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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議程 

時間：民國 111年 10月 14日上午 9時整 

地點：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 (集思會議中心) 

主席：丁教務長詩同 

甲、 報告事項 

一、 112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 

經教育部核定招收學士班 3,467人，碩士班 3,869人，碩士在職專班 530

人，博士班 678人，合計 8,544人；簡要說明該部核定結果如下： 

(一) 核定招生名額部分： 

1. 依 112 學年度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 (AI) 及資訊安全碩士

人才計畫，核予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外加名額 2 名、電機工

程學系碩士班外加名額 5 名、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外加名額

6名、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外加名額 4名、資訊網路與多

媒體研究所碩士班外加名額 3 名、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碩

士班外加名額 15名、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安全碩士班外加名額

15 名、電信工程學研究所智慧科技與資訊安全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外加名額 15名。 

2.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108-109學年度師資質量未符合基準，

至 110學年度仍未改善，調減碩士班招生名額 1名。 

3.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12學年度在量內名

額自行調整招生名額 2 名前提下，核予外加碩士在職專班招

生名額 18名。 

4. 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安全碩士班核予外加碩士班名額 10名；電

機工程學系博士班資訊安全組核予外加博士班招生名額 2名，

惟前揭外加招生名額與「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

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之「獎助學金補助名額」不同，產博獎

助學金補助名額仍以該計畫核定為準，併請於招生簡章註明。 

5. 配合行政院循環經濟推動方案培育材料相關人才，同意本校

於自行調整招生名額 5 名前提下，援例外加「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國際應用材料碩士班」招生名額 9名。 

6. 配合國家政策方向，由教育部核予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5

名、智慧醫療與健康資訊碩士學位學程 5 名，及統計與數據

科學研究所 15名等 3系所之外加名額。 

(二) 核定同意本校 112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申請案共 6案： 

計核定增設工學院「智慧工程科技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生物資

源暨農學院「生物科技與食品營養學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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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數據拓析統計研究所」、國際學院「防災減害與韌性碩士學

位學程」、生命科學院「植物生物科技產學研發博士學位學程」、醫

學院「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博士班」等 6案。 

二、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相關業務 

本校 110 學年度共有外國語文學系等 25 單位完成評鑑，並於 09/29 召

開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校方協調會議，就評鑑委員建議事項需由校級單

位協助辦理或跨單位協調事項進行討論，會後並將會議決議函送各校

級相關單位協助辦理改善，並請各受評單位據以落實執行；111學年度

受評單位經提 08/19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確認後，計有理學院等 38 單位

接受評鑑，將依據 111 學年度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計畫陸續展開評

鑑作業。 

有關本校向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申請「大專校院自辦品質保證」認定，已

通過「機制審查」，目前已完成 106-110 學年度 5 年期的自辦品質保證

計畫，並於 09/15繳交結果報告進行「結果審查」初審。 

三、 111-1學期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為保障因疫情延遲入境學生之就學權益，本校於 111-1學期繼續實施學

生安心就學方案，提供延遲入境新生線上註冊服務，請授課教師視實際

情形，提供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課程，協助學生修習課程。 

四、 擴大希望、爭取菁英 

教務處執行本校「擴大希望、爭取菁英」招生策略，訂定「希望獎學金」

及「傅鐘獎學金」招生獎學金，並持續增加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招生名

額，此三項措施說明如下： 

(一) 希望獎學金：為協助學士班經濟不利及特殊境遇學生就學，本校提

供該類一年級新生入學當學年、舊生第二學年起至修業年限期間

前一學年成績排名學系 30%以內者，低收入戶每人每學年 10萬元、

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每人每學年 6萬元獎學金，111學年度

於 10/04召開審查委員會審議獲獎名單。 

(二)  傅鐘獎學金：為鼓勵優秀高中畢業生就讀本校，學生具有優秀表

現經學院及本校審查核定後，每人每學期獎學金 10萬元，入學後

每學期符合學系自訂科目排名 10%以內可續領，最高 8學期共 80

萬元，111學年於 10/04召開審查委員會審議獲獎名單，並另辦理

頒獎典禮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三)  擴大弱勢生招生：為善盡社會責任，本校逐年提高弱勢生招生人

數，並於學士班個人申請增加希望組。112學年度希望入學單招預

計招收 50名，個人申請希望組預計招收 5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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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大校長獎 

