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 時整
地點：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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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詳簽到本
記錄：陳永錚

甲、 報告事項
一、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為保障因疫情影響無法入境就學之學生就學權益，本校於 109 學年
度第 1 學期繼續實施學生安心就學方案，提供無法入境新生線上註
冊服務，學士班學生按其所選學分數繳交學分費，免繳雜費，碩博
士班學生繳交 學雜費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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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調整方案
為改善甄試衝堂、降低錄取缺額、擴大考生選擇權、善盡本校社會
責任，本校 109 學年學士班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繼續實施「共
同考試」
、
「口試時段登記」
、
「校內聯合預分發」及「個人申請希望
組」四項做法，於今年 5 月順利完成並受考生好評。
個人申請希望組將於 110 學年度增加招生名額至 44 名，以分組評
分增列備取方式辦理，招生對象除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或孫子女、新移民子女外，將首度招收就讀偏遠地區高中
之學生，朝「鄉鄉有臺大人」的理想努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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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於 10 月 7 日召開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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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新生計 70 人獲獎，並將於校慶典禮頒發獎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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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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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名。
A1

四、臺灣大學系統開放跨校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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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校別

開放學系數

國立臺灣大學

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1

10

學生申請與錄取情形
申請學生

申請人次

錄取人數

臺師大

19

10

臺科大

3

3

臺大

10

8

臺科大

2

1

臺大

22

11

臺師大

39

25

五、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學生數
(以下學士班為 109/9/23 的統計數字；碩博班則為 109/09/10 的學籍
資料)
本校本學期註冊學生數共有：
(一) 學士學位班：17,374 人。
(二) 碩士班：12,915 人。
(三) 碩士新生註冊率(註冊人數/招生名額) 4417/4539 =97 %。
(四) 博士班：3,799 人。
(五) 博士新生註冊率(註冊人數/招生名額) 571/686 =83%。
(六) 外籍生：學士班 444 人；碩士班 403 人；博士班 289 人。
(七) 僑生：學士班 1,424 人；碩士班 309 人；博士班 57 人。
(八) 陸生：學士班 15 人；碩士班 490 人；博士班 85 人。
六、109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轉系、輔系、雙主修申請
本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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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准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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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43.7% 1,361

598

43.9% 1,457

504

34.6%

277

碩士班計 12 名申請修讀雙主修，核准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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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人數
本校 108-2 學士班畢業人數 3,011 人；碩士班 3,065 人；博士班 284
人。
八、110 學年度開辦國防學士班招生
本校於 109 年 7 月 24 日與國防部簽署合作辦理國防學士班，培養
國軍高素質人力，業經教育部核定本校 16 學系以外加名額 17 名辦
理 110 學年度招生，缺額不得流用，學生入學後不得轉系。招生對
象報考資格另須符合國防部規定，錄取後與國防部簽暑 ROTC 合約
書，退訓即退學。
九、109 學年度學士班 2 年級轉學生招生
(一) 招生系所及名額：一般生 50 學系組共 188 名；陸生 1 學系共 1
名。
(二) 報名人數：2602 人。
(三) 錄取人數及錄取率：173 人，錄取率 6.65%。
(四) 註冊人數：170 人。
十、109 學年度境外臺生因應疫情返臺就學專案學士班 2 年級單獨招生
(一) 招生學系組及名額：40 學系組共 49 名。
(二) 報名人數：314 人。
(三) 錄取人數及錄取率：49 人。
(四) 註冊人數：40 人。
十一、 碩、博士班 110 學年度招生
(一) 碩士班及博士班甄試招生：
碩士班名額 2,481 名（含外加）、博士班名額 246 名（含外加）
網路報名日期：109/09/30-10/07
放榜日期： 109/11/04、11/18
(二) 碩士班考試招生： 招生名額暫定 1,663 名(含外加)
網路報名日期：109/11/30-12/07
考試日期 (筆試)：110/02/01-02/02 兩日
放榜日期：無口試 110/03/08、有口試 03/22
(三)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招生名額 402 名)
報名日期：110/02/19-03/11
放榜日期：110/05/07
(四) 博士班招生 (招生名額暫定 569 名)
網路報名日期：110/03/30-04/07
放榜日期：110/05/07、05/26
十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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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 人，碩士班 3,872 人，碩士在職專
班 530 人，博士班 675 人，合計 8,536 人；簡要說明該部核定結果
如下：
(一) 核定招生名額部分：
1. 依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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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核予本校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外加名額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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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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專班外加名額 15 名。
2.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申請 110 至 113
學年度外加招生名額 18 名，業經教育部同意在配合本校校內
自行調整招生名額 2 名之前提下，於 109 學年度外加招生名
額 18 名。另教育部核予土木工程學系等 4 系所外加名額如
後：「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3 名；「醫學工程學系」學士
班 2 名、碩士班 7 名、博士班 2 名；「應用力學研究所」碩
士班 12 名、博士班 1 名及「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
班 6 名、博士班 2 名。
3.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
「臺灣文學研究所」
、
「法醫學研究所」
及「免疫學研究所」106-107 學年度師資質量未符合基準，至
108 學年度仍未改善，扣減日間學制碩士班招生名額 2 名。
(二) 核定同意本校 110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申請案共 3 案：
生物多樣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
學位學程及地球系統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等 3 案。
十三、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相關業務
本校 108 學年度共有化學系等 25 單位完成評鑑，並於 1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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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受評單位經提 109/08/12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確認後，計有中
文系等 39 單位接受評鑑，將依據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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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進入 5 年期自辦階段的第 4 年。
十四、 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人才就讀博士班並發揮潛能，本校依科技部補助大學校
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設立「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本獎學金自 108 學年度起試辦，本(109)學年度本校獲科技部核定名
額 58 名，本校已於 109/07/23 召開獎學金審議委員會評選後核定獲
獎名單。
十五、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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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名、教學優良獎 215 名，另全英語授課部分，教學傑出獎 2 名、
教學優良獎 19 名；兼任教師方面，計選出教學傑出獎 5 名，教學
優良獎 35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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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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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教師各 5 本參閱。
十六、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情形
108-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填答率達 49%，平均評鑑值達 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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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請參
考。
十七、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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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名、碩士
生 304 名、博士生 189 名，合計 564 名，另通識課程教學助理核定
學士生 50 名、碩士生 119 名、博士生 34 名，合計 203 名，總計全
校本學期配置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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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核定課程調增教學助理名額。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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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8/2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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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積分、普通物理學、普通化
學、普通生物學及經濟學原理與實習等 6 科，另 8/12-8/19 開放
本校大一英文免修之審查類申請。
考試類
基礎學科

1 英文
2 微積分
3 普通物理學
4 普通化學
5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
6 普通生物學

認證科目

報名
人數

免修
通過人數

404

105

微積分 1

102

19

微積分 2

82

8

86

8

普通化學甲

31

1

普通化學丙

68

1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

21

4

51

10

743

167

英文寫作測驗
英文聽力測驗

普通物理學甲
普通物理學乙、丙

普通生物學甲
普通生物學乙

總計

審查類
通過人數

十九、 教學發展中心業務推展近況
(一)教學相關業務
1. 新進教師研習營：08/26-08/28 假溪頭實驗林辦理，本年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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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

521

「數位教與學」為主題，共計 69 名新進教師參與。
2. 教師社群網絡：109-1 學期建置「臺大觀課服務-校園藏寶地
圖」
，邀請 27 位老師開放 32 門課。另領航教師服務成功媒合
26 位資深教師與 38 位新師，並開設臺大教師玩教學 FB 社群
及新師通訊群組。
3.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本校 109 年通過 30 件，於 141 所大專院
校中排名第四，通過率達 68.18%，連續三年高於全國。
(二)學習相關業務
1. 教學助理業務：經審查遴選 108-1 學期 74 名傑出 TA、9 名卓
越 TA。109-1 學期 TA 線上研習會，共 818 人通過認證；電
資學院自辦研習共 163 人參與、理學院自辦研習共 235 人參
與。
2. 服務學習課程品質提升計畫：108-2 學期課後調查，64 位同
學給予 5.16 分評價(6 分量表)。109-1 學期截至 09/28 共 12 系
32 門課申請。
3. 希望計畫：希望入學新生營 7 月分區辦理台北及台南場，共
計 43 位新生參與(出席率 89.6%)，活動幫助度 4.95、平均滿
意度 4.86(5 分量表)。另希望新生暑期微積分專班 21 名學生
參加，課程幫助度 4.76、平均滿意度 4.67(5 分量表)。
4. 博卓計畫/研究生精進計畫：英文論文編修補助本年度執行期
(至 9 月底)共受理 54 件申請案。08/14 科學表達工作坊計有
105 人次與會，09/05 研究生新訓講堂共計 105 位研究生與會。
5. 學習諮詢服務：109-1 學期建置學習諮詢線上系統。專業學科
諮詢截至 09/30 共 14 系申請補助。基礎學科諮詢於 09/14-10/02
提供微積分學前檢測解題諮詢，10/05 起正式開課，共開設微
積分、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工程數學、統計學五個科目。
6. NTU aCARE 學習預警暨輔導追蹤系統：109-1 學期正式上線
至全校運作，共計含括 50 個學系、212 名預警個案。
(三)規劃研究相關業務
1. 模組化課程成效研究：執行 108 學年度微甲班、微乙統一教
學班與經濟模組班在數學學習概念、動機、方法、參與度、
學術關聯性之前後測差異分析。並於開學第一週微積分實習
課堂實施前測。
2. 教務政策研究：調查校內課程線上化、學習評量方式執行情
形，並蒐集教師對 16+2 週數意見，依回收 290 份有效問卷完
成初步報告。另根據實務需要及國外案例等規劃聘任專案計
畫教師方案。
3. 深耕計畫推動：自 109 年 3 月起每月研討教務重點並納入院
系意見，包含：學士榮譽學程、學系內領域專長、大一大二
不分系等。
(四)夏季學院推動
1. 博雅素養推廣：裝置「花開夏艷」博雅教學館一樓公共藝術，
07/16 揭幕式共計 52 位師生與會。
2. 課程成果：109 年開設 29 門課 08/27 全數結束，共計 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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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人次、1,275 修課人次，已函送成績至全國夥伴學校認抵。
二十、 數位學習中心業務推展近況
(一) 數位教學資源的建置與分享
1. NTU SPEECH：共計上線 2,689 場演講，網站累積瀏覽人次
1,536,565。近期協助拍攝 31 場演講，新上線 9 場演講。
2. NTU OCW：累計上線 230 門，網站瀏覽 16,398,491 人次。
(1) 持續製作 108-1 學期「生物統計學」、108-2 學期寫作中心
「讀中生智：英文批判閱讀」、電機系江簡富老師「電磁
學」
、機械系徐冠倫老師「電腦輔助工程製圖」等課程，完
成後上線。
(2) 109-1 學期製作 2 門課程：鄭毓瑜老師「人文科技的交響：
新趨勢與新素養（一）
」、王皇玉老師「刑法總則一」。
3. NTU MOOC：於 Coursera 累計上線 58 門。自 103 年至 109
年 8 月，修課達 1,061,404 人、完課達 31,812 人、購買學習認
證者達 5,384 人。
(1) 持續製作孔令傑老師「作業研究」一~三、曹淑娟老師「中
國園林文學」
、顏鴻威老師「材料顯微結構與缺陷」等課程。
(2) 法律系葉俊榮等 6 位老師合授「Taiwan Law in Focus:
Economy, Society and Democracy」，10 月開始拍攝。
4. 線上課程學分採計：108-2 學期 1,700 人次申請，計有 607 人
次通過。109-1 學期取消事先選課，學生完課後於期末報名認
證考核。
(二) 數位學習環境的建立與提升
1. NTU COOL：
(1) 108-2 學期共計開設 2,070 門課程，1,266 門課程上傳教學
影片，24,238 位學生使用。109-1 學期截至 09/28 計有 1,101
門課程開課。
(2) 暑期實習生計畫：甄選 7 名暑期實習生參與網路架構重整、
儲存架構重整升級、系統監控、影片功能改善及開課功能
改善。
(3) 資安工作：8 月完成 ISO27001 審查，09/01 取得證照。
(4) 教務資料串接：教師可匯出學生名單為點名表；完成課程
資訊編輯展示及與課程網同步，課程內容可自動產生 18 週
模板。
(5) 系統改善及功能開發：機房整線與支援更高容錯率的網路
架構，並開發支援匯出影片留言功能及修改匿名功能設定
等。
2. 未來教室：
(1) 109-1 學期經審查後未來教室 1.0 共排定 15 門課(38 授課時
數)。
(2) 未來教室 2.0 於博雅 405/406 教室施工建置。本校與
ViewSonic 簽署 MOU，其協助管院及 D-School 建置未來教
室。
(3) 本年度擬協助醫學院、社科院、生科院、(生農)動科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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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等 5 間教室改建。
3. 課程數位化協助：109-1 學期因應疫情持續提供器材借用，每
週約有 14 門課程借用；數位課程助理申請計有 19 件。
(三) 推廣服務與活動
1. 課程拍製訓練及諮詢：
「Master E 數位教學巡迴工作坊」完成
校內 11 所學院之拜訪與舉辦工作坊/說明會。
2. 開放教育資源推廣行銷：
(1) 「數位教育實驗林」部落格推廣科普文章，以水星逆行話
題推廣普通物理學、賽局與產業競爭策略等開放課程。
(2) 與師大附中合作推廣 NTU MOOC，黃俊傑、姜至剛、葉丙
成三位老師將前往該校辦理期中與期末交流講座。
(3) 設攤宣傳：08/25~27 研究所新生註冊、08/26~28 新師營、
09/03 及 09/08 學士班新生註冊、09/12 社團聯展等設攤宣
傳數習資源。
(4) 臺大癡學小舖 IG 追蹤人數達 700 人、FB 粉絲數達 14,700
人。
二十一、 國際學院籌備辦公室業務推展近況
國際學院籌備辦公室目前規劃籌辦生物農學、永續防災及智慧
科技三大主軸領域之碩士學位學程，第一個增設之「全球農業
科技與基因體科學碩士學位學程」(Global ATGS) 已於 109 年 9
月正式開課，本學期註冊入學之學生共 5 人(含安心就學 1 人)，
3 位學生暫辦保留學籍；新開授課程共 5 門，包含必修課程 3
門以及選修課程 2 門。此學位學程獲教育部核撥專任師資員額 2
名，將徵聘「植物基因體與表型體」、
「智慧農業整合系統」兩
領域之師資，
「植物基因體與表型體」教師預計 110 年 2 月起聘，
「智慧農業整合系統」教師預計 110 年 8 月起聘。
第二個增設之「生物多樣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於 109 年 8 月
24 日獲教育部來函核准增設，並於 9 月 11 日正式公告招生簡
章，開始進行招生宣傳活動，預計招收 15 位國際生。同時完成
籌組學程籌備委員會，開始召開會議討論學程相關規劃。
同步進行二個跨領域碩士學位學程之增設籌備，其中「全球智
慧醫學與數位健康碩士學位學程」正在進行教務、總務與研發
處三處之審查程序；而「全球環境規劃與防災減害碩士學位學
程」正進行學程專業內容規劃，預計於十月完成計畫書，開始
進行後續增設審查程序，兩個學程皆擬於 110 年 3 月提報教育
部申請增設。另，除原規劃之生物農學、永續防災及智慧科技
三大主軸之外，擬規劃加入「人文社科」主軸，增設相關領域
之跨學院、跨領域碩士學位學程。
二十二、 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
過將學分學程修習學分數降為至少 15 學分，經查已調降修習
學分數之學分學程如下：
學分學程名稱
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原學分數

修正後學分數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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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提 109-1-1 教務會議

中國大陸研究學程

20

15

108-2-1 教務會議通過

分子醫藥學程

20

15

提 109-1-1 教務會議

中草藥學程

20

15

提 109-1-1 教務會議

老人與長期照護學程

20

15

108-1-2 教務會議通過

創意創業學程

21

15

108-2-2 教務會議通過

藝術設計學程

22

15

提 109-1-1 教務會議

東亞研究學程

20

15

108-2-1 教務會議通過

離岸風力發電學分學程

20

17

108-2-2 教務會議通過

商業資料分析學分學程

15

108-2-1 教務會議通過

智慧醫療學分學程

15

108-2-1 教務會議通過

量子計算與資訊學程

15

108-2-1 教務會議通過

二十三、 已提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之學系：醫學系、醫學檢驗暨生物
技術學系。
二十四、 各系所學位學程法規修（訂）定
(一) 文學院音樂學研究所修訂「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班
研究生修業規定」如附件 2 (p.5-7)、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
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如附件 3 (p.8-9)。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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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10-13)、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
系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及修讀學位辦法」如附件 5 (p.14-17)。
(三) 理學院心理學系修訂「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學程細則」
如附件 6 (p.18-20)。
(四) 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如附件 7 (p.21-22)。
(五) 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修訂「國立台灣大學醫學
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
要點」如附件 8 (p.23-24)。
(六) 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修訂「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如附件 9 (p.25)。
(七) 醫學院藥學系修訂「臺大藥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
辦法」如附件 10 (p.26)。
(八) 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修訂「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博士班學位授予及資格考核辦法」如附件 11 (p.27-28)。
(九) 生農學院農業化學系修訂「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碩士班先
修生甄選辦法」如附件 12 (p.29)、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學
士論文實施辦法」如附件 13 (p.30)、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學士班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如附件 14 (p.31-34)。
(十) 電資學院資訊工程學系修訂「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班修業規定」如附件 15 (p.35-36)。
(十一) 電資學院電信工程學研究所修訂「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
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如附件 16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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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跨領域共授課程
(一) 醫學院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次世代定序、生物資訊學與基因體醫學」跨領域共授課程計
畫書如附件 17 (p.38-41)。
(二) 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樂齡生活模具
設計與應用」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如附件 18 (p.42-44)。
(三) 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者的法
律能力與決策跨領域專題」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如附件 19
(p.45-48)。
(四) 文學院戲劇學系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照劇場‧青銀共
戲」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如附件 20 (p.49-51)。
(五) 創新設計學院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影像戰鬥營」跨領域
共授課程計畫書如附件 21 (p.52-55)。
二十六、 各系所學位學程必修課程異動報告：如附件 22 (p.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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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如附件 23
(p.68-82)，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教育部相關函文，放寬保留入學規定（第 8 條）。
二、放寬希望生（含申請入學希望組入學生）之退學標準（第 28 條）。
三、增列因懷孕及撫育幼兒學生期末考試請假及成績考核規範（第 31
條）。
四、開放延長修業年限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以鼓勵學生探索生涯方
向及強化跨域創新之機會（第 40 條）
。
五、刪除進修學士班相關規範（第 56、59、60、63 條）。
六、配合學位授予法第 17、18 條修正，增補有關實際代寫論文與由他
人代寫論文之懲處規定（第 88、88-1 條）。
決

議：修正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註冊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
A10

說

行條文如附件 24 (p.83-86)，請討論。
明：為增加學生探索生涯方向與強化跨域創新能力之機會，爰刪除延
長修業年限學生不得申請雙主修之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註冊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5 (p.87)，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09 年 8 月 5 日深耕計畫推動第五次會議決議，放寬學系轉
入名額限新生名額兩成之規定，增加學生轉系機會。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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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如附件 26
(p.88-89)，請討論。
說 明：依教育部 109 年 9 月 17 日臺教高(四)第 1090128558 號及
1090128558A 號函辦理。
決 議：修正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轉學生招生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7
(p.90-92)，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增列或修正本校
「轉學生招生規定」第四點、第八點及第九點條文。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8 (p.93-94)，請討論。
說 明：擬賦予本校校級課程委員會對全校性教學與課程相關事項審議之
職責。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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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檢具「暑期教師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9
(p.95-97)，請討論。
說 明：
一、旨揭標準係經本校第 2659 次行政會議及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教務會議通過，所列金額係依 100 年度公告標準，現已不符合規定，
故擬刪除且不明列於旨揭標準中，爾後報支逕依當年度公告金額辦
理。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9 月 29 日本校第 3078 次行政會議討論，會中無修
正意見。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研教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辦理境外雙聯學位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30 (p.98-102)，請討論。
說 明：
一、為使行政程序一致化，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增列簽署學
術合作書面約定，須依本校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學術合作書面
約定注意要點辦理。
二、為明確定義境外學校係屬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
大學校院，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條、第四條及第八條。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數位學習中心)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修習線上課程學分採計要點」修正條文
對照表如附件 31 (p.103-104)，請討論。
說 明：為提供更彈性修課方式擬放寬學分數採計上限，爰修正旨揭要點
第三條。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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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如附件 32 (p.105)，
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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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各系及學位學程設置領域專長課程，以界定明確的學習目標
強化課程之間關聯性，幫助學生探索學習方向，提升本校整體教學
品質，擬訂定旨揭要點。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9 月 29 日本校「各學院學術提升研商」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組)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3(p.106-110)，及「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外國學生轉學招生規定｣
草案如附件 34 (p.111-114)，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旨揭要點第十九條規定，本校招收國內轉學國際學位生，現行
做法要求學生以新生方式申請入學，待錄取後再以原學校成績抵免
學分。
二、前揭做法對學生而言與重新申請無異，爰擬針對已在國內大專院校
就讀之大學部國際學位生開設專門轉學申請管道，讓有意轉學至本
校之國際學位生得以較簡化之申請方式轉入大學部二年級。
三、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並訂定「國立臺灣大學
學士班外國學生轉學招生規定｣，以完善招生法源依據。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共教中心 (師培中心)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條文草案如附件 35
(p.115-124)，請討論。
說 明：因應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之頒
布施行，擬配合修訂旨揭辦法，以符教育部師資培育之相關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共教中心 (領導學程)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領導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6
(p.125-127)，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更有效整合本校創新教育資源，本學分學程由原共教中心改隸創
新設計學院。
二、擬配合母法第四條將本學程修畢學分數由 20 學分降為 15 學分，其
中包含必修 8 學分與選修 7 學分，並溯及至 108-2 學期申請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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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業經 109 年 8 月 19 日領導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戲劇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藝術設計學程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如附件 37 (p.128-131)，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母法，修習學分數擬由 22 學分降低至 15 學分。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3 月 18 日文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
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外文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西洋古典文學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條文草案、
「西洋古典文學學分學程課程計畫書」如附件 38 (p.132-137)，請
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3 日文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
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醫學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條文
草案如附件 39 (p.138)，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 109 年 7 月 16 日醫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0 次主管會報通
過。
決 議：醫學院撤回討論案。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醫技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
要點」條文草案如附件 40 (p.139-140)，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 109 年 9 月 17 日醫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報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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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分子醫藥學程設置要點」、
「國立臺灣大學中
草藥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41 (p.141-144)，請討
論。
說 明：本案業經 109 年 9 月 4 日醫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 42 (p.145-148)，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30 日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108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4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丙、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外文系)

案 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
「歐洲暨歐盟研究學程」設置要
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
「歐洲暨歐盟
研究學程」設置要點」原條文如附件 43 (p.149-151)，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4 日文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丁、散會： 11 時 4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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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立臺灣大學 108 學年度 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 填答率分析 ─

全校課程
不須評鑑的課程
無人填答的課程
有評鑑但不計算評鑑值課程
有評鑑且有計算評鑑值課程
文學院
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
醫學院
工學院
學院別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管理學院
公衛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法學院
生命科學院
必修課(課號1~4字頭)
必修課(課號5~6字頭)
必修課(課號7~8字頭)
課別
選修課(課號1~4字頭)
選修課(課號5~6字頭)
選修課(課號7~8字頭)
通識課程
非通識課程(課號1字頭)
通識
非通識課程(課號2字頭)
非通識課程(課號3字頭)
非通識課程(課號4字頭)
共同課程-國文
共同課程-英文
日文
微積分
普通物理
普通化學
普通生物
有機化學
基礎課程
心理學
經濟學
會計學
統計學
工程數學
體育
軍訓
進階英語
修課人數 201 人以上
修課人數 151 - 200 人
修課人數 101 - 150 人
修課人數
修課人數 51 - 100 人
修課人數 21 - 50 人
修課人數 20 人以下

平均數
------------0.49
0.52
0.48
0.51
0.42
0.46
0.50
0.52
0.50
0.42
0.56
0.47
0.51
0.40
0.42
0.50
0.47
0.45
0.49
0.52
0.52
0.51
0.49
0.57
0.60
0.55
0.49
0.47
0.48
0.48
0.52
0.55
0.51
0.52
0.54
0.49
0.53
0.51
0.51
0.51
0.50
0.50
0.50
0.49
0.47

全校
教學班數
50百分位 90百分位 75百分位 25百分位 10百分位
---------------7683
---------------1982
---------------625
---------------343
0.50
0.75
0.60
0.38
0.25
4733
0.52
0.75
0.63
0.42
0.31
920
0.49
0.70
0.58
0.38
0.27
510
0.50
0.69
0.59
0.40
0.27
292
0.43
1.00
0.60
0.26
0.17
566
0.49
1.00
0.59
0.35
0.27
657
0.50
0.80
0.62
0.37
0.25
517
0.51
0.69
0.62
0.42
0.33
246
0.50
0.75
0.60
0.44
0.25
132
0.42
0.57
0.49
0.34
0.25
214
0.54
0.91
0.66
0.44
0.33
146
0.44
0.75
0.57
0.33
0.20
179
0.51
0.68
0.60
0.43
0.33
1386
0.43
0.67
0.54
0.29
0.20
175
0.45
1.00
0.67
0.31
0.18
489
0.50
0.73
0.60
0.43
0.33
819
0.49
0.76
0.60
0.36
0.25
941
0.49
1.00
0.63
0.33
0.20
921
0.48
0.59
0.54
0.43
0.36
186
0.52
0.69
0.60
0.43
0.36
449
0.52
0.68
0.60
0.44
0.36
740
0.50
0.70
0.59
0.42
0.29
538
0.50
1.00
0.63
0.40
0.25
320
0.59
0.73
0.65
0.45
0.38
54
0.59
0.79
0.68
0.50
0.44
56
0.57
0.68
0.64
0.45
0.37
54
0.50
0.61
0.55
0.43
0.38
26
0.47
0.58
0.55
0.43
0.33
23
0.44
0.72
0.60
0.43
0.43
7
0.45
0.63
0.57
0.44
0.29
8
0.54
0.66
0.63
0.52
0.44
8
0.58
0.58
0.58
0.52
0.52
2
0.50
0.57
0.51
0.48
0.41
8
0.49
0.68
0.50
0.48
0.41
10
0.49
0.64
0.61
0.45
0.40
14
0.46
0.59
0.57
0.40
0.33
17
0.52
0.67
0.60
0.44
0.39
201
0.52
0.54
0.52
0.47
0.45
5
0.43
0.95
0.69
0.37
0.34
8
0.50
0.58
0.56
0.47
0.42
31
0.50
0.58
0.54
0.45
0.42
56
0.50
0.63
0.56
0.44
0.40
125
0.50
0.64
0.57
0.43
0.35
563
0.49
0.67
0.58
0.40
0.29
1492
0.50
1.00
0.67
0.33
0.21
2466

1

填答率

依課號字頭

填答率90%以上
填答率80%至不足90%
填答率70%至不足80%
填答率60%至不足70%
填答率50%至不足60%
填答率40%至不足50%
填答率不足40%
課號1字頭課程
課號2字頭課程
課號3字頭課程
課號4字頭課程
課號5字頭課程
課號6字頭課程
課號7字頭課程
課號8字頭課程

0.98
0.84
0.74
0.64
0.54
0.45
0.30
0.50
0.52
0.51
0.49
0.47
0.24
0.44
0.43

1.00
0.83
0.75
0.64
0.53
0.44
0.29
0.50
0.52
0.50
0.50
0.48
0.21
0.46
0.50

1.00
0.87
0.77
0.68
0.58
0.48
0.38
0.68
0.68
0.70
1.00
0.75
0.80
0.83
1.00

2

1.00
0.86
0.75
0.67
0.56
0.47
0.33
0.58
0.60
0.59
0.62
0.60
0.26
0.63
0.73

1.00
0.80
0.71
0.61
0.50
0.42
0.21
0.43
0.43
0.42
0.41
0.36
0.11
0.33
0.33

1.00
0.80
0.70
0.60
0.50
0.40
0.15
0.37
0.36
0.29
0.25
0.25
0.06
0.20
0.20

292
100
217
649
1226
972
1277
563
750
559
333
1078
38
1189
221

國立臺灣大學

108 學年度 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 評鑑值分析 ─
全校

平均數

50百分位 90百分位 75百分位 25百分位 10百分位

標準差

教學班數

全校課程

----

----

----

----

----

----

----

7683

不須評鑑的課程

----

----

----

----

----

----

----

1982

無人填答的課程數

----

----

----

----

----

----

----

625

有評鑑但不計算評鑑值課程

----

----

----

----

----

----

----

343

有評鑑且有計算評鑑值課程

4.49

4.52

5.00

4.80

4.25

4.00

0.41

4733

文學院

4.55

4.60

5.00

4.80

4.38

4.07

0.35

920

理學院

4.45

4.50

5.00

4.80

4.17

3.85

0.45

510

社會科學院

4.45

4.50

4.88

4.72

4.23

4.00

0.39

292

醫學院

4.50

4.50

5.00

5.00

4.23

4.00

0.44

566

工學院

4.51

4.53

5.00

5.00

4.23

3.98

0.45

657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4.43

4.45

5.00

4.75

4.15

3.95

0.43

517

管理學院

4.39

4.47

5.00

4.69

4.17

3.75

0.45

246

公衛學院

4.53

4.53

5.00

4.84

4.32

4.07

0.37

132

電機資訊學院

4.34

4.42

4.80

4.64

4.07

3.86

0.43

214

法學院

4.55

4.59

5.00

4.85

4.27

4.00

0.37

146

生命科學院

4.48

4.50

5.00

4.70

4.26

4.00

0.36

179

必修課(課號1~4字頭)

