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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議程 

時間: 民國 111 年 12 月 23 日 上午 9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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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作業 

本校 112 學年系、所、學位學程增設案，計有重點科技學院「精準

健康碩士學位學程」、「精準健康博士學位學程」等 2 案，目前業經

專案審查委員會討論後修正通過，續提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行政

會議及校務發展規畫委員會討論，並於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校務會議提案。 

二、 112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 

(一) 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名額 48 名，外加資工學系資安人才 3 名。 

(二) 希望入學招生名額 50 名。 

(三) 繁星推薦招生名額 374 名，占學士班招生總名額 3,539 名之 10.57%。 

(四) 申請入學招生名額 1,756名，占學士班招生總名額 3,539 名之 49.62%。 

(五) 分發入學招生名額 1,353名，占學士班招生總名額 3,539名之 38.23%。 

(六) 學士後護理學系招生名額 30 名 (以外加名額單獨招生)。 

(七) 國防學士班招生名額 4 名 (以外加名額單獨招生)。 

三、 學士班轉學生考試 

本校 112 學年度學士班 2 年級轉學生招生名額 162 名，考試日期為

112/07/01。 

四、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 

(一) 碩士班甄試於 111/11/02 及 11/16 放榜，正取生 2,628 名、備取生  

2,323 名。 

(二) 博士班甄試，60 系所共錄取正取生 124 名、備取生 12 名。 

(三) 碩士班考試計有 120 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名額合計 1,728 名， 

111/11/29 - 12/06 報名 112/02/04 - 02/05 (星期六、日) 兩天分別在本

校及臺南一中等地舉行筆試；02/06 - 02/12 閱卷 03/02 及 03/15 分兩

梯次放榜。 

(四) 碩士在職專班共計有 19 系所學位學程、407 名招生名額，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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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17 - 03/09 辦理報名，05/11 放榜。 

(五) 博士班招生預訂於 112/04/10 - 04/17 報名，05/11 及 06/05 分兩梯次

放榜。 

(六) 應屆畢業學士班學生核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共計 16 名。 

(七) 教育部補助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111 學年度本校獲核

定資通訊科技菁英專案學程 10 名、藥物科技學程 2 名、電機工程資

訊安全博士學程 3 名、植物生物科技產學研發博士學程 5 名、臨床

藥學博士學位學程 2 名。 

五、 書卷獎 

110-2 學期學士班成績優良受獎學生計 895 名，獲獎學生各發給獎

狀乙張及獎金 6,000 元。 

六、 111 年度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補助及撰

寫博士論文補助 

(一) 科技部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截至 11/24 本校獲補助者計 157

人，獲補助經費計 3,691,211 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 140 人，經費增加

3,500,188 元)。 

(二) 科技部補助赴國外研究 (至少 6 個月) 學生，本校計有 20 名博士生

獲得補助。 

(三) 科技部補助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勵，本

校計有 10 名博士生獲得補助。 

七、 停修作業 

111-1 學期學生申請停修課程於 11/25 截止。以每人限停修一科為

原則，全校共計停修 5,050 筆 (學士班 3,820 筆，研究生 1,230 筆)。

有學生申請停修之科目班次合計 1,803 班 (含 50 班校際課程)。 

八、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情形分析 

本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統計分析，全校平均填答率為 

4.79%，較上學期 5.97% 低；依學院比較，理學院 6.10% 填答率最

高，生科學院 3.55% 最低；依學士班年級比較，3 年級學生 6.12% 

填答率最高，5 年級以上學生 1.88% 最低；依課程比較，共同課程

6.50% 填答率最高，通識課程 4.44%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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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辦理教師免評鑑作業 

本校 111-1 學期申請免評鑑教師共 37 名，案經 111/11/17 免評鑑資格

審議小組會議審議後，全數通過。 

十、 教學發展中心業務推展近況 

(一)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1. 教師精進研習營：112/01/11 - 12 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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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截止報名。 

2. 教研推廣：10 - 11 月辦理 6 場活動，主題包含計畫撰寫重點、科技

教學講座、行政流程與研究倫理 QA 交流，並與醫學院共教中心合

辦醫護學門計畫經驗分享，共計 124 人次參與。另 112 年教育部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校內收件至 12/12 截止。 

