年內教學參與相關事蹟 

年度 項目 
  
  
  

【資料來源：(1)申請通過卓越教學計畫與高教深耕創新教學課程、(2)擔任學分學程負責人、 
(3)擔任共學群主持人、(4)開設微學分課程】 
 
6. 擔任教育部相關計畫主持人 

年度 項目 
  
  
  

【資料來源：(1)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2)擔任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主持人】 
 
7.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年度 項目 
  
  
  

【資料來源：(1)教學觀課、(2)教師研習及工作坊參與情形、(3)擔任教學研習、工作坊、教學

觀摩等教學活動主講人(含 EMI)、(4)教師教學貢獻、(5)擔任教師社群召集人、(6)教師 EMI 培
訓參與情形】 
 
(三) 教學成效 
1. 教師三年內之教學意見調查滿意度 

學期 教師教學意見調查分數 教師所屬學院教學意見調查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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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三年內之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資料 

學期 教師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 
教師所屬學院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 

滿意度平均分數 

   

   
   
   
   
   

 
3. 教師三年內教學榮譽事蹟 

年度 教學榮譽事蹟 
  
  
  

【資料來源：(1)教育部師鐸獎、(2)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3)本校教學傑出獎、 
(4)本校教學績優教師、(5)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 
 
4. 教師三年內獲本校優良課程榮譽 

年度 教學優良課程 
  
  
  
  
  
  

【資料來源：本校優良課程】 
 
5. 教師三年內獲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年度 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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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四) 校外教學服務 

年度 微課程/多元選修 
  
  
  
  
  
  

【資料來源：開設高中微課程或多元選修課程】 
 
(五) 學術倫理課程研習證明(教師自行檢附) 

研習日期 研習主題 辦理單位 
   
   
   

註：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教師於申請本法各項獎勵時，需依「國立中山大學

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檢具近三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講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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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教師姓名  

網址* 
 
 
 

評量項目** 

項目 評量標準 

完整性 
教學歷程檔案建置完整 
提供資料足以據此判斷教學品質 

一致性 
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策略與方法具一致性 
所提供之之教學大綱、測驗考卷、投影片、教材等資

料，能夠支持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可信度與可靠性 

教學歷程檔案中匯聚之證據完善、有具體細節，而非

僅僅是片面之詞或抽象籠統說明 
教學歷程檔案中包括來自於學生、同儕、教學評量等

來源的證據，而且與個人自我評估一致 

反思與改進 

在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目標與策略、自我成效評

估上，顯現出深入周詳的考量與反思。 
在教學上的反思能反映在教學的改進努力與具體改善

成效之上 

教學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於教學上具有優秀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於教學上具創新性、實驗性

或其他傑出特色 

教師參與遴選

及獲獎期間同

意教學歷程檔

案資料公開之

簽署 

教師簽名 
(教師本人簽章) 
 
 
 
 

 
註： 

*教師網址請參閱：教學歷程檔案/學經歷/網址 

**委員審查以教師教學歷程檔案公開資料為主（除教學意見調查及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結果

資料外），教師獲獎期間不得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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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參加遴選提供之錄播課程(教師自行填寫並檢附錄影課程檔) 
錄製課程名稱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修課學生人數  

評量項目 

項目 評量標準 

教學 
方法 

於課程需要強調或關注之處，會變更聲調或節奏來加以強調 

對於新出現的術語或概念會加以定義與說明 

對於複雜的資訊，會詳細說明或重覆加以解釋 

會舉例來說明課程內容 

教師應用之教學方法，適合該課程屬性 

師生 
互動 

教師沒有使學生分心之作為 

教師眼神與學生保持交會 

會暫時停頓以讓學生提問 

上課步調允許學生及時做筆記 

對於重要觀念，會明確提醒學生加以注意 

 

                   教師簽名：                         

                                                       (教師本人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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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第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四、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
依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
時程辦理，並由「教學績
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參考
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
排序推薦名單，遴選本院
教學績優教師若干名。有
關教學績優教師及傑出
教師（教學類）推     薦
人數悉依本校「延攬及留
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
才實施規範」辦理。    

四、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
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
辦理，並由「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委員會」參考教學成
果、教學歷程檔案排序推薦
名單，遴選本院教學績優教
師若干名。並依排序推薦送
教務處(以本院編制內專任
教師人數 10％為上限）。當
年度獲選為本院排序前百
分之五十之教學績優教師，
人數若涉及小數點，採四捨
五入計算，推薦具資格者參
加當年度特聘教授或傑出
教師（教學類）之遴選。 

依 本 校
「延攬及
留住大專
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
實 施 規
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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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6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 100 學年度第 13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 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147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1 日 108 學年度第 163 次教務會議核播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9 日 109 學年度第 167 次教務會議核播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原則」與「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特訂定管理學院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學績優教師之教學基本資格外，

另有關教學當量規定標準，須符合下列條件：講授類之 3年平均教學當量，

各系達到院 3 年平均數 50%以上；各獨立所達全院獨立所 3 年平均數 50%

以上者。（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

扣除）。 

 
三、 由系所依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遴選推薦。每系至多推薦三名、獨立所

至多推薦二名為原則。學位學程由院長徵詢該學程主任及參考該名教師教

學成效予以提名。 

     申請本獎勵之教師，應填具本校「管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分表」並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向本院申請。 
 

四、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並由「教學績優

教師遴選委員會」參考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排序推薦名單，遴選本院教

學績優教師若干名。有關教學績優教師及傑出教師（教學類）推薦人數悉

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辦理。 
 
五、 教學績優遴選委員會組成及作業程序悉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實施規範」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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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第四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四、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

須符合校訂教學成效基本

資格（本校規範有關教學績

優教師之規定），並符合下

列各項條件。 

… 

四、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

須符合校訂教學成效基本資

格（本校規範第四十三條第

一款）及符合授課及服務基

本資格（本校規範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並符合下列各項

條件。 

… 

依本校「延攬
及留住大專
校院特殊優
秀人才實施
規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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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100 年 4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0 年 4 月 21 日 99 年度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3月 19日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4月 6日 100 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年 3月 13日 101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年 3月 19日第 135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年 01月 28日 109學年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年 3月 19日第 167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 3月 11日 110學年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實施規範」（以下簡稱本校規範），特制訂海洋科學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及當然委員，遴選委員由本院

各系所各推選 1 名教授，及由院長聘請其他學院曾獲本校「特聘教授及傑

出教師(教學類)」、「傑出教學獎」或「優良教學獎」之教師至少 3 名共同

組成之。 

三、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遴選委員出

席始可開會審議，遴選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理。獲獎教師須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四、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學成效基本資格（本校規範有關

教學績優教師之規定），並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於本院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約

聘教師。 

（二）、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

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時數規定。 

（三）、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 3 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到本院平均 40％以上

者（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

扣除）。 

五、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應填具「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教學績優教

師遴選評分表」（如附件）向本院申請。 

六、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並由「教學績

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參考教學成果、傑出課程等遴選標準完成遴選產生「教

學績優教師」推薦名單（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10％為上限），排序

後送教務處。 

七、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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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一、 本院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

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

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

才實施規範」第三十八條

規定，特訂定本院「教學

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一、 本院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

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

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

才實施規範」第 45 條規

定，特訂定本院「教學績

優教師遴選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配合母法條次

變化，將本要

點引用法規由

原第 45 條改為

新法之第三十

八條。 

二、申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

學成效基本資格與授課及服

務基本資格外，尚須符合本

院下列四項條件： 
(一)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

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及約聘教師。 
(二)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

數需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

核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

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三)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

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

教師 EMI 培訓認證機制。 
(四)講授類之 3 年平均教學當量

達全院平均數 40％（獨立

所達全院平均數 30％）者

（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

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

時數得予扣除）。 

二、申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

學成效基本資格與授課及服

務基本資格外，尚須符合本

院下列三項條件： 
(一)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

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及約聘教師。 
(二)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

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

計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

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三)講授類之 3 年平均教學當量

達全院平均數 40％（獨立

所達全院平均數 30％）者

（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

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

時數得予扣除）。 

一、配合增修

後母法第三

十六條規

定，增修教

師須參與全

英語授課與

教師培訓機

制等基本條

件。 
二、配合項次

增加，修正

部分用語。 

三、教學績優教師獎勵以一年

為一期，獲獎教師須於獎勵

期滿一年後，始得再度提出

申請。 
 

 本點新增，為

使更多教師參

與，新增教學

績優教師須於

獎勵期滿一年

後，始得再度

提出申請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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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四、本院組成「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

員會）審查，由院長擔任召

集人，副院長及各系所主管

為當然委員，並聘請校內、

外教學方面傑出之學者專家

至少 3 人等共同組成之；前

述學者專家之聘請資格、人

數及會議之召開等事項規

定，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規定

辦理；當然委員如為當年度

「教學績優獎」候選人，且

委員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時，

由院長另遴派委員補聘之。 

三、本院組成「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

員會）審查，由院長擔任召

集人，副院長及各系所主管

為當然委員，並聘請校內、

外教學方面傑出之學者專家

至少 3 人等共同組成之；前

述學者專家之聘請資格、人

數及會議之召開等事項規

定，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規定

辦理；當然委員如為當年度

「教學績優獎」候選人，且

委員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時，

由院長另遴派委員補聘之。 

配合新增法

規，修正點

次。 

五、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推薦及初審階

段）： 
本院各單位應依校、院公

告時程，檢具所屬推薦教

師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且

至多推薦二位；被推薦教

師應填具本院「教學績優

教師遴選申請表」及有利

審查資料，並由所屬各單

位協助初審作業。 
(二)第二階段（決審階段）： 

1.參與遴選之教師應列席

本學院遴選委員會說明

教學事蹟與心得，委員

會審查時參考申請者之

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

案、教學錄播及其他教

學事蹟及心得等遴選標

準，投票完成遴選產生

「教學績優教師」推薦

名單並排序後，送教務

處（推薦名額以本院編

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10％
為上限），由「本校教

四、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推薦及初審階

段）： 
本院各單位應依校、院公

告時程，檢具所屬推薦教

師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且

至多推薦二位；被推薦教

師應填具本院「教學績優

教師遴選申請表」及有利

審查資料，並由所屬各單

位協助初審作業。 
(二)第二階段（決審階段）： 

1.參與遴選之教師應列席本

學院遴選委員會說明教學

事蹟與心得，委員會審查

時參考申請者之教學成

果、教學歷程檔案、教學

錄播及其他教學事蹟及心

得等遴選標準，投票完成

遴選產生「教學績優教

師」推薦名單並排序後，

送教務處（推薦名額以本

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10
％為上限），由「本校教

學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

一、配合新增

法規，修

正點次。 
二、配合母法

第十七條

規範，各

學院得推

薦當年度

教學績優

教師參與

教學傑出

教師遴選

之比例，

由百分之

五十改為

百分之三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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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學績優教師審查委員

會」完成遴選後公告。 
2.委員會得推薦前款獲推

薦排序前百分之三十之

教學績優獲獎教師參加

「教學傑出獎」之遴

選，獲獎教師具教授資

格者，由學校聘為特聘

教授（教學類），未具

教授資格者，聘為傑出

教師（教學類）。 
3.第 2 款獲推薦教師若未

獲本校教學類『特聘教

授或傑出教師』及『教

學績優教師』等獎項，

將依遴選排序另頒 3 名

本院「教學優良」獎

項，頒發獎狀一紙及補

助新台幣二萬元﹝由本

院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

程在職專班 EMPP 學術

基金支應﹞，補助金額

需用於教學研究業務材

料、設備等相關費用；

補助金每人三年內以領

取一次為限。 

完成遴選後公告。 
2.委員會得推薦前款獲推薦

排序前百分之五十之教學

績優獲獎教師參加「教學

傑出獎」之遴選，獲獎教

師具教授資格者，由學校

聘為特聘教授（教學

類），未具教授資格者，

聘為傑出教師（教學

類）。 
3.第 2 款獲推薦教師若未獲

本校教學類『特聘教授或

傑出教師』及『教學績優

教師』等獎項，將依遴選

排序另頒 3 名本院「教學

優良」獎項，頒發獎狀一

紙及補助新台幣二萬元

﹝由本院高階公共政策碩

士學程在職專班 EMPP 學

術基金支應﹞，補助金額

需用於教學研究業務材

料、設備等相關費用；補

助金每人三年內以領取一

次為限。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配合新增法

規，修正點

次。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及

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六、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及

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配合新增法

規，修正點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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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100.04.19 本院 99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0.04.21 本校 99 學年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1.03.01 本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3.19 本校第 13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2.03.12 本院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3.18 本校第 135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3.03.04 本院 102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3.20 本校第 139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6.03.02 本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 本校第 15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9.09.23 本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03.17 本院 109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03.19 本校第 167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11.03.02 本院 110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本院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

秀人才實施規範」第三十六條規定，特訂定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學成效基本資格與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外，尚

須符合本院下列四項條件： 
(一)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

約聘教師。 
(二)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需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規

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三)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

認證機制。 
(四)講授類之 3 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全院平均數 40％（獨立所達全院平均數

30％）者（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

得予扣除）。 
三、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以一年為一期，獲獎教師須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

再度提出申請。 

四、 本院組成「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查，由院長

擔任召集人，副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並聘請校內、外教學方

面傑出之學者專家至少 3 人等共同組成之；前述學者專家之聘請資格、

人數及會議之召開等事項規定，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規定辦理；當然委員

如為當年度「教學績優獎」候選人，且委員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時，由院

長另遴派委員補聘之。 

五、 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推薦及初審階段）： 

本院各單位應依校、院公告時程，檢具所屬推薦教師有利審查之相關資

料且至多推薦二位；被推薦教師應填具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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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利審查資料，並由所屬各單位協助初審作業。 
(二)第二階段（決審階段）： 
1.參與遴選之教師應列席本學院遴選委員會說明教學事蹟與心得，委員會

審查時參考申請者之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教學錄播及其他教學

事蹟及心得等遴選標準，投票完成遴選產生「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名

單並排序後，送教務處（推薦名額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10％為

上限），由「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完成遴選後公告。 
2.委員會得推薦前款獲推薦排序前百分之三十之教學績優獲獎教師參加

「教學傑出獎」之遴選，獲獎教師具教授資格者，由學校聘為特聘教

授（教學類），未具教授資格者，聘為傑出教師（教學類）。 
3.第 2 款獲推薦教師若未獲本校教學類『特聘教授或傑出教師』及『教學

績優教師』等獎項，將依遴選排序另頒 3 名本院「教學優良」獎項，

頒發獎狀一紙及補助新台幣二萬元﹝由本院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在

職專班 EMPP 學術基金支應﹞，補助金額需用於教學研究業務材料、

設備等相關費用；補助金每人三年內以領取一次為限。 

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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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績優教師 110 學年度遴選申請表 
107.03.07 本院 106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9.23 本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03.17 本院 109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03.02 本院 110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通過 

申請人：                               系    所：                

職  級：                               到校年月：      年     月 

壹、基本資料： 

項     目 勾選 

教學成效基本

資格（須符合

右列條件之

一） 

1.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程」獎勵狀。 

2.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所屬學院平均

滿意度。 

3. 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教學滿意度

平均分數高於所屬學院平均滿意度。 

4. 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或教務處提本院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 

 

□ 

 

□ 

 

□ 

授課及服務基

本資格（須符

合右列條件之

一） 

1. 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至少一門（合授教師 3 人以下）或一學年

合計 1 學分以上。 

2. 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至少一門。 

3. 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4. 講授類之 3 年平均教學當量達本院專任教師平均數以上。授課當量之計

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

除。 

□ 

 

□ 

□ 

□ 

 

 

學院基本資格

（須符合右列

全部條件） 

1. 於本校任教滿 3 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

約聘教師。 

2. 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

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3. 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