4.36

4.43

4.80

4.65

4.17

3.86

0.40

1386

必修課(課號5~6字頭)

4.43

4.50

5.00

4.82

4.14

3.81

0.47

175

必修課(課號7~8字頭)

4.49

4.50

5.00

5.00

4.19

3.94

0.47

489

選修課(課號1~4字頭)

4.49

4.54

5.00

4.78

4.25

4.00

0.37

819

選修課(課號5~6字頭)

4.53

4.57

5.00

4.82

4.32

4.00

0.38

941

選修課(課號7~8字頭)

4.64

4.75

5.00

5.00

4.44

4.00

0.40

921

通識課程

4.35

4.39

4.72

4.56

4.18

3.88

0.32

186

非通識課程(課號1字頭)

4.35

4.41

4.77

4.63

4.17

3.85

0.39

449

非通識課程(課號2字頭)

4.47

4.54

4.87

4.71

4.28

4.00

0.34

740

非通識課程(課號3字頭)

4.37

4.41

4.86

4.67

4.14

3.89

0.43

538

非通識課程(課號4字頭)

4.48

4.51

5.00

4.89

4.18

3.93

0.46

320

共同課程-國文

4.48

4.50

4.80

4.65

4.32

4.13

0.23

54

共同課程-英文

4.38

4.42

4.77

4.62

4.19

3.87

0.37

56

日文

4.73

4.79

4.94

4.88

4.63

4.46

0.19

54

微積分

4.29

4.41

4.78

4.66

3.92

3.74

0.44

26

普通物理

4.06

4.06

4.47

4.37

3.96

3.65

0.40

23

普通化學

4.51

4.62

4.78

4.74

4.29

3.83

0.34

7

普通生物

4.27

4.39

4.48

4.42

4.21

3.75

0.23

8

有機化學

4.45

4.58

4.76

4.75

4.31

3.98

0.27

8

心理學

4.30

4.76

4.76

4.76

3.84

3.84

0.65

2

經濟學

4.08

4.47

4.62

4.56

4.22

2.29

0.81

8

會計學

4.38

4.51

4.76

4.65

4.11

3.78

0.38

10

統計學

4.20

4.35

4.48

4.45

4.03

3.90

0.42

14

工程數學

4.21

4.22

4.67

4.55

4.00

3.72

0.38

17

體育

4.64

4.67

4.90

4.79

4.52

4.30

0.23

201

軍訓

4.18

4.16

4.53

4.23

4.06

3.93

0.22

5

進階英語

4.50

4.64

4.93

4.83

4.33

3.91

0.37

8

201 人以上

4.27

4.31

4.62

4.53

4.16

3.85

0.43

31

151 - 200 人

4.40

4.33

4.73

4.60

4.24

4.16

0.25

56

101 - 150 人

4.37

4.47

4.75

4.59

4.18

3.94

0.33

125

51 - 100 人

4.31

4.38

4.71

4.57

4.12

3.83

0.36

563

21 - 50 人

4.40

4.46

4.80

4.67

4.22

3.94

0.36

1492

20 人以下

4.59

4.67

5.00

5.00

4.34

4.00

0.43

2466

學院別

課別

通識

基礎課程

修課人數

3

填答率

依課號字頭

課後學習活
動時間0小時
課後學習活
動時間1-2小
時
課後學習活
動時間2-3小
時
課後學習活
動時間3-4小
時
課後學習活
動時間4小時
以上

填答率90%以上

4.75

5.00

5.00

5.00

4.53

4.00

0.39

292

填答率80%至不足90%

4.58

4.63

5.00

4.88

4.38

4.13

0.35

100

填答率70%至不足80%

4.56

4.59

4.96

4.78

4.43

4.15

0.33

217

填答率60%至不足70%

4.49

4.55

4.93

4.75

4.28

3.99

0.37

649

填答率50%至不足60%

4.46

4.50

5.00

4.75

4.24

3.99

0.41

1226

填答率40%至不足50%

4.41

4.44

4.84

4.67

4.20

3.94

0.37

972

填答率不足40%

4.50

4.50

5.00

5.00

4.20

3.97

0.46

1277

課號1字頭課程

4.35

4.40

4.76

4.62

4.17

3.85

0.38

563

課號2字頭課程

4.47

4.54

4.87

4.71

4.28

4.00

0.34

750

課號3字頭課程

4.37

4.41

4.85

4.67

4.15

3.89

0.42

559

課號4字頭課程

4.47

4.50

5.00

4.87

4.18

3.93

0.46

333

課號5字頭課程

4.51

4.53

5.00

4.80

4.27

4.00

0.40

1078

課號6字頭課程

4.77

4.86

5.00

5.00

4.63

4.40

0.27

38

課號7字頭課程

4.57

4.64

5.00

5.00

4.33

4.00

0.42

1189

課號8字頭課程
全班無課後學習活動時間
0小時者
全班有 1 人以上是課後學
習活動時間0小時者
全班無課後學習活動時間
1-2小時者
全班有 1 人以上是課後學
習活動時間1-2小時者
全班無課後學習活動時間
2-3小時者
全班有 1 人以上是課後學
習活動時間2-3小時者
全班無課後學習活動時間
3-4小時者
全班有 1 人以上是課後學
習活動時間3-4小時者
全班無課後學習活動時間
4小時以上者
全班有 1 人以上是課後學
習活動時間4小時以上者

4.66

5.00

5.00

5.00

4.38

4.00

0.47

221

4.54

4.60

5.00

4.91

4.31

4.00

0.42

3233

4.37

4.41

4.79

4.63

4.16

3.90

0.37

1500

4.63

4.75

5.00

5.00

4.41

4.00

0.43

1709

4.41

4.46

4.84

4.67

4.20

3.93

0.38

3024

4.63

4.80

5.00

5.00

4.38

4.00

0.45

1363

4.43

4.49

4.88

4.70

4.23

3.95

0.38

3370

4.58

4.67

5.00

5.00

4.31

4.00

0.45

1593

4.44

4.50

4.90

4.72

4.23

3.96

0.38

3140

4.53

4.58

5.00

5.00

4.25

4.00

0.44

2252

4.45

4.50

4.91

4.73

4.24

3.95

0.39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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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定
103 年 09 月 2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
通過
107 年 04 月 27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0 月 09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05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博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博士
生）取得博士學位資格，除需依據教育部與本校有關規定外，並需符合
下列要求：
（一） 修畢本所博士班課程學分。
（二） 通過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外語能力要求。
（三） 發表論文。
（四） 國際經驗。
（五）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以下簡稱資格考）。
（六） 提出博士論文研究計劃，並由指導教授組成之論文研究計畫口
試委員會口試通過。
（七） 完成博士論文，並由指導教授組成之論文口試委員會口試通過。

修業輔導小組
二、 本所應為每位博士班研究生組成「修業輔導小組」(以下簡稱輔導小組)。
三、 輔導小組於博士生入學後第一學期成立，由所長聘請所內相關領域教
師二人組成之。指導教授為輔導小組當然成員。說明如下:
（一）

第一導師、第二導師：視博士生之研究計畫與方向，以及本所
導生人數相關安排，於入學時決定第一導師、第二導師之順位。

（二）

論文指導教授：入學後，由博士生與本所教師晤談後選定。

四、 輔導小組委員得與博士生定期商議修課方向，以及論文研究領域。
五、 輔導小組於博士生之指導教授確定，並通過資格考試之後解散。

修課
六、 本所博士生須在修業期限內修滿 20 學分。
（一） 必修課程：8 學分
1.

博士論文（0 學分）
。

2.

音樂學研究討論四學期（4 學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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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士班專題討論四學期（4 學分）。

（二） 選修課程：12 學分，分為三類
1.

選修課程必須包括本所開設之研究所研討課程至少 6 學分
（個別研究、音樂文化與實踐課程除外）。

2.

選修課程必須包括本所研討課程同等級之外所課程至少 3
學分。

3.

其他選修課程，視博士生研究領域需求修習，並經指導教
授與所長同意後得計畢業學分。

（三） 先修及補修課程：0 學分
1.

音樂基礎理論

2.

音樂學理論與方法（一）
（二）。

語言能力
七、 博士生在申請學位之前，必須完成以下語言能力要求：
（一） 英文能力符合本所博士班入學要求。
（二） 中文與英文以外，與研究相關之語言至少一種，循序修畢至少
二年之課程，或經考試鑑定具有同等程度之語言能力。
（三） 其他相關規定，由本所「研究生修習研究語言相關規定」規範
之。

發表論文
八、 博士生在申請學位之前，必須完成學術論文發表，累計論文發表點數
滿 3 點，計算方法如下：
（一） 期刊等級之認定與計算，係依照「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辦理教師評審暨評估優良學術期刊等級名錄」中所列之期刊等
級規定。
（二） 於第一級期刊發表論文一篇，計點 3 點。
（三） 於第二級期刊發表論文一篇，計點 2 點。
（四） 於其他尚未認定而有同儕審查制度之期刊、有審查制度之國際
研討會，或臺灣音樂學論壇發表論文一篇，計點 1 點。
（五） 專業期刊之接受證明，視同發表。

國際專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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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博士生之學士、碩士、博士三階段學位若皆在臺灣取得，必須在學位取

得之前，至少一次至國外（含中國大陸）進行交換學生、進修課程，或
論文相關研究，時間累計至少兩個月。
十、 學生修業期間，必須至少一次在國外有審查制度之國際研討會發表論

文。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十一、 博士生資格考應於入學後五學期內完成為原則，完成後始得進行論
文研究計劃口試。
十二、 由召集人組成至少三名委員的資格考試委員會，資格考試委員必須
包括至少一名非本所專兼任教師。
十三、 博士班學生具下列二項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十四、 資格考相關細節另依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辦法」施
行。

博士論文
十五、 博士生須通過論文研究計劃審查與口試，始得正式撰寫博士論文。
十六、 博士論文研究計劃審查與口試，依照「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研究生論文研究計畫口試規定」辦理。
十七、 博士論文口試，必須在論文研究計劃口試通過十個月之後，方得舉
行；口試之前一個月必須就完整論文初稿由口試委員會進行預審，
通過方得進行口試。
十八、 博士學位考試預審及其他相關規定，依照「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
究所學位考試規則」辦理。
十九、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規定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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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103 年 9 月 2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
通過
107 年 4 月 27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6 月 0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0 月 9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以
及「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定」訂定。
二、 博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考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得申請資格
考。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以下簡稱資格考）
三、 辦理方式如下：
（一） 每學期辦理一次，考生需於考試舉行該學期規定日期前提出
申請。上學期截止期限為九月三十日，下學期為二月最後一
日。
（二） 考生申請時須備齊以下文件，並經指導教授簽名核可後，向
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1.

符合領域標題的研究領域說明，以及研究書目選取標
準，總長度中文約 3000 字，英文約 1500 字。

2.

符合領域標題的研究書目 30 至 40 種。

（三） 考生提出申請後，由該考生「修業輔導小組」中一位非擔任
指導教授之委員主責，共同商議主責委員，聘請專家至少二
人（包括至少一名非本所專兼任教師）組成三人（含）以上
之「資格考試委員會」，主責委員為當然召集人（以下簡稱
召集人），並啟動考試流程如下：
1.

召集人推派原則:
(1)

如考生選定第一導師擔任指導教授時，第二導師
為召集人。

(2)

如考生選定第二導師擔任指導教授時，第一導師
為召集人。

(3)

如考生非選定第一導師及第二導師擔任指導教授
時，第一導師為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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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召集人於考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並正式提出申請前，須就
其研究領域說明及研究書目提供意見，如前述兩位教師
皆同意其申請案，考生向所辦提交並獲受理時，召集人
應即開始成立「資格考試委員會」。

3.

考試委員分別審議考生提出之申請文件是否符合研究領
域專業要求，並得在 20%範圍之內要求考生就研究書目
加以增刪。

4.

考試委員核可考生之研究領域文件之後，據以分別完成
筆試命題，由召集人彙整之後轉交所方。

5.

所方安排筆試。自考試委員核可研究領域文件之日起，
至筆試開始日止，至少須間隔 45 日（包含例假日，且不
受學期限制）。考生領取考題後有一週時間作答，答案
卷應以電腦打字，並應同時繳交紙本與電子檔。

6.

考生繳交答案卷後二週內，考試委員須閱卷完畢，並得
進行資格考口試。考試委員得要求考生就筆試回答不周
處補充說明，或針對考題未涉及之相關研究進行提問，
最後綜合考生筆試及口試表現決定資格考之通過與否。

（四） 召集人在資格考中，負責與其他考試委員之聯繫、協調、意
見彙整，必要時得由所方協助。資格考試過程應避免考生之
論文指導教授介入，但考試完畢後，不論通過與否，應將考
題考卷提供給指導教授參考。
（五） 如召集人因特殊情事而無法擔任主責委員，如借調外單位、
休假研究或其他因素時，由其委請一位非擔任指導教授之本
所專任教師代理，並須經所長同意。

四、 資格考試如未通過得申請重考，至多以一次為限。
五、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並報校備查後，自發佈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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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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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2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1 月 21 日 本校第 3060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09 年 9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據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四篇碩博士班規定、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
位考試規則訂定之。

第二條

入學資格
凡經本校研究所入學管道錄取，得入本所修讀碩士學位。

第三條

入學考試
108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者，考試分 2 組進行，考試項目如下：
一、甲組 (主修文本、理論、戲劇史)：中國／臺灣戲劇及劇場概論、歐
美戲劇及劇場概論、中西戲劇家專題、英文(A)。
二、乙組（主修劇本創作）
：中國／臺灣戲劇及劇場概論、歐美戲劇及劇
場概論、中西戲劇家專題、英文(A)。乙組須加考口試。
學生入學後，如欲改變組別，須符合下列規定方可提出申請：一、至少於
本所修讀 1 學年並修滿本系所課程達 12 學分。欲從甲組轉入乙組者，須
修滿本系所劇本創作課程至少兩門且成績達 A（等第績分 4.0）以上。欲
從乙組轉入甲組者，須修滿本所 M 字頭課程至少兩門且成績達 A（等第
績分 4.0）以上；二、檢附申請書，敍明轉組理由；三、檢附所修課程之
期末報告（學術論文或創作作品）；四、檢附歷年成績單，於每學期申請
截止日前（上學期 10 月 15 日／下學期 3 月 15 日）向所方提出申請。學
生提出後，由系主任召集相關教師共同審查，經 3 分之 2 以上出席教師同
意，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轉組。學生提出轉組申請以 1 次為限。
本國生之外，自 107 學年度起，透過其它管道入學學生（如僑生、陸生及
國際學位生）得選擇以甲組或乙組畢業，選擇乙組者，須修習乙組必修之
「劇本創作一」、「劇本創作二」及「戲曲編劇」，且其中一門成績須達 A
者始得申請。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及上述三門課程之
創作作品，於每學期申請截止日前（上學期 10 月 15 日／下學期 3 月 15
日）向所方提出申請。學生提出後，由系主任召集相關教師共同審查，經
3 分之 2 以上出席教師同意，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始得生效。學生提出選
組申請以 1 次為限。
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一般入學考試之科目為：中國／臺灣戲劇
及劇場概論、歐美戲劇及劇場概論、中西戲劇家專題、英文(A)。

第四條

修業年限
研究生之修業年限為 2 至 4 年。

第五條

修習學分
研究生於修業年限內，除碩士論文外，須修滿 24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本
所課程至少 18 學分，課程識別碼Ｍ或 D 字頭課程至少 15 學分。

第六條

學分抵免
抵免學分總數以 6 學分為限（不含先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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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課程
一、先修科目（不計入畢業總學分）：戲劇製作三
已於大學修習相關課程者，得於入學註冊時提出抵免申請，由系主任審核
通過後免修。
二、必修科目﹕
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包含所有管道）適用甲組規定。
甲組：（一）研究方法（1 學分）、（二）西方戲劇經典學術著作選讀（3
學分）、（三）中國戲劇經典學術著作選讀（3 學分）。
乙組：（一）研究方法（1 學分）、（二）西方戲劇經典學術著作選讀（3
學分）
、
（三）中國戲劇經典學術著作選讀（3 學分）及 4 門劇本創
作課程：劇本創作一（2 學分）、劇本創作二（2 學分）、劇本創作
三（2 學分）及戲曲編劇（3 學分）。
三、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術倫理課程修課實施要點」，自 107 學年度起
入學之碩、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完成至少 6 小時
學術倫理課程為原則，至遲需於提出學位考試前完成。
四、選修科目：請上本所課程地圖查詢歷年開授課程。

第八條

資格考試
研究生已修畢或正在修習之本系所課程達 12 學分者，得申請第 1 科資格
考試。已修畢或正在修習之本系所課程達 18 學分者，得申請第 2 科資格
考試，或同時申請第 1 及第 2 科資格考試。上述學分中，課程識別碼 M
字頭或課號 Thea7 開頭課程須達 6 學分。申請期限為每學期上課結束日（依
行事曆），考試時間統一於次一學期開學第 1 週舉行。研究生須通過資格
考試，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第九條

資格考試內容
考試分兩大領域：一、中國及臺灣戲劇或劇場專題；二、西方戲劇或劇場
專題。研究生須就上述兩大領域（題目自訂）洽請相關教師討論書單並命
題。命題教師以本系專兼任教師為宜，資格考試之內容及範圍須經命題教
師及系主任同意，且書單須涵括二十種以上。

第十條

資格考試之成績
資格考試之成績以 B-為及格，不及格者得於次一學期申請補考，或於同
領域換考另一題目，但以 1 次為限。同科資格考兩次不過者，以退學論。
已申請資格考試之研究生，若因故無法於公告時間完成考試，應於考試日
兩週前完成撤銷申請，惟每科以 1 次為限。逾期未撤銷亦未應考者，以一
次不及格論。考生提出申請後，如期末成績到齊時發現學分不足，應主動
提出撤銷（不計入撤銷次數）。若事後查證應試時資格不符，則該科資格
考成績不予計算。

第十一條

畢業方式
研究生得以下列方式畢業，各組相關規定如下（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
學者［包含所有管道］適用甲組規定）：
一、

甲組：
(一) 繳交學位論文（含書目至少 90 頁，12 號字，1.5 倍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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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繳交劇本翻譯與研究
以劇本翻譯與研究畢業需通過審查（含語言能力證明）
，請填具
「計畫構想表」（系上統一格式）提出申請（上學期 10 月 15
日／下學期 3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以 1 次為限。
2. 「計畫構想表」需包含該作品在該領域之重要性、該作品如前
已出版中文正、簡體版者，重譯增注該作品之必要性，以及洽
詢其中文正體字著作權授權狀況之函件影本。
3. 如通過申請後無法取得授權，得另案重新提出申請。
4. 除繳交劇本翻譯外，需另繳交劇作家創作背景研究（含生平、
時代、重要文獻評述、該作品及劇作家其他作品評述）至少 60
頁（12 號字，1.5 倍行高）
5. 以劇本翻譯畢業者，口試需包含精選片段之讀劇呈現（以 40
分鐘為度）。
(三) 繳交創作劇本（108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者，以劇本創作畢業需
符合轉組規定。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適用此規定）
1. 以創作劇本畢業需通過審查，請填具申請書（系上統一格式）
於期限前（上學期 10 月 15 日／下學期 3 月 15 日前）提出。提
出申請以 1 次為限。
2. 提出申請需具備以下條件：(1)修習本系所劇本創作課程至少兩
門且成績達 A（等第績分 4.0）以上；(2)完成指導教授之洽請
（含指導及共同指導）；(3)提出創作構想及大綱。
3. 創作劇本需含至少一齣演出時間 70 分鐘以上的長劇，並繳交相
關之創作報告 1 份，其格式同於一般學位論文，字數以中文 3
萬字（12 號字，1.5 倍行高）為度。形式不拘，但內容應包含
下列各項：(1)文獻回顧、(2)學理基礎、(3)創作理念、(4)自我
評估、(5)結論。
4. 以創作劇本畢業者，口試需包含精選片段之讀劇呈現（以 40
分鐘為度）。
1.

二、 乙組：繳交創作劇本（含至少一齣演出時間 70 分鐘以上的長劇），
並繳交相關之創作報告 1 份，其格式同於一般學位論文，字數以中
文 3 萬字（12 號字，1.5 倍行高）為度。形式不拘，但內容應包含
下列各項：(一)文獻回顧、(二)學理基礎、(三)創作理念、(四)自我
評估、(五)結論。
第十二條

指導教授之洽請
研究生至遲應於預期畢業學期註冊前洽請指導教授，並於註冊時提出洽妥
指導教授之同意書。指導教授（含共同指導）以具學位授予法擔任學位考
試委員資格之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為原則，必要時經系主任同意，
得以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惟學位考試舉行學期，擔任指導教授之兼任
教師必須受聘。本人作品為論文主題者，不得擔任指導教授。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之申請
一、研究生經指導教授推薦，得檢附歷年成績表、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
份，申請學位考試。
二、學位考試之申請期限，第 1 學期自行事曆上課開始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第 2 學期自行事曆上課開始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但因特殊
原因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學位考試之舉行時間，第 1 學期應於 1 月底前、第 2 學期應於 6 月底
前為宜，至遲應於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舉
行。
四、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若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
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
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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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
學位考試委員會 3 至 5 人，其中至少 3 分之 1 為所外委員，舉行學位考試，
考試時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之成績
一、學位考試之成績，以 B-（或百分制七十分）為及格，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成績平均決定之。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
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二、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
學年重考，重考以 1 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以退學論。

第十六條

辦法之修改
本辦法因本校校訂相關章程修改或經系務會議通過，得隨時修改。本辦法
未規定者，依學校規定辦法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教務處備查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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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及修讀學位辦法
109 年 6 月 17 日
109 年 9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博士班教育目標
（一） 在厚實的人文教育架構下，建立嚴謹、紥實的戲劇學研究，力求國際視野之
提升。
（二） 傳統與現代並重，兼顧東方與西方，著重於歷史、文本、理論、美學等層面，
以培養未來的戲劇研究者及高等教育師資。
（三） 建立深入且寬廣，超越「戲劇」概念範疇的研究學程，鼓勵理論運用的開發。
二、報考資格、入學考試、修業年限
（一） 報考資格：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碩士學位，
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具
有同等學力資格，並符合招生簡章所訂其他有關之條件者。
（二） 入學考試：分審查與口試，口試內容包括碩士論文審查與研究計畫答詢。
（三） 學位名稱：文學博士（Ph.D.）
（四） 修業年限：二至七年
三、課程及學分
（一） 修習學分
1. 106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博士生於修業年限內，除博士論文外，
須修滿 24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 D 字頭課程至少 13 學分（含必修及必
選課程 7 學分）且 6 學分得為外所學分。
2. 107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博士生於修業年限內，除博士論文外，
須修滿 24 學分始得畢業，包括必修 8 學分及 M 或 D 字頭選修課程 16
學分。選修學分中，6 學分得為外所課程。
3.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術倫理課程修課實施要點」，自 107 學年度起入
學之碩、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完成至少 6 小時學術
倫理課程為原則，至遲需於提出學位考試前完成。
（二） 學分抵免
1. 103 學年度入學學生，抵免學分至多以 12 學分為限，學科成績 B-以上
方可抵免。
2. 104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抵免學分至多以 6 學分為限，學科成
績 B-以上方可抵免。
（三） 課程
1. 106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
(1) 必修科目：研究方法（1 學分）
(2) 必選修：從以下兩個範圍各選 1 科，共 6 學分。
A. 臺灣及中國戲劇
(A) 中國戲劇歷史與理論專題（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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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臺灣戲劇歷史與理論專題（3 學分）
B. 西方戲劇
(A) 西方古典戲劇歷史與理論專題（3 學分）
(B) 西方現代戲劇歷史與理論專題（3 學分）
(3) 選修科目：至少 17 學分，其中須含 D 字頭課程至少 6 學分（超修
之必選修學分得計入選修科目學分）
。研究生自修業之第二學年起得
就論文方向商請相關領域教師開設「獨立研究」
（1 學分）一至二門。
申請時間為每學期期初，開設學期為申請通過後之次學期。
2. 107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
(1) 必修科目：研究方法（2 學分）、中國戲劇經典學術著作選讀（3 學
分）、西方戲劇經典學術著作選讀（3 學分）。
(2) 選修科目：M 或 D 字頭課程至少 16 學分，其中 6 學分得為外所課
程。研究生自修業之第二學年起得就論文方向商請相關領域教師開
設「獨立研究」
（1 學分）一至二門。申請時間為每學期期初，開設
學期為申請通過後之次學期。
四、語言能力要求
（一） 研究生第二外國文可自德文、法文及日文三種自擇一種修習之，倘有必要
以其他外國文代替修習者，應向系辦提出申請。
（二） 研究生修習第二外國文，應隨同本校大學部開設之第二外國文科目班級上
課，循序修畢該科目一及二兩學年共 4 學期課程。凡已修畢 4 學期課程，
其修習成績皆達 B-以上者，採認為第二外國文程度及格通過。
（三） 研究生入學前曾修習第二外國文，且成績達 B-以上者，得填具申請書向系
辦申請抵免。
五、出國交換
104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學士及碩士階段學位若皆在臺灣取得，必須至少
一次至國外（含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進行交換學生或進修課程（停留時間至少
兩個月）
。
六、論文發表
學生須於修業期間內完成下列兩項論文發表之要求，方可參加學位考試：（一）於
國內外有關之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至少一篇；（二）於二級以上之學術期刊發表論文
至少一篇（可為前項會議論文修改後發表）。
七、論文指導
（一） 研究生最遲須於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加退選之前選定指導教授，並由指導教
授負責組成三至五人指導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應有三分之二為戲劇學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委員會組成完妥，以書面（系上統一格式）向系主任報備
後，提系務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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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於上述期限前選定指導教授者，得申請延長一學期，但以一次為限。
申請書至遲應於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加退選之前提出，其它特殊情況經指導
教授及系主任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含共同指導）以具學位授予法擔任學位考試委員
資格之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為原則，必要時經系主任同意，得以兼
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惟學位考試舉行學期，擔任指導教授之兼任教師必
須受聘。
（三） 研究生論文指導委員會成員以本系專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為原則，必要
時得商請系外或校外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同職等之公立學術機構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為指導委員，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二人。
（四） 研究生於指導委員會組成後，填妥報備表格（系上統一格式）後，復經研
究生與所有委員簽章認證，逕交辦公室存查。
（五） 指導委員會主要負責指導研究生選課、資格考試及論文撰寫，並為該生學
位考試委員之當然成員。
（六） 研究生於論文撰寫前應以書面（系上統一格式）向指導委員會報告研究大
綱及預定進度，經指導委員會口試同意後，始得撰寫論文。若日後改變研
究方向，須重新提出申請。
（七） 若有指導教授更換事宜，悉依校方規定辦法處理。在未申請資格考試之前，
如欲更換其他指導委員會委員，必須填表（系上統一格式）申請，並經原
指導委員、新加入指導委員、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章，始得生效。
（八） 研究生經指導委員會同意，並填具指導委員會同意表（系上統一格式），
經系主任審閱通過後，始得申請資格考試及學位考試。
（九） 研究生完成之博士論文，應附加紙本指導委員名單（系上統一格式）。
八、資格考試
（一） 資格考試申請條件：研究生於修畢應修 24 學分後，自修業之第二學年起，
經指導教授同意，得提出資格考試申請，惟至遲應於修業第四學年第二學
期（不含休學）結束前通過資格考試，未通過者予以退學。
（二） 資格考試申請規定：
1. 資格考試委員之組織：由該研究生論文指導委員會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
主席。
2. 指導委員會成員原則上不得更動。若有不可抗拒之更動理由，須檢具申請
表敍明詳細原因，經舊、新委員、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認可，方得生效，
3.
4.
5.

