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第 170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國研大樓 1 樓華立廳 

主席：林教務伯樵                            紀錄：陳湘芸  

出席：林教務伯樵、楊學生事務長靜利(于副學務長欽平代)、賴處長威光(王組長

玲瑗代)、賴院長錫三(楊副院長婉儀代)、吳院長明忠(薛副院長佑玲代)、

范院長俊逸(溫副院長朝凱代)、黃院長三益、洪院長慶章(張副院長揚祺代)、

王院長宏仁(陸副院長曉筠代)、杜主任佳倫、張主任瑞芝(黃副教授子珊代)、

陳主任尚盈、楊所長婉儀、謝所長榮峯(陳主任尚盈代)、李主任志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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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副教授

聖彥代)、鄺主任獻榮、張主任美濙、袁所長中新、黃所長婉甄、謝主任耀

慶、陳主任彥銘、彭所長渰雯、佘主任健源、陳所長信宏、胡所長念祖、

陳所長孟仙、吳主任世傑、劉所長正山、李所長慶男(鄭副教授宜玲代)、

莊所長/主任雪華(鄭主任雯代)、鄭主任雯、蔡主任俊彥、羅主任凱暘、洪

所長世謙、陸主任曉筠、楊副教授郁芬、王助理教授復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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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學

生代表凱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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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院長文彬、盧主任莉茹、周主任雄、江

主任友中、郭主任紹偉、黃主任明新、林主任芬慧、王主任昭文、紀所長

乃文、王所長紹蓉、鄭主任源斌、薛主任憲文、陳主任慶能、李主任澤民、

陳主任美華、張所長顯超、郭主任育仁、江主任政寬、王主任以亮、張副

教授中、邱副教授敬貿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報告事項： 

ㄧ、前(169)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確認。---------------------------------------1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2-22 

肆、提案討論：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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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9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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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4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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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76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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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178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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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81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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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91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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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相關系所)-

------------------------------------------------------------------------------------192-222 

    決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下午 2 時 53 分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70 次教務會議 
前(169)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有關新增本校「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修畢在職教師

雙語次專長增能學分班學分證明」及「修畢雙語教學次專長學分證明」格

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惠請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承辦人協助新增證明書格式。

二、有關補正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門課程「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規劃，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擬函報教育部備查。

三、擬修訂本校學位考試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已依教育部期程報部備查。

四、本校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與行政管理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擬授予學

位中、英文名稱、證書註記等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五、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決議：「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十三點第 5 項俢正為「首次開設之

遠距教學課程應於當學期結束後辦理數位課程評鑑，檢核遠距教學課

程教學成效。之後每三年為一週期辦理數位課程評鑑，評鑑報告應送

教務處審查，以做為課程是否續開之依據。若該課程通過教育部「數

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則認證期間無須辦理本校數位課程評鑑。依

前揭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修正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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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70 次教務會議 
教務處工作報告 

註冊課務組 
一、110學年度第1學期各類學生人數及相關統計資料： 

(一)在校人數：全校在校生總人數9,897人(較109學年度同期9,706人增加191人) 
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學制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學士班 4,726 4,657 4,741 4,649 4,793 4,806 4,804 
碩士班 2,889 2,654 2,975 2,746 2,997 3,314 3,180 
碩專班 1,025 948 1,068 982 1,105 1,139 1,090 
博士班 785 760 779 755 811 844 823 
合 計 9,425 9,019 9,563 9,132 9,706 10,103 9,897 

(二)在籍人數(含休學人數)：在籍生總人數10,698人(較109學年度同期10,553增加145
人) 

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學制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學士班 4,863 4,814 4,896 4,798 4,937 4,831 4,924 
碩士班 3,221 2,969 3,304 3,050 3,317 3,074 3,482 
碩專班 1,218 1,146 1,264 1,191 1,303 1,207 1,301 
博士班 978 934 983 937 996 948 991 
合 計 10,280 9,863 10,447 9,976 10,553 10,060 10,698 

(三)境外生在校人數：境外生在校總人數750人(較109學年度同期653人，增加

97人)  
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外籍生 287 329 327 390 
僑生 214 216 252 305 
陸生 66 82 74 55 
合計 567 627 653 750 

(四)總量內新生註冊率 

學制/學
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招生 
名額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招生 

名額 
註冊人
數 註冊率 招生 

名額 
註冊人
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111 1,051 94.91% 1,111 1,096 98.83% 1,111 1,129 100% 
碩士班 1,295 1,127 88.18% 1,295 1,159 90.03% 1,295 1,267 98.13% 
碩專班 434 377 87.07% 434 354 81.57% 434 364 83.83% 
博士班 141 114 85.39% 141 134 96.13% 147 122 86.67% 

註：表內招生名額為總量核定名額，註冊人數含境外生及擴充名額，註冊率依校庫規定之公式計算。 

(五)交換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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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新加坡 10 - - 
中國大陸 79 - 3 
法國 68 - 23 
日本 11 3 - 
印尼 8 - - 
荷蘭 13 - - 

馬來西亞 10 - - 
德國 19 1 12 
韓國 3 - - 
捷克 6 7 8 
其他 94 9 34 
合計 321 20 80 
註：*截至 110.11.23。 

(六)延畢生人數 
  1.學士班延畢生人數計255人，延畢生比率為19%（109學年度同期為286人，

20%）。【各學系延畢人數統計如附件一(P22)】 
  2.延畢生學習型態統計，以畢業學分未修滿為主(52%)，未通過畢業門檻

(31%)次之。 

學習型態 1081 
人數 

1091 
人數 

1101 
人數 

1101 
百分比 

因畢業學分未修滿因素 139 169 133 52% 
因為未通過畢業門檻(條件)因素 66 61 78 31% 
因修讀雙主修因素 11 14 6 2% 
因修讀輔系因素 3 2 6 2% 
因修讀跨校學位因素 0 0 0 0% 
因出國學習因素 29 18 14 5% 
其他因素 18 22 18 7% 
合計 266 286 255 

  3.依本校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105-1~109-2)，學士班學生延畢前三大原因：

成績不佳學分不足(22.7%)、在學期間曾出國交換(16.1%)、其他(15.5%)。 
分

類 延畢原因 106-
1 

106-
2 

107-
1 

107-
2 

108-
1 

108-
2 

109-
1 

109-
2 

總

計 比例 

學

習

成

成績不佳

學分不足 15 31 19 34 19 24 19 36 244 22.7% 

因重修科 1 3 2 4 0 3 3 4 2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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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延畢原因 106-
1 

106-
2 

107-
1 

107-
2 

108-
1 

108-
2 

109-
1 

109-
2 

總

計 比例 

效

不

佳 

目擋修無

法修習 
須重修科

目過多 4 11 4 7 5 9 3 14 70 6.5% 

準

備

考

試 

準備研究

所考試 6 24 13 20 10 14 9 20 150 14% 

準備公職

考試 2 0 2 3 1 3 1 5 20 1.9% 

其

他

學

習

因

素 

在學期間

曾出國交

換 
12 20 21 25 24 21 12 22 173 16.1% 

修讀輔系∕
雙主修 4 9 3 7 2 13 4 12 65 6.1% 

修讀教育

學程 5 7 1 3 1 6 2 5 37 3.4% 

個

人

因

素 

志趣或生

涯目標不

明 
0 3 0 5 4 6 3 9 36 3.4% 

兵役問題 5 5 2 3 1 5 4 2 34 3.2% 
延緩就業

壓力 5 5 3 4 3 2 3 6 33 3.1% 

打工影響

課業 1 1 0 3 0 2 2 2 17 1.6% 

其他 8 25 5 30 6 23 14 26 166 15.5% 

二、菁英學生續讀本校情形 
(一)學士班學生申請五學年學、碩士學位：109學年度各系所共通過128人次，

近年實際入學及畢業統計如下表： 

申請學年度 核准人次 碩士班入學學年

度 實際入學人數 5 年取得學碩士

學位人數 
104 學年度 175 106 學年 95 26 
105 學年度 161 107 學年 75 21 
106 學年度 112 108 學年 57 10 
107 學年度 123 109 學年 57 14 
108 學年度 128 110 學年 63 尚未畢業 
109 學年度 128 111 學年 尚未入學 -- 

(二)學士班學生申請七學年學、碩、博士學位：108學年度物理系首度申請1
人，109學年度化學系申請1人，學士班提前畢業及研究所入學學年度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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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年度 學士班 
提前畢業學年度 

碩士班 
入學學年度 

逕修讀博士班 
入學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物理系 1 人，修業 3
年畢業) 

109 學年度 
(修業 1 年逕修讀博士班) 

110 學年度 
(預計修業 3 年) 

109 學年度 化學系 1 人，休學中 -- -- 

(三)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110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所共通過

4人，歷年實際入學及畢業統計如下表： 

申請學年度 學士班核准人數 博士班入學學年

度 入學人數 畢業人數 

104 學年度 2 105 學年度 2 尚未畢業 
105 學年度 1 106 學年度 1 已退學 
106 學年度 4 107 學年度 3 尚未畢業 
107 學年度 1 108 學年度 1 尚未畢業 
108 學年度 4 109 學年度 4 尚未畢業 
109 學年度 2 110 學年度 1 尚未畢業 
110 學年度 4 111 學年度 尚未入學 -- 

(四)碩士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110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所共通過7人，近年

實際入學及畢業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碩士班核准人數 博士班畢業人數 

104 學年 20 10 
105 學年 26 9 
106 學年 23 17 
107 學年 13 12 
108 學年 29 19 
109 學年 20 16 

110 學年第 1 學期 7 尚未畢業 

三、本校109學年度第2學期書香獎獲獎名單業經各學系圈選確認奉核後公告，

共計209人，並送學生事務處辦理後續獎學金發放事宜。統計近3學年各學

院獲獎人數如后： 

學院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文學院 46 35 42 36 43 33 
理學院 50 37 49 37 48 36 
工學院 87 64 86 61 87 65 
管理學院 45 37 48 38 45 37 

海洋科學學院 29 20 27 21 2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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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21 17 20 16 23 15 
西灣學院 0 0 2 2 3 4 
合計 278 210 274 211 275 209 

網址：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272478,c3246.php?Lang=zh-tw 

四、110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生申辦轉系所自11月29日接受申請，核定名單預定111
年1月28日公告。有關轉系所相關申請事宜業已公告於教務處首頁。 

五、全校開設課程數：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選課異常處理後，全校開設課程

總數合計2207科(不含跨院通識135科)，各類課程統計(含前一學年度對應學

期)如下表： 

學年/期 專業 
課程 

通識 
教育 

通識-跨院通識

(併專業課程) 
教育 
學程 

合計 
(不含跨院通識) 

110-1 

（本學期） 
1963 221 135 23 2207 

109-1 1891 218 135 25 2134 

註：110 學年度新增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海洋科學與科技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社

會創新研究所，共計 3 個系所。以及化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增加全英語學士班。開課課程較 109 學年度同期增加 73 門。 

六、全英語授課課程數：110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總數合計366科
(佔全校課程16.58%)，各學院課程統計(含前一學年度對應學期)如下表： 

學年/期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

學院 海科院 社科院 西灣 
學院 合計 

110-1 
（本學期） 

45 66 72 65 43 59 16 
366 

(16.58%) 

109-1 37 38 55 34 25 41 11 
241 

(11.29%) 

註：依教師所屬學院統計之未併班課程數(含語文類課程)。 

七、教學評量統計 
(一)課程滿意度：109學年度第2學期全校教學意見調查平均滿意度6.456分，

各學院統計如下表： 

學年期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 
學院 海科院 社科院 西灣 

學院 校平均 

109-2 6.537 6.467 6.387 6.485 6.385 6.504 6.414 6.456 
109-1 6.546 6.459 6.352 6.439 6.458 6.541 6.409 6.453 
108-2 6.578 6.481 6.375 6.473 6.378 6.507 6.455 6.467 

6

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272478,c3246.php?Lang=zh-tw


108-1 6.523 6.379 6.366 6.422 6.423 6.486 6.398 6.43 
107-2 6.517 6.323 6.382 6.49 6.428 6.587 6.456 6.457 
107-1 6.354 6.344 6.366 6.418 6.445 6.366 6.287 6.366 

(二)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滿意度：109學年度第2學期畢業生對任課教師平均滿

意度6.246分，各學院統計如下表： 

學年期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

院 海科院 社科院 西灣 
學院 校平均 

109-2 6.3 6.186 6.216 6.271 6.254 6.257 6.246 6.246 
109-1 6.229 6.228 6.185 6.382 6.283 6.324 6.194 6.264 
108-2 6.223 6.19 6.141 6.3 6.162 6.251 6.16 6.209 
108-1 6.271 6.159 6.143 6.286 6.301 6.308 6.282 6.241 
107-2 6.19 6.184 6.148 6.258 6.167 6.376 6.118 6.209 
107-1 6.384 6.16 6.265 6.164 6.12 6.367 6.309 6.259 

(三)優良課程獎勵：依本校「教學意見調查課程滿意度獎勵辦法」，109學年度

第2學期共有417門課程（289位老師）符合優良課程獎勵條件，已簽請校

長頒發獎勵狀。各學院統計如下表： 

學年期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 
學院 海科院 社科院 西灣 

學院 全校 

109-2 
課程數 

(教師數) 

57 
(38) 

56 
(43) 

91 
(65) 

95 
(66) 

16 
(14) 

37 
(29) 

65 
(34) 

417 
(289) 

109-1 
課程數 

(教師數) 

75 
(41) 

59 
(45) 

116 
(75) 

99 
(56) 

39 
(29) 

37 
(29) 

78 
(35) 

503 
(310) 

108-2 
課程數 

(教師數) 

55 
(33) 

44 
(36) 

61 
(46) 

79 
(56) 

36 
(26) 

44 
(32) 

67 
(27) 

386 
(256) 

108-1 
課程數 

(教師數) 

68 
(42) 

55 
(39) 

84 
(56) 

88 
(56) 

49 
(35) 

53 
(32) 

65 
(26) 

462 
(286) 

107-2 
課程數 

(教師數) 

58 
（33） 

44 
（34） 

74 
（49） 

86 
（56） 

29 
（22） 

32 
（21） 

60 
（24） 

383 
（239） 

107-1 
課程數 

(教師數) 

49 
（31） 

64 
（46） 

80 
（55） 

74 
（49） 

30 
（23） 

46 
（30） 

52 
（22） 

395 
（256） 

(四)教學意見調查追蹤改善精進教學 
  1.109學年度第2學期共有4門課程（4位專任/案教師）達追蹤改善精進教學

條件，本學期已請需改善精進課程之教師提供說明後，簽核啟動追蹤改

善精進教學機制。相關課程之類別，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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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別 
學制 

1092 需改善精進科目數 1092 課程科目數 
必修 選修 必修 百分比 選修 百分比 

研究所 0 2 279 0% 947 0.21% 
大學部 1 1 631 0.16% 541 0.18% 
合計 1 3 910 0.11% 1489 0.2% 

  2.108學年度第2學期共計8門課程（8位專/兼任教師）列入追蹤改善精進教

學機制，目前相關學院均已完成追蹤改善精進教學報告；109學年度第1
學期共計4門課程（4位專任教師）列入追蹤改善精進教學機制，目前均

已完成追蹤改善精進教學計畫，本學期將持續追蹤相關學院之改善精進

教學報告。 
八、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作業 

(一)110學年度第2學期各類課程開課作業，本組已函文各院、系所、學程知照，

請 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 ~28 日 至 教 務 處 網 路 開 課 系 統

(https://selcrs.nsysu.edu.tw/open_crs/)進行作業。 
(二)課程教學大綱擬自111年1月10日中午13時起開放教師登錄，請任課教師於

初選前上網完成登錄。 
 

招生試務組 
一、本校與國防部111學年度合作辦理國防學士班，教育部業於110年10月15日臺

教高(四)字第1100122379G號函核定外加招生名額10名(資工系：2名、機電

系：2名、光電系：3名、應數系：1名、資管系：1名、化學系：1名)。國防

學士班單獨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草案)業經本校111學年度碩博士班暨學士

班第3次招生委員會聯席會議核備，招生規定並經教育部110年12月9日臺教

高(四)字第1100166588號函核定在案，招生簡章依上述函號簽辦函報國防

部。 
二、本校「111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名額」總量，教育部業於110年10月21日臺

教高(四)字第1100138212號函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學士班31名，碩士班217
名，博士班111名，共計359名。 

三、本校111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新生招生

名額分配表(含半導體等擴充名額)，教育部業於110年10月22日臺教高(四)
字第1100141568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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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承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1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考試，已

於 110 年 12 月 11 日(六)辦理完畢，本校負責高雄(二)考區，分區設於道

明高中及高雄高中，共計46個試場，1620名考生應試。感謝各系所主管、

教師及職員協助支援擔任巡視及主監試工作。 
五、本校承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委辦之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將於111年1月

21-23日(五-日)舉辦，本校為高雄二考區，預計5,076名考生報名應試，安排

於道明高中(52個試場)、高雄高中(46個試場)及高雄女中(43個試場)等共計

141個試場。敬請各系所主管、教師及職員大力協助並支援擔任巡視及主監

試工作。 
 

招生策略辦公室 
一、國內招生相關活動 

(一)OPEN HOUSE一日中山人活動： 
  1.本活動業於110年11月20日(星期六)辦理完畢，規劃16門專業課程及7門體

驗課程，由來自全國56所學校的高中生選填志願修習一門專業課程及一

門體驗課程，透過活動的參與，讓與會學員藉由多元的學習管道找到興

趣，激發自主學習動機，報名人數500人，實際與會學員約448人。 
  2.滿意度調查：活動後針對課程進行滿意度調查，有效問卷填答數共377份

(統計至11/26)，以南部學生為主(89.39%)，高二生占約54.6%(206)為最

多，高一生33.7%(127)次之。「專業課程」以介紹本校共學群知識與理念

以及各學系特色為主，平均滿意度4.51(滿分5分)，87%學員表示滿意(65%
非常滿意、22%為滿意)；「體驗課程」則安排本校特色活動體驗，平均滿

意度4.39，81%學員表示滿意(65%非常滿意、16%為滿意)。 
  3.實體與虛擬同步：本活動利用FB粉絲專頁同步live直播，使無法參與者仍

可透過線上直播影片，認識本校共學群、各學系及體驗課程的特色。 
(二)本處近期(預計)辦理的國內招生宣導活動行事曆如下： 

類型 日期 人數 活動內容 

蒞校參訪 110 年 12 月 10 日 
14：00-15：00 

約 36 人 中正高中(策略聯盟) 
學生：高一生、35 人 
教師：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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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日期 人數 活動內容 

校外宣導 110 年 10 月 25 日 
14：00-15：00 

100 人 新民高中 
主講人：劇藝系許仁豪老師 
講題：劇場藝術的未來發展 

110 年 11 月 19 日 
13：00-15：00 

自由報

名 
新港藝術高中 
主講人：劇藝系楊士平老師 
講題：藝術學群 

110 年 12 月 2 日 
12：30-13：10 

自由報

名 
鳳新高中 
主講人：應數系陳志偉老師 
講題：介紹應用數學系 

110 年 12 月 8 日 
13：20-13：45 

自由報

名 
臺東高中 
主講人：社會系王宏仁老師 
講題：介紹社會學系 

110 年 12 月 8 日 
14：20-14：50 

自由報

名 
臺東女中 
主講人：社會系王宏仁老師 
講題：介紹社會學系 

110 年 12 月 13 日 
12：30-13：10 

自由報

名 
中正高中 
主講人：生科系張揚家豪老師 
講題：介紹生物科學系 

二、協助高中特色課程 
(一)高中微課程 
  1.五校聯盟(實體授課)： 
   (1)第一梯次上課日期：110年10月20日至11月24日，共6週。 
   (2)對象：高雄高中、高雄女中、鳳新高中、高師大附中、本校附中、新莊

高中高一高二學生等282位學生參與8門課。 
   (3)教學意見調查：最後一堂課進行課後滿意度調查，共計回收177份問卷，

教學滿意度平均為4.4分(滿分為5分)，高中學生回饋希望能夠新增物

理、天文、國際企業、心理學及海洋生物等微課程，可做為未來學系開

課主題之參考。 
  2.協助偏鄉高中「數位微課程」： 
   (1)對象：國立旗美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來義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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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等6校。 
   (2)進度：已取得上述6校合作意願，目前規劃首次線上交流會議，討論110

學年度第2學期數位微課程的進行方式，並籌組線上交流群組以即時交

換意見。 
(二)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診療室：本校首創於110年「指引西灣未來之星：

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診療室」第二梯次，目前收件情形計26校68件高

中自主計畫書，感謝各系所教師與承辦同仁的協助。 
三、大學招生專業化 

(一)高中觀課活動：為增進大學師長瞭解高中教學現場，旨揭計畫辦公室協助

辦理北中南區高中觀課活動，請學系派代參與，並請與會人員至本校差

勤系統申請出差行程，本處將補助活動相關交通費用(含雜費)。每場次均

有名額限制，額滿為止，110年12月暨111年1月活動場次報名網址：

https://www.surveycake.com/s/amNN。 
(二)大學選才高中育才交流會議：110年12月20日(星期一)辦理本校111學年度

「大學選才高中育才交流會議」，邀請本校潛在生源高中師長蒞校交流，

並透過專題演講及分組圓桌討論等形式，針對本校各學系評量尺規進行

深入意見交換，使本校各學系選才標準更有效對準高中學生學習歷程。

此外，本活動針對高中師長感興趣之「自主學習計畫準備」及「雙語大

學選才與育才規劃」兩大議題，邀請生物科學系顏聖紘副教授及機械與

機電工程學系彭昭暐主任進行分享，感謝兩位老師熱情協助。 
四、招生策略 

(一)招生策略顧問合作計畫：招生策略辦公室業於110年10月28日招生策略規

劃委員會報告校層級招生策略數據分析成果，會後積極至各學院展開「招

生策略顧問合作計畫」推廣，目前與各學院/學系合作進展如下表。此顧

問合作計畫擬於各院設立標竿學系，與學系所合作進行招生策略量化與

質化資訊蒐集及分析，並規劃透過院內成果分享達到知識與最佳實務擴

散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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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對象 合作推動進展 
學院 系所 日期 內容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11/10 
院務會議：初步分析成果及合作規劃討

論 
資 訊 管 理

學系 11/25 
系務會議：初步分析成果及合作規劃討

論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研 究

所 
11/26 

管院研究人員：碩士班分析規劃與資料

蒐集討論 

文學院 中 國 文 學

系 11/16 
系主任會議：初步分析成果及合作規劃

討論、系主任訪談 (質化資料蒐集)。 

理學院 
化學系 10/7 

系主任會議：初步分析成果及合作規劃

討論、系主任訪談 (質化資料蒐集)。 

物理學系 11/18 
系主任會議：初步分析成果及合作規劃

討論、系主任訪談 (質化資料蒐集)。 

工學院 
工學院 10/12 

院務會議：初步分析成果及合作規劃說

明 
光 電 工 程

學系 11/23 
招生委員會：初步分析成果及合作規劃

討論、招生問題與質化資料蒐集。 

(二)組織網路宣傳團隊：招生策略辦公室為擴大網路招生影響力，招攬本校在

活動企劃、文案撰寫、社群媒體經營、圖文製作、影像拍攝剪輯等具多

元才能之優秀學生，組成網路宣傳團隊，將協助網路招生策略執行、競

爭校系情蒐、社群媒體(Facebook、Instagram及Twitter) 經營與形象管理，

並針對高中生、高中家長、高中老師等目標族群研擬招生行銷企劃。 
五、僑生招生與宣傳 

(一)本校110學年僑生學士班新生共計78位、碩士班31位、博士班4位。 
(二)本處組織僑生招生團隊，拍攝僑生的求學經驗及在校生活，相關影片置於

本校招生資訊粉絲團、IG及Youtube等平台，並規劃每個月上架1支影片。 

影片主題 宣傳目標 (預計)上架日期 

主題校園導覽 僑生在校生透過QA，一問一答

的方式引領，使校外人士(網民)
初步瞭解本校的教學區。 

110年12月15日 

你住海邊嗎？依山傍海超

美校園開箱！ 
以僑生的角度開箱的中山大學

5大特色地點，宣傳中山之美。 
11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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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題 宣傳目標 (預計)上架日期 

駁二橋下夜市私推必吃美

食Top5！僑生最愛的夜市

美食有哪些？ 

透過介紹校園附近的夜市美

食，讓外僑生瞭解臺灣美食及

飲食文化，臺灣小吃平價且符

合外僑生口味，有助於吸引外

僑生來臺求學。 

111年1月15日 

 
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一、全英語教學相關計畫 
(一)民視電視台「看見教育在進步」高教雙語教育專訪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校，獲教

育部推薦民視專訪拍攝本校雙語計畫執行，節目已於民視新聞台及youtube
頻道播出：https://reurl.cc/V5rzz6。 

(二)本校教師全英語教學資源與配套 
  1.EMI師資培訓課程：為培植本校教師EMI教學能量，本學期起將建立教師

EMI培訓暨認證機制，內容分為「基礎」、「進階」、「高階」三個等級。基

礎課程已於11月20日(六)辦理完畢，參與對象為區域內學校教師，包含國

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義守大

學、國立屏東大學、及國立臺東大學等七校，共31名教師參與，研習證明

以實際出席時數核發；進階課程預計於111年2月19日(六)辦理，待細節確

認後，將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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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英語授課教師社群：110學年度舉辦4場教師社群活動，搭配劍橋大學線

上課程(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交流活動辦理，本學期四場活動場次如下

表： 
場

次 
時間 講師 

參加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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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 10/28(四) 14:00~15:30 施智閔副教授(外文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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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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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 
辦理 

  3.本校為OSUN (Open Society University Network)成員學校之一，為促進國

際合作與交流，本校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洽
談EMI師資培訓課程合作事宜，目前ASU已初步開發相關線上EMI師資培

訓課程，本校教師共9名教師參與課程試閱，針對課程內容給予回饋意見，

未來可望將ASU發展課程納入本校EMI師資培訓課程中。 
  4.110-1學期本校與AIT合作辦理OPEN Program(Online Professional English 

Network)補助本校14名教師參加培訓課程，完課並取得證書之教師共12
人；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之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則補助17名教

師參加，截至12/15完課教師計9人。 
  5.為提升本校教師EMI教學能力，修訂本校「教學領航教師設置要點」，領

航教師資格增列「曾獲本校全英授課獎勵」、「曾於本校進行全英授課，且

該課程獲優良課程獎勵」等條件，並提供全英語授課教學經驗相關諮詢與

輔導。因前揭要點修訂，得請鈞長再次圈選110學年度教學領航教師，包

含原110年度教學領航教師名單，總計30名教學領航教師，名單如下： 
110 年度/110 學年度教學領航教師名單 

序號 
NO 

系所 
Dept. 

姓名 
Name 

職稱 
Title 類別 聘期 

1 中文系 杜佳倫 
Chia-Lun TU 副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110 學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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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110 學年度教學領航教師名單 
序號 
NO 

系所 
Dept. 

姓名 
Name 

職稱 
Title 類別 聘期 

2 外文系 楊郁芬 
Yang, Yu-Feng 副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110 學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7 

3 劇藝系 許仁豪 
Walter Hsu 副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4 哲學所 楊婉儀 
Wan-I Yang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110 學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7 

5 化學系 林伯樵 
Po-Chiao Lin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6 物理系 蔡秀芬 
Shiow-Fon Tsay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110 學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7 

7 生科系 江友中 
Yu-Chung Chiang 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8 應數系 黃杰森 
Chieh-Sen Huang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110 學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7 

9 應數系 林晉宏 
Jephian C.-H. Lin 助理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10 生醫所 薛佑玲 
Yow-Ling Shiue 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11 電機系 謝東佑 
 Tong-Yu Hsieh 副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12 材光系 郭紹偉 
Shiao-Wei Kuo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13 資工系 楊昌彪 
Chang-Biau Yang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14 機電系  林哲信 
Lin, Che-Hsin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15 機電系 王郁仁 
Wang, Yu-Jen 副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16 光電系 于欽平 
Chin-Ping Yu 副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17 通訊所 黃婉甄 
Wan-Jen Huang 副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18 企管系 葉淑娟 
Shu-Chuan Yeh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19 企管系 佘健源 
Chien-Yuan Sher 副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20 行傳所 蕭 蘋 
Shaw, Ping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21 人管所 李澄賢 
Li, Cheng-Hsien 助理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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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110 學年度教學領航教師名單 
序號 
NO 

系所 
Dept. 