證機制。 

4. 講授類之 3 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全院專任教師平均數 40%（獨立所達全院

平均數 30%）者（授課當量的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

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 

 

□ 

 

 

□ 

 

□ 

其他 

（須符合） 

1.依本校「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規定，檢具近 3 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

講習證明。 

2.距離前次獲獎勵年度期滿，業經一年(含)以上。 

□ 

 

□ 

91



貳、單位主管推薦評語（申請人若為系所主管則由院長撰寫）： 

                                                                      

                                                                      

                                                                      

                                                                      

                                                                      

                                                                      

                                                                      

                                         所屬單位主管：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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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審查參考資料： 

一、教學成果 

（一）教學年資 
本校教學年資（年） 外校教學年資（年） 小計（年） 

   

（二）教學參與 
1.授課時數及當量 

項目 
 

學期 

授課時數 

實際時數 
減免時數 
【原因】 

合計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平均數 - -  

2.教學當量 
(1)講授及必修實驗類 

學期 講授類、必修實驗類學期當量 系所平均 院平均 校平均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平均當量     

(2)支援西灣學院通識課程教師當量 
學期 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當量 校平均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平均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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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課情形 
學期 系所必修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學期 通識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學期 全英語授課課程名稱 學制 課程類別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4.數位學習課程開課情形 
學期 獲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及課程認證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學期 開設本校數位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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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109-2   
110-1   

 
學期 國際合作 EMI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5.教師三年內教學參與相關事蹟 

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註：1.申請通過卓越教學計畫與高教深耕創新教學課程 
2.擔任學分學程負責人 
3.擔任共學群主持人 
4.開設微學分課程 
 

6.擔任教育部相關計畫主持人 
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註：1.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 
2.擔任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主持人 

 
7.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註：1.教學觀課 
2 教師研習及工作坊參與情形 
3 擔任教學研習、工作坊、教學觀摩等教學活動主講人(含 EMI) 
4 教師教學貢獻 
5 擔任教師社群召集人 
6 教師 EMI 培訓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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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成效 
1.教師三年內之教學意見調查滿意度 

學期 教師教學意見調查分數 本院教學意見調查平均分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2.教師三年內之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資料 
學期 教師畢業生離校問卷 

調查滿意度平均分數 

本院畢業生離校問卷 

調查滿意度平均分數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3.教師三年內其他教學榮譽事蹟 
年度 教學榮譽事蹟 
108  
109  
110  

註：1.教育部師鐸獎 
    2.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3.本校傑出教學獎 
4.本校教學績優教師 

    5.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 

4.教師三年內獲本校優良課程榮譽 
年度 教學優良課程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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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獲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 
年度 教學榮譽事蹟 
109-1  
109-2  

 

（四）校外教學服務 
學期 微課程/多元選修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五）學術倫理課程研習證明 
研習日期 研習主題 辦理單位 

   
   
   

註：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教師於申請本法各項獎勵時，需依「國立中山大學

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檢具近三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講習證明。 

 

97



二、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教師姓名  
網址*  

評量項目** 

項目 評量標準 

完整性 
教學歷程檔案建置完整 

提供資料足以據此判斷教學品質 

一致性 
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策略與方法具一致性 

所提供之之教學大綱、測驗考卷、投影片、教材等資

料，能夠支持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可信度與可

靠性 

教學歷程檔案中匯聚之證據完善、有具體細節，而非

僅僅是片面之詞或抽象籠統說明 
教學歷程檔案中包括來自於學生、同儕、教學評量等

來源的證據，而且與個人自我評估一致 

反思與改進 

在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目標與策略、自我成效

評估上，顯現出深入周詳的考量與反思。 
在教學上的反思能反映在教學的改進努力與具體改善

成效之上 

教學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於教學上具有優秀表現 

教學歷程檔案顯示出教師於教學上具創新性、實驗性

或其他傑出特色 
教師參與遴選

及獲獎期間同

意教學歷程檔

案資料公開之

簽署 

 簽名 

 

註： 

*教師網址請參閱：教學歷程檔案/學經歷/網址 

**委員審查以教師教學歷程檔案公開資料為主（除教學意見調查及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結果
資料外），教師獲獎期間請勿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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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參加遴選提供之錄播課程 
錄製課程名稱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修課學生人數  

評量項目 

項目 評量標準 

教學

方法 

於課程需要強調或關注之處，會變更聲調或節奏來加以強調 

對於新出現的術語或概念會加以定義與說明 

對於複雜的資訊，會詳細說明或重覆加以解釋 

會舉例來說明課程內容 

教師應用之教學方法，適合該課程屬性 

師生

互動 

教師沒有使學生分心之作為 

教師眼神與學生保持交會 

會暫時停頓以讓學生提問 

上課步調允許學生及時做筆記 

對於重要觀念，會明確提醒學生加以注意 

 

 
申請教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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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二、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

符合校訂教學基本資格外，並須符

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於西灣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任教或連續在本院開課滿三

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約聘

教師。其中所稱「滿三年（含）

以上」之採計，係自申請時當

學期往前推算 6 學期(不含教

師留職留薪期間)。 
（二）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

之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

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約聘

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

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

定。 
（三）本院專任(約聘)教師講授類

（體育類）之 3 年平均教學

當量達到本院專任教師平均

教學當量 50％以上。本院人

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

程(以下簡稱人科學程)、社會

創新研究所或服務學習教育

中心專任教師，其 3 年平均

教學當量達 10 人以上。本院

其他單位專任(約聘)教師，3
年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

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

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

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

乘以學期總開課數計算，且 3
年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

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

達 10 人以上。 

二、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

符合校訂教學基本資格外，並須符

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於西灣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任教或連續在本院開課滿三

年（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約聘

教師。其中所稱「滿三年（含）

以上」之採計，係自申請時當

學期往前推算 6 學期(不含教

師留職留薪期間)。 
（二）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

之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

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約聘

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

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

定。 
（三）本院專任(約聘)教師講授類

（體育類）之 3 年平均教學

當量達到本院專任教師平均

教學當量 50％以上。本院人

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

程(以下簡稱人科學程)或服

務學習教育中心專任教師，

其 3 年平均教學當量達 10 人

以上。本院其他單位專任(約
聘)教師，3 年內曾開設人科

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者，開

課當學期之教學當量以扣除

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當

量後之平均乘以學期總開課

數計算，且 3 年內於人科學

程或服務學習開課之課程平

均教學當量需達 10 人以上。 
（四）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申請

1.依據本校

「延攬及留

住大專校院

特殊優秀人

才實施規

範」有關教

學績優教師

暨教學傑出

獎教師申請

規定修訂。 

2.依111.2.16 
院主管會議

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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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四）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申請

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

到所屬學院專任教師平均授

課當量 50%以上，且支援通

識課程講授類 3 年平均教學

當量達到本院（他院系所支

援通識課程講授類）專任教

師平均教學當量 50％以上。

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3 年

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學

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教

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服

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乘

以學期總開課數計算，且 3年
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開

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達

10 人以上。（授課當量的計

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

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

時數得予扣除）。 
（五）欲申請校教學績優獎勵者，

另須符合前二學年度教授全

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且

參與本校教師 EMI培訓認證

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符合校

訂教學基本資格，惟任教時間不

符前項第一款規定者，於本院任

教或連續在本院開課滿一年

（含）以上之專任(約聘)教師，

仍得申請參加本院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惟不予推薦參加全校教學

績優教師遴選。任教時間採計比

照前項計算方式。 

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

到所屬學院專任教師平均授

課當量 50%以上，且支援通

識課程講授類 3 年平均教學

當量達到本院（他院系所支

援通識課程講授類）專任教

師平均教學當量 50％以上。

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3 年

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學

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教

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服

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乘

以學期總開課數計算，且 3年
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開

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達

10 人以上。（授課當量的計

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

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

時數得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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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院依遴選委員會推薦之教學

績優教師排序（推薦教師需含本院

專任教師），送教務處參加全校教

六、本院依遴選委員會推薦之教學

績優教師排序（推薦教師需含本院

專任教師），送教務處參加全校教

全校教學傑

出獎係由本

校教務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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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學績優教師之遴選。 
推薦人數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

及連續在本院開課滿三年（含）以

上專任教師人數之總和百分之十

為上限（餘數採無條件捨去）。 
 

學績優教師之遴選。 
推薦人數以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

及連續在本院開課滿三年（含）以

上專任教師人數之總和百分之十

為上限（餘數採無條件捨去）。 
當年度獲全校教學績優教師者，並

於本院排序前百分之五十者(人數

若涉及小數點，採四捨五入計算)
得參加全校教學傑出獎教師之遴

選。 

辦，並依照

本校校級相

關規定辦

理，本院規

範未盡之處

亦依照本校

校級相關規

定辦理，故

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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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100 年 4 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0 年 4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01 年 1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擴大中心全體同仁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6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19 日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6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0 月 13 日第 14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3 月 13 日第 15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3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追認通過 

110 年 1 月 19 日 109 學年度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3 月 19 日第 137 次教務會議核備 

110 年 6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追認通過 
111 年 2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2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原則」與「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特制訂國立中

山大學西灣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學基本資格外，並須符合下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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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約聘教師。其中所稱「滿

三年（含）以上」之採計，係自申請時當學期往前推算 6 學期(不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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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規定。 
（三）本院專任(約聘)教師講授類（體育類）之 3 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到本

院專任教師平均教學當量 50％以上。本院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

位學程(以下簡稱人科學程)、社會創新研究所或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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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乘以學期總開課

數計算，且 3 年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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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教師平均授課當量 50%以上，且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 3 年平均

教學當量達到本院（他院系所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專任教師平均教

學當量 50％以上。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3 年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

服務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服務學

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乘以學期總開課數計算，且 3 年內於人科學程

或服務學習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達 10 人以上。（授課當量的

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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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 
（五）欲申請校教學績優獎勵者，另須符合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

程至少一門，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

教師) 
申請本要點獎勵之教師，符合校訂教學基本資格，惟任教時間不符前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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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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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附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及檔案，依教務處及本院公告時程辦理，由本

院各單位向本院推薦。 

 

四、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以院長擔任召集人及當然委員，委員會

之組成、作業程序及會議召開等事項，悉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

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 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並由本院「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參考教學成果、教學歷程檔案、教學錄播等遴選

標準，遴選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並由本院頒贈獎狀乙紙。 

 

六、 本院依遴選委員會推薦之教學績優教師排序（推薦教師需含本院專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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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人數之總和百分之十為上限（餘數採無條件捨去）。 

 

七、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

規範」之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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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參加西灣學院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申請表 

111.2.21修訂 

姓名  單位  職稱  

教學類別 

(請勾選) 

□本院專任(約聘)教師（□講授類或體育類 □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 

□他院系所專任(約聘)教師支援西灣學院課程(講授類 □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

學習課程) 

校訂 

教學成效

基本資格 

(請勾選)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須附證明)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中至少一門曾獲校長頒給之「優良課程」獎勵狀。 

□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平均滿意度高於所屬學院(含西灣

學院、研究學院)平均滿意度。 

□前一學年度「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滿意度問卷」之教師教學滿意度平均

分數高於所屬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平均滿意度。 

□長期對教學相關工作認真投入，並有具體事實經系(所、教育中心、學位學

程)或教務處提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審

查通過者。 

校訂 

授課、服

務基本資

格 

(請勾選)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須附證明) 

□前一學年度教授西灣學院課程至少一門（合授教師三人以下）或一學年合計

1學分以上。 

□前一學年度教授大學部必修課程至少一門。 

□前一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講授類及必修實驗類之三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各學院專任教師平均數以上。授

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

予扣除。 

西灣學院 

校級基本

資格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全部符合 

一、 於西灣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任教或連續在本院或本院開課滿三年（含）

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約聘教師。其中所稱「滿

三年（含）以上」之採計，係自申請時當學期往前推算 6 學期（不含教

師留職留薪期間）。 

二、 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

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三、 本院專任(約聘)教師講授類（體育類）之 3年平均教學當量達到本院專

任教師平均教學當量 50％以上。本院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以
下簡稱人科學程)、社會創新研究所或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專任教師，其 3
年平均教學當量達 10 人以上。本院其他單位專任(約聘)教師，3 年內曾

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者，開課當學期之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

程或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乘以學期總開課數計算，且 3 年內於人

科學程或服務學習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量需達 10 人以上。 

四、 非本院專任(約聘)教師，申請時前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達到所屬學院專

任教師平均授課當量 50%以上，且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 3 年平均教學當

量達到本院(他院系所支援通識課程講授類)平均教學當量 50％以上。非

本院專任(約聘)教師，3 年內曾開設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者，開課當

學期之教學當量以扣除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課程當量後之平均乘以學期

總開課數計算，且 3 年內於人科學程或服務學習開課之課程平均教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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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需達 10 人以上。授課當量之計算，教師休假之學期數免予計算，兼任

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得予扣除。 

五、 欲申請校教學績優獎勵者，前二學年度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

且參與本校教師 EMI 培訓認證機制(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全部符合上列一~四項，可參選院級教學績優教師) 

西灣學院 

院級基本

資格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符合（本項僅限參選院級教學績優教師，不推薦至

校） 

於西灣學院任教或連續在西灣學院或西灣學院開課滿一年（含）以上之專任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約聘教師。任教時間採計比照前項計算方式。 

備註 

一、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以一年為一期。 
二、 參選教學傑出獎遴選應於獎勵期滿兩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107 學年(含)

以前獲獎】 
三、 參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應於獎勵期滿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108 學年

(含) 以前獲獎】 

申請教師 
簽名/日期 

 
推薦單位(教
育中心/學程/

所)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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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二：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須知，提請追認。 

說明：  

一、 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須知因作業問題未完成提送第170次教務會

議程序，經專案核准同意先予公告實施，並補提本次教務會議追認。 
二、 檢附本學期選課須知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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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選課須知 

   

 

 

 

 

 

 

 辦理依據：依本校學則第十條第三款訂定本選課須知。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3 日核定。 

 選課系統網址：https://selcrs.nsysu.edu.tw/ 

 選課系統建議使用 IE 瀏覽器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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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課相關時程：（請依時程辦理，逾時程除重大因素外，依規定不予補辦） 

階段 開始日期時間 截止日期時間 

110-2 課程查詢 1 / 10 (一) 09:00 起 

必修課程確認 1 / 25 (二) 09:00 2 / 24 (四) 17:00 

系所輔導學生選課 1 / 25 (二) 09:00 2 / 24 (四) 17:00 
校際選課申請(本校生) 
【請配合開課學校校際選課時

程辦理】 
1 / 25 (二) 09:00 2 / 24 (四) 17:00 

超修學分申請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1 / 25 (二) 09:00 2 / 24 (四)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初選】 

初選 1 (限學士班選通識課程) 1 / 25 (二) 09:00  1 / 27 (四) 17:00 

初選 1《結果公布》  1 / 28 (五) 14:00 

初選 2 2 / 8 (二) 09:00 2 / 10 (四) 17:00 

初選 2《結果公布》 2 / 11 (五) 14:00 

【加退選】 

加退選 1 2 / 17 (四) 09:00  2 / 18 (五) 17:00 

加退選 1《結果公布》 2 / 21 (一) 14:00 

加退選 2 2 / 23 (三) 09:00 2 / 24 (四) 17:00 

加退選 2《結果公布》 2 / 25 (五) 14:00 

【異常處理】 
選課異常處理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3 / 1 (二) 09:00  3 / 7 (一)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確認選課紀錄 3 / 1 (二) 09:00  3 / 14 (一) 17:00 

【學分費繳交】 

學分費繳交(暫訂) 3 / 24 (四) 4 / 6 (三) 

【棄選】 

棄選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4 / 29 (五) 09:00 5 / 6 (五)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各階段辦理方式參閱【四、各階段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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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課前注意事項： 