否則前次考試視同無效，必須由新指導委員會重新安排考試。
考試科目：由指導教授及資格考試委員商定後，向系主任報備。
考試內容：分筆試及口試兩部分，由資格考試委員負責命題、閱卷及口試，
總成績 B-為及格。
考試進行方式：資格考筆試之命題方式及作答規定由指導教授召集資格考
試委員議定，筆試後方得進行口試。若總成績不及格，以一次資格考未通

16

過論。考試不及格者得補考一次，惟至遲須於次學期完成，若補考仍不及
格，應令退學。
申請期限：每學期上課結束日（依行事曆）。
研究生提出資格考試申請時須填具資格考試申請書，並附歷年成績表及書
單 40 種以上，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完成申請。
8. 資格考筆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次學期開學第一週舉行，口試應於該學期上
課結束日前舉行（依行事曆）。
9. 完成資格考試申請後，可提出撤銷，以一次為限。撤銷資格考試須填具申
請書，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於考試日前兩週至辦公室完成申請。
九、博士學位候選人
博士班研究生具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含語言能力要求）。
6.
7.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十、學位考試
（一） 學位論文預審
1. 凡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須通過預審，始得參加論文考試。提出論
文預審申請前，須達成所有畢業條件，包括課程及學分規定、語言能力要
求、出國交換、論文發表及資格考試等。
2. 預審由系主任依教育部規定，遴聘與研究論文相關之本系教師或校外學者
二至三人（含指導教授）組成預審委員會進行口試。
3. 預審採無記名方式投票，以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
4. 申請預審應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持具指導教授同意書暨論文提出辦理。
預審考試至遲應在正式論文考試兩個月前舉行。
（二） 學位考試之申請
1. 學位考試之申請期限，第 1 學期自行事曆上課開始日起，至 11 月 30 日
止；第 2 學期自行事曆上課開始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但因特殊原因經
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者，不在此限。
2. 學位考試之舉行時間，第 1 學期應於 1 月底前、第 2 學期應於 6 月底前為
宜，至遲應於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3. 口試委員人數為 5-9 人，其中至少 3 分之 1 為所外委員，成員應包括：指
導教授、本所專任教授（至少 1 名）及校外專家（至少 1 名）。
4. 論文最後之修定及繳交期限依每學年學校公告為準。
5. 學位考試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年結束前重考一次。
若仍未通過，應令退學。
（三） 學位考試之撤銷：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
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
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十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處核備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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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國立台灣大學心理學研究所學程細則修正條文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六條

第七條

本所依據「學位授予法」與本校「學則」，訂定「國立台灣大學心理
學研究所學程細則」。
本所碩士班之訓練宗旨，在使學生熟悉專業領域之知識與研究，或
具備專業工作之資格與能力。
博士班之訓練宗旨，在使學生具備國際視野，以及獨立推展心理學研
究與教學之能力。
本所博士班訓練目標是培育學生
一、學習專業領域知識，
二、設計、執行與批判研究，
三、撰寫研究計劃與報告，
四、執行專業工作能力。
五、發展新方法或發現新現象，進行系列性研究。
六、比較與批判不同學說或理論，進而創立新觀念或新理論。
七、瞭解其研究對心理學知識與應用的貢獻。
碩士班之訓練以一至四項為主。
本所下設一般心理學組與臨床心理學組。
各組研究生得選擇單一心理學領域進行研究，亦得從事跨領域的研究。
指導教授之選定與指導教授之權責：
一、研究生於入學註冊時，即應選定指導教授。
二、研究生在選定指導教授前，應先取得教授之同意。必要時，所長
得於第一學期暫代指導教授。
三、博士生之指導教授須經所長核可。
四、指導教授應斟酌學生之背景知識及志趣，依據本校與本所之規定，
訂定合適之修課研究進度表。
五、研究生得向所方申請更換指導教授。更換後，應即重訂修課研究
進度表。
六、指導教授應參酌研究生之實際修課狀況，指定補修科目。補修科
目視為該生之必修科目。
七、修課研究進度表經指導教授認可後，報系備查。
一般心理學組碩士班不含碩士論文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不含博
士論文須修滿三十學分。
臨床心理學組碩士班不含碩士論文須修滿二十九學分，博士班不含博
士論文須修滿三十一學分。臨床心理學組學生除第七條，請另參見臨
床心理學組課程規定。
研究生得於入學當學年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與本所規定申
請抵免。
課程：本所課程分應修課程與選修課程。應修課程包括基礎知識、演
講系列、及研究方法，選修課程由指導教授建議。
基礎知識課程：共有六個科目可選擇（如下表）。碩士生須在指導教
授同意下，至少從中選擇一科修習（3學分）。博士生須在指導教授同
意下，至少從中選擇三科修習（9學分）。各組有更嚴格規定者，從其
規定。
-------------------------------------------------------------------------領域
指定課程名稱
-------------------------------------------------------------------------認知、生物心理領域
高等認知神經科學
人格社會心理領域
高等人格社會心理學
發展心理領域
高等發展心理學
心理計量領域
高等心理計量學
臨床心理領域
高等心理病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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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工商心理領域
高等工商心理學
-----------------------------------------------------------------------演講系列課程：內容為參加系討論會，每學期1學分。碩士生在肄業期
間，必須選此課二次（共2學分）。博士生在肄業期間，必須選此課四
次（共4學分）。此科不得申請抵免。
研究方法課程：碩、博士班均必修的科目為「實驗設計」（3學分）。
指導教授建議課程：指導教授應依據第五條為其博士生訂定適當之建
議課程。擬定建議課程時，指導教授可選擇：(1)單一心理學領域，(2)
一主修心理學領域與一副修心理學領域，或(3)整合數個心理學領域的
課程。碩士生之建議課程則以單一心理學領域為宜。
補修規定：統計學、心理學實驗法、及心理測驗等三科目必須在大學
部修習過，未修習過者應列為補修科目，但經任課老師或指導教授審
核者，可以免補。
碩士生必須完成碩士論文研究，博士生須完成博士學位論文研究。
博士生另須完成獨立研究論文。博士生於入學後即應與指導教授會商
題目，並進行研究。獨立研究論文並應合乎下列規定：
一、已發表或未發表之碩士論文不得取代博士生的獨立研究論文，
二、該論文必須是注重理論貢獻的原創性論文（量化與質性研究皆可）
或回顧性評論文章，
三、博士生必須自行投稿至TSSCI、SSCI、SCI或本系認可之學術期刊
刊登，
四、該論文投稿時間點必須在入學九個月之後，
五、博士生必須是論文的第一作者且指導教授必須是論文的通訊作者，
六、博士生必須負責提出期刊論文審查制度之證明，
七、應於博士學位考試申請時，向所方提出刊登(含已接受)之證明。

第九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博士生應於入學後兩年內接受資格考核。
資格考核包含課程與研究。
課程部分：「實驗設計」科之學期成績為考核成績。
研究部分：博士生入學後即應與指導教授會商題目，並進行研究。
於入學第二年結束前完成一項獨立研究，並至系討論會報告其成
果。此外，並應通過以下其中一款：
一、依前述第八條規定，向所上提出已將獨立研究成果投稿至學術期
刊之投稿證明；
二、或將其成果依照期刊論文格式，撰寫成文，送交「博士學程進度
輔導委員會」審查，以判定是否已達可發表於上述期刊之水準；
若達水準且委員會審查通過，則視同通過本項投稿考核。前述
「博士學程進度輔導委員會」得由指導老師依據學生修課與研究
的需要，於學生入學後立即成立，委員會之組成至少三人（含指
導教授），委員資格比照學位論文委員，名單應由所長與學術委
員會審查通過；
三、或會同指導教授，擬定學位論文題目與計畫，並組成「論文計畫
指導與考核委員會」，進行論文計畫口試。論文計畫口試 後，候
選人應依照論文計畫指導與考核委員提供之意見修改研究計畫。

第十條

入學後兩年內資格考核不及格者應於第三年內就不及格之部分進行重
新考核；第三年結束時，若仍無法及格者，依照本校「學則」之規
定，應予退學。
博士學位候選人。博士生通過第九條所規定之資格考核，且修畢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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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規定之應修課程，本所即向研教組報備，提報該生為博士學位候
選人。
第十一條 博士學位論文計畫口試。博士學位候選人依前述第九條第三項第一款
與第二款通過資格考核者，仍應會同指導教授，擬定學位論文題目與
計畫，並組成「論文計畫指導與考核委員會」，進行論文計畫口試。
論文計畫口試後，候選人應依照論文計畫指導與考核委員提供之意見
修改研究計畫。
第十二條 學位論文考試。碩士生與博士學位候選人於學位論文撰寫完成後，經
指導教授確認品質已達學位論文之水準，得依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
士學位考試規則」申請學位考試。
博士學位候選人另須符合下列條件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一、獨立研究之成果，已被接受刊登於符合第八條所規定之期刊；
二、距「學位論文計畫口試」之通過日期已滿六個月；
三、學位論文之成果已於系討論會報告；
四、已滿足第七條之課程要求。
第十三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申請學位論文考試時，應先提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成員名單，交由所長會同學術委員會組成之小組審查。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原則上由「論文計畫指導與考核委員會」成
員組成，但審查小組具有修正名單之權力。名單審查確定後始得報校
遴聘。
依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第五條之規定，學位考試
委員會召集人由所長指定，且不得為指導教授；唯所長之指定權，在
碩士學位考試部份，得授權指導教授處理。
第十四條 博士學位論文通過之水準為能夠在符合第八條所規定之期刊發表為原
則。
學位論文應遵照本所「學位論文格式」撰寫、排印、及裝訂，博士學
位論文並應經本所之格式審查。
第十五條 博士生在學進度督導。本所應為每一博士生建立學業資料檔案，內容
包括：
一、修課及研究進度表，
二、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之學業成績，
三、已通過與未通過本所各項要求之紀錄，
四、學術委員會之評鑑與建議紀錄。
學術委員會於每學年度開始時，檢視博士生之檔案記錄，並斟酌其修
課與研究狀況，填寫在學進度記錄及建議，副本送交學生及其指導教
授，作為新學年度繼續修業之參考。
第十六條 研究生請願。研究生對於本學程細則所列之規定與要求，如遇特殊情
況難以遵行時，應先與指導教授商議解決。若仍無法解決，學生得以
書面方式向系（所）請願，由所長斟酌處理。除涉及與指導教授之爭
執外，學生請願應由指導教授副署提出。
第十七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處理。
第十八條 本學程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同時議決實施日期後施行，且報校備
查。修正時亦同。
修正版實施日期前已經就讀之學生，除另有規定外，以採用入學當年
適用之學程或學程細則為原則，亦得於修正日期之學期內申請適用該
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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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民國 98 年 03 月 25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06 月 05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01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02 月 0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03 月 08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4 年 06 月 1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10 月 16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4 年 11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01 月 08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5 年 11 月 0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01 月 06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7 年 01 月 1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 年 01 月 04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9 年 01 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
二、 依本系博士班入學及修業辦法第十條規定：
1.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應於修業四年內申請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以下簡稱資格
考試)；申請資格考試前， 108 學年前(含 108 學年)入學者應修畢必修課程四門(不含
論文及獨立研究）及選修課程至少六門；109 學年起入學者，應修畢必修課程四門(不
含論文及獨立研究）及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2. 本系所有「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於修業三年內申請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試(以下簡稱資格考試)，並應於申請應考前完成修習碩士班社會工作理論、社會工作研
究法、博士班必修課程四門(不含論文及獨立研究）及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三、 資格考試考試辦法：
1.考試方式：資格考試以筆試為之，筆試時間每科以四小時為限。必考科目考試一律不得
攜帶參考資料，其他科目則另行規定，試卷採彌封方式。不依規定，擅自記名或任意塗
改毀損者不予計分。
2.考試科目：資格考試共三科，其中「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必考，另選擇其他必修科目
一科，及專長領域一科為考試科目，專長領域科目必須為該生已修畢之相關課程，由指
導教授建請本系博士班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若因論文研究方向或重點修正，擬變更考試科目，應由其指導教授建議，並經由本系博
班委員會同意，始得變更。
3. 資格考試的舉行：
（1）申請考試：申請人得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資格考試，每次至少
申請一科。
（2）舉行考試：資格考試於每年 6 月及 12 月第四週各辦理一次；系辦於開學第一週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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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
（3）撤回考試：申請人因故未能在該學期參加筆試，應於預定考試日前三週提出撤回申請，
撤回申請總計以一次為限。
（4）資格考試得於同一學期或連續兩學期分別考完；考試未通過者，就第一次未及格之科
目重考一次。
四、 博士班資格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考生得於接獲考
試結果通知後一週內提出分數查閱申請，重考仍不及格者，應報校予以退學。
五、 本系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資格考重考仍不及格者，得依本校國立臺灣大學學生逕行修
讀博士學位辦法轉入(回)本系碩士班就讀。
六、 考試科目之各科命題委員二人，由本系博士班委員會建議，經系主任聘任校內、外各一人
為之；指導教授應迴避擔任命題委員。
七、 博士班研究生具下列兩項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1.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2.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
博士班研究生獲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者，由本系通知教務處於其成績表登錄並註記為
博士學位候選人。
八、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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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依 103.11.03 一百零三學年度第四次科所務會議通過
(自一百零四學年度起入學者適用)
108 學年度第 3 次科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一、 考試資格：修畢本所博士班四科必修科目（高級生化學、蛋白質體學之醫藥應用、

儀器分析概論、分子生物學及技術），成績及格者。
二、 考核方式：研究計畫口試委員會依考生提出「非關博士論文之研究計畫」
（non-thesis

proposal，以下簡稱研究計畫）進行考試。
三、 博士學位資格考試委員會組成：由本所所長及三名教師輪流擔任，負責研究計畫之

初審工作，依研究計畫之領域指派召集人乙人，協調行政工作。指導教授不得擔任
委員。
四、 研究計畫口試委員會組成：由研究計畫口試委員會召集人於考試提出一個月內召集

四名助理教授以上之學者專家成立，其中至少乙名所外口試委員，指導教授不得擔
任口試委員。
五、 考試時程：

1. 第一階段(8/1-8/15 或 2/1-2/15 提出)：考試申請，學生應檢附歷年成績單、
「博士班
資格考－研究計畫考試申請書」
、研究計畫題目、摘要（一頁）及就讀碩、博士班所
從事研究之說明（一頁）向本所提出考試。
2. 第二階段(8 月底或 2 月底前)：研究計畫初審，博士學位資格考試委員會得於二週
內，審核申請資料。計畫題目與其研究室相關領域相似者，予以退件。考生得更改
研究計畫題目、摘要乙次，再次接受初審，截止日起二週內須完成初審通過。
3. 第三階段：學生應於口試前 10 日提交完整研究計畫予研究計畫口試委員會，初審通
過起 3 個月內應完成考核。審查結果為有條件通過者須於提出考試當學期結束前完
成審核通過。
六、 研究計畫撰寫：

研究計畫撰寫時應符合學術倫理。
研究計畫撰寫時可與所內外專業人士(含口試委員與召集人)討論。
文字：中、英文皆可，鼓勵以英文撰寫。
格式：A4 紙張（210x297mm，邊距，1 吋）
，段落為單行間距，字型標楷體或 Times
New Roman，大小為 12，全部長度以不超過 25 頁為原則（含參考文獻）。
5. 內容與頁數：
1) 中英文摘要（各一頁）
2) 研究背景（三頁）
3) 研究目標（一頁）
4) 計畫內容 – 假說、實驗方法、實驗設計、預期結果
5) 預期困難與解決方案
6) 參考文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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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成績評定：

1. 考試委員須以書面方式針對考生之研究計畫撰寫、研究計畫報告、邏輯思考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等具體評論。
2. 考試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與不通過三級。
3. 半數(含)以上委員評為通過者，以通過評定;半數(含)以上委員評為不通過者，以不通
過評定;其他情況則以有條件通過評定。若為有條件通過者，得根據考試委員會建議
修改研究計畫或重辦考試，惟應於當學期結束前通過考核，否則視為當次考試不通
過。
八、 考試結果不通過者，得另選題目重考一次。重考仍不通過者，應令退學。
九、 博士班研究生於每年八月及二月提出考試申請，最遲於修業第三學年度結束前，

需通過資格考，未完成者應令退學。
十、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24

附件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95.8.24. 本學系 95 學年度第 2 次碩博班事務委員會制訂
96.1.18. 本學系 95 學年度第 4 次碩博班事務委員會修訂
96.4.03. 本學系 95 學年度第 5 次碩博班事務委員會修訂
96.4.24. 本學系 95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98.5.06. 本學系 97 學年度第 1 次碩博班事務委員會修訂
98.6.17. 本學系 97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6.19 本學系 108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之取得必須符合學位資格考核之規
定。
二、 博士學位資格考核之規定：
1.資格考核以口試或筆試為主，由指導教授決定之。
2.資格考核每學期得辦理一次，考核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並需於第一學期 1 月 31 日前完
成或第二學期 7 月 31 日前完成。
3.擬申請考核之同學，須已修習 16 學分（含必修 4 學分）之課程，逕博生需已修習已修
習 28 學分（含必修 4 學分）之課程（適用 109 學年度起入學及逕博學生。108 學年度以
前入學及逕博學生，須已修習 20 學分，含必修 3 學分），且須於考核前一個月，繳交以
第 1 作者完成之同儕審查期刊所接受刊登的原著實證論文 1 篇，經指導教授同意後於考
核前一個月，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此論文不得再作為申請學位考試之用。
4.資格考核前應由指導教授組織資格考核委員會，除指導教授之外，含其他委員 2 至 4
名，由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之。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副教授以上擔任，但考核委員
中之校外教授不得超過 1/2。資格考核時，由委員推舉一位擔任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
得擔任召集人。
5.考核成績為「通過」或「不通過」。
6.學生入學四年內（不含休學），必須通過資格考核（第一次未過，一年內得重考一次）。
108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未於期限內通過資格考者，應令退學。
7.資格考核不及格，不得於同一學期再申請考核。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8.博士班研究生獲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且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考核者），由系辦通知教務處於其成績表登錄並註記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9.資格考核及格後，始得申請論文計畫書口試，論文研究計畫書口試與資格考核不得於同
一學期舉行。
10.其它相關未盡事項，依「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考核實施要點」辦理。
11.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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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臺大藥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107.05.18 106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0.19 10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8.05.24 107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8 108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9.07.30 108 學年度第 1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高博士班研究生之研究能力及學養，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實施要點」，訂定本辦法。
二、本系於每學年度開始成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
員會置委員五人，藥學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四名委員由本系教師領域分組中，
『新藥探索－生藥/分析』、『新藥探索－藥物化學』、『製藥科技』及『醫藥生技』四大
領域的教師中相互推選擔任。推選委員出缺時，由候補委員遞補之。召集人為系主任
或其指定之委員。
三、為使本委員會能有效涵蓋藥學系研究所各領域，達成教育考核之目標，每一領域至少
各有一名教師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四、參加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需先修畢必修科目。修業第三學年結束前，需通過資格考
試筆試。
五、資格考試包括筆試及口試，筆試通過後方得提出口試申請。筆試及口試委員，由本委
員會核定之。
六、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筆試訂於每年五月底及十二月底之星期五舉行，博士
班學生應於每年二月底及九月底前提出申請。
七、由本委員會於三月底及十月底前指定考試科目三科，考試科目修課成績達 A 者得免
試。筆試以二次為限，第二次僅就未及格科目應試即可。
八、資格考試之口試內容應提出與博士論文無直接關係之研究計畫書，經口試委員考核通
過。
九、博士班學生未在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或博士學位候選人之
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應令退學。
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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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學位授予及資格考核辦法
80年9月30日系務會議通過原則
88年5月31日87學年度第五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12月2日91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5月26日91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3月1日93學年度第二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6月26日94學年度第九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12月7日96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0月13日97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9月28日98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3月21日99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13日99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1月21日100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3月3日102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3月21日104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27日106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2月26日106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3月30日108學年度第1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6月8日108學年度第1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學生）學位授予及資格考核，須遵循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
定，並依本辦法辦理。
二、 學生入學一年內應選定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生應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得授予博士學位：
(一)

至遲須於入學（或轉入）起4個學期內通過資格考核。

(二)
至少須修滿18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30學分（含碩士班期間
所修學分數）。
(三)
畢業前符合本校進階英語課程實施辦法第七條各項之任一條件或修畢「研究生線
上英文三」(AdvEng7003)。
(四)
須於EI或SCI收錄之期刊發表（含接受）論文至少兩篇，其中至少一篇發表於SCI
收錄之期刊。論文內容須為學生在學階段所完成者，並為第一或第二作者，且期刊品
質經系主任認可者。
(五)

通過教育部所規定之學位考試。

三、 本系每學期公告辦理資格考核考試一次，考試分五主修學門，學生須於其中選定一學門
應考，並須經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所選定之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學生如於入學後第二年
有更換指導教授之情事且欲更換資格考核學門，應經新指導教授之簽名同意後應考。
五主修學門及其考試科目條列如下：
(一) 「熱流學」：黏性流體力學、高等熱力學、高等熱傳學
(二) 「控制學」：系統動態學、線性控制系統、數位控制系統
(三) 「固體力學」：線性彈性力學、有限元素法、振動學
(四) 「機械設計學」：高等機動學、機器動力學、最佳設計、機械元件設計，此四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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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三科，採筆試及（或）口試
(五) 「機械製造學」：材料之機械性質、切削原理、製造原理
各科目之命題範圍、評分原則另以辦法訂定之。
四、 前條各學門之各科目考試採百分制，以70分為及格，所有科目皆及格為通過資格考核。
首次應考者必須申請學門內所有科目之考試，不及格者以重考一次為限。
學生入學前五年內或在學期間曾於本系修習與考試科目同名之課程，且成績達B以上者，
視同該科目考試及格，得以免試。
學生未於規定期限內通過資格考核或參加兩次資格考核考試後仍有不及格科目者，以退
學處理。
五、 學生申請學位考試，須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其成員除指導教授本人外，悉由系主任認
可或選定。
學位考試日期、地點、學位論文題目、摘要及考試委員等資訊，須於考試日期至少一週前
公告；學位考試口頭報告時應對外公開，允許旁聽。
六、 學生在未選定指導教授前，其選課及學業相關事宜由系主任或其授權之副系主任負責。
七、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校備查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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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碩士班先修生甄選辦法
109 年 2 月 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年 3 月 20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4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為甄選本系學士班學生先修本系碩士班，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課
程先修要點」訂定本辦法。
二、申請者必須具備以下資格：
1.
本系三年級以上學生(不含延長修業者)，已完成本系學士班一年級和
二年級必修課程。
所修畢之課程學分數已達最低畢業學分要求二分之一以上，且歷年成
績排名在前百分之五十。
三、申請方式：申請者必須備妥以下資料，於每學期結束前向本系提出申請。
2.

1.
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和排名
3.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四、甄選方式：由本系招生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並擇優錄取碩士班先修生。
錄取名單於開學前一個月公布，並送教務處備查。
五、碩士班先修生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年限屆滿前取得學士學位，並經
本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考試入學通過，始取得本系碩士班入學資格。
六、碩士班先修生於學士班修業期間選修本系碩士班必修和選修之課程，於碩
士班入學後得申請抵免學分，且抵免學分數不受畢業學分總數二分之一的
限制。惟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之科目，不得再申請抵免。
七、本辦法若有未盡之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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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學士論文實施辦法
109 年 2 月 18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年 3 月 20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4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目的：為鼓勵具有研究潛力之學士班學生於本系從事學術研究，特訂定此
辦法。
二、實施方式：
1.
修習資格：大四學生修習本系「專題研究」課程時，得經指導老師同
意撰寫學士論文。
2.
3.

論文題目：應經指導老師同意，選擇農業化學相關之課題進行研究，
並於在學期間獨立完成論文。
論文格式：論文格式必須遵守「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格式規範」。

論文審查：論文審查委員會由至少三位助理教授職級以上教師組成。
論文經評定通過後，於在學期間將論文出版並繳交至系。論文撰寫者
若同時選修「學士論文」課程，於完成上述程序後始取得該課程之學
分。
三、學生論文獎評審方式：
1.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論文獎評審要點」和本校當年度公告
之申請方式辦理。
4.

於公告申請截止日期前完成論文審查並出版者，得向本系提出申請。
本系組成評審小組，從符合申請資格之論文中選出最佳論文予以公開
獎勵，並選出論文獎推薦名單，排序後送院評審。
四、學生修畢一學期「專題研究」後，若於選修第二學期之課程時欲更換指導
老師，須經系主任同意方可商請另一位本系教師指導。
五、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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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學士班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
109 年 2 月 18 日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年 3 月 20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4 月 27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一、為增進農業化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之實務經驗，將課堂學習之理論和實務
相印證，以增進學生之就業能力，特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並訂定本辦法。
二、作業方式：
1.
「校外實習」規劃 1 學分，修課學生應於暑期至農業化學相關產業(學
校及中研院除外)進行至少 1 個月之實習始取得該學分。
2.

修課學生必須與負責本課程之教師討論所欲實習之單位(附件一)，其
性質應為本系之專業相關。於規定日期前提交校外實習申請表給負責
教師(附件二)，再由本系統一發文給實習單位，以確保學生實習之權

益與安全。
3.
實習單位和實習內容不可擅自更改，否則不予認可。如有不可抗拒之
原因必須更改，必須經負責教師同意。
4.
課程中需要擬定學習計畫，並繳交每日工作日誌、每週工作報告與總
結報告。實習結束後，必須繳交實習單位所核發之實習成績(附件
三)。
5.
課程成績之占比為書面報告 50%，實習單位考核 50%。
三、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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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校外實習課程徵詢表格
機關(公司)名稱
實習部門

部門主管
姓名、職稱

實習負責人
姓名、職稱

聯絡電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日期

日 ~ 月

月

日

1. 實習部門(單位)

2. 實習訓練規劃

實習訓練規劃與安排

3. 實習項目或內容

4. 其他
1. 實習名額
2. 成績規定

接受實習生之條件

3. 須修過科目

4. 須配合事項

5. 其他

膳食

計費

住宿

計費

交通車

計費

獎助金
是否為實習學生保險

金額

是否提供

是否需提供體檢報告

平安保險與意外險

體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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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
時間

時

分 ~

時

分

附件二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校外實習申請表
申請學生

姓名：

(簽章) 日期：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地址和電話：

實習單位

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

(簽章) 日期：

聯絡地址和電話：

實習項目或
內容
負責教師

姓名：

(簽章) 日期：

聯絡地址電話：
學生家長

姓名：

(簽章) 日期：

聯絡地址電話：

註： 1. 本表一式三份，由本系、實習機構和學生(或家長)各持一份，以利於聯繫。
2. 請實習單位於實習期間負責實習學生之安全。
3. 本系統一辦理校外實習學生之團體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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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證明書
一、學號 ：

姓名：

二、實習機關名稱：
三、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四、實習項目：
項

目

出

勤

情

形

20%

實

習

態

度

20%

實

習

成

效

40%

實

習

報

告

20%

實習機關主管
中

標 準 分 數 總 分

華

民

考

( 蓋 章 )
國

年

核

人 員

評

考核人員
月

日

註：請同學在暑假結束時繳交實習報告和成績證明單(由實習單位郵寄系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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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 蓋 章 )

附件15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修業規定
101 年 9 月 17 日系務推動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 年 6 月 18 日系務推動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 年 6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7 月 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6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指導教授規定
(一) 指導教授必須為資訊學群專任佔缺教師擔任。但於必要時得經系主任及指
導教授之同意，再邀請學群外教師一人共同指導。
(二) 選定指導教授後，於每學期開學時須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三) 變更指導教授需依照學校及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二、 課程規定
(一) 必修科目
1. 博士論文
2. 專題研究(每學期必修)

1

3. 「專題討論」，畢業時至少通過四學期
(二) 至少須修畢本系課程十八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至少須修畢本系課程
三十學分。以上學分不包括博士論文、專題研究、及專題討論。
(三) 跨所選修者須於選課前提交「跨所選修申請書」，經核准後方可計入畢業
學分。跨所選修之課程須與研究相關，以九學分為上限，唯逕讀生以十五
學分為上限。
三、 資格考核
(一) 考核方式：包括完成基本課程考核及通過研究能力考核。
1. 基本課程考核：
學生應自本系開設之下列四大領域課程中至少選擇三個領域共通過四
門。該科成績達 A 或 A+者，視為考核通過。






1

系統與網路領域：
高等作業系統、高等計算機結構、高等編譯器設計、軟體工程設計、
平行程式設計、高等計算機網路
多媒體與數位內容領域：
計算機圖形、數位影像處理、高等人機互動介面、電腦視覺
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領域：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網路資訊檢索與探勘、資訊檢索與擷取
生物資訊與理論領域：
生物資訊學、資訊工程理論基礎、資訊理論與編碼技巧、最佳化演算
法、演算法設計方法論、生物序列分析演算法

未選定指導教授前，由教務負責教師擔任專題研究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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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能力考核：
學生應於入學後完成一項研究工作，並提交審查，以考核學生是否具備
進行研究之必要能力。







提交審查內容須為入學後完成之研究。
每學期辦理一次審查，審查日期於前一學期結束後一週內公佈。
審查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三人組成，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審查委員。
學生應於審查會兩週前提交申請書及以英文撰寫之研究報告。休學期
間亦可申請。
研究能力考核審查會指導教授可列席參加，但於公開發表時不得發
言。
研究能力考核以兩次為限，第二次仍未通過，應於下一學期退學。