為提昇本校學士班學生學習風氣，鼓勵學業優異表現，自 111學年度起

頒發臺大校長獎，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一) 獎勵對象及資格：學士班二年級至修業年限最高年級之在學學生 

(不含延畢生)，前一學年學業表現優異且未受懲處者。 

(二) 獎勵名額：各學系 (學位學程) 前一學年具正式學籍之非應屆畢業

在學人數百分之二計算。 

(三) 獎勵方式：每學年頒獎一次，頒予獲獎者獎狀及發給與獲獎者所屬

學系前一學年學雜費全額相同之獎學金。 

六、 博士生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人才就讀博士班並發揮潛能，本校依科技部 (現已改名國科

會) 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設立「博士生獎學

金」，本獎學金自 108 學年起試辦，111 學年起更擴大辦理，原優秀博

士生獎學金已更名為椰林優秀博士生獎學金，並增設學校名額 11 名，

另設立勤學獎學金 57 名。111 學年度本校獲國科會核定優秀博士生獎

學金名額 58名。本校已於 08/10召開獎學金審議委員會核定獲獎名單。 

七、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學生數 

本校本學期註冊學生數共有 (分別為學士班截至 09/13、碩博班截至

09/06之統計數據)： 

(一) 學士學位班：17,722人。 

(二) 碩士班：11,300人。 

(三) 碩士新生註冊率 (註冊人數/招生名額) 4,780/4,866=98%。 

(四) 博士班：3,174人。 

(五) 博士新生註冊率 (註冊人數/招生名額) 527/741=71%。 

(六) 外籍生：學士班 415人；碩士班 508人；博士班 369人。 

(七) 僑生：學士班 1,250人；碩士班 360人；博士班 314人。 

(八) 陸生：學士班 5人；碩士班 273人；博士班 77人。 

八、 碩、博士班 112學年度招生 

(一) 碩士班及博士班甄試招生： 

碩士班名額 2,640名 (含外加)、博士班名額 265名 (含外加) 

網路報名日期：111/09/29-10/06 

放榜日期：111/11/02、11/16 

(二) 碩士班考試招生：招生名額暫定 1,712名 (含外加) 

網路報名日期：111/11/29-12/07 

考試日期 (筆試)：112/02/04-02/05兩日 

放榜日期：無口試 112/03/02、有口試 112/03/15 

(三)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招生名額 40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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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日期：112/02/17-03/09 

放榜日期：112/05/11 

(四) 博士班招生 (招生名額暫定 580名) 

網路報名日期：112/04/10-04/17 

放榜日期：112/05/11、06/05 

九、 112學年度續辦國防學士班招生 

本校於 109/07/24 與國防部簽署合作辦理國防學士班，110 學年度首度

招生計 1名經濟學系新生註冊入學，111學年度招生計 1名大氣科學系

新生註冊入學。112學年度以物理系、化學系、大氣系、經濟系、機械

系、化工系、醫工系、生工系送教育部核定外加名額 8名辦理招生。 

十、 111學年度學士班 2年級轉學生招生 

(一) 招生學系組及名額：一般生 50學系組共 176名。 

(二) 報名人數：2,500人。 

(三) 錄取人數及錄取率：172人 (含疫情應變措施錄取人數 13名)，錄

取率 6.36%。 

(四) 註冊人數：170人。 

十一、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畢業人數 

本校 110-2學士班畢業人數 3,013人；碩士班 1,898人；博士班 174人。 

註：碩博班資料日期為 09/06，惟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110-2 碩

博班學位論文繳交截止日延至 09/30。 

十二、 111學年度學生轉系、輔系、雙主修及校學士申請 

(一) 本校 111學年度學士學位班學生申請及獲准轉系、修讀輔系、雙主

修之學生人數如下： 

轉系 輔系 雙主修 

申請 

人數 

獲准 

人數 

獲准 

比率 

申請 

人數 

獲准 

人數 

獲准 

比率 

申請 

人數 

獲准 

人數 

獲准 

比率 

661 277 41.9% 1,409 467 33.1% 1,399 483 34.5% 

(二) 碩士班計 28 名申請修讀雙主修，核准 15 位；博士班計 2 名申請

修讀雙主修，核准 0位。 

(三) 111學年度共計 13人申請校學士，錄取修讀校學士 6人。 

十三、 臺灣大學系統開放跨校雙主修輔系 

為開拓國立臺灣大學系統三校學生學習視野、增廣學習領域及促進校

際合作，並充分利用三校師資與設備，三校自 108 學年度起開放學士

班學生申請跨校修讀輔系，本校自 111 學年度起開放學士班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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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修讀雙主修，111學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111學年度申請暨核准跨校輔雙人數統計表 