姓名 
Name 

職稱 
Title 類別 聘期 

22 海資系 林秀瑾 
Hsiu-Chin Lin 副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110 學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7 

23 海科系 劉莉蓮 
Li-Lian Liu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24 海科系 劉祖乾 
James T. Liu 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25 政經系 辛翠玲 
Chuei-Ling Shin 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26 政經系 李明軒 
Ming-Hsuan Lee 副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27 社會系 趙恩潔 
En-Chieh Chao 副教授 110 年度領航教師 110/2~111/1 

28 教育所 謝百淇 
Paichi Pat Shein 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29 師培中
心 

鄭 雯 
Wen Cheng 副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30 西灣學
院 

李香蘭 
Virginiali shen 教授 110 學年度領航教師 110/11~111/7 

  6. EMI教學助理培訓：本處教發中心辦理110-1學期EMI TA培訓，包含「跨

文化溝通」、「課室語言(含發音)」兩門課程皆已辦理完竣，成果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地點 
參與

人次 
110 年 11 月 19 日(五) 
13:30-15:30 

跨文化溝通 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

賴政吉助理教授 
國研大樓 5 樓

5008 教室 14 

110 年 11 月 23 日(二) 
14:00-16:00 

課室語言(含發音) 本校外文系黃舒屏助理

教授 
國研大樓 4 樓

4002 教室 14 

  7.本校與AIT合作日益頻繁，日前已提出English Language Specialist Program
申請，配合本校EMI師資培訓計畫架構，將邀請美國專家以線上模式指導

教學演示，同時開設師資培訓課程(基礎、進階、高階)，包含指導觀課技

巧，以培育本國教師成為種子教師，未來提供國內觀課諮詢與輔導。 
(三)「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區域學校共識會議與執行進度 
  1.「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已於110年11月17日(三)召開區域學校共識

會議，包含本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義

守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及國立臺東大學等七校，共計21位業務主管教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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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出席參與，共同討論高教EMI推動之相關議題，研商可行作法及

配套方案。 
  2.本校已於11月30日發函至各夥伴學校通知全英授課跨校教師社群申請事

宜，申請期間至12月17日截止，執行期間為111年1月至7月31日止。 
(四)三軍官校計畫合作 
  1.三軍官校交流座談會：本處業於12月17日(五)下午2時於國研大樓華立廳

與研發處合辦三軍官校交流座談會，就全英語教學、資安、共同研究發展

等議題討論實質合作策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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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1月29日至12月20日每週一下午由本校教師至

該校辦理初階師資培訓工作坊及教師社群，提升該校教師EMI授課知能及

技巧，計有17位教師參與。 
(五)為建立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品保機制，已通過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

新增全英語授課課程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表」及「學生學習成效問卷」

相關題項。內容聚焦於師生互動、教師教學策略與活動、學習評量、學

生課程內容理解、跨文化能力、未來就學或就業發展等面向。此外，為

配合全英語課程經費補助，已完成期中問卷調查，就課堂教學使用英語

授課比例進行調查，施測結果並已提供系所及授課教師參考 
(六)為推動大一基礎共同必修以雙語EMI授課開設，教發中心與教育研究所及

師培中心共同舉辦雙語授課工作坊，對象以理工學院教師為原則，普通

物理、普通化學及微積分授課教師優先，共計33位教師參與。課程相關

資訊如下表： 
課程名稱 時間 地點 講師 參加人數 

Making EMI 
work for you 

第一梯次：110年12月6日 
(一) 12:10-13:50  

理學院3樓
SC3003-2
教室(化學

系辦公室旁) 

教育研究所暨師培中心 
莊雪華所長、湯家偉副

教授、張宇慧老師、紀

博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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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110年12月13日 
 (一) 12:10-13:50 16 

二、學院整體計畫 
(一)補助學院特色核心架構計畫 
  1.文學院於10/5辦理中文系、外文系、音樂系跨系所之《當代作曲家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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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與對談XVII》；《海流／Sea’s Pop》系列活動則於左營百年古厝及校園

內辦理2場發表。 
  2.理學院已辦理26場業師暨校友分享講座、4場專題競賽、5場新生說明會及

科學體驗營，協助學生職涯發展規劃、以及培養探究實作能力。 
  3.工學院已於10/27辦理第四屆「工學院全院聯合專題競賽與展示」，邀請高

雄大學及海軍官校共同參加，採實體與線上模式同步進行，共3校10系所

148組參賽。 
  4.管理學院已開設商管基礎課程「經濟學概論」、「管理學概論」、「財務報表

分析」、「財務管理」等，採實體與線上課程併行方式，建立基礎學科共同

教學內容機制。另有管院特色課程「企業交流與社會責任實踐」、「生命週

期分析與寫作報告」及「商業大數據(Big Data)分析課程」。 
  5.海科院已推動學士班院核心共同必修課程，包含海洋基礎科學、海洋應用

科學、及海上實習；本年度於11/26、27辦理「海洋畢業專題」成果展暨

競賽活動，共21個團隊參加。 
  6.社科院則積極推動各學制數位自學課程，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大學部認列

4門課程、研究所54門課程可認列為畢業學分，本年度共有28位研究生完

成各類數位課程修習。 
  7.西灣學院已辦理10場跨域微學分工作坊、2場宿舍共學與2場電影賞析；開

設26門博雅全英課程，約佔博雅課程整體之22%；開設「服務學習：國際

志工服務課程」於國內進行國際外語服務；開創水中救生課程，共16名學

員取得結訓證書。另本校辦理「出走西灣‧希望高雄」系列工作坊榮獲「2021 
永續教學實踐與成果競賽」第三名佳績。 

(二)共學群 
      本校推動對接聯合國SDGs之議題導向共學群，110年度共15個共學群獲經

費補助，本年度累計參與學生人次共8,297人次、參與教師440人次。教發

中心已於9/30-10/4辦理第4屆共學群成果展「Go Share 趣：跨領域那些趣

事」，辦理3場線上直播演講，各共學群拍攝線上短片於FB分享共學新知、

並於社管長廊辦理靜態展示成果交流活動。 
三、教師教學支援 

(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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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南區基地近期辦理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系列工

作坊成果如下：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參與

人次 
110 年 11 月 12 日(五) 
9:00-12:00 

場次 1 通識/人文

學門 
1.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陳靜珮副教授 
2.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

設計系  王鴻祥副教授 

社科院 SS1004 

12 

110 年 11 月 23 日(二) 
15:00-16:30 

場次 2 工程/商管

學門 
1.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

境工程學系 連興隆教授 
2.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 陳朝斌副教授 

國研大樓 3F 
IR3002 教室 

10 

110 年 11 月 26 日(五) 
9:00-12:30 

場次 3 技術實作/
工程學門 

1.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

化工程系 李政道副教授 
2.國立宜蘭大學化學工程

與材料工程學系 王修璇

副教授 

國研大樓 3F 
IR3002 教室 

6 

  2.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南區基地之110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諮詢服務已

於11月24日申請截止，共28位老師申請，本校共3位老師申請，申請學校

共有21間。 
  3.教育部111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業已送交教育部複審，總計43件申請案，

預計於111年7月初公告獲補助教師名單。有關通過計畫教師之分享心得簡

報、各項教師精進研習訊息及執行計畫相關資源等資料皆放置於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南區區域基地網站(網址：http://tpr.tdc.nsysu.edu.tw/index.aspx)供
參，請有興趣教師多多利用。 

(二)為協助本校新進教師、博士班學生及博士後研究員職涯銜接，教發中心邀

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與年輕學者一同交流談心，創造一個人脈交流與跨界

學習的平台，邀請不同領域講師分享經驗，暢談教學實踐研究、研究經

驗及EMI教學的心路歷程。 
本次活動預計於111年1月12日(星期三)在本校圖資大樓10樓及11樓辦

理，將11樓打造為雞尾酒吧，讓分享教師及參與的人員置身於悠閒放鬆

的環境，交流研究教學經驗，共創一個知性與感性交流的時光，增進跨

領域合作與創新動能的機會。相關活動資訊已另行發函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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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辦理之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成

果如下表：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參與人次 

110 年 11 月 10 日(三) 
14:00-16:00 

PBL 的教學設計與經驗

分享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所 楊坤原教授 

國研大樓 1 樓 
華立廳 

37 

110 年 11 月 26 日(五) 
15:00-16:30 

學術倫理的六條紅線 華梵大學/林從一校長 
圖資 10 樓 
SW1007 教室 

31 

110 年 12 月 15 日(三) 
14:00-16:00 

遊戲教學的經采魅

力 - 教學實踐研究經驗

談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鄭保志副教授 

國研大樓 1 樓 
華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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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一)數位自學課程：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數位自學課程平臺開放時間為110年9

月23日至111年1月14日止，目前已有65門國際線上課程可認列學生畢業

學分，請各學術單位協助公告並宣傳「數位自學課程」認列學分事宜，

並鼓勵學生踴躍修讀(平臺網址：http://dspl.tdc.nsysu.edu.tw/ )。 
(二)微學分課程：本校110年度截至12/15累計開設78場次微學分課程，1,020人

次修讀，109學年度共115人獲1學分認列。本中心已建置微學分課程平臺

供師生線上申請微學分(平臺網址：http://mcc.tdc.nsysu.edu.tw/)。為配合

本學期彈性學習時數，歡迎各系所教師於111/1/17-1/21彈性學習週開設微

學分課程，提升學生多元及自主學習管道。 
(三)程式設計課程及資訊素養： 
  1.110學年度起所有學系(文院除外)已將程式設計相關課程列為必修，全校已

開設205門程式設計相關課程，較109年成長31%，109學年度全校已有65%
學士班學生修讀程式設計課程。 

  2.自109學年起針對大一新生進行「資訊與程式概念」測驗，總計1,051人參

加，平均成績 70.77分；並於109-2針對進行後測，填答人數共709人，平

日期 研習主題 講師 地點 報名網址 

111 年 1 月 12 日(三) 
16:00-19:30 

2022 西灣跨界沙龍 X

年輕學者交流會 

本校吳靜吉榮譽講

座教授、本校分享教

師群 

圖資 10 樓

SW1008 演講

廳、圖資 11 樓交

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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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成績 74.63分。110學年度延續測驗，共計1,104人進行測驗，並擬於110
學年度下學期結束進行後測，持續追蹤本校學生資訊素養是否提升。 

(四)數位學習計畫 
  1.本中心協助資管系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開設數位

課程，已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共7門課，另有2門課程待送審中。 
  2.本校執行台綜大聯盟數位課程，由資工系陳嘉平教授錄製「機器學習-基

本篇」遠距教學課程，預計110-2學期開設。 
  3.本中心協助學士後醫學系籌備處拍攝數位課程，已完成109-2學期「醫學

工程導論」、「基礎奈米生醫材料與藥物」、「公共衛生學」、「生物統計與資

訊」、「生理學」、「生物化學」等6門線上課程；110-1學期則協助拍攝「人

體寄生蟲學」、「臨床醫學導論」2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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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至12月已

請公事組協助發佈7則新聞，統計至12月20日止，累計瀏覽數共2,665次： 
主題 瀏覽數 

影音》學生、教師、區域共提升 中山大學全方位邁向雙語大學 29 
整合全英教學資源 南區 7 校共議雙語教育計畫 298 
大學課程微開箱 500 高中生體驗一日中山人 594 
專業、國際兼具 中山大學 3 系全英專班師生座談 354 
海納百川 中山大學「特殊選才」18 日開放報名 615 
強化議題應用 「Go Share 趣」課程模組展成果 292 
環境、文化、策略 雙語教育國際論壇登場 483 

累計瀏覽數：2,66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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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班各學系延畢人數統計

※延修人數／（應屆人數＋延修人數）＝延畢生比率 統計基準日：110.12.14 

學期別／身分
1081 1091 1101 

應屆

人數

延修

人數

延畢生

比率

應屆

人數

延修

人數

延畢生

比率

應屆

人數

延修

人數

延畢生

比率

全校 1126 266 19.11% 1143 286 20% 1095 255 19% 

中國文學系 45 9 16.67% 48 17 26% 41 10 20% 

外國語文學系 53 12 18.46% 55 26 32% 49 25 34% 

音樂學系 40 9 18.37% 36 19 35% 31 11 26% 

劇場藝術學系 39 25 39.06% 42 24 36% 48 23 32% 

生物科學系 52 11 17.46% 45 14 24% 40 11 22% 

化學系 50 12 19.35% 52 9 15% 55 7 11% 

物理學系 42 11 20.75% 53 10 16% 48 10 17% 

應用數學系 45 22 32.84% 47 12 20% 46 13 22% 

電機工程學系 114 16 12.31% 117 21 15% 107 20 16%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10 24 17.91% 108 27 20% 106 26 20% 

資訊工程學系 56 10 15.15% 61 11 15% 51 11 18% 

光電工程學系 41 4 8.89% 44 6 12% 42 3 7%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49 9 15.52% 49 11 18% 51 4 7% 

企業管理學系 87 24 21.62% 87 20 19% 85 18 17% 

資訊管理學系 45 12 21.05% 48 3 6% 56 3 5% 

財務管理學系 53 13 19.70% 50 10 17% 48 7 13%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43 6 12.24% 41 3 7% 33 6 15%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37 8 17.78% 43 11 20% 43 14 25% 

海洋科學系 33 7 17.50% 32 8 20% 30 9 23% 

政治經濟學系 57 9 13.64% 48 9 16% 48 12 20% 

社會學系 35 13 27.08% 35 15 30% 36 12 25%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 
學士學位學程 

-- -- -- 2 0 0% 1 0 0% 

工作報告附件一

22



國立中山大學第170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案由一：擬修訂本校「教學助理培訓及考核辦法」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雙語大

學，為因應EMI課程需求及提升教學助理能力，擬修訂本校「教學助

理培訓及考核辦法」。 
二、 本次修訂重點： 

(一)修訂法規名稱為「國立中山大學教學助理培訓及考核要點」。 
(二)因應全英語授課需求，將外文類TA改為EMI TA，並說明工作內容項

目，及完成培訓所需修習之課程。 
(三)目前TA培訓課程多以線上化，學生可於開放時間內自由修習，故刪

除培訓課程(實體授課)原有規劃之補課措施。 
(四)資格證書改由學生於資格認證後自行上網列印。 

三、 附件： 
(一)本校「教學助理培訓及考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一) 
(二)本校「教學助理培訓及考核要點」修正草案。(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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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學助理培訓及考核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中山大學教學助理培訓及考核要

點

國立中山大學教學助理培訓及考核辦

法

本要點係基於執

行業務職掌訂

定，性質為行政

規則，爰修訂法

規名稱。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為提升本校教師在學科、實驗

及實習課程之教學成效，透過

教學助理專業之培訓及考核，

協助教師教學，特訂定本要點。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教師在學科、實驗

及實習課程之教學成效，透過

教學助理專業之培訓及考

核，協助教師教學，特訂定

本辦法。 

本要點係基於執

行業務職掌訂

定，性質為行政

規則，爰修訂法

規名稱及項次名

稱。

二、 本要點所稱「教學助理」係指本

校在校學生協助教師進行教學

活動，負責分組討論、分組實

驗、批改作業或協助全英授課

教學之助理，不同於各系所辦

公室執行行政工作之「助教」，

亦不同於各系所分派協助老師

一般教學研究庶務之研究生助

理。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理」係

指本校在校學生協助教師進

行教學活動，負責分組討

論、分組實驗、批改作業或

語文練習之助理，不同於各

系所辦公室執行行政工作之

「助教」，亦不同於各系所

分派協助老師一般教學研究

庶務之研究生助理。 

1. 修訂法規名

稱。

2. 原外文類教

學助理負責

項目修正為

全英授課教

學助理負責

項目。

三、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理」計分

五類： 

(一) 討論類教學助理(略)。 

(二) 實驗課教學助理(略)。

(三) 一般類教學助理(略)。

(四) 全英授課教學助理（簡稱 EMI

TA）：為配合全英授課課程之教學

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帶

領修課同學進行全英授課課程之

學習。其工作內容包括：執行一般

類 TA工作內容、協助修課同學提

升對課程內容與英文的理解、擔任

跨文化溝通的橋梁、協助批改作業

與評分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五) 服務學習類教學助理(略)。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理」計

分五類： 

(一) 討論類教學助理(略)。 

(二) 實驗課教學助理(略)。

(三) 一般類教學助理(略)。

(四) 外文類教學助理（簡稱外文類

TA）：為配合外文類課程之教學需

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帶領

修課同學進行語言發音或寫作練

習。其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

備上課資料、參與聆聽上課內容、

負責帶領語言發音練習、協助批改

作業及評分、設計並維護課程網

頁，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五) 服務學習類教學助理(略)。

原外文類教學助

理修正為全英授

課教學助理，並

說明工作內容項

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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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訓方式： 
 

(一) 每學期由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

中心規劃開辦之培訓課程。 

(二) 每學期由各學術單位規劃符合各

系所教學或各類 TA需求之培訓課

程。 

第四條 培訓方式： 
 

(一) 每學期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規

劃開辦之培訓課程。 

(二) 每學期由各學術單位規劃符合各

系所教學或各類 TA需求之培訓課

程。 

修正組織名稱。 

五、 資格認證： 

 
（一）採取電子化「研習護照」的方

式：各學術單位之教學助理須
參與教務處及 學術單位所舉
辦至少八小時以上之培訓課
程，並於「教學助理培訓資訊
網」平台予以認證，通過後即
給予教學助理資格。紙本資格
證書，可於認證完成後自行上
網列印。 

 
（二）略。 
（三）討論類 TA 必修「帶領小組討

論實務教學」課程；實驗類 TA 
必修「實驗室儀器操作能力」
課程；一般類TA必修「數位教
材編製能力」課程；EMI TA必
修「課室語言(含發音)」、「跨
文化溝通」課程；服務學習類
TA必修「反思活動帶領」、「成
果發表設計」課程。 

（四）取得教學助理資格認證者，各
學術單位應予優先聘用；任教
之當學期一個 月內未取得教
學助理資格認證者，立即予以
停聘；雖取得資格認證但學期
末評量不佳者，各學術單位不
得再續聘。 

 

第五條 資格認證： 
 
（一）採取電子化「研習護照」的方

式：各學術單位之教學助理須

參與教務處及 學術單位所舉

辦至少八小時以上之培訓課

程，並於「教學助理培訓資訊

網」平台予以認證，通過後即

給予教學助理資格。如需紙本

資格證書，另洽承辦單位列印。 

（二）略。 

（三）討論類 TA 必修「帶領小組討

論實務教學」課程，實驗類 TA 

必修「實驗室儀器操作能力」

課程，一般類TA必修「數位教

材編製能力」課程，服務學習

類TA必修「反思活動帶領」、

「成果發表設計」課程。 

（四）取得教學助理資格認證者，各

學術單位應予優先聘用；任教

之當學期一個 月內未取得教

學助理資格認證者，應於2個星

期內向教務處或所屬學院申請

補上數位培訓課程，並提供無

償服務(2小時/節)予承辦單

位，始取得教學助理資格，未

取得者立即予以停聘；雖取得

資格認證但學期末評量不佳

者，各學術單位不得再續聘。 

1. 資格證書改

由同學自行

上網列印。 
2. 加入 EMI TA

必修課程說

明。 
3. 目前 TA 培訓

課程多以線

上化，學生可

於開放時間

內自由修

習，故刪除培

訓課程(實體

授課)原有規

劃之補課措

施。 

六、 培訓課程 

（一）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規
劃開辦之培訓課程（課程時數
由主辦單位訂定）。 

1. 討論類TA、實驗類TA、一般
類TA、服務學習類TA所需修
習之主要課程： 
(1)教學助理制度與職責
（主要課程）。 

第六條 培訓課程 

（一）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規劃開辦

之培訓課程（課程時數由主辦

單位訂定）。 

1. 教學助理制度與職責（主要課
程）。 

2. 班級經營（主要課程）。 

3. 有效的教學策略（主要課程）。 

4. 師生溝通與人際互動（主要課

1. 修正組織名

稱。 
2. 說明 EMI TA

主要修習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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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級經營(主要課程)。 
(3)有效的教學策略(主要
課程)。 
(4)師生溝通與人際互動
（主要課程）。 

2. EMI TA所需修習之主要課
程：以下所列前4門課程任
選2門，第5、6門【課室語
言(含發音)」、跨文化溝通】
為必修課程。 
 (1)教學助理制度與職責
（主要課程）。 
(2)班級經營(主要課程)。 
(3)有效的教學策略(主要
課程)。 
(4)師生溝通與人際互動
（主要課程）。 
(5)課室語言(含發音) (主
要課程）。 

(6)跨文化溝通 (主要課
程）。 

（二）略 

程）。 

（二）略 

七、 考核機制：(略) 第七條 考核機制：(略) 修正項次名稱。 

八、 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修正法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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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教學助理培訓及考核要點(草案) 

96.10.5本校第113次教務會議通過 

98.12.14本校第12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17本校第13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X.X本校第X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本校教師在學科、實驗及實習課程之教學成效，透過教學助理專業之
培訓及考核，協助教師教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助理」係指本校在校學生協助教師進行教學活動，負責分
組討論、分組實驗、批改作業或協助全英授課教學之助理，不同於各系所辦
公室執行行政工作之「助教」，亦不同於各系所分派協助老師一般教學研究
庶務之研究生助理。 

三、本辦法所稱「教學助理」計分五類： 

（一）討論課教學助理（簡稱討論類TA）：為配合課程分組討論需要，在授課老
師指導監督下，帶領修課同學進行小組討論或習題演練。其工作內容包括：
協助教師準備上課資料、參與聆聽上課內容、負責帶領分組討論、協助批
改作業及評分、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二）實驗課教學助理（簡稱實驗類TA）：為配合實驗課之需要，在授課老師
指導監督下，帶領修課同學進行分組實驗。其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
備上課資料、準備試劑、預作課程實驗、協助學生操作實驗、督導實驗室
安全、課後清理實驗室、進行實驗相關之討論、協助批改實驗報告及評分、
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三）一般類教學助理（簡稱一般類TA）：為配合課程批改作業之需要，在授
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分擔老師之教學負擔。其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
備上課資料、參與聆聽上課內容、協助批改作業或報告、製作E化教材、
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上網與學生互動、每週定時提供課業諮詢服務，以
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四）全英授課教學助理（簡稱EMI TA）：為配合全英授課課程之教學需要，在
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帶領修課同學進行全英授課課程之學習。其工作內
容包括：執行一般類TA工作內容、協助修課同學提升對課程內容與英文的
理解、擔任跨文化溝通的橋梁、協助批改作業與評分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
工作。

（五）服務學習類教學助理(簡稱服務學習類TA)：為配合服務學習類課程之教學
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引導修課同學進行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習及
社區服務。其工作內容包括：執行一般類TA工作內容、社區機構聯繫與協
調、引導同學人際互動、表達(導覽或課輔)技巧、小組討論及反思活動，
帶領修課學生設計成果展及督導學生完成服務學習成果報告。

四、培訓方式： 

（一）每學期由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規劃開辦之培訓課程。 

（二）每學期由各學術單位規劃符合各系所教學或各類TA需求之培訓課程。

五、資格認證： 

（一）採取電子化「研習護照」的方式：各學術單位之教學助理須參與教務處及 
學術單位所舉辦至少八小時以上之培訓課程，並於「教學助理培訓資訊網」
平台予以認證，通過後即給予教學助理資格。紙本資格證書，可於認證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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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自行上網列印。 

（二）八小時以上培訓課程至少包括教務處主辦之四門主要課程及學術單位主辦 
之一門主要課程及二門輔助課程。 

（三）討論類 TA 必修「帶領小組討論實務教學」課程；實驗類 TA 必修「實驗
室儀器操作能力」課程；一般類TA必修「數位教材編製能力」課程；EMI 
TA必修「課室語言(含發音)」、「跨文化溝通」課程；服務學習類TA必
修「反思活動帶領」、「成果發表設計」課程。 

（四）取得教學助理資格認證者，各學術單位應予優先聘用；任教之當學期一個 
月內未取得教學助理資格認證者，立即予以停聘；雖取得資格認證但學期
末評量不佳者，各學術單位不得再續聘。 

六、培訓課程： 

（一）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規劃開辦之培訓課程（課程時數由主辦單位訂

定）。 

1. 討論類TA、實驗類TA、一般類TA、服務學習類TA所需修習之主要課程： 

(1)教學助理制度與職責（主要課程）。 

(2)班級經營(主要課程)。 

(3)有效的教學策略(主要課程)。 

(4)師生溝通與人際互動（主要課程）。 

2. EMI TA所需修習之主要課程：以下所列前4門課程任選2門，第5、6門
【課室語言(含發音)」、跨文化溝通】為必修課程。 

(1)教學助理制度與職責（主要課程）。 

(2)班級經營(主要課程)。 

(3)有效的教學策略(主要課程)。 

(4)師生溝通與人際互動（主要課程）。 

(5)課室語言(含發音) (主要課程）。 

(6)跨文化溝通(主要課程）。 

（二）建議各學術單位自行開設之培訓課程（由各學術單位依據單位教學特殊需 
求選開課程，課程時數由主辦單位視需求調整，但主要課程必開）。 

1. 教學經驗分享（主要課程）。 

2. E化教室設備資源操作（輔助課程）。 

3. P o w e r P o i n t介紹與製作（輔助課程）。 

4. 各項攝錄影器材之操作（輔助課程）。 

5. 數位教材編製能力（輔助課程）。 

6. 數位教學平台操控與管理（輔助課程）。 

7. 圖書資料蒐集、線上資料庫導覽（輔助課程）。 

8. 教務資訊系統及網大資訊系統相關操作說明（輔助課程）。 

9. 實驗室儀器操作能力（輔助課程）。 

10.帶領小組討論實務教學（輔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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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反思活動帶領(輔助課程)。

12.成果發表設計(輔助課程)。

七、考核機制：每學期末授課教師針對教學助理依據下述規定予以考評，並將評
量結果提次學期各學術單位聘用教學助理相關機制參考。 

（一）透過授課教師於學期末對教學助理加以追蹤考評。

（二）透過每學期期末「教學意見調查表」中，學生對教學助理之教學評量題項
加以考評。

（三）根據學生與授課教師之考評，對表現優異者酌予獎勵並予以續聘，對評量
不佳者，各學術單位不得再續聘。

八、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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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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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提請審議。 
說明：本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業於110年11月2日召開完成，通過議案茲臚列如

下： 
一、 通過核備「氣候變遷與調適學程」等3個學程外審結果，詳如附件

一。 
二、 通過修訂「社區文創微學程」等23個學程課程規劃表及修課相關規

定，詳如附件二。 
三、 通過異動本校學程名稱及負責人，詳如附件三。 
四、 通過開設「半導體製程模組學程」等4個【整合學程】，詳如附件

四。 
五、 通過開設「全英語通識教育菁英學程」【學系(所)專業學程】，詳如

附件五。 
六、 通過開設「印象海味微學程」【微學程】，詳如附件六。 
七、 通過停開「在地安老與社會設計微學程」，詳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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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各學程負責人、教務處

案由一：有關「氣候變遷與調適學程」等 3 個學程外審結果，提請核備。 

說  明：

一、本校「氣候變遷與調適學程」、「地方敘事與創生學程」、「金

融科技學程」已辦理課程外審，彙整學程課程外審修正總表如

附件一。

二、檢附各學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核備。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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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課程外審修正總表

學程

名稱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氣候變

遷與調

適學程

委員一：課程設計與內容略顯單薄，

可以再增加敘述會更完善。

感謝委員的意見。關於氣候變遷方面，因為中山大學

缺乏大氣科學與地球科的相關科系，只有海洋科學系

較為直接相關。而學程的設計是在各學系已開設的課

程底下，納入與學程主旨相關的課程提供修習學生選

擇，沒有主動與教師協商開設新課程，因此在課程方

面，沒辦法較為完整的涵蓋各個面向。未來會更積極

的參考各系新開設課程，滾動式的修正研習課程表，

納入與學程主旨相關的新開設課程，讓研習學生可以

有更完整的訓練與更多的選擇。

委員一：大體是合理，建議課表中有

區分必修與選修，所附課程大綱應顯

示該課程屬何年級教授。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在課程研習表中加入相關訊息，

提供學生更多的參考依據。

委員一：須注意最新知識與技術持續

更新。

感謝委員的提醒。在課程中，授課教師都會持續更新

相關資訊，特別是關於氣候變遷的相關科學研究成果

與政策法規等。例如今年 8 月 IPCC 小組已經公布新

一版 AR6 的報告，這學期的課程即會開始將 AR6 的

結果融入教學中。

委員一：實務操作課程方面可再增

加。

感謝委員的建議，目前的課程中的確較為缺乏實務操

作的課程，會再整理學校各系所的相關課程後，擇優

加入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

委員一：文中出現「臺」及「台」建

議應一致。

感謝委員的細心斧正，所有文字已修正完畢。

委員二：建議可以增加「碳排策略」、

「碳價制定」、「調適行動」相關的課

程或是教學內容。

感謝委員的建議。在碳排策略、碳價制定等方面的課

程內容，雖然沒有專一課程在教授這個主題，但會散

見在各學院所開設的相關課程中。本學程的核心課

程”氣候變遷與調適”也會在課程中安排 1-2 週的時間

探討這個主題，由西灣學院的李育諭教授負責引領學

生進行探討。未來若是各學院有新開設的相關課程，

也會即時那入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提供學生選修參

考。

委員二：促發學生產生環境負責行動

的關鍵，除了基礎知識之外，應提升

學生對「議題的價值觀」，以及「感受

到議題與自我間的相關性，進而關心

此議題」，而實際體驗對這些態度的

養成至關重要，建議在現有課程之中

應能強化這部分的內容。

感謝委員的寶貴建議。在目前的課程設計中，較偏向

議題的教授與引導式的討論，對於價值觀與態度的養

成著墨較少。在未來的課程中，會在課程討論中，加

強相關議題的探討，並藉由課程期中、期末報告的設

計來強化這部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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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 
名稱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氣候變