(二) 通過期限：
學生應於入學三學年(含休學期間)內完成基本課程考核及通過研究能力考
核，未於期限內通過者，予以退學。若遇有不可抗拒之重大事故，經系主
任同意，可申請延長。
(三) 抵免原則：
學生入學該學期回推六學期內，通過本系博士班基本課程考核科目或研究
能力考核，如符合第一項考核方式之規範，應於入學第一學期提出抵免申
請，未申請者視同放棄。辦理時間依當學期公告為準。
四、 論文計畫審查
(一) 符合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後之下一學期起，方可提出申請。
(二) 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由指導教授及系主任會同聘定符合本校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資格之委員五人以上組成。
(三) 審查方式由審查委員就論文計畫內容進行口試。
(四) 每人以考試兩次為限。
(五) 若變更指導教授，則論文計畫審查必須重新辦理。
五、 博士學位口試
(一) 論文計畫審查通過後才能向校方申請舉辦博士學位考試，惟論文計畫審查
與博士學位口試不得在同一學期舉行。若遇特殊情況，得向研教組申請，
經系主任同意後進行。
(二)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該生原論文計畫審查委員之半數(含)以上為
當然委員。
六、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學校相關規則辦理。
七、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自發佈日施行。

36

附件16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90.01.10 經 89 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90.03.07 經 89 學年度臨時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1.01.16 經 90 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1.16 經 96 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1.11 經 98 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9.21 經 104 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9 經 105 學年度第二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5.11 經 108 學年度第三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本實施辦法。

第二條

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包括筆試(含修課抵免科目)及審查。各組筆試(含
修課抵免)科目、方式及佔分比例，由各組訂定，經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施
行。

第三條

資格考核每學期辦理一次，依本所公告時程辦理申請。筆試科目須依各組規定應
考。每門考試時間均為 100 分鐘，試卷採彌封方式。

第四條

筆試(含修課抵免科目)成績送學術委員會審查認定是否通過，未通過者必須重考，
單類成績經委員會審定通過者，可申請該類免考。重考得於一學期後提出申請，以
一次為限。重考後仍未通過者，即報校公告退學。全部考試(含抵免申請)必須於進
入博士班後五個學期以內通過（不包含休學期間），但經各組及所長認定須補修大
學部學分超過九學分（含）者得延長資格考試年限為三年。

第五條

本所博士班學生應具下列二項條件者，得申辦獲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一)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第六條

本辦法及相關規定適用於自 109 學年度(含)入學學生。109 學年度前入學之研究生，
可依本辦法或沿用舊法擇一適用。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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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7

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說明：依「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授課教師應提具本計畫書，經系 (所、學位
學程) 級課程委員會及院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經審查通過後送教務會議核備，始得開授。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中文)【必填】

次世代定序、生物資訊學與基因體醫學

課程名稱(英文)【必填】

NGS, bioinformatics and genomic medicine

開課學期 【必填】

第二學期

授課對象

博士班、碩士班及大學部

主授教師 【必填】

陳沛隆 (醫學院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

共授教師 【必填】

陳倩瑜 (生農學院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許書睿 (醫學院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

課號

Genom7009

課程識別碼

455 M0090

班次
學分【必填】

3

全/半年【必填】

半年

必/選修【必填】

必修

上課時間

星期二 2,3,4

上課地點

基醫 509

備註

本課程中文授課，使用英文教科書。不限定特定先修課程，但需具有主動以
及跨領域學習之態度。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之描述

次世代定序、生物資訊學與基因體醫學，其實是息息相關的三個學門。
學習了次世代定序，如果不會分析資料或是沒有辦法應用到基因體醫學，似
乎不只所為何來。同樣的，光只會生物資訊或是基因體醫學，則也是綁手綁
腳也見不到全貌。一旦三個能夠整合跨領域教學，則學生將能夠得到全面性
多面向的學習，即使無法三個領域都有大幅度的進步，至少可以一到兩個領
域大幅進步，而其他部分也知道如何整合在一起。
過去三年來，陳沛隆老師以及陳倩瑜老師已經開立相同課名之共授課
程，運作順暢，讓學生能夠得到跨領域之知識與能力。今年在基因體暨蛋白
體醫學研究所新聘許書睿老師，本身具有多年的基因體醫學以及生物資訊學
的傑出研究以及豐富實際資料分析經驗，因此邀請許書睿老師一同加入共授
師資，擴展此一課程的深度及廣度。
三位共授老師在這三個領域分別各自有跨領域的能力，但是將三人的專
長整合在一起之後，會更加全面及完整。

核心能力關聯

1. 基因體學研究能力
2. 以轉譯醫學研究為重心之臨床基因醫學研究能力

課程規劃

整體課程內容涵括次世代定序、生物資訊學與基因體醫學三個領域。透過授
課、作業、期中考試、以及期末小組討論專題的形式，讓每位學生都能具有
基礎知識、自行解答作業以及小組討論共同解決複雜問題的實作經驗。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利，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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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針對下列幾項主題做分門別類之介紹
1. 次世代定序原理、演化及實務。
2. 生物資訊學 – 次世代定序資料基本處理。
3. 生物資訊學 – 個人基因體資料標準分析。
4. 生物資訊學 – 族群基因體資料標準與進階分析。
5. 生物資訊學 – 大規模雲端資料庫之檢索與利用。
6. 遺傳學及基因體學之快速進展。
7. 基因體醫學。
8. 總體基因體學 – 人類腸道菌相資料分析。

課程目標

將次世代定序與生物資訊學的強大力量，在基因體醫學領域進行未知機轉探索與實際臨
床應用。
培養同時具備大量資訊分析、最新定序技術、基因體學與新時代醫學的跨領域人才。
本課程除了介紹生物資訊軟體背後的分析原理，課堂間將穿插生物資訊軟體操作、分組
討論個案分析結果以及期末專題。

課程要求

不限定特定先修課程，但需具有主動以及跨領域學習之態度，如：
1. 課堂發問 / 參與討論
2. 課後做練習(作業)

參考書目

1. Robert L. Nussbaum, Roderick R. McInnes, Huntington F. Willard: Thompson & Thompson,
Genetics in Medicine, 8th edition, 2016, WB Saunders.
2. Veli Makinen, Djamal Belazzougui, Fabio Cunial, Alexandru I. Tomescu, Genome-Scale
Algorithm Design - Biological Sequence Analysis in the Era of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June 24, 2015)
3. (optional) Joel T. Dudley and Konrad J. Karczewski, Exploring Personal
Genomics, Publisher: OUP Oxford; 1 edition (January 3, 2013)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GenomMed] Genetics/Genomics in Medicine;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Genome

第1週

(Chapters 1, 2)
[NGS] Tools in Molecular Biology and Human Diseases: the Classical
[Bioinfo] Introduction to Bioinformatics and NGS analysis (HW1 announced)
[GenomMed] Genes; Genetic Diversity (Chapters 3, 4)

第2週

[NGS] Tools in Molecular Biology and Human Diseases: the Next(Now)-generation
[NGS] Overview and History of NGS Technologies
[NGS] Overview and History of NGS Technologies
[GenomMed] Clinical Cytogenetics; Chromosomal and Genomic Disorders (Chapters 5, 6)

第3週

[NGS/Bioinfo] Introduction to NGS / FASTQ format / FastQC (HW2: please continue
the videos of RNA-seq)
[NGS/Bioinfo] Sequence alignment

第4週

[GenomMed] Mendelian, Complex and Mitochondrial Diseases (Chapters 7, 8)
[NGS] Current NGS Platforms: Illumina, Ion Torrent/Proton, PacBio, Nanopo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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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第5週

[NGS/Bioinfo] More on sequence alignment
[Bioinfo] Genes and transcripts / GFF format (to be continued)

第6週

[NGS/Bioinfo] Read mapping / Bowtie2 / SAM format (video)
[Bioinfo] R
[GenomMed/NGS] Hot Topics/Trends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Society of

第7週

Human Genetics
[GenomMed] Population Genetics and Genetic Mapping (Chapters 9, 10)
[Bioinfo/NGS]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 Clustering / HW3
[GenomMed] Genetic Mapping, again (Chapter 10)

第8週

[GenomMed/NGS] Medical Sequencing (Targeted Panel, WES, WGS, Microbiota)
[Bioinfo] Read mapping
[GenomMed] Genetic, Molecular, Biochemical and Cellular Basis of Diseases (Chapters

第9週

11, 12)
[Bioinfo] Multiple sequencing alignment
[GenomMed] Treatment of Genetic Diseases; Developmental Genetics (Chapters 13, 14)

第 10 週

[NGS]Phasing/haplotyping/pseudogenes/ME/SV
[Bioinfo] Variant calling (HW4) and haplotyping

第 11 週

Midterm
[GenomMed] Cancer Genetics and Genomics (Chapter 15)

第 12 週

[Bioinfo] Gene expression / regulation / co-expression
[NGS] SAM and VCF format
[GenomMed/NGS] RNA-Seq (wet-lab perspective)

第 13 週

[Bioinfo] Sequence effect predictors
[NGS] Variant annotation (ANNOVAR)

第 14 週

[Bioinfo] DEG (differential analysis), GO enrichment (DAVID)

第 15 週

[Final project proposal]

第 16 週

[GenomMed] Genetic Counseling and Prenatal Diagnosis (Chapters 16, 17)
[Bioinfo] Gene regulation / ChIP-seq / DAVID
[GenomMed] Pharmaco-genomics & Precision Genomic Medicine; 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 in Genomic Medicine (Chapters 18, 19)

第 17 週

[GenomMed/NG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ChIP-Seq/ATAC-Seq/Hi-C/Single cell
sequencing)
[Bioinfo] Further annotation
40

第 18 週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共授方式規劃
三位共授老師全學期每週都會出席共同參與。
透過授課、作業、期中考試、以及期末小組討論專題的形式，讓每位學生都能具有基礎知識、自行解答
作業以及小組討論共同解決複雜問題的實作經驗。也有課程助教協助解答作業或是小組專題之問題。修課同
學也能從每次上課時兩位共授老師之互動交流，體驗跨領域研究之合作精神與專業能力之養成。
授課教室是醫學院的電腦教室，可以讓同學在課堂上就能夠有所互動或是直接操作電腦。
上課內容會製作成為 video，存放於『台大醫學院開放課程』網頁，供課後重新複習反芻之用。
(http://mooc.mc.ntu.fms.tw/course/160/intro)
並建立臉書群組(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181464942398148 /)，供上課內容討論、消息傳遞、以及新
知分享之用。
成績評量方式
項目

NO.

百分比

1

期中考

30%

2

期末專題

30%

3

作業

30%

4

課堂討論

10%

說明

課程預期效益
（非首次開課者，應提出前次課程評鑑結果）
次世代定序、生物資訊學與基因體醫學，其實是息息相關的三個學門。我們希望台灣大學的學生有機會
一次將這三個學門跨領域整合學習，不論是對於個別領域的深入理解、跨領域的綜合領悟、以及未來生涯擴
展的突破，都可能會有很大收穫。
過往絕大部分的課程都是單獨開立，極少部分能夠跨兩個學門（有可能是次世代定序加上生物資訊學）
。
但即使是跨次世代定序加上生物資訊學兩個學門，沒有跟基因體醫學一同了解，則在學生未來的應用領域上
頭，可以說是少了很大一個生物醫學的領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原來屬於醫學院區的學生，對基因體醫
學比較容易有所掌握，有些同學也擁有次世代定序的實驗經驗，但是如果無法將次世代定序的原理與應用完
全理解，以及說沒有很強大的生物資訊能力，那常常會有坐擁金山卻不知如何下手的感覺。反觀，對於校總
區其他學院學生，有不少同學對人類疾病相關之大數據分析有極高興趣，卻少有機會一窺基因體醫學之全
貌，一旦三個能夠整合跨領域教學，則學生將能夠得到全面性多面向的學習，即使無法三個領域都有大幅度
的進步，至少可以一到兩個領域大幅進步，而其他部分也知道如何整合在一起。
三位共授老師在這三個領域分別各自有跨領域的能力，但是將三人的專長整合在一起之後，會更加全面
及完整。透過授課、作業、期中考試、以及期末小組討論專題的形式，讓每位學生都能具有基礎知識、自行
解答作業以及小組討論共同解決複雜問題的實作經驗。也有課程助教協助解答作業或是小組專題之問題。修
課同學也能從每次上課時兩位共授老師之互動交流，體驗跨領域研究之合作精神與專業能力之養成。
其他
過去三年來（自 105 學年度開始）
，陳沛隆老師以及陳倩瑜老師已經開立相同課名之共授課程，運作順
暢，讓學生能夠得到跨領域之知識與能力。今年在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新聘許書睿老師，本身具有多
年的基因體醫學以及生物資訊學的傑出研究以及豐富實際資料分析經驗，因此邀請許書睿老師一同加入共授
師資，擴展此一課程的深度及廣度。由於有加入新的老師，以及內容有一定程度的深化及廣化，因此以『首
開』共授課程之流程重新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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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8

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說明：依「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授課教師應提具本計畫書，經系 (所、學位
學程) 級課程委員會及院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經審查通過後送教務會議核備，始得開授。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中文)【必填】

樂齡生活模具設計與應用

課程名稱(英文)【必填】

Modality Design and Application for Elderly

開課學期 【必填】
授課對象

109-2
職治系學士及碩士班、臺大系統(3 校)設計領域相關學士及碩士班同學

主授教師 【必填】

毛慧芬(職能治療學系)

共授教師 【必填】

吳建德(職能治療學系)、蔡文傑(創新設計學院)

課號

OT5042

課程識別碼【必填】

429 U0590

班次
學分【必填】
全/半年【必填】

3
半年

必/選修【必填】

選修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備註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之描述

核心能力關聯

此課程涵括職能治療、認知行為科學與互動設計等領域，學生將學習
如何運用創意來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團隊合作的形式完成課程專
案，產生創新的樂齡生活模具原型。
A.職能治療專業知識及理論
B. 職能治療專業技術
C. 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課程規劃

學生在課堂中必須學習並整合三個領域的知識與技術，針對目標使用
者需求擬定治療策略後，以認知行為理論為依據，運用易用性與通用
設計原則製作設計原型，再以使用者經驗研究的方法進行測試並修正
設計。上課形式包含每週兩小時的演講授課與課堂練習，以及一整天
的設計工作坊活動。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利，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

本課程藉由學生於期末發展出促進老人健康福祉的模具（modality）設計原型
（prototype）為導向，透過演講、觀察體驗及團體實作的方式，期能使學生整合與應
用：老人身心功能與需求，活動分析與調整原則，及易用性與通用設計等三方面知能，
並實際應用於長者。
1.
2.
3.
4.

讓學生能夠了解老人，包含輕度認知障礙及衰弱老人之身心的狀況需求。
讓學生瞭解認知理論與臨床應用原則。
學生能實際應用活動分析與調整之原則。
學生能理解設計概念並應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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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能實際應用通用設計之原則。
6. 培養學生團隊溝通與互動的能力。
7. 小組發展出促進老人健康福祉的模具設計模型
課程要求

1. 請依循規定完成各週進度、進行分組報告並參與課堂討論。
2. 修課同學需參加期末成果報告並繳交書面報告。

參考書目

1.
2.
3.

Stanford d.School. (2010). The Design Thinking Bootcamp Bootleg. Retrieved
from https://dschool.stanford.edu/resources/the-bootcamp-bootleg
IDEO. (2015). The Field Guide to Human-Centered Design.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signkit.org//resources/1
提姆布朗著，吳莉君譯。2016 年第五版。設計思考改造世界。聯經出版社。

4.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2014). Occupational therapy practice
framework: Domain and process. 3rd Edition.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Inc., Bethesda, Md.

5.

Ch. 21. Analyzing Occupations and Activity. In Willard & Spackman’s Occupational
Therapy, 11th ed, 2013.
Watson D.E. & Lorens L.A. (1997). Task Analysis: An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approach. Bethesda, M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Inc.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Biology of the Mind, 4th Edition (2013) Edit by Michael
S. Gazzaniga, Richard B. Ivry, George R. Mangun.
中川聰著，張旭晴譯。通用設計的教科書（增訂版），(2006)。龍溪國際圖書有
限公司。
盧俊銘、徐業良。Ch. 8 通用設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福只協會主編，(2015)。
銀髮族輔助科技應用手冊。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6.
7.
8.
9.

10. Clegg A., Young J, Iliﬀe S, Rikkert MO, Rockwood K. Frailty in elderly people.
Lancet 2013; 381: 752–62.
11. Hoogendijk, E. O. Afilalo J., Ensrud K. E, Kowal P., Onder G., Fried L. P. Frailty: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nd public health. Lancet 2019; 394: 1365–75.
12. Dent E., Martin F. C., Bergman H., Woo J, Romero-Ortuno R., Walston J. D.
Management of frailty: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Lancet 2019;
394: 1376–86.
其他參考資料將於各堂課中說明。
課程進度
週次
第1週

日期

單元主題

第2週

課程介紹
設計思考與使用者研究

第3週

活動分析與調整應用

第4週

老人活動分析與調整報告（分組）

第5週

易用性與通用設計概念與應用

第6週

認知理論與臨床應用原則（一）

第7週

認知理論與臨床應用原則（二）

第8週

認知理論與臨床應用原則（三）

第9週

（期中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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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

衰弱與輕度認知障礙老人之功能與需求

第 11 週

認知理論與臨床應用原則 + 現有模具分析報告

第 12 週

原型發想報告 （分組）

第 13 週

原型製作

第 14 週

使用者實地測試

第 15 週

原型修正

第 16 週

專家演講

第 17 週

期末報告（分組）(實地測試)

第 18 週

期末報告（分組）(實地測試)
共授方式規劃

三位授課教師分別具備此課程所需的跨領域知識，毛慧芬將主授活動分析、通用設計、認知障礙老
人之功能與需求的課程部分，吳建德將主授認知理論與臨床應用原則的部分，蔡文傑將主授設計方
法、易用性設計、使用者研究。所有的課程皆為共同授課，三位教師都將參與整個課程的進行，以
帶領學生在進行分組專案的過程中靈活地運用三方領域的知識，並讓學生瞭解領域之間的知識關聯
與影響。
成績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1.

老人活動分析與調整報告

15%

2.

現有模具分析報告

20%

3.

概念原型發想報告

15%

4.

期末報告
（含活動分析報告）

35%

5.

participation

15%

說明

各組提出一針對特定高齡族群設計之生活模
具，需完成 prototype，並測試之，並完持活動
分析報告

attendance, punctuality, concentration,
participation in group discussion & practice,
assignment reporting, questioning......
課程預期效益

預期學生將
1. 具備使用者需求分析的能力
2. 熟悉認知理論與臨床應用原則
3. 可實際應用活動分析並調整活動
4. 可透過設計方法與流程製作模具原型
5. 掌握易用性與通用設計原則
預期課程將
1. 產出樂齡生活模具原型可促進後續的產學合作
2. 產出記錄活動分析、模具設計、製作流程之書面報告可作為學術論文發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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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9

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說明：依「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授課教師應提具本計畫書，經系 (所、學位
學程) 級課程委員會及院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經審查通過後送教務會議核備，始得開授。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中文)【必填】 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與決策跨領域專題
課程名稱(英文)【必填】 Interdisciplinary Seminar on Decision-Making i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開課學期 【必填】
109-2
授課對象

限法律系所、心理系所學生(含輔系、雙修生)且限學士班三年級以上

主授教師 【必填】

Sieh-Chuen Huang（黃詩淳）法律系

共授教師 【必填】

Yee-San Teoh（趙儀珊）心理系

課號
課程識別碼【必填】

A21 U4990

班次
學分【必填】
全/半年【必填】

2
半

必/選修【必填】

選

上課時間

週五（暫定）

上課地點
備註

英語授課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之描
述

本課程係結合法學與心理學的英語跨領域國際課程，主要以已經具備法學
及心理學之基礎的學生為授課對象。本課程將聚焦於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
力及決策問題，從法學與心理學的面向探討如何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強調的「支持性決策」。目前各國均使用監護制度（或名稱不同但內涵類
似的制度）作為支持身心障礙者從事法律行為之措施，而適用與否的判斷
又要經過法院，法官並非醫學或心理學專家，因此常需要與精神科醫師、
心理師、社工師等領域的專家合作，探知身心障礙者的意願，協助身心障
礙者決策。
本課程將透過法律與心理兩個領域老師的共授，以及兩個領域的學生參與
並組成團隊進行討論，使彼此了解在遭遇支持決策相關問題時，如何與另
一專業的專家溝通，共同摸索解決方法。現實中家事法院在處理案件時經
常是此般跨領域合作的場景，本課程可培養法律系與心理系的同學在進入
職場前，具備靈活而協調的思考方式。
此外，本課程另一個特色是將與科隆應用科技大學應用社會科學院的兩位
教授：Dagmar Brosey 副院長／教授（民法、社會法）及 Renate Kosuch
教授（發展心理學），與他們的 23 位碩士班學生（多為社工），實質共
授。從而，本課程的授課教師與學生不但跨領域且跨文化，可提升學生的
跨域溝通能力與國際競爭力。

核心能力關聯
課程規劃

A, B, D, E, G, H, I, J
本課程前三分之一將採用台灣、德國分班授課模式。先由四位教師將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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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之決策相關的法學與心理學的基本知識錄製影像，在課堂上收看，
之後由兩位老師向同學做更深入地講解。
之後，將全班分成 8 組，每組約 6 人，須包含台、德的法律系及心理系的
學生均至少各 1 人，以確保多元性。每組會被指派一個實例場景題目，組
員須分配各自負責的部分，描述其中涉及的法律、心理之問題，整理現行
制度下的結果，以及是否有改善方式。每組最後彙集成一份 30 分鐘左右
的成果內容，在第 11 週之後輪流上台報告；報告完後由老師講評、同學
提問；此部分將以線上同步方式進行。在此過程中，台灣學生必須將自己
國家因應此例題的（法學或心理學之）方式向德國學生說明，並理解德國
的狀況，增進以英語進行跨領域溝通的能力。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利，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
課程概
述

This course will be co-taught by Sieh-Chuen Huang (law) and Yee-San Teoh
(psychology) at NTU and Dagmar Brosey (law) and Renate Kosuch (psychology) at TH Köl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ologne), Germany. In addition to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instructors, we anticipate approximately 23 students from NTU and TH Köln respectively,
including law,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of which the diversity highlights this seminar.
Thi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seminar aims to facilitate future legal
professionals,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with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When dealing with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WD), it is necessar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rincipal, family memb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is course is to enhance the experience in co-working with exper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on one scenario: supporting PWD. We will push students to think from the
perspectives from two disciplines –law and psychology, tackle problems in legal capacity and
supporting PWD, and learn to exercise cognitive flexibility by discussing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Germany.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facilitated with knowledge on mental
capacity, approaches to identify wishes and preferences of PWD, legal and de fecto regimes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 for PWD in both Taiwan and Germany through video lecture offered
by instructors and in-person discussion with NTU instructors. In the second part,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eight groups comprising law,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students from both
NTU and TH Köln. Each group will be assigned a scenario involving decision-making of PWD
and must describe current psychological/ legal framework, analyze potential problems and
propose possible solutions. After discussion and preparation with group members, each group
must present their analysis and opinions for 30-40 minutes and receive feedback from
instructors and classmates for 20-30 minutes. Finally, every student should submit a short
paper to elaborate his/ her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group presentation and reflections to this
course about 1,000 words in English or 2,000 words in Mandarin.

課程目
標

It is an aim of the course that legal capacity and support for PWD should be seen in its
wider social context and each student is required to explain his/her country's legal system /
psychological standards regarding the decision-making of PWD to the partners from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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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This course will initiate a new and valuable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structors in law
and psychology and will motivate and inspire students to seek and enjoy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issues on capacity and decision-making addressed by a law
system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t alternatives to tackle support for PW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omparative studies
-Ability to break down complex decision-making problems and come up with workable
solutions
課程要
求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eminar (student presentation) may be held intensively in two
afternoons. All students must participate in this part.
-More than three absences will constitute course dropping.

參考書
目

1. Arstein-Kerslake, Anna, Watson, Joanne, Browning, Michelle, Martinis, Jonathan and
Blanck, Peter 2017, Future direction in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2. Bernadette Curryer, Roger J. Stancliffe & Angela Dew (2015) Self-determination: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their famil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40:4, 394-399, DOI: 10.3109/13668250.2015.1029883
3. Deci, E. L., and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 Inquiry. 11, 227–268. doi:
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4. Ryan, R. M., and Deci, E. L. (2017).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i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Wellness. New York, NY: Guilford Publishing.
5. Smith, M., Manduchi, B., Burke, É ., Carroll, R., McCallion, P., & McCarron, M. (2020).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in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97, 103557.
6. Sieh-chuen Huang, Adult Guardianship in Taiwan: A Focus on Guardian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Family’s Role, 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ging, Law & Policy
127-150 (2016).
https://www.stetson.edu/law/agingjournal/media/JIALP-VOL9-FULL.pdf
7. Sieh-chuen Huang, Adult Guardianship and Care in Taiwan: An Analysis on Decisions
relating to Compensation for Guardian, in: LIBER AMICORUM MAKOTO ARAI
375-392 (DAGMAR COESTER-WALTJEN, VOLKER LIPP, DONOVAN W.M. WATERS
eds. 2015), ISBN: 978-3-8487-2059-0 下載檔案 網址
8. Werner, S., & Chabany, R. (2016). Guardianship law versus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policies: Perceptions of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or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and
par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6(5), 486.
9. Yun-Ru Chen and Sieh-Chuen Huang, Family Law in Taiwan: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urrent Issues, 14(2) NTU Law Review (TSSCI) (forthcoming) (accepted in April 2019).
課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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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1週

2/26

第2週

3/5

Guidance of the seminar
Legal framework on capacity and decision-making of PWD in Taiwan

第3週

3/12

Psychological insights on decision-making of PWD in Taiwan

第4週

3/19

Legal framework on capacity and decision-making of PWD in Germany

第5週

3/26

Psychological insights on decision-making of PWD in Germany

第6週

TBD

Off-site group discussion

第7週

TBD

Off-site group discussion

第8週

TBD

Off-site group discussion

第9週

TBD

Off-site group discussion

第 10 週

TBD

Off-site group discussion

第 11 週

5/7

Group presentation 1-4

第 12 週

5/7

Group presentation 1-4

第 13 週

5/21

Group presentation 5-8

第 14 週

5/21

Group presentation 5-8

第 15 週

6/4

Group feedback sessions

第 16 週

6/11

Group feedback sessions

第 17 週
第 18 週
共授方式規劃
本課程將由四位共授老師按照其專業領域，分別負責每周不同主題的主要授課任務，同時其他老師
也會出席課程。在學生課堂報告的準備過程，四位老師將分別帶領學生討論。學生報告時，四位老
師將同時出席並給予評論與回饋。
成績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1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2

Group presentation

50%

3

Short paper

30%

說明

課程預期效益
(非首次開課者，應另提出前次課程評鑑結果)

本課程將可提升學生的跨領域問題意識、知識與素養，有助未來在法院中與不同領域的專家合
作，此外，也可增加學生的國際化溝通能力。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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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

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說明：依「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授課教師應提具本計畫書，經系 (所、學位
學程) 級課程委員會及院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經審查通過後送教務會議核備，始得開授。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中文)【必填】

日照劇場‧青銀共戲

課程名稱(英文)【必填】
開課學期 【必填】

Intergenerational Performance in Elderly Day Care Center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授課對象

大學部高年級及研究所學生

主授教師 【必填】

戲劇學系謝筱玫

共授教師 【必填】

創新設計學院陳懷萱

課號

Thea5627

課程識別碼【必填】

129 U3110

班次
學分【必填】
全/半年【必填】

2
半年

必/選修【必填】

選修

上課時間

待定

上課地點

待定

備註

選修兼 A1 通識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之描述

戲劇學系謝筱玫老師曾多次開設選修兼通識「體演文學」課程，帶領
同學以身體為路徑詮釋理解文學作品，喜歡戲劇系與外系同學共同上
課給予彼此的智性刺激，對於引導學生集體創作頗有經驗；創新設計
學院的陳懷萱老師是「百工裡的人類學家」臉書社群中的共同創辦人，
近年她以「老」作為視角，透過線上線下跨齡共學的各種社會實踐歷
程，在永和社大開設「創造連結：展齡生活多元想像」課程，與銀髮
族群互動之經驗豐富。這個課程需要參與的同學對高齡族群擺脫刻板
印象，才能發展出真正有意思、具對話性質的作品。因此，需要對高
齡議題熟悉的專家與對劇場調度及集體創作有經驗的老師共同合授。