（一） 選課系統相關網頁： 

1. 「選課系統」：教務處網頁／學生專區／相關系統／網路註冊：

https://selcrs.nsysu.edu.tw/stu_enroll/選課系統      
或  教務處網頁／學生專區／相關系統／選課系統 
選課帳號為學生個人學號；初次選課新生，密碼預設為身分證末六碼，選課前，

請先修改密碼，以免選課資料遭人竄改。同學若忘記密碼，可於選課系統網頁/學
號及密碼查詢/密碼查詢，或攜帶學生證於上班時間至註冊課務組查詢。 

2. 「選課操作說明」：教務處首頁／學生專區／相關系統／選課系統網頁／選課須知

與法規查詢／選課操作說明。 
3. 「學期課程查詢」：選課系統網頁／課程查詢／當學期課程。 
4. 「常用信箱維護」：登入選課系統／【個人工具箱】，請登錄常用之 e-mail 信箱，

以免漏收學校發送之相關資訊(請注意常用信箱是否有漏信狀況，建議多使用學校

學生專用信箱)。 
5. 選課結果公布：不論同學是否選課，請於確認選課紀錄期間，上網確認本學期個

人選課紀錄，以確保選課結果正確。 
(1) 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布請自行上網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結果查詢。 
(2) 請於確認選課紀錄期間，上網確認本學期個人選課紀錄，逾期未於選課系統確

認者，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並依第 122 次校務會議決議不再受理更改。 

（二） 選課諮詢： 

1. 選課問題信箱：acad-c@mail.nsysu.edu.tw 
如有選課問題時，請在各階段選課時間截止前，將學號及問題 E-mail 至信箱，至

遲二個工作日內回覆，逾期不得以系統問題要求補辦選課。 
2. 各類課程選課聯繫單位(校內分機)： 

中文思辨與表達：基礎教育中心(5852)、英語文：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5808) 
跨院選修：基礎教育中心(5852) 
博雅課程：博雅教育中心(5853) 
運動與健康課程：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5865) 
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學習教育中心(5870) 
專業必選修課程：各系所 
註冊課務組：(2130~2134) 

3. 系所輔導學生選課： 
※課程地圖網頁：http://epp.nsysu.edu.tw/ 
※學生於上網點選課程前： 
(1) 請參考系所必修科目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本校學則、教務章則及各系修課

等相關規定，先列出擬加退選課程。 
(2) 如有選課問題請與導師（系所承辦人員）討論後再行加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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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課說明： 
（一） 同階段選上機率相同，各課程不採『先選先上』制，不需急於各階段開始時上網；為

減少網路壅塞及線上操作時間，選課前請先查妥課號。每一選課階段均分兩階段，於

選課階段操作加選時，應於選課結果公告期間上網確認，操作退選課程將於系統直接

退選，釋出名額（誤退課程需重新上網加選，並依配課序重新配課）。 
（二） 「加選」後： 

1. 【登記加選】：本課程「是否選上」需等選課結果公布後，自行上網查詢。 
2. 【失敗課程清單】：課程加選未成功，請務必依說明再重新加選。 
3. 【衝堂】：同時段可以同時加選多科，系統依同時段選上課程志願序篩取，但與確認

之預配課程衝堂時則保留該配入課程。 
（三） 「退選」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資料；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五、選課結果

篩選次序】篩選。 
（四） 因抵免、擋修、重覆修習（已修畢）等不擬修習已確認之預配課程、初選選上或加退

選選上之課程時，需自行辦理退選。未辦理者，視同『本學期自願修習』。 
（五） 經確認之預配課程或各階段選上之課程，開學後二週(加退選結束日)均未到堂上課者

（逢假日未上課不計），系所或任課教師均得以書面於選課異常處理階段前通知逕行辦

理退選，學生不得異議。 
（六） 教育學程課程於初選第二階段限教育學程學生選修；加退選階段開放全校學生選修。

【修習此類課程需另繳交學分費】 
（七）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共 14學分。博雅課程必修 13學分；服務學習 1

學分，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應用性課程（不含軍訓類課程）109學年

度(含)以前入學生至多採計 1學分，超修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110學年度

(含)以後入學生至多採計第 1門課程之學分，第 2門課程(含)以上之學分不得計入最

低畢業學分；若有選修「應用性課程」則「博雅課程」最低必修為 12學分，請詳閱通

識教育架構修習。 

（八） 全英語學士專班(分組/班)學生應選修全英語之跨院選修及博雅向度課程。 

（九） 運動與健康課程，一般生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能」1 學分、「運動與健康：初級游

泳」1 學分、運動與健康：初級課程二學期共 2 學分（得選修相同課程），合計 4 學

分，修習完畢後可選讀運動與健康選修課程；運動與健康：特別班選課請至「西灣學

院」辦理；集訓班課程，限當學期本校運動代表隊員修習；以運動績優管道入學之學

生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能」、「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各 1 學分、「運動與健康：

初級集訓班」二學期共 2 學分及「運動與健康：進階集訓班」二學期共 4 學分。 
（十） 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布」時，請上網查對，並自行列印存查；加退選結束後，不再發

給正式選課紀錄（紙本），請依規定上網確認個人選課紀錄，逾期不受理任何更改。 
（十一） 選課系統【學期課程查詢】網頁內，【點選】之欄位數字，表本階段加選該課程

但尚未選上之人數。加選前，應先查看目前已點選人數，當點選人數超出限修人數

時，請先評估選上可能性，以免課程額滿無法選上。 
（十二） 選課應針對自己興趣及時間，勿執著加選某一老師，以免延誤學期選課或課程修習，

致而影響畢業。 
（十三） 選課時，請瞭解應修及最需要修習之課程，以尚未修習者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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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階段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必修課程確認（請自行確認，未列出之必修課程務請自行加選） 

1、為使同學優先加選必修課程，同學進入選課系統需先執行必修課程確認，方可進行其他

課程加退選，請進入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進入必修課程確認，於表列必修課程

『保留課程欄』勾選擬修習課程，按『送出』執行確認。（保留欄位若未勾選，執行送

出時，即放棄優先加選必修課程機會，需修習者請自行加選） 
2、截至加退選結束均未執行確認者，視同未選修系統表列必修課程。 

僅修習必修課程學生請特別注意，選課階段未上網確認必修者，即視同未修課。 
3、分組（多門）必修或因故未列於優先選修之必修課程，請於確認後自行選修。 
4、預列課程因選課時程因素，無法確實管控同學抵免、擋修、重覆修習等免修或不得修習

狀況，同學請於執行確認時注意，已確認課程擬不修習時，需自行退選。 

(二) 超修學分申請 

1、請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超修學分申請表】』。未

申請超修學分者，配課時，超過每學期修課上限情形者，優先刪除志願序較大之課程。 
2、申請超修學分者，請於繳交申請單後，於選課期間內再自行上網加選課程。 
3、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學士班 25 學分、碩專班 12 學分、碩博士班 15 學分。 

4、學士班得於當學期超修一至二科目，在職專班須填寫修課計畫，並檢附相關文件。 

(三) 校際選課申請(本校生) （請配合開課學校校際選課時程辦理） 

1、至本校教務處／表單下載／學生選課／列印『校際選課申請表(本校生)』，申請表請自備

一式二份，並檢附開課學校課程資料（含開課系所、中英文課程名稱、學分、上課時間

等）及課程大綱。 
2、選修他校課程，應先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經系（所）主管核准（教育學程課程需經師

資培育中心核准，通識教育課程需經西灣學院核准），並依他校校際選課之規定辦理選課

手續後，於申請表註明之期限內將申請表繳回教務處辦理加選，逾期未繳回者，申請科目

逕予註銷。 
3、選讀他校之科目，以本校當學期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除開課人數不足停開或衝堂外，

不得辦理退選。惟退選應於本校加退選截止日一週內檢具證明文件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逾期不予受理。 
4、本校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總數，以不超過當學期修習學分總數的三分

之一為原則，惟延修生及修習跨校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者，不在此限；碩博士班學生

，以不超過肄業系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的三分之一為原則。 
5、本校學則第 67 條規定，在職專班學生不得選修他校課程，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學分

學程、獲准跨校交換及專案簽請核准者，不在此限。 
6、一般學期學士班學生（不含延修生）選讀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學校（中正、中興、成功大

學）、高雄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高雄科技大學、金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中華民國

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及慈濟大學之課程者（不含教育學程），免繳學分費，請

按時前往上課；但暑期開設之課程，仍需依各校規定之應繳費用標準繳費。 
7、一般學期碩博士班學生選讀高雄醫學大學之課程者，免繳學分費，請按時前往上課；但

暑期開設之課程，仍需依各校規定之應繳費用標準繳費。 
8、辦理完成之申請表，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可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

結果查詢。 

(四) 初選 1【限學士班學生選修通識課程(其他學制學生請於加退選階段加選本類課程)】 

1、加選：本階段為『填列點數』加選，每類可選填三門，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課表出現登

記加選。 
   點數 填法：同一類不同課程依選修意願高低，自行分配點數填入，每科目填列點數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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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點自由填列。 
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仍依【五、

選課結果篩選次序】篩選。 
2、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請至西灣學院網頁參閱各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3、通識課程每類可選填三門： 

(1)語文課程：(1)中文思辨與表達(2)英語文，計 2 類，每類 100 點。 
(2)跨院選修：100 點。 
(3)博雅課程：100 點。 
(4)服務學習課程：100 點。 
(5)運動與健康(必選修體育）：100 點。 

4、本類課程建議依必修科目表排定之學期選修，以免失去優先選修權，影響以後學期選課。 
5、應用性課程（含軍訓），於「初選 2 階段開放學士班學生加選；研究所學生於「加退選」階

段加選。 
6、選上課程數限制說明： 

(1)跨院選修：以選上一門為限，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2)博雅課程：95~99 學年度入學學生以選上二門為限、100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以選上一

門為限(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3)運動與健康：以選上二門不同選項課程（含重修或補修）為限。 
(4)其它各類課程：以選上一門為限。 

 

(五) 初選 2 

1、加選：本階段為『填列志願』加選，志願序不得重複，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課表出現登

記加選。【範例】加選三科的志願序正確填法：1、2、3，錯誤填法：1、1、1。 
   志願填法：加選課程時，各階段博雅課程加選以三門為限，依選修意願前後，自行分配

志願前後填入，每個志願序不得重複，至多可填列 20 門課。 
同一時間使用不同志願登記加選多科，個人功課表會出現【衝堂】訊息，系統配課依選

上志願序篩取一科，但如與已確認之必修課程衝堂，則保留該必修課程。 
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

【五、選課結果篩選次序】篩選。 
 

2、本階段適用課程及學生 
課程類別 

學生身分 
學士課程 

(通識&專業課程) 
碩士 
課程 

博士 
課程 教育學程 碩專 

課程 

學士班學生 V V 
(大三、大四)  V(限教育學程學生)  

碩、博士生  V V V(限教育學程學生)  
碩專班學生  V V V(限教育學程學生) V 

 
3、通識課程選上課程數限制同初選 1 階段。 

(六) 加退選 1、2 

1、加選：本階段同初選 2，以『填列志願』加選，志願序不得重複，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

課表出現登記加選。【範例】加選三科的志願序正確填法：1、2、3，錯誤填法：1、1、1。 
志願填法：加選課程時，各階段博雅課程加選以三門為限，依選修意願前後，自行分配志

願前後填入，每個志願序不得重複，至多可填列 20 門課。 
同一時間使用不同志願登記加選多科，個人功課表會出現【衝堂】訊息，系統配課依選

上志願序篩取一科，但如與已確認之必修課程衝堂，則保留該必修課程。 
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五、

選課結果篩選次序】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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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階段適用課程及學生 
 
 
 
 
 
 
 
 
 
 
 
 
 
3、加退選 1 未選上之課程，加退選 2 需再重新上網加選。 
4、跨院選修及博雅課程於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5、加退選第二階段專業課程除「限博士生修習」、音樂系、劇藝系之「限本系(含特定年級)學

生修習」及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IBMBA)、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GHRM MBA)設定限修之課程維持不開放外，其餘專業課程取消限制修習條件，開放全校學

生選修。(第 129、148、158 次教務會議) 
6、加退選 2 選課結束前，任課教師得依未選上課程學生之出席情形，送交優先選修名單，供

限修條件處理，惟學生仍需於教師送交優先選修名單同一選課階段，自行上網登記加選課

程。 
7、學士班一、二年級學生如欲修習碩士班課程，請於加退選階段完成「加選碩士班課程申請

單」並繳交至註冊課務組辦理；異常處理階段則依該階段程序辦理。(第 158 次教務會議) 

課程類別 
學生身分 

學士課程 
(通識&專業課程) 碩士課程 博士

課程 
教育

學程 
碩專

課程 

學士班學生 V 
V 

(大三、大四 網路) 
(大一、大二 紙本) 

 V  

碩、博士生 
V 

(不含跨院選修、博雅課程

及服務學習課程) 
V V V  

碩專班學生 
V 

(不含跨院選修、博雅課程

及服務學習課程) 
V V V V 

(七) 選課異常處理 

1、 請同學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選課紀錄異常處理申

請表】』辦理。 
2、專業課程符合以下申請條件之一者，申請表請於規定期限內送交註冊課務組；不符合者

，將逕退交各系所辦公室，不予受理： 
(1)學士班未依規定選滿學期應修學分數者，限『加選』本系所專業課程。 
(2)加退選結束，已選上課程停開，『改選』其他任課教師同意加選之課程。 
(3)『退選』抵免通過、或重覆修習課程。 
(4)『加選』未選上之必修課程。 
(5)『加選』不符限修或擋修條件之課程者（該課程修習學分及成績依相關規定辦理)。 
(6)學士班一、二年級學生，申請加修「碩士班課程」。 
(7)選課階段因額滿未選上，但都有到堂上課，經任課教師同意加選(請任課教師自行控管

開放之人數)。 
(8)加選課程學分影響畢業或其他原因(請附詳細說明報告)。 

3、通識課程符合以下申請條件之一者，由授課教師簽名，其中【博雅課程、服務學習課程】

及【英語文課程】另需黏貼加簽貼紙，並備齊相關文件（異常處理單西灣學院簽章區所列

應附文件）繳交至西灣學院辦理；不符合者（如：僅任課教師簽名者）將逕退交各系所辦

公室，不予受理： 
(1)加退選結束，已選上之通識課程停開，改選其他任課教師同意加選之通識課程。 
(2)「退選」抵免通過、或重覆修習之通識課程。 
(3)通識課程(中文思辨與表達、英語文課程除外)未選上任何一門課者。 
(4)加選通識課程學分影響畢業或其他特殊原因(請附詳細說明報告)。 

4、申請更正之選課資料，以申請表內『課號』為準，公布後即不受理更改，列印時請小心填

列。 
5、已核章之申請單繳交後，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可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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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結果查詢，並請確認選課紀錄。 

(八) 確認選課紀錄 

1、本階段依第 122 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之「本校學生正式選課紀錄確認流程」辦理。 
2、請同學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結果查詢／點選『確認本學期選課結果』。 
3、事關同學個人修業規劃及權益，且選課結果係期末成績登錄之依據，請同學務必於規定

期限內，上網【確認】個人選課紀錄（已選上、未選上課程及必、選修課程皆要詳細檢查

），對選課結果如有疑義，請於截止期限前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查詢，逾期未於系統確認

者，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並依第 122 次教務會議決議不再受理更改。 
4、加退選結束後，不再發給正式選課紀錄（紙本），請自行列印選課資料存查。 

(九) 棄選 

1、請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棄選單】』辦理。 
2、依據 8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決議，棄選科目至多 2 科，且棄選後之總修課學分數仍不

得低於學則修課規定下限。棄選科目將會出現在成績單內，並註明棄選字樣，但不列入成

績計算。（已申請減修學生，修習學分數已低於學則規定下限者，不得辦理棄選。） 
3、因棄選辦理日期已近學期三分之二，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不退還，未繳交者應依規定補