遷與調

適學程 

委員二：在學程目標中「促發學生產

生環境負責行動」是重要目標，建議

「環境教育實踐與推廣」這一類具備

反思、實際行動的課程，可以考慮列

為核心課程。或在現有核心課程中，

強化「引導反思」、「引導學生走入實

務」的內容。 

感謝委員的寶貴建議。關於環境教育這部分的課程，

會再調整目前的修習方式，納入相關課程於核心課程

中，提供學生選修，讓所有學程的學生都能具備環境

教育的基本素養與背景知識。 

委員二：透過目前的課程名稱，無法

確定重要科技，包括「發電與節能」、

「水資源科技」、「災防科技」、「新興

農業科技」的內容，是否涵蓋於其中，

建議可以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的建議。由於學程是跨科系、以各系所已開

設課程為主的學分學程，屬於被動開課方式，較難主

動協調各科系教師依照學程需求來主動開課。因此，

在目前的課程架構上，受限於學校各系所教師的專長

以及教學規劃，缺乏「發電與節能」、「水資源科技」、

「災防科技」、「新興農業科技」等內容。在核心課程”
氣候變遷與調適”中會適度加入部分內容，引導學生

思考與討論，但課程時間有限，無法涵蓋完整面向，

會將這部分的課程設計納入未來的課程規劃當中。 
委員二：課程安排符合學程教育目

標，然目前的報告書並未列出實際授

課教師以及其專業。 

感謝委員的意見。因為目前學程的課程散步在各個系

所，開課教師人數接近 20 人，若要全部列出會占相

當大的篇幅，因此於送審的學程資料並未列入各授課

教師的專業。但所有開課教師都是各系學有專精的教

授，其課程內容也都符合學程所需，因此納入學程的

課程規劃中，若有需要會再整理 所有授課教師的專

業與背景，放入學程的參考資料中。 
委員二：學程內容涵蓋完整的產業發

展，課程亦多包含實務、實踐、實習

等內容。 

感謝委員的肯定，會再持續整理學校各系所的相關課

程後，擇優加入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以提供學程學

生更多不同面向的選擇。 
委員二：目前課程規劃已相當完善，

課程內容架構亦完整，若有擴增選修

課程的空間，建議也可以考慮增加大

氣領域(如大氣物理化學、大氣科學

概論)、災變因應(天然災害)、地球系

統科學、環境工程概論等課程。 

感謝委員的寶貴意見。若是未來學校能有相關課程的

開設，都會立即整理納入學程的課程表中。但目前受

限於各系所的專業領域與師資，大氣與地科領域的課

程仍無法完整涵蓋。 

委員二：關於核心課程的內容，除了

目前的規劃重點之外，也可以同時著

墨碳排策略、碳價制定、調適行動。 

感謝委員的建議。碳排與碳中和，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在核心課程中都已有部分涉略，但比較沒有專門的課

程討論這部分的議題，之後若是學校管理學院有教師

有意願，會再協調開設相關課程，讓學程的整體規劃

與訓練過程更完整。 

地方敘

事與創

生學程 

建議課程中融入實作、體驗、反思的

學習歷程。 
本學程課程設計，重視地方感之學習，融入地方探查

與實踐、地方職人開講、創業故事家分享、組織商業

模式探析、藝術與生活議題探討、社會實踐議題討論、

永續發展與國際連結等，於理論與實踐中引導學生思

考與討論學習，建立個人與地方脈絡，開拓多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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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 
名稱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地方敘

事與創

生學程 

建議學程融入「問題、創意、解方、

運作模式、永續發展」，使地方創生

連結商業模式運作、社會實踐模式與

永續發展。 

本學程課程如創業講堂，透過不同創業故事家的創新

模式分享，教學中透過小組合作，帶領學生從商業模

式裡分析組織營運與價值取向，在追求社會實踐與非

營利取向同時，思考組織永續發展。 
建議教師定期互動，串連教學內容與

專業知識。 
本學程課程教師定期舉行會議、讀書會、與參與相關

研討會，保持場域互動與深度多元學習。 
建議建立學程退場機制。 相關認證機制以學校學程規定為之。 

金融科

技學程 

可再推出區塊鏈相關課程 會納入學程學分委員會開會討論，正積極規劃中，我

們也支持區塊鏈課程納入本學程的核心課程，講授有

關 Defi 的背景、發展及解決痛點等。 
非本系所學生可考慮再提高一堂課

才得以取得本課程 
會與非本系所的教授討論，怎樣的制度才會刺激學生

主動自主地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達到最好。 
本學程很符合當前全球金融環境之

趨勢 
是的，為了持續與當前金融趨勢一致，我們會再推出

區塊鏈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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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氣候變遷與調適學程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外審意見彙整

項目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1.學程課程規

劃是否與學

程發展方向

及教育目標

一致？

委員一：課程設計與內容略顯

單薄，可以再增加敘述會更完

善。

委員二：建議可以增加「碳排

策略」、「碳價制定」、「調適行

動」相關的課程或是教學內

容。

1. 感謝委員的意見。關於氣候變遷方面，因為中山

大學缺乏大氣科學與地球科的相關科系，只有

海洋科學系較為直接相關。而學程的設計是在

各學系已開設的課程底下，納入與學程主旨相

關的課程提供修習學生選擇，沒有主動與教師

協商開設新課程，因此在課程方面，沒辦法較為

完整的涵蓋各個面向。未來會更積極的參考各

系新開設課程，滾動式的修正研習課程表，納入

與學程主旨相關的新開設課程，讓研習學生可

以有更完整的訓練與更多的選擇。

2. 感謝委員的建議。在碳排策略、碳價制定等方面

的課程內容，雖然沒有專一課程在教授這個主

題，但會散見在各學院所開設的相關課程中。本

學程的核心課程”氣候變遷與調適”也會在課程

中安排 1-2 週的時間探討這個主題，由西灣學院

的李育諭教授負責引領學生進行探討。未來若

是各學院有新開設的相關課程，也會即時那入

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提供學生選修參考。

2.學程課程規

劃是否能培

育學生達成

學程專業能

力指標？

委員一：可以達到學生的基本

能力指標。

委員二：促發學生產生環境負

責行動的關鍵，除了基礎知識

之外，應提升學生對「議題的

價值觀」，以及「感受到議題與

自我間的相關性，進而關心此

議題」，而實際體驗對這些態

度的養成至關重要，建議在現

有課程之中應能強化這部分

的內容。

1. 感謝委員的肯定，學程的開設目標即在提供非

氣候背景科系的學生，能夠經由研習學程提供

的課程，而能具備了解氣候變遷意涵的能力與

知識，也期許所有通過學程認證的學生都能因

此而能在其專業知識上達到加值的效果，增加

求職就業的競爭力。

2. 感謝委員的寶貴建議。在目前的課程設計中，較

偏向議題的教授與引導式的討論，對於價值觀

與態度的養成著墨較少。在未來的課程中，會在

課程討論中，加強相關議題的探討，並藉由課程

期中、期末報告的設計來強化這部分的內容。

3.學程課程結

構（核心課

程與選修）

是否合理？

委員一：大體是合理，建議課

表中有區分必修與選修，所附

課程大綱應顯示該課程屬何

年級教授。

委員二：在學程目標中「促發

學生產生環境負責行動」是重

要目標，建議「環境教育實踐

與推廣」這一類具備反思、實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在課程研習表中加入相關訊

息，提供學生更多的參考依據。

2. 感謝委員的寶貴建議。關於環境教育這部分的課

程，會再調整目前的修習方式，納入相關課程於核

心課程中，提供學生選修，讓所有學程的學生都能

具備環境教育的基本素養與背景知識。

案由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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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行動的課程，可以考慮列為

核心課程。或在現有核心課程

中，強化「引導反思」、「引導

學生走入實務」的內容。 

4.相對於教育

目標與學生

專業能力指

標，學分規

劃 是 否 適

當？ 

委員一：適當。 
委員二：學分規劃適當。 

1. 感謝兩位委員對學程整體學分規劃的肯定。未

來也會持續配合學校的政策與學生回饋的意

見，持續調整整體規劃，以符合學生的最大利益

為優先，並朝能位學生帶來最大的學分加值效

果來繼續精進。 

5.學程課程規

劃是否符合

該專業領域

中學術理論

之架構？ 

委員一：符合。 
委員二：符合。 

1. 感謝兩位委員對學程理論架構的肯定，未來除

繼續維持現有課程架構外，也會與時俱進，採滾

動式的修正，將新的課程持續引進學程中。 

6.學程課程規

劃是否完整

涵蓋跨領域

之最新知識

與技術？ 

委員一：須注意最新知識與技

術持續更新。 
委員二：透過目前的課程名

稱，無法確定重要科技，包括

「發電與節能」、「水資源科

技」、「災防科技」、「新興農業

科技」的內容，是否涵蓋於其

中，建議可以補充說明。 

1. 感謝委員的提醒。在課程中，授課教師都會持續更

新相關資訊，特別是關於氣候變遷的相關科學研究

成果與政策法規等。例如今年 8 月 IPCC 小組已經

公布新一版 AR6 的報告，這學期的課程即會開始

將 AR6 的結果融入教學中。 
2. 感謝委員的建議。由於學程是跨科系、以各系所已

開設課程為主的學分學程，屬於被動開課方式，較

難主動協調各科系教師依照學程需求來主動開課。

因此，在目前的課程架構上，受限於學校各系所教

師的專長以及教學規劃，缺乏「發電與節能」、「水

資源科技」、「災防科技」、「新興農業科技」等內容。

在核心課程”氣候變遷與調適”中會適度加入部

分內容，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但課程時間有限，

無法涵蓋完整面向，會將這部分的課程設計納入未

來的課程規劃當中。 

7.師資專長是

否與學程教

育目標及專

業能力之培

育 規 劃 適

配？ 

委員一：適配。 
委員二：課程安排符合學程教

育目標，然目前的報告書並未

列出實際授課教師以及其專

業。 

1. 感謝委員的肯定。 
2. 感謝委員的意見。因為目前學程的課程散步在各個

系所，開課教師人數接近 20 人，若要全部列出會

占相當大的篇幅，因此於送審的學程資料並未列入

各授課教師的專業。但所有開課教師都是各系學有

專精的教授，其課程內容也都符合學程所需，因此

納入學程的課程規劃中，若有需要會再整理 所有

授課教師的專業與背景，放入學程的參考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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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程課程是

否考量產業

發展趨勢與

就業需求，

規劃職涯進

路，培育學

生於業界實

務應用的能

力？ 

委員一：實務操作課程方面可

再增加。 
委員二：學程內容涵蓋完整的

產業發展，課程亦多包含實

務、實踐、實習等內容。 

1. 感謝委員的建議，目前的課程中的確較為缺乏實務

操作的課程，會再整理學校各系所的相關課程後，

擇優加入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 
2. 感謝委員的肯定，會再持續整理學校各系所的相關

課程後，擇優加入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以提供學

程學生更多不同面向的選擇。 

9.學生取得學

程之條件與

要求，是否

符合學程規

劃培育學生

之專業能力

與 職 涯 發

展？ 

委員一：符合。 
委員二：學生取得學程之條件

與要求符合學程規劃培育學

生之專業能力與職涯發展。 

1. 感謝兩位委員的肯定，會持續以滾動式修正的方

式，配合新的政策與社會產業發展趨勢，更新課程

規劃。 

10. 學程課程

規劃是否能

配合外部環

境之變化，

有效因應國

際化、資訊

化及知識經

濟之衝擊？ 

委員一：師資堅強，課程設計

有針對全球氣候變遷對海洋

環境的影響去導入，並因應國

際化、資訊化及知識經濟等相

關知識。 
委員二：國際化、資訊化及知

識經濟目標是否能達成，端看

課程實施內容，目前的課程架

構相當完整，預期可以達到上

述目標。 

1. 感謝委員的肯定。目前納入學程的課程名單已是整

理學校各系所相關課程後的結果，各教師都是學有

專長的一時之選。但受限於學校的系所專業與教師

開課方向，目前的課程規劃仍未能涵蓋氣候變遷領

域的各個面向，未來會持續配合各系所的新進教師

與開設課程，修正學程的課程規劃，務求能讓學生

有最完整的修課選擇。 
2. 感謝委員的肯定。之後會再持續修正，納入更多相

關課程，提供學生更多元的修課選擇。 

11.綜合建議 

委員一： 
1. 文中出現「臺」及「台」

建議應一致。 
2. 在課程設計上相當用

心，自然環境、氣候變遷

到永續發展外等領域之

整體規劃及配置完整，

符合計畫要求。 
委員二： 
1. 目前課程規劃已相當完

善，課程內容架構亦完

整，若有擴增選修課程

的空間，建議也可以考

慮增加大氣領域(如大氣

物理化學、大氣科學概

論)、災變因應(天然災

害)、地球系統科學、環

1. 感謝委員的細心斧正，所有文字已修正完畢。 
2.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指教。目前的課程安排已是配合

學校各系所已開設課程的最佳選擇，未來仍會持續

整理各系所的相關課程，讓研習的課程表能涵蓋更

多的面向。 
3. 感謝委員的寶貴意見。若是未來學校能有相關課程

的開設，都會立即整理納入學程的課程表中。但目

前受限於各系所的專業領域與師資，大氣與地科領

域的課程仍無法完整涵蓋。 
4. 感謝委員的建議。碳排與碳中和，是未來的發展趨

勢，在核心課程中都已有部分涉略，但比較沒有專

門的課程討論這部分的議題，之後若是學校管理學

院有教師有意願，會再協調開設相關課程，讓學程

的整體規劃與訓練過程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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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工程概論等課程。 
2. 關於核心課程的內容，

除了目前的規劃重點之

外，也可以同時著墨碳

排策略、碳價制定、調適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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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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一：課程設計與內容略顯單薄，可以

再增加敘述會更完善。 
感謝委員的意見。關於氣候變遷方面，因為中山

大學缺乏大氣科學與地球科的相關科系，只有

海洋科學系較為直接相關。而學程的設計是在

各學系已開設的課程底下，納入與學程主旨相

關的課程提供修習學生選擇，沒有主動與教師

協商開設新課程，因此在課程方面，沒辦法較為

完整的涵蓋各個面向。未來會更積極的參考各

系新開設課程，滾動式的修正研習課程表，納入

與學程主旨相關的新開設課程，讓研習學生可

以有更完整的訓練與更多的選擇。 
委員一：大體是合理，建議課表中有區分

必修與選修，所附課程大綱應顯示該課

程屬何年級教授。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在課程研習表中加入相關

訊息，提供學生更多的參考依據。 

委員一：須注意最新知識與技術持續更

新。 
感謝委員的提醒。在課程中，授課教師都會持續

更新相關資訊，特別是關於氣候變遷的相關科

學研究成果與政策法規等。例如今年 8 月 IPCC
小組已經公布新一版 AR6 的報告，這學期的課

程即會開始將 AR6 的結果融入教學中。 

委員一：實務操作課程方面可再增加。 感謝委員的建議，目前的課程中的確較為缺乏

實務操作的課程，會再整理學校各系所的相關

課程後，擇優加入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 

委員一：文中出現「臺」及「台」建議應

一致。 
感謝委員的細心斧正，所有文字已修正完畢。 

委員二：建議可以增加「碳排策略」、「碳

價制定」、「調適行動」相關的課程或是教

學內容。 

感謝委員的建議。在碳排策略、碳價制定等方面

的課程內容，雖然沒有專一課程在教授這個主

題，但會散見在各學院所開設的相關課程中。本

學程的核心課程”氣候變遷與調適”也會在課程

中安排 1-2 週的時間探討這個主題，由西灣學

院的李育諭教授負責引領學生進行探討。未來

若是各學院有新開設的相關課程，也會即時那

入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提供學生選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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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二：促發學生產生環境負責行動的

關鍵，除了基礎知識之外，應提升學生對

「議題的價值觀」，以及「感受到議題與

自我間的相關性，進而關心此議題」，而

實際體驗對這些態度的養成至關重要，

建議在現有課程之中應能強化這部分的

內容。 

感謝委員的寶貴建議。在目前的課程設計中，較

偏向議題的教授與引導式的討論，對於價值觀

與態度的養成著墨較少。在未來的課程中，會在

課程討論中，加強相關議題的探討，並藉由課程

期中、期末報告的設計來強化這部分的內容。 

委員二：在學程目標中「促發學生產生環

境負責行動」是重要目標，建議「環境教

育實踐與推廣」這一類具備反思、實際行

動的課程，可以考慮列為核心課程。或在

現有核心課程中，強化「引導反思」、「引

導學生走入實務」的內容。 

感謝委員的寶貴建議。關於環境教育這部分的

課程，會再調整目前的修習方式，納入相關課程

於核心課程中，提供學生選修，讓所有學程的學

生都能具備環境教育的基本素養與背景知識。 

委員二：透過目前的課程名稱，無法確定

重要科技，包括「發電與節能」、「水資源

科技」、「災防科技」、「新興農業科技」的

內容，是否涵蓋於其中，建議可以補充說

明。 

感謝委員的建議。由於學程是跨科系、以各系所

已開設課程為主的學分學程，屬於被動開課方

式，較難主動協調各科系教師依照學程需求來

主動開課。因此，在目前的課程架構上，受限於

學校各系所教師的專長以及教學規劃，缺乏「發

電與節能」、「水資源科技」、「災防科技」、「新興

農業科技」等內容。在核心課程”氣候變遷與調

適”中會適度加入部分內容，引導學生思考與

討論，但課程時間有限，無法涵蓋完整面向，會

將這部分的課程設計納入未來的課程規劃當

中。 
委員二：課程安排符合學程教育目標，然

目前的報告書並未列出實際授課教師以

及其專業。 

感謝委員的意見。因為目前學程的課程散步在

各個系所，開課教師人數接近 20 人，若要全部

列出會占相當大的篇幅，因此於送審的學程資

料並未列入各授課教師的專業。但所有開課教

師都是各系學有專精的教授，其課程內容也都

符合學程所需，因此納入學程的課程規劃中，若

有需要會再整理 所有授課教師的專業與背景，

放入學程的參考資料中。 
委員二：學程內容涵蓋完整的產業發展，

課程亦多包含實務、實踐、實習等內容。 
感謝委員的肯定，會再持續整理學校各系所的

相關課程後，擇優加入學程的研習課程表中，以

提供學程學生更多不同面向的選擇。 

40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二：目前課程規劃已相當完善，課程

內容架構亦完整，若有擴增選修課程的

空間，建議也可以考慮增加大氣領域(如
大氣物理化學、大氣科學概論)、災變因

應(天然災害)、地球系統科學、環境工程

概論等課程。 

感謝委員的寶貴意見。若是未來學校能有相關

課程的開設，都會立即整理納入學程的課程表

中。但目前受限於各系所的專業領域與師資，大

氣與地科領域的課程仍無法完整涵蓋。 

委員二：關於核心課程的內容，除了目前

的規劃重點之外，也可以同時著墨碳排

策略、碳價制定、調適行動。 

感謝委員的建議。碳排與碳中和，是未來的發展

趨勢，在核心課程中都已有部分涉略，但比較沒

有專門的課程討論這部分的議題，之後若是學

校管理學院有教師有意願，會再協調開設相關

課程，讓學程的整體規劃與訓練過程更完整。 

 
學程負責人：＿＿＿＿＿＿＿（簽章） 

 
※學分學程課程外審結果需提學分學程委員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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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地方敘事與創生學程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外審意見彙整 

項目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1.學程課程規劃是否與學

程發展方向及教育目

標一致？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學程課程規劃與學程發展一

致。 

B 委員審核：是。 

謝謝委員 

2.學程課程規劃是否能培

育學生達成學程專業

能力指標？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可以達成專業能力指標。 

B 委員審核：是。 

謝謝委員 

3.學程課程結構（核心課

程與選修）是否合

理？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建議在課程中多一點實作與

體驗。 

B 委員審核：是。 

本學程課程如文化設計與展演，課

程設計有學生進入場域調查、與

在地居民互動溝通過程，學生透

過體驗學習中反思知識學習與地

方技藝間的靈活與轉化。 

4.相對於教育目標與學生

專業能力指標，學分

規劃是否適當？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建議可以將能力指標明確化

並多一點學生反思的訓練。 

B 委員審核：是。 

本學程課程如地方創生議題探討，

於課程設計中透過知識引導、業

師經驗分享，討論不同個案中的

決策與執行遇到產官學、中央與

地方、社群與個人間的碰撞與折

衝，學生於演練與規劃中具備專

業能力、反思與批判思考養成。

未來亦將研擬能力指標明確化內

容。 

5.學程課程規劃是否符合

該專業領域中學術理

論之架構？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符合。 

B 委員審核：是。 

謝謝委員 

6.學程課程規劃是否完整

涵蓋跨領域之最新知

識與技術？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含地方創生學、創新與創

生。建議加入 5G 等科技議

題。 

科技發展於地方創生學中扮演重要

環節，如本學程課程創新創業場

域實作，在疫情因素下，透過遠

距的網路科技，學生在家即可與

42



B 委員審核：是。 場域互動學習，科技發展在課程

中成為學生思考「進入地方與關

係培養」的創新與哲思。後續課

程將持續發展關於科技運用的現

場實務與反思。 

7.師資專長是否與學程教

育目標及專業能力之

培育規劃適配？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適配。 

B 委員審核：是。 

謝謝委員 

8.學程課程是否考量產業

發展趨勢與就業需

求，規劃職涯進路，

培育學生於業界實務

應用的能力？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地方創生轉化為商業模式運

作模式、社會實踐模式之永

續發展模式。 

B 委員審核：是。 

本學程課程如創業講堂，透過不同

創業故事家的創新模式分享，教

學中透過小組合作，帶領學生從

商業模式裡分析組織營運與價值

取向，在追求社會實踐與非營利

取向同時，思考組織永續發展。 

9.學生取得學程之條件與

要求，是否符合學程

規劃培育學生之專業

能力與職涯發展？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建議可以加入現場實作時

數。 

B 委員審核：是。 

本學程課程透過課程學習帶領學生

進入場域，不管是地方導覽、地

方探查、在地店家學習體驗，融

入課程設計與學習作業，學生在

沈浸之中反思學習、生活與地

方。 

10.學程課程規劃是否能

配合外部環境之變

化，有效因應國際

化、資訊化及知識經

濟之衝擊？ 

A 委員審核：是。建議事項：

地方創生、創新、創業、

SDGS，永續發展是最新的

議題，學程課程規模符合。 

B 委員審核：是。 

謝謝委員 

11.綜合建議 A 委員評論本學程為很務實的

學程，故建議在課程中務必

融入實作、體驗、反思的學

習歷程。 

A 委員建議學程課程老師定期

互動，可以彼此串連教學內

容與專業知識，整套學習更

可以連結得更具邏輯。 

1. 本學程課程教師定期舉行會議、

讀書會、與參與相關研討會，保

持場域互動與深度多元學習。 

2. 本學程課程設計，有融入地方探

查與實踐、地方職人開講、創業

故事家分享、組織商業模式探

析、藝術與生活議題探討、社會

實踐議題討論、永續發展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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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委員建議學程融入「問題、

創意、解方、運作模式、永

續發展」的邏輯。 

A 委員總評本學程為「優質學

程，極力推薦學生選修」。 

B 委員建議建立學程退場機

制，比如說幾年內沒有學生

選讀，或幾年內沒有學生得

到學程認證等等，則終止實

施或修訂課程規劃。 

B 委員總評本學程為「優質學

程，極力推薦學生選修」。 

連結等，於理論與實踐中引導學

生思考與討論學習。 

3. 本學程透過課程多元議題討論，

使學生思考生活與地方，並期許

學生在之中成為地方實踐一份

子。透過學程課程陪伴學生，相

關認證機制以學校學程規定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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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建議課程中融入實作、體驗、反思的

學習歷程。 

本學程課程設計，重視地方感之學習，融入地方探查與

實踐、地方職人開講、創業故事家分享、組織商業模

式探析、藝術與生活議題探討、社會實踐議題討論、

永續發展與國際連結等，於理論與實踐中引導學生

思考與討論學習，建立個人與地方脈絡，開拓多元視

野。 

建議學程融入「問題、創意、解方、

運作模式、永續發展」，使地方創生

連結商業模式運作、社會實踐模式

與永續發展。 

本學程課程如創業講堂，透過不同創業故事家的創新

模式分享，教學中透過小組合作，帶領學生從商業模

式裡分析組織營運與價值取向，在追求社會實踐與

非營利取向同時，思考組織永續發展。 

建議教師定期互動，串連教學內容與

專業知識。 

本學程課程教師定期舉行會議、讀書會、與參與相關研

討會，保持場域互動與深度多元學習。 

建議建立學程退場機制。 相關認證機制以學校學程規定為之。 

 

學程負責人：___       ____（簽章） 

 

※學程課程外審結果需提學分學程委員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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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金融科技學程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外審意見彙整 

項目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1.學程課程規劃是否與

學程發展方向及教育

目標一致？ 

  
是 

 

2.學程課程規劃是否能

培育學生達成學程專

業能力指標？ 

課程規劃能培育學生達成專業能力

指標,建議可再推出一些區塊鏈應用

之相關課程。 

區塊鏈相關應用確實在疫情

後更加蓬勃發展，國外頂尖

大學也甚至開放 Defi 的線上

課程，台灣加密產業也專注

在 Defi 上，我們會朝這方向

去尋找師資和資源。 
3.學程課程結構（核心

課程與選修）是否合

理？ 

 
是 

 

4.相對於教育目標與學

生專業能力指標，學

分規劃是否適當？ 

 
是 

 

5.學程課程規劃是否符

合該專業領域中學術

理論之架構？ 

 
是 

 

6.學程課程規劃是否完

整涵蓋跨領域之最新

知識與技術？ 

 
是 

 

7.師資專長是否與學程

教育目標及專業能力

之培育規劃適配？ 

 
是 

 

8.學程課程是否考量產

業發展趨勢與就業需

求，規劃職涯進路，培

育學生於業界實務應

用的能力？ 

 
是 

 

9.學生取得學程之條件

與要求，是否符合學

程規劃培育學生之專

業能力與職涯發展？ 

學程取得之條件與要求適當,對於不

屬於學生本系所之課程要求也可考

慮再提高一門課,讓學生跨領域之專

業能力更具足。 

好的，我們會再開會與外系

所負責人討論。 

10.學程課程規劃是否

能配合外部環境之變

化，有效因應國際化、

資訊化及知識經濟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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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 

11.綜合建議 

整體而言,本學程之規劃內容不僅符

合當前全球金融環境之趨勢,亦具有

急迫性。由於金融科技的發展必須結

合財務金融與網路資訊科技等不同

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藉由本學程

之規劃,可結合不同專業領域之師資

以達成培育金融科技人才之目標。 

是的，我們的確以培育時下

最新金融科技人才為目標，

並再往區塊鏈課程前進，以

趕上業界的發展，拓展學生

多元的職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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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可再推出區塊鏈相關課程 會納入學程學分委員會開會討論，正積極規劃中，

我們也支持區塊鏈課程納入本學程的核心課程，講

授有關 Defi 的背景、發展及解決痛點等。 
非本系所學生可考慮再提高一堂課才

得以取得本課程 
會與非本系所的教授討論，怎樣的制度才會刺激學

生主動自主地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達到最好。 

本學程很符合當前全球金融環境之趨

勢 
是的，為了持續與當前金融趨勢一致，我們會再推

出區塊鏈相關課程。 

學程負責人：＿＿＿＿＿＿＿（簽章） 
 
※學分學程課程外審結果需提學分學程委員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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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各學程負責人、教務處 

案由二：擬修訂「社區文創微學程」等 23 個學程課程規劃表及修課相

關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檢附學程修訂彙整清冊、修訂課程科目列表、及修課規定列

表，如附件。 

    二、以上課程相關規定之修改自 110 度第 1 學期起核准修習學生

適用，原已核准修習學生，亦得追溯適用之。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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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修訂彙整清冊 
 

序號 學程名稱 修訂課程科目數 修訂 備註 
新增 刪除 異動 修課規定 

1 社區文創學程 2  3   

2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微學程 4  2   

3 跨領域智慧製造學程   1   

4 日本研究學程 16 8 13 7  

5 臺灣研究學程 10 1 7   

6 地方敘事與創生學程   3   

7 地方敘事與文化設計微學程 3     

8 基礎醫學數位微學程 4     

9 人工智慧與數學學程 2   1  

10 資通安全學程 1     

11 金融工程學程 7  1   

12 環境教育學程 30 32 71 1  

13 實踐環境教育微學程 1     

14 音樂藝術管理與行銷學程 1 1 3   

15 創作性戲劇與社群教育微學程 2     

16 法國語言、文化與社會研究學程  4  9  

17 性別與管理微學程   2   

18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會責任微學程 11     

19 企業社會責任學程 6     

20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展學程 21     

21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理微學程 13     

22 醫師科學家微學程 2 1 1   

23 台灣文化英語微學程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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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修訂課程科目列表 

學程名稱 
新增/
刪除/
異動 

開課單位 
核心/ 
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備註 

社區文創學程 新增 社會學系 核心 文化研究 3   
社區文創學程 新增 社會學系 核心 藝術社會學 3   
社區文創學程 異動 社會學系 選修 社區文創設計 3 核心異動為選修 

社區文創學程 異動 社會學系 選修 
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

（一） 
3 文化組 

社區文創學程 異動 社會學系 選修 
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

（二） 
3 文化組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

新微學程 
新增 中學學程 選修 環境教育 2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

新微學程 
新增 中學學程 選修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2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

新微學程 
新增 社會學系 選修 保育、地景與社區 3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

新微學程 
新增 社會學系 選修 農業與社會 3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

新微學程 
異動 社會學系 選修 

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

（一） 
3 環境組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

新微學程 
異動 社會學系 選修 

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

（二） 
3 環境組 

跨領域智慧製造學

程 
異動 機電系 核心 智慧製造與監測技術 3 

原為選修課程，異動為

核心課程，以增核心課

程修課選擇。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中文系 選修 
臺語流行歌曲及其語言

風格和文化意涵（一）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中文系 選修 
臺語流行歌曲及其語言

風格和文化意涵（二）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外文系 選修 英語語言學概論(一)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外文系 選修 英語語言學概論(二)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亞太所 選修 日本政府與政治(英)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亞太所 選修 台灣社會經濟史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亞太所 選修 
亞太地區議會內閣制國

家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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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亞太所 選修 
東北亞的戰略安全與外

交關係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亞太所 選修 韓國公共外交政策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文學院 選修 世界宗教介紹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服務學習：日本國際志

工=愛媛縣 
1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台日文化比較研究

（一）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台灣文化史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台灣民主政治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政治 3   