3. 專案教師植圃計畫：9 案獲補助教師於本學期運用有效教學結構自

選 2 門課程進行觀課紀錄，並於 11/12 完成單日研習，以教學目標

訂定及教學研究初探為主軸，進行小組討論與實務演練。另於 12/03

與雙語教育中心合作推動 ISW 單日研習。 

4. 教師觀課：本學期開放 24 堂課截至 11/23 共計 56 人次教職員申請

觀課。11/01 觀課交流會 13 位教師參與，開課教師以課程設計及學

習成效評估為主題經驗傳承，並邀請觀課教師分享觀摩心得。 

5. 教師領航媒合：本學期媒合 41 位 Mentee 與 31 位 Mentor，於 10/07

辦理相見歡餐會，共計 44 位教師出席，活動氣氛熱絡。 

(二) 學生學習成效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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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助理(TA)業務：10/05 辦理「轉念一瞬間─情緒管理壓力紓解」

充電站活動，共 36 人參與，滿意度 4.77。11/24 召開 110-2 學期傑

出 TA 遴選會議，傑出 66 人、卓越 7 人、終身卓越 1 人。111-1 學

期個別申請加入傑出 TA 遴選共計通過 246 案申請。 

2. 研究生精進計畫：11/01 邀請商業思維學院游書帆院長主講「目標

管理 OKR：取得行動主導權」，75 人與會，幫助度 4.47 。 

3. 自主學習計畫：111-1 學期共錄取 12 組學習計畫，11/05 期中聚會

邀請地理系王昱堯校友主講「社群經營的 20 個關鍵詞」。 

4. 國際讀書會計畫：111/10 - 112/03 進行神戶大學國際讀書會、111/12 

- 112/03 進行九州工業大學國際讀書會。11/08 邀請天普大學日本校

區榮譽校長 Bruce Stronach 主講「國際移動力之前...先來聊聊全球

化吧！」，66 人與會，幫助度 4.17。 

(三) 教務政策規劃與研究 

1. 國際交流：11 月偕同學習規劃辦公室至美國西雅圖參與 POD 研討

會海報發表，並於線上發表 “Sustaining SoTL development in a 

research university” ，從 micro、meso、macro 三個層面，檢視本

校教學研究現況、分析 SoTL 計畫書與成果報告，以及評估本校育

成計畫之成效。 

2. 學習問卷：10/03 - 31 進行大學部新生問卷調查；修訂 111 學年度畢

業生問卷，預計 111-2 學期末上線，與國際處、學務處職涯中心、

僑陸組應屆畢業生流向問卷合併發放。 

3. 領域專長推動：111-1 學期收到 5 個教學單位，共 7 件領專計畫申

請。10/13 以全校信通知學生「領域專長許願池」活動，共收到 87

份填答資料，提出超過 114 個領域專長提案。預計從領域專長許願

池表單中挑選 4 件提案，與潛在開設教學單位、授課教師與提案學

生進行訪談，瞭解提案緣由與教學單位接案意願。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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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累

計逾 137 萬人註冊、53,057 人完課。 

(2) NTU OCW 累計上線 251 門，網站瀏覽逾 1,800 萬人次。 

(3) NTU SPEECH 典藏累計 3,001 場演講、網站累計逾 197 萬瀏覽人

次，YouTube 頻道累計逾 1,300 萬觀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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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資源應用：11/07 - 28 線上課程學分採計認證考核開放報名。 

(二) 數位教與學環境提升與優化 

1. NTU COOL： 

(1) 111-1 學期起 NTU COOL 正式接手 CEIBA 角色，成為本校唯一

教學平臺，本學期截至 11/23 計有 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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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Canvas LMS 進版；進行影片儲存空間與儲存政策調整。 