 臺大 臺師大 臺科大 

輔系 雙主修 輔系 雙主修 輔系 雙主修 

臺大學生申請/核准 N/A 32/13 28/8 34/11 27/14 

臺師大學生申請/核准 16/10 15/6 N/A 10/9 7/4 

臺科大學生申請/核准 7/4 3/2 4/4 2/1 N/A 

十四、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情形 

110-2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填答率達 37%，平均評鑑值達 4.51。茲檢附教

學意見調查結果評鑑值及填答率分析表如附件 1 (p.1-5) 供參。 

十五、 基礎學科免修認證考試 

為讓基礎學科實力優異之大一新生有更多修課規劃彈性，本校辦理基

礎學科免修認證考試，學生通過考試後直接取得學分，促進自主多元學

習。 

111 年度於 08/25-08/27 舉行，開放本校及外校學生報名認證考試之基

礎學科包括：大一英文、國文 (今年度新增僑生、國際學生考科)、微積

分、普通物理學、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及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等 7

科，另 08/17-08/24開放本校大一英文免修之審查類申請。 

 

 基礎學科 認證科目 

考試類 
審查類 

通過人數 
報名 

人數 

免修 

通過人數 

1 英文 
英文寫作測驗 

235 64 412 
英文聽力測驗 

2 國文 
國文 165 56 

-- 

國文 (僑生、國際學生) 47 8 

3 微積分 
微積分 1 116 25 

微積分 2 109 22 

4 普通物理學 
普通物理學甲 

110 8 
普通物理學乙、丙 

5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甲 21 0 

普通化學丙 62 5 

6 個體經濟學原理

與實習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

習 
23 1 

7 普通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甲 

30 2 
普通生物學乙 

總計 918 191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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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助理核定名額 

教務處業於 7 月核定基礎暨專業課程教學助理學士生 66 名、碩士生

274名、博士生 177名，合計 517名；另通識課程教學助理核定學士生

55名、碩士生 149名、博士生 83名，合計 287名，總計全校配置 804

名教學助理。如教學助理獎勵金尚有餘款，擬依教學單位需求，就原核

定課程調增教學助理名額。 

十七、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11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專任教師方面，計選出教學傑出獎 24

名、教學優良獎 221名，另全英語授課部分，教學傑出獎 4名、教學優

良獎 20 名；兼任教師方面，計選出教學傑出獎 3 名，教學優良獎 42

名；另計有臨床教師教學優良獎 5人，配合教師節擇日舉行頒獎典禮。

教學傑出教師教學事跡亦將由本校編印「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送各學院及獲獎教師各 5本參閱。 

十八、 教學發展中心業務推展近況 

(一)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1. 新進教師研習營：08/17-08/19 於溪頭辦理，本次營隊結合線

上自學資源與線下實體活動，並新增多場次小組討論，融入探

究能力、數位教學、課綱改革、領域專長及教學研究等高教議

題，增進同儕連結、創造跨領域契機，共計 68位新師參與 (含

6位外師)。課後回饋填答率 98.53%，課程整體幫助度 4.57 (5

分量表)。 

2. 教師精進研習營：10/26-10/27假桃園名人堂花園大飯店辦理，

以「多元學習樣態」為主軸，結合領域專長與學習規劃等議題，

引導教師從教學現場進行觀察與反思，9 月初重啟報名至

09/28止，10/03公告學員名單。 

3. 鼓勵教學研究：111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本校共計通過

24 件，通過率達 51.1%，高於全國平均；110 年計畫中 18 案

已報部核結、12案展延、1案為兩年期。另 111-1學期校內教

學實踐育成計畫 17 案申請，審查決議補助 13 案，計畫期程

為 111/09/01-112/01/31。 

4. 專案教師植圃計畫：08/05辦理 110-2學期先導型計畫成果交

流會，10位參與教師交流運用 BOPPPS教學結構於課堂之經

驗，並分享教學實踐研究過程。111學年度植圃計畫於 09/07-

09/16徵件，開放近兩年入職之新進專案教師申請，每案補助

12萬元，計畫期程為 111/09/20-112/07/31，期程內須完成教學

知能研習、課堂觀察交流、教學實踐研究及期末成果交流。 

5. 領航教師媒合服務：08/24辦理 110學年度期末交流活動，共

計 12 位教師參與。111 學年度媒合服務截至 09/07 止共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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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mentee與 25位 mentor申請參與，10/07辦理期初交流會。 