繳，下學期方可註冊；加選「曾棄選成功」之科目，仍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 
4、本校學生已完成校際選課程序後，得依他校之規定及期程辦理棄選，惟每學期含本校課

程之棄選科目至多 2 科，且棄選後之總修課學分數不得低於學則修課規定下限。(146 次

教務會議) 
5、已核章之申請表繳交後，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目前選課

結果查詢棄選結果。 
6、倘對公布資料有疑義，請於 111.5.13 (五)前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查詢，逾期不受理。 

五、 選課結果篩選次序 

篩選序 
課程類別 

１ 2 3 4 5 6 7 8 

中文思辨與表

達、英語文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一 大四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博雅向度課程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四 大二 
大三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運動

與健康 

大一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一 大四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大二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二 大四 大三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選修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四 大三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服務學習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二 
大三 
大四   其他學制 亂數大小 

跨院選修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大二 大一 大四   亂數大小 

專業課程 限修、優先條件 本系本班 本系同年

級另一班 
本系生依

年級高低 
本系輔系 
、雙主修 

本系其

他學制 外系 點數大小 
志願前後 亂數大小 

教育學程 限修、優先條件 點數大小、志願前後      亂數大小 

1、各類課程依上表順序篩選，並需受各類課程修課及篩選次序限制（退選已選上課程再
加選同課程亦同）。 

2、由於課程是否能選上取決於點數分配、志願順序，因此分配點數的策略，將會影響選上
的機率：本班、本系課程或符合可優先選修之課程，享有優先篩選權，可不需犠牲前面
志願序或增加點數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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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選課相關規定： 

（一） 學則第 10 條第 3 款「選課」： 
1、學生應按照所屬院系每學期開列之科目及本校選課須知之規定辦理選課。 
2、學生加選、退選及棄選應依照規定日期辦理，並於規定日期內逕行上網確認，逾期

不得要求改選。 
3、學生成績之登錄以教務處正式選課紀錄為準。紀錄上未選科目，雖有成績，亦不予

承認；紀錄上所選科目，無成績者均以 X 等第（百分制成績為零分）登記，亦併入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內計算。 
（事關同學權益，同學選課後務請上網確認選課紀錄與擬修習課程是否相符） 

（二） 學則第 11 條： 
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15 學分，不得多

於 25 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不得多於 25 學分。學生若因情況特

殊，經所屬院系主管核可者，得於當學期超修或減修一至二科目為原則。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得僅修習應補修或重修之課程；若缺修學分係第二學期課程者，

第一學期得辦理休學，免予註冊，但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科目。 
學則第 55 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以 15 學分為原則；超修學分上限者，需經所

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學則第 67 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以 12 學分為上限；超過該學分上限者，需經

所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在職專班學生不得選修他校課程，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學分學程、獲准跨校交換

及專案簽請核准者，不在此限。 
學則第 28 條： 
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不足，不合學則規定

者，應令休學；其休學已期滿者，應令退學。 

（三） 學則第 12 條：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概予註銷。 

（四） 學則第 13 條：學生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五） 修習全學年課程，上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得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但上學期仍應重

修。學年課程僅修得一學期、或先修讀下學期（顛倒修習）、或重複修讀已及格或已核

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覆修習），已及格之學分數不給畢業學分。本學期選課紀錄

中，有前述情形課程(含確認預配及自行選課)，應自行退選。(學則第 40、42 條)  

（六） 本校學生辦理加退選、更正選課紀錄及教師異動課程等作業期間，請師生共同確實遵

行於規定日期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以利教學活動與提昇行政效率。(8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未於網路確認選課紀錄學生，將逕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122 次教務會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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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之學分數以修習課程時數計算之)。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規定，因「通識教

育課程」延畢者，均須依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第 105 次及第 148 次教務會議) 
學士班延修生修習一般課程 10 學分以上收取全額學雜費。(學雜費徵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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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程課程於加退選階段開放全校學生選修，修習此類課程需另繳交學分費。(學雜

費徵收標準) 
逾規定期限一週未繳清學分費者，該學期修習之科目全數註銷，即令辦理休學。(學則

第 10 條第 1 款繳費相關規定) 

（八） 初次選修由外文系開設（含支援他系開設）之語言實習相關課程者（含英語聽力類課

程、口譯類課程等），每學期應繳交「語言教學實習費」；重修者可免繳納，詳情請洽

外文系。(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 

（九） 「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共 6 學分、「英語文」課程共 6 學分，合計 12 學分中必修共 8
學分依通識教育架構規定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但另 4 學分則計入修習總學分數。另

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程，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得抵免「英語文」必修 4 學

分。(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十） 運動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分不計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但計入修習總學分

數，所修成績仍併入當學期平均成績及總成績內計算。(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課程選課

要點) 

（十一） 碩博士班學生不得選修在職專班開設之課程。 
學士班修習碩士班課程：(1)一、二年級學生，經任課教師及所屬系所同意，得於「加

退選階段」及「選課異常處理階段」辦理加選；(2)但不得選修博士班、碩博士班併

班、或各在職專班開設之課程。 
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修習之學分數包括在學期限修學分數及學業成績不及格

之退學標準內計算。(第 84 次教務會議) 

（十二） 碩博士班學生，選修學士班課程之學分及成績僅列於成績單上（均視為當學期修習

科目），但核算學分時不計入當學期修習學分數及最低畢業學分內，核算成績時，所

得成績亦不併入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內計算，並不須繳納學分費(不含教育學程)。
(第 52、66 次教務會議) 

（十三） 學則第 37 條：學業成績採多元方式評量，教師得依學生日常表現、報告、展演及平

時、期中、期末考試等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學期學業成績之評量方式應明訂於課程

大綱。期中及學期考試其時間依本校行事曆規定舉行。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

規定。 

（十四） 學生學位之取得，其修習遠距教學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教育

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8 條) 

（十五） 選課應依正規程序辦理，如經發覺從事違規或違法情事，悉依相關法規論處。 

（十六） 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118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0400


【附錄】 本校課號編碼原則

本校課號經 99 年 6 月 15 日第 124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100 學年度第 1 學

期將開始實施，修改後之新課號說明如下：

課號

系所英文簡稱 程度碼 課程碼 班別

X X X X 1 0 1 A 

1. 系所英文簡稱：開課系所之英文簡稱。

2. 程度碼：開設課程之學制。

(1)1~4 為學士班課程。

(2)5~6 為碩士班課程。

(3)7~8 為博士班課程。

(4)9 為專班課程。

3. 課程碼：開設課程之程度及屬性（由 01~99 編碼，愈屬基礎之課程，

其編碼愈小）。

4. 班別：如同一系所相同課名之課程開設一班以上，則編定此碼區別(以

A~Z 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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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7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三：:擬訂定本校學士班招收全英分班（組）學系學生系內轉換班（組）別要

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110學年度起學士班招收全英分班（組），包括化學系、電機系、機

電系共3個學系。 
二、 為使本校招收全英分班（組）學系之學生申請轉換班（組）別有所依循，

特比照本校學生轉系辦法訂定本要點(草案)，如附件。 
三、 本要點(草案)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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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招收全英分班（組）學系 
學生系內轉換班（組）別要點(草案) 

111.3.   本校第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使本校招收全英分班（組）學系之學生申請轉換班（組）別有所依循，特比照本

校學生轉系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各學系學士班有招收全英分班（組）者，其學生在校修業滿一學年，得申請轉班

（組）。 

三、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二年級肄業；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三年級或經審查同意進入二年級肄業。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始申請者，依其已修

科目與學分，得轉入適當年級肄業，但至少應在轉入班（組）修業一年。 

四、轉班（組）學生須完成轉入班（組）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降級轉班（組）

者，其應修學分數及必修科目，應依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學年度必修科目表之規定；

其在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班（組）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五、學生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不得轉班（組）者，不得轉班（組），惟情況特殊經

系所務會議通過，經教務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六、轉班（組）申請流程及規範： 

(一) 申請及核定時間，依照本校教務處公告時間規定辦理。 
(二) 學生申請轉班（組），須填具申請單，申請單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同意，連同成

績單送所屬學系，經導師、系主任簽署及系務會議或系招生相關之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送教務處簽經教務長核定後，由學系公告。 
(三) 申請轉班（組）者，前一學年之平均成績應達全班（組）之前 50%。擬轉入全

英班（組）者，其ＥＭＩ課程應達修習學分之 30%以上，學系得另訂更高之標

準。 
(四) 因特殊原因經系務會議或系招生相關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經教務長簽核同意

者，得專案轉班（組）。 
(五) 學生申請轉班（組）於申請期限截止後，不得請求撤銷或變更。依相關規定不

得轉班（組）之學生，事後發現轉班（組）者撤銷其轉班（組）資格。 
(六) 轉班（組）名單經公告後，經核准轉班（組）學生，非經相關院系及教務長核

准者，不得請求回原班（組）肄業。申請回原班（組）肄業，應於轉入學期行

事曆規定加退選開始前辦理。 

七、依班（組）身分訂有獎勵條件者，轉班（組）後依其轉入班（組）身分規定調整。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規定辦理。 

九、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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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7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四：:擬修訂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次修正重點為論文封面碩士論文之英文名稱。 
二、 部分教師反應英文的習慣用法，Master Thesis有“傳世論文”或“重要，

經典”論文之內涵，建議將碩士論文之英文名稱用字統一修正為

Master’s Thesis，修正對照表附件一，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二。 
三、 修正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博士論文英文名稱一併修正為Doctoral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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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留白 2.54公分） 

     （附件1及範例） 

， 

 

 

 

國立中山大學○○系(所) 

                    碩(博)士論文(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行高) 

             Department/Institute of ○○(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

高） 

Master Thesis/Doctorate Dissertation(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Master’s Thesis/Doctorate Dissertation(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

高） 

 

             (論文中文題目) (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行高)  

                   (論文英文題目) (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研究生：○○○ （撰者中文姓名）(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

高)  

○○○ （撰者英文姓名）(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

高） 

      

  指導教授﹕○○○ （學位名稱）或（職銜）(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

高) 

（DEGREE）或（TITLE） ○○○(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中華民國○○年○月(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高)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

○

系

(

所

) 

上
留
2
公
分 

2

公
分 

碩(

博)

士
論
文 

（1
2

 p
t

） 
 
 

論
文
中
文
題
目
（1

4
 p

t

） 
 

 
 

 
 

 
 
 

 
  

 
 
 
 
 
 

 
 
 

研
究
生
：
○
○
○ 

 
 
 

 
 

96
學
年
度 

下
留
1.5
公
分 

 

   

附件一 

修正前 

修正後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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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月）○○○○(西元年) (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

高） 

（下留白2.54公分）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99. 12. 13 經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6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03.19 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4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03.  經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統一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確保研究生研究品質，並因應國際化趨勢，特訂定本

規範。 

二、各系、所得依其學術領域之特殊性另訂各系、所統一格式，惟主體架構仍請依本規範訂

定。 

三、論文編印次序規範如下： 

1. 封面（含書脊） 

2. 書名頁 

3. 論文審定書 

4. 論文公開授權書 

5. 序言或誌謝（依個人意願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6.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5-7 個  

7.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5-7 個  

8. 目錄 

9. 圖次 

10. 表次 

11. 符號說明（依學術領域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12. 論文正文 

13. 參考文獻 

14. 附錄 

15. 自傳或簡歷（依個人意願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16. 封底 

四、封面（含書脊）：【詳附件 1 及範例】 

1. 封面：包括中、英文校名、系所名稱、學位、論文題目、撰寫者姓名、指導教授及

畢業年月。 

2. 書脊：包括校名、系所名稱、學位、論文中文題目、撰寫者姓名及畢業之學年度。 

五、書名頁：與封面同。 

六、論文審定書【詳附件 2】 

1. 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經考試委員評定成績及格後，須修改內容者，應依

考試委員之意見修改論文。 

2. 指導教授必須於「論文審定書」簽章核可後，學生方得繳交論文。 

七、論文公開授權書：【詳附件 3】 

附件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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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畢業生上傳論文電子檔後列印授權書，並經指導教授共同簽署。 

2. 簽署後授權書裝訂於論文內。 

 

 

八、序言或謝辭 

    學生在論文完成的過程中，獲得他人之啟發與協助，或撰寫論文後的感想，皆可在此項

次致謝，內容請簡單扼要，須另頁書寫，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 

九、中英文摘要：【詳附件 4】 

1. 內容應論述重點，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程序及結論等。 

2. 中英文摘要頁數請各以一頁為原則。 

3. 經系、所同意以英文撰寫論文者，仍需附中文摘要。 

十、目錄：【詳附件 5】  

包括各章節之標題、參考文獻、附錄及其所在之頁數。 

十一、圖次：【詳附件 6】 

包括各章節之圖及其所在之頁數。 

十二、表次：【詳附件 6】 

包括各章節之表及其所在之頁數。 

十三、符號說明：  

各章節內所使用之數學及特殊符號，均集中表列說明，以便參閱。 

十四、論文頁面規格： 

1. 紙張：除封面、封底外，均採用白色 A4 規格，80 磅之白色模造紙裝訂。 

2. 字體： 

• 原則上中文以 12 號楷書（細明體及標楷體為主），字體行距以 1.5 倍行高為主。 

• 原則上英文以 12 號 Times New Roman 字型為主，字體行距以 2 倍行高為主。 

3. 邊界留白上 2.54 公分、下 2.54 公分、左右各 3 公分，字體顏色為黑色，文內要加

標點，全文不得塗汙刪節，各頁正下方 1.5 公分應置中註明頁碼。 

4. 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為響應環保愛地球以雙面印刷，但頁數為 80 頁以

下得以單面印刷（彩色圖片亦可單面印刷）。 

十五、論文頁碼編排原則： 

1. 論文正文前之頁數，以 i ， ii ，iii …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置中對齊。 

2. 自論文正文首頁起至「附錄」頁止，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置中對

齊。 

十六、圖表參考文獻： 

若正文中之圖或表格，擷取自參考文獻，必須於本文該圖或該表格的位置下方標註資

料來源。 

十七、參考文獻 

1. 引用之中、英文書籍：須包含作者、出版年次、書名、版次、 

出版地、出版者、頁次等文獻資料。 

2. 引用之中、英文期刊：須包含作者、文章名稱、期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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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期別、出版日期、頁次等文獻資料。 

   3. 整本論文參考文獻之格式必須統一。各系所請依其學術慣用格 

式，統一各系所論文之引註格式（例如：APA 、MLA 、Chicago 格式等）；或由各系

所提供至多五種學術期刊作為該系所參考文獻之格式，由學生擇一使用。 

十八、封面（底）：碩、博士論文均應裝訂成冊。論文封面顏色由各學院自訂單一顏色，並

通知所屬系所採行。 

十九、論文繳交  

1. 學生畢業離校時，應提交完全相同之論文至少 3 本，圖資處 1 冊（精裝、平裝依圖

資處規定）留校陳列典藏、註冊課務組 1 冊（平裝）轉交國家圖書館陳列典藏，系

所 1 冊（精裝、平裝依系所規定）留系所參考。 

2. 各系、所、學程可自行規定增加份數或要求英文本。

126



                       （上留白 2.54公分） 

     （附件1及範例） 

， 

 

 

 

國立中山大學○○系(所) 

                    碩(博)士論文(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行高) 

             Department/Institute of ○○(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Master’s Thesis/Doctorate Dissertation(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論文中文題目) (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行高)  

                   (論文英文題目) (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研究生：○○○ （撰者中文姓名）(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高)  

○○○ （撰者英文姓名）(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指導教授﹕○○○ （學位名稱）或（職銜）(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高) 

（DEGREE）或（TITLE） ○○○(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中華民國○○年○月(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高) 