(3) 11/19 - 20 進行機房搬遷，將原置於博雅教學館之機器搬遷至共同

教學館之獨立機房，以利後續平臺服務、系統之改善。 

(4) 持續進行成績管理功能外部工具開發、與教務資料串接之相關功

能改善 (含選課名單、課程資訊等)，預計 111-2 學期開學前上線。 

(5) 完成 CEIBA 唯讀版本與一鍵下載功能之資安風險處理與測試，

10/31 將完成版安裝至正式環境，11/11 上線。 

2. 錄播系統：完成第三期錄播系統 (博雅教學館) 檢測、錯誤修復及

驗收。協助教師於共同、博雅、綜合教學館使用課程自動錄播，截

至 11/23 已有 180 門課程申請課程自動錄影服務。 

3. 未來教室：辦理綜合 606、博雅 308 智慧遠距教室推廣說明會，發

布使用教學影片。開放 111-2 學期排課申請；持續追蹤與協助院系

建置未來教室。 

4. VR 推廣中心：完成 VR 頭盔、電腦與 360 攝影機採購作業，邀請

種子教師參加培訓工作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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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課程高中推廣計畫：申請高中共 73 所，分別為基隆市(2)、臺

北市(17)、 新北市(11)、桃園市(3)、宜蘭縣(2)、新竹市(2)、苗栗縣

(2)、臺中市(11)、彰化縣(3)、南投縣(1)、雲林縣(4)、嘉義市(1)、

臺南市(5)、高雄市(6)、臺東縣(1)、屏東縣(1)、金門縣(1) ；共 64

所高中選課，選課學生人數共 2,177 位，選課學生人次共 3,739 人

次。12/17 辦理 111-1 學期末高中交流講座。 

2. 嗨教育 YouTube 頻道：發佈「臺灣吧蕭宇辰執行長專訪 」影片。  

3. 臺大 YouTube EDU 及電視牆推播系統：新增「2022 年臺大名譽博

士 - 施崇棠」等 15 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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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學習規劃辦公室業務推展近況 

(一) 本年度已完成 424 人次會談。自辦公室成立後截至 11/10 止，共計 

500 人次學生完成會談；並媒合 3 場業師諮詢 (領域為職能治療、

資料科學、臨床心理)、2 場同儕顧問諮詢 (科系為中文系、城鄉所)。 

(二) 推廣活動： 

1. 全校性：10/13、10/18 辦理辦公室開放參觀活動，共 24 位學生參

與。11/04 辦理業師分享講座「亮麗轉身！如何規劃自己的跨領域

學習，文科生進入科技業也免驚」，共 13 位學生參與。 

2. 院系推廣：已辦理 3 系 (10/14 農經系、職治系、11/11 戲劇系)，

待辦 3 系 (農藝系、化學系) 

3. 公眾推廣：11/12 (六) 參與打開台北 Open House Taipei 活動，推廣

本校動態，當日提供空間導覽與生涯卡牌體驗。 

(三) 國際學術活動：11/16 - 11/23 前往美國西雅圖參與 POD 研討會，發

表主題： Re-define approaches to provide academic advising in 

universities: a four quadrants model，將學習規劃四象項定名為：FAST 

model。(F=four quadrants，A=Academic Advising，ST=Strategy)，表

現出 a.快速有效，b.具象化學生表現之特色。另拜訪華盛頓大學學

習規劃團隊，請益其經驗。 

十三、 各系所法規修(訂)定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生

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班學生修業辦法」、重點科技研究學院修

訂「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

要點」、工學院工業工程學研究所修訂「國立臺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

究所全球學程博士學位授予規定及考核辦法」如附件 1(p.1-10)。 

十四、 各系、所、學位學程必修課程異動報告:如附件 2(p.11-38)。 

乙、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註冊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國防學士班招生規定」修正草案與修正條文

對照表如附件 3 (p.39-46)，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法制作業手冊規定，酌修部分條文。 
二、 修正第四條，教育部自 110 學年度起同意招生缺額得流用至其他核

定學系，故刪除「招生缺額不得流用」文字。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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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士榮譽學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與修正條

文對照表如附件 4 (p.47-52)，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法治手冊規定修正法規名稱為「國立臺灣大學學士榮譽學程

設置準則」，並配合法規名稱修正，變更條號書寫方式。 
二、 為使條文規定精簡、語意明確及配合法規名稱修正，爰將第二條部

分規定移列至第三條及第四條，第七條部分規定移列至第八條，並
將第一條至第十條酌作文字修正。 

三、 為提供成績等第積分未達標準，但研究表現優良學生可申請修讀學
士榮譽學程，爰修正第六條文字。 

決  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習成效評鑑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與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5 (p.53-58)，請討論。 
說 明：將本法規名稱修正為「辦法」，配合本法規名稱修正，將點次修正