(二) 學生學習成效促進 

1. 教學助理 (TA) 培訓：111-1採非同步線上及實體研習雙軌制，

學生可依學習需求擇一參與以取得認證。08/17-09/01 為線上

研習，08/31 辦理實體研習，兩者共計 969 人報名、772 人獲

得認證；09/05-09/26 可線上補課。另學院自辦研習，08/01、

08/19創新設計學院有 23人獲得認證，08/26電資學院有 169

人通過認證。 

2. 希望計畫：111 年度希望計畫新生營於 08/08-08/09 假菁山遊

憩區辦理，出席新生 39 人、學長姐 21 人、師長 9 人與會帶

領，共計 69人；活動滿意度及幫助度皆為 4.83。 

3. 研究生精進計畫：09/17於博雅 103教室辦理研究生新訓講堂，

截至 09/07共 141人報名。 

4. 國際讀書會計畫：國際移動培力系列講座 07/31由生科系校友

謝宗廷先生分享「普通人也能辦到的海外求職術」，共 55 名

學生線上與會。08/10-08/31 與筑波大學辦理線上讀書會，探

討 SDGs #5 性別平權，邀請社會系郭貞蘭副教授共同擔任期

末成果發表評審，共計 32 位本校及筑大生參與。111-1 學期

與國際學院合開「大學學習與文化：跨國小組討論」課程，招

收本校與密涅瓦大學學生，安排密集討論學習文化差異主題。 

(三) 教務政策規劃與研究 

1. 學習問卷：大學生問卷於 06/30截止填答，回收 1,915份問卷，

填答率 16.7%。8 月上旬完成大四探究問卷初步分析。111 學

年度大學部新生問卷定稿，加入自主學習能力相關題項。另進

行 110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四象限分析。 

2. 領域專長推動：06/29 公告領域專長模組計畫徵件，自 111-1

學期起，所提領專須包含 1 門總整課程，鼓勵教學單位邀請

業師共同規劃領專課程與授課，以及跨教學單位合作開設領

專。截至 08/09已提供 14個領域專長、共計 18位老師優化諮

詢，諮詢後有 11 個領域專長繳交計畫書，書審後全數通過。

另製作「有方向的探索」海報，於 111年新師營展覽，呈現臺

大新生四象限、學士榮譽學程、領域專長、探究學習。此外，

9月底公告鼓勵學生提出希望修習的領域專長主題與原因，以

供教學單位參考與接案。 

十九、 數位學習中心業務推展近況 

(一) 數位教學資源建置與應用 

1. 教學資源製作 

(1) NTU MOOC 累計上線 67 門課程；自 103 年至 11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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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累計約 135萬人註冊、49,571人完課、8,077人購買