核心能力關聯

表導演實務及表演研究理論；戲劇製作；藝術鑑賞與人文素養

課程規劃

課程將帶領學生閱讀並討論高齡議題著作，同時也訓練同學多元的創
作展演能力。兩位老師會帶領學生進入日照中心與長輩互動四次，每
次的互動節目都會事先設計並討論，事後也會檢討修正，希望可以共
同發展出一些有趣且可行的互動節目。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利，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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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料顯示，2018 年台灣已是高齡社會，並將於 2025 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對於這樣的趨勢，國家的準主人翁們準備好了嗎？
除了團康餘興活動之外，大學生還可以在日照中心做些什麼？課程將與日照中心
合作，將整個日照中心想像成一個劇場，帶領學生參與並設計展演活動。重新思考：
我們在其間是否有世代對話與互動的可能？透過閱讀與討論，透過活動的多次設計、
試行、檢討、修正，或許可以發展出一些日後可用的「教案/範本」，過程中學生不一
定是單向給予者，也能從陪伴及互動過程得到反饋與養分。藉由親身參與，使高齡議
題對年青世代產生實質意義，打開對「老」
、
「人」
、
「空間」的想像，為超高齡社會的
到來部署準備。

課程目標

課程預計進入日照中心四次，每次都會請同學分組準備活動節目(老師會安排不同
主題)，事後在課堂上集體討論成效，逐步修正，期望最後一次能呈現出較成熟的作品。
納入日照中心環境(設施、動線、家具門窗)與人物(包括看護甚至親友)，設計規劃展演
活動。在這反覆試行的過程中，預計：
1. 共同探索並發展青銀互動可行的操作範式。
2. 以遊戲與展演創造連結，增進不同世代社會公民的換位思考與同理能力。
3.重新認識「老化」、思考長輩之身心需求。

課程要求
參考書目

週次

準時出席、積極參與討論、熱情投入呈現
1. 山崎亮。《打造所有人的理想歸宿：在地整體照顧的社區設計》。台北：行人，
2019。
2. 江崎禛英。《社會可以被改變：超高齡社會的處方箋》。台北：侒可，2020。
3. 三好春樹。《愛爺爺奶奶的方式》。台北：經濟新潮社，2017。
4. 佐藤真一。《老後生活心事典》。台中市：晨星出版，2016。
5. 莎賓娜‧維德伍等。《創造連結:用設計創造有同理心的社會》。台北市:遠流，2016。
6. Mangan, M. (2013). Staging Ageing: Theatre, Performance and the Narrative of
Decline. Intellect Books.
7. Lipscomb, V. B. (2012). “‘The Play’s the Thing’: Theatre as a Scholarly Meeting
Ground in 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eing and Later Life, 7(2), 117-141.
8. Sextou, P., & Smith, C. (2017). Drama is for Life! Recreational Drama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UK. Text Matters, 7(7), 273-290.
9. Rickett, M., & Bernard, M. (2014). “Ageing, Drama and Creativity: a Critical
Review.” Final Report to AHRC.
課程進度
日期

單元主題

第1週

課程說明
閱讀：佐野洋子《沒有神也沒有佛：佐野洋子的老後宣言》(2017)

第2週

Workshop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1. 閱讀與討論
簡媜《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2013)；約翰‧利蘭《老年的意義:
我和那些老人共處的一年》(2019)
2. 分組討論
場域演出#1 (目的：”暖身”、展開連結、觀察環境與人物)
活動(例如：讀繪本、唱歌、點歌、現場素描，視學生能力自訂)
1. 演後檢討
2. 分組活動
準備表演#2: (那些觸動你過去記憶的：偶像、歌曲、食物、詩文、玩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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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內分組呈現與討論
課內分組呈現與討論

第7週

場域演出#2 (目的：更認識與信任彼此，或許也可試著邀請長輩說話、
或者請他們下次提供幾張相片？)
作業：上傳演出心得筆記
1. 演後檢討
2. 分組活動

第8週
第9週
第 10 週

Workshop
準備表演#3: (試著加入影像、聲音等元素；主題：夢幻婚禮？對婚姻
愛情的想像？/ 加入實質互動的活動)
課內分組呈現與討論
準備表演#3:
課內分組呈現與討論

第 11 週
第 12 週

場域演出#3

第 13 週

第 16 週

1. 演後檢討
2. 分組活動
#4 最終呈現之準備
(其中一個節目可以把長輩提供的舊照片、過程中經同意取得的美
照，以馬賽克集錦的方式配合音樂等效果播放)
#4 Final Presentation
(或許可以邀請其親友一同參與)

第 17 週

回顧與討論

第 18 週

期末報告

第 14 週
第 15 週

共授方式規劃
這個課程需要參與的同學對高齡族群擺脫刻板印象，才能發展出真正有意思、具對話性質的
作品。前期除了訓練同學多元的創作展演思維與操作能力，也將讓學生閱讀熟齡議題相關著作並討
論。每一次的課堂演出與場域(日照中心)活動，兩位老師都會參與，並給學生回饋。謝老師能帶入
劇場展演的美學視角，而陳老師則能啟發同學開展更多對人與對環境的敏感度。
成績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1

出席與討論

20%

2

呈現

60%

3

期中反思與期末報告

說明
課堂呈現(4 次)與場域呈現(4 次)

20%
課程預期效益

(非首次開課者，應另提出前次課程評鑑結果)
讓青年進入日照中心進行跨世代交流與對話，發展有趣且可行的互動節目，讓長者與青年雙方都能彼此激盪互惠；也
讓學生重新思考老齡議題，為超高齡社會的到來做準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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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說明：依「國立臺灣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第 4 點規定，授課教師應提具本計畫書，經系 (所、學位學
程) 級課程委員會及院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經審查通過後送教務會議核備，始得開授。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中文)【必填】

影像戰鬥營

課程名稱(英文)【必填】

Cinescape Bootcamp

開課學期 【必填】

109 學年第 2 學期

授課對象

大學部：大三、大四/碩士班/博士班

主授教師 【必填】

吳米森（創新設計學院）

共授教師 【必填】

張聖琳（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課號

DS5208

課程識別碼【必填】

Z01U0250

班次
學分【必填】

3

全/半年【必填】

半學年

必/選修【必填】

選修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水源校區卓越研究大樓 R505

備註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之描述

以特定空間場域為創作素材，透過實作訓練及影像敘事的「書寫」能
力與思維，建構這時代對於現實、幻覺、時空等社會關係的實踐。最
後以影展（實體與網路平台）形式推向實務市場，接受檢驗邁向社會
實踐。學科知識包括：德勒茲運動－影像理論－空間證論歷程，Joseph
Campbell 神話英雄之旅，亞里士多德三一論與第三世界電影理論。

核心能力關聯

課程規劃

（1）場域觀察＋自我檢驗及即興（improvisation）習作（2）探索題目
＋如何使用「戲劇工具箱」＋應用理論、（3）影像「書寫」＋行動與
意向的場所精神、（4）策展實習＋作品發表－實體與網路平台。
除了基本電影敘事實務教學外（過程中指揮調度工作；包含選角、訓
練、排練、攝影、場面調度、剪輯、聲音、表演、戲劇、故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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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課程在場域中「框化」到「去框化」回到「再框化」進而透
過鏡頭－運動於蒙太奇以理解影像的本質甚至於重新建構空間意義。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利，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

課程以拍片為探究/創新的工具，探究不同尺度的感知世界。本課程與其他電影製作/
拍片課程最大的不同在於：地景與影像之間的複雜浮動關係，深化敘事空間/建築空
間/都市地景的敘事品質/涵量，以在電影/影像創作、探究進行更深邃的對話。為何是
「戰鬥營」呢？別忘了「拍片」的動詞是 “to shoot”，和「射擊」一樣。以狙擊手為
例，很難想像若完全遵照「教戰手冊」執行任務的下場；因為「難題」並非客觀的顯
性存在，而是必須主動洞見所有阻礙射擊的潛在因素。簡言之，如何重新定義
(redefinition of initial problem )、規劃難題(problem formation)？在複雜、瞬息萬變的情
境中，快速理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攸關生存的問題；和拍片不一樣的是，狙擊手
往往只有一發子彈的機會，電影永遠可以 Take Two。Take One 與 Take Two 之間的隱
喻這拍片這項「技藝」的反思空間。
1. 除了具備影像敘事的手法技巧、技術、美學涵養、熱情與創意之外，更能處理場域層次
細膩、豐富的精神面向。擁有結合場域研究之成果，完成一場運動的饗宴。
2. 藉由自行開發的故事影像作品及文本詮釋，喚起場域中的精神、互動以及地方記憶的回
歸。
3. 培養學生創作思維，突破技術與藝術的 paradox 及「空間－影像－書寫」跨領域的探索
式學習旅程。
4. 田野調查的各種能力，描寫當下現象並超越各種時代的侷限，避免落入狹隘的道德陷
阱。

5. 善用團隊合作的熱情於創意，完成系列主題－當代影像作品公開發表展開對話。
課程要求
1. 積極參與場域密集課/實作前準備工作；包含工作坊、每週的閱讀及指定作業。
2. 這是 super intensive 密集課程，請修課同學在課程期間儘量排開雜務，全力參與
課程運作。課外準備時間為鐘點數的三倍（包含小組討論、習作、田野調查、
拍片、剪輯及策展）。
3. 期末作業：包含完成影片、成果展實務操演及個人課程筆記的 Portfolio。
4. 修課同學需繳交相關成果作業並參加期末成果展。
參考書目
1. Braun, M.(1992)Picturing Time: The Work of Etienne-Jules Mar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 Eisenstein S. (1938) Montage and Architecture In: Assemblage 10, Dezember 1989, S.111131
3. Deleuze, G. (1983) Cinema 1 The Image-Movemen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4. Godard, JL. (1981) Introduction à une véritable histoire du cinéma, tome 1
5. Metz, C. (1991) Film Language: A Semiotics of the Cinem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6. Wylie, J. (2007).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課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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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1週

Extensive reading and viewing materials 訓練學生如何將抽象的意念視
覺化；成為具有創意的創作者及 Team leader：在拍攝電影的想法形成
之前，需要解決三個主要問題：拍什麼？如何拍？怎樣的結構？在這
個過程中，每個學生以空間發展的概念為一分鐘的短片探討這些問
題，在影像生產前就開始了...

第2週

預習成果展（微型創作初體驗－一分鐘短片）

第3週

場域觀察＋自我檢驗及即興（improvisation）習作：

第4週

故事是文明所需的氧氣與取得智慧的仙丹；是人類面對複雜世界最初
理解模式。人透過聽故事與說故事而得以生存及綻放自身的繁華。這
個時代的機緣，我們被賦予影像的媒介，若以這個媒介出發必須現充
「內觀」省思開始，必須探索、建構內溝內在價值的所在。

第5週

尋找題目＋如何使用「戲劇工具箱」＋應用理論：Observing from Life
Protagonist+ Subtext。應用之理論包括：德勒茲運動-影像理論－空間證
論歷程，Joseph Campbell 神話英雄之旅、亞里士多德是學理論與第三
世界電影理論之爬梳與對話。

第6週

第一幕的特徵、第一幕與第三幕的關係與反傳統結構。”Pitching”與
screenplay process 的練習。以場域特徵為對象透過影像導讀成果、蒐集
文獻、現場故事採集、田野調查觀察。人物的工具箱：規範衝突與自
我防禦機制。書寫角色人物傳記、 拍攝技巧與情境分析。

第7週

影像書寫的動與意向的場所精神：

第8週

建構敘事策略(approaches)運用影像語言技法（Grammar of the film
language）

第9週

攝影、聲音設計大師工作坊及演講。

第 10 週

場域操作；製作的細節的關係：original concept，故事大綱，分場劇
本，分鏡腳本，拍攝腳本，日程安排，勘景和預算成本，決定有關人
物和故事的發展，敘述和對話，視覺構成和 camera position, jumpcuts,continuety, Montage, camera movement and lighting design。

第 11 週

剪接後期製作工作坊 I

第 12 週

剪接後期製作工作坊 II

第 13 週

策展實務＋作品發表－實體與網路平台：從毛片到定稿（final draft），
進而場域運動影展規劃實務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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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週

全面進行實作工作坊－素材整理、build up 作品架構、動手實作與反
省。

第 15 週

檢討影像美學蘊涵；並激發學生創作能量，突破電影技術社會科學與
藝術的藩籬以及提供學生關於電影媒體與藝術之基本知識，內容將包
括電影發展的歷史因素與意義，電影構成之種種元素。

第 16 週

評圖/ 課堂發表。

第 17 週

策展

第 18 週

期末考試

共授方式規劃
從兩位授課教師各自的專業出發（電影/地景建築）不同領域的間密不可分的：從鏡頭的角度從新看
待理所當然的現象；重返現場反思影像是瘟疫還是福音；最後共同帶領同學攻頂觀星。

成績評量方式
項目

NO.

百分比

說明

1

前期準備工作

30%

閱讀、觀影心得／提問／微型創作發表

2

出席率／課堂表現及課後習作

30%

田野實作過程整體表現

3

期末作業

40%

包含完成影片、學習 Portflio 及成果展實
務操演

課程預期效益
(非首次開課者，應另提出前次課程評鑑結果)
107-2 課程評鑑值：5.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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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必修課程異動報告案
系所組別：物理系
其

他 3.系訂選修須為系上認定之科目，經系上認定之科目將公告於物理系網頁，網址請參考：https://www.phys.ntu.edu.tw/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系所組別：化學系
其

他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超修之大學國文，不計入一般選修學分。

系所組別：物理治療學系、物治系六年制
異動類別 年級
其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課程名稱

備

學分

註

適

用 年

度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他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說明：本系選修學分限選本系課程（見必修網頁備註第二點）
，大學國文亦不可計入選修學分。適用於 4080、4081 所有在學學生。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大學國文超修「不計入」選修學分。

系所組別：土木工程學系
異動類別 年級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BP5050
544 U2050

課程名稱

學分

備

註

建築設計 (一)

3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
□ 必修課程
 建築學 群組（ 8

選 4 ）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選 4 ）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增

加

增

加

BP5051
544 U2060

建築設計 (二)

3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
□ 必修課程
 建築學 群組（ 8

刪

除

CIE 3049
501 39110

建築設計(一)

4



109

刪

除

CIE 3050
501 39120

建築設計(二)

4



109

其

他

學年度第 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不列入土木系建築學群
學期起停開。不列入土木系建築學群

建築學群(C)四年級備註增修如下：
2.建築設計(一)得以 544 U2050「建築設計 (一)」替代，建築設計(二)得以 544 U2060「建築設計 (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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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年

度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106-108 學年度學生適用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必修課程異動報告案
系所組別：化學工程學系
異動類別 年級

增

加

刪

除

其

他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201 49810
201 49820
201 49830
201 49840
201 101A1
201 101A2

課程名稱

學分

微積分 1
微積分 2
微積分 3
微積分 4

2
2
2
2

微積分甲上
微積分甲下

4
4

備

註

■109 學年度第 1 及 2
■ 必修課程

■

109

適

學期新開：

用 年

度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學年度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108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108 學年度(含)之前同學微積分甲上得以微積分 1 及 2 替代; 微積分甲下得以微積分 3 及 4 替代。

系 所 組 別 ： 工 程 科 學 及 海 洋 工 程 學 系 (船 海 應 力 計 算 領 域 &光 機 電 資 訊 領 域 )
異動類別 年級
年級調整

1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ESOE1026
505 10522

課程名稱

學分

計算計概論與程式設計下

2

備
由

1

年級

下

註

學期修習，調整為

1

年級

適
上

學期修習

用 年

度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系所組別：醫工系
異動類別 年級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增

MATH4006
201 49810

微積分 1

MATH4007
201 49820

微積分 2

MATH4008
201 49830

微積分 3

增

增

加

加

加

一

一

一

課程名稱

學分

2

2

2

備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1
■ 必修課程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1
■ 必修課程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2
■ 必修課程

57

註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群組（

適
選

用 年

度

）必修之一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選
）必修課程之一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選
）必修課程之一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選

）必修課程之一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必修課程異動報告案
增

增

加

加

一

三

MATH4009
201 49840

微積分 4

DBME3003
508 30110

學士醫學工程
專題討論

2

2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2
■ 必修課程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1
■ 必修課程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於

107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於

107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選
）必修課程之一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選

）必修課程之一

刪

除

四

DBME2003
508 20110

學士醫學工程
專題討論

1

■

刪

除

一

MATH1201
201 101A1

微積分甲上

4

□ 改為選修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刪

除

一

MATH1202
201 101A2
MATH1201
201 101A1
MATH4006、MATH4007
201 49810、201 49820
MATH1202
201 101A2
MATH4008、MATH4009
201 49830、201 49840

微積分甲下

4

□ 改為選修

■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微積分甲上

4

□ 前列停開課程不設替代科目，補足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即可
■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 限
學院
系(所)開設課程

■ 108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前列停開課程不設替代科目，補足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即可
■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 限
學院
系(所)開設課程

■ 108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總 學 分
其

他

必修
科目
替代
科目
必修
科目
替代
科目

微積分 1 及 2 2、2
微積分甲下

微積分 3 及 4 2、2

□ 系訂必修學分數：由
學分改為
學分。
■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由
學分改為
學分
1.一年級備註新增：
自 109 學年度起，
「微積分甲上」以「微積分 1」及「微積分 2」替代。「微積分甲下」以「微積分 3」及「微積分 4」替代。
2.選課特別規定：課程識別碼 508 30110-學士醫學工程專題討論：大三上~大三下，每學期必修，總共二學期，合計四學分。

系所組別：工商管理學系
異動類別 年級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增

ECON1022
303 10130

加

4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一

課程名稱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107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企 業 管 理 組 /科 技 管 理 組
學分

個體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 of Microeconomics

適用於

3

備

註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由選修改為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
■ 必修課程
□
群組（
選
）必修課程之一

58

適

用 年

度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必修課程異動報告案
增

加

一

刪

除

一

BA 1006
701 106A1

經濟學甲上
Economics (a)(1)

刪

除

一

BA1007
701 106A2
BA 1006
701 106A1
ECON1022
303 10130
BA1007
701 106A2
ECON1023
303 10140

經濟學甲下
Economics (a)(2)
經濟學甲上
Economics (a)(1)

必修
科目

替代科目

替代
科目
必修
科目

替代科目

替代
科目

3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由選修改為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
■ 必修課程
□
群組（
選
）必修課程之一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3

□ 改為選修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3

□ 改為選修

■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總體經濟學原理

ECON1023
303 10140

Principle of Macroeconomics

3

個體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 of Microeconomics

3

經濟學甲下
Economics (a)(2)

3

總體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 of Macroeconomics

3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經濟學甲上(3 學分)可用個體經濟學原理(3 學分)或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習(4 學分)替代。可替代之課程皆修習僅有一門列入畢業學分，其餘不
計入畢業學分。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經濟學甲下(3 學分)可用總體經濟學原理(3 學分)或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習(4 學分)替代。可替代之課程皆修習僅有一門列入畢業學分，其餘不
計入畢業學分。

系所組別：會計學系
異動類別 年級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必修
科目
替代
科目
必修
科目
替代
科目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Acc1007
702 106A1
ECON1020
303 10110
Acc1008
702 106A2
ECON1021
303 10120

課程名稱

學分

經濟學甲上

3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

4

經濟學甲下

3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

4

備

註

適

用 年

度

□ 前列停開課程不設替代科目，補足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即可
■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 限管理學院會計 系(所)開設課程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前列停開課程不設替代科目，補足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即可
■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 限管理學院會計 系(所)開設課程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修改一年級的備註(原本的第二點與第三點刪除，改成以下)：
其

他

2.經濟學甲上得以經濟系所開設的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充抵(自 109 學年度起在校生適用)
3.經濟學甲下得以經濟系所開設的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充抵(自 109 學年度起在校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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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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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組別：財務金融學系
其

他

(一年級備
註欄)
其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經濟學甲上」可以「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充抵、

□

「經濟學甲下」可以「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充抵。上述課程的實習課為必修，但不計入畢業學分。

□

註欄)

他 2.a「統計學一上」可以「統計學」
、
「統計學與實習」
、
「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暨實習上」充抵；b「民法概要乙」可以「民法概要」、

註欄)

論及公司法」充抵。2e. 「程式設計」可以「商管程式設計」充抵。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108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

他 2.a「統計學一上」可以「統計學與實習」、
「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暨實習上」充抵；b「民法概要乙」可以「民法概要」
、「民法總

註欄)

法」充抵。2e. 「程式設計」可以「商管程式設計」充抵。
他

(二年級備
註欄)

□適用於
□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105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

用

(二年級備 則」充抵；c「管理數學」可以「線性代數」
、「工程數學-線性代數」
、「工程數學」充抵；d「商事法」可以「商事法總論及公司

其

□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用

(二年級備 「民法總則」充抵；c「管理數學」可以「線性代數」、
「工程數學-線性代數」
、「工程數學」充抵；d「商事法」可以「商事法總

其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適用於

他 「經濟學甲上」可以「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充抵、

(一年級備 「經濟學甲下」可以「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下」
、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充抵。上述課程的實習課為必修，但不計入畢業學分。

其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適用於
■

10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

用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適用於

3. 「財務管理」可以本系於經濟系所開設之同名課程充抵。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102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4. 「期貨與選擇權」可以本系於經濟系所開設之同名課程充抵。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系所組別：資管系
異動類別 年級
增

加

一

增

加

二

增

加

一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IM1100
705 001A0
IM2100
705 001B0

課程名稱

學分

服務學習甲

0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

■ 必修課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服務學習乙

0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

■ 必修課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ECON1022

個體經濟學原理

3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

■ 必修課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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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適

用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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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10130
IM1001
705 00110
IM2001
705 00220
IM3001
705 00330
ECON1022
303 10130

服務學習一

0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服務學習二

0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服務學習三

0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經濟學一

3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刪

除

一

刪

除

二

刪

除

三

刪

除

一

其

他 一年級備註增修：2.「經濟學一」可以經濟系開設之「個體經濟學原理」(3 學分)充抵；或以「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4 學分)、「經濟學原理

備註增修：3.「服務學習一」
、
「服務學習二」
、「服務學習三」限以資管系開設「服務學習甲」、
「服務學習乙」充抵。

103-108 學年度學生適用

與實習上」(4 學分)充抵，另餘 1 學分則計入一般選修學分計算。
選課特別規定增修：
「服務學習甲、乙」須修本系開授。

其

備註增修：3.「服務學習甲」
、
「服務學習乙」限修本系開設課程。

他 一年級備註增修：1.「個體經濟學原理」限修社會科學院開授課程。2.「個體經濟學原理」可以經濟系開設之「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4 學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分)、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4 學分)充抵，另餘 1 學分則計入一般選修學分計算。

系所組別：電機工程學系
異動類別 年級
評分方式

必修
科目

替代

替代科目 科目

必修
科目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901 11000

課程名稱

學分

電資工程入門設計與實作

備
□ 改為以「通過」
、「不通過」評分

MATH 4006
201 49810

微積分 1

2

MATH 4007
201 49820

微積分 2

2

MATH1201
201 101A1

微積分甲上

4

MATH 4008
201 49830

微積分 3

2

MATH 4009
201 49840

微積分 4

2

註
v 改回以分數評分

□ 前列停開課程不設替代科目，補足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即可
□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限 電機資訊 學院 電機工程學 系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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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年

度

自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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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科目

MATH1202
201 101A2

微積分甲下

4

系所組別：資訊工程系
異動類別 年級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課程名稱

學分

增

MATH 4006
201 49810

微積分 1

2

MATH 4007
201 49820

微積分 2

MATH 4008
201 49830

微積分 3

MATH 4009
201 49840

微積分 4

增

增

增

加

加

加

加

一

一

一

一

2

2

2

備

註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1
■ 必修課程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1
■ 必修課程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2
■ 必修課程
□ 由選修改為必修
■ 109 學年度第 2
■ 必修課程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 由選修改為
學期新開：
□
群組（

群組（

適
選

用 年

度

）必修之一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選
）必修課程之一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選
）必修課程之一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選
）必修課程之一
群組（
選
）必修之一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選

）必修課程之一

刪

除

一

MATH1201
201 101A1

微積分甲上

4

□ 改為選修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刪

除

一

MATH1202
201 101A2

微積分甲下

4

□ 改為選修

■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微積分甲上

4

必修
科目

替代科目
替代
科目

必修

替代科目 科目

MATH1201
201 101A1
MATH 4006
201 49810
MATH 4007
201 49820
MATH1202
201 101A2

微積分 1
+
微積分 2

2+2

微積分甲下

4

□ 前列停開課程不設替代科目，補足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即可
■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 限
學院
系(所)開設課程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 前列停開課程不設替代科目，補足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即可
■ 替代科目不限開課院系

□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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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科目

總 學 分

MATH 4008
201 49830
MATH 4009
201 49840

□ 限

微積分 3
+
微積分 4

學院

系(所)開設課程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2+2

□ 系訂必修學分數：由
學分改為
學分。
□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由
學分改為
學分

■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適用於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系所組別：生命科學系
異動類別 年級
增加

4

總 學 分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LS 5107
B21 U2510

課程名稱

備

註

■列為四年級(群組)必修課程
■增加為 B 群組（7 選 1）必修之一
■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學分改為
學分

發育生物學

■ 系訂必修學分數：不變。
□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由

學分

適

用

年 度

■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3

系所組別：生化科技學系
異動類別 年級
增

加

總 學 分

三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BST7003
B22 M0100

課程名稱

學分

微生物生理學

2

備
A 群組選擇性必修。
（限本系課程）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註

適

用 年

度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109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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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組 別 ：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博 士 班 )
異動類別 年級
總 學 分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課程名稱

博士班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由

備

學分

35

學分改為

30

註

適

用 年

度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學分

系所組別：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異動類別 年級
總 學 分
其

他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課程名稱

備

學分

註

適

用 年

度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108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必修本校外所碩士班以上課程 1 門(2~3 學分)，修習超過 8 學分以上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

系所組別：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異動類別 年級
替代科目
總 學 分
其

他

必修
科目
替代
科目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課程名稱

NtlDev7057

統計方法與應用

NtlDev8050

進階量化分析專題

備

學分

註

適

用 年

度

限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開設課程
108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1、必修本校外所碩士班以上課程 1 門(2~3 學分)，修習超過 8 學分以上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
2、107 學年度(含)之前入學者尚未修習之學組必選課程，得由 108 學年度學各組必選課程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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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組 別 : 生物醫學統計與資料科學組 碩士在職專班
異動類別 年級
調整
新增
總 學 分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849 M0930
EPM7009

公共衛生導論

2 ▓必修課程改為 A 群組(二選一)必修課程之一。

847 M0080
MPH7009

公共衛生:觀點與展望

2 ▓選修課程改為 A 群組(二選一)必修課程之一。

課程名稱

備

學分

註

適

用 年

度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於 108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所訂必修學分數：不變。 所訂選修學分數：不變。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系 所 ：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組 別 : 生物醫學統計與資料科學組 碩士在職專班
異動類別 年級
新增
新增
其

他

總 學 分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849 M0930
EPM7009

課程名稱

學分

公共衛生導論

2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849 M0150
EPM7121

量性科學

2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備

註

適

用 年

度

【生物醫學統計學】組別名稱自 109 學年度起異動為【生物醫學統計與資料科學】。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所訂必修學分數：4 學分。 所訂選修學分數：20 學分。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24 學分。

系 所 ：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組 別 : 生物醫學統計與資料科學組 博士班
異動類別 年級
新 增
新 增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847 M0080
MPH7009

課程名稱

學分

公共衛生:觀點與展望

2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849 M0040
EPM7110

高等流行病學方法

2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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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適

用 年

度

新 增

849 D0350
EPM8089

數理統計

3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新 增

849 D0170
EPM8082

生物醫學統計專題討論 D1

1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新 增

849 D0210
EPM8086

生物醫學統計專題討論 D2

1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新 增

849 D0180
EPM8083

生物醫學統計專題討論 D3

1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新 增

849 D0220
EPM8087

生物醫學統計專題討論 D4

1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新 增

849 D0160
EPM8081

生物醫學統計諮詢實務 D3

2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其

他

總 學 分

【生物醫學統計學】組別名稱自 109 學年度起異動為【生物醫學統計與資料科學】。
1.除必修課程外，另至少選修 5 學分（逕修博士學位者，另至少選修 17 學分）
。其中，下述五門課程至少選修二門課程，遺傳資料統計分析、存活分析、重複測量統
計分析、廣義線性模式應用分析、進階存活與縱貫性資料分析。
2.高等流行病學方法或流行病學原理（可擇 1 必修）
。
所訂必修學分數：13 學分。

所訂選修學分數：5 學分。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18 學分。

系 所 ：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組 別 : 預防醫學組 博士班
異動類別 年級
刪 除
刪 除
新 增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849 M0260
EPM7132
849 M0270
EPM7133

課程名稱

學分

備

高等預防醫學理論一

2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高等預防醫學理論二

2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高等預防醫學理論

2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新開。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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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適