日本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通識專題講座：美學與

文化識讀 
2   

日本研究學程 刪除 

企管系/資管

系/財管系/通
識中心/亞太

所/社會系/ 

核心 日文一 (一) 3 

該六開課單位逾九年未

開設此四門課（102 學年

度迄今），故刪除這些

系所。 

日本研究學程 刪除 

企管系/資管

系/財管系/通
識中心/亞太

所/社會系/ 

核心 日文一 (二) 3 

日本研究學程 刪除 

企管系/資管

系/財管系/通
識中心/亞太

所/社會系/ 

核心 日文二 (一) 3 

日本研究學程 刪除 

企管系/資管

系/財管系/通
識中心/亞太

所/社會系/ 

核心 日文二 (二) 3 

日本研究學程 刪除 亞太所 核心 日本政治 3 
101 學年度起迄今逾十年

未開課 

日本研究學程 刪除 劇藝系 選修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 3 
劇藝系無此課程，故刪

除。 

日本研究學程 刪除 亞太所 選修 日本政治經濟 3 
103 學年度起迄今逾七年

未開課 

日本研究學程 刪除 西灣學院 選修 亞太經濟發展與整合 2 
104 學年度起迄今逾六年

未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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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機電系 選修 工程日文（一） 3 
由選修課程異動至核心

課程。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機電系 選修 工程日文（二） 3 

同時原機電系開設「工

程日文（一）」課程之

備註說明「學生曾修習

機電系開設之「工程日

文」課程，可以列入選

修學分中。」，因「工

程日文」課程已逾 10 年

未開設，故一併刪除該

備註。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企管系 選修 商用日文（一） 3 選修異動為核心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企管系 選修 商用日文（二） 3 選修異動為核心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亞太所 選修 法學日文（一） 3 選修異動為核心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亞太所 選修 法學日文（二） 3 選修異動為核心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日本文化概論 3 選修異動為核心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日本宗教文化與心靈 3 選修異動為核心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現代日本社會與宗教 3 選修異動為核心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台日文化比較研究 3 

為免開課單位每學期於

選課系統備註欄之變動

而需逐年修訂，故刪除

原備註說明。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亞太所 選修 兩岸關係與亞太安全 3 

為免開課單位每學期於

選課系統備註欄之變動

而需逐年修訂，故刪除

原備註說明。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國際文化體驗 2 
「應用性課程」之開課

系所為「西灣學院」，

故將其併入之。 

日本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

心」所開設之課程，其

開課單位皆更名為「西

灣學院」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社會系 核心 
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

（一） 
3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社會系 核心 民族生態學 3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中文系 選修 
臺灣閩南語文的音字書

寫與閱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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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中文系 選修 
臺語流行歌曲及其語言

風格和文化意涵（一） 
3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中文系 選修 歲時節慶 3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中文系 選修 閩南語音韻系統與拼音 3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社會系 選修 客家文化與地方知識 3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文化設計與展演 3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服務學習（三）：文化

設計與社區實作 
1   

臺灣研究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紀錄片與台灣社會 3   
臺灣研究學程 刪除 社會系 選修 臺灣與亞洲 3 103-2 之後未再開課 

臺灣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社會文化分析 3 
原課程名稱為「社會文

化分析與台灣社會」 

臺灣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青少年、流行文化與社

會 
3 

原課程名稱為「青少年

流行文化與社會」 

臺灣研究學程 異動 社會系 選修 南島社會與文化 3 
原課程名稱為「臺灣南島

社會與文化」 

臺灣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性別與社會 3 
自 108-1 由 2 學分異動為

3 學分 

臺灣研究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氣候變遷與調適 3 
自 110-1 由 2 學分異動為

3 學分 

臺灣研究學程 異動 中文系 選修 臺灣謠諺 3 
自 108-1 由 2 學分異動為

3 學分 

臺灣研究學程 異動 中文系 選修 臺灣古典文學概論 3 
自 106-2 由 2 學分異動為

3 學分 
地方敘事與創生學

程 
異動 西灣學院 核心 創業講堂（一） 3 取消備註欄位說明 

地方敘事與創生學

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青少年、流行文化與社

會 
3 

原課程：青少年流行文

化與社會 
地方敘事與創生學

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創新創業場域實作 2 原 3 學分改為 2 學分 

地方敘事與文化設

計微學程 
新增 

社會創新研

究所 
選修 

地方創生研究與實踐

（一） 
3   

地方敘事與文化設

計微學程 
新增 

社會創新研

究所 
選修 

地方創生研究與實踐

（二） 
3   

地方敘事與文化設

計微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人文經典導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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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學數位微學

程 
新增 理學院 核心 人體解剖學 3 110-2 開設 

基礎醫學數位微學

程 
新增 理學院 核心 人體組織學 3 110-2 開設 

基礎醫學數位微學

程 
新增 理學院 選修 

高齡友善、精準健康照

護的理論與實踐 2 110-2 開設 
基礎醫學數位微學

程 
新增 理學院 選修 

病人安全管理：理論與實

務 2 110-2開設 

人工智慧與數學學

程 
新增 

電機系含跨

院選修） 
選修 嵌入式軟體設計 3   

人工智慧與數學學

程 
新增 資工系 選修 機器學習導論 3   

資通安全學程 新增 
電機工程學

系 
選修 

高可靠度系統之設計、

測試與應用 
3   

金融工程學程 新增 
財管系/企管

系/政經系 
選修 經濟學 3 

若已抵免為核心課程，

則不再重複抵免為此選

修課。 

金融工程學程 新增 
財管系/企管

系/政經系/ 
選修 個體經濟學 3 

若已抵免為核心課程，

則不再重複抵免為此選

修課。 

金融工程學程 新增 
財管系/企管

系/政經系/ 
選修 總體經濟學 3 

若已抵免為核心課程，

則不再重複抵免為此選

修課。 

金融工程學程 新增 
財管系/企管

系/政經系/ 
選修 財務管理 3 

若已抵免為核心課程，

則不再重複抵免為此選

修課。 
金融工程學程 新增 資管系 選修 資訊經濟學 3   

金融工程學程 新增 
財管系/企管

系 
選修 成本會計學 3   

金融工程學程 新增 財管系 選修 ※財務管理與研究 3   

金融工程學程 異動 
財管系/企管

系/資管系/政
經系 

核心 經濟學與財務管理 6 

學生得以「經濟學/經濟學

（一）」、「經濟學

（二）」、「個體經濟

學」、「總體經濟學」、

「財務管理/財務管理

（一）/財務管理理論」、

「財務管理（二）」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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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累計超過 6 學分辦理抵

免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博雅 核心 I 環境倫理與環境政策 2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通識中心 核心 II 
服務學習(三):園藝療癒

與都市農園 
1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通識中心 核心 II 
服務學習:新住民學童培

力服務 
1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通識中心 核心 II 
服務學習(三):弱勢兒少

課輔與陪伴服務 
1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通識中心 核心 II 
服務學習:文化設計與社

區實作 
1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通識中心 核心 II 
服務學習:人人都是科學

家 
1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機電系 選修二 太陽能工程概論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海工系/校際 選修三 土壤力學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校際(學士班) 選修三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環工碩 選修三 工業安全概論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海工碩 選修三 海洋大地工程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海資系 選修四 生物多樣性導論 2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海資系/生科

系 
選修四 遺傳學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海資系 選修四 遺傳學實驗 1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生科系 選修四 森林生態學 2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生科系 選修四 植物生理學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生科碩 選修四 應用生物統計學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環工碩 選修五 廢棄物自然處理系統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校際(研究所) 選修五 環境保護法規 2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校際(學士班) 選修六 環境保護概論 2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政經系 選修六 環境經濟學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校際(學士班) 選修七 西洋建築史 2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校際(學士班) 選修七 考古學概論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海事碩 選修七 國際水下文化遺產法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社會系 選修八 報導文學與社區發展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博雅 選修八 社群意識與倫理 3 新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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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校際(學士班) 選修八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校際(學士班) 選修八 社區規劃 2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社會系 選修八 保育、地景與社會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新增 社會系 選修八 社區文創設計 3 新增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生科系 選修一 生物科學研究法 3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通識中心 選修一 
社會性科學議題的探討-
以「我們的島」為例 

2 104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科系 選修二 海洋地球科學 2 查無此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科碩 選修二 海洋有機化學 3 94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生科碩 選修四 生態學研究方法 3 查無此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科系 選修四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

實驗 
2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下物碩 選修五 水下聲學系統分析 3 102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下物碩 選修五 水下聲學量測 3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工系 選修五 固體類器物處理 3 查無此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工系 選修五 廢水處理工程學 3 101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科系 選修五 基礎微生物學 2 101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地化碩 選修五 海洋微量分析 3 101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通識中心 選修五 水資源與環境保育 2 100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環工碩 選修五 廢棄物回收再生 3 查無此課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公事碩 選修六 環境規劃與決策 3 102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工碩 選修六 海洋環境調查與分析 2 102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事碩 選修六 國際漁業資源管理實務 3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事碩 選修六 海洋環境評估 3 100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事碩 選修六 漁業生態與管理 3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事碩 選修六 環境與資源經濟 2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博雅 選修六 
海洋文化、資源與海權

講座 
2 102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博雅 選修六 海洋科技與未來 2 104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通識中心 選修六 海洋學 3 101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公事碩 選修七 文化經濟 2 102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社會系 選修八 
海洋、社會組織與公民

治理 
2 102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社會系 選修八 海洋政策行銷 3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社會系 選修八 海洋與社會 3 101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社會系 選修八 海洋與城市發展 3 104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社會系 選修八 漁業政策與地方政治 3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海事碩 選修八 海岸整合管理與治理 3 103 年後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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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通識中心 選修八 公民與全球視野 2 103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刪除 
核心社會探

究 
選修八 全球化議題 2 101 年後停開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核心 I 環境倫理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教育碩 選修一 永續發展教育研究 3 
原開課單位:教育博，更

改開課單位至教育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一 科學探究的應用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公事碩 選修一 環境心理學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公事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一 環境科學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二 全球環境變遷概論 2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環工碩 選修二 氣象學 3 
原開課單位:海科系，更

改開課單位至環工碩，

學分數修正為 3 學分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海科

碩 
選修二 古氣候學概論 2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海科碩，學分數修正為 2
學分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工學院/跨院

選修(工) 
選修二 科技前沿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工學院

及跨院選修(工)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二 現今科技與社會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二 環境變遷與生態保育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二 氣候變遷與調適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工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三 海岸開發及保育工程 3 

新增開課單位:海工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海科

碩 
選修三 波浪與潮汐 3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海科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機電系/跨院

選修(工) 
選修三 火災安全導論 3 

新增開課單位:機電系及

跨院選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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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四 本地植物學 2 
原開課單位:生科系，更改

開課單位至博雅，學分數

修正為 2 學分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生科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四 生態學 3 

新增開課單位:生科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生科系/生科

碩 
選修四 演化生物學 3 

新增開課單位:生科系及

生科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海資

系 
選修四 海洋微生物學 2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海資系，學分數修正為 2
學分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四 基礎海洋生態學 3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四 普通生物學 3 

原開課單位:海科系，更改

開課單位至海資系及跨

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 選修四 普通生物學實驗 1 
原開課單位:海科系，更改

開課單位至海資系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海科

系/跨院選修

(海) 
選修四 海洋生物學概論 2 

新增開課單位:海資系、海

科系及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海科

碩/跨院選修

(海) 
選修四 魚類學 2 

新增開課單位:海資系、海

科碩及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四 藻類學 3 

新增開課單位:海資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四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 2 

原開課單位:海資碩，更改

開課單位至海資系及跨

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四 生命科學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四 生物多樣性的世界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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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四 地球科學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四 
海洋生態與海洋科技教

育探索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理學院/跨院

選修(理) 
選修四 基礎生物學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理學院及

跨院選修(理)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四 演化生態學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四 看見國家公園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工學院/跨院

選修(工) 
選修五 自來水工程導論 2 

新增開課單位:工學院及

跨院選修(工)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生科系/海資

系/跨院選修

(理) 
選修五 微生物學 3 

新增開課單位:生科系、海

資系及跨院選修(理)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下科技碩 選修五 工程聲學 3 
原開課單位:海下物碩，更

改開課單位至海下科技

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下科技碩 選修五 應用水中聲學 3 
原開課單位:海下物碩，更

改開課單位至海下科技

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五 污染防治與環境管理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更

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環工博 選修五 空氣品質管理 3 
原開課單位:環工碩，更改

開課單位至環工博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環工碩/海資

系/跨院選修

(海) 
選修五 環境化學 3 

新增開課單位:環工碩、海

資系及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環工博 選修五 有害廢棄物管理與處理 3 
原開課單位:環工碩，更改

開課單位至環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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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工碩 選修六 
海洋地理資訊系統及實

習 
4 

原開課單位:海工系，更改

開課單位至海工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工系/校際 選修六 海洋物理學概論 1.5/ 2 
新增開課單位:海工系及

校際，學分數修正為 2 學

分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工系/海院 選修六 海洋學導論 3 
新增開課單位:海工系及

海院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工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六 基礎環境科學 2 

新增開課單位:海工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工系/離岸

風電碩 
選修六 永續海岸 3 

新增開課單位:海工系及

離岸風電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工碩/離岸

風電碩 
選修六 

海事工程風險分析與管

理 
3 

新增開課單位:海工碩及

離岸風電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六 地球科學概論 2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海院 選修六 海上實習 1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海院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校際 選修六 海洋物理概論 2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校際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海科

碩 
選修六 海洋觀測與調查 3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系及

海科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院/跨院

選修(海) 
選修六 基礎海洋學 3 

新增開課單位:海科院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科系 選修六 海洋化學實驗 1 
原開課單位:海資系，更

改開課單位至海科系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六 海洋資源導論 3 

新增開課單位:海資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六 應用海洋資源學 2 

新增開課單位:海資系及

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六 台灣海岸環境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資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六 海洋中藥概論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海資系

及跨院選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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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工系/跨院

選修(海) 
選修六 基礎環境科學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海工系

及跨院選修(海)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海事碩 選修六 資源經濟學 3 
原開課單位:經濟碩，更

改開課單位至海事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中文系/跨院

選修(文) 
選修七 臺灣文化民俗誌 3 

新增開課單位:中文系及

跨院選修(文)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中文系/跨院

選修(文) 
選修七 海洋文化民俗誌 3 

新增開課單位:中文系及

跨院選修(文)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文學院/跨院

選修(文) 
選修七 跨文化生態美學 2 

新增開課單位:文學院及

跨院選修(文)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七 台灣社會與文化 3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七 海洋文化 3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七 紀錄片與台灣社會 3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文學院/跨院

選修(文) 
選修七 跨文化思想 3 

新增開課單位:文學院及

跨院選修(文)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七 
海洋永續：海洋文學與

海洋科學的生態對話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政經系/海事

碩 
選修八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3 

新增開課單位:政經系及

海事碩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八 都市營造與空間規劃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博雅 選修八 在地空間美學之探討 2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博雅 

環境教育學程 異動 跨院選修(通)  選修八 都市農業與永續發展 3 
原開課單位:通識中心，

更改開課單位至跨院選

修(通) 
實踐環境教育微學

程 
新增 服務學習 核心 

服務學習:人人都是科學

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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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藝術管理與行

銷學程 
新增 

藝術管理與

創業研究所 
核心 藝術管理 3 限大三以上學生修習 

音樂藝術管理與行

銷學程 
刪除 

管理學院各

系所 
核心 企業管理 3   

音樂藝術管理與行

銷學程 
異動 

企管系、資

管系 
核心 管理學 3 異動開課單位 

音樂藝術管理與行

銷學程 
異動 

企管系、資

管系 
核心 行銷管理 3 異動開課單位 

音樂藝術管理與行

銷學程 
異動 

藝術管理與

創業研究所 
選修 文化藝術法規 3 

異動開課單位、課程名

稱 
創作性戲劇與社群

教育微學程 
新增 社會系 選修 藝術社會學 3   

創作性戲劇與社群

教育微學程 
新增 博雅向度二 選修 生命教育 2   

法國語言、文化與

社會研究學程 
刪除 外文系 核心 法文二（一） 3   

法國語言、文化與

社會研究學程 
刪除 外文系 核心 法文二（二） 3  

法國語言、文化與

社會研究學程 
刪除 外文系 核心 法文三（一） 3  

法國語言、文化與

社會研究學程 
刪除 外文系 核心 法文三（二） 3  

性別與管理微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性別與社會 3 修改學分數 

性別與管理微學程 異動 西灣學院 選修 性與性別的跨文化觀點 3 修改學分數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社會行銷 2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社區營造與地區重建 2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媒體與公共事務 2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地區經營管理 2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2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國際非營利及社區組織

交流 
2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性別、組織與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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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城鄉發展與環境變遷 2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行銷傳播碩 選修 社群媒體行銷 3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管理學院 選修 創新與創業管理 3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

會責任微學程 
新增 劇藝碩 選修 藝術教育與社區文化 3   

企業社會責任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全球公共事務 2   

企業社會責任學程 新增 公事所 選修 綠色採購與綠色會計 2   

企業社會責任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環境科學 2   

企業社會責任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環境變遷與生態保育 2   

企業社會責任學程 新增 海工系 選修 基礎環境科學 2   

企業社會責任學程 新增 海科系 選修 全球環境變遷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公共事務研討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新興公共議題研討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公共事務專題研究(一)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新興公共議題(一)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生命週期分析與寫作報

告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企企管碩 核心 創業管理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應用性課程 核心 生活中的設計思考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劇藝碩 選修 文本與空間敘事 3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藝管所 選修 節慶活動策畫與經營 3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媒體與公共事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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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劇藝碩 選修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 3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財管系 選修 

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

與實作 
3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中文系 選修 

地方文化典藏與報導應

用 
3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日本文化概論 3 (博雅向度三)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創業講堂(一) 3 (跨院選修-通識)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社會系 選修 高齡服務設計 3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公事所 選修 綠色採購與綠色會計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環境科學 2   

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學程 
新增 海工系 選修 基礎環境科學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城鄉發展與環境變遷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公共事務專題研討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公共事務專題研究 [主
題：國際地方創生實務見

學]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核心 

新興公共議題研討 [主
題：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永續都市環境行為及心

理學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公事碩 選修 

新興公共議題(一)[主
題：企業永續趨勢與作

法]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都市農業與永續發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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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氣候變遷與永續農業發

展 
3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創意城市與社區議題探

究 
3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西灣學院 選修 

全球與在地永續發展議

題探討 
3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社會系 選修 農業與社會 3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社科院 選修 創業與鄉村發展 2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

理微學程 
新增 社科院 選修 創業與區域發展 3   

醫師科學家微學程 新增 精準所 核心 
生化與分子生物學 3   

醫師科學家微學程 新增 精準所 核心 
進階生物醫學統計學 3   

醫師科學家微學程 刪除 生醫所 核心 
蛋白質及核酸化學 3   

醫師科學家微學程 異動 
精準所/生醫

所 
核心 生物資訊學 3 開課單位移除醫科所 

台灣文化英語微學

程 
新增 西灣學院博

雅教育中心 必修 社會文化分析 3 英語授課 

台灣文化英語微學

程 刪除 西灣學院基

礎教育中心 選修 社會文化分析與台灣社會 3 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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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修訂修課規定列表 
 

學程 

名稱 
修訂部份 

新規定 原規定 
日本研

究學程 
總學分數：至少 18 學分 總學分數：20 學分 

日本研

究學程 

核心課程相關規定： 

1.通過舊制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4
級、新制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5 級

或第二外語能力測驗（SELPT）基礎級

A1 者可申請抵免核心課程日文一

（一）、日文一（二），6 學分。 

2.通過舊制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3
級、新制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4 級

或第二外語能力測驗（SELPT）基礎級

A2 者，可申請抵免核心課程 12 學分。 

3～4.：略。 

5.修習工程日文（一）、商用日文（一）

以及法學日文（一）約等同外文系的日文

一（一）程度。修習工程日文（二）、商

用日文（二）、法學日文（二）約等同外

文系的日文一（二）程度。同程度課程不

得重複計算為核心學分（如：同時修習日

文一（一）和商用日文（一）課程者，只

能擇一納為核心課程，另一門課得計入選

修學分）。 

6.日本籍學生得檢具證明文件（護照）提

出免修日文一（一）、日文一（二）、日

文二（一）、日文二（二），但仍須修習

其他核心或選修課程補足免修之學分數。  
1.通過舊制日本語能力試驗 4 級(或新制

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級) 者可申請抵免核

心課程日文一（一）、日文一（二），6
學分。 

2.通過舊制日本語能力試驗 3 級 (或新制

日本語能力試驗 N4 級)者，可申請抵免核

心課程 12 學分。 

 
 
1.通過舊制日本語能力試驗 4 級(或新制日本語

能力試驗 N5 級) 者可申請抵免核心課程日文一

（一）、日文一（二），6 學分。 

2.通過舊制日本語能力試驗 3 級 (或新制日本語

能力試驗 N4 級)者，可申請抵免核心課程 12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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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定 原規定 

日本研

究學程 

學程其他相關規定： 

一、 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8 學分。 

二、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

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

修及輔系之課程。 

三～五：略。 

六、上述之修課相關規定，原已核准修習

之學生得追溯適用之。 

一、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20 學分。 

二、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

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

程。 

三～五：略。 

六、上述之修課相關規定自 108 學年第 2 學期起

核准修習學生適用，原已核准修習學生，亦得追

溯適用之。 
人工智

慧與數

學學程 
本學程規定之結業學分總數至少 24 學分 本學程規定之結業學分總數至少 30 學分 

環境教

育學程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

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

輔系之課程。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法國語

言、文

化與社

會學程 

學程總學分數 15 學分 學程總學分數 20 學分 

法國語

言、文

化與社

會學程 

核心課程學分數：6 學分 核心課程學分數：12 學分 

法國語

言、文

化與社

會學程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

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

輔系之課程。 

選讀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法國語

言、文

化與社

會學程 

110 學年度以前申請休習本學程之學生若

修習核心課程超過 12 學分，多餘的核心

課程學分數可以納入選修學分計算。 
  

法國語

言、文

化與社

會學程 

通過法文鑑定(DELF)A2 級者可申請抵免

6 學分，抵免學分僅可計算於法文學程內，

但不列入學生之畢業學分數。 

通過法文鑑定(DELF)A2 級者可申請抵免 12 學

分，抵免學分僅可計算於法文學程內，但不列入

學生之畢業學分數。 

法國語

言、文
(刪除) 

「100 學年度以前加入法文學程的學生，可將「傅

科與現代小說」及「尼采與時間問題」列入選修

學分中」 

66



新規定 原規定 
化與社

會學程 
法國語

言、文

化與社

會學程 

(刪除) 
「101 學年度以前加入法文學程的學生，可將「歐

洲文學：1350-1800」、「歐洲文學：1800 以後」、

及「拉崗精神分析」列入選修學分中。」 

法國語

言、文

化與社

會學程 

(刪除) 
「102 學年度以前加入法文學程的學生，可將「結

構與解構」、「倫理與實踐」、及「倫理與他者」

列入選修學分中。」 

法國語

言、文

化與社

會學程 

(刪除) 

103 學年度以前加入法文學程的學生，可將「文

化評論」、「文化理念與政策」、「藝術文化環

境」、「電影欣賞」（劇藝所）、「博物館管理」、

「藝術管理」、「藝術行銷概論」、「國際正義

與人權」、「多元文化主義」、「民主理論與社

會正義」、「歐洲政經發展」、「西洋文化典故」、

「視覺文化與哲學反思」、「當代劇場藝術的價

值與思維」、「文化差異與倫理規範」、「跨文

化領導力發展與實務」、「藝術與全球文化識讀」、

「當代西洋外交史」、「現代小說中的瘋狂詩學」、

「性別與文化」、「藝術社會學」、「藝術平台

經營之理論與實務」、「都會藝術現象學」、「世

界文學英文短篇小說」、「小說專題：現代女作

家（一）」、「小說專題：現代女作家（二）」、

「電影與文學賞析」、「啟蒙運動：思想與理想」、

（「性別與權力：跨文化視野」、「性別社會學

（一）」、「性別社會學（二）」、「女性主義

名著選讀」、「國際關係」及「女性主義與政治」

列入選修學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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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各學程負責人、教務處 
 

案由三：本校學程負責人及學程名稱異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金融科技學程及財務管理專業學程負責人為財管系馬黛教授，

馬黛教授業於 110 年 8 月 1 日退休，遂申請異動學程負責人，

金融科技學程負責人異動為邱敬貿副教授、財務管理專業學程

負責人異動為翁培師副教授。 

   二、創新創業微學程原負責人為社創所楊士奇助理教授，異動為社

創所游銘仁助理教授。 

   三、科技創新與服務業管理學程負責人原為企管系林峰立老師，提

請變更學程負責人為企管系黃俊智老師。 

   四、閩南語文書寫應用與創作微學程著重於推動台灣閩南語的書寫、

閱讀與應用能力，並希望透過語文創作來深耕台灣閩南文化。

為了讓選讀學生更聚焦在「台灣閩南語文」，因此將學程名稱異

動為「台灣閩南語文書寫應用與創作微學程」。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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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相關系所、教務處

案由四：擬開設「半導體製程模組學程」等 4 個【整合學程】，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面對當前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及對人才之強烈需求，

109~110 年間黃副校長積極與台積電公司聯繫、商議及爭取，

並邀請物理系張鼎張講座教授、機電系林哲信教授與電機系

馬誠佑副教授，協助依台積電學程模組規劃及開設子學程，

以培育具有半導體製程實作及就業力之優質專業人才為目的。 

二、半導體學程分設「半導體製程模組學程」(張鼎張講座教授擔任

學程負責人)、「半導體設備工程學程」(林哲信教授擔任學程負

責人)以及「半導體元件整合學程」(馬誠佑副教授擔任學程負

責人)。 

三、西灣學院為增進學生實用英語技能，以提升求學、求職等競爭

力，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擬申請開設「實用英語跨域學程」。

四、檢附「半導體製程模組學程」等 4 個學程開設申請書、課程規

劃表及學程簡介(如附件一~四)。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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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製程模組學程 

 

課

程

屬

性 

學程課程名

稱 
採認課程名稱 

開課 
系所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

必
修) 

半

導

體

元

件

關

鍵

學

能 

固態物理導

論 
固態物理導論 光電系 3 

1. 每一課程科

目僅採計一門

課程學分 
2. 材料表面工

程、電子顯微

鏡、材料分析、

結晶學概論/相
變態，此4門課

程任選2門採計

(4選2) 

固態物理(英) 材光系 3 

半導體元件

物理 

半導體奈米元件物理 物理碩 3 
半導體元件 材光碩 3 

半導體元件(一) 電機系 3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基

礎

學

能 

基礎材料科

學 
材料科學導論 材光系 3 
高分子材料導論(英) 材光系 3 

工程數學一 

工程數學（一） 光電系 3 
工程數學（一） 跨院選修(海) 3 
工程數學（一） 機電系 3 
工程數學（一）(英) 材光系 3 
工程數學（一） 海工系 3 
應用數學（一） 物理系 3 

半導體製程 

微電子技術 電機系 3 
積體電路技術 電機碩 3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

術 
物理系 

3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

術 
光電系 

3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

術 
物理碩 3 

半導體製程設備與技術 機電碩 3 

材料熱力學 
材料熱力學 材光系 3 
材料科學導論 材光系 3 
熱力學 機電系 3 

物理冶金 
物理冶金 材光碩 3 
冶金熱力學(英) 材光碩 3 

材料表面工

程 
材料表面分析技術 光電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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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於軟物質研

究之應用(英) 
材光碩 3 

電子顯微鏡 材光碩 3 
生物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生科碩 3 

材料分析 
儀器分析（一） 化學系 3 
半導體材料測試與分析 材光碩 3 
材料光譜分析 材光碩 3 

結晶學概論/
相變態 

結晶學與繞射概論 校際(學士班) 3 
材料變形與破壞 材光碩 3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進

階

學

能 

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一） 化學系 3 
有機化學（二） 化學系 3 
有機化學（一） 生科系 3 
有機化學（三） 化學系 3 
有機化學（一） 材光系 3 
有機化學（二） 海資系 3 
高等有機化學(英) 化學碩 3 
有機化學（二） 校際(學士班) 3 
物理有機化學 化學碩 3 
有機化學（一） 校際(學士班) 3 
有機化學（二） 材光系 3 

電漿工程應

用 

氣體放電現象及電漿工

程應用 
校際(研究所) 3 

電漿子學之原理及應用 光電碩 3 

統計學 

工程統計學 機電系 3 
統計學（一） 企管系 3 
統計學（一） 資管系 3 
統計學（一） 財管系 3 
應用統計學（一）(英) 海科系 3 
數理統計 應數碩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  36  學分 

選        

修 

半

導

體

元

件

關

鍵

學

能 

近代物理 
近代物理 光電系 3 

1. 每一課程科

目僅採計一門

課程學分 

近代物理 物理系 3 

量子力學導

論 

量子力學(英) 物理碩 3 
量子力學導論(英) 光電系 3 
量子物理(一) 物理系 3 

電子學一 
電子學（一） 跨院選修(工) 3 
電子學（一） 電機系 3 
電子學（一） 光電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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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一） 材光系 3 
電子學(二)(英) 光電系 3 
電子學（三） 電機系 3 
電力電子學 電機系 3 
光電子學(英) 光電碩 3 

電路學 

電路學(一) 跨院選修(工) 3 
電路學(二) 電機系 3 
電路學(英) 電機系 3 
電路學(英) 機電系 3 

材料物理性

質 
材料物理性質 材光系 3 

選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基

礎

學

能 

工程數學二 

微分方程（二） 應數系 3 
 

數值常微分方程 應數碩 3 

 

偏微分方程(英) 應數碩 3  

 

高等應用數學 海工碩 3  

選    

修 

應用數學特論 應數碩 3 

 