為條次，並調整條文順序及酌修文字，使條文體系更明確、語意
更精確。 

決  議： 
 
第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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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59-67)，請討論。 
說 明： 
一、 修正第三條，增列代替碩、博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

項目之辦理依據。 
二、 修正第九條，增列申辦論文得延後公開者，應檢附證明文件，以資

周延。另為求公允，並明定若須申請論文延後公開超過五年者，得
經教務處審定其延後公開期限。 

決  議：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

案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7 (p.68-70)，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法制作業手冊修正第一點。 
二、 修正第二點，因應二級單位未來仍有可能增列，爰將各學位學程名

稱以統稱代之。 
三、 修正第六點，因應本中心設置中心會議，依規定中心各項法規之訂

修程序應提中心會議審議。 
四、 本案業經 111/11/24 第 140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通識課程與基本能力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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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8 (p.71-76)，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法制作業手冊修正第一、九條。 
二、 修正第十六條，因應本中心設置中心會議，依規定中心各項法規之

訂修程序應提中心會議審議。 
三、 本案業經 111/11/24 第 140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新生專題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與修正條

文對照表如附件 9 (p.77-78)，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法制作業手冊修正第一點。 
二、 修正第九點，因應本中心設置中心會議，依規定中心各項法規之訂

修程序應提中心會議審議。 
三、 本案業經 111/11/24 第 140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 
 
第八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共同選修課程開設及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草

案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0 (p.79-80)，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法制作業手冊修正第一、七點。 
二、 修正第十一點，因應本中心設置中心會議，依規定中心各項法規之

訂修程序應提中心會議審議。 
三、 本案業經 111/11/24 第 140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 
 
第九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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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81-85)，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法制作業手冊酌修第一、二、七、九點文字。 
二、 修正第三點，調整招生名額由每學年五名改為每學期五名。 
三、 本案業經 111/09/05 111-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與 111/10/12 111-1 學

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決  議： 
 
第十案                                  提案單位：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學位學程) 
案 由：擬定「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學位學程」中、英文學位名稱如附

件 12 (p.86)，請討論。 
說 明：擬定碩士中文學位名稱為「工學碩士」，英文學位名稱為「Master 

of Science」，縮寫為「M.S.」；博士中文學位名稱為「工學博士」，
英文學位名稱為「Doctor of Philosophy」，縮寫為「Ph.D.」。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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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奈米工程與科學學位學程) 

案 由：擬定「奈米工程與科學學位學程」中、英文學位名稱如附件 13 
(p.87)，請討論。 

說 明：擬定碩士中文學位名稱為「工學碩士」，英文學位名稱為「Master 
of Science」，縮寫為「M.S.」；博士中文學位名稱為「工學博士」，
英文學位名稱為「Doctor of Philosophy」，縮寫為「Ph.D.」。 

決  議：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學位學程) 
案 由：擬定「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學位學程」中、英文學位名稱如附件

14 (p.88)，請討論。 
說 明：擬定碩士中文學位名稱為「工學碩士」，英文學位名稱為「Master 

of Science」，縮寫為「M.S.」；博士中文學位名稱為「工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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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專業學院獸醫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業學院獸醫系學士

譽學程設置要點」草案與逐點説明如附件 15 (p.89-91)，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國立臺灣大學學士榮譽學程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辦理。 
二、 本案業經 111/6/13 110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及 111/10/3生農學院第

272 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院學士位設置要點」、「國立臺灣大學

工學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草案、逐點説明與設置計畫書如附
件 16 (p.92-124)，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學院學士學位暨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三條規定辦理。 
二、 本案業經 111/11/09 111 學年度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案 由：擬定「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資訊安全組」中、英文學位名稱如附

件 17 (p.125)，請討論。 
說 明：擬定博士中文學位名稱為「資訊安全博士」，英文學位名稱為「Doctor 

of Philosophy」，縮寫為「Ph.D.」。 
決  議：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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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大學生命科學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草案、總説明與設置計
畫書、課程規劃如附件 18 (p.126-141)，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學院學士學位暨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三條規定辦理。 
二、 本案業經 111/12/08 111 學年度生命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丙、 臨時動議： 

丁、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