 （英文月）○○○○(西元年) (字型為16之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下留白2.54公分）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

○

系

(

所

) 

上
留
2
公
分 

2

公
分 

碩(

博)

士
論
文 

（1
2

 p
t

） 
 
 

論
文
中
文
題
目
（1

4
 p

t

） 
 

 
 

 
 

 
 
 

 
  

 
 
 
 
 
 

 
 
 

研
究
生
：
○
○
○ 

 
 
 

 
 

96
學
年
度 

下
留
1.5
公
分 

 

   

127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Web2.0服務應用於 E化學習歷程檔案管理系統之設

計與實作 
Design and Implemention of an ePortfolio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Web2.0 Services 

 

 

研究生：梁○○ 

                ○○-○○ Liang 

指導教授：陳○○ 博士 

Dr.○○-○○ Chen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Sept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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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論文審定書範例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審定書(標楷體 18 號字) 
 

本校。。。。。學系(研究所)碩(博)士班(16 號字，以下同) 

研究生。。。 (學號：00000000) 所提論文 
 

 

。。。。。。。。。。中文題目。。。。。。。。。。 

。。。。。。。。。。。。。。。。。。 

 

。。。。。。。。。。英文題目。。。。。。。。。。 

。。。。。。。。。。。。。。。。。。 
 

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經本委員會審查並舉行 

口試，符合碩(博)士學位論文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簽章： 
 

召集人○○○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 
（鍵入姓名）    (簽名) 

 

(若為雙指導教授時，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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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立即公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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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公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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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英文摘要範例 

 

中文摘要 1 頁，英文摘要 1 頁，關鍵詞(5-7個)列於摘要內文下方。 

範例：  

 

摘 要 

……………………………………………… 

…………………………………………………… 

…………………………………………………… 

…………………………………………………… 

…………………………………………………… 

 

 關鍵詞:○○○、○○○、○○○、○○○、○○○  

         ○○○、○○○ 

 

 

Abstract 

……………………………………………… 

…………………………………………………… 

…………………………………………………… 

…………………………………………………… 

…………………………………………………… 

 

     Keyword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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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目  錄 

論文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 一 章  ○ ○ ○…………………………………………………  1 

第一節或 1.1○○○……………………………………………….  1 

第二節或 1.2○○○……………………………………………….  5 

第 二 章  ○ ○ ○………………………………………………… 1 8 

第一節或 2.1○○○……………………………………………....  1 8 

(以下類推) 

 

 

參考文獻……………………………………………………….……  100 

附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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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圖次、表次範例 

 

圖次：文內之圖，依應用順序，分章連續編號（第一章之圖以 1-1，1-2，1-3 …

往下編碼;第二章之表以 2-1，2-2，2-3 …以此類推往下編碼。）並表

列成頁。 

    

表次：文內表格，依應用順序，分章連續編號（第一章之表以 1-1，1-2，1-3 …

往下編碼;第二章之表以 2-1，2-2，2-3…以此類推往下編碼。）並表列

成頁。 

 

範例：  

 

 

 

 

 

 

 

圖 次 

圖 1-1 組織系統圖…………………………… 8 

圖 2-1 ××××……………………………………12 

圖 2-2 ××××××…………………………………32 

  

 

表  次 

表 1-1 網路學習類別表………………………10 

表 1-2 ××××……………………………………12 

表 3-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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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五：擬修訂本校學位考試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經教育部核定111學年度成立研究學院，本次修正重點： 
（一） 增訂研究學院之碩士學位考核規定(第3條第3項)。 
（二） 增訂研究學院研究生之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認定基準之程序

(第4條第4項)。 
（三） 增訂研究學院擬聘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認定標準之程序(第12條第3

項)。 
（四） 增訂研究學院擬聘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認定標準之程序(第13條第3

項)。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一、附件二。 
三、 修正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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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草案) 

(第3條第3項、第4條第4項、第12條第3項、第13條第3項)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研究學院碩士學位考

核規定經所務會議（或學位

學程會議）及管理會審議通

過，報監督會備查。 

第 三 條 

研究生修滿本校規定

年限，修畢或當學期修畢所

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

與學分，並符合系（所）訂

定之各項考核規定（含當學

期符合）者，得申請參加學

位考試；博士班研究生在申

請參加學位考試之前，另須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核。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

訂之。 

有關各系（所）訂定之

各項考核規定，需經系

（所）、院務會議通過後並

經校長核定。 

 

 

 

 

 

 

 

 

 

 

 

 

 

 

 

 

 

新增條文 

研究學院之碩士學

位考核規定。 

 

第 四 條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第 四 條 

博士、碩士論文依照本

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

範」撰寫，並應經系所檢核。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

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

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不得作為「學位

授予法」第七條、第九條第

二項或第三項之論文、作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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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原條文） 

 

 

 

 

 

 

研究學院之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認定基準，

應由所屬研究所所務會議

（或學位學程會議）及管理

會通過，報監督會備查。 

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惟「雙聯學制」，則依雙邊學

校協議合作之內容並符合

雙邊教育相關法規辦理。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

或體育運動類或博士、碩士

班，其論文得依規定認定以

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

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

班屬專業實務者，其論文得

依規定認定以專業實務報

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

準，應由各系（所）提教務

會議審議。 

 

 

 

 

 

 

 

 

 

 

 

 

 

 

 

 

 

新增條文 

增訂研究學院之技

術報告或專業實務

報告認定基準之程

序 

第十二條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

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

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

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

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

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資格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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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研究學院擬聘之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認定標準，由研究

學院擬訂，經管理會審議通

過，報監督會備查。 

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

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位

學程會議定之。 

 

 

 

 

新增條文 

增訂研究學院擬聘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認定標準之程序 

第十三條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研究學院擬聘之博士

學位考試委員認定標準，由

研究學院擬訂，經管理會審

議通過，報監督會備查。 

第十三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應

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

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

副教授。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

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

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資格之認

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

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位

學程會議定之。 

 

 

 

 

 

 

 

 

 

 

 

 

 

 

 

 

 

 

 

新增條文 

增訂研究學院擬聘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認定標準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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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 
(修正草案) 

110.10.27 第 16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3.  第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暨本校「學則」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以下

簡稱各系（所））自訂增加筆試。 

學位考試以面試為原則，各系（所）須以視訊方式辦理者應事先簽

請校長核准，且各系（所）需全程錄影與存查。 

第 三 條  研究生修滿本校規定年限，修畢或當學期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

應修課程與學分，並符合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含當學期

符合）者，得申請參加學位考試；博士班研究生在申請參加學位考

試之前，另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

訂之。 

有關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需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

後並經校長核定。 

研究學院碩士學位考核規定經所務會議（或學位學程會議）及管理

會審議通過，報監督會備查。 

第三條之一 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應註明適用入學學年度，研究生入

學後辦理休學者，復學後適用該生入學學年度之各項考核規定及研

修課程學分數標準。 

第三條之二 研究生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應依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

程實施要點」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未通過者不得申請

學位考試。 

第三條之三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需經原創性系統比對，學位考試一星期前將論文

初稿及原創性比對結果送學位考試委員，學位考試後研究生辦理畢

業離校時，需繳交畢業論文之「原創性比對結果報告」及「研究生

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 

學位論文比對相似度指標，排除引言、參考文獻、目錄、附件等，

檢核比對結果之原創性總相似度指標以不超過12%為原則，超過者

須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未有抄襲疑慮，始得通過。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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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之四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須符合各系 (所)專業領域之審查，於申請學位

考試時，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初審簽名確認；學位考試完成後再

經全體學位考試委員複審簽名確認。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須符合各系 (所)專業領域，遇有爭議時由系

(所)務會議調查確認，確未符專業領域時，應依情節輕重對指導教

授予以課責，並提送院務會議審議，相關紀錄送教務處備查。 

第 四 條    博士、碩士論文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撰寫，並

應經系所檢核。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

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作為「學位授予法」第七條、第九條

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惟「雙聯學制」，則依雙邊學校協議合作之內容並符

合雙邊教育相關法規辦理。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或博士、碩士班，其論文得依規

定認定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

屬專業實務者，其論文得依規定認定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各該類

科之認定基準，應由各系（所）提教務會議審議。 

研究學院之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認定基準，應由所屬研究所所

務會議（或學位學程會議）及管理會通過，報監督會備查。 

第 五 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且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

之學期結束日（以下簡稱學期結束日）前舉行。 

第 六 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 

論文考試成績以論文內容及口試（及其他方式之考試）成績綜合評

定，B-等第(百分成績為七十分)為及格，A+等第(百分成績為一百分)

為滿分，以出席委員合議評定為單一成績，評定以一次為限。 

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成績採等第評量；99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

生成績採百分評量。 

學位考試後考試委員應明示論文修訂方向及要點，做為學生修改論

文之依據。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

以不及格論。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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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應於當學期結束日前將論文考試成績送

交教務處登錄；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審查通過者應繳交附有考

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審定書後，論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

績。 

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完成論文審定且修業年限尚未屆

滿者，次學期仍須辦理註冊，未能於該學期結束日前完成論文審定

者，該次考試無效。 

學位考試舉行後，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修畢所屬系（所）

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或符合所屬系（所）之考核規定者，該次考

試無效。 

第七條之一  通過學位考試並完成所屬系（所）畢業要求規定之研究生，應繳交

學位論文（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紙本、全文電子檔並於辦妥

離校程序後，教務處始得發予學位證書。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完

成離校程序且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次學期仍須辦理註冊，已屆滿

修業年限者，應予退學。 

當學期學位證書授予年月為辦妥所有離校程序之月份，逾當學期

考試結束月份（一月或六月）至次學期註冊日前（寒暑假期間）辦

妥離校程序者，學位證書授予年月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

月。 

第 八 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

應於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

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 九 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

學年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 十 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系所外委員至少一人，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由

校長遴聘之，並由系主任（所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

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指導教授以外之考試委員人數應達二分之

一以上。 

各系所不得推薦該學位考試研究生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

親擔任指導教授及考試委員。 

研究學院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除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外，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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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院長同意後遴聘之。 

第十一條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且應有三分之二

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中指導教授以外之委員人數應有二分之

一以上。但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始能舉行。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

究，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

或學位學程會議定之。 

研究學院擬聘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認定標準，由研究學院擬訂，經

管理會審議通過，報監督會備查。 

第十三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

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

議或學位學程會議定之。 

研究學院擬聘之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認定標準，由研究學院擬訂，經

管理會審議通過，報監督會備查。 

第十四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

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經校長核定，得轉入(回)原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

試，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

學位。 

第十五條  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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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依前項撤銷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後，應通知當事人

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

機關(構)。 

第十六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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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 171 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六：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學則修正重點： 

（一） 學位授予法施行細則業於108.3.20廢止，刪除原法源依據(第1條)。 
（二） 本校自111學年度起增設學士後醫學系，增訂入學資格(第3條第2

項)，增訂修業期限含實習(第46條第1項)。 
（三） 本校自111學年度起增設研究學院(半導體封測研究所，精密電子零

組件研究所、國際資產管理研究所)，增訂碩士論文得以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替代之認定基準(第64條第2項)，增訂研究學院學

生學籍管理、課程審議得依實務需求另訂之(第79條之1)。 
二、 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二。 
三、 修正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並報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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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第一條、第三條第二項、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六十四條第二項、第七十九條之 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

細則、「學位授予法」，訂定

本學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

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

行細則，訂定本學則。 

修正文字 

學位授予法施行

細 則 業 於

108.3.20廢止，刪

除原法源依據。 

第 三 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合

於教育部法令規定具有同等學

力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錄取

者，得入本校各院系學士班修讀

學士學位。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

位，或合於教育部法令規定具

有同等學力資格，經本校公開

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學士後

醫學系修讀學士學位。 

第 三 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合

於教育部法令規定具有同等學

力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錄取

者，得入本校各院系學士班修讀

學士學位。  

 

 

 

 

 

 

 

 

新增條文 

學士後醫學系入

學資格。 

 

第四十六條 

本校採用學年學分制，各學系修

業期限均為四年，學士後醫學系

含實習一年，其畢業應修學分數

不得少於一二八學分。 

(同原條文) 

 

 

 

 

第四十六條  

本校採用學年學分制，各學系修

業期限均為四年，其畢業應修學

分數不得少於一二八學分。 
 

國外或香港、澳門五年制中學畢

(結)業生，以同等學力就讀本校

學士班者(不含已離校兩年以上

及僑先部結業成績分發入大學

者)，除前項規定之畢業應修學

分數外，應另增加 12 個畢業學

 

修正文字 

新增學士後醫學

系修業期限含實

習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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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第一條、第三條第二項、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六十四條第二項、第七十九條之 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分數，增修科目及課程規劃由各

系自訂。惟學生若已在入學前於

當地完成大學先修課程者，則酌

予抵免。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所

屬學系、輔系應修科目學分者，

得延長修業期限，合計以二學年

為限；因前項增加畢業學分數

者，合計以三學年為限；身心障

礙學生，合計以四學年為限。  

修讀雙主修學生，其延長修業年

限，依本校「各學系學生加修雙

主修辦法」之規定辦理。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

女，得延長修業期限。惟需專案

經校長核准，至多以三學年為

限。 

經本校核准出國進修者，得延長

修業期限，至多以一學年為限。 

學生因參與本校創業輔導、就業

實習、出國交換等學習計畫，得

專案申請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二

年。 

本條各項所列畢業應修學分數

由各學系(所、組、學位學程)於

必修科目表內訂定之。 

屬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正常

學習之重大災害事件所涉學

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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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第一條、第三條第二項、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六十四條第二項、第七十九條之 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修科目學分者，得專案延長

其修業期限。延長修業期限以

其受影響學期數為限。 

第六十四條 

(同原條文) 

 

 

 

 

 

 

 

 

 

 

前項第三款依據本校組織規程

第五條以「國家重點領域產學

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例」與

企業合作開設之研究學院碩士

班得以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替代碩士論文；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之認定基準，應

由研究所所務會議（或學位學

程會議）、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六十四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

之規定者，由本校依其所屬學院

及學系(研究所)，分別授予碩士

或博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  

一、修滿本校規定年限及規定科

目與學分。  
二、完成所屬學系(研究所)規定

之畢業要求。  
三、碩士班研究生撰妥碩士論

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及格；

博士班研究生撰妥博士論

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及格。  
四、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新增條文 

研究學院碩士論

文得以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

替代之認定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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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第一條、第三條第二項、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六十四條第二項、第七十九條之 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十九條之一  

研究學院學生學籍管理、課程

審議得依實務需求另訂之。未

另行規範之事項，準用本學則

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十九條之一  

 

新增條文 

研究學院學生學

籍管理、課程審

議得依實務需求

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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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則（修正草案） 
109.03.11 本校第 16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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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本校第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篇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訂定本學則。  

第二條 本校依本學則處理學生之學籍及其相關事宜，其細節得另行規定。 

第二篇 學士學位班 

第一章 入  學 

第三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合於教育

部法令規定具有同等學力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各

院系學士班修讀學士學位。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或合

於教育部法令規定具有同等學力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

本校學士後醫學系修讀學士學位。 

第四條 本校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理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

惟一年級及應屆畢業年級不得招收轉學生。  

前項缺額不含保留入學資格、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辦理轉學

招生後，學生總數不得超過原核定之新生總數。 

轉學生資格依教育部頒「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規定。 

第五條 凡符合教育部規定之特種身分學生，本校得酌收進入相當年級肄業。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規定」申請入學，其辦法另定之，

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六條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相關規定修讀雙聯學位，其辦法另

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七條 條 本校招考新生及轉學生，於每學年始業前舉行，其招生辦法及招生

簡章另定之；招生辦法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八條 經本校錄取之新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來校辦理入學手續；逾期不

到者，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九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報到時，須繳交有效之學歷證明文件，方得入學，