應用數學（二） 物理系 3 
應用數學（三） 物理系 3 
工程數學（二）(英) 光電系 3 
工程數學（二） 材光系 3 
高等通訊工程數學(英) 電信碩程 3 

流體力學 

流體力學 機電系 3 
流體力學（一） 海科系 3 
計算流體力學及熱傳學

(英) 
機電碩 3 

高等流體力學 海工碩 3 
應用流體力學 海工碩 3 
海洋流體力學(英) 海工碩 3 

材料光學 

幾何光學 光電系 3 
物理光學 光電碩 3 
光子學 光電系 3 
光電科技與工程倫理 光電系 3 
幾何光學 光電系 3 
光學(一) 材光系 3 
光學(二) 材光系 3 
光電科技概論 材光系 3 
光學顯微術導論 化學系 3 
光學 物理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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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光學實驗 光電系 3 
量子光學專題（一） 物理碩 3 
近代光學 光電碩 3 
波動光學(英) 材光碩 3 

材料力學 
材料力學 機電系 3 
材料力學 海工系 3 

半導體材料 
低維度電子材料 電機碩 3 
有機半導體材料(英) 材光碩 3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進

階

學

能 

薄膜技術應

用 

半導體薄膜技術 電機碩 3 
薄膜工程專題 電機碩 3 
薄膜物理議題研討

（一）(英) 
物理博 3 

無機化學 
無機化學（一） 化學系 3 
無機化學（二） 校際(學士班) 3 

電子封裝技

術 
系統級封裝設計實務 電機系 3 

電化學原理 
電化學(英) 化學碩 3 
分析電化學 材光碩 3 

 選修總計：27； 
應選修課程學分數：9 學分 

 

  總學分數：至少 4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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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製程模組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陳敏甄/07-5252000#3708 

【學程負責人】物理系張鼎張講座教授 

【學程目的】 

為培育半導體產業專業人才，鼓勵相關領域學生學習半導體製程、

加強專業技術能力。 

【發展重點與特色】 

此學程為國立中山大學與台積電共同合作規劃。學程納入必備的半

導體課程，可以縮短學用落差，培育具有就業競爭力之半導體專業

人才。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課程系統】 

一、 本學程總學分為 45 學分，包含必修 36 學分及選修 9 學分。

另必修學分分成三類，半導體元件關鍵學能：必修 6 學分；先進製

程技術基礎學能：必修 21 學分；先進製程技術進階學能：必修 9
學分。選修則可於三類別中擇 3 門課修習。 
二、 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

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三、 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

於修業年限及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四、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行事曆公告時間申請學

程證明，經學程負責人及教務處審核通過後，由教務處發給學程證

明，並於畢業證書上加註。 
【學程開始日期】110-1 學期 

【申請日期】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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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採認可制度，有意申請學程學位者，應於在校期間於教務處

「學程線上申請系統」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指導教授）及選

讀學程負責人同意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定後，始可修讀。

修習附表所列科目至少 45 學分，其中必須包含 36 學分必修與 9 學

分選修，學生應於畢業前檢附學程申請書及成績單影本向教務處申

請學程學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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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認可之學程課程名稱、開課單位及學分數一覽表】 

一、半導體元件關鍵學能(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 

半導體元件關鍵學能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定

之必

選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號 
學

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

課

學

期 

固態物理導論 必修 
固態物理導論 EO1044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下 

固態物理(英) MOES315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元件物理 必修 
半導體奈米元件物理 PHYS622 3 物理碩 研究所 下 

半導體元件 MOES547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半導體元件(一) EE3106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近代物理 選修 
近代物理 EO3023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近代物理 PHYS214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下 

量子力學導論 選修 
量子力學(英) PHYS501 3 物理碩 研究所 上 

量子力學導論(英) EO3024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下 
量子物理(一) PHYS303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選修 

電子學（一） GEAI1312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GEAI1312A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EE2100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EE2100A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EO2011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MOES301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二)(英) EO2017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下 

電子學（三） EE3102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力電子學 EE2403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光電子學(英) EO5072 3 光電碩 研究所 上 

電路學 選修 

電路學(一) GEAI1322A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上 

電路學(二) EE2401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路學(英) EE2401A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路學(英) MEME204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材料物理性質 選修 材料物理性質 MOES314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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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進製程技術基礎學能(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材料

表面工程、電子顯微鏡、材料分析、結晶學概論/相變態，此 4 門課程任選 2
門採計) 

先進製程技術基礎學能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定

之必

選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

號 
學

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

課

學

期 

基礎材料科學 必修 
材料科學導論 MOES107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高分子材料導論(英) MOES313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工程數學一 必修 

工程數學(一) EO1009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下 
工程數學（一） GEAI1522 3 跨院選修(海) 大學部 上 
工程數學（一） MEME201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工程數學（一） MEME201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工程數學（一）(英) MOES201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工程數學（一） MAEV203  3 海工系 大學部 上 
應用數學(一) PHYS201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製程 必修 

微電子技術 EE4108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積體電路技術 EE5133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PHYS409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EO154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PHYS620 3 物理碩 大學部 上 

半導體製程設備與技術 MEME5111 3 機電碩 研究所 上 

材料熱力學 必修 

材料熱力學 MOES212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材料科學導論 MOES107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熱力學 MEME203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熱力學 MEME203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物理冶金 必修 
物理冶金 MOES525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冶金熱力學(英) MOES504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下 

材料表面工程 

必修 
(四選

二) 

材料表面分析技術 EO5260  3 光電碩 研究所 上 

電子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於軟物質研究之應用(英) MOES546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電子顯微鏡 MOES507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下 

生物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BIOS564 3 生科碩 研究所 下 

材料分析 
儀器分析（一） CHEM304 3 化學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材料測試與分析 MOES548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材料光譜分析 MOES557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結晶學概論/相變態 結晶學與繞射概論 AF010031 3 校際(學士班) 大學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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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變形與破壞 MOES505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工程數學二 選修 

微分方程（二） MATH315 3 應數系 大學部 上 

數值常微分方程 MATH539  3 應數碩 研究所 上 

偏微分方程(英) MATH562 3 應數碩 研究所 上 

高等應用數學 MAEV610 3 海工碩 研究所 上 

應用數學特論 MATH545 3 應數碩 研究所 上 

應用數學(二) PHYS202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下 

應用數學（三） PHYS309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上 

工程數學（二）(英) EO2013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工程數學(二) MOES203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高等通訊工程數學(英) IMPTE517  3 電信碩程 研究所 上 

流體力學  選修 

流體力學 MEME302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流體力學 MEME302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流體力學（一） DO341 3 海科系 大學部 上 
計算流體力學及熱傳學(英) MEME507 3 機電碩 研究所 上 
高等流體力學 MAEV521 3 海工碩 研究所 下 
應用流體力學 MAEV524 3 海工碩 研究所 上 
海洋流體力學(英) MAEV572 3 海工碩 研究所 上 

材料光學 選修 

幾何光學 EO2015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物理光學 EO5080 3 光電碩 研究所 上 

光子學 EO3025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光電科技與工程倫理 EO2029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幾何光學 EO2015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光學(一) MOES211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光學(二) MOES215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光電科技概論 MOES108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光學顯微術導論 CHEM428 3 化學系 大學部 上 

光學 PHYS302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上 

物理光學實驗 EO2022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量子光學專題（一） PHYS696 3 物理碩 研究所 上 

近代光學 EO5071 3 光電碩 研究所 上 

波動光學(英) MOES513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材料力學 選修 
材料力學 MEME207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材料力學 MEME207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材料力學 MAEV244 3 海工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材料 選修 
低維度電子材料 EE5138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有機半導體材料(英) MOES593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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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進製程技術進階學能(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 

先進製程技術進階學能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定

之必

選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

號 
學

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

課

學

期 

有機化學 必修 

有機化學(一) CHEM201 3 化學系 大學部 下 
有機化學(二) CHEM215  4 化學系 大學部 下 
有機化學（一） BIOS200 2 生科系 大學部 上 
有機化學（三） CHEM433 3 化學系 大學部 上 
有機化學（一） MOES232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有機化學（二） MBR202 2 海資系 大學部 上 
高等有機化學(英) CHEM553 3 化學碩 研究所 上 
有機化學（二） AF010032 3 校際(學士班) 大學部 上 
物理有機化學 CHEM554 3 化學碩 研究所 上 
有機化學（一） AF010028 4 校際(學士班) 大學部 下 
有機化學（一） AF010036  4 校際(學士班) 大學部 下 
有機化學（二） MOES233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電漿工程應用 必修 
氣體放電現象及電漿工程應用 AF020002 3 校際(研究所) 研究所 下 

電漿子學之原理及應用 EO5061 3 光電碩 研究所 上 

統計學 必修 

工程統計學 MEME408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BM201 3 企管系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BM201A 3 企管系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MIS201 3 資管系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FM201 3 財管系 大學部 上 

應用統計學（一）(英) DO206 2 海科系 大學部 上 

數理統計 MATH502 3 應數碩 研究所 上 

薄膜技術應用 選修 
半導體薄膜技術 EE5140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薄膜工程專題 EE5129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薄膜物理議題研討（一）(英) PHYS805 3 物理博 研究所 上 

無機化學  選修 
無機化學(一) CHEM302 4 化學系 大學部 上 

無機化學（一） CHEM216 4 化學系 大學部 下 

無機化學(二) AF010006 3 校際(學士班) 大學部 下 

電子封裝技術 選修 系統級封裝設計實務 EE3508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電化學原理 選修 
電化學(英) CHEM563 3 化學碩 研究所 上 

分析電化學 MOES587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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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設備工程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
程
屬
性 

學程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學
分
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 

必 

修 ) 

半
導
體
製
造
關
鍵
學
能 

半導體製程設備

與技術 
半導體製程設備與技術 機電碩 3 

1.每一課程科

目 僅 採 計

一 門 課 程

學分 

半導體製程 

積體電路製程原理 材料碩 3 
半導體製程原理與實作 數理學程 3 
積體電路製程技術 材料碩 4 
半導體製程導論 機電系 3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基
礎
學
能 

電機機械與電路

學 

電路學 機電系 3 
電路學（一） 跨院選修(工) 3 
電路學（二） 跨院選修(工) 3 
電機機械 電機系 3 
機械設計原理（一） 機電系 3 
機械設計原理（二） 機電系 3 

機電整合與自動

化應用 

機電傳動系統 機電碩 3 
機電整合 機電系 3 
電子設計自動化及測試導論 資工系 3 
自動控制 機電系 3 
電機動態與控制 電機系 3 
控制系統 電機系 3 
數位控制 電機碩 3 
非線性系統及控制 機電碩 3 
最佳控制簡介 電機系 3 
交直流馬達控制 電機碩 3 
最佳控制 電機碩 3 
適應控制 電機碩 3 
數位控制 電機碩 3 
模糊邏輯與控制 機電碩 3 
最佳控制 電機電力碩 3 

感測技術基礎科

學 

無線隨意與感測網路技術 資工碩 3 
光纖感測原理 電機碩 3 
感測器校正 電機碩 3 
感測與檢測 機電系 3 
感測元件 電機碩 3 

真空技術 

真空技術 材料碩 3 
真空與薄膜技術 物理碩 3 
真空製程技術專題 電機碩 3 
真空實務自動化專題 電機系 3 

熱力學 
熱力學 機電系 3 
材料熱力學 材光系 3 
中等熱力學 機電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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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熱力學 材光碩 3 

機構設計與加工 

自動化機構 機電系 3 
平面機構運動學 機電碩 3 
空間機構運動學 機電碩 3 
創造性機構設計 機電碩 3 
奈米加工學 機電碩 3 
塑性加工學 機電碩 3 
精密機械製造 機電系 3 

化學工程 

工程化學 機電系 3 
普通化學 光電系 3 
應用化學 光電系 3 
環境化學 環工碩 3 
普通化學（一） 材光系 3 
普通化學（二） 材光系 3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進
階
學
能 

材料科學 

機電材料 機電系 3 
材料機械性質 材光系 3 
光電材料 光電碩 3 
複合材料力學 機電碩 3 
材料物理性質 材光系 3 
材料顯微分析技術 材光系 3 
微奈米材料 機電碩 3 
軟質材料 材光碩 3 
半導體材料測試與分析 材光碩 3 
有機半導體材料 材光碩 3 
材料變形與破壞 材光碩 3 

電子學 

應用電子學 機電系 3 
數位電子學 資工系 3 
電子學（一） 材光系 3 
電子學（一） 光電系 3 
電子學（一） 電機系 3 

程式語言 

工程電腦程式 機電系 3 
計算機程式 光電系 3 
計算機程式與應用 機電碩 3 
Ｃ程式設計（一） 資工系 3 
網路系統程式設計 資工系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資工系 3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資工系 3 
UNIX 系統程式 資工系 3 
Python 程式設計 資工系 3 
計算機程式 電機系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應修學分數： 36 學分 

選             

修 

半
導
體
製
造

關
鍵
學
能 

半導體元件 

半導體元件（一） 電機系 3 1.每一課程科

目 僅 採 計

一 門 課 程

學分 

半導體元件導論 光電系 3 
半導體元件 材光碩 3 
記憶體元件與製程技術 材光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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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機電系統 
微機電系統概論 機電系 3 
微機電系統 電機碩 3 
微機電製程實務 機電系 2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基
礎
學
能 

流體力學 流體力學 機電系 3 
環境流體力學 環工碩 3 

智慧製造技術 

智慧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機電系 3 
智慧製造與監測技術 機電碩 3 
物聯網與大數據於智慧製造

應用 機電碩 3 

智慧物聯網建置與應用 資工碩 3 

機器人與自動化 
應用 

機器人控制學 機械碩 3 
機器人學 電機碩 3 
行動機器人 電機碩 3 
電子設計自動化及測試導論 資工系 3 

量測原理 

材料顯微分析技術 材光系 3 
光電導論 物理系 3 
光電科技概論 材光系 3 
光電工程導論 光電系 3 
光電數值方法 光電碩 3 
儀器分析 環工碩 3 
電子顯微鏡 材光碩 3 
現代光學顯微術 光電碩 3 
電子顯微鏡於軟物質研究之

應用 材光碩 3 

X 光與電子能譜學 材光碩 3 
小角度 X 光與中子散射在軟

物質材料之應用 材光碩 3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進
階
學
能 

統計學 

橘子蘋果統計學 博雅向度五 3 
統計學（一） 跨院選修(管) 3 
應用統計方法 應數系 3 
機率與統計 電機系 3 
機率與統計 跨院選修(工) 3 
統計推論 應數系 3 
機率與統計 海工系 3 

薄膜工程 
薄膜製程技術 機電碩 3 
薄膜製程技術 材光碩 3 
半導體薄膜技術 電機碩 3 

無機化學 

無機化學（一） 化學系 4 
無機化學（二） 化學系 4 
無機化學（二） 校際選修 4 
高等無機化學 化學碩 3 

選修總計：27學分 
應選修課程學分數：12 學分 

總學分數：至少  4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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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設備工程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機械與機電系 林哲信 教授；校內分機：4240 

【學程負責人】機械與機電系 林哲信  

【學程目的】本課程於台灣積體電路公司(TSMC)合作開設半導體

設備工程學程，主要乃培育 TSMC 未來來所需之設備工程人才，

取得本學分學程之同學，未來可具有 TSMC 公司徵才優先面試

及錄用之機會。 

【發展重點與特色】本學程之設計乃培育本校學生之半導體設備專

業知能，使學生能於畢業後順利進入半導體廠擔任設備工程師。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課程系統】 

一、 本學程總學分為 48 學分，包含必修 36 學分及選修 12 學分。

另必修學分分成三類，半導體製造關鍵學能：必修 6 學分；

先進設備技術基礎學能：必修 21 學分；先進設備技術進階

學能：必修 9 學分。選修則可於三學能中擇 4 門課修習。 
二、 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

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三、 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

於修業年限及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四、 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行事曆公告時間申請

學程證明，經學程負責人及教務處審核通過後，由教務處發

給學程證明，並於畢業證書上加註。 
【學程開始日期】110-1 學期 

【申請日期】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本學程採認可制度，有意申請學程學位者，應於在校

期間於教務處「學程線上申請系統」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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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及選讀學程負責人同意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核

定後，始可修讀。修習附表所列科目至少 48 學分，其中必須包

含 36 學分必修與 12 學分選修，學生應於畢業前檢附學程申請書

及成績單影本向教務處申請學程學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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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認可之學程課程名稱、開課單位及學分數一覽表】 

一、半導體製造關鍵學能 (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 
半導體製造關鍵學能 

#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

定

之

必

選

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號 學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課

學

期 

1 
半導體製程設備

與技術 必修 半導體製程設備與技術 MEME5111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上 

2 半導體製程 必修 

積體電路製程原理 M3100015 3 材料碩 碩士班 下 
半導體製程原理與實作 43605 3 數理學程 大學部 下 
積體電路製程技術 63622 4 材料碩 碩士班 下 
半導體製程導論 MEME107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3 半導體元件 選修 

半導體元件（一） EE3106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元件導論 EO4007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元件 MOES547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上 
記憶體元件與製程技術 MOES567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下 

4 微機電系統 選修 
微機電系統概論 MEME314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微機電系統 EE5122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下 
微機電製程實務 MEME210 2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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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進設備技術基礎學能 (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 
先進設備技術基礎學能 

#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

定

之

必

選

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號 學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課

學

期 

1 電機機械與 
電路學 必修 

電路學 MEME204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電路學（一） GEAI1314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下 
電路學（一） GEAI1314A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下 
電路學（二） GEAI1322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上 
電路學（二） GEAI1322A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上 
電機機械 EE3402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電機機械 EE3402A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機械設計原理（一） MEME301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機械設計原理（一） MEME301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機械設計原理（二） MEME328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機械設計原理（二） MEME328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2 機電整合與 
自動化應用 必修 

機電傳動系統 MEME572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上 
機電整合 MEME327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電子設計自動化及測試導

論 CSE435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上 

自動控制 MEME303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自動控制 MEME303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電機動態與控制 EE3408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控制系統 EE3202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數位控制 EE5221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上 
非線性系統及控制 MEME545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下 
最佳控制簡介 EE4207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交直流馬達控制 EE5204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下 
最佳控制 EE5217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上 
適應控制 EE5225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下 
數位控制 EE5221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上 
模糊邏輯與控制 MEME548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下 
最佳控制 IMPE505 3 電機電力碩 碩士班 下 

3 感測技術基礎

科學 必修 

無線隨意與感測網路技術 CSE663 3 資工碩 碩士班 下 
光纖感測原理 EE5511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下 
感測器校正 73110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下 
感測與檢測 MEME313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感測與檢測 MEME313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感測元件 EE5123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下 
感測器與定位 PIS1205 1 人科學程 大學部 上 

4 真空技術 必修 真空技術 M3060017 3 材料碩 碩士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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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與薄膜技術 M2031006 3 物理碩 碩士班 上 
真空製程技術專題 63142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下 
真空實務自動化專題 43255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5 熱力學 必修 

熱力學 MEME203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熱力學 MEME203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材料熱力學 MOES212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中等熱力學 MEME212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冶金熱力學 MOES504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下 

6 機構設計與 
加工 必修 

自動化機構 MEME322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平面機構運動學 MEME561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上 
空間機構運動學 MEME575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下 
創造性機構設計 MEME566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上 
奈米加工學 MEME568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下 
塑性加工學 MEME531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下 
機械製造實驗 MEME305 1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精密機械製造 MEME205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精密機械製造 MEME205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7 化學工程 必修 

工程化學 MEME108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普通化學 EO1010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下 
應用化學 EO3033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環境化學 ENVE531 3 環工碩 碩士班 上 
普通化學（一） MOES101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普通化學（二） MOES104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8 流體力學 選修 
流體力學 MEME302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流體力學 MEME302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環境流體力學 ENVE535 3 環工碩 碩士班 下 

9 智慧製造技術 選修 

智慧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MEME432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智慧製造與監測技術 MEME573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下 
物聯網與大數據於智慧製

造應用 MEME574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上 

智慧物聯網建置與應用 CSE609 3 資工碩 碩士班 下 

10 機器人與 
自動化應用 選修 

機器人控制學 63212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下 
機器人學 EE5227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上 
行動機器人 EE5226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下 
電子設計自動化及測試導

論 CSE435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上 

11 量測原理 選修 

材料顯微分析技術 MOES432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光電導論 PHYS404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下 
光電科技概論 MOES108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光電工程導論 EO3032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光電數值方法 EO5014 3 光電碩 碩士班 上 
儀器分析 ENVE599 3 環工碩 碩士班 下 
電子顯微鏡 MOES507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下 
現代光學顯微術 EO5020 3 光電碩 碩士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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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於軟物質研究

之應用 MOES546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上 

X 光與電子能譜學 MOES555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上 
小角度 X 光與中子散射在

軟物質材料之應用 MOES536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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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進設備技術進階學能 (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 

先進設備技術進階學能 

#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

定

之

必

選

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號 學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課學期 

1 材料科學 必修 

機電材料 MEME106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機電材料 MEME106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材料機械性質 MOES333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光電材料 EO5102 3 光電碩 碩士班 下 
複合材料力學 MEME526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下 
材料物理性質 MOES314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材料顯微分析技術 MOES432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微奈米材料 MEME590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上 
軟質材料 MOES543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上 
半導體材料測試與分析 MOES548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上 
有機半導體材料 MOES593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上 
材料變形與破壞 MOES505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上 

2 電子學 必修 

應用電子學 MEME209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應用電子學 MEME209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數位電子學 CSE170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下 
電子學（一） MOES301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EO2011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EE2100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EE2100A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3 程式語言 必修 

工程電腦程式 MEME103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工程電腦程式 MEME103A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計算機程式 EO1004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計算機程式與應用 MEME5106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上 
Ｃ程式設計（一） CSE131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上 
網路系統程式設計 CSE385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上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CSE391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上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CSE415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上 
UNIX 系統程式 CSE365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下 
Python 程式設計 CSE282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下 
計算機程式 EE1301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4 統計學 選修 

橘子蘋果統計學 GEAE2505 3 
博雅向度

五 大學部 下 

統計學（一） GEAI1424 3 
跨院選修

(管) 大學部 上 

應用統計方法 MATH402 3 應數系 大學部 上 
機率與統計 EE3607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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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與統計 GEAI1343 3 
跨院選修

(工) 大學部 下 

統計推論 MATH454 3 應數系 大學部 下 
機率與統計 MAEV361 3 海工系 大學部 下 

5 薄膜工程 選修 
薄膜製程技術 MEME5102 3 機電碩 碩士班 上 
薄膜製程技術 MOES554 3 材光碩 碩士班 下 
半導體薄膜技術 EE5140 3 電機碩 碩士班 上 

6 無機化學 選修 

無機化學（一） CHEM216 4 化學系 大學部 下 
無機化學（二） CHEM302 4 化學系 大學部 上 
無機化學（二） AF010006 4 校際選修 大學部 下 
高等無機化學 CHEM559 3 化學碩 碩士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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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元件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

屬性 
學程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名稱 

開課 
系所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 

必 

修 ) 

元件

開發

類 

半導體元件 

半導體元件(一) 電機系 3 

1.每一課程科目僅

採計一門課程學分 
2.半導體薄膜技術

與電漿工程應用二

擇一 

半導體元件 材光碩 3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物理系 3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光電系 3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跨院選修(理) 3 

半導體元件導論 光電系 3 
固態電子元件(一) 電機碩 3 

固態物理 
固態物理 材光系 3 

固態物理導論 光電系 3 

電路學 
電路學(一) 電機系 3 
電路學(一) 跨院選修(工) 3 
電路學 機電系 3 

工程數學(二) 

線性代數 電機系 3 
線性代數 跨院選修(工) 3 

工程數學(二) 材光系 3 
工程數學(二) 光電系 3 
工程數學(二) 機電系 3 
應用數學(二) 物理系 3 

製程

整合

類 

半導體製程 
半導體製程導論 跨院選修(工) 3 
半導體製程導論 機電系 3 
積體電路技術 電機碩 3 

電磁學(一) 

電磁學(一) 電機系 3 
電磁學(一) 光電系 3 
電磁學(一) 材光系 3 
電磁學 物理系 3 

電磁學(一) 跨院選修(工) 3 

電子學(一) 

電子學(一) 電機系 3 
電子學(一) 光電系 3 
電子學(一) 材光系 3 
電子學(一) 跨院選修(工) 3 
應用電子學 機電系 3 
應用電子學 跨院選修(工) 3 

電子學(二) 電子學(二) 電機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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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二) 光電系 3 
電子學(二) 材光系 3 
電子學(二) 跨院選修(工) 3 

半導體薄膜技術 

半導體薄膜技術 電機碩 3 
電子材料工程 電機系 3 

記憶體元件與製程技術 材光碩 3 
ＳＯＩ積體電路工程 電機碩 3 
高等矽覆絕緣技術 電機碩 3 
電子薄膜科學 材光碩 3 
薄膜製程技術 材光碩 3 

電漿工程應用 
氣體放電現象及電漿工程

應用 
校際(研究所) 3 

微電子工程 微電子技術 電機系 3 

統計與應用 

機率與統計 電機系 3 
機率與統計 跨院選修(工) 3 

橘子蘋果統計學 博雅向度五 3 
機率與統計 海工系 3 
統計學(一) 應數系 3 
統計學(一) 跨院選修(管) 3 
統計學(一) 財管系 3 
統計學(一) 資管系 3 
統計學(一) 企管系 3 

積體電路設計 

數位通訊電路設計 電機碩 3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資工碩 3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資工碩 3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概論 資工系 3 

VLSI 設計導論 電機系 3 
音頻電路設計 電機系 3 

材料

分析

類 
材料分析與檢測 

半導體材料測試與分析 材光碩 3 
材料光譜分析 材光碩 3 

高分子檢測與分析 材光碩 3 
材料顯微分析技術 材光系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應修學分數： 39 學分 

選             

修 

元件

開發

類 

量子力學導論 
量子力學導論 光電系 3 

1.每一課程科目僅

採計一門課程學分 
量子力學 物理碩 3 

電腦輔助設計 奈米元件電腦輔助設計 機電碩 3 

半導體元件特殊應 光電元件 電機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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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感測元件 電機碩 3 
醫用電子 電機碩 3 

半導體光電元件 光電碩 3 
進階半導體物理與元件 光電碩 3 

化合物半導體概論 電機系 3 

微機電系統 

微機電系統概論 機電系 3 
奈微系統工程原理 電機系 3 
微機電系統設計 機電碩 3 

微機電系統 電機碩 3 

製程

整合

類 

三維積體電路的整

合技術與設計 

移動裝置之三維積體電

路的整合技術與設計 
電信碩程 3 

移動裝置之三維積體電

路的整合技術與設計 
通訊碩 3 

材料

分析

類 

電子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 材光碩 3 

生物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生科碩 3 

材料科學 

奈米材料 電機碩 3 
材料科學(一) 電機碩 3 

低維度電子材料 電機碩 3 
低維度半導體科學 材光碩 3 

選修總計：21學分 
應選修課程學分數： 6 學分 

 總學分數：至少  45 學分 
 
  

99



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元件整合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 

電機工程學系 馬誠佑 副教授；校內分機：4194 

【學程負責人】 

電機工程學系 馬誠佑 

【學程目的】 

因應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與人力需求，本『半導體元件/整合學程』以

培養具有半導體元件與半導體製程整合專長之人才為目的，讓學生獲

得符合半導體產業界之完整專業學科訓練。 

【發展重點與特色】 

本學程內容包含有『元件開發類』、『製程整合類』與『材料分析類』三

種面向之課程內容，以涵蓋半導體產業中超大型積體電路製造公司所

需之專長學科。 

【實施對象】 

 本校全體學生 

【課程系統】 

一、 本學程總學分為 45 學分，包含必修 39 學分及選修 6 學分。另

必修學分分成三類，元件開發類：必修 12 學分；製程整合類：必修 24
學分；材料分析類：必修 3 學分。選修則可於三類別中擇 2 門課修習。 
二、 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

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三、 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於修

業年限及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四、 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行事曆公告時間申請學

程證明，經學程負責人及教務處審核通過後，由教務處發給學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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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畢業證書上加註。 
【學程開始日期】110-1 學期 

【申請日期】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 

本學程採認可制度，有意申請學程學位者，應於在校期間於教務處「學

程線上申請系統」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指導教授）及選讀學程負

責人同意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定後，始可修讀。修習附表所列

科目至少採記 45 學分，其中必須包含採記 39 學分必修核心課程與採

記 6 學分選修課程，學生應於畢業前檢附學程申請書及成績單影本向

教務處申請學程學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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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認可之學程課程名稱、開課單位及學分數一覽表】 

一、元件開發類 (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 

元件開發類  

#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定

之必

選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號 
學

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

課

學

期 

1 半導體元件 必修 

半導體元件(一) EE3106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元件 MOES547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PHYS409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EO154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技術 GEAI1233 3 跨院選修(理)  大學部 上 

半導體元件導論 EO4007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固態電子元件(一) EE5111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2 固態物理 必修 
固態物理 MOES315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固態物理導論 EO1044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下 

3 電路學 必修 
電路學(一) EE2400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電路學(一) GEAI1314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下 
電路學 MEME204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4 
工程數學(二) 

(向量、矩陣、傅

立葉轉換) 
必修 

線性代數 EE2200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線性代數 GEAI1313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下 

工程數學(二) MOES203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工程數學(二) EO2013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工程數學(二) MEME206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應用數學(二) PHYS202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下 

5 量子力學導論 選修 
量子力學導論 EO3024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下 

量子力學 PHYS501 3 物理碩 研究所 上 

6 電腦輔助設計 選修 奈米元件電腦輔助設計 MEME583 3 機電碩 研究所 上 

7 
半導體元件特殊應

用 
選修 

光電元件 EE5105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下 

感測元件 EE5123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下 

醫用電子 EE5139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半導體光電元件 EO5242 3 光電碩 研究所 下 