證書。 

(2) NTU OCW累計上線 251門，網站瀏覽逾 1,800萬人次。

新增 6 門課程，包括，「學術寫作停看聽」(中英文版)、

「普通物理實驗」、「電磁理論」、「普通化學 (2021)」、「人

文科技的交響 (三)：新趨勢與新素養」等。 

(3) NTU SPEECH 典藏累計 2,990 場演講、網站累計逾 190

萬瀏覽人次，YouTube頻道累計逾 1,200萬觀看次數。 

2. 教學資源應用：111-1學期提供「活用希臘哲學」、「實驗經濟

學」、「唐詩新思路 」、「用 Python做商管程式設計」、「頑想學

概率：機率」、「東亞儒家人文精神」、「東亞儒學：孟子」、「毒

道之處：食品安全」、「東坡詞」、「Taiwan Law in Focus: Economy, 

Society and Democracy」、「Operations Research: Models and 

Algorithms」等 11門線上通識課程開放學分採計。 

(二) 數位教與學環境提升與優化 

1. NTU COOL： 

(1) 111-1起 NTU COOL正式接手 CEIBA角色，成為本校唯

一教學平臺，截至 09/07計有 4,934門課程於 NTU COOL

開課，將持續協助師生順利地進行新舊平臺轉移，提供文

字與影片指引，以及電話、信件與實體諮詢。 

(2) 07/01 進行 ISO27001 認證外部稽核，無不符合事項，順

利保持證書有效性。 

(3) 07/12、08/12完成 Canvas LMS進版；合授教師開課及課

程資訊編輯功能增加欄位之開發專案於 07/20上線；課程

成員名單提供教師依教務系統慣用方式排序之功能改善

開發專案於 09/02上線。 

(4) 完成 CEIBA 唯讀模式與一鍵下載功能的開發與測試，

09/30正式上線，並調整 NTU COOL複製 CEIBA的相關

功能。 

(5) 進行成績管理功能外部工具之開發，依臺大教師之使用

習慣，提供更合適之成績管理工具，預計111-2學期上線。 

2. 錄播系統：完成第三期錄播系統 (博雅教學館) 上線測試及驗

收，以及錄播設備之安裝與管理系統新版上線。協助教師於共

同、博雅、綜合教學館使用課程自動錄播，截至 09/07已有 150

門課程申請課程自動錄影服務。 

3. 未來教室：111-1學期開學前完成三間未來教室斷網並更換防

火牆密碼，以及完成三間教室設備使用培訓及開放教學演練；

協助未來教室參訪活動，包含中華電信學院、公務人力發展學

院、本校生工系等。另持續追蹤與協助院系建置未來教室，協



A9 

助審閱各院系申請教務處之建置補助企劃書。 

4. 拍攝器材借用：111-1學期已有 5門課程借用器材。 

(三) 推廣數位教學及開放教育資源 

1. 數位增能工作坊：07/05舉辦「未來教室分享會」，由公衛系詹

長權老師、臺文所張俐璇老師、外文系劉威辰老師、物理系朱

士維老師分享，共計 26位師生參加，活動滿意度 5.8 (6分量

表)。07/28辦理「國外未來教室分享會」，共計 57位教職員與

會。 

2. 開放教育資源推廣：08/15舉辦本校線上課程高中推廣計畫記

者會，線上同步直播，共計 4 家媒體現場參加，17 家媒體報

導，20 筆新聞露出。該計畫函請教育部國教署宣傳，並發函

各高中。 

3. 嗨教育 YouTube頻道：發佈「開箱 D-School創新設計學院 」、

「臺大線上課程高中推廣」影片。 

4. 臺大 YouTube EDU及電視牆推播系統：新增「FACULTY+ 單

元三十三：未來教室教學法分享會」等 6部影片。 

二十、 學習規劃辦公室業務推展近況 

(一) 參與 08/08希望新生營、08/18新師營、08/31新生入門書院等宣傳

活動，09/03 參與僑陸新生講習，09/24 參與碩博陸生講習介紹服

務內容。 

(二) 09/12 辦理揭牌典禮暨實體展開幕式，111-1 學期以實體展為主軸

規劃系列活動，推廣學習規劃服務。 

二十一、 各系所學位學程法規修 (訂) 定 

文學院戲劇學系修訂「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入學及修

讀學位辦法」如附件 2 (p.6-11)。 

二十二、 各系所學位學程必修課程異動報告：如附件 3 (p.12-26)。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註冊組、研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則」修正草案 (節錄) 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 4 (p.27-33)，請討論。 
說 明： 
一、 修正第五十二、八十條，明定符合畢業資格學生之畢業時間註記。 
二、 修正第六十九條，明定兼任教師指導學生須經專任教師同意始可

共同指導學生。 
決  議： 
 
 



A10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跨域專長評估作業要點」修正草案與修

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5 (p.34-36)，請討論。 
說 明：依法制作業手冊規定修正第一、二、三點文字。 
決  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正草案與修正條文對照

表如附件 6 (p.37-46)，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將學位學程更清楚納入本校學生抵免學生辦法規範範圍，另加

註說明若欲抵免課程與學分，已計入取得其他學位之情形，學系 
(學位學程) 之審核權限，故擬修正第二、五條。 

二、 為使語意更精確，酌修第一、三、四、六、七、八條文字。 
決  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研教組) 
案 由：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證書擬定全面加註「在職專班」文字，請討論。 
說 明： 
一、 教育部核定本校的招生班別計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及碩