附件二 

149



其有正當理由預先申請緩期補繳而經本校核准者，得先行入學，但應

於規定期間內補繳，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並令其退學。  

如繳交證明文件有冒用、假借、偽造或變造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

除學籍。除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外，不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

證明文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追繳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

業資格。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十條 學生於每學期之始，須照下列規定辦理繳費、註冊及選課等事宜；役

男並應依有關規定申請緩徵或儘後召集。 

一、繳費：  

(一) 學生每學期應繳之各項費用及其數額，於每學期註冊前公布。 

(二) 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各項費用，逾期未繳清，除因特

殊原因已書面請准延緩繳費或有第三目情形者外，均依下

列規定辦理： 

1.逾開學後兩週未繳清學雜費者，須依規定繳交各項應繳費

用，經通知後仍未辦妥手續者，應令退學。 

2.逾規定期限一週未繳清學分費者，該學期修習之科目全數

註銷，即令辦理休學。 

(三) 經本校核准出境之交換學生，依交換計畫合約須向對方學

校繳交學雜費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於出境交換期間免

繳本校學雜費。 

二、註冊： 

(一) 一年級新生及轉學生，依照本校新（轉學）生入學通知及

註冊須知規定辦理，各年級舊生依照本校註冊須知規定辦

理；註冊須知另定之。 

(二) 註冊手續，須於規定時間完成，若因故不克如期辦理，應

依照規定請假，請假以兩週為限。未經請假，逾期未註冊

者，新生撤銷入學資格；舊生除申請休學者外，應令退學。 

三、選課： 

(一) 學生應按照所屬院系每學期開列之科目及本校選課須知之

規定辦理選課；選課須知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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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加選、退選及棄選應依照規定日期辦理，並於規定日

期內逕行上網確認，逾期不得要求改選。 

(三) 學生成績之登錄以教務處正式選課紀錄為準。紀錄上未選

科目，雖有成績，亦不予承認；紀錄上所選科目，無成績

者均以 X 等第（百分制成績為零分）登記，亦併入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內計算。 

第十一條  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數，第一學年至第三學年每學期不得少於十五

學分，不得多於廿五學分；第四學年每學期不得少於九學分，不得多

於廿五學分。  

學生若因情況特殊，經所屬院系主管核可者，得於當學期超修或減修

一至二科目為原則。  

延長修業年限學生，得僅修習應補修或重修之課程；若缺修學分係第

二學期課程者，第一學期得辦理休學，免予註冊，但註冊者至少應選

修一科目。  

第十二條 學生不得選修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概予註銷。 

第十三條 學生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其辦

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四條 學生暑期修課，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規定要點」之規定辦理，其辦

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章 請假、曠課、扣分  

第十五條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者，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向學生事務處請假，

請假規定另定之。  

第十六條 學生未經准假缺課者以曠課計，曠課統計，於期末由任課教師依課程

大綱成績評量規範扣減該科目成績。 

第四章 轉系、輔系、雙主修、學程 

第十七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年，得於第二學年起，依本校「學士班

學生轉系辦法」及行事曆規定時程申請轉系。  

核准轉系學生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降級轉系者不得申請提高編級，並應依轉入年級學生入學學年度之必

修科目及應修學分規定修課；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年限，不列入轉入

學系之最高修業年限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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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入學後不可轉系者，從其規定不得申請轉系。  

同系轉組者，比照轉系規定辦理。  

本校「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八條 學士班學生得修讀本校或他校同級輔系（學位學程）；碩士班或博士班

學生，得修讀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所、學位學程），修滿輔系規

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其學位證書加註輔系名稱，不另授予學位。 

申請修讀學生依本校「學生修讀輔系辦法」辦理，其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學士班、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修讀本校或他校雙主修，依法修業期滿，

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並符合授予學位要

件，由本校授予學位，並於學位證書附記雙主修學校及系(所、學位學

程）名稱。 

學生於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雙主修學分者，得辦理學分抵免取得輔

系（所、學位學程），於學位證書加註輔系名稱，不另授予學位。  
申請修讀學生依本校「學生加修雙主修辦法」辦理，其辦法另定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學生修讀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

法」及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之規定辦理；其修習辦法另定

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一條 學生得依本校「學分學程管理辦法」及「學位學程設置準則」 之規

定，申請修讀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修畢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發給學程學分證明書；修畢學

位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發給學位證書。  

本校「學分學程管理辦法」及「學位學程設置準則」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校學生修讀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依本校與他校交流合作相

關規定辦理。  

第五章 保留入學資格、休學、復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二十三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入學註冊日前，向教務處申請保留入

學資格： 

一、因病須長期療養，持有醫療院所相關證明者。 

懷孕、分娩，持有醫療院所相關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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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出具戶籍謄本或繳驗戶口名簿者。 

二、因家境清寒，持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者。  

三、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或在營服役證明者。  

四、僑生、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陸生)因故不能按時來校報到

者。  

五、因教育實習持有證明者。 

六、因參加「青年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持有教育部核准證明

者，得另申請保留入學資格至多三年，不計入保留入學資格年

限內。 

七、屬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事件所涉學生，

於影響期間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期滿仍無法入學者，得專案延長

保留入學資格期限，延長保留不計入保留入學資格年限計算。 

保留入學資格以一年為限，經核准後，無須繳納學雜費；惟保留期

間應徵服義務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申請延長保留期限至服

役期滿，俟保留期滿，檢具退伍證明，申請入學。  

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不可保留入學資格者，從其規定不得申請保留

入學資格。 

第二十四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因故申請休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經 核准

後，應辦清離校手續，休學方始生效。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學。 

第二十五條 學期考試前一週起停止辦理該學期休學手續。  

第二十六條 學生休學，以學期或學年為單位，休學累計以二學年為原則，  期

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者，須檢具證明，經專案簽請校長核

准後，得酌予延長休學年限，惟至多以二學年為限。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應檢具在營服役證明文件，向學校申請

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不計入休學年限內；服役期滿，

應檢具退伍令申請復學。 

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得檢具醫療院所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經核准者不計入休學年限內。 

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戶籍謄本或繳驗戶口名簿申請，經核准

者不計入休學年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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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培訓之學生，培訓期間之休學不計入休學年限內。  

因參加「青年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持有教育部核准證明者，

得另申請休學至多三年，不計入休學年限內。 

屬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事件所涉學生，於影

響期間辦理休學經核准者，其休學期間不計入休學年限內。 

第二十七條 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之成績，概不計算。  

第二十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令休學： 

一、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理選課或所選學分數

不足，不合本學則規定者。 

二、經衛生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 

三、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必須辦理休學，並經校長核定者。  

四、有本學則其他規定應令休學者。  

應令休學學生，應於接到通知後來校辦理離校手續；其休學已期滿

者，應令退學。 

第二十九條 學生復學，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學生休學期滿，即應於次學期註冊日前辦理復學，並依規定註

冊。 

(一) 因病申請休學者，應加附醫療院所相關證明。 

(二) 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應加附醫療院所相關證明。 

(三) 因第廿八條第二款休學者，應加附衛生主管機關評定之相

關證明。 

(四)因參加「青年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應於計畫期滿

檢附教育部及勞動部核發之計畫完成證明。 

二、休學生復學時，應銜接其原肄業之年級。 

第三十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年限，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者。  

二、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三、休學期滿未於規定時限內辦理復學，亦未繼續申請休學者。  

四、一學期中曠課達九十小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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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累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各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但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

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符合教育部

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學生等累

計三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各達該學期修

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 

身心障礙學生不受本款限制。身心障礙學生係指領有身心障礙

手冊，或經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

障礙安置就學之學生。 

屬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事件所涉學生，

其受影響學期得不受本款限制。 

六、未經本校相關院系所同意，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院校註冊入學

者。 

七、操行成績不及格者。  

八、舊生無故逾期未到校註冊，亦未申請休學者。  

九、犯有重大過失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必須辦理退學，並經校

長核定者。 

十、有本學則其他規定，應令退學者。 

第三十一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不屬於前列三十條應令退學，因故自請退學者，

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辦清離校手續，方為有效。 

第三十二條 除有關規則另有規定外，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開除學籍： 

一、學生所繳畢業證書、轉學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有假借、冒用、

偽造或變造等情事者。 

二、塗改或偽造本校學生證、修業或肄業證明書、學位證書、學位

證明書、各種成績單暨其他有關證明文件等情事者。 

三、犯有重大過失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必須開除學籍，並經校

長核定者。 

有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情事者，經教務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

之。 

本校應通知開除學籍生限期繳還其所借之公物，且不發給任何修業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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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自請退學及應令退學生應向教務處辦理退學及離校手續。凡在校修

業具有學期學業成績，且入學資格經審查合格者，得發給修業證明

書；入學資格不符者，不發給任何修業證明文件。 

第三十四條 學生本人對於公告應令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認有違法或不當致

損害其權益者，得檢具證明，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

運作辦法」之規定提出申訴；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受處分人得繼續在校肄業；但申訴結果維持原

處分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結果確定期間之修習成績不予採認，並

依規定退費，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復學者，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復學，

其復學前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並不併入休學年限內計算。 

第三十五條 學生休、退學，其所繳各項費用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與本校學生離校退費相關規定辦理退費。 

第六章 考試、成績及補考 

第三十六條 學生學業成績，最高為 A+等第(百分制成績為一百分)，及格標準為

C-等第(百分制成績為六十分)。性質特殊之科目，經相關會議認定

通過後，得採「通過」、「不通過」之考評方式。 

成績不及格或不通過之科目，不給學分。 

第三十七條 學業成績採多元方式評量，教師得依學生日常表現、報告、展演及

平時、期中、期末考試等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學期學業成績之評量

方式應明訂於課程大綱。 

期中及學期考試其時間依本校行事曆規定舉行。授課教師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 

第三十八條 學生各科學期學業成績等次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科學期學業成績等次如下：  

(一)99 學年度(含)以前入學之學生與 100 學年度入學轉學生適

用百分制： 

1.甲等(Ａ)：八十分以上者；點數 4。  

2.乙等(Ｂ)：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點數 3。  

3.丙等(Ｃ)：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點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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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等(Ｄ)：五十分以上未滿六十分者；點數 1。 

5.戊等(Ｅ)：不滿五十分者；點數 0。 

六十分以下為不及格分數，不給學分。 

(二) 100 學年度 (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適用等第制： 

1.A+等第：九十分~一百分；等第積分(GP,Ｇrade  

Ｐoint)：4.3。 

2.A 等第：八十五分~八十九分；GP：4.0。 

3.A-等第：八十分~八十四分；GP：3.7。 

4.B+等第：七十七分~七十九分；GP：3.3。 

5.B 等第：七十三分~七十六分；GP：3.0。 

6.B-等第：七十分~七十二分；GP：2.7。 

7.C+等第：六十七分~六十九分；GP：2.3。 

8.C 等第：六十三分~六十六分；GP：2.0。 

9.C-等第：六十分~六十二分；GP：1.7。 

10.D 等第：五十分~五十九分；GP：1.0。 

11.E 等第：四十分~四十九分；GP：0.8。 

12.F 等第：三十九分以下；GP：0.0。 

13.X 等第：零分；GP：0.0。 

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一)每一科目成績等第積分(GP)或百分制分數乘以該科目之學

分數為該科目之學分積。各科目學分積之總和為總學分積。  

(二)以「通過」或「不通過」考評之學分不計入總學分積。  

(三)總學分積除以學期（不含暑修）修習學分總數為學期學業平

均成績。 

(四)總學分積除以歷年（含暑修）修習學分總數為肄業學業平均

成績；畢業生之歷年學業平均成績即為其畢業學業成績。  

(五)各項成績之計算，包括 X 等第（百分制成績為零分）成績

在內。 

第三十九條 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不含操行成績）由任課教師根據各種考 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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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計算，以等第或百分(計算至整數)成績呈現。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及畢業學業平均成績，均保留至小數點後二位計算。 

第四十條 學生修習之課程，已及格之學分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給畢業

學分：  

一、凡屬規定全學年修習之科目，僅修得一學期學分者或先修習下

學期課程者。  

二、已經修讀及格或已核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覆修習者。但

因情形特殊，經任課老師及相關院系主管認定者，不在此限。 

三、軍訓、體育成績計入當學期學分總數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惟

其學分不列入歷年學分累計及畢業實得總學分。  

第四十一條 學生各科學期學業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即不得請求更

改；但若屬教師之失誤致有遺漏或錯誤者，應依本校「教師繳交及

更正學期成績辦法」之規定辦理，其辦法另定之。 

第四十二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修習學年之科目，其上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者，

得准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惟上學期仍應重修。  

第四十三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全學期修習科目未超過九學分者，不適用本學則

第三十條第五款。  

第四十四條 學生因公、重病、親喪或重大事故，不能參加學期考試者，應依本

校「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辦法」之規定辦理請假及補考；「學生考試

請假及補考辦法」另定之。  

補考於規定時間內舉行，逾期無論具任何理由，均不得補考；但確

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檢具證明，經所屬院系主管及

教務長核准後，未參加學期考之學期，可以辦理休學，惟其休學年

限，仍應符合本學則相關規定。  

學期考試經核准請假補考者，均按照實際成績給分。  

第四十五條 學生於考試時如有作弊行為，一經查出，除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

X 等第（百分制成績為零分）計算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予以處分。  

入學考試舞弊，情節重大經招生委員會查證屬實者，撤銷其錄取資

格，入學後始被發現者，即開除學籍；本校學生協助他人考試作弊

者，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予以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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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期間發表之著作或報告，業經檢舉違反學術倫理之情事者，

依本校「在學學生學術倫理規範暨違反學術倫理案件處理要點」及

「學生獎懲辦法」處理。 

第七章 修業期限及學分 

第四十六條 本校採用學年學分制，各學系修業期限均為四年，學士後醫學系含

實習一年，其畢業應修學分數不得少於一二八學分。 

國外或香港、澳門五年制中學畢(結)業生，以同等學力就讀本校學

士班者(不含已離校兩年以上及僑先部結業成績分發入大學者)，除

前項規定之畢業應修學分數外，應另增加12個畢業學分數，增修科

目及課程規劃由各系自訂。惟學生若已在入學前於當地完成大學先

修課程者，則酌予抵免。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所屬學系、輔系應修科目學分者，得延

長修業期限，合計以二學年為限；因前項增加畢業學分數者，合計

以三學年為限；身心障礙學生，合計以四學年為限。  

修讀雙主修學生，其延長修業年限，依本校「各學系學生加修雙主

修辦法」之規定辦理。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惟需專案經

校長核准，至多以三學年為限。 

經本校核准出國進修者，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以一學年為限。 

學生因參與本校創業輔導、就業實習、出國交換等學習計畫，得專

案申請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二年。 

本條各項所列畢業應修學分數由各學系(所、組、學位學程)於必修

科目表內訂定之。 

屬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事件所涉學生，修業

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者，得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延

長修業期限以其受影響學期數為限。 

第四十七條 本校學分之計算，以一學分每週上課一小時滿十八週為原則。 

實習或實驗以每週上課二小時或三小時，滿十八週為一學分。  

第四十八條 學生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或入學本校後經核准出境

進修或修習其他教學單位課程，其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得依本

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申請抵免；「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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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學生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入學後經申請抵免核准後，

每學期修課仍不得低於應修最低學分數。  

第四十九條 本校課程分為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含必、選修）

兩大類，各課程之開設或異動及各學系畢業應修學分數之訂定或變

更，應經系所(組、學位學程)、院(通識教育中心)、校課程委員會議

審議，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八章 畢業、學位 

第五十條 學士班學生依法修業期滿，有實習年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下列

畢業條件，授予學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 

一、修滿規定年限及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學生修讀相近學術領域課程或修讀跨領域學位學程課程，符合前項