進階半導體物理與元件 EO5256 3 光電碩 研究所 下 

化合物半導體概論 EE3113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8 微機電系統 選修 微機電系統概論 MEME314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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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微系統工程原理 EE3112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微機電系統設計 MEME586 3 機電碩 研究所 下 

微機電系統 EE5122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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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程整合類(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 

製程整合類 

#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定

之必

選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號 
學

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

課

學

期 

1 半導體製程 必修 
半導體製程導論 GEAI1345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上 

半導體製程導論 MEME107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上 

積體電路技術 EE5133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2 電磁學(一) 必修 

電磁學(一) EE2500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磁學(一) EE2500A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磁學(一) EO2014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電磁學(一) MOES202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電磁學 PHYS216 3 物理系 大學部 下 

電磁學(一) GEAI1326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上 

3 電子學(一) 必修 

電子學(一) EE2100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EO2011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MOES301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電子學(一) GEAI1312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上 

應用電子學 MEME209 3 機電系 大學部 下 

應用電子學 GEAI1366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下 

4 電子學(二) 必修 

電子學(二) EE2101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電子學(二) EO2017 3 光電系 大學部 下 

電子學(二) MOES318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下 

電子學(二) GEAI1320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下 

5 
半導體薄膜技

術 
必修

(二選

一) 

半導體薄膜技術 EE5140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電子材料工程 EE3114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記憶體元件與製程技術 MOES567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下 

ＳＯＩ積體電路工程 EE5102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高等矽覆絕緣技術 EE5116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下 

電子薄膜科學 MOES551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薄膜製程技術 MOES554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下 

6 電漿工程應用 氣體放電現象及電漿工程應用 AF020002 3 校際(研究所) 校際選課 下 

7 微電子工程 必修 微電子技術 EE4108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上 

8 統計與應用 必修 機率與統計 EE3607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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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與統計 GEAI1343 3 跨院選修(工) 大學部 下 

橘子蘋果統計學 GEAE2505 3 博雅向度五 大學部 下 

機率與統計 MAEV361 3 海工系 大學部 下 

統計學(一) MATH206 3 應數系 大學部 下 

統計學(一) GEAI1424 3 跨院選修(管)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GEAI1424A 3 跨院選修(管)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FM201 3 財管系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MIS201 3 資管系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BM201 3 企管系 大學部 上 

統計學(一) BM201A 3 企管系 大學部 上 

9 積體電路設計 必修 

數位通訊電路設計 EE5733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CSE598 3 資工碩 研究所 上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CSE605 3 資工碩 研究所 下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概論 CSE466 3 資工系 大學部 下 

VLSI 設計導論 EE3702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音頻電路設計 EE3210 3 電機系 大學部 下 

10 
三維積體電路

的整合技術與

設計 
選修 

移動裝置之三維積體電路的

整合技術與設計 
IMPTE506 3 電信碩程 研究所 下 

移動裝置之三維積體電路的

整合技術與設計 
ICE533 3 通訊碩 研究所 下 

 

三、材料分析類(每一”學程課程”僅可認列”採認課程”一門) 

材料分析類 

# 學程課程名稱 

學程

訂定

之必

選修 

採認課程名稱 採認課程課號 
學

分 
開課系所 課程程度 

開

課

學

期 

1 材料分析與檢測 必修 

半導體材料測試與分析 MOES548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材料光譜分析 MOES557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高分子檢測與分析 MOES541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材料顯微分析技術 MOES432 3 材光系 大學部 上 

2 電子顯微鏡 選修 
電子顯微鏡 MOES507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下 

生物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BIOS564 3 生科碩 研究所 下 

3 材料科學 選修 
奈米材料 EE5134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下 

材料科學(一) EE5108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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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維度電子材料 EE5138 3 電機碩 研究所 下 

低維度半導體科學 MOES589 3 材光碩 研究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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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英語跨域學程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課程 

基礎教育中心 從英語課程學習多元文化 3  
基礎教育中心 透過實用性英語增進溝通能力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6 學分 

選    

修 

英語文(選) 科技英文 3  
外文系/基礎教

育中心 觀光英語 3  

基礎教育中心 成功的英文寫作 3  
博雅教育中心 高雄社會與文化 3  
基礎教育中心 通過體驗式學習自信地說英語 3  
    
    
    
    
    

  總學分數：至少 15 學分 

※ 【整合/學系(所)專業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微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 

※ 學程修習學分規定如下： 
1.【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

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2.【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至多六學分得以通識

跨院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

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

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微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

及輔系之課程。 
※ 課程若有異動，先提學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再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方可施行。 

※本課程規劃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行加頁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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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實用英語跨域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葉薇安/5808 

【學程負責人】李香蘭 教授 

【學程目的】 

1、因應及協助本校推動全英語課程規劃及策略。 

2、提供多元、創新、具有彈性及知識性的全英語教學環境。 

【發展重點與特色】 

提升學生聽說讀寫英語能力、加強學生學術知能與素養增進學生職場

溝通技能、競爭力及國際觀。 

 

【實施對象】 

   本校大學部學生。 

【課程系統】（請加註以下文字） 

一、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

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二、【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

至多六學分得以通識跨院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

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

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三、選讀【微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3 學分不

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四、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於修

業年限及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五、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核發學程證

書。 
【學程開始日期】111 年 2 月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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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請加註以下文字）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請加註以下文字） 

請至「學程線上申請系統(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for Programs)」

填妥申請資料，經審核同意過後，方能完成申請修習學程程序。 

 

【學程課程一覽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基礎教育中心 從英語課程學習多元文化 3 現有課程 

基礎教育中心 透過實用性英語增進溝通能力 3 現有課程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6 學分 

選
修
課
程 

英語文(選) 科技英文 3 現有課程 
外文系/基礎教育

中心 
觀光英語 3 現有課程 

基礎教育中心 成功的英文寫作 3 現有課程 
博雅教育中心 高雄社會與文化 3 現有課程 
基礎教育中心 通過體驗式學習自信地說英語 3 現有課程 

申請中 科技英文閱讀 3 110-2預計開設 

申請中 學術英文寫作 3 110-2預計開設 

申請中 英文商業書信 3 110-2預計開設 

申請中 極限閱讀：挑戰與創造力 3 110-2預計開設 

申請中 職場英文 3 111-1預計開設 
申請中 英文簡報與口語表達 3 111-1 預計開設 
申請中 社會科學英文 3 111-1 預計開設 
申請中 工商英文聽讀訓練 3 111-1 預計開設 
申請中 英文寫作與閱讀 3 111-2預計開設 
申請中 國際議題書報探討 3 111-2 預計開設 
申請中 英文寫作 3 111-2 預計開設 
申請中 媒體英文 3 111-2 預計開設 
    

總學分數：至少取得 1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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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相關系所、教務處 
 

案由五：擬開設「全英語通識教育菁英學程」【學系(所)專業學程】，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推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學習計畫，培育本校學生國際競爭力，

擬提請新設「全英語通識教育菁英學程」。基於協助學程計畫

持續順利執行，並考量時效性以便進行校內宣傳作業，已於110
年 7 月 20 日專簽送陳，同意其先行成立，並提會追認及依會

議決議辦理後續事宜。 

二、檢附全英語通識教育菁英學程開設申請書、課程規劃表及學程

簡介(如附件)。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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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語通識教育菁英學程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基礎教育中心 透過實用性英語增進溝通能力 3  
基礎教育中心 從英語課程學習多元文化 3  
博雅教育中心 社會文化分析 3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9 學分 

選    

修 

基礎教育中心 通過體驗式學習自信地說英語 3  
基礎教育中心 成功的英文寫作 3  
基礎教育中心 台灣民主政治 3  
基礎教育中心 綠色創新設計 3  
博雅教育中心 探尋建築工藝中的高雄故事 3  
博雅教育中心 科學的本質 2  
博雅教育中心 科學探究的應用(英) 3  
博雅教育中心 後真相時代的批判性思維 3  
博雅教育中心 全球化社會的倫理道德 3  
博雅教育中心 高雄社會與文化 3  

服務

學習

課程 

服務學習教育

中心 
全英語服務學習 1 尚在開課申請流程中 

總學分數：至少 16 學分 

※ 【整合/學系(所)專業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微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

分。 
※ 學程修習學分規定如下： 

1.【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

及輔系之課程。 
2.【學系(所)專業學程】-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至多六學分得以通識跨院

選修學分抵免。(本學程課程已為跨院學分或博雅向度學分)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

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

依其自行選讀。 
3.【微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

系之課程。 
※ 課程若有異動，先提學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再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方可施行。 

※ 本學程修讀課程可同時作為跨院選修學分或博雅向度學分。 
※ 修讀本學程學生須參加學程指定全英語服務學習課程，並參加至少一次學程成果發表會。 
※ 本學程開放全英學士專班學生，及其他英語程度中等(含)以上學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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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語通識教育菁英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葉薇安(分機：5808；E-mail: weian@mail.nsysu.edu.tw)  

【學程負責人】李香蘭 老師 

【學程目的】 

西灣學院全英語通識教育菁英學程專為努力學習、喜歡閱讀、勇於冒險和挑戰傳統的學生而

設計。此學程針對大一、大二、及大三學生而規畫。在該學程中，學生將學習跨學科的主題、

議題和探究方法，同時發展和提升他們的閱讀、寫作、科學、分析、批判性思維和溝通技巧。

透過全英語通識教育菁英學程課程培育學生國際競爭力，經由菁英學習成果發表會培養學生

的研究及發表技巧，並於實習場域發揮英語溝通能力，增進國際觀及職前實務經驗，建立國

際聯絡網。 

 

【發展重點與特色】 

 優先註冊菁英課程; 

 透過豐富嚴謹的通識學程增進學術能力; 

 結合在地文化及永續發展的多元化學術課程； 

 激發研究、創作力及學術能量;  

 提昇自我意識及宏觀目標;  

 參與文化及社交活動，增進與教師及同儕互動； 

 在經驗豐富的教師帶領下從事學術研究和創造性活動； 

 經由菁英服務學習於實習場域發揮英語溝通能力，增進國際觀及職前實務經驗，建立國際聯

絡網。 

 

【實施對象】 

1. 110 學年度開始入學之全英語學士專班學生(電機系、機電系、化

學系) 
2. 其他學系(或他校轉校生)，GEPT(全民英檢)或其他英語文測驗成

績為中級(含)以上者。 

 

【課程系統】（請加註以下文字） 

一、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

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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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系(所)專業學程】- 
選讀本學程之學生 
(一) 學士班學生：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 9 學分, 選修課程 6 學

分，另需修習 1 學分權英語服務學習課程，總共 16 學分。 
(二) 選讀學程之學生需參加至少一場學程成果發表會。 

 
三、選讀【微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

修及輔系之課程。 
四、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於修業年限及延長修業年

限內修畢。 
五、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核發學程證書。 

※ 本學程修讀課程可同時作為跨院選修學分或博雅向度學分。 
※ 修讀本學程學生須參加學程指定全英語服務學習課程，並參加至少一次學程成果發表會。 

※ 本學程開放全英學士專班學生，及其他英語程度中等(含)以上學生修習。 
 

 
【學程開始日期】110 年 8 月 1 日 

【申請日期】（請加註以下文字）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請加註以下文字） 

請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指導教授）及選讀學程負責人同意後，申請表送

教務處註冊組核定後，始可修讀。 

 

【學程課程一覽表】 

全英語通識教育精英學程核心課程 (16 學分) 

(9學分必修, 6學分選修，1學分服務學習)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教授姓名 

1.必修(9學分)    

GEAI1031 從英語課程學習多元文化 3 李香蘭 

GEAI1032 透過實用性英語增進溝通能力 3 李香蘭 

GEAE2332 社會文化分析 3 王啟仲 

2.選修(6學分)    

GEAI1020 通過體驗式學習自信地說英語 3 李香蘭 

GEAI1021 成功的英文寫作 3 李香蘭 

GEAI1023 台灣民主政治 3 許家豪 

GEAI1049 綠色創新設計 3 楊政融 

GEAE2431 探尋建築工藝中的高雄故事 3 趙可卿 

GEAE2520 科學的本質 2 劉叔秋 

GEAE2501A 科學探究的應用(英) 3 林煥祥 

GEAE2222 後真相時代的批判性思維 3 席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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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E2217 全球化社會的倫理道德 3 席德恩 

GEAE2139 高雄社會與文化 3 席德恩 

3.服務學習(1學分)    

GESL_______ 全英語服務學習    1  

※全英語服務學習課程尚在開課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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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海科系陳孟仙教授、教務處 
 

案由六：擬開設印象海味微學程【微學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本校自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士班學生應符合至少一項「國

際或跨域學習」畢業條件：『取得本校或他校至少一個輔系、雙

主修或教育學程；或取得至少一個本校開設之微學程（課程或

師資需具備跨院合作性質）、整合學程或跨系所專業學程。』各

系所擬開設跨域微學程，協助學生培養國際視野及跨領域多元

能力，並讓學生依據興趣選擇跨領域多元專長。 

二、本次申請開設印象海味微學程，負責人為海科系陳孟仙教授，

檢附印象海味微學程開設申請書、課程規劃表及學程簡介(如附

件)。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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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海味微學程課程規劃表 
 

 

開課單位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核  

心  

課  

程 

ㄧ、核心課程I：水產食品及營養相關概念課程（2-3學分，三擇一必修，但其他課程可

擇一計入選修學分） 
海科系 水產概論 2  
人科學程 營養與藥物安全講座 2  
人科學程 食品與營養 2  
化學系 食品安全分析概論 2  
博雅向度一 飲食與文學 3  
二、核心課程 II：海洋生物資源概念課程 (2 學分，七擇一必修，但其他課程可擇一計

入選修學分） 
海資系 應用海洋資源學 2  
海科系 海洋生物概論 2  
海科系 海洋脊椎動物學 2  
海科/海資系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 2  
海科/海資系 魚類學 2  
博雅向度五 生物多樣性的世界 2  

核心課程〈專業模組課程〉學分數： 6-7  學分 

選
修              

博雅向度三 海洋文化 3  
博雅向度六 環境變遷與生態保育 2  

博雅向度六 
海洋永續：海洋文學與海洋科學

的生態對話 2  

依各系所及西

灣學院 
海洋相關微學分課程 至多 

2 學分 
 

  總學分數：至少 9 學分 

※ 【整合/學系(所)專業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微學程】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 
※ 學程修習學分規定如下： 

1.【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

及輔系之課程。 
2.【學系(所)專業學程】-供本系以外學生修習。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至多六學分得以通識跨院

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

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

依其自行選讀。 
※ 課程若有異動，先提學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再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方可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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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海味微學程簡介 

【詢問服務】黃智妍 (07)5252000 分機 5028 

【學程負責人】陳孟仙 

【學程目的】 

食魚是海洋國家重要的飲食文化，而印象中所傳承的豐富海味除了是記憶

及文化的延伸外，更是往未來永續發展的重要使命。印象海味學程整合本校既

有課程，讓學生從海洋生態的角度切入，導入食品安全及永續經營等重要觀念，

分析海味對於生態環境及你我之間的影響，最後再到餐桌上一道道令人食指大

動的美味佳餚。課程預計安排漁村體驗課程，透過實際走訪漁村，體驗生物種

類的變化和共存，分析生物相的變動和棲息環境及地理區域的關係以及對人類

的影響，實踐對海洋資源保育及利用之永續目標。 

【發展重點與特色】 

【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課程系統】 

一、選讀【整合學程】-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至少應有 6 學分

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二、【學系(所)專業學程】-供本系以外學生修習。 

(1)跨院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

至多六學分得以通識跨院選修學分抵免。 
(2)同院跨系(所)修讀之學士班學生：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

分，其它學分得由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3)碩士班學生：含修習專業模組課程至少九學分，其它學分得由

學程負責人規劃，學生得依其自行選讀。 
三、選讀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選課仍應受限修學分之限制，並需於修

業年限及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 
四、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核發學程證

書。 
【學程開始日期】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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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程序】 

請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長指導教授）及選讀學程負責人
同意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定後，始可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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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社會系楊靜利教授、教務處

案由七：擬停開「在地安老與社會設計微學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在地安老與社會設計微學程」學程負責人為社會系楊靜利教

授，目前在校修習人數為 1 人、尚無人領證，近三年核准修習

人數為 1 人。該學程主要以「高齡友善」為課程設計主旨，但

與校內「音樂應用與高齡友善多元性微學程」顯有重疊，故擬

停開。

二、即日起停止受理學生申請修讀學程，原已核准修習學生仍可繼

續修讀，並輔導其領取學程證書。

決 議：1.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2.請「音樂應用與高齡友善多元性微學程」可再檢視並考慮納

入「在地安老與社會設計微學程」既有課程，使學程課程更

為豐富。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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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0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案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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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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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性質特殊課程案。(附件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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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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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七)  
(五)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訂定及修正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案。(附

件八) 
二、 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限修人數調降案。(附件九) 
三、 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跨院選修」課程新增案。(附件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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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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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院 選 
網路科技的批判與

反思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INTERNET 

TECHNOLOGY  

3 3 0 戴遠雄 講授類 102-1 110-2 

2 音樂系 選 早期鍵盤彈奏 
EARLY KEYBOARD 

PRACTICE  
1 0 2 李美文 音樂類 103-2 110-2 

3 音樂碩 選 聲樂教學 VOCAL PEDAGOGY  2 2 0 黃子珊 講授類 103-2 110-2 

4 外文系 選 
世界文學英文短篇

小說 

THE ENGLISH SHORT 

STORY IN WORLD 

LITERATURE  

3 3 0 洪敏秀 講授類 103-2 110-2 

5 外文系 選 當代電影藝術 CONTEMPORARY FILM ART  3 3 0 鍾敬堂 講授類 106-1 110-2 

6 外文博 選 烏托邦想像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3 3 0 田偉文 講授類 101-1 110-2 

7 哲學所 選 
當代歐洲哲學的身

體觀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PHILOSOPHY  

3 3 0 宋灝 講授類 101-2 110-2 

8 哲學所 選 
沙特的《存在與虛

無》 

EAN-PAUL SARTRE’S 

BEING AND NOTHINGNESS  
3 3 0 戴遠雄 講授類 103-2 110-2 

9 應數系 選 應用機率模型 
APPLIED PROBABILITY 

MODELS  
3 3 0 陳美如 講授類 102-2 110-2 

10 應數碩 選 統計推論 
STATISTICAL 

INFERENCE  
3 3 0 曾聖澧 講授類 101-2 110-2 

11 應數碩 選 稀疏矩陣 SPARSE MATRICES  3 3 0 呂宗澤 講授類 102-1 110-2 

12 機電系 選 高等材料力學 
ADVANCED MECHANICS OF 

MATERIALS  
3 3 0 黃勝翊 講授類 104-1 110-2 

13 材光碩 選 高分子光譜學 POLYMER SPECTROSCOPY  3 3 0 郭紹偉 講授類 105-2 110-2 

14 人管碩 選 國際組織行為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EHAVIOR 
3 3 0 王賢儀 講授類 102-2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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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

選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授課 

教師 

授課 

類別 

最後開 

設學期 

開設 

學期 

15 人管博 選 
永續發展與綠色管

理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GREEN MANAGEMENT  

3 3 0 王喻平 講授類 104-2 110-2 

16 海工系 選 數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3 3 0 莊偉良 講授類 96-2 110-2 

17 海工碩 選 
波與孔隙物作用專

研（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WAVE-POROUS STRUCTURE 

(I)  

2 2 0 許弘莒 獨立研究 84-1 110-2 

18 政治碩 選 地緣政治理論 GEOPOLITICS  3 3 0 陳宗巖 講授類 96-2 110-2 

19 經濟碩 選 機制設計 MECHANISM DESIGN  3 3 0 許嘉麟 講授類 105-2 110-2 

20 教育碩 選 多變量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3 3 0 艾玲 講授類 106-3 110-2 

21 教育碩專 選 質性研究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3 3 0 陳利銘 講授類 100-1 110-2 

22 教育碩專 選 
學校本位經營之研

究 

RESEARCH IN 

SCHOOL-BASED 

MANAGEMENT  

3 3 0 陳修平 講授類 101-2 110-2 

23 中等學程 選 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2 2 0 馮雅群 講授類 103-1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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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 特殊性質課程一覽表        【附件二】 

 

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1 劇藝系 TA367 
音樂劇表演

與製作（二）  
選 一 CDE 展演類 1102 

※晚間授課 
此課程為仰賴修課學生共

同參與、進行排演與展演

的學習。因易和其他專業

課程衝堂，希望將時間移

到晚上時段，讓對此有興

趣之同學，在歌唱、舞蹈

與表演整體的學習上，更

為精實，也方便業師到校

上課。 
 

2 劇藝碩 TA565 
進階燈光設

計  
選 

學期間短期密

集、寒暑假密集 
展演類 1092 

※學期間短期密集及寒暑

假密集 
此課程包括舞臺與道具設

計、燈光設計、服裝與化

妝設計、影像設計等，透

過教師於業界的燈光設計

專案機會，帶領學生進劇

場近身學習，以培養學生

具備紮實的能力。 
 

3 物理系 PHYS122 
生活實用物

理 
選 一 CD 講授類 1102 

※晚間授課 
生活實用物理為物理系大

一重要的課程，由於大一

有許多通識課程，無法於

規定的課程時間安排此課

程，因此申請安排於晚間

上課，以便於學生參與修

課。 
 

4 企管系 BM335 會計實務 選 三 CDE 講授類 1102 

※晚間授課 
為使會計學整合學程順利

推動，聘請業師利用工作

之餘來支援，故安排於夜

間上課。 

5 企管系 BM334 
會計資訊系

統 
選 四 CDE 講授類 1102 

※晚間授課 
為使會計學整合學程順利

推動，聘請兼任老師利用

工作之餘來支援，故安排

於夜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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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6 
運動健康

中心 
GEPE229 

運動與健

康：初級水中

救生 

必 110/4/26-5/19 體育類 1102 

※晚間及假日密集授課 
避開正規課程時段，並符

合救生員訓練機構時數要

求，安排於 4、5 月晚間及

假日密集授課。 
 

7 
服務學習

教育中心 
GESL376 

服務學習：文

化設計與社

區實作 

必 六 2-7 
服務學

習類 
1102 

※假日密集授課 
配合實作場域的需求，安

排學生進行密集的社區文

化性服務實作，並完成學

習反思。 
 

8 
服務學習

教育中心 
新增課程 

服務學習：數

位轉型實踐

暨地方創生

社會參與 

必 
五 CDE 

六日 6~9CD 

服務學

習類 
1102 

※晚間及假日密集授課 
本門課程結合理論與實

踐，採密集上課可讓校外

服務學習活動的時間較充

裕，讓學生將課程中學習

到的田野調查研究方法實

踐於場域之中，亦能讓學

生進一步與在地夥伴互動

並達到服務學習的實踐本

意。 

 

9 
服務學習

教育中心 
新增課程 

服務學習：服

務學習與社

區創新 

選 
五 CD 

六日 6~9CD 

服務學

習類 
1102 

※晚間及假日密集授課 
開學後第一、二週於教室

上課，服務時間安排為

6/12~6/16，6/17 進行成果

與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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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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系所學制別／外審次別 上次 應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時程 備註 

系所別 學制別 通過日期 通過次別 

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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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次校課程

委員會。 
碩士班 

 

企管系 碩士班_企醫管碩 105.5.23 104-4 110.5.23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3 課程委員

會。 

財管系 

學士班 

105.5.23 104-4 110.5.23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3 課程委員

會。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專班 

EMPP 碩專班 105.5.23 104-4 110.5.23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3 課程委員

會。 

生醫所 

碩士班 
105.11.21 105-2 110.11.21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3 課程委員

會。 博士班 

化學系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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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碩士班 

博士班 

資工系 資安碩 108.5.6 107-4 111.5.6 

1. 108 學年度新增(第 1
次 3 年外審) 

2.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中，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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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學制別／外審次別 上次 應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時程 備註 

系所別 學制別 通過日期 通過次別 

企管系 

博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

會。 
博士班_企經營管理博 

博士班_企企業管理博 

海科系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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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系 原民碩專班 108.5.6 107-4 111.5.6 

1. 108 學年度新增(第 1
次 3 年外審) 

2.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中，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會。 

亞太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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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教育與人

類發展全

英語 
博士班 108.5.6 107-4 111.5.6 

1. 108 學年度新增(第 1
次 3 年外審) 

2.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中，預計提 110-4
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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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與 109

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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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系 
《碩士在職
專班》 

42  85.71%     

更正 109 學年度必
修科目表「電子商
務專題演講」及
「商務分析專題演
講」原為必修課程
改為分組必修二選
一。 

 

CSEMBA 
《碩士在職
專班》 

45  100% 45  100%  

配合上海同濟大學
EMBA新生開學及
開課，訂定春季班
新生入學必修科目
表如附。 

海洋科學與科
技全英語博士
學位學程 

《博士班》 - - - 24  0%  110新增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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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            【附件六】 

 

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開設 

學期 

1 中文系 選修 中文之路專題製作 

INDEPENDENT PRODUCTION 

IN SPECIAL TOPICSON 

CHINESE LITERATURE 

3 3 0 待聘 獨立研究 110-2 

2 中文系 選修 主題策展規畫與實踐 

CURATING THEMATIC 

EXHIBITIONS DESIGN AND 

PRACTICE 

3 3 0 待聘 展演 110-2 

3 中文系 選修 詩品 
SHIH PIN (GRADINGS OF 

POETRY) 
3 3 0 陳秋宏 講授類 110-2 

4 中文系 選修 詩經與抒情詩學 
SHIH CHING（BOOK OF ODES）

AND LYRIC POETRY 
2 2 0 楊雅惠 講授類 110-2 

5 中文碩 選修 民國學術史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CHINA 
3 3 0 莫加南 講授類 110-2 

6 中文碩 選修 歐美漢學專題 

SPECIAL TOPICS IN 

SINOLOGY OF EUROPE AND 

THE U.S. 