用 年

度

必修

替代科目

科目

849 M0260
EPM7132

高等預防醫學理論一

2

849 M0270
EPM7133

高等預防醫學理論二

2 限本所課程，不足學分數以選修補足畢業學分數即可。

替代

高等預防醫學理論

科目

總 學 分

適用於 109 學年度前入學學生

2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所訂必修學分數：10 學分。 所訂選修學分數：8 學分。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系 所 ：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組 別 : 預防醫學組 碩士班
異動類別 年級
刪 除
總 學 分

課 號
課程識別碼
849 M0250
EPM7131

課程名稱
預防醫學研究方法

備

學分

註

2 109 學年度前入學學生得以「流行病學特論」替代。

所訂必修學分數：17 學分。 所訂選修學分數：7 學分。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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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年

度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附件23

國立臺灣大學學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討論
修 正 後 條 文
第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 第
八 始前，檢附證明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 八
條 學資格，惟各類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 條
內規定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者，從
其規定。
一、因重病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保
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
者，以一年為限。
二、持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
收入戶證明書者，以一年為限。
三、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或
在營服役證明書者，依法定役期
保留。
四、懷孕、分娩以一年為限；撫育三歲
以下子女以三年為限。
五、參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者，得依核准年限申請，以三年
為限。
六、僑生、港澳生、陸生及外籍生因故
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以一
年為限。
七、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
學期註冊入學者，以一年為限。
保留期滿須提出入學申請，否則取消
入學資格。

第
二
十
八
條

僑生、港澳生、陸生、外國學生、海外 第
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二
離島生、希望生(含申請入學希望組入 十
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學期學業成 八
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 條
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且次學期逾二分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 一、刪除本條第三
開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
項「轉學生不
格。
得申請保留入
一、因重病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
學資格」併入
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
第一項，並擴
之證明者。
大適用於各類
二、持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
招生管道，以
之低收入戶證明書者。
符未來所需。
三、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 二、刪除本條第二
書或在營服役證明書者。
項，另於第一
四、僑生、港澳生、陸生及外籍生
項各款明定保
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
留年限。
者。
三、於第一項新增
五、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
兩款並調整款
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次順序。依教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惟保留
育部 109 年 7
期間應徵服義務役者，得檢具在營
月 2 日臺教學
服役證明，申請延長保留期限，俟
(三)字第
保留期滿，檢具退伍證明，申請入
1090094390 號
學。
函，明列懷孕、
分娩、撫育三
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歲以下子女申
請保留入學資
格權益、依 106
年 5 月 19 日臺
教技通字第
1060053929 號
函，增訂「青年
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
者保留入學資
格。
四、明定保留期滿
後之入學權
益。
僑生、港澳生、陸生、外國學生、考量希望生入學標
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 準與一般生有別，
籍學生、離島生、派外人員子女學 故退學條件納入本
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條規定。
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
之二且次學期逾二分之一者，應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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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一
條

第
四
十
條

修 正 後 條 文
之一者，應令退學。
期末考試補考應在次學期行事曆規定
上課開始二天內訂期舉行，以一次為
限；應行補考學生，逾期不得補考。
因重大事故，致無法參加補考者，得檢
具證明，經系主任、院長及教務處核准
後，未參加期末考試之學期，可以休學
論處，惟其休學累計學期數仍應符合
本學則相關規定。
期末考試因公、病、生產、配偶或二親
等親屬喪故而請假補考者，其補考成
績以授課教師評定之實際成績計算；
經校核准事假補考者(因懷孕或撫育
幼兒需要者除外)，其補考成績如超過
C-（或百分制六十分）
，概以 C-（或百
分制六十分）計算。

第
三
十
一
條

(第一項)
第
學生於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等第績分 四
平均（GPA）達二點九二以上或成績名 十
次在該班學生人數前百分之二十以內 條
（各學系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
定）
，得於修讀滿一年後至延長修業年
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始前，申請加
修其他學系。

第 （刪除條文。）
五
十
六
條
第 （刪除條文。）
五
十
九
條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刪除條文。）
六
十
條

第
六
十
條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退學。
期末考試補考應在次學期行事曆 為落實維護學生受
規定上課開始二天內訂期舉行，以 教權，納入懷孕及
一次為限；應行補考學生，逾期不 撫育幼兒之學生期
得補考。
末考試請假及彈性
因重大事故，致無法參加補考者，處 理 成 績 考 核 規
得檢具證明，經系主任、院長及教 範。
務處核准後，未參加期末考試之學
期，可以休學論處，惟其休學累計
學期數仍應符合本學則相關規定。
期末考試因公、病、生產、配偶或
二親等親屬喪故而請假補考者，其
補考成績以授課教師評定之實際
成績計算；其餘原因經校核准事假
補考者，其補考成績如超過 C-（或
百分制六十分）
，概以 C-（或百分
制六十分）計算。
(第一項)
為增加同學探索生
學生於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等第 涯方向，強化跨域
績分平均（GPA）達二點九二以上 創新能力之機會，
或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數前百 爰刪除延長修業年
分之二十以內（各學系有更嚴格規 限學生不得申請雙
定者，從其規定），得於修讀滿一 主修之規定。
年後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
期開始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期
間），申請加修其他學系。
進修學士班學生每學期始業前應 本校進修學士班自
繳納之學分學雜費，除實習（驗）9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費外，以學分為計算單位，於每學 停招。原在學學生
期開學前公布之。
已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數畢業，爰
進修學士班採學年學分制，各學系 刪除學則有關進修
學士班相關規定。
之修業年限為五年。
進修學士班各學系學生，其應修最
低畢業學分總數，不得少於一百二
十八學分。
前項應修最低畢業學分數不含體
育學分。
進修學士班學生有關請假事宜準
用本校「學生請假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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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八
十
八
條

第
八
十
八
條
之
一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篇有
六 關之規定。
（刪除條文。）
十
三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查屬實，視 第 學生涉及代寫（製）或引誘代寫 依學位授予法第十
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八 （製）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 八條增列實際代寫
一、以廣告、口述、宣播或其他方式，十 面報告、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 或以廣告、口述、宣
引誘代寫（製）論文、作品、成就 八 等違反學術倫理，經查屬實，視情 播或其他方式等代
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條 節輕重予以懲處。
寫論文之懲處。
實務報告。
二、實際代寫（製）
，或以口述、影像
等舞弊方式供抄寫（製）論文、作
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學生之學位論文，或代替學位論文之 第 學生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屬 一、本校學則第四
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八 實，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十八條已訂入
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十 一、 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
學資格不實之
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嚴重者， 八
或舞弊情事。
規定，爰刪除
應令退學。
條 二、 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
入學資格或修
其已取得之本校學位，應予撤銷，並公 之
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
業情形有不實
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
一
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
或舞弊情事。
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二、依學位授予法
情節嚴重者若已取得本校學位，應
第十七條，修
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
訂已授予之學
位證書。
位有他人代寫
等論文違反學
術倫理樣態之
懲處為退學及
撤銷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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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學則
第一篇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訂定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依本學則處理學生之學籍及其有關事宜，其細節得另行規定。
第二篇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班
第一章

入學

第

三

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本校
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第

四 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要點」之規定申請入學本校，其要點另訂之，並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條之一 本校與國外大學校院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生得依本校「辦理境外雙聯學位實施
辦法」之規定修讀境外雙聯學位，其辦法另訂之，並送教育部備查。
第

五 條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並經參加本校轉學考試錄取者，得轉入本校相當年級肄業：
一、大學肄業生修業累計滿二學期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或專修科畢業。
三、專科同等學力。
四、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滿三十六學分。

第

六 條 本校入學考試（含轉學生考試），須訂定公開招生辦法，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七 條 經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一、未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者。
二、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
三、公費生未依各主管機關規定日期繳交保證書及完成簽約手續者。

第

八 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者。
二、持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書者。
三、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或在營服役證明書者。
四、僑生、港澳生、陸生及外籍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五、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服義務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
申請延長保留期限，俟保留期滿，檢具退伍證明，申請入學。
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第

九 條 新生或轉學生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一經查明，
即開除學籍，不發給任何學歷證明，並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畢業後始發
覺者，除勒令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銷其畢業資格。
第二章

第

繳費、註冊、選課

十 條 學生每學期應繳交之各項費用及其數額，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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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親自到校辦理註冊手續。若有重病、服役、出國、
分娩或其他特殊情形無法親自辦理者，得經教務業管單位同意後委託他人代理註
冊。
未依前項規定如期辦理註冊手續者，新生除已照章請准保留入學資格或延緩註冊
外，應予除名；轉學生除已照章請准延緩註冊外，應予除名。
學生自入學第二學期起，除已辦理休學、應退學或已符合畢業資格者外，每學期
均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上課開始日之前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交學雜費即視同
完成註冊，其他未繳之應繳費用，應依各相關規定辦理。逾期未繳學雜費，除已
請准延緩註冊者外，視同未註冊，應令退學。
經本校核准出國之交換學生（含延畢生），於出國交換期間須繳交本校全額學雜
費及交換學生計畫費。
訪問學生（含延畢生）於出國訪問期間，依本校「辦理本校學生赴境外研修要點」
所訂之標準繳交本校學雜費及訪問學生計畫費。
如有特殊情況者，其應繳學雜費之標準，得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定。
第十一條之一 學生因故無法依前條規定期限繳費、註冊者，得經網路申請延緩註冊，至多以
一星期為限。但情況特殊經專案請准延緩註冊者，不在此限。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已請准延緩註冊但逾前項已請准之延緩期限仍未辦
理註冊手續者，即予除名。
學生自入學第二學期起，已請准延緩註冊但逾第一項已請准之延緩期限仍未繳
費者，應令退學。
第 十二 條 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生，若有依規定應向學校繳納之學（分） 費等尚未繳清者，
次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應於離校前繳清學（分）費等欠費。
第 十三 條 學生選課，須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及當學期公告之選課注意事項辦理。
學士班三年級（含）以上學生與碩、博士班學生，應於初選及加退選時一併填答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學生問卷調查表。
第 十四 條 （刪除）第 十五 條 （刪除）第十五條之一 （刪除）
第 十六 條 重複修習已修讀及格或已核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複修習之學分不計入應修
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但各學系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之一 （刪除）
第十六條之二 學生於學期中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其辦
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之三 除當學年度第二學期已達退學標準者外，學生得於暑假期間修習本校暑期課程
及經專案核准並公告實施之跨校暑期課程。
學生於暑期所修科目、學分、成績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並計入畢業成績。
學生修習本校暑期課程應繳交費用及相關細節，依本校「暑期授課辦法」及當
年度公告之規定辦理。
應屆畢業生合於下列規定者，得向教務處申請，經就讀學系系主任及所屬學院
院長同意及教務長核准後，至他校修習暑期課程。
一、修畢當年度暑期課程後，即可符合畢業資格者。
二、申請至他校修習暑期課程，以本校暑期未開設者為限，至多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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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修習經專案核准並公告實施之跨校暑期課程，依其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之四 （刪除）第十六條之五 （刪除）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

第 十七 條 本校採用學年學分制，各學系修業年限，除醫學系為六年另加實習一年，牙醫學
系、藥學系授予臨床藥學學士學位者、物理治療學系授予物理治療學士學位者為
五年另加實習一年，獸醫學系為五年，學士後護理學系為二年半外，藥學系授予
藥學學士學位者、物理治療學系授予理學學士學位者及其餘各系均為四年。
四年制各學系之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一二八學分；修業期限非四年者，應依
修業期限酌予增減。但各學院專案申請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准調減
者，不在此限。
入學本校學士班資格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
類學校畢業生，應於各學系畢業應修學分數外加修十二學分。
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含體育學分。
自一○二學年度起新入學之醫學系學生修業年限為六年。原採七年制醫學系入學
之學生，倘遇延修（畢）或休（復）學，須依七年制相關規定完成修業課程。
第十七條之一 學生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延長修業年限：
一、未修滿本學系、學位學程、輔系、雙主修應修學分者。
二、已修滿畢業學分經本校核准出國進修者。
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之學生。
學生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申請並經教務處核可後延長修業年限：
一、未修滿教育學程或其他學分學程應修學分者。
二、運動成績優良甄審、甄試學生因配合各項訓練或賽程需要者。
三、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
四、學生自行修習輔系及跨域專長達最低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者，得經該
主辦單位同意，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符合前二項規定之學生，除下列情況外，其延長之期限合計不得超過二年：
一、未修滿學分學程及跨域專長應修學分者，得延長至多一年。
二、修讀雙主修學生經延長二年屆滿，已修滿本學系而未修滿加修學系應修學分
者，得再延長至多一年。
三、身心障礙或運動績優學生，其延長之期限合計不得超過四年。
四、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其延長之期限依個案情況核定。
符合第二項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者，第一學期應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提出，第二
學期應於五月二十五日之前提出。
第十七條之二 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不宜參與體育課程之證明，
經教務長核准者，得予免修體育課程。
第 十八 條 各學系系訂必修科目及應修學分數之訂定或變更，須依本校「課程開授及異動處
理要點」辦理。
第 十九 條 學生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
申請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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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之一 自一○一學年度起，學生經本校核准出國修課者，出國之學期至少應修習二科
或六學分，並依國外學校原始成績證明登錄全部修習科目於本校歷年成績表。
其學分是否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及採認學分數多寡，由學生就讀學系審核
後，送教務處核定，但其成績不計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亦不計入畢業成績。
參與境外雙聯學位學生及暑期出國學生，其於境外所修習課程、學分、成績，
除須採計為本校課程方能畢業外，其餘課程得不須登錄於本校歷年成績表。
學生自行出國修課，於出國前先經就讀學系同意者，其所修課程及學分得依前
項規定辦理。
學生若有特殊情況，得於出國前或出國期間專案經學系主任核准降低修課學分
數或免修習課程。
學生修課期滿回國兩個月內未提出任何成績證明或於國外學校修課未達最低應
修學分者，於歷年成績表註記：「出國期間於國外學校修課不符本校規定」。但
有特殊情形經教務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之二 運動績優學生於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培（集）訓期間，已先於本校完成註冊
及選課手續，並申請接受該中心課業輔導，經該中心成績評核及格者以通過登
錄，其不及格者以不通過登錄。
第 二十 條 各科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實習或實驗每週二至三小
時為一學分。
第二十一條 本校學業成績考查，分為下列各種︰
一、日常考查：由教師隨時舉行之。
二、平時考試：由教師於上課時間內舉行之。
三、期中考試：於學期中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四、期末考試：於學期末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第二十二條 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日常考查、平時考試、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
或其他方式等加以評定，且使用網路登分系統登分，登分完畢並確認後即完成成
績繳交。
學生應於每學期期末考試完畢十日起，至教務單位或上網查詢各科學期成績。
學生對於學期成績有疑義時，得向各教務單位查詢。若教務單位查明登錄之成績
與教師所送成績相符，且學生仍有疑義時，則應由學生逕洽授課教師查詢。
第二十三條 學生成績分學業、操行兩種，最高為 A+，及格標準為 C-（百分制最高為一百分，
及格標準為六十分）。
性質特殊之科目，經院系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得採「通過」、「不通
過」之考評方式。
成績不及格或不通過之科目，不給學分。
有關成績評量之相關細節，依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
第二十四條 九十八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一、以科目之學分乘該科目所得之成績分數為積分。
二、所修各科目學分之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過」考評方式之科目學分，
為學分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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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科積分之總和為積分總數。
四、以學分總數除積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不及格科目在內，但不含暑期課程學分及成
績。
六、各學期（含暑期）積分之總數除以各學期（含暑期）學分總數為畢業成績。
九十九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之學期學業等第績分平均（以下簡稱學期 GPA）及畢業
等第績分平均（以下簡稱畢業 GPA）計算方法如下，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一、以各科目績分乘以各該科學分數之合計為總績分。
二、所修各科目學分之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過」考評方式之科目學分，
為總學分。
三、以學期總學分除學期總績分為學期 GPA。
四、學期 GPA 之計算，包括不及格科目在內，但不含暑期課程學分及成績。
五、歷年各學期（含暑期）總績分除以總修習學分為畢業 GPA。
第二十五條 教師繳交、補交及更正成績之各項事宜，應依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平時、期中或期末考試曠考者，其曠考部分之成績以 X 等第（百分制零分）計
算。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且次學
期逾三分之一者，應令退學。
第二十八條 僑生、港澳生、陸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離
島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三分之二且次學期逾二分之一者，應令退學。
第二十九條 下列學生不適用本學則第二十七、二十八條規定：
一、本學則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全學期修習學分總數未超過九學分者。
三、運動成績優良甄審、甄試學生。
第 三十 條 學生因公或因急病、近親喪故或臨時發生不可抗拒之變故不能參加期末考試者，
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之規定，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在醫學院、公共
衛生學院辦理註冊之學生須向醫學院學務分處辦理），請假程序完成後，方得補
考。
第三十一條 期末考試補考應在次學期行事曆規定上課開始二天內訂期舉行，以一次為限；應
行補考學生，逾期不得補考。
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檢具證明，經系主任、院長及教務處核准後，
未參加期末考試之學期，可以休學論處，惟其休學累計學期數仍應符合本學則相
關規定。
期末考試因公、病、生產、配偶或二親等親屬喪故而請假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
授課教師評定之實際成績計算；其餘原因經校核准事假補考者，其補考成績如超
過 C-（或百分制六十分），概以 C-（或百分制六十分）計算。
第三十二條 學生於考試時如有作弊行為，一經查出，除該科該次成績以 X 等第（百分制零
分）計算外，並視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記過、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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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請假、曠課、扣分

第三十三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須依學務處規定之請假規定請假。
第三十四條 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課一小時，以請假五小時論。
第三十五條 學生平時請假達學期授課時數五分之一者，降該科學期成績一等第為原則，達四
分之一者，降該科學期成績二等第為原則。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學期中某科目請假達三分之一者，該科成績以 X 等第登錄。
第三十六條 經核准請公假、產假者，或情況特殊經專案核准者，不適用前條規定。
第五章

轉系、輔系、雙主修

第三十七條 學生修讀滿一年後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始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期
間），得依本校「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之規定申請轉系，並以核准一次為限。
降級轉系者，應依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學年度之必修科目及應修學分規定修課；其
修業年限之計算，應扣除同年級重複部分。
第三十八條 轉系（組）學生所應補修之科目，由轉入學系之系主任核定之。
第三十九條 學生修讀滿一年後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始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期
間），得申請修讀輔系（含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輔系）。
已核准修讀輔系一次者，不得再申請。但由原肄業學系轉入前已核准之輔系者，
得申請以原肄業學系為輔系。
輔系學分應在本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學生修滿輔系規定應修科目學分者，其學位證書加註輔系名稱。
學生修讀輔系之相關細節，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國立臺灣大
學系統學生跨校修讀輔系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四十 條 學生於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等第績分平均（GPA）達二點九二以上或成績名次在
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各學系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得於修
讀滿一年後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始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期間），申
請加修其他學系。
學生修滿本學系規定之畢業應修科目學分，及加修學系規定之系訂必修科目及指
定選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其本學系與加修學系之學位名稱併列於
其學位證書內。
修讀雙主修學生，已符合本學系應屆畢業資格，但未能修畢加修學系科目與學分
者，得向教務處提出放棄修讀雙主修，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修讀雙主修學生，已符合加修學系應屆畢業資格（包含加修學系應修習之共同必
修、通識、系訂必修、選修等各項規定），但未能修畢本學系科目與學分者，得
向教務處提出放棄修讀雙主修，以加修學系資格畢業。
學生修讀雙主修之相關細節，依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十條之一 學生修讀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及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之規定辦
理，其修習辦法另訂之，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條之二 學生得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之規定，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發給學分學程證明。
第四十條之三 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入學後不得申請轉系、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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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另有其他限制者，從其規定。
第六章

休學、復學、轉學、退學

第四十一條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但特殊情況經教務長同意者，
不在此限。
學生休學至遲應於期末考試開始前申請。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學。
第四十一條之一 學生出國期限達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依前條規定辦理休學。但下列
情況不在此限：
一、 經本校國際事務處或各學院與國外學校依簽訂之合約薦送交換出國者。
二、 就讀學系推薦至國外素有聲譽之學校進行研究或修讀學分，並檢附相關同
意文件，經學院院長及教務長核准者。
第四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學期應令休學︰
一、一學期中請假達三分之一者。
二、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本校學
生選課辦法之規定者。
三、依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令休學者。
第四十三條 學生休學，得以學期或學年為期，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
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應經就讀學系系主任及教務處之核可後，酌予延長休學年
限，至多以二學年為限，但有其他因素專案申請經教務長核可者，得再延長二學
年。
第四十四條 本校修業年限六年（含實習）以上各學系學生，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學系
一二八學分以上者，經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
所者，於碩士班修業期間得向原肄業學系申請休學二學年，如修讀博士學位，得
再申請延長休學期限四學年。
前項休學期間不列入原肄業學系休學年限併計。
第四十五條 學生請准休學期滿後，如擬繼續休學者，須於應復學該學期本校行事曆規定之上
課開始日之前重新申請休學。逾期者須於補繳費註冊後，始得再申請休學。
復學學生仍應在原肄業之學系及相銜接之年級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
入原休學年級肄業。
第四十六條 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服役期滿後，得檢具退伍令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內。
因懷孕、生產申請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書，申請
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另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證明文件經專案申請
核准者，得延長休學年限，且皆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學生擔任國內外偏遠地區之服務性志工，服務期間達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
至遲於擬休學學期第十二週結束前，以學生報告書向教務處所屬註冊單位報備，
並於休學截止日前檢具證明文件申請休學，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
限內。
第四十七條 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之成績，概不計算。
第四十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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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年限仍未修足本學系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二、休學逾期未繳費註冊者。
三、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五、休學年限（含專案核准者）已滿，已註冊但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
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本校學生選課辦法之規定者。
六、自一○二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同時在本校擁有二個(含)以上學士班學籍者。
七、依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令退學者。
第四十九條 學生因故自請退學，得於期末考試開始前辦理，且須經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但
特殊情況經教務長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五十 條 自請退學及應令退學學生，應向教務處辦理退學離校手續。如在校修滿一學期以
上，具有成績，其學籍並經審查合格者，得發給修業證明書。
入學或轉學資格不合而退學者、經開除學籍者，或應令退學而仍有學雜費、學分
費未依規定繳清者，不發給有關修業之任何證明文件。
第五十條之一 休、退學學生之退費標準，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布之。
未於退費截止日之前辦妥休、退學及退費申請手續者，不予退費。但因成績因
素退學或其他特殊情況經教務處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一條 學生本人對於應令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檢
具證明，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之規定提出申訴，其辦法另訂之，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
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受處分人得依「學生申訴評議辦法」書面申請繼續在本校肄
業；但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結果確定期間之修習成績不予
採認。
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復學者，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其復學前之
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並不併入休學年限內計算。
第七章

畢業、學位

第五十二條 學生修業期滿，並合於下列規定者，由本校依其所屬學院及學系，授予學士學位。
一、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三、有實習年限者，並已實習完成。
第五十三條 學生修業未期滿但合於前條規定之成績優異者，得經就讀學系系主任、院長及教
務長核准後，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符合前項申請提前畢業，第一學期應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
五月二十五日之前提出。
學生擬參加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並提前畢業者，應於報考之當學期開學一週內提
出申請。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預計畢業之該學期結束時不符合前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
不得提前畢業。
第五十三條之一 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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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

第五十三條之二 修讀學位學程學生，其學籍管理、轉系、修讀輔系、雙主修等及其他相關事
宜，準用本篇有關學系之規定。
第三篇

進修學士班

第五十四條 （刪除）第五十五條 （刪除）
第五十六條 進修學士班學生每學期始業前應繳納之學分學雜費，除實習（驗）費外，以學分
為計算單位，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布之。
第五十七條 （刪除）第五十八條 （刪除）
第五十九條 進修學士班採學年學分制，各學系之修業年限為五年。
進修學士班各學系學生，其應修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
前項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不含體育學分。
第 六十 條 進修學士班學生有關請假事宜準用本校「學生請假辦法」之規定。
第六十一條 （刪除）第六十二條 （刪除）
第六十三條 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篇有關之規定。
第六十四條 （刪除）
第四篇

碩、博士班

第一章

入學

第六十五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
學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
或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生成績優異，符合本校各研究所報考
資格，經甄試錄取，得入本校修讀碩士學位。
碩士班甄試及碩士在職專班錄取學生，符合前項資格條件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
註冊入學。
第六十六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
立學院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
錄取，得入本校修讀博士學位。
博士班甄試錄取學生，符合前項資格條件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註冊入學。
第六十六條之一 學生於同一學年度經錄取為本校同學制不同學系、所、學位學程（下稱系所）
新生者，僅得擇一系所報到就讀，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六十七條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及修讀碩士學位研究生，合於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
格，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申請辦法另訂之。
第二章

註冊、選課

第六十八條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學分數，由各系所核定之。
第六十九條 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以具學位授予法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之本校專任助理
教授以上擔任為原則，必要時經系所主管同意，得以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
本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專任教師，其暫時聘任期間除原已指導研究生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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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再接受論文指導申請。
第 七十 條 （刪除）
第七十一條 研究生校際選課，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其辦法另訂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退學、休學

第七十二條 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但以在職進
修身分錄取或應修畢業學分數達六十學分以上之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
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高以二年為限。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自轉入博士班起，其修業期限依照前項規定辦理。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經專案申請核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
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之學生，得再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高以二年為
限。
第七十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行
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數）。
畢業論文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
第七十四條 研究生各科學業成績核計比照各學系學士學位班規定，其成績及格標準為 B-（或
百分制七十分）；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研究生修習學士學位班開設之課程，其成績計入當學期及畢業總平均內；成績及
格者給予學分，惟是否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由各系所自行決定。
研究生畢業成績皆計算至小數第二位止，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九十八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並在一○二學年度（含）以前畢業學生，各
學期（含暑期）積分之總數除以各學期（含暑期）修習學分總數為學業平均
成績；學位考試成績及學業平均成績（各佔百分之五十）之總和為畢業成績。
二、九十九學年度入學，並在一○二學年度（含）以前畢業學生，各學期（含暑
期）總績分除以各學期（含暑期）總修習學分為學業 GPA；學位考試績分及
學業 GPA（各佔百分之五十）之總和為畢業 GPA。
三、一○三學年度（含）以後畢業學生，各學期（含暑期）總績分除以各學期（含
暑期）總修習學分為畢業 GPA。學位考試成績以等第制評定，登錄於畢業成
績單內，惟不計入畢業 GPA。
第七十五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碩士班修業屆滿四年、博士班修業屆滿七年，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或
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二、訂有資格考之碩士班，其碩士學位候選人未依該系所之規定通過資格考者。
三、博士班學生未依所屬系所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核者或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
四、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五、學業成績因未符就讀系所自訂並已送校核備之退學標準而應予退學者。
六、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七、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八、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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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
究生，若合於回碩士班就讀或合於授予碩士學位規定者，不受前項第三、四款規
定限制。
第七十五條之一 研究生因故申請休學，至遲應於期末考試開始前申請。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申請休學，須於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
第七十六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規定辦理，其辦法另訂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七十七條 研究生之抵免學分，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七十八條 自一○一學年度起，研究生入學後同時就讀本校其他系所或於中央研究院或本校
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研究所課程，經申請並由系所審核其所修習課程、學分、
成績，是否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送教務處核定。經採認後之課程、學分、
成績登錄於本校歷年成績表，但其成績不計入學期 GPA，亦不計入畢業 GPA。
第七十八條之一 自一○一學年度起，研究生經本校核准出國修課者，出國之學期至少應修習
二科或六學分，並依國外學校原始成績證明登錄全部修習科目於本校歷年成
績表。其學分是否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及採認學分數多寡，由就讀系所
審核後，送教務處核定，但其成績不計入學期 GPA，亦不計入畢業 GPA。
參與境外雙聯學位學生及暑期出國學生，其於境外所修習課程、學分、成績，
除須採計為本校課程方能畢業外，其餘課程得不須登錄於本校歷年成績表。
研究生自行出國修課，於出國前先經就讀系所同意者，其所修課程及學分得
依前項規定辦理。
研究生若有特殊情況，得於出國前或出國期間專案經系所主管核准降低修課
學分數或免修習課程。
研究生修課期滿回國兩個月內未提出任何成績證明或於國外學校修課未達
最低應修學分者，於歷年成績表註記：「出國期間於國外學校修課不符本校
規定」。但有特殊情形經教務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第七十八條之二 研究生經核准抵免及採認之課程學分數，合計至多以就讀系所所規定畢業應
修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但專案簽經教務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四章

轉系、所、組、學位學程及雙主修

第七十九條 研究生修業一學年以上，因特殊情形經原肄業系所暨擬轉入之系所雙方主管認可
或專案簽經教務長同意，得轉系所（組），並以一次為限。
第七十九條之一 研究生得申請雙主修，修讀雙主修之相關細節，依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
法」之規定辦理。
第五章

畢業、學位

第 八十 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通過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規定之各項考試且符合其規定。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但尚未修畢教育學程之研究生，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且未達最
高修業年限者，准予於修畢教育學程或申請保留、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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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第八十一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合於前條規定之博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博士學位證書。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
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
士學位。
第八十二條 研究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惟若已修畢規定
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其通過
學位考試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第六章