要件者，得依其學術領域、修讀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不限於

學生原入學之院、系、學位學程規定。但涉及政府相關部門所定人

力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特殊專業領域者，不包括在內。 

前項相近學術領域之認定基準，由辦理學位授予之所屬學院院務會

議(學位學程會議)定之。  

第五十一條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合於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

業辦法」之規定，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年畢業；未獲核准提前

畢業者，應再選修其他科目，且每學期不得減少應修最低學分數。  

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另定之，並報

教育部備查。  

第九章 其 他  

第五十二條 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籍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其處理要點另

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篇 碩、博士班 

第一章 入 學 

第五十三條 凡在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合於教育部法令規

定具有同等學力資格，經本校碩士班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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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研究所)碩士班修讀碩士學位。  

第五十四條 凡在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碩士班畢業或符合教育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碩士班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合於

教育部法令規定具有同等學力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公開招生錄取

者，得入本校各學系(研究所)博士班修讀博士學位。  

本校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一學期以上或學士班應屆畢業

生，成績優異具研究潛力，得依本校「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

定」申請逕修讀博士學位，其作業規定另定之。 

第二章 選課 

第五十五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上限以十五學分為原則；超修

學分上限者，需經所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第三章 轉所 

第五十六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如欲轉所，得於修業滿一學期，依本校「研究生

轉系所作業規定」及行事曆規定時程提出申請，經原肄業學系(研究

所)與擬轉入學系(研究所)雙方同意後，由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准。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退學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修業期限為一至四年。  

博士班修業期限為二至七年。  

逕修讀博士學位者，自入博士班起，其修業期限依本條第二項之規

定辦理。  

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科目學分、或未完成

所屬學系(研究所)規定之畢業要求、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經所屬

學系(研究所)主管同意，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得酌予延長其修業

期限，但至多以一學年為限。  

在職進修研究生身分，以核定報考時之身分為準。   

第五十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

八學分，逕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  

上項學分均不包括畢業論文。   

第五十九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及論文考試成績最高為 A+

等第，及格標準為 B-等第(百分制成績最高為一百分，及格標準為

七十分)。未達 B-等第(百分制成績為七十分)者不給學分；操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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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等第(百分制成績為七十分)為及格。 

第六十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

之規定辦理，其施行細則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六十一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之畢業成績分為歷年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

績。  

第六十二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年限，而仍未依所屬學系(研究所)

規定完成畢業之要求者；或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或未通

過學位考試者；或未繳交畢業論文及完成離校手續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未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或未通過所屬學系(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  

三、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之規定，學位考試不及格

且不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不及格者。  

第六十三條 本學則第三十條第五款之規定，不適用於碩、博士班研究生。  

第五章 畢業、學位 

第六十四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之規定者，由本校依其所屬學院及

學系(研究所)，分別授予碩士或博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  

一、修滿本校規定年限及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完成所屬學系(研究所)規定之畢業要求。  

三、碩士班研究生撰妥碩士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及格；博士班研

究生撰妥博士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及格。  

四、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前項第三款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以「國家重點領域產學合作及

人才培育創新條例」與企業合作開設之研究學院碩士班得以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替代碩士論文；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認定

基準，應由研究所所務會議（或學位學程會議）、管理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六十四條之一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位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例及趨 勢，

並參酌教育部公告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依各系、

所、學位學程之特色、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領域、學術或

專業實務導向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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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中、英文名稱、學位證書註記等規定，經院系所務會議或

學位學程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六章 其他  

第六十五條 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篇有關之規定。  

第四篇 碩士在職專班  

第一章 入 學  

第六十六條 凡在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合於教育部法令規

定具有同等學力資格，且有相當工作經驗年資並取得證明（工作經

驗年資依各碩士在職專班規定），經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公開招生錄

取者，得入本校各學系（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修讀碩士學位。  

第二章 選課  

第六十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以十二學分為上限；超過

該學分上限者，需經所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在職專班研究生不得選修他校課程，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學分

學程、獲准跨校交換及專案簽請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三章 修業規定  

第六十八條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期限為一至四年，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科

目學分、或未完成所屬學系(研究所)規定之畢業要求、或未完成學

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年限二年。  

第四章 暑期在職專班  

第六十九條 暑期在職專班係利用每年暑假期間修習短期密集課程，其餘相關規

定與其他碩士在職專班同。 

第七十條 暑期在職專班開課課程每一學分上課須授滿十八小時（含考試）。 

第五章 其 他  

第七十一條 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三篇有關之規定。  

第五篇 學籍管理 

第七十二條 本校學生學籍資料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及出生年月日，一律以身分證

所載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不符者，應即更正。  

第七十三條 學生有關學籍與學業成績記錄，概以教務處所存各項學籍與成績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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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為準。  

第七十四條 在校學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更改姓名或出生年月日者，應檢附戶

政機關發給之有關證件，向教務處申請更正。 

第七十五條 學生入學考試試卷，應由教務處保存一年；在校學期考試試卷，應

由任課教師保存一年，以備查考。  

第七十六條 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身心

障礙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

優學生及陸生之學籍處理，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準用本學則之相

關規定。 

第七十七條 本校授予之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

頒給之學位證書；有違反其他法令規定者，並依相關法令規定處理：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不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依本校「碩、博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理原則」審定，

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第六篇 附 則 

第七十八條 依本學則規定作成應令休學、退學、開除學籍或其他影響學生受教

育權利之處分或措施前，應先以書面通知學生，並給予其陳述意見

之機會。 

學士班學生並應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第七十八條之一 學生因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事件，應依

「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益處理原則」及

主管機關規定程序，視事件個案情形從寬訂定彈性修業機制，

提供學生協助。 

第七十九條 修讀學位學程學生，其學籍相關事宜，準用本學則之規定。 

第七十九條之一 研究學院學生學籍管理、課程審議得依實務需求另訂之。未另

行規範之事項，準用本學則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十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法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十一條 本學則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並報

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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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10學年度第17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七：本校110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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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附件一) 
（二） 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系/所/學位學程已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案。

(附件二) 
（三） 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院/系/所/學位學程提會修訂必修科目表、

修訂課程結構圖、新增、異動課程案。(附件三~六) 
二、 通過本校「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

長」課程規劃案。(附件七) 
三、 通過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二點、第七點第5款、第12款

及第九點第6款修正案。(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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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回復開課清單 【附件一】 

序號 
學制 

系別 

必/

選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授課 

教師 

授課 

類別 

最後開 

設學期 

開設 

學期 

1 劇藝系 選 創意發展導論 
INTRODUCTION TO 

CREATIVITY 
2 2 0 

Tobie 

Stein 
講授類 105-2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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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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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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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URANCE 
3 3 0 唐俊華 講授類 103-1 110-3 

4 財管所 選 
金融數據分析與交

易策略 

PRACTICE IN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AND 

TRAD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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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學制別／外審次別 上次 應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時程 備註 

系所別 學制別 通過日期 通過次別 

財管系 

學士班 

105.5.23 104-4 110.5.23 

1. 依限定期辦理。 

2. 外審意見暨修正及具

體改進事項如附，提

本（110-3）次校課程

委員會。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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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管理 學院 財務管理學系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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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事項」 
【學、碩、博及碩專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 1 

整體而言各學制建構完整，建議

在全球新發展之「永續經融」及

因應新「金融科技」之相關課程

進行調整，以符國際化與資訊化

之財金課程新趨勢。 

 
1.因應永續金融方面，本系曾邀請金管會

黃天牧主委、富邦金王正新獨立董事、鉅

亨金融科技張圭慧數據長等在數位化、永

續金融領域耕耘數十載的專家蒞校傳授實

務知識，未來也會依據委員建議，持續推

動相關理念。 
2.課程方面，大學部以跨系所/領域學程

的方式，建構金融科技教育版圖，執行

「金融科技與創新微學程」、「人工智能投

資微學程」、「金融科技學程」，亦開設財

務工程、財金程式設計、扎根程式實力。

而研究所一系列的程式交易、理財機器人

實作、財金機器學習等 Fintech相關課

程，博士班的國際投資組合、財工與金融

創新、國際財管理論實務、創業投資等皆

朝向金融科技布局，未來講座及課程規劃

上也將增加數位轉型、ESG 相關議題的講

師及內容。 

委員 2 

整體而言，所設計的課程，持續

搭配著趨勢發展而有所更新，於

是國際化與 AI化的課程占比很

高，這是課程最大的優勝之處。

雖積極緊抓趨勢而開設新類型課

程，但對於基礎理論實力養成的

傳統財管課程，也依舊沒有放

棄。因此，既有理論築基亦有實

務培養，既有傳統必備學理、又

不斷掌握國際與經濟趨勢而隨時

提供新課程。如此課程結構真的

相當成功、相當優秀，無怪乎能

 

感謝委員肯定與指教。本系持續聘用優秀

師資及規劃與實務接軌的課程，在扎根傳

統財管課程之下，不斷優化課程，培育能

夠有宏觀視野及跨領域專業能力的高階管

理人才。 

168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夠躋身英國 Financial Times 全

世界排名 49，而能不斷替國內財

管實務界注入菁英人才。 

委員 3 

整體課程架構完整，對於教育目

標的追求建議如下: 

一、 財務專業：課程已提供財務

相關專業學，建議可再強化跨域

能力養成，尤其因應金融科技的

發展，讓基礎資訊成為學生必備

能力。 

二、 創新能力：透過講座與研討

會與業師教學等安排，吸取業界

新知，讓學生對於實務應用更能

掌握，也激發其創新能 

力。 

三、國際觀培養：除了外語能力

的養成與求，開設英語授課課程

等，建議多拓展與國外學校及學

生的交流機會，或制定學生參與

國際研討會獎勵辦法，以拓展學

生國際視野。 

 

本系以跨系所/領域學程的方式，建構金

融科技教育版圖，執行「金融科技與創新

微學程」、「人工智能投資微學程」、「金融

科技學程」，其學習目標為在校園習得完

整的財務與資訊領域所需具備之知識與技

術，讓不同背景學生相互刺激，認識技術

可行性與可能性，並達到跨域知識整合及

金融科技創新。 

國際觀亦是目前所有院校系所欲培養學生

擁有的重點核心能力之一，本系致力於

此，陸續開設全英授課課程，所屬之管理

學院第三度通過 AACSB 再認證，顯現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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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學術研習營，提供學生豐富的管道，打

造有力的學習環境，提升國際合作研究實

力。 

委員 4 

各學制課程規畫良好，專業領域

皆符合理論與實務所需，對學生

職涯有實質助益。 

 

感謝委員肯定與指教。本系持續延聘優秀

師資及規劃與實務接軌的課程，致力於豐

富教學及研究面向，培育出最適合的市場

的人才。 

委員 5 

整體而言，課程設計十分符合專

業領域中學術理論之架構，課程

結構規劃具有豐富性，內容合理

且符合教育目標與系所專業能

力。在國際化上有英語能力標準

之要求，值得肯定。倫理能力部

分，可以多增加關於 ESG 單元，

可以以個案或實務演講方式呈現

於相關課程中。金融產業因應數

位化變化較大，建議可以多加規

劃相關議題於課程內容。 

 
透過學/碩士班「當前財金問題分析」課

程，邀請數位化及 ESG 領域耕耘數十載的

專家，如元大投信董事長、中信金顧問等

知名人士蒞校演講，分享實務案例。而未

來學士班將與仁大資訊合作舉行「仁大講

堂」，ESG 相關議題已包含其中，也會遵

照委員建議進行調整，將增加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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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 
學制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與 109

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碩/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碩/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兩岸高階主

管經營管理 

(109學年度) 

碩專班 45 - 100%     

1. 企業個案討論，
原 110-2異動至
111-1。 

2. 市場經濟理論
與實踐， 
原 110-2異動至
111-1。 

3. 企業社會責任
與商業倫理， 
原 111-1異動至
110-2。 

兩岸高階主

管經營管理 

(110學年度) 

碩專班 45 - 100% 45 - 100%  

1. 市場經濟理論
與 實 踐 ， 原
110-2 異動至
111-1。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原 110-2異
動至 111-1。 

3. 全 球 運 籌 管
理，原 110-2異
動至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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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1 光電系 學 - - 2 

異動： 

1. 光纖通信系統→光纖通信導

論。 

2.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業→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 

109.5.11 
108-4校課程委

員會 

2 人管所 碩專 - - 2 

異動： 

1.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由亞太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必

選→國際與策略人管課程

(選修) 

2. 人力資源數據分析：由亞太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必

選→核心人管課程(選修) 

108.9.24 
108-1校課程委

員會 

3 海保所 碩 2 - - 

新增： 

1. 高階生物統計 

2. 水產資源 

109新增系所預

計於 112.5.11

課程外審 

4 
海生技

博 
博 3 - - 

新增： 

1. 海洋生物及生技專題研究

（一） 

2. 海洋生物及生技專題研究

（二） 

3. 海洋生物及生技專題研究

（三） 

110.10.20 
110-1校課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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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開設 

學期 
課程結構 

1 海保所 選修 水產資源 
FISHERIES RESOURCE 

MANAGEMENT 
2 2 0 林裕䕒 講授類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2 海保所 選修 高階生物統計 
ADVANCED 

BIOSTATISTICS 
3 3 0 林裕䕒 講授類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3 
海生技

博 
選修 

海洋生物及生技

專題研究（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一） 

2 2 0 李澤民 獨立研究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4 
海生技

博 
選修 

海洋生物及生技

專題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二） 

2 2 0 李澤民 獨立研究 111-1 
□結構內 

結構外 

5 
海生技

博 
選修 

海洋生物及生技

專題研究（三）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三） 

2 2 0 李澤民 獨立研究 111-1 
□結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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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系所 
學制
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
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1 
光電

系 

光纖通信系統 

FIBER-OPTIC COMMUNICATION 

SYSTEMS 

選 3 講授類 

光纖通訊導論 

INTRODUCTION TO FIBER-OPTIC 

COMMUNICATIONS 

111-1 

異動中

英文課

名 

2 
光電

系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業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選 3 講授類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 

CREATIVITY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111-1 

異動中

英文課

名 

3 
西灣

學院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POST-

COVID19 ERA 

選 3 講授類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110-2 
異動英

文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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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師培中心、工學院 

案由一：本校「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技領域

資訊科技專長」課程規劃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資工系擬支援本校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規劃「教

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技領域資訊科

技專長」課程。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

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五款：「培育規劃及專門

課程應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查通過」，故援例比照本校「課

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及教

務會議審議。 

二、 資工系之「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技

領域資訊科技專長」課程規劃如附件。 

三、 本案業提 111.1.11工學院第 110-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

審議通過。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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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二：有關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二點、第七

點第 5 款、第 12 款及第九點第 6 款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因應本校增設「國際金融研究學院」及「半導體及重點

科技研究學院」，修訂相關課程開設及異動審查制度，

賦予研究學院較具彈性之開課運作。 

二、 檢附「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相關作業規範」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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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校課程教育架構區分為學士班通

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兩大

類；通識教育課程由「西灣學院」依

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統籌規劃；專

業課程由各系所依校、院基本素養與

核心能力、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

能力指標自行規劃。

各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能力依

校、院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與系所特

質自訂，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

實施。

各課程應依類別不同，分別提交系、

院課程委員會研議，並經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方得開

課。

各研究學院所屬課程依所屬研究學

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進行審議，

經其管理委員會通過後開課。

二、本校課程教育架構區分為學士班通

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兩大

類；通識教育課程由「西灣學院」

依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統籌規

劃；專業課程由各系所依校、院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系所教育目標

及學生專業能力指標自行規劃。

各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能力

依校、院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與系

所特質自訂，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後實施。

各課程應依類別不同，分別提交

系、院課程委員會研議，並經校課

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

方得開課。

增列研究學院之

開課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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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5. 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結構，原則