3 3 0 黃冠雲 講授類 110-2 

7 中文碩 選修 東亞漢文小說討論 

SEMINAR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ICTION OF EAST 

ASIA 

3 3 0 羅景文 講授類 110-2 

8 中文博 選修 
《老子》注釋、翻譯、

思想研究 

RESEARCHING ABOUT LAOZI 

FROM DIFFERENT 

COMMENTARIES, 

TRANSLATIONS AND 

THOUGHTS 

3 3 0 賴錫三 講授類 110-2 

9 外文碩  選修 課程設計及教材規劃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MATERIAL PREPARATION 

3 3 0 白士禮 講授類 110-2 

10 外文碩 選修 語料庫語言學 CORPUS LINGUISTICS 3 3 0 黃舒屏 講授類 110-2 

11 音樂系 選修 
莫札特家書與作品詮

釋 

FAMILY LETTERS OF MOZAR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ZART'S MUSIC 

2 2 0 黃子珊 講授類 110-2 

12 音樂碩 選修 擊樂（二） PERCUSSION(II) 2 2 0 陸淯姿 音樂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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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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哲學碩 選修 
精神分析與當代歐陸

哲學 

PSYCHO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3 3 0 楊婉儀 講授類 110-2 

14 
藝管創

業所 
選修 國際文化交流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POLICY 

MAKING AND PRACTICE 

3 3 0 魏君穎 講授類 110-2 

15 文學院 選修 電影理論與概念導論 
BASIC CONCEPTS OF FILM 

THEORY 
3 3 0 高長空 講授類 110-2 

16 文學院 選修 
健康與人類：醫療人類

學導論 

HEALTH AND HUMANITY: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ANTHROPOLOGY 

3 3 0 閔瑪希 講授類 110-2 

17 生科系 選修 植物分類學實驗 
PLANT TAXONOMY 

LABORATORY 
1 0 3 劉世慧 實驗類 110-2 

18 生科碩 選修 行為生態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BEHAVIORAL ECOLOGY 
2 2 0 徐芝敏 獨立研究 110-2 

19 生科碩 選修 島嶼生物地理學 ISLAND BIOGEOGRAPHY 2 2 0 徐芝敏 講授類 110-2 

20 化學碩 選修 高等生物無機化學 
ADVANCED BIOINORGANIC 

CHEMISTRY 
3 3 0 蔡明利 講授類 110-2 

21 應數碩 選修 幾何分析專題研討 
SEMINAR IN GEOMETRIC 

ANALYSIS 
3 3 0 陳志偉 研討類 110-2 

22 應數碩 選修 異常檢測專題研討 
SEMINAR IN ANOMALY 

DETECTION 
3 3 0 曾聖澧 研討類 110-2 

23 應數碩 選修 大數據平行計算 
PARALLEL COMPUTING FOR 

BIG DATA 
3 3 0 黃杰森 講授類 110-2 

24 應數碩  選修 影像處理專題研討 
SEMINAR IN IMAGE 

PROCESSING 
3 3 0 鍾思齊 研討類 110-2 

25 醫科碩 選修 
醫用生理與大數據之

健康照護應用 

MEDICAL PHYSIOLOGY AND 

BIG DATA IN HEALTHCARE 

APPLICATION 

2 2 0 黃中佑 講授類 110-2 

26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生物資訊學及其應用 

BIOINFORMATICS AND 

APPLICATIONS 
3 3 0 余靈珊 講授類 110-2 

27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神經疾病與藥物開發

特論 

DRUG DEVELOPMENT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DISORDERS 

3 3 0 孫羽佑 講授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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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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腦缺氧專題研究（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CEREBRAL ISCHEMIA (I) 
3 3 0 孫羽佑 獨立研究 110-2 

29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腦缺氧專題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CEREBRAL ISCHEMIA (II) 
3 3 0 孫羽佑 獨立研究 110-2 

30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蛋白質體學 PROTEOMICS 2 2 0 于松桓 講授類 110-2 

31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遺傳學 GENETICS 3 3 0 于松桓 講授類 110-2 

32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病人安全管理：理論與

實務 

PATIENT SAFETY 

MANAGEMENT: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E 

2 2 0 李永恒 講授類 110-2 

33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醫學倫理與臨床試驗 

ETHICS AND STATISTICS IN 

CLINICAL RESEARCH 
3 3 0 馮已榕 講授類 110-2 

34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生化與分子生物學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3 3 0 楊佳寧 講授類 110-2 

35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標靶藥物設計與應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ARGET 

THERAPY AGENTS 

3 3 0 楊佳寧 講授類 110-2 

36 理學院 選修 
高齡友善、精準健康照

護的理論與實踐 

THEORY AND CLINICAL 

PRACTICE OF 

AGE-FRIENDLY AND 

PRECISION HEALTHCARE 

2 2 0 
林育德

等 
講授類 110-2 

37 理學院 選修 人體組織學 HUMAN HISTOLOGY 3 3 0 柯翠玲 講授類 110-2 

38 理學院 選修 人體解剖學 HUMAN ANATOMY 3 3 0 柯翠玲 講授類 110-2 

39 理學院 選修 
智慧長照創新服務開

發模式 

DEVELOPMENT MODEL OF 

SERVICE INNOVATION FOR 

SMART LONG-TERM CARE 

3 3 0 莊承鑫 講授類 110-2 

40 電機碩 選修 
高等電機暨驅控系統

設計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ADVANCED ELECTRIC 

MACHINERY AND DRIVE 

SYSTEM DESIGNS 

3 3 0 劉承宗 獨立研究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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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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電機碩 選修 模糊控制研究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FUZZY CONTROL 
3 3 0 蔡舜宏 獨立研究 110-2 

42 電機碩 選修 三維視覺 3D VISION 3 3 0 魏家博 講授類 110-2 

43 機電碩 選修 深度學習理論與應用 
DEEP LEARN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3 3 0 許煜亮 講授類 110-2 

44 機電碩 選修 智慧感測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INTELLIGENT SENSING 
3 3 0 許煜亮 獨立研究 110-2 

45 資工系 選修 深度視覺 DEEP VISION 3 3 0 蔣依吾 講授類 110-2 

46 資工碩 選修 人工智慧安全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URITY 

3 3 0 徐瑞壕 獨立研究 110-2 

47 資工碩 選修 
邊緣裝置人工智慧晶

片設計應用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ED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 

DESIGN AND APPLICATION 

3 3 0 蕭勝夫 獨立研究 110-2 

48 通訊碩 選修 多天線系統設計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ULTI-ANTENNA SYSTEM 

DESIGN 

3 3 0 溫朝凱 獨立研究 110-2 

49 企管系 選修 新興商務與法律 
NEW BUSINESSES AND NEW 

LAWS 
3 3 0 李清潭 講授類 110-2 

50 企管碩 選修 投資學 INVESTMENTS 3 3 0 陳安琳 講授類 110-2 

51 
企企管

碩 
選修 競爭優勢與法律 

LAW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1 1 0 李清潭 講授類 110-2 

52 
企企管

碩 
選修 

社會創新創業與永續

治理 

SOCIAL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USTAINABLE GOVERNANCE 

3 3 0 
蔡敦浩 

謝如梅 
講授類 110-2 

53 
企企管

碩 
選修 文創產業分析 

CREATIVE INDUSTRY 

ANALYSIS 
3 3 0 

佘健源 

盧憶 
講授類 110-2 

54 資管碩 選修 數位科技趨勢與應用 
DIGITAL TECHNOLOGY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3 3 0 林芬慧 講授類 110-2 

55 資管碩 選修 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3 3 0 林芬慧 講授類 110-2 

56 資管碩 選修 資料視覺化 DATA VISUALIZATION 3 3 0 韓毅 講授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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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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財管碩

專 
選修 財務模型和應用 

FINANCIAL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3 3 0 邱敬貿 講授類 110-2 

58 公事碩 選修 公共事務專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PUBLIC AFFAIRS 
2 2 0 郭瑞坤 獨立研究 110-2 

59 公事碩 選修 城市治理：危機與創新 

URBAN GOVERNANCE: 

CONTINGENCY AND 

INNOVATION 

3 3 0 游尚儒 講授類 110-2 

60 公事碩 選修 都市規劃設計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2 2 0 謝旭昇 講授類 110-2 

61 公事博 必修 高等公共事務管理 
ADVANCED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3 3 0 

吳偉寧 

游尚儒 
講授類 110-2 

62 海資系 選修 病毒學 VIROLOGY 2 2 0 李景欽 講授類 110-2 

63 海資碩 選修 分子檢測技術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MOLECULAR DIAGNOSTIC 

TECHNIQUES 

3 3 0 李景欽 講授類 110-2 

64 海資碩 選修 生物科技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BIOTECHNOLOGY 
3 3 0 李景欽 講授類 110-2 

65 海資碩 選修 基因編輯 GENOME EDITING 3 3 0 李澤民 講授類 110-2 

66 海資碩 選修 藍碳與藍色經濟 
BLUE CARBON AND BLUE 

ECONOMY 
2 2 0 李澤民 講授類 110-2 

67 海資碩 選修 
藻類生物技術及生物

精煉 

ALGAL BIOTECHNOLOGY AND 

BIOREFINERY 
3 3 0 李澤民 講授類 110-2 

68 海事碩 選修 全球化與海洋事務 
GLOBALIZATION AND 

MARINE AFFAIRS 
3 3 0 蔡宏政 講授類 110-2 

69 海事碩 選修 國際政治經濟學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 3 0 蔡宏政 講授類 110-2 

70 海科系 選修 
物理海洋實作：水文資

料 

PHYSICAL OCEANOGRAPHY 

PRACTICE : HYDROGRAPHIC 

DATA 

2 2 0 方盈智 講授類 110-2 

71 海科系 選修 
物理海洋實作：海流資

料 

PHYSICAL OCEANOGRAPHY 

PRACTICE : OCEAN 

CURRENTS 

2 2 0 方盈智 講授類 110-2 

72 海科系 選修 鯨豚保育生物學 
CONSERVATION OF 

CETACEANS 
2 2 0 布蓮思 講授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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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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海科碩 選修 
海洋非線性波與孤立

波 

NONLINEAR WAVES AND 

SOLITARY WAVES IN THE 

OCEAN 

3 3 0 陳冠宇 講授類 110-2 

74 政治博 選修 
政治學數量資料分析

進階 

TOPICS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3 3 0 張晉赫 講授類 110-2 

75 經濟碩 選修 市場機制設計 MARKET DESIGN 3 3 0 許嘉麟 講授類 110-2 

76 
經濟碩

專 
選修 財經研究方法實作 

PRACT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 METHOD 
3 3 0 李國榮 講授類 110-2 

77 教育碩 選修 領導行為 LEADERSHIP BEHAVIOR 3 3 0 艾玲 講授類 110-2 

78 教育碩 選修 對外英語教學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79 教育碩 選修 質性資料分析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80 教育碩 選修 學習科學：理論與實踐 
LEARNING SCIENCES: 

THEORY AND PRACTICE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81 教育碩 選修 批判教育研究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3 3 0 謝百淇 講授類 110-2 

82 教育博 選修 領導行為 LEADERSHIP BEHAVIOR 3 3 0 艾玲 講授類 110-2 

83 教育博 選修 質與量的混合研究法 MIXED-METHODS RESEARCH 3 3 0 艾玲 講授類 110-2 

84 教育博 選修 
國際教育大型資料庫

分析 

ANALYSIS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ATA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85 教育博 選修 對外英語教學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86 教育博 選修 質性資料分析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87 教育博 選修 學習科學：理論與實踐 
LEARNING SCIENCES: 

THEORY AND PRACTICE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88 教育博 選修 批判教育研究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3 3 0 謝百淇 講授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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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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政經系 選修 金融時事分析 
FINANCIAL NEWS AND 

ANALYSES 
2 2 0 陳珮芬 講授類 110-2 

90 亞太碩 選修 國際貿易與經貿組織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ORGANIZATION 
3 3 0 吳世傑 講授類 110-2 

91 亞太碩 選修 
東南亞國協、東協加三

與印太國際政經秩序 

SOUTHEAST ASIA, ASEAN 

PLUS 3, AND THE 

INDO-PACIF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3 3 0 張珈健 講授類 110-2 

92 亞太碩 選修 
貨幣、金融與安全的國

際政治經濟研究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FINANCE AND SECURITY 

3 3 0 張珈健 講授類 110-2 

93 亞太碩 選修 金融時事分析 
FINANCIAL NEWS AND 

ANALYSES 
2 2 0 陳珮芬 講授類 110-2 

94 亞太碩 選修 
東亞城市專題: 文化

經濟與文化治理 

TOPICS IN EAST ASIAN 

CITIES: CULTURAL 

ECONOMY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3 3 0 蔡書瑋 講授類 110-2 

95 亞太博 選修 
中國政法體系的變遷

與發展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AL-LEGAL SYSTEM 

3 3 0 李仲軒 講授類 110-2 

96 亞太博 選修 
法律社會學：理論與制

度比較 

LEGAL SOCIOLOGY: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OMPARISON 

3 3 0 李仲軒 講授類 110-2 

97 亞太博 選修 社會國 SOCIAL STATE 3 3 0 張道義 講授類 110-2 

98 社會碩 選修 組織社會學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 
3 3 0 林傳凱 講授類 110-2 

99 社會碩 選修 檔案與社會研究 
ARCHIVE AND SOCIOLOGY 

STUDY 
3 3 0 林傳凱 講授類 110-2 

100 社科院 選修 總體經濟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MACROECONOMICS 
3 3 0 吳致寧 講授類 110-2 

101 社科院 選修 
中國外交政策專題研

究 
CHINESE FOREIGN POLICY 3 3 0 沈旭暉 講授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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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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社科院 選修 
國際關係理論專題研

究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3 0 沈旭暉 講授類 110-2 

103 社科院 選修 
東亞城市專題: 文化

經濟與文化治理 

TOPICS IN EAST ASIAN 

CITIES: CULTURAL 

ECONOMY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3 3 0 蔡書瑋 講授類 110-2 

104 
教育碩

專 
選修 教育心理學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105 
亞太英

語碩程 
選修 

中美關係在非洲影響

之研究 

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AFRICA 

3 3 0 江德曼 講授類 110-2 

106 
亞太英

語碩程 
選修 

印太地區的政治與安

全 

POLITICS AND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3 3 0 希家玹 講授類 110-2 

107 
亞太英

語碩程 
選修 

中國軍事現代化對印

太安全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PLA 

MODERNIZATION TO 

INDO-PACIFIC SECURITY 

3 3 0 林穎佑 講授類 110-2 

108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比較教育研究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109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國際教育大型資料庫

分析 

ANALYSIS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ATA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110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批判教育研究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3 3 0 謝百淇 講授類 110-2 

111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比較教育研究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112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對外英語教學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10-2 

113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多變量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3 3 0 馬汶詩 講授類 110-2 

114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批判教育研究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3 3 0 謝百淇 講授類 110-2 

115 
社會創

新所 
選修 

地方創生研究與實踐

（二） 

STUDY AND PRACTICE 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I） 

3 3 0 
楊士奇 

吳亦昕 
講授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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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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人科學

程 
選修 運輸規劃與管理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3 3 0 夏晧清 講授類 110-2 

117 
人科學

程 
選修 

[中山 x高美館] 藝術

與創意城市 

[NSYSU X KMFA] ARTS AND 

CREATIVE CITY 
3 3 0 趙可卿 講授類 110-2 

118 
博雅向

度一 
必修 

歐洲藝術與世界文化

交流 

EUROPEAN ARTS AND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 
3 3 0 趙可卿 講授類 110-2 

119 
博雅向

度三 
必修 台灣政經發展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3 3 0 許家豪 講授類 110-2 

120 
跨院選

修(通) 
選修 英文商業書信 

ENGLISH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3 3 0 李香蘭 講授類 110-2 

121 
跨院選

修(通) 
選修 

來/去台灣：性別與遷

移 

FROM AND TO TAIWAN: 

GENDER AND MIGRATION 
3 3 0 唐文慧 講授類 110-2 

122 
跨院選

修(通) 
選修 國際現勢書報討論 

SEMINAR ON CURRENT 

INTERNATIONAL ISSUES 
3 3 0 許家豪 講授類 110-2 

123 
跨院選

修(通) 
選修 科技英文閱讀 

ENGLISH READING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3 0 陳美淑 講授類 110-2 

124 
跨院選

修(通) 
選修 英文學術寫作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3 3 0 陳瑞華 講授類 110-2 

125 
跨院選

修(通) 
選修 

極限閱讀：挑戰想像力

與創造力 

EXTREME READING: 

CHALLENGES OF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3 3 0 陳瑞華 講授類 110-2 

126 
跨院選

修(通) 
選修 未來科技與永續發展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2 0 劉叔秋 講授類 110-2 

127 
服務學

習 
必修 

服務學習：數位轉型實

踐暨地方創生社會參

與 

SERVICE LEAR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1 2 0 
王宏仁 

葉維俐 

服務學習

類 
110-2 

128 
服務學

習 
必修 

服務學習：英語繪本導

讀 

SERVICE LEARNING: 

ENGLISH LEARNING 

THROUGH PICTURE BOOKS 

1 2 0 王品惠 
服務學習

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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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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服務學

習 
必修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與

社區創新 

SERVICE 

LEARNING:SERVICE 

LEARNING AND COMMUNITY 

INNOVATION 

1 2 0 李清潭 
服務學習

類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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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附件七】 

序 
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1 政經系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選 3 講授類 

試試這樣學行政法-以案例討論為中

心 

LEARNING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CONSRUCTIVE MANNER 

110-2 
異動中英

文課名 

2 西灣學院 

音樂故事劇場 

PICTURE BOOK AND MUSIC 

THEATRE 

選 3 講授類 

音樂與繪本的展演創作應用 

ＡPPLIED THEATRE BASED ON 

CLASSICAL MUSIC AND PICTURE 

BOOKS 

110-2 
異動中英

文課名 

3 西灣學院 
創業講堂 （一） 

ENTREPRENEURSHIP SEMINAR I 
選 3 

演講/

參訪 

創業講堂 

ENTREPRENEURIAL SEMINAR 
110-2 

異動中英

文課名 

4 
社會創新

所 

社會創新創業與永續治理

(ESG)專題討論 

SEMINAR IN SOCIAL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選 3 講授類 

社會創新創業與永續治理 

SEMINAR IN SOCIAL INNOVATION，

ENTREPRENEUR SHIP,AND 

SUSTAINABLE GOVERNANCE 

110-2 
異動中英

文課名 

5 
跨院選修

(管) 

行銷管理概論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MANAGEMENT 

選 1 講授類 -  

配合專業

課程異動

授課方式

為遠距教

學 

6 
跨院選修

(理) 

人體寄生蟲概論 

OVERVIEW OF HUMAN 

PARASITOLOGY 

選 2 講授類 -  

配合專業

課程異動

授課方式

為遠距教

學 

7 
跨院選修

(理) 

公共衛生學 

PUBLIC HEALTH 
選 2 講授類 -  

配合專業

課程異動

授課方式

為遠距教

學 

148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附件七】 

序 
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8 
跨院選修

(理) 

生物化學 

BIOCHEMISTRY 
選 2 講授類 -  

配合專業

課程異動

授課方式

為遠距教

學 

9 
跨院選修

(理) 

生物統計與資訊 

BIOSTATISTICS AND 

BIOINFORMATICS 

選 2 講授類   

配合專業

課程異動

授課方式

為遠距教

學 

10 
跨院選修

(理) 

生理學 

PHYSIOLOGY 
選 2 講授類   

配合專業

課程異動

授課方式

為遠距教

學 

11 
跨院選修

(理) 

醫學工程導論 

INTRODUCTION OF MEDICAL 

ENGINEERING 

選 2 講授類   

配合專業

課程異動

授課方式

為遠距教

學 

 

149



【附件八】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院/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序

號 學院 系所 

院/系所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 備註 

新增 修訂 

1 文學院 中文系  █ 課委會設置要點修訂

如附。 

2 
海洋科學

學院 
海洋科學與科技全英語

博士學位學程 █  

1. 110 學年度新增

學制。 

2. 課委會設置要點

如附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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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與科技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經 110年 6月 16日籌備會議通過	

一、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與科技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

本學程）為辦理開設課程之審查及其它相關事務，依據國立中

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訂定「國立中山大學海洋

科學與科技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本學程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委員由學程會議委員互

相推舉產生，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並任召集人。本會設委員三

人（含）以上，每學期召開會議至少一次。學程主任因故無法

主持會議，得由出席委員另行推舉主席主持會議。召開課程規

劃會議時，得有學生代表參加相關議案之討論。		

三、	本會之工作職掌包括：	

(一)	定期檢討修正本學程課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納入業

界、畢業校友及學生之意見）。	

(二)	審查入學新生必修科目之相關事宜。		

(三)	審查開設課程之增、刪與修正。		

(四)	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五)	研議本學程課程改善機制，做成議案並提交至學程會議討

論。		

四、	本會開會時必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會，表

決時須有出席委員之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為通過。相關決

議經學程會議通過後，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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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要點經學程會議、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提交至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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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一：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限修人數調降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依「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 12點第 1款規定，

學士班課程限修人數以 50人為原則。如須因儀器設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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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

過，提教務會議備案後方得實施。 

二、 本次新增課程所提限修人數調降說明及清單如附件。 

三、 本案業提 110.11.11 文學院第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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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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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調降限修人數開課課程 

序

號 

開課 

單位 
擬調降課程 

調降後 

人數 

原限修 

人數 
說明 

1 音樂系 
早期鍵盤彈

奏 
20 50 

本課程須以講授、演練與

音樂會演出方式進行，學

生須每週個別使用大鍵

琴練習，受限於系上只有

一台大鍵琴，且該教室另

有課程，授課與練習時間

受限，為維持學習品質，

因此擬調降修課人數為

20 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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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西灣學院 

案由二：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跨院選修」課程新增案，提

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院及各學院系所提新增「跨院選修」課程清單如附件

1-3。

二、 本案業提 110.11.17 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10-2 次會

議審議通過。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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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學期跨院選修課程數及開放名額統計表 

 
        

110.11.30 

學院 通識 文 理 工 管 海 社 合計 

課程數 
原核定 13 44 19 20 18 13 22 149 
本次新增 12 5 7 0 0 1 2 27 
小計 25 49 26 20 18 14 24 176 

開放名額 
原核定 670 883 921 358 394 340 1085 4651 
本次新增 515 85 250 0 0 20 65 935 
小計 1185 968 1171 358 394 360 1150 5586 

註：開放名額將依各選課階段結果進行微調。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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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料 

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號 開課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
原因 

1 
文 
學 
院 

二 
健康與人類：醫療人

類學導論 
3 閔瑪希 

30 
（50） 

課程說明： 
This course teaches students about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mplexities involved in defining 
and understanding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Students will examine 
both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variabilities as well as analyzing 
different systems of medical 
knowledge. Medical ethic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討論世界各地了解人類的
健康與疾病的不同方式，概述醫療
人類學的歷史及醫療人類學的應
用。我們也將研究全球流行疾病如
何影響人類。 

1 
中 
文 
系 

二 李白詩 3 鍾志偉 
20 

（50） 

課程說明： 
教師帶領學生精讀李白詩，能讓學
生基於唐代文化，深入瞭解李白生
命歷程，分析與詮釋李白古詩、樂
府詩、律詩、絕句之藝術特色，最
後掌握其古典詩之關鍵地位。本課
程並以文學雜誌為期末作業形
式，有效激發學生專題寫作的興趣
與能力，讓李白走進現代生活。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李白與杜甫並為中國最偉大詩
人，家喻戶曉。本課程除了帶領學
生細讀李白詩歌，提供學生欣賞古
典詩的有效方法，也通過創新的教
學模式，深化學生人文素養，提升
學生美感生活，讓古典走進現代，
體現通識教育核心精神。 

1 
劇 
藝 
系 

一 基礎設計 3 曾景濱 
15 

（65） 

課程說明： 
本課程的主要目標在啟發劇場設
計初學者的基礎設計能力與涵
養；利用基本之設計方法與思考流
程，使同學了解設計之本質，並開
發其美感的經驗。使此階段的設計
訓練，能夠回饋到其未來劇場展、
演之專業能力上。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為了普及各學院學生對於視覺
與環境、空間美學之基礎設計與認
知能力。 
2. 各學院學生具備基礎設計之學
養，將可能提升跨領域整合之基礎
設計與敘事美學之水平。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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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號 開課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
原因 

1 
外 
文 
系 

四 
馬基維利的文學與政

治觀 
3 李祁芳 

10 
（60） 

課程說明： 
Over the last 400 years, Niccolò 
Machiavelli has been enshrined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est. 
His thoughts cut across not only 
literatur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political science, modern 
philosophy, diplomacy, but also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cultures. This course studies the life 
and work of Machiavelli,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probe into 
his shrewd criticism about politics 
and humanity. Whil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do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with differ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his course will also 
apply Machiavellian insight to its 
possible modern circumstances. 
Non-English majors are welcome.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本課程將馬基維利還原至十六
世紀的歷史脈絡，引導非外文系學
生深入認識馬基維利之生平與作
品創作之背景。 
2. 建立非外文系學生之史觀、政
治觀、以及思想史之基礎概念。 
3. 強化非外文系學生對西方政治
與政治哲學之批判思考能力。 
4. 解析馬基維利之思想運用在現
代政治、外交與御人術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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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號 開課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
原因 

2 三 英國文學：1900以後 3 賴怡芃 
10 

（60） 

課程說明：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English 
literary writings from 1900 
onwards. Assigned readings will 
cover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s 
and those of the Commonwealth. 
This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in 
interactive discussions,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ussions will 
be anticipated. Toward the end of 
the term,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ttain critical ability to analyze and 
explicate on literary work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consider and 
respond to literary works with their 
own creative expressions.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介紹並研讀 20 世紀以降之
重要英國文學作品，除近代英國與
大英國協的主要文學作品，並透過
賞析文本進而探討當代重要之政
治思想歷史發展，可予文學院以外
的學生研讀並討論當代英國文學
暨人文思想發展的機會。 

 110/2文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85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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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理學院提供） 

編號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
因 

1 

理

學

院 

(學

士

後

醫

學

系) 

全 高齡友善、精準健康
照護的理論與實踐 2 林育德 50 

（50） 

課程說明： 
幫助年輕世代大學生，了解高齡化社
會中，在醫療端與社區端提供長者友
善、精準健康照護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為醫學界未來對象或對報考後醫及
生物相關研究所有興趣之學生之，內
容盡量深入淺出，貼合生活經驗，鼓
勵跨院選修 

2 二 人體組織學 3 柯翠玲 60 
（60） 

課程說明： 
使雖無生物醫學先備知識但對相關
知識有興趣之學生得認識人體基本
組織學與各系統與組織學之課程。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為人體組織學概論，對象主要為對醫
學及生物醫學相關研究所或對人體
組織學結構有興趣之學生所設立之
課程，內容搭配生活淺顯易見之例子
為講解方式，鼓勵跨院選修。 

3 一 人體解剖學 3 柯翠玲 60 
（60） 

課程說明： 
以淺顯易懂與常見之例子進行深入
淺出之講解使無生物醫學先備知識
之它院學生得有了解人體基本解剖
構造之學習機會。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為人體解剖學概論，對象主要為對報
考後醫及生物醫學相關研究所或對
人體結構有興趣之學生而設立之課
程，內容搭配生活顯而易見之例子為
講解方式，鼓勵跨院選修 

1 

理

學

院 

全 智慧長照創新服務開
發模式 3 莊承鑫 4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以設計思考的方向，結合物聯
網感測技術、區塊鏈身份認證、大 
數據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教導學生
如何定義長照場域之未滿足需求， 
分析利益關係人與市場規模，進而創
意發想新型態的數位商業模式，開 
發創新服務模式。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強化同學跨領域專業知識，並提供學
生場域參訪及體驗。此外，鼓勵學生 
自主跨域學習，培養多元知能與全人
素養，提升同學對就業場域之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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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理學院提供） 

編號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
因 

1 

化

學

系 

四 PM2.5氣膠生醫科學 3 王家蓁 20 
（70） 

課程說明： 
本課程旨在介紹與氣膠科學相關之
基礎理論概念及相關的實驗技術，建
立學生對氣膠科學以及其相關應用
領域的基礎認識，包括氣膠的生成及
演化過程、其對大氣環境的影響、對
生物體的影響並進而找出解決及防
治之道。本課程中也將安排動手實作
PM2.5 簡易偵測器、參訪相關產業以
及走入社區進行環境教育推廣等活
動。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因課程內容含概範圍有跨學科及跨
領域內容 

1 

生

物

科

學

系 

一 靈長類行為概論 2 徐芝敏 10 
（50） 

課程說明： 
1. 讓學生了解靈長類之多樣性與演
化 
2. 了解基本的靈長類行為學之研究
方法及行為生態。 
3. 從研究非人靈長類的行為及與人
類行為相比較，探討人類的社會行為 
4. 探討智人崛起因素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提供認識靈長類之行為生
態、多樣性與演化之機會。 
從研究非人靈長類的行為及與人類
行為相比較，探討人類的社會行為及
智人崛起因素。 

2 三 免疫學 3 李哲欣 
1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包含了免疫學、細菌學、病毒
學及黴菌學。主要目標為教導學生了
解引起人類疾病的各種生物性致病
原，以及自身免疫系統如何防禦及對
抗外來致病原之課程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為醫學界未來對象或對報考後醫
及生物相關研究所有興趣之學生設
之，內容盡量深入淺出，貼合生活經
驗，鼓勵跨院選修 
2. 期待不同領域的學生皆可學習預
醫課程 

110/2理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250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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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海科院提供） 

編號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
因 

1 

海

洋

科

學

系 

二 
鯨豚保育生物學 
Conservation of 

Cetaceans 
2 

布蓮思 
Dr. 