士在職專班，本提案僅係於學位證書依入學班別記載一致。 
二、 碩士在職專班係為業界人才提供培訓，對於已有在職經驗之學生，

培訓後之加值效果遠高於一般生。 
三、 本校目前碩士在職專班計有 25 系、所、學位學程 (下稱系所)。

學位證書加註「在職專班」計有 12系所，未加註者有 13系所，
而加註的學生數遠高於未加註者，以 109學年度 517位碩士在職
專班畢業生為例，加註者有 317位，未加註者 200位。 

決  議：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研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修正草案與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7 (p.47-56)，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法制作業手冊規定修正第一、十三條文字。 
二、 修正第五條，增列第二目規定：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以外，

其他委員人數規範，另規定所外委員至少一人。 
三、 修正第九條，基於學位論文品保管控，新增畢業生應繳交「論文學術

倫理暨原創性聲明書」；為利學術流通，明訂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
其延後公開者訂定最高期限。 

決  議：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研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修正草案與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8 (p.57-61)，請討論。 
說 明：依法制作業手冊規定修正第一、二、四、十一條。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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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國際體育運動事務學士學位學程) 
案 由：擬定「國際體育運動事務學士學位學程」中、英文學位名稱如附件

9 (p.62)，請討論。 
說 明：擬定智慧醫療與健康資訊碩士學位學程：中文學位名稱為「體育學

學士」，英文學位名稱為「Bachelor of Physical Education」，縮寫
為「B.P.E.」。 

決  議： 
 
第八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有關本校修訂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專長」、「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專門課程如附件 10 
(p.63-156)，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施行要點」第七點規定辦理。 
二、 旨揭專長專門課程分別業經本校物理學系及生命科學系會議審議通

過修訂如附件 10-1 (p.65-71)、修訂說明表如附件 10-2 (p.72-77)。 
三、 生物專長專門課程之適合培育系所，另增設本校生化科技學系所，專

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 10-3 (p.78-156)。 
四、 依規定完成校內課程審議程序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實施。 

決  議： 
 
第九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有關本校增設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

築群–建築專長」專門課程，如附件 10 (p.157-210)，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施行要點」第七點規定辦理。 
二、 建築專長專門課程由土木工程學系及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規劃，業經

兩系所會議審議通過，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 10-4 (p.157-210)。 
三、 依規定完成校內課程審議程序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實施。  

決  議： 
 
第十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大學國文免修施行要點」修正草案與修

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1 (p.211-214)，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1/05/11系務會議及 111/09/15共同教育委員會通過。 
二、 修正第三、七點，新增僑生、國際學生申請資格。 

決  議：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士榮譽學程

設置要點」修正草案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2 (p.215-219)，請
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111/05/09系務會議及 11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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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主管會報通過。 
決  議：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案 由：擬定「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博士班」中、英文學位名稱如

附件 13 (p.220)，請討論。 
說 明：擬定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博士班：中文學位名稱為「理學

博士」，英文學位名稱為「Doctor of Philosophy」，縮寫為「Ph.D.」。 
決  議：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草案總說

明與全文如附件 14 (p.221-223)，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 111/06/14生命科學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

議及 111/09/29生命科學院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
過。 

決  議： 
 
第十四案               提案連署人：許冠澤、孫語謙、蔡朝翔、徐晢瑋、

許歆、柯宥圻、王家康、許瑜倢、
熊宗恬、柯至家、蔡佳穎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修正草案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5 (p.224-241)，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增進本校碩、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品質，確保指導教授負其應有的責

任，並完備審查流程公正性及確保當事人權益，參考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與「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學位論文學術
倫理審議辦法」修正本案。 

二、 依法制作業手冊規定修正第一、三、六、十四點文字。 
三、 修正第五點，將形式審查期限及審定委員會組成期限訂明為工作日，

並延長審定期限。 
四、 新增第七、九點，訂定調查委員會之組成方式、職責、調查程序及期

限，並修正第八點之相關人員迴避要件。 
五、 修正第十一點，新增指導教授的課責處置規定。 

決  議：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領域專長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草

案如附件 16 (p. 242-243)，請討論。 
說 明：為完備 110 學年度起離校再入學者，修習領域專長與發給證書之

條件，爰修訂相關文字。 
決  議：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戲劇學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草案逐點說

明與全文如附件 17 (p.244-247)，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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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本案業經 111/05/18 戲劇學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
及 111/06/08文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丙、臨時動議 

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