上應依審定之必、選修課程開

課，如因故（如配合教育部研究

計畫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

附擬修訂之課程結構圖及新增設

課程大綱，提報系（所）級課程

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並完成

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始得新

增。

各學院、系所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

短期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外，需於

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

可開設。 

系所提報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因

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因素外，大

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碩專)

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科為限，惟

新進教師 2年內之課程不在此

限，超過前述科目數上限者，課程

結構需再送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

員會審議。 

因系所更名或調整（分組或合併）

後，應就相關課程進行盤點，原課

程內容涉變動者，須重新提送三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課程內容未有變

動者，則提送系、院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後始可

開設。 

各學院、系所新增課程除國外教

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

外，需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始可開設。各學院(含
研究學院)、系、所配合國外傑

出(客座)教師短期(訪問)開設之

課程得免修訂課程結構，逕提課

程新增。

5. 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結構，原

則上應依審定之必、選修課程開

課，如因故（如配合教育部研究

計畫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

附擬修訂之課程結構圖及新增設

課程大綱，提報系（所）級課程

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並完成

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始得新

增。

各學院、系所新增課程除國外教

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外，

需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始可開設。 

系所提報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

因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因素

外，大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

碩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科為

限，惟新進教師 2年內之課程不

在此限，超過前述科目數上限

者，課程結構需再送外審後，始

得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因系所更名或調整（分組或合併）

後，應就相關課程進行盤點，原

課程內容涉變動者，須重新提送

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課程內容

未有變動者，則提送系、院級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處

備查後始可開設。 

配合國外傑出教師短期教學開

設之課程，得免修訂課程結

構，逕提課程新增。

各學院、系所新增課程除國外

教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

外，需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始可開設。

增列含研究學

院配合國外傑

出(客座)教師

短期(訪問)開

設之課程得免

修訂課程結

構，逕提課程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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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各課程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

同，分為講授、研討、實習、實

作、實驗、音樂、展演、體育、

演講/參訪、服務學習及獨立研究

十一類。 

除「講授」外，其他類別課程名稱

與授課方式對應如下： 

課程名稱 英文對照名稱
授課類別
（主要授
課方式） 

XXX講座、XXX
專題講座 

Special Lectures 
on XXX 

演講
XXX專題演講 

Colloquium on 
XXX 
Seminar in XXX 

XXX書報討論 
Paper Readings in 
XXX 
Seminar in XXX 

研討

XXX個案研討 Case Studies in 
XXX 

XXX 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議題研討 Special Topics in 
XXX 

XXX專題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專題討論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獨立研究 
XXX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實作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實驗（習） 
XXX Practice 
Internship in XXX 
Laboratory-校內 

實驗（習） 
XXX 實務 Field Project in 

XXX-校外 
XXX 專案 XXX Project 

12.各課程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

同，分為講授、研討、實習、實

驗、音樂、展演、體育、演講/

參訪、服務學習及獨立研究十類。

除「講授」外，其他類別課程名

稱與授課方式對應如下： 

課程名稱 英文對照名稱
授課類別
（主要授
課方式） 

XXX 講座、XXX
專題講座 

Special ectures 
on XXX 

演講
XXX 專題演講 

Colloquium on 
XXX 
Seminar in XXX 

XXX 書報討論 
Paper Readings 
in XXX 
Seminar in XXX 

研討

XXX 個案研討 Case Studies in 
XXX 

XXX 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議題研討 Special Topics in 
XXX 

XXX 專題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討論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獨立研究 XXX 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實驗（習） 
XXX Practice 
Internship inXXX 
Laboratory-校內 

實驗（習） 
XXX 實務 Field Project in 

XXX-校外 
XXX 專案 XXX Project 

因應研究學院

之開課，增列實

作課程，並規範

實作課程名稱

與授課方式之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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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 
第九點第 6 款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6、已通過但尚未開設之必修課程，科目

名稱之修改，應述明理由，經系所、

院課程委員會認定「課程內容確實未

涉及實質變動」後，送校課程委員會

備案，惟研究學院由院課程委員會留

存。

6、已通過但尚未開設之必修課程，科

目名稱之修改，應述明理由，經系

所、院課程委員會認定「課程內容

確實未涉及實質變動」後，送校課

程委員會備案。

增列研究學院之

必修課程、科目

之修改之留存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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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修正草案) 
97.01.03 第 114 次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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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4 第 13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8 第 14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6 第 14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 第 14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 第 15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0.13 第 15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2.11 第 15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0.09 第 15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3.13 第 15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4 第 16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2.15 第 16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0.27 第 16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3.00 第 17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建立本校課程開設及異動之審查制度，強化各系所課程架構與內

容，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校課程教育架構區分為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兩大

類；通識教育課程由「西灣學院」依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統籌規劃；

專業課程由各系所依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系所教育目標及學

生專業能力指標自行規劃。

各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能力依校、院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與系所

特質自訂，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各課程應依類別不同，分別提交系、院課程委員會研議，並經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方得開課。

各研究學院所屬課程依所屬研究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進行

審議，經其管理委員會通過後開課。

三、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議案，應有校課程委員代表之院委員出席，該

議案始能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四、 校課程委員會對新增設或更改之課程，基於全面性考量，若有不合適

之課程，得議決刪除、修正或保留，並就課程相關爭議事項作成裁決

後，提教務會議核備。

五、 除通識教育課程或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可之科目外，各系所課程依

本校學則規定，一學期上課 18 週，正課每週上課 1 小時為 1 學分，

實習或實驗課程每週上課 2 小時或 3 小時核計 1 學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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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研究生、學士班延修生及自費選讀生，修習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

同課程時，比照校際選課、暑期班繳費方式，依學生或選修課程所屬

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繳交之學分數以修習課程時數計

算之）。通識教育各類課程，依文學院學分費收費標準繳交。

七、 課程結構外審及新增設課程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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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專業能力指標及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與課程結構之合宜性

及關聯性，並檢視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之一致性為目標。西灣學院

各中心規劃之通識教育課程，為通盤檢討其是否能培育學生達成校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應比照系所課程結構定期辦理外審。

2.課程結構外審應聘請 5 位以上之校外專家學者（含 1 位以上之業界

代表），就系所各學制之必、選修課程結構與系所教育目標、發展方

向與願景、期待學生達到各項能力指標等方面進行審查。

3.系所辦理課程結構外審所衍生之新增課程，可於審定後一次送系

級、院級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完成程序。

4.依外審委員意見需增列新課者，可填具外審意見回覆說明及檢附相

關資料，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欲新增課程逕納入原

課程結構內。

5.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結構，原則上應依審定之必、選修課程開

課，如因故（如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附

擬修訂之課程結構圖及新增設課程大綱，提報系（所）級課程委員

會及系務會議通過，並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始得新增。

各學院、系所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外，需

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設。

系所提報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等因素外，

大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碩專)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 科為限，惟

新進教師 2 年內之課程不在此限，超過前述科目數上限者，課程結

構需再送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因系所更名或調整（分組或合併）後，應就相關課程進行盤點，原

課程內容涉變動者，須重新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課程內容未

有變動者，則提送系、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後始可開設。

各學院、系所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短期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外，需

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設。各學院(含研究學院)、
系、所配合國外傑出(客座)教師短期(訪問)開設之課程得免修訂課程

結構，逕提課程新增。

6.院系所送交新增課程資料表前，應先查核所填任課教師是否為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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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核備。

8.同一系所學士班與研究所碩、博士班課程名稱，應有區隔，不宜相

同。

9.系所專業課程以 3 學分為原則，如需開設 0 學分或 3 學分以上、或

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同之課程，任課教師應檢附書面說明，一併提

送課程委員會討論。

10. 正規學制開設過之課程，擬於在職專班新增開設者，毋需辦理新增

設課程提報；但在職專班開設過之課程擬在正規學制學士班或碩博

士班開設者，需重新提報。

11. 「新增設課程資料表」內【主要教科書／參考書目】須按作者、書

名、出版社、出版地次序繕打，書名下以橫線或斜體字標示。各欄

填列方式應一致，不得留空白。

12. 各課程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同，分為講授、研討、實習、實作、

實驗、音樂、展演、體育、演講/參訪、服務學習及獨立研究十一類。 
除「講授」外，其他類別課程名稱與授課方式對應如下：

課程名稱 英文對照名稱
授課類別

（主要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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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專題演講 Colloquium on XXX 
Seminar in XXX 

XXX 書報討論 Paper Readings in XXX 
Seminar in XXX 

研討

XXX 個案研討 Case Studies in XXX 

XXX 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議題研討 Special Topics in XXX 

XXX 專題研討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討論 Seminar in XXX 

XXX 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獨立研究XXX 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實作 Independent Studies in XXX

XXX 實驗（習） 
XXX Practice 
Internship in XXX 
Laboratory—校內 

實驗（習）
XXX 實務 Field Project in XXX－校外 

XXX 專案 XXX Project 

八、 課程異動審查作業原則：

1. 已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課程，如需異動（如修改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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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開、調整學分數或開設年級等），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即

可；但科目名稱異動後明顯不同者，仍應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各課程資料異動，不得追溯承認已開設之課程。 
2. 「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授課方式修改為「研討」類： 

(1) 依課表排定時間固定授課，有明確完整之教學大綱（含教學目

標、課程內容、上課進度、教科書及參考書目等），且有學生口

頭報告及教師講授評論等實質上課之情形，得以課程異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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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說明」欄，填明課程內容、課程大綱及參考書目，提報各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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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類，須依課程性質內容修改課程名稱，並以「新增設課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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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院、系（所）性質是否相關由各院、系（所）主管予以認定，

但應有整體之規劃，宜避免動輒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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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應於學生入學前三個月，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但如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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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過 60%為原則。（此通識教育科目係指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之

課程） 
3. 各系所各必修課程需依各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所訂之年級開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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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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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科目表學生簽名，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核定後備案。但不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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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院課程委員會認定「課程內容確實未涉及實質變動」後，送

校課程委員會備案，惟研究學院由院課程委員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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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下限為原則。 
2. 各學系應規畫「名師領航」課程，依照教師專業特色，聘請校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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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學有專精的名師，擔任大一學生引導課程的授課教師。 
3. 各學院得依其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指標之需求統籌規劃學院共

通之必要課程如專業倫理課程（或講座）等，遴聘校內外專家學者

授課。 
4. 各學院（系、所）開設課程時，所屬專任教師「實際授課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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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同系所同一課程開授二班以上時，其中一班請儘量採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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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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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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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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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碩士班程度，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專案核准者，可計入碩士班最低

畢業學分內，並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但學士班學生選修該類課程，

雖入學該系碩士班、博士班，仍不得辦理抵免為碩士班、博士班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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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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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以不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以不連續授課 4 節(含)以上，並以不短

期密集授課為原則；聘請國外專家學者及實務操作特殊性質者不在

此限。 
未符前述規定課程因性質特殊者，須經系、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始可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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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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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如擬調整為相同時間併班上課，應經全體修課學生簽字同意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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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課，除碩博士班之書報討論、專題（獨立研究）類課程外，請

任課教師敘明理由，於學期開始上課前，提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方可併班。 
4. 學士班課程不得與博士班課程併班上課；學士班一、二年級課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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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碩士班併班上課；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課程不得與其他學制課

程併班上課；碩士在職進修專班課程不得與學士班、博士班課程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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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再支領專班課業輔導津貼。 

十二、 課程人數相關原則： 
1. 學士班課程限修人數以 50 人為原則，服務學習課程限修人數以 30
人為原則。如需因儀器設備或實務演練等原因調降限修人數，或因

課程性質需分班或調降開班人數時，應敘明理由，經系所、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由系所主管列席校課程委員會說明經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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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修課人數不足如確有續開必要者亦得開班，但專任教師不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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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達開班人數，應於加退選截止後即停開，其停開前已實際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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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70 人擬分班授課時，得於加退選結束一週內簽請教務長同意後分

班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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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媒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且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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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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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內容之課程，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檢附課程教學計畫，提報系（所）

課程委員會後，送交教務處辦理數位課程審查，教師依據審查結果

修正課程教學計畫後，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始得開設。教師應將課程公告於網路，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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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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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量及作業報告等資料作成紀錄檔案，至少保存五年，供日後

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 
5. 首次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應於當學期結束後辦理數位課程評鑑，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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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遠距教學課程教學成效。之後每三年為一週期辦理數位課程評

鑑，評鑑報告應送教務處審查，以做為課程是否續開之依據。若該

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則認證期間無須辦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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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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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闢網路討論區，提供電子郵件帳號及其他聯絡管道，供修課學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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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內容、教學進度，並進行學習評量、師生交流等，俾供系統完整

記錄師生全程上課、互動、繳交作業、學習評量及勤怠情形。 

十四、教務處應擬定新學期各項課程新增/異動之作業時程。各學院「新增

設課程」及「課程異動」等資料，應於規定期限內送教務處彙整。

提校課程委員會之「臨時動議」案，如受會議時間限制無法進行討

論時，將不予審查。 

十五、本規範經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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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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學院為管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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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課程大綱 

系務會議 

通 
過 

不 
通 
過 

依 
委 
員 
意 
見 
新 
增 

或 
改 
善 
課 
程 
結 
構 

改善課程結構後 

( 至少每 5 年 ) 
定期結構外審 

《 課程審查作業流程 》 

《 專業實踐課程作業流程 》 

■ 1 ~ 2 學分 / 1 學分必須服務滿 18 小時 

■ 2 ~ 3 年級以修習 1 次為限 

系課程委員會 

西灣學院 課委會 

校課程委員會 

就課程規劃 
表示意見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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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71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八：:本校試辦數位學位證書發證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9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本處朝發放數位學位證書規劃。 
二、經與圖書資訊處研議後，本校參與教育部委託成功大學建置之「全國大

專院校數位證書發證/驗證系統」試辦計畫，透過教育部驗證系統，發放

具公信力之數位學位證書。 
三、發證系統經圖資處協助建置完成，將與紙本學位證書同步發放，其發放

流程如下：學生完成線上畢業離校手續→至註冊課務組領取紙本證書→

註冊課務組準備寄發數位學位證書→畢業生可於個人信箱收取數位學

位證書→畢業生上網驗證數位學位證書。 
四、數位學位證書與紙本學位證書格式差異處： 

（一） 中文學位證書之校印與證書專用紙套印為底版，後者列印後送文

書組蓋校印。英文學位證書與證書專用紙套印為底版，後者列印後

由本組加蓋鋼印。 
（二） 前者無鋼印，後者加蓋鋼印。 
（三） 前者可至教育部平台進行數位驗證，證書加註「本證書係數位證

書，其效力等同紙本證書，確認請至教育部平台驗證」，後者由核

對者加蓋職章確認。 
五、中、英文數位學位證書格式樣張如附件一~四。 
六、通過後，自本學期(110學年度第2學期)實施，已領取紙本證書學生可補

申請數位證書。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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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士班中文數位學位證書樣張(取得跨校雙主修及跨領域學分學程) 

本證書係數位證書，其效力等同紙本證書，確認請至教育部平台驗證 

   
        校印 

院長簽名 

校長簽名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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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研究生中文數位學位證書樣張(取得校內雙主修) 

學生姓名 

本證書係數位證書，其效力等同紙本證書，確認請至教育部平台驗證 

  
       校印 

校長簽名 

院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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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士班英文數位學位證書樣張(取得跨校雙主修及跨領域學分學程) 

學生英文姓名 
學生中文姓名 

學位英文名稱 

院長英文簽名 
校長英文簽名 

The digital degree certificate is as valid as the paper certificate.This can be verified at the MOE-designated platform. 

學號 

證號 

193



 

附件四：研究生英文數位學位證書樣張(取得校內雙主修) 

The digital degree certificate is as valid as the paper certificate.This can be verified at the MOE-designated platform. 

學生英文姓名 
學生中文姓名 

學位英文名稱 

院長英文簽名 校長英文簽名 
學號 

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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