其他

第八十三條 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比照第二篇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第五篇

附則

第八十四條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一律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
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八十五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院、系、所別、肄業年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休學、復學、轉
系、轉所、退學、轉學等學籍紀錄，概以教務處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始表冊為
準。
第八十六條 在校學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或出生年月日者，應檢附戶政機關發給
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報經教務處備查。
第八十七條 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試卷應保存一年，但涉及申訴案者，應依實際需要延長保存年
限。教師繳交教務處成績檔應由教務處永久保存。
第八十八條 學生涉及代寫（製）或引誘代寫（製）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專業實務報告等違反學術倫理，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第八十八條之一 學生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
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情節嚴重者若已取得本校學位，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
第八十九條 本學則有關申請事項之程序與手續，另以辦法補充之。
第 九十 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位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並參酌教育部公
告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依各系、所、學位學程之特色、課程內容
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專業實務導向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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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一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有關教育法令及
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九十二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報告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82

附件24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雙主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討論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二 條 (第一項)
第 二 條 (第一項)
為增加同學探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其前一學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其前一學 索生涯方向，強
年每學期等第績分平均（GPA）
年每學期等第績分平均（GPA）化 跨 域 創 新 能
達二點九二以上或成績名次在
達二點九二以上或成績名次在 力之機會，爰刪
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
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 除 延 長 修 業 年
內（各學系有更嚴格規定者，從
內（各學系有更嚴格規定者，從 限 學 生 不 得 申
其規定），學生修讀滿一年後至
其規定），學生修讀滿一年後至 請 雙 主 修 之 規
延長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
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 定。
期開始前，得申請修讀其他學
始前（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
系為加修學系，並以核准一學
得申請修讀其他學系為加修學
系為限。
系，並以核准一學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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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五日 發布】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87.01.09 教育部台(87)高(二)字第 86152704 號函准修訂
90.04.02 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043875 號函准修訂
93.07.09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30088625 號函准備查
95.12.29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5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6.14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1.0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3.25 109.04.13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012940
號函同意備查第 1、3、5~17 條
109.06.05 109.04.13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060313
號函同意備查第 4 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係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暨學位授予法第十四條等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其前一學年每學期等第績分平均（GPA）達二點九二以上或成績
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各學系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學生
修讀滿一年後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始前（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
修讀其他學系為加修學系，並以核准一學系為限。
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除外）學生，其每學期 GPA 達三點三以上或成績名次在
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各系、所、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系所）有更嚴格規
定者，從其規定，學生修讀滿一年後至修業第三學年第一學期開始前，得申請修讀其
他同級系所為加修系所，並以核准一系所為限。
第 三 條 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依公告方式向教務處提出，
經承辦人員查核並送相關系所主管及院長同意後，轉請教務長核定。
第 四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應修滿本系所規定之畢業應修科目學分，及加修系所全部訂定必修
科目及指定選修學分，碩、博士班學生並須符合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
則」之規定，且完成加修系所之學位論文，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本系所與加修系所如訂有共同指導論文合作協議，碩、博士班學生得撰寫一篇涵蓋兩
系所研究領域之學位論文，並通過兩系所共同辦理之學位考試，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不受前項須完成加修系所學位論文之限制。
第 五 條 加修系所之科目有先後修之限制者，仍應依照規定修習。
第 六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其已修習及格之本系所所訂必修科目若與加修系所所訂必修科目性
質相同者，由加修系所決定得否兼充為加修系所之科目學分；其已修習及格之加修系
所所訂必修科目若與本系所所訂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由本系所決定得否兼充為本系

84

所之科目學分。如有不得兼充，或兼充後學分不足者，應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第 七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每學期所修本系所與加修系所課程，學分與成績應合併計算；其選
課與成績，應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如擬更改加修系所（組）別，應向教務處申請放棄該系所（組）修
讀雙主修資格之後，再依第二、三條之規定申請修讀其他系所（組）。
第 九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已符合本系所畢業資格，但未符合加修系所畢業資格者，得向教務
處提出放棄修讀雙主修，以本系所資格畢業。
修讀雙主修學生，已符合加修系所畢業資格（學士班包含加修學系應修習之共同必
修、通識、系訂必修、選修等各項規定），但未符合本系所畢業資格者，得向教務處
提出放棄修讀雙主修之原系所，以加修系所資格畢業。
前二項申請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碩、博士班學生至遲應於申請學位考試時提出；學
士班學生第一學期應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五月二十五日之前
提出。但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一、學士班學生經碩士班入學考試列為備取生者，至遲應於接獲確定遞補錄取通知
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二、因所選科目成績不及格，導致無法取得本系所及加修系所畢業資格者，至遲應於
該不及格科目成績上網公布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三、因其他特殊情況，檢具相關證明經教務處同意者。
學生經核准放棄修讀雙主修後，不得要求回復已放棄系所之修讀資格。
第 十 條 學生不得以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為由，於加退選或停修期限截止後要求補辦退選、停
修。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後，其已修習及格之加修系所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本系所選修學
分，應經本系所主管認定；其已修習及格之本系所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加修系所選修
學分，應經加修系所主管認定。
第十一條 學士班修讀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規定者，若已修
畢本學系應修畢業學分，則取消其修讀雙主修資格，以本學系資格畢業；若已修畢加
修學系應修畢業學分（包含加修學系應修習之共同必修、通識、系訂必修、選修等各
項規定），則以加修學系資格畢業。
第十二條 學士班修讀雙主修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本學系之應修科目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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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學期或一學年，若仍
未能修畢加修學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則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碩、博士班修讀雙主修學生，已符合本系所畢業資格，而未符合加修系所畢業資格
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學年，若仍未能符合加修系所畢業資格者，則以本系所資格畢
業。
博士班學生未依限完成加修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
次仍不合格者，取消其加修系所資格。
第十三條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其已修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放棄系所之輔系所規定，得
准核給輔系所資格。
前項核給輔系所資格者，已採計為輔系所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為本系所或加修系所
之應修畢業學分。
第十四條 他校修讀雙主修之學士班學生轉學本校後，如願繼續修讀雙主修者，應依規定提出申
請。
第十五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之證明文件，均應註明加修系所名稱。但放棄、
取消修讀雙主修資格者，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之證明文件僅註記取得學位系所之名
稱；退學者，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之證明文件均不予註記加修系所名稱。
第十六條 符合雙主修畢業資格者，其本系所學位名稱與加修系所學位名稱併列於其學位證書
內。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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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5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討論

第八條

修 正 後 條 文
各學系、學位學程轉入年級學 第八條
生名額，以不超過該學系年級
原核定新生名額連同教育部分
發生名額加二三成為限。
轉入學位學程二年級學生數以
學位學程計畫書所定名額為上
限。轉入學位學程三年級以上
各年級學生數，以該學程計畫
書所定二年級名額加二成為上
限。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 第 一 項 有 關 名
該學系原核定新生名額連同教 額限制原為「大
育部分發生名額加二成為限。 學 及 獨 立 學 院
轉入學位學程二年級學生數以 學生學籍規則」
學位學程計畫書所定名額為上 第十八條文字，
限。轉入學位學程三年級以上 該 規 則 已 於 民
各年級學生數，以該學程計畫 國 84 年 10 月 4
書所定二年級名額加二成為上 日廢止，擬修正
限。
本項規定，放寬
學系、學位學程
轉入名額以增
加學生轉系機
會。
第二項刪除，相
關文字併入前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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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6
「國立臺灣大學國防學士班招生規定」立法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國防學士班招生(以
下簡稱本招生)，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大學法施行
細則第十九條及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訂定
「國立臺灣大學國防學士班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
定)。

明定辦理招生依據。

第二條

本校招生事宜，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由本
校招生委員會辦理。

明定招生負責單位。

第三條

本招生之修業年限、招生學系(組)、招生名額、報考資
格、考試項目、考試日期、報名手續、評分標準、錄取

明定招生簡章內容項目及公
告期限。

方式、流用原則、同分參酌比序、報到程序、遞補規
定、成績複查、招生紛爭處理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應
明定於招生簡章內，並最遲於受理報名二十日前公告。
第四條

本招生以單獨招生方式辦理，招生學系及名額視國防部
人才培育需求報教育部專案核定外加名額，招生缺額不
得流用。

明定招生名額核定程序。

第五條

本招生報考資格如下：
一、凡具國內外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高
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含應屆)，或符合「入學大學
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之資格者。

明定報考資格。

二、參加當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考試，且成績符合學系
訂定招生條件。
三、年齡、國籍、體格基準、體能鑑測、智力測驗及全
民國防測驗標準依招生簡章之規定。
四、持境外學歷報考者，應符合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
辦法、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大陸地區學
歷採認辦法或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九條等
規定。
第六條

本招生於每學年第二學期舉行，六月三十日前放榜。

明定招生及放榜期程。

第七條

本招生考試項目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

明定招生考試項目、辦理方

作等方式辦理。採面試、術科或實作方式，應以錄音、
錄影或詳細文字記錄。文字紀錄應於本校招生委員會決
定錄取名單前完成。對評分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於評
分表件中註明理由。

式與評分處理原則。

本招生錄取原則如下：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應於放榜前決定各學系最低錄取標
準，考生總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
考生，列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列為備取
生。

明定錄取及遞補相關規範。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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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學系考生總成績達錄取標準之人數不足招生名額
時，得檢具理由，提送校級招生委員會核定後，不
足額錄取，不得列備取生。
三、錄取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數相同，依招
生簡章所訂同分參酌規定決定錄取順序，不得同分
增額錄取。
四、正取生報到後，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
以備取生遞補到原核定招生名額數為止，遞補期限
不得逾本校入學年度當學期行事曆所定開始上課
日。
第九條

本招生錄取名單應提經本校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式公
告。

明定錄取名單公告程序。

第十條

本招生因校內行政疏失致須增額錄取者，應提校級招生

明定招生行政疏失之增額錄

委員會開會決定，並將會議紀錄連同有關證明文件，另
檢附招生檢討報告，於事實認定後一個月內報教育部核
定後始得辦理。

取處理方式。

第十一條 參與試務工作人員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如有三
親等以內之親屬報名本招生考試，應主動迴避。

明定招生工作人員保密及迴
避原則。

第十二條 所有應試評分資料須妥予保存一年。但依規定提起申訴
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行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明定評分資料保留期限。

第十三條 考生對本招生考試認為有損及其權益時，得於放榜翌日
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校級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校級招
生委員會應於受理後一個月內正式函復，必要時應組成

明定考生申訴期限及方式。

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理，並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程序。
考生對於本校招生委員會處理申訴之結果若有不服，得
依法提起行政爭訟。
第十四條 學生錄取後應與國防部簽立合約書，議定雙方之權利義
務，學生退訓即喪失學校學籍。學生入學後不得轉系。

1. 本招生係與國防部合作
辦理，錄取學生須另與
國防部簽立合約書。
2. 依行政院核定國防部推
動「國防學士班」招生
規劃案及教育部核定國
防學士班招生以外加名
額招生之附帶兩條件
為：學生退訓即喪失學
校學籍、學生不得轉
系。

第十五條 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明定未盡事宜之處理原則。

第十六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發布施行，
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之訂定及修正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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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7

「國立臺灣大學轉學生招生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四、

修
正
條
文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 四、
力報考大學學士班轉學
考試，轉入二年級或三年級：
（一）學士班肄業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持有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1.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
者，得轉入二年級上學期。
2.修業累計滿三個學期以上
者，得轉入二年級下學期。
3.修業累計滿四個學期以上
者，得轉入三年級上學期。
4.修業累計滿五個學期以上
者，得轉入三年級下學期。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
生，修滿一年級上學期，持
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
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
成績單。
（三）專科學校學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
1.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或
專修科畢業。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肄業
學生，持有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四）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
過，持有專科學校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五）符合年滿二十二歲、高級
中等學校畢（結）業或修滿
高級中等學校規定修業年限
資格之一，並修習下列不同
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
上，持有學分證明：
1.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
度學分課程。
2.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
分班課程。
3.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
課程。
4.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
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
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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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提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 依「大學辦理
力報考大學學士班轉學
招生規定審
考試，轉入二年級或三年級：
核作業要點」
（一）學士班肄業學生有下列情 規 定 增 列 報
形之一，持有修業證明書、 考資格。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1.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
者，得轉入二年級上學期。
2.修業累計滿三個學期以上
者，得轉入二年級下學期。
3.修業累計滿四個學期以上
者，得轉入三年級上學期。
4.修業累計滿五個學期以上
者，得轉入三年級下學期。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
生，修滿一年級上學期，持
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
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
成績單。
（三）專科學校學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
1.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或
專修科畢業。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肄業
學生，持有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四）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
過，持有專科學校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五）符合年滿二十二歲、高級
中等學校畢（結）業或修滿
高級中等學校規定修業年限
資格之一，並修習下列不同
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
上，持有學分證明：
1.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
度學分課程。
2.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
分班課程。
3.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
課程。
（六）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
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考性
質相近學系二年級，修得七

八、

程。
5.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
育學分課程。
（六）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
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考性
質相近學系二年級，修得七
十二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
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
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
其修業情形屬大學
學士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三日
修正施行後，至一百
零二年六月十三日前，已修習第
一項第五款所定課程學分者，不
受二十二歲年齡限
制。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須符合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
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或入學大學同
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規定。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
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之陸生，得
報考本項招生。就讀離島學校、
離島校區系所及經入學學校以
操行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
刑確定致遭退學之陸生，不得報
考。
本項招生於放榜前由本校招生 八、
委員會訂定最低錄取標準，在此
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
生，列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
另考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予錄取：
（一）各科原始總成績平均分數
未達五十分。
（二）有任一科考試科目缺考或
成績零分。
（三）未達各學系（組）指定科
目最低錄取標準。
（四）總成績未達各學系（組）
最低錄取標準。
分發時，如遇總成績同分情形
時，則依簡章所訂之參酌項目及
順序決定分發錄取或遞補。
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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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
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
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
其修業情形屬大學
學士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三日
修正施行後，至一百
零二年六月十三日前，已修習第
一項第五款所定課程學分者，不
受二十二歲年齡限
制。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須符合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
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或入學大學同
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規定。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
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之陸生，得
報考本項招生。就讀離島學校、
離島校區系所及經入學學校以
操行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
刑確定致遭退學之陸生，不得報
考。

本項招生於放榜前由本校招生
委員會訂定最低錄取標準，在此
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
生，列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
另考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予錄取：
（一）各科原始總成績平均分數
未達五十分。
（二）有任一科考試科目缺考或
成績零分。
（三）未達各學系（組）指定科
目最低錄取標準。
（四）總成績未達各學系（組）
最低錄取標準。
分發時，如遇總成績同分情形
時，則依簡章所訂之參酌項目及
順序決定分發錄取或遞補。
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

依「大學辦理
招生規定審
核作業要點」
規定修正第
八點第五項
同分增額報
教育部備查
時間及行政
疏失致須增
額報教育部
核定時間。

九、

數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
提送本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
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
遇有特殊情形須增額錄取者，應
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之，並將
會議紀錄連同有關證明文件，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同分致須增額錄取者，
應於入學年度當學期行事曆
所定開始上課日後兩週內報
教育部備查。
（二）屬校內行政疏失致須增額
錄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
報告，於事實確認後一個月
內 報教育部核定 後始 得辦
理。
錄取名單應提經本校招生委員
會確認後正式公告。
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以
備取生遞補，遞補期限不得逾期
本校入學年度當學期所訂開始
上課日。
陸生轉學於確定註冊後，本校應
依相關規定透過陸生聯招會通
報系統，將學生轉學異動結果通
報教育部、陸委會與移民署。
考生對本項招生考試認為有損
及其權益時，得於放榜翌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向校級招生委員
會提出申訴。校級招生委員會應
於受理後一個月內正式函復，必
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
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
序。考生對於本校招生委員會處
理申訴之結果若有不服，得依法
提起行政爭訟。

數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
提送本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
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
遇有特殊情形須增額錄取者，應
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之，並將
會議紀錄連同有關證明文件，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同分致須增額錄取者，
應於新生註冊後報教育部備
查。
（二）屬校內行政疏失致須增額
錄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
報告，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
辦理。
錄取名單應提經本校招生委員
會確認後正式公告。
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以
備取生遞補，遞補期限不得逾期
本校入學年度當學期所訂開始
上課日。
陸生轉學於確定註冊後，本校應
依相關規定透過陸生聯招會通
報系統，將學生轉學異動結果通
報教育部、陸委會與移民署。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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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對本項招生考試認為有損
及其權益時，得於放榜翌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
會提出申訴。本校招生委員會應
於受理後一個月內正式函復，必
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
處理。考生對於本校招生委員會
處理申訴之結果若有不服，得依
法提起行政爭訟。

依「大學辦理
招生規定審
核作業要點」
規定修正第
九點文字。

附件28

國立臺灣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三、本校各級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三、本校各級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校級課程委員會：
（一）校級課程委員會：
1.訂定全校教育目標及發展
1.訂定全校教育目標及發展
方向。
方向。
2.規劃及檢討全校課程架構
2.規劃及檢討全校課程架構
及研議相關策略。
及研議相關策略。
3.其他與全校性教學及課程
3.其他與全校性教學及課程
有關事項之協調、整合、改
有關事項之協調、整合或改
進或審議。
進。
（二）院級課程委員會：
（二）院級課程委員會：
1.規劃、協調與審查學院及所
1.規劃、協調與審查學院及所
屬學系、所、學位學程開設
屬學系、所、學位學程開設
之各類課程。
之各類課程。
2.協調共同課程及通識課程
2.協調共同課程及通識課程
事宜。
事宜。
3.視需要審議所屬系、所、學
3.視需要審議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必修課程之異動。
位學程必修課程之異動。
（三）系（所、學位學程、學群）
（三）系（所、學位學程、學群）
級課程委員會：
級課程委員會：
1.規劃及審議系、所、學位學
1.規劃及審議系、所、學位學
程，必、選修課程內容及課
程，必、選修課程內容及課
程結構。
程結構。
2.依規定審議系、所、學位學
2.依規定審議系、所、學位學
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異
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異
動。
動。
3.其他與系、所、學位學程，
3.其他與系、所、學位學程，
課程或教學有關事項之協
課程或教學有關事項之協
調、整合或改進。
調、整合或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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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增加校級課程委員
會對全校性教學及
課程有關事項審議
之職責。

國立臺灣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8.10.1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01.07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
100.03.11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劃及審議本校課程，發揮本校特色，達成教育目標，依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為利規劃及審議本校課程，本校課程委員會採三級制，除校級課程委員會外，學系（所、學位
學程）應設系（所、學位學程、學群）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應送院務會議核備；學院及
共同教育中心應設院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應送教務會議核備。
師資培育中心、體育室及共同教育中心各組應比照學系（所、學位學程）設課程委員會。
三、本校各級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校級課程委員會：
1.訂定全校教育目標及發展方向。
2.規劃及檢討全校課程架構及研議相關策略。
3.其他與全校性教學及課程有關事項之協調、整合或改進。
（二）院級課程委員會：
1.規劃、協調與審查學院及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開設之各類課程。
2.協調共同課程及通識課程事宜。
3.視需要審議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必修課程之異動。
（三）系（所、學位學程、學群）級課程委員會：
1.規劃及審議系、所、學位學程，必、選修課程內容及課程結構。
2.依規定審議系、所、學位學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異動。
3.其他與系、所、學位學程，課程或教學有關事項之協調、整合或改進。
四、校級課程委員會置委員若干名，包括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外人士代表：
（一）教師代表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或院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二）學生代表每學年由學生會、學代會及研究生協會分別推派代表一人，並由各學院學生會共
同推派代表一人。
（三）校外人士代表含業界代表及校友代表各一人，業界代表由學務處推薦，校友代表由秘書室
推薦。
教務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課務組組長為執行秘書。主任委員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五、院、系（所、學位學程、學群）級課程委員會之組成，由其設置要點另訂之，但應有學生代表至
少一人，並得聘請校友、校外學者專家或業界代表若干人。
六、校級課程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校各級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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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9

「暑期教師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教師授課鐘點費
一、教師授課鐘點費
所列金額係民國 100
以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夜間授課鐘點費作基準，再依選 以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夜間授課鐘點費作基準，再依選 年之支給標準，已不
課人數作調整。
課人數作調整。
符現行規定，且因行
政院會隨物價指數不
選課人數
暑期授課鐘點費
選課人數
暑期授課鐘點費
50 人以下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

50 人以下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

51-7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7/6

51-7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7/6

76-10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8/6

76-10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8/6

101-12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9/6

101-12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9/6

126-15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0/6

126-15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0/6

151-17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1/6

151-17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1/6

176-20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2/6

176-20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2/6

201 人以上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3/6

201 人以上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3/6

定期調整，故刪除註
所列支給金額，爾後
逕依當年度行政院公
告之支給標準報支授
課教師鐘點費。

註：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夜間授課鐘點費支給基準
1. 教授(少將、上校)：830 元。
2. 副教授(中校)：710 元。
3. 助理教授：665 元。
4. 講師(少校、上尉)：615 元。
二、基礎課程助教工作費支給標準
二、基礎課程助教工作費支給標準
所列金額係民國 100
1.基礎課程包括：共同必修課程（不含可充抵之課程、進 基礎課程包括：共同必修課程（不含可充抵之課程、進階 年本校助教學術研究
階英語）、微積分、普通物理(含實驗)、普通化學（含 英語）
、微積分、普通物理(含實驗)、普通化學（含實驗）
：
實驗）。
選課人數 助教工作費 選課人數 助教工作費
2.助教工作費以本校「助教學術研究費／2」作基準，依 50 人以下
10960
126~150 人
22960
選課人數作調整。
51~75 人
13460
151~175 人
26460
95

費之支給標準，已不
符現行規定，且本校
亦會配合行政院公告
之調薪標準不定期進

3.選課人數 100 人以下者，以 25 人為級距，每級增加 2500 76~100 人
15960
176~200 人
29960
元。
101~125 人
19460
201 人以上
33460
4.選課人數 101 人以上者，以 25 人為級距，每級增加 3500
元。
註：1.助教工作費以本校「助教學術研究費／2」(10960
選課人數
助教工作費
元)作基準，依選課人數作調整。
50 人以下 助教學術研究費／2
2.100 人以下者，以 25 人為級距，每級增加 2500 元。
3.101 人以上者，以 25 人為級距，每級增加 3500 元。
51~75 人 (助教學術研究費／2)+2500
76~100 人 (助教學術研究費／2)+(2500x2)
101~125 人 (助教學術研究費／2)+(2500x2)+3500
126~150 人 (助教學術研究費／2)+(2500x2)+(3500x2)
151~175 人 (助教學術研究費／2)+(2500x2)+(3500x3)
176~200 人 (助教學術研究費／2)+(2500x2)+(3500x4)
201 人以上 (助教學術研究費／2)+(2500x2)+(3500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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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整，故刪除表格
及註所列支給金額，
爾後逕依學校公告之
支給標準報支助教工
作費。

暑期教師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
100.3.1 本校第 265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3.11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教師授課鐘點費
以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夜間授課鐘點費作基準，再依選課人數作調整。
選課人數

暑期授課鐘點費

50 人以下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

51-7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7/6

76-10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8/6

101-12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9/6

126-15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0/6

151-175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1/6

176-200 人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2/6

201 人以上

基準鐘點費 x6 週 x(講演+實驗/2)x13/6

註：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夜間授課鐘點費支給基準
1. 教授(少將、上校)：830 元。
2. 副教授(中校)：710 元。
3. 助理教授：665 元。
4. 講師(少校、上尉)：615 元。
二、基礎課程助教工作費支給標準
基礎課程包括：共同必修課程（不含可充抵之課程、進階英語）、微積分、普通物理(含
實驗)、普通化學（含實驗）：
選課人數

助教工作費

選課人數

助教工作費

50 人以下

10960

126~150 人

22960

51~75 人

13460

151~175 人

26460

76~100 人

15960

176~200 人

29960

101~125 人

19460

201 人以上

33460

註：1. 助教工作費以本校「助教學術研究費／2」(10960 元)作基準，依選課人數作調整。
2. 100 人以下者，以 25 人為級距，每級增加 2500 元。
3. 101 人以上者，以 25 人為級距，每級增加 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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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0

國立臺灣大學辦理境外雙聯學位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條 本校為拓展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 第一條
合作，加強各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與境外學校學生之交流學習，特訂
定本辦法。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本校為拓展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
合作，加強各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與國外大學校院及大陸地區高等學
校 ( 兩者以下簡稱境外學校) 學生之
交流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教育部定義境外
學生包含僑生、港
澳生、外國學生、
大陸地區學生等
身分別，故文字修
正為境外學校。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雙聯學位(包含雙學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雙聯學位，係指本校 明確定義雙聯學
位)，係指本校與境外學校依簽訂之
與境外學校依簽訂之學術合作書面 位包含雙學位在
學術合作書面約定，協助所屬學生至
約定，協助所屬學生至合作學校進 內。
合作學校進修，並於符合本校及合作
修，並於符合本校及合作學校畢業資
學校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取得本校
格規定後，分別取得本校及合作學校
及合作學校之同級或跨級學位，或取
之同級或跨級學位，或取得本校及合
得本校及合作學校共授之學位。
作學校共授之學位。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學校，應符合「大學 第四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境外雙聯學位之學 明定境外學校 係
校，必須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
「大陸地區
屬符合 相 關學 歷
一、為外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外國專業團體 採認辦 法規定之
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
認可之當地國大專校院，經教育部列 大學校院。
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大學校院。
入外國大學參考名冊者。
二、為教育部認可名冊內所列之大陸高校。

98

修

正

條

文

第五條 本校辦理境外雙聯學位，應由辦理之各 第五條
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擬具包含中、
英文版本之學術合作書面約定草案，經
系、所、學位學程、院務會議或相當之
會議討論，送本校國際事務處(下稱國
際處)及教務處審核，並依本校「與境
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學術合作書面約
定注意要點」(下稱書面約定要點)辦
理，方可實施。
前項若屬與大陸地區學校之學術合
作，須於進行簽約一個月前，依教育部
相關規定報部核定後，始得簽訂。
學術合作書面約定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
項，但十至十二款僅適用於研究所。
一、申請資格及名額規定。
二、甄審之規定。
三、銜接課程之設計(研究所僅撰寫
論文者免)。
四、學分採計(研究所僅撰寫論文者免)。
五、修業時間規定及各校修業時間之分配。
六、學位授予。
七、註冊、休學、復學等學籍管理事項。
八、費用之繳交。
九、保險事宜。
十、撰寫論文及摘要使用之語言。
十一、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及口試
進行之方式。
十二、碩、博士論文發表與衍生之智
慧財產權。
十三、協議書修改及終止之規定。
十四、其他事項。
學術合作書面約定若屬碩、博士學生
個案，則由學生所屬之系、所、學位
學程擬具包含中、英文版本之學術合
作書面約定草案，逕送所屬學院、國
際處及教務處審核，並依書面約定要
點辦理，方可實施。其內容除應包括
前項第五至十四款外，另應包括下列
各項：
一、研究生姓名。
二、合作各校指導教授姓名
三、論文題目。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本校辦理境外雙聯學位，應由辦理之各 一、 依教育部臺教
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擬具包含中、
高( 二) 字第
英文版本之學術合作書面約定草案，經
1090064805 號
系、所、學位學程、院務會議或相當之
來函說明辦
會議討論，送本校國際事務處(下稱國
理。
際處)及教務處審核，並依本校「與境 二、 新增第 二 項
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學術合作書面約
規定有關與
定注意要點」(下稱書面約定要點)辦
大 陸 地區 學
理，方可實施。
校 雙 聯學 術
前項學術合作書面約定之內容應包括
合 作 計畫 須
下列各項，但十至十二款僅適用於研究
於 簽 約一 個
所。
月前，報部核
一、申請資格及名額規定。
定 後 始得 簽
二、甄審之規定。
訂，以 資 明
三、銜接課程之設計(研究所僅撰寫
確。
論文者免)。
四、學分採計(研究所僅撰寫論文者免)。
五、修業時間規定及各校修業時間之分配。
六、學位授予。
七、註冊、休學、復學等學籍管理事項。
八、費用之繳交。
九、保險事宜。
十、撰寫論文及摘要使用之語言。
十一、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及口試
進行之方式。
十二、碩、博士論文發表與衍生之智
慧財產權。
十三、協議書修改及終止之規定。
十四、其他事項。
學術合作書面約定若屬碩、博士學生
個案，則由學生所屬之系、所、學位
學程擬具包含中、英文版本之學術合
作書面約定草案，逕送所屬學院、國
際處及教務處審核，並依書面約定要
點辦理，方可實施。其內容除應包括
前項第五至十四款外，另應包括下列
各項：
一、研究生姓名。
二、合作各校指導教授姓名
三、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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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第八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境外雙聯學位 第八條
之學生，應遵守我國法律及本校各種
規章辦法。符合僑生、港澳生、外國
學生、大陸地區學生等身分資格規定
者，其學籍、成績考核、獎學金、住
宿、生活輔導及保險等，各依其相關
規定辦理。
第十條 (刪除)
第十條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境外雙聯學位 將港澳 生納入境
之學生，應遵守我國法律及本校各種 外雙聯 學 位學 生
規章辦法。符合僑生、外國學生、大 身分資格。
陸地區學生等身分資格規定者，其學
籍、成績考核、獎學金、住宿、生活
輔導及保險等，各依其相關規定辦
理。
本校與大陸地區高等學校簽訂之協議 一、 本條刪除
書應於進行簽約一個月前報部審核。 二、 相關條文已
移列至第五
條第二項，
爰刪。