Lindsay 
J. Porter 

20 
（50） 

課程說明： 
This course will detail the global 
milestones in cetacean conservation 
and how scientists have used data to 
inform policy. A focus on case studies 
that have used multiple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gain robust data for 
conservation will be made. The 
ongoing challenges to sustaining 
healthy cetacean populations and 
oceans for the future will be analysed. 
Cetaceans, like no other species’ 
group, have inspired global 
conservation action and these 
movements shall be analysed in detail.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Conservation is a multi-faceted view of 
the actions. A variety of appropriate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will be 
discussed, includ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a number of disciplines in marine 
science will be discussed (marine 
biology, ecology, oceanography, 
policy, society etc.) so that a series of 
the course can identified threat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By an open 
discussion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 
will be detailed and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instruments that 
can assist in marin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110/2海科院新增課程名額 2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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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社科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
原因 

1 

政

經

系 

二 
（行政法） 

試試這樣學行政法—
以案例討論為中心 

3 李仲軒 20 
(50) 

課程說明： 
德國法學家 Otto Mayer 曾說過「憲
法消逝，行政法長存」這樣發人深
省的名諺。這並不是指，憲法不復
存在，而是指憲法透過各種法律，
尤其是行政法，細緻地滲入日常生
活中。 
但相對於各種私人間的民事關係，
多數同學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感覺不
到與國家機關，尤其是行政機關存
在何種法律關係。本課程以促進修
課同學對行政法關係之掌握為主要
目標，使修課同學能充分理解行政
法之基本原理與重要概念，並活用
於個案上，奠定日後更深入學習的
基本能力。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在現代法治國家的社會生活中，尤
其在各種風險管制（例如食安、防
疫、科研、氣候變遷等管制領域）
行政的籠罩下，都可以發現行政法
律關係幾乎無所不在。所有公民的
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生活面
向，都脫離不了行政法律關係。 

1 

社

科

院 

全 總體經濟學導論 3 吳致寧 45 
(60) 

課程說明： 
讓學生了解總體經濟變數如所得，
就業，利率，消費，投資，匯率，
工資，物價間之相互關連性及國家
經濟政策如何影響總體經濟變數及
對經濟發展之影響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讓跨院學生了解台灣重要總體經濟
政策及其對台灣經濟之影響 

110/2社科院新增課程名額 6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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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開放選修的原因 

1 

西 

灣 

學 

院 

- 

人 

科 

學 

程 

一 食品與營養 2 李容婷 30 
(50) 

課程說明： 
藉由介紹食物營養的原理，引
導學生從基礎知識瞭解食品
中的營養價值及營養與疾病
的關聯，進而促使學生在生活
中能選擇健康有益的食物。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因原本課程即以不分院系的
方式設計，希望能讓不同院系
學生能有基礎的食品科學知
識。 

2 一 程式應用 2 楊政融 25 
(50) 

課程說明： 
培養學生具備基本撰寫
Python程式的能力來處理資
料科學與機器學習的議題，透
過實際案例的操練讓學生理
解 Python在處理資料科學與
機器學習議題上的優勢。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由於電腦程式科技進步神
速，電腦已經能夠有相當程度
的能力來協助人類處理複雜
議題。跨學科學習也拜此技術
的進步而有更多的潛力可以
探索與深耕。因此無論是工
程、管理甚至是人文、社會科
學等背景的學生都有機會藉
著學習 Python來獲得技術深
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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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開放選修的原因 

3 全 [中山x高美館] 世界
美術館與城市巡禮 3 趙可卿 

4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與高雄市立美術館跨
界合作，目的為提升學生藝術
鑑賞力和感知力，並能理解以
藝術為媒介打造創意城市文
化的當代潮流。本課程目標建
立學生國際視野、加深對於高
雄在地藝術文化理解，並提升
英語能力。適合開放跨院選修
原因： 
本課程為校內少見與業界長
期合作之系列課程，將美術館
在經營維護、教育推廣、文化
傳揚等不同營運面向帶進課
堂，使學生能夠接觸到平時難
以見得的藝術產業與支撐其
運作的組織架構。除了能帶領
對此產業有興趣的相關背景
學生深入業界核心，對於欲踏
入其他領域的學生，亦能從高
美館的案例中學習到事業體
如何與在地連結，將自身化為
城市的意象之一。而課程所要
求之學期呈現，提供了不同領
域學生交流合作的機會。學生
們需共同針對此非其專業的
領域提出多元見解，將其整合
為能清楚傳達宗旨，且對受眾
仍具備吸引力的提案計畫；並
在實際規劃導覽的過程中，形
塑對創意城市議題的獨到理
念、關注高雄本地的藝術發展
脈絡，成為具美感識別及社會
關懷的全人。 

4 一 創客基礎 3 楊政融 20 
(50) 

課程說明： 
使學生具備基礎創客概念與
實作技巧，並透過團隊合作與
溝通來完成專案技術開發。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創客能力非常適合各種不同
領域的人來展現成果，譬如策
展、產品展示甚至是新技術開
發。具備基礎創客知識，將有
助於不同學院的學生透過他
們熟知的專業能力來展現成
果。 

167



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開放選修的原因 

5 二 運輸規劃與管理 3 夏皓清 2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首先將從運輸特性介
紹出發，說明運輸規劃與決策
的整體過程與步驟，期能使修
課同學得以初窺運輸需求分
析模式之全貌。而課程中除了
較為傳統的運輸需求分析模
式的課程內容之外，更進一步
加入運輸規劃的新發展，期藉
此可讓修課同學能瞭解目前
運輸規劃研究領域最新的研
究發展方向。本課程第一部份
為「運輸的本質與特性」，包
括：運輸規劃概論、運輸規劃
與決策、旅運和運輸系統特
性、運輸規劃資料的收集與使
用。此部份的內容主要是讓修
課同學可以對「運輸規劃」有
初步的認識和瞭解，並逐步建
立起運輸規劃所必需具備的
系統觀。第二部份則為本課程
之重要核心「旅運需求分析模
式」，也是長久以來進行運輸
規劃所必備的分析工作，授課
內容將包括：旅次發生、旅次
分佈、運具選擇、路網指派四
個主題再加上計畫方案評
估。於課程講授過程中，除了
介紹旅運需求分析模式的系
統架構之外，也會針對其中所
涉及的方法進行介紹，例如：
迴歸模式、個體選擇模 
式…等。第三部份則是「運輸
管理相關議題」，此乃是因為
鑑於現今環保意識、節能減碳
等觀念之風行，運輸規劃也應
該從有效利用既有資源來處
理運輸課題的角度來進行思
考。此部份的內容將包括：「運
輸系統管理」、「運輸需求管
理」、「智慧 
運輸系統」等主題。透過此部
份的內容，修課同學應可對
「善用既有資源來解決運輸
問題」能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與
認識。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屬於「智慧城市與智慧
運輸整合學程」、「運輸管理
微學程」，故開設跨院選修名
額，供其他學院學生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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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開放選修的原因 

1 

西 
灣 
學 
院 

全 來/去台灣：性別與遷
移 3 唐文慧 50 

(50) 

從性別與遷移的觀點，本課程以
移入與移出臺灣的移住/民為
例，從性別分析的觀點切入，讓
學生習得性別與遷移的相關理
論，探討以台灣為出發點的若干
實證研究成果。學生透過田野觀
察與訪談，從自身經驗與社會情
境中，進行個人反思，進而理解
遷移的「性別化」現象。 

2 全 未來科技與永續發展 2 劉叔秋 50 
(50) 

Technology has been progressing 
so rapidly that it has taken a major 
role in our everyday life, and is 
likely to re-shape future society 
fundamentally. Emerging 
technologies open wide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but requires more 
attention to examine its potentials, 
challenges and risks that might 
aff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how cutting-edg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developed and 
applied, how they interact with the 
society, and how they may serve 
as facilitators or obstacles for a 
sustainable society. 

3 全 英文商業書信 3 李香蘭 50 
(50) 

This course introduces students of 
intermediate level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o the 
writing and composing of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to 
prepare them for future 
profession. Through guided, 
structured writing activities 
students will have ampl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and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contexts. Students will further 
develop language skills through 
an array of classroom interactive 
activities to improve English 
comprehension and ultimately, 
write more, better, and with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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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開放選修的原因 

4 全 科技英文閱讀 3 陳美淑 50 
(50)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upper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language 
skill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 全 極限閱讀：挑戰想像
力與創造力 3 陳瑞華 50 

(50) 

本課程旨在透過閱讀小說培養
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學生將
透過「情境閱讀法」、「想像力
閱讀法」深入閱讀，並將文字轉
化為具體畫面。學生在閱讀過程
中利用想像力在腦海中演繹故
事情境，並運用創造力將腦海中
的故事情境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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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開放選修的原因 

6 全 英文學術寫作  3 陳瑞華 50 
(50) 

本課程旨在透過托福或雅思寫

作技巧提升中高級英文程度學

生的英文學術寫作能力。本課程

分為兩部分：第一、學生將依照

圖表資訊寫出至少150字的文章

段落，學生不僅能增加寫作能

力，還可以提升資訊整理能力。

第二、學生依照不同題目，寫出

至少250字論說題型的文章，以

學術規範寫出自己的觀點。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ith upper-intermediate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aim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skills through TOELF or 
IELTS writing practice. This 
cours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students will structure 
paragraphs of at least 150 word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e 
graphs. They not only can 
improve their writing skill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skills of 
organizing information.Second, 
students will write essays of at 
least 250 words based on different 
argumentative essay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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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開放選修的原因 

7 全 國際現勢書報討論  3 許家豪 50 
(50)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contour 
of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and examin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I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ourse, we will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ainstream theories 
by reading and discussing news 
reports and magazine articles. 

110/2西灣學院院新增課程名額 515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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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審查表 

★說明：依原人文組 103 年 11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修正之跨院選

修課程審核指標辦理本次審查，如下： 

(一) 課程設計符合通識教育精神或適合跨領域學習。 

(二) 課程屬於基礎性課程且未設有「先修課程」之限修條件者。 

(三) 適合全校大一、大二學生選修(若開在非大一、大二課程，請授課老師說明)。 

(四) 過去教學成效及教學助理表現良好(授權由本院院長及開課中心主任認定)。 

 

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
放名額 

是否建議 
開設 備註 

文學院 全 健康與人類：醫療

人類學導論 
閔瑪希 3 50 30 ■是 

□否 英語授課 

中文系 二 李白詩 鍾志偉 3 50 20 ■是 
□否  

外文系 四 
馬基維利的文學

與政治觀 
李祁芳 3 60 10 

■是 
□否 英語授課 

外文系 三 
英國文學：1900

以後 
賴怡芃 3 60 10 

■是 
□否 英語授課 

劇藝系 一 基礎設計 曾景濱 3 65 15 ■是 
□否  

110/2 文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285 85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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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理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
放名額 

是否建議 
開設 備註 

理學院 全 
高齡友善、精準健

康照護的理論與

實踐 
林育德等 2 50 50 ■是 

□否 

後醫先修課程 
各院學生皆可修
習跨院通識課
號，取得跨院選修
學分 

理學院 全 人體組織學 柯翠玲 3 60 60 ■是 
□否 

後醫先修課程 
各院學生皆可修
習跨院通識課
號，取得跨院選修
學分 

理學院 全 人體解剖學 柯翠玲 3 60 60 ■是 
□否 

後醫先修課程 
各院學生皆可修
習跨院通識課
號，取得跨院選修
學分 

理學院 全 智慧長照創新服

務開發模式 
莊承鑫 3 50 40 ■是 

□否  

化學系 四 PM2.5 氣膠生醫

科學 
王家蓁 3 70 20 ■是 

□否  

生科系 一 靈長類行為概論 徐芝敏 2 50 10 ■是 
□否  

生科系 三 免疫學 李哲欣 3 50 10 ■是 
□否  

110/2 理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390 250  

 

 

跨院選修課程（海科院提供）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
放名額 

是否建議 
開設 備註 

海科系 二 鯨豚保育生物學 布蓮思 2 50 20 ■是 
□否 英語授課 

110/2 海科院新增課程名額 5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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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社科院提供）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
放 
名額 

是否建議 
開設 備註 

政治經

濟學系 二 
試試這樣學行政

法—以案例討論

為中心 
李仲軒 3 50 20 ■是 

□否  

社會科

學院 
全 總體經濟學導論 吳致寧 3 60 45 ■是 

□否  

110/2 社科院新增課程名額 110 65  

 

 

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
放名額 

是否建議 
開設 備註 

人科

學程 
一 食品與營養 李容婷 2 50 30 ■是 

□否  

人科

學程 一 程式應用 楊政融 2 50 25 ■是 
□否  

人科

學程 二 運輸規劃與管理 夏晧清 3 50 20 ■是 
□否  

人科

學程 全 
[中山 x 高美館] 藝

術與創意城市 
趙可卿 3 50 40 ■是 

□否  

人科

學程 一 創客基礎 楊政融 3 50 20 ■是 
□否  

175



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
放名額 

是否建議 
開設 備註 

西灣 

學院 
全 

來/去台灣：性別與

遷移 
唐文慧 3 50 50 ■是

□否

西灣 

學院 
全 

未來科技與永續發

展 
劉叔秋 2 50 50 ■是

□否 英語授課 

西灣 

學院 
全 英文商業書信 李香蘭 3 50 50 ■是

□否

英語授課 
限非外文
系選修 

西灣 

學院 
全 科技英文閱讀 陳美淑 3 50 50 ■是

□否

英語授課 
限非外文
系選修 

西灣 

學院 
全 極限閱讀：挑戰想

像力與創造力 陳瑞華 3 50 50 ■是
□否

英語授課 
限非外文
系選修 

西灣 

學院 
全 英文學術寫作 陳瑞華 3 50 50 ■是

□否

英語授課 
限非外文
系選修 

西灣 

學院 
全 國際現勢書報討論 許家豪 3 50 50 ■是

□否 英語授課 

110/2西灣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650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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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0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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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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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各學系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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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第16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在案。 
二、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自109學年度起對外招生，於本學年

度起可招收轉校生，轉校審查標準如附件一。

三、 通過後，併第16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之審查標準公告。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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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山高醫學士班轉校審查標準

【110學年度高醫學生申請適用】 

110.12.○○本校第 17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審查 

   項目 

院系別 

學 業 成 績 先 修 科 目 轉校考試科目名稱及成績 課 外 活 動 附  註 

西

灣

學

院 

人 

文 

暨 

科 

技 

跨 

領 

域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無 無 

1、 書面審查:含自傳、轉

校動機說明、曾經參與

本學程活動及個人反

思、個人跨領域專題提

案(以一頁為原則)、成

績單及其他有利於審

查資料。 

 2、依成績審查，必要時得 

進行面試。 

課外活動表現與 

本學程有關者， 

審 查 時 一 併 考 

慮。 

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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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0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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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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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則第六十四條之一略以：各系、所、學位學程學位名稱之

訂定，… 學位中、英文名稱、學位證書註記等規定，經院系所務會

議通過，提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二、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碩士班自109學年度起招生，

新訂授予學位規定如附件一，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二。 
三、 本案通過後，自110學年度第2學期起畢業生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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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0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相關系所

案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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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學士班學生入學後，

表現優異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依行事曆規定時間，向擬就讀系所

碩士班提出預研生之申請，經各系所甄選通過者，取得預研生資格；

甄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並送教務會議核備」。

二、 本校各系所自訂「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如下：中文系、外文

系、音樂系、哲學所、劇藝系、生科系、化學系、物理系、應數系、

生醫所、醫科所、生藥所、精準所、電機系、機電系、環工所、資工

系、通訊所、光電系、材光系、材光系前瞻碩士班、企管系企業管理

碩士班、企管系醫務管理碩士班、資管系、財管系、公事所、行傳

所、海資系、海工系、海工系離岸碩士班、海事所、海科系、海下

所、海保所、政治所、經濟所、教育所、亞太所、社會系等共36系
所。

三、 本次修正之系所：劇藝系、生科系、機電系、資工系碩士班暨資訊安

全碩士班)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二)；
藝創所首度參加，甄選辦法(如附件三)，其餘系所無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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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第170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相關系所 

案由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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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本校目前參加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計畫之系所包括生科系、化學系、物

理系、應數系、生醫所、醫科所、生藥所、精準所、電機系、機電

系、環工所、資工系、資工系資訊安全碩士班、通訊所、光電系、材

光系、材光系前瞻碩士班、海資系、海工系、海工系離岸碩士班、海

科系、海下科技所、海保所、政治所、敎育所、政經系，共23系所。 
二、 本次物理系、醫科所提出修正，審查標準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後審

查標準如附件二，其餘系所無修正。 
三、 110學年度申請時程規劃如附件三供參，請參予系所配合宣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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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對照表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物理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年度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110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

分制 80分)(含)以上或申請前學

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生數

前百分之 30以內者。 

【同109】 【同109】 【同109】

109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

班學生數前百分之 20以內者； 

或 歷 年 學 業 成 績 平 均

GPA3.38(百分制 80分)(含)以上

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
單與有利於審查之
資 料 ： 如 相 關 競
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
第(百分制70分)者，
須附繳學生事務處
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

經轉學考入學之學

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

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學年度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如列需調整修習學期

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

合事項

110 

學士班階段 ３年 學業成績優異，能在第三年結束
取得學士學位為原則。

碩士班階段 １年 【同 109】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同 109】 

109 

學士班階段 ３年
學業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
屆滿一學年修滿物理學系全部應
修科目和學分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博士班階段 ３年 滿足博士班畢業學分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同 108】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物理學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學院相關學系。

三、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須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或擔任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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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對照表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醫學科技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年度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

查資料 
附    註 

110 【同 109】 
【同

109】 
【同109】 【同109】 

109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

班學生數前 3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者。 

學士班階段

需完成下列

先修科目: 
書報討論

(一、二) 

1、資料審查（含
成績單與有利
於 審 查 之 資
料：如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
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
分制70分)者，須附繳學
生事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

學考入學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

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學年度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
調整修習學期課

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110 

碩士
班階
段 

１年 依本所碩士班修
業規定修課 依本所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博士
班階
段 

３年 依本所博士班修
業規定修課 依本所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109 

碩士
班階
段 

１年 依本所課程結構圖
修課。 

預研生需配合本所修課規定。 

博士
班階
段 

３年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同 108】 
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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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生物科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無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等）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大 四必修 課程書 報討 論

(一)、(二)，請事先於大三

上、下學期修習。(選本課程

前，請事先向系上申請) 

必須符合本學系學士學位之規

定 

碩士班階段 １年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必須符合本學系博士學位之規

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生科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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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化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 3.38 (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
第(百分制70分)
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

經轉學考入學之學

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

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如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依本系建議之大學部必修科

目表修課  

1.需符合「國立中山大學各學系學

士學位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

辦法」資格。 
2.大學部學生入學後，經一位本系

老師推薦，得於ㄧ年級下學

期，依公告申請規定時間向本

系提出申請。 
3.畢業當學年度參加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本系建議之碩士班必修科

目表修課  
1.需符合「國立中山大學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博士班階段 ３年 依本系建議之博士班必修科

目表修課 

1.需通過「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

試相關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196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物理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

分制 80分)(含)以上或申請前學

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生數

前百分之 30以內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
單與有利於審查之
資 料 ： 如 相 關 競
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制
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務處
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考入

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如列需調整修習學期課
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學業成績優異，能在第三年結束取
得學士學位為原則。  

碩士班階段 １年   

博士班階段 ３年 滿足博士班畢業學分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物理學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學院相關學系。 
三、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須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或擔任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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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應用數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5%以內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學
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

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如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碩士班階段 １年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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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生物醫學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學士班階段需

完成下列先修

科目: 

1. 分子生物學  
2. 生物化學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學
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

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1 年 細胞分子生物學  

博士班 3 年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二、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需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或擔任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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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醫學科技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 
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

班學生數前 3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者。 

學士班

階段需

完成下

列先修

科目: 
書報討

論(一、

二)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
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
相關競賽、課外活動
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

考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
整修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本所碩士班修業規
定修課 依本所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博士班階段 ３年 依本所博士班修業規
定修課 依本所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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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生技醫藥研究所碩士班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 
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

班學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
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
相關競賽、課外活動
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

考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

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
整修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本所建議之碩士班

必修科目表修課 
預研生須配合本所修課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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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精準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 
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

班學生數前 20%以內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
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
相關競賽、課外活動
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

考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

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
整修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本所修業規定修課 需符合「國立中山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
作業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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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電機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 3.38  (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1.大四上之「電工實驗

（五）」請自行調整至大

三上修習。 
2.大四上之七選一必修實

作專題，請於大三前完

成。 

 

碩士班階段 １年 

 
碩博士班書報討論共計 6
學分，請自行規劃於 7 學

年內修習完畢。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博士班資格考請於博士班

階段第一年符合資格。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學院相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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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百分制 76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題
成果、相關競賽、課外活
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1.大二提前進行專題研究，
大三上學期參與專題成果
展，修習必修課「機電實
務專案」 

2 大四上學期必修熱流實
驗.，調整至大三上學期修
習 

1.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2.需事先與導師討論訂定可行
之學習計畫。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照研究方向選修相關課程 

1.碩一時應申請逕修讀博士班
(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該碩士
班前三分之一以內；或經系所
評定成績優異具研究潛力者)。 
2.與指導教授討論訂定研究方
向。 

 3.閱讀國內外期刊。 

博士班階段 ３年 

1.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0 學  
分。(含碩士班已修的研究所
課程，學分抵免不受應修學
分數二分之一之限制)。 
2.選修組內講授類 4 門核心
課程。 
3.資格考核以修習兩門本組
及一門外組碩博士班之核心
講授類課程方式為之，且選
修之三門科目成績應達 70
分以上，並名列該門全班成
績前 1/2(含)。 

1.完成修畢應修核心課程及畢業
學分。 
2.資格考核通過。 
3.英文程度及發表著作達系上畢
業規定。 
4.完成博士畢業論文。 
5.得申請菁英博士獎學金(三
年)。 
6.閱讀國內外期刊。 
7.參加國際會議。 
8..提升英語能力。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機電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不受理其他系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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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環境工程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 
課外活動 

附    註 

無 

1、 工程數學

或統計學 

2、 流體力學 

3、 熱力學 

4、 環境化學 

5、 生物學 

6、 水文學 

1、 申請書(含自傳) 
2、 研究計畫書 
3、 大學成績單與名次 
4、 教授推薦函兩份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教學

及課程委員會會

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 

碩士班階段 1 年  
依本所碩士班學位考試相關規

定修課 

博士班階段 3 年 

修滿至少本所課程 24 學分

始得畢業。前述 24 畢業學

分中，最多包含 2 門專題研

究課程 6 學分；碩士成績單

上記載已修習課程，經審核

通過後得酌予抵免 6 學分，

唯博士班修習之課程與原在

本所碩士班修習之課程相同

者(不含專題研究課程)，不

計入畢業學分。在本所修習

之課程至少需包含 1 門分析

（實驗）課程（不含碩士班

修習之課程）。 

必須符合本所博士班研究生資

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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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資訊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等）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請留意本系學士班畢業學

分(門檻)相關規定及課程

規劃。 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碩士班階段 １年 請留意本系「碩士班研究生
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博士班階段 ３年 

請留意本系「博士班研究生

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

定」，並通過畢業論文口

試、完成論文。 

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管理學院相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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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安全碩士班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等）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請留意本系「碩士班研究生
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需自行安排學習計畫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管理學院相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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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通訊工程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或該學年每學

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題
成果、相關競賽、課外活
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碩博士班書報討論共計 6
學分，請自行規劃於 7 學

年內修習完畢。 
 

1、與指導教授討論訂定研究
方向。 
2、閱讀國內外期刊。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博士班資格考請於博士班
階段第一年符合資格。 

1. 完成修畢應修課程及學
分。 

2. 資格考核通過。 
3. 英文程度及發表著作達所

上畢業規定。 
4. 完成博士畢業論文。 
5. 得申請菁英博士獎學金(三

年)。 
6. 閱讀國內外期刊。 
7. 參加國際會議。 
8. 提升英語能力。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理、工學院相關學系。 
 

 

 

 

 

 

208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光電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或該學年每學

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百分制 76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指
導教授推薦信與有利於
審查之資料：如專題成
果、相關競賽、課外活
動等） 

2、經由本系組成委員會面
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
第(百分制70分)
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

經轉學考入學之學

生及降轉生學業成

績以在中山大學為

主。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

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1.大二時， 需修「光電工
程專題」，進行專題計畫
研究，於大三時參與專題
成果展。 
2 大三時，需修完大學課
程。 

在與指導教授討論下，訂定可
行之專題計畫與修課計畫 

碩士班階段 １年 

1.依照研究方向選修相關
課程 
2.此階段前完成碩士班必
修課程。 
3.此階段前完成，需提博
士生專題研究計畫。 

在與指導教授討論下，訂定可
行之專題計畫 
 

博士班階段 ３年 

1.依照研究方向選修相關
課程 
2.此階段完成前，符合博
士班所需規定。 

1.加深碩士班工作與延伸。 
2.參加國際會議。 
3.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4.提升英語能力並完成英語能
力門檻。 
5.通過博士生畢業資格門檻。 
6.指導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畢
業論文。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209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 
課外活動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

學生數前 20%以內者；或該學年

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
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 

學士班階段 ３年 須符合本系學士必修科目
表內之相關規定。  

碩士班階段 １年 須修完本系碩士學位授予
辦法中之修課要求。  

博士班階段 ３年 
須依本系博士學位授予辦
法及相關規定中之修課

規定。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材光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不受理其他系所申請。 
 
 
 

210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前瞻應用材料碩士班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 
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

班學生數前 20%以內者；或該

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

考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

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
整修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須修完本系碩士學位
授予辦法中之修課要

求。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並限材光系。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不受理其他系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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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 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等）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課
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請調整於大三前先修畢「海洋資

源專題研討(一)」及「海洋資源專

題研討(二)」兩門必修課。且依必

修科目表之畢業要求，修畢 128 畢

業學分。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依組別於一年內之必修學分須修

畢： 
甲組：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一)、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二)、教學實習、分子細胞生物學

(一)、分子細胞生物學(二) 。 
乙組：海洋生態專題研討(一)、海

洋生態專題研討(二)、教學實習、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一)、海洋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二) 。 
丙組：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一)、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二)、教學實習、海洋天然物與化

學分析(一)、海洋天然物與化學分

析(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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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期課
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博士班階段 ３年 

依組別以下之必修學分須修畢且

依必修科目表之畢業要求，修畢

18 畢業學分（含博士預修課程所

列入逕修讀後之學分）： 
甲組：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五）、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六）、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七）、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

（八）。 
乙組：海洋生態專題研討（五）、

海洋生態專題研討（六）、海洋生

態專題研討（七）、海洋生態專題

研討（八）。 
丙組：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五）、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六）、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七）、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

（八）。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須維持互惠原則)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須維持互惠原則) 
三、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須維持互惠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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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
學業成績總名次證明、
推薦信、讀書計畫及其
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如相關競賽、課外活動
等） 

2、 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依照本系必修及必選修課
程於三年內修畢完成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碩士班階段 １年 
須依本系碩士學位授予規
定及必修科目表規定之
課程修課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博士班階段 ３年 
須依本系博士學位授予規
定及必修科目表規定之
課程修課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三、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需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或擔任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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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碩士班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 
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

班學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

者。 

無 

1、 資料審查（含成績單、
學業成績總名次證明、
推薦信、讀書計畫及其
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如相關競賽、課外活動
等） 

2、 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百分
制70分)者，須附繳學生事
務處之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轉學

考入學之學生及降轉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會議通

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
整修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須依本系碩士學位授

予規定及必修科目表

規定之課程修課。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三、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需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或擔任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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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海洋科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百分之 50以內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相關

會議審查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除必修課程外,四個領域課

程主修領域最低需修習 21
學分以上，其餘領域最低

需各修習 6 學分以上 

大三須選定指導教授，其他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碩士班階段 １年 
須依本系碩士學位授予辦

法及相關規定中各組要求

之必選修課程說明修課。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博士班階段 ３年 

須依本系博士學位授予辦

法及相關規定中各專長要

求之必選修課程說明修

課。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申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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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海下科技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百分之 30以內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於本所就讀期間，最低修習學

分為 21 學分，其中講授課程學

分數最低為 17 學分（不包含專

題研究類課程）。每學期至少修

1 學分「海下科技研討」，專題

研究類課程至多採計 2 學分 

*必修課程： 

(1)海下科技研討（一）、（二） 

(2)學術研究倫理教育 

*必選課程： 

(1)海上實習（一）、（二） 

(2)選修一門海洋物理相關課程 

（每週堂授至少 2 小時\）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二、合作系所配合事項 

合作系所需共同規畫七學年預研生之培育計畫。 
其他：七學年預研生之博士論文需將合作系所教師列為共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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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海洋生態與保育研究所碩士班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 
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

在該系該班學生數前

百分之50以內者。 

無 

l、資料審查(含成有利
於審查之資相關競
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等第
(百分制70分)者,需
附繳學生事務處之
說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
轉學考入學之學生
及降轉生。 

3、需經本所相關會議審
查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
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1年 

須依本所碩士學位授予辦

法及相關規定中各組要求

之必選修課程說明修課。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中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二、除受理本系學生中請外,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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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政治學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 
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修習「政治/社會」

領域科目之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 (含)以上者。 
「政治/社會」領域科目依

本所認定為準。 

「政治

/社
會」領

域科目

至少2
科 

1.資料審查： 
本校歷年成績單、自

傳（含個人簡歷、生

涯規劃、報考動機、

研究興趣等）、原就讀

科系教師二人之推薦

信函，與有利審查之

資料 
2. 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 B-等第

(百分制 70 分)者，須

附繳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於經

轉學考入學之學生及

降轉生。 
3.需經本所審查會議通

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

整修習學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修畢十二學分（含於
提出申請之當學期即
將修畢之學分）以
上。 

1. 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全班
前 10%以內。 

2. 於專業學術研討會上單獨發表或於期
刊出版學術性論文一篇經本所審查通
過，始得繼續修讀博士班。 

3. 獲准逕修讀本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
可將之前碩士班所修學分，依據本所
「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審查要點」申請
抵免至博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 

博士班階段 ３年 

1. 必修：政治學方
法論 

2. 博士研究生最少
應修滿三十學分
（不含論文指導
類課程）。 

3. 應於畢業前選修
論文指導類課程
三學分。 

博士生應符合本所「多元學習護照」制
度、「論文發表點數」，及「英文能力檢
核」規定，且博士學位論文須先經「論
文計畫書」口試通過。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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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教育研究所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申請前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 20%以內者； 
或該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38(百分制 80 分)(含)以上者。 

無 

1、資料審查（含成績單與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如相關
競賽、課外活動等） 

2、面試 

1、操行成績未達B-
等第(百分制70
分)者，須附繳
學生事務處之說
明。 

2、本審查標準適用

於經轉學考入學

之學生及降轉

生。 

3.需經本系所審查

會議通過。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碩士班階段 １年 

教育專題研究(一)(二) 

專題研討(一)(二)(博士班必

修)、 

教育學方法論研究、 

高等教育統計學研究 

*碩士班-三大主修領域需修習

至少 9 學分。 

配合事項： 

1.三大主修領域需修習至少 9 學

分。 

2.修習博士班專題研討課程每學期

需進行報告。 

3.修業期間至少發表一篇研討會論

文。 

博士班階段 ３年 

專題研討(三)(四)、 

獨立研究(一)(二) 

*博士班-三大主修領域需修習

至少 9 學分。 

*博士班畢業學分為 34 學分。 

配合事項： 

1.三大主修領域需修習至少 9 學

分。 

2.博士班畢業學分為 34 學分。 

3.修習博士班專題研討課程每學期

需進行報告。 

4.修業期間至少一本所名義發表二

篇學術論文、其中一篇為 SSCI、

SCI、A&HCI 或 TSSCI 期刊並為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且不得為碩士

畢業論文(或期刊接受視同發表)；

及二篇國際研討會論文。 

5.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任資格考核。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是否開放他系學生申請本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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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學生申請審查標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申請適用） 

 

系別：政治經濟學系 

壹、審查標準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甄試項目/審查資料 附    註 

-- -- -- -- 

 
貳、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規畫 

階段 修課期間 修課建議（臚列需調整修習學
期課程） 

說明:需預研生配合事項 

學士班階段 ３年 

一、二年級按照必修科目

表修畢，三年級上學期修

習畢業專題（二）、總體

經濟學（二）、國際政治

經濟學；三年級下學期修

習政經實作專題（一）、

公共經濟學。 

提早修習畢業專題請先行與系辦

與指導教師聯絡 

 
參、合作系所調查及配合事項 
一、本系學生除申請本系所外，可申請之跨領域合作系所： 
參與「七學年學碩博培育計畫」之系所皆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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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育才計畫」作業期程 

110.12.20

期程 作業事項

相關規定公告

https://oaa.nsysu.edu.tw/index.php 

1. 本校「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博育才實

施辦法」

2. 「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

法」

3.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4. 「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110.12.28 
相關系所擬定 110 學年度申請適用之「七學

年學碩博學生審查標準」，提 170 次教務會

議討論。

111.1.24 
預定公告全校學生成績排名

開放學生申請(依行事曆及公告日程) 

111.2.21 前 
系所辦理甄選，並於網站公告核准名單。 

系所送交核准名單至註冊課務組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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