第十條 經本辦法核准修讀之本校學生，如因 第十一條 經本辦法核准修讀之本校學生，如因 條次變更
故無法於境外學校完成學業，且於本
故無法於境外學校完成學業，且於本
校及合作學校修業時間合計仍未逾
校及合作學校修業時間合計仍未逾
本校規定之修業年限，得於每學期本
本校規定之修業年限，得於每學期本
校行事曆規定上課開始日二週前，檢
校行事曆規定上課開始日二週前，檢
具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教
具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教
務處承辦單位申請返回本校原就讀
務處承辦單位申請返回本校原就讀
系、所、學位學程適當年級肄業。
系、所、學位學程適當年級肄業。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 條次變更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 條次變更
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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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辦理境外雙聯學位實施辦法
93.03.15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93.10.08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0.07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3.17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8.18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13671 號函准備查
97.07.2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41609 號函准備查
100.06.10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7.14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122018 號函准備查
101.06.08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1.04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1.30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20014532 號函准備查條文四~十
102.06.07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6.25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20095978 號函准備查
103.10.24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1.22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10215 號函准備查
106.03.17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6.09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7.11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087722 號函准備查
109.03.20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拓展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合作，加強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境外學
校學生之交流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雙聯學位(包含雙學位)，係指本校與境外學校依簽訂之學術合作書面
約定，協助所屬學生至合作學校進修，並於符合本校及合作學校畢業資格規定後，分
別取得本校及合作學校之同級或跨級學位，或取得本校及合作學校共授之學位。

第 三 條

經核准修讀境外雙聯學位之學生，其在本校與合作學校修業期間之修課學分，累計應
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經核准修讀境外雙聯同級學位之學生，須符合下列各學制之修業期間限制：
一、修讀學士學位者，累計在本校及合作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三十二個月。
二、修讀碩士學位者，累計在本校及合作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二個月。
三、修讀博士學位者，累計在本校及合作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二十四個月。
經核准修讀境外雙聯跨級學位之學生，其在本校須達修讀學制之最低修業期限，且
在境外學校須符合下列各學制之修業期間限制：
一、修讀學士學位者，在境外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三十二個月。
二、修讀碩士學位者，在境外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八個月。
三、修讀博士學位者，在境外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六個月。
前述修業期間，係指實際修課期間。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學校，應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大學校院。
第 五 條

本校辦理境外雙聯學位，應由辦理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擬具包含中、英文版
本之學術合作書面約定草案，經系、所、學位學程、院務會議或相當之會議討論，送
本校國際事務處(下稱國際處)及教務處審核，並依本校「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學術合
作書面約定注意要點」(下稱書面約定要點)辦理，方可實施。
前項若屬與大陸地區學校之學術合作，須於進行簽約一個月前，依教育部相關規定
報部核定後，始得簽訂。
前項學術合作書面約定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但十至十二款僅適用於研究所。
一、 申請資格及名額規定。
二、甄審之規定。
三、銜接課程之設計(研究所僅撰寫論文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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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分採計(研究所僅撰寫論文者免)。
五、修業時間規定及各校修業時間之分配。
六、學位授予。
七、註冊、休學、復學等學籍管理事項。
八、費用之繳交。
九、保險事宜。
十、撰寫論文及摘要使用之語言。
十一、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及口試進行之方式。
十二、碩、博士論文發表與衍生之智慧財產權。
十三、協議書修改及終止之規定。
十四、其他事項。
學術合作書面約定若屬碩、博士學生個案，則由學生所屬之系、所、學位學程擬具
包含中、英文版本之學術合作書面約定草案，逕送所屬學院、國際處及教務處審核，
並依書面約定要點辦理，方可實施。其內容除應包括前項第五至十四款外，另應包括下
列各項：
一、研究生姓名。
二、合作各校指導教授姓名。
三、論文題目。
第 六 條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得依實際需要，與合作辦理境外雙聯學位學校另訂境外雙聯學
位課程，規定應修科目及學分，並送本校教務處核備。
第 七 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境外雙聯學位之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彙整申請學生名單並檢附應附繳
表件，依各申請生之身分別送交本校相關主政單位辦理甄審流程。
第 八 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境外雙聯學位之學生，應遵守我國法律及本校各種規章辦法。符合
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等身分資格規定者，其學籍、成績考核、獎學
金、住宿、生活輔導及保險等，各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經本辦法核准修讀之學生，於合作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得依本校學則規定辦
理學分採計。
第 十 條 經本辦法核准修讀之本校學生，如因故無法於境外學校完成學業，且於本校及合作學校
修業時間合計仍未逾本校規定之修業年限，得於每學期本校行事曆規定上課開始日二週
前，檢具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教務處承辦單位申請返回本校原就讀系、所、
學位學程適當年級肄業。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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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修習線上課程學分採計要點 條文對照表（草案）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提案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自主學習、數
位學習與學生修習大規模
開放式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特訂定本要
點。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自主學習、數
位學習與學生修習大規模
開放式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特訂定本要
點。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第二條

本條未修正。

本要點所稱線上課程，係
指由本校製作或開授，使
用影音 (含簡報或動畫等)

本要點所稱線上課程，係
指由本校製作或開授，使
用影音 (含簡報或動畫等)

數位教材，具備考核與學
習輔助機制，且於國際線
上平臺公開播放之課程。

數位教材，具備考核與學
習輔助機制，且於國際線
上平臺公開播放之課程。

第三條
線上課程學分數等資訊之
審定，由教務處組成委員
會審查後公告，惟通識領

第三條
線上課程學分數等資訊之
審定，由教務處組成委員
會審查後公告，惟通識領

為提供學生更彈性的
修課方式，於108-2
學期線上課程學分採
計檢討會議中決議放

域歸屬應經共同教育中心
核定。
前項委員會設委員若干
名，包括相關專業領域與
具數位教學經驗之教師及
學生代表，由教務長聘任
之。
線上課程限採計為選修科
目或通識科目，合計至多
六學分。各學系、所、學
位學程另有更嚴格規定

域歸屬應經共同教育中心
核定。
前項委員會設委員若干
名，包括相關專業領域與
具數位教學經驗之教師及
學生代表，由教務長聘任
之。
線上課程限採計為選修科
目或通識科目，合計至多
三學分。各學系、所、學
位學程另有更嚴格規定

寬學分數採計上限，
故修正文字為至多採
計六學分。

者，從其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四條
學生修習線上課程及格
者，應於畢業前提出線上
課程修課成績或修課證明
及相關文件辦理學分採計

第四條
學生修習線上課程及格
者，應於畢業前提出線上
課程修課成績或修課證明
及相關文件辦理學分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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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未修正。

之申請，經就讀學系、

之申請，經就讀學系、

所、學位學程審核後，送
教務處核定。
經同意採計者，其成績不
計入學期 GPA，亦不計入
畢業 GPA。

所、學位學程審核後，送
教務處核定。
經同意採計者，其成績不
計入學期 GPA，亦不計入
畢業 GPA。

第五條
學生入學後在本校已修習
之課程，不得以相同名稱
之線上課程辦理學分採
計。

第五條
學生入學後在本校已修習
之課程，不得以相同名稱
之線上課程辦理學分採
計。

學生取得修課證明之日期
若為入學前，得依本校學
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日期若為退學後或畢業
後，不得辦理該科目之採
計。

學生取得修課證明之日期
若為入學前，得依本校學
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日期若為退學後或畢業
後，不得辦理該科目之採
計。

第六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

第六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第七條

本條未修正。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自發布日施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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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未修正。

附件32

國立臺灣大學領域專長實施要點
109 年 10 月 23 日第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本校各學系及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學系）設置領域專長，設計更有
特色的課程模組，以達人才培育目標，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 各學系設置領域專長，應提具計畫書，經學系、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
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計畫書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計畫目標：界定明確的學習目標。
(二) 領域專長課程架構：強調課程的屬性與關聯性。
(三) 校準依據：學系課程地圖、學系核心能力、未來就業方向或研究所
專業學群等。
(四) 預期學習效益：幫助學生探索專業領域或跨域學習。
(五) 計畫執行期之工作規劃。
每組領域專長最少應包括四至五門課程，學分數至少為十二學分。
三、 學生修習之領域專長成績及格，經審核通過，發給證明。
四、 各領域專長設立後如因故調整或終止實施，應於調整課程或終止一學年
前提具說明書及配套措施，經學系、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提送校課
程委員會核備。
五、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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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3

國立臺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五、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本校，由
國際事務處受理並就申請表
件是否齊全進行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合格者，送交各系
（所）複審。各系（所）應
依其訂定之入學標準，在規
定名額內，確定錄取名冊，
送交國際事務處彙整列冊經
校級招生委員會核准後發給
錄取通知書，並由該處將錄

十五、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本校，由 文字修正以符合現
國際事務處受理並就申請表 行做法
件是否齊全進行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合格者，送交各系
（所）複審。各系（所）應
依其訂定之入學標準，在規
定名額內，確定錄取名冊，
送交國際事務處彙整列冊呈
報校長核准後發給錄取通知
書，並由該處將錄取學生之

取學生之檔案，分送所屬教
務單位辦理註冊等事宜。

檔案，分送所屬教務單位辦
理註冊等事宜。

十九、 就讀我國大專校院之外國學

十九、 就讀我國大專校院之外國學

現行做法外國學生

生，得以新生申請方式或轉
學方式進入本校就讀，不受
第四點規定之限制，學生錄
取後應於本校行事曆所定之
期間內申請抵免，抵免之學
分數與編入年級依照本校學
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

生，得以新生申請方式轉學
進入本校就讀，不受第四點
規定之限制，學生錄取後應
於本校行事曆所定之期間內
申請抵免，抵免之學分數與
編入年級依照本校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辦理。

若已在臺灣就讀且
想轉學至本校，僅
能以新生方式申請
入學後抵免學分，
視抵免情形提高編
級，對外國學生誘
因不大。

前項轉學方式招生規定由國
際事務處另定之。
但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
行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
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轉
學進入本校就讀。

但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
行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
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轉
學進入本校就讀。

考量整體國際學生
招生策略，國際事
務處擬自 110 學年
度起增辦外國學生
國內轉學，因此修
正現行條文。

二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
三、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新增要點修訂之審
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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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
中華民國 87 年 2 月 5 日教育部台（八七）文（一）字第 87008092 號函准備查
中華民國 87 年 5 月 22 日教育部台（八七）文（一）字第 87049789 號函准修訂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11 日教育部台（八九）文（一）字第 89038088 號函准修訂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15 日教育部台（九ｏ）文（一）字第 90018863 號函准修訂
中華民國 91 年 7 月 17 日教育部台（九一）文（一）字第 91098517 號函准備查
中華民國 92 年 1 月 10 日教育部台文（一）字第 092000261 號函准備查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1 日教育部台文（一）字第 0920029954 號函准備查
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11 日教育部台文字第 0950069881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16 日教育部台文字第 0950155565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8 年 6 月 25 日教育部台文字第 0980107635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0 年 9 月 23 日教育部台文（二）字第 1000170048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12 日經本校 101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17 日教育部台文（二）字第 1010242038 號函准修訂
中華民國 105 年 1 月 8 日經本校 104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1 月 25 日教育部臺教文（五）字第 1050009069 號函核定

一、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第六條、本校學則第四條暨相關法令規定訂
定之。
二、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者，得依本要點申請
入學。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列規定，於申請時並已連續居留海外六年以上者，亦得依本要點
申請入學。但擬就讀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連續居留年限為八年以上：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年。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年度接受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
發。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來臺就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未曾在
臺設有戶籍者，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六年、八年，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
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連續居留，指外
國學生每曆年在國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連續居留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年度非
屬完整曆年者，以各該年度之採計期間內在國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
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留期間，不併入海
外居留期間計算：
(一)就讀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年技術訓練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訓練專班。
(二)就讀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二年。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年。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來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年。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年
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
三、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香港、
澳門或海外連續居留滿六年以上者，得依本要點申請入學。但擬就讀大學醫學、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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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醫學系者，其連續居留年限為八年以上。
前項所稱連續居留，指每曆年在國內停留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第二點
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列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留
期間，不併入前項連續居留期間計算。
曾為大陸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連續居留海外六年以上
者，得依本要點申請入學。但擬就讀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連續居留年限
為八年以上。
前項所稱連續居留，指每曆年在國內停留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第二點
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列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留
期間，不併入海外連續居留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六年、八年，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
為終日計算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所稱海外，準用第二點第五項規定。
四、 外國學生依前二點規定申請就學，以一次為限。於完成申請就學學程後，除申請碩士
班以上學程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其入學方式與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五、 外國學生不得申請就讀本校所辦理回流教育之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例假日授課之
班別。但其已在臺領有合法居留證件或其就讀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國際性課
程者，不在此限。
六、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本校學士學位班或碩、博士班，應檢附下列表件，於本校規定期限
內，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逾期不得再以其他因素為由要求補提申請：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歷證明文件：
1. 大陸地區學歷：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2. 香港或澳門學歷：應依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3. 其他地區學歷：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學歷同我國同級學校學歷。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歷，應依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但設
校或分校於大陸地區之外國學校學歷，應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
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金之證
明。
(四)申請費。
(五)其他各系（所）或承辦單位規定應附繳之文件。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讀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或私立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
向本校提出入學申請，不受第四點及本點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
件，申請入學本校碩士以上學程就讀，不受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
本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經我國駐外使領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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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館處）、行政院設立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
請求協助查證。
外國學生繳交之申請文件於申請期間取得驗證確有困難，經國際事務處同意，得先行
繳交未驗證之文件，惟須於本校註冊日時，繳驗經上述機關驗證之外國學校最高學歷
證明文件及成績單，否則本校將撤銷入學資格，不得異議。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將撤銷錄取資格；已註冊入
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將撤銷其畢業
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七、 招收外國學生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理，以本校當學年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
限，並應併入當學年度招生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但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教育部
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不在此限。
前項招生名額，不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八、 接受外國學生之系（所），應訂定外國學生入學之審查或甄試方式及入學標準報校備
查。
九、 外國學生來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
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
者，不得再依本要點申請入學。博士生因博士資格考核未通過遭退學者，非本項所稱
學業成績不及格。
十、 外國學生如違反本要點第二點、第三點或因涉及第九點之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撤
銷其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畢業後始發覺者，除勒令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銷
其畢業資格。
十

一、 各系（所）在不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定學術合作協議，招收外國交
換學生。

十

二、 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
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年註冊入學。
經本校核准入學之新生，註冊時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六個月效期之醫療及
傷害保險，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館處驗證；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
健康保險證明文件。

十

三、 98 學年度（含）前入學之選讀生，可於取得本校正式學籍後，其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
分，得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理抵免。

十

四、 本校得自行提撥經費設置外國學生獎學金、助學金，以鼓勵外國學生至本校就學。

十

五、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本校，由國際事務處受理並就申請表件是否齊全進行資格審查；資
格審查合格者，送交各系（所）複審。各系（所）應依其訂定之入學標準，在規定名
額內，確定錄取名冊，送交國際事務處彙整列冊經校級招生委員會核准後發給錄取通
知書，並由該處將錄取學生之檔案，分送所屬教務單位辦理註冊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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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六、 本校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經駐外館處推薦來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金受獎學生及具我國永久居留身分
者，依本校所定之本地生收費基準。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理。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依本校所定之國際學生收費基準，並不得低於同級私立
學校收費基準。
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
教育階段應繳之費用，仍依原規定辦理。

十

七、 本校應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料管理資訊系統，登錄外國學生入學、轉學、休
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外國學生如有前項變更學生身分等情事，應另通報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學校所在地之
內政部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十

八、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
畢業後一年。

十

九、 就讀我國大專校院之外國學生，得以新生申請方式或轉學方式進入本校就讀，不受第
四點規定之限制，學生錄取後應於本校行事曆所定之期間內申請抵免，抵免之學分數
與編入年級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
前項轉學方式招生規定由國際事務處另定之。
但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轉學
進入本校就讀。

二

十、 外國學生在臺期間，除應遵守我國法律外，並應恪守本校各種規章。

二十一、 外國學生就讀本校附設之華語文中心學習語文者，其申請程序、獎補助、管理與輔
導、缺課時數逾該期上課總時數四分之一以上及變更或喪失學生身分之通報，準用教
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第二十六條規定。
二十二、 本要點未規定事宜，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辦理
之。
二十三、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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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4

「國立臺灣大學學士班外國學生轉學招生規定（草案）」立法說明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一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行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入
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
要點、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國立臺灣大學外國學生
入學要點訂定本規定。

說明本規定法源依據。

二

本校學士班外國學生轉學招生（以下簡稱本項招生）事
宜，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由校級招生委員
會辦理。

說明本項招生權責。

三

本項招生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理，以前一學年度教育部
核定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名額之缺額為限。

說明本項招生名額來
源。

四

凡具外國國籍且於申請時不具僑生資格，並符合外國學 明定本項招生申請資格
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申請來臺，現就讀我國大專校院之 條件。
外國學生，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申請本項
招生，轉入二年級上學期就讀：
（一）國內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業累計滿二個學期以上
者，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並檢附歷年成績單。
（二）國內大學二年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滿一年級上學
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並檢附歷年成績單。
（三）國內專科學校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1. 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或專修科畢業。
2. 修滿規定修業年限之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
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歷年成績
單。

五

本項招生採資料審查方式辦理，必要時得採電話或視訊
方式協助書面審查。

明定審查方式。

六

本項招生之招生學系（組）、招生名額、報名手續、申
請時間、申請費用、應繳資料及證明文件、放榜公告、
抵免學分辦法等及其他相關規定，應載明於招生簡章，

明定招生簡章內容與公
告方式。

簡章應於受理報名前二十日公告。
七

本項招生由國際事務處受理申請並進行資格審查，各學
系應依其訂定之標準進行學術審查，在規定名額內確定
錄取名單，送交國際事務處彙整列冊經校級招生委員會
確認後正式公告，由國際事務處發給錄取通知書，並將
錄取學生之資料送教務處辦理註冊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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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本項招生主責單位
及審查核定流程。

八

學生錄取後應於本校行事曆所定之期間內申請抵免，抵
免之學分數與編入年級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

明定入學及學分抵免規
則。

理。但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行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
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轉學進入本校就讀。
九

考生對本項招生考試認為有損及其權益時，得於放榜翌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校級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校級
招生委員會應於受理後一個月內正式函復，必要時應組
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理，並應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程
序。考生對於校級招生委員會處理申訴之結果若有不
服，得依法提起行政爭訟。

明定申訴條件與流程。

十

有關本項招生考試評分資料於放榜日起保存一年。但依
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行政救濟程

明定資料保存年限。

序終結時為止。
十一

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本校外國
學生入學要點暨相關規定辦理。

明定本規定未有詳盡之
處，得參採相關規定。

十二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規定本要點之審議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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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學士班外國學生轉學招生規定(草案)
109.ＯＯ.ＯＯ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Ｏ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行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大學
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國立臺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
訂定本規定。
二、本校學士班外國學生轉學招生（以下簡稱本項招生）事宜，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規定，由校級招生委員會辦理。
三、本項招生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理，以前一學年度教育部核定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名額之缺
額為限。
四、凡具外國國籍且於申請時不具僑生資格，並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申請來臺，
現就讀我國大專校院之外國學生，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申請本項招生，轉
入二年級上學期就讀：
（一）國內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業累計滿二個學期以上者，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
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歷年成績單。
（二）國內大學二年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滿一年級上學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
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歷年成績單。
（三）國內專科學校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1. 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或專修科畢業。
2. 修滿規定修業年限之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並檢附歷年成績單。
五、本項招生採資料審查方式辦理，必要時得採電話或視訊方式協助書面審查。
六、本項招生之招生學系（組）、招生名額、報名手續、申請時間、申請費用、應繳資料及證
明文件、放榜公告、抵免學分辦法等及其他相關規定，應載明於招生簡章，簡章應於受
理報名前二十日公告。
七、本項招生由國際事務處受理申請並進行資格審查，各學系應依其訂定之標準進行學術審
查，在規定名額內確定錄取名單，送交國際事務處彙整列冊經校級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
式公告，由國際事務處發給錄取通知書，並將錄取學生之資料送教務處辦理註冊等事
宜。
八、學生錄取後應於本校行事曆所定之期間內申請抵免，抵免之學分數與編入年級依照本校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但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行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
致遭退學者，不得轉學進入本校就讀。
九、考生對本項招生考試認為有損及其權益時，得於放榜翌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校級招生
委員會提出申訴。校級招生委員會應於受理後一個月內正式函復，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
組公正調查處理，並應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程序。考生對於校級招生委員會處理申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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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若有不服，得依法提起行政爭訟。
十、有關本項招生考試評分資料於放榜日起保存一年。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
程序結束或行政救濟程序終結時為止。
十一、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要點暨相關規定辦
理。
十二、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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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5

國立臺灣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4. 年 5 月 18 日本校共同教育中心第 114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過
104 年 6 月 5 日本校教務會議通過
104 年 6 月 23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40082904 號函核定修訂第 10 條至第 41 條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師 第一條
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大學設
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及師資
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
育注意事項規定訂定之。

說明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師 教育部訂定「師資培育
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及大學設 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
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規定訂 教育注意事項」，內容
定之。
與師培培育之修業年
限、抵免規定相關，爰
增加法源依據。
第三條 有 關 師 資 培 育 法 修 正 施 行 第三條 有 關 師 資 培 育 法 修 正 施 行 師培法修正施行前已
前，已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
前，已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 修師培課程者教師資
及已修習而未修畢師資培育
及已修習而未修畢師資培育 格之取得明訂於師培
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
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法第十條及第二十一
應依師資培育法第十條及第
應依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 條。
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定辦理。
第四條 本 校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之 師 資 第四條 本 校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之 師 資 1. 師培法第三條第三
生，其如欲取得合格教師證
生，其如欲取得合格教師證
款：師資職前教育
書，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書，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課程：指參加教師
程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師
程並通過教師資格檢定。 師
資格考試前，依本
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
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
法所接受之各項有
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
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關課程，包括普通
程。
及教育實習課程。
課程、教育專業課
程及專門課程。
2. 106 年 6 月 14 日師
培法修訂後，教育
實習不屬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之範
疇，為教師資格檢
定之一環(分為教
師資格考試及教育
實習)。爰刪除辦法
中所有教育實習
「課程」二字。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班二年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班二年 108 課綱業已修訂施
級(含)以上及碩士、博士學位
級(含)以上及碩士、博士學位 行，舊制「九年一貫課
班學生在校期間經甄試通過
班學生在校期間經甄試通過 程導論」已刪除，新增
者為師資生，得修習教育學
者為師資生，得修習教育學 「教育實踐課程」。
程。非師資生在校期間得修
程。非師資生在校期間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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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習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所開之教育基礎課
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育實
踐課程及共同選修課程，經
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
學分採計，其採計學分數以
六學分為限。
第六條 教育學程甄試由師資培育中 第六條
心設置招生委員會辦理，並
依教育部各學年度核定師資
培育名額進行招生。
招生委員會之組成依本校師
資培育中心招生委員會設置
辦法辦理。
教育學程甄試以教育常識測
驗、口試等方式進行甄試。每
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簡章應載
明相關事宜且應依教育學程
甄試規定辦理。
前項教育學程甄試規定另訂
定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據以
辦理。
每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師資
生之甄試，於前一學年度學
期末辦理。
應屆畢業生於參加教育學程
甄試通過後，如確定於甄試
通過當學年度畢業者，則取
消師資生資格，由備取生遞
補。

說明

習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所開之教育基礎課
程、教育方法學課程、九年一
貫課程導論及共同選修課
程，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
得申請學分採計，其採計學
分數以六學分為限。
教育學程甄試由師資培育中 甄試項目刪除個人特
心設置招生委員會辦理，並 質評量。
依教育部各學年度核定師資
培育名額進行招生。
招生委員會之組成依本校師
資培育中心招生委員會設置
辦法辦理。
教育學程甄試以教育常識測
驗、個人特質評量或口試等
方式進行甄試。每年度教育
學程招生簡章應載明相關事
宜且應依教育學程甄試規定
辦理。
前項教育學程甄試規定另訂
定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據以
辦理。
每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師資
生之甄試，於前一學年度學
期末辦理。
應屆畢業生於參加教育學程
甄試通過後，如確定於甄試
通過當學年度畢業者，則取
消師資生資格，由備取生遞
補。
第九條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第九條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1. 新制師資職前教育
之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教育
之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教育 課程基準訂定「教
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
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 育實踐課程」應有 8
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
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 學分，依本校師資
其應修學分總數至少二十六
其應修學分總數至少二十六 培育中心規劃為教
學分，必修學分數如下：
學分，必修學分數如下：
育實踐課程 4 學分
一、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二
一、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二 及教材教法及教學
科，共四學分。
科，共四學分。
實習課程 4 至 6 學
二、教育方法學課程：一百
二、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 分，合計至少 8 學
零七學年度以前進入教
三科，共六學分。
分。
育學程之師資生至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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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科，共六學分；一百零八
學年度以後進入教育學
程之師資生至少五科，共
十學分。
三、教育實踐課程：一百零
八學年度以後進入教育
學程之師資生至少二科，
共四學分。
四、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
程：至少各一科，共四至
六學分。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 2. 新制課程基準適用
程：至少各一科，共四至 108 學年度以後進
六學分。
入教育學程之師資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 生，爰於辦法中明
應於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 確區隔適用對象所
科別之前提下，並應經本校 需修習學分數。
與他校同意後，得依本校校
際選課實施辦法，至他校修
習本校未開設之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該課程之抵免及
採計等事宜由本校辦理。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
應於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
科別之前提下，並應經本校
與他校同意後，得依本校校
際選課實施辦法，至他校修
習本校未開設之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該課程之抵免及
採計等事宜由本校辦理。
第十條 一百零三學年度（含）至一百 第十條 本校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 教育部自 103 學年度
零七學年度（含）進入教育學
程期間，應至中等學校實地 起規範師資生需修習
程之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
學習，包含：見習、試教、實 54 小時實地學習時數，
程期間，應至中等學校實地
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 108 學年度以後則融入
學習，包含：見習、試教、實
務學習，至少五十四小時，並 教育實踐課程中，本條
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
須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定 則明確規範 54 小時實
務學習，至少五十四小時，並
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地學習適用師資生學
須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定
年度。
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第十六條 教育學程修業年限至少二 第十六條 教育學程修業年限至少二 依教育部師資職前之
學年(即至少四個學期，並
年(即至少四個學期，並具 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
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 育注意事項第 9 條將
事實，且不含寒、暑修)，
實，且不含寒、暑修)，另加 修業年限修訂為學年
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半年全時教育實習；本校非 度制。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
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
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
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
課程，得依本校學則及相
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採
關規定採計學分，如經甄
計學分，如經甄試通過為師
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
資生後，得申請學分抵免，
請學分抵免，抵免學分數
抵免學分數以本校教育專
以本校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業課程科目學分應修學分
學分應修學分數之四分之
數之四分之一為上限，其教
一為上限，其教育學程修
育學程修業年限自經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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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說明

業年限自經甄試通過後起
通過後起算應逾一年以上
算應至少三學期（各學期
(即至少三個學期，並具實
應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
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
且不含寒、暑修)，另加半年
另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
全時之教育實習。修習教育
習。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
學程之學生未在規定修業
未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
年限內修滿應修專門課程、
應修專門課程、教育專業
教育專業課程者，得申請延
課程者，得申請延長修業
長修業年限；其延長之年限
年限；其延長之年限應併
應併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
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所
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
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算。
第二十六條 曾在他校取得師資生資 第二十六條 曾在他校取得師資生資 依教育部師資職前之
格後所修習之中等學校
格後所修習之中等學校 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
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
師 資 類 科 教 育 學 程 學 育注意事項第 9 條新
分，於通過本校中等學
分，於通過本校中等學 增教材教法與教學實
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
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 習不得抵免之規定。
習資格後，得辦理抵免，
習資格後，得辦理抵免，
但最多不得超過教育學
但最多不得超過教育學
程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
程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總數二分之一，且教
分總數二分之一。
材教法與教學實習不得
抵免。
第三十六條 前項取得修畢師資職前 第三十六條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師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教育證明書之師資生，
資生，依師資培育法等 明書已於本辦法第 20
依規定參加教師資格考
相關法令規定，修畢師 條明訂，本條第 1 項意
試通過後，向本中心申
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 涵與該條重複，爰刪除
請修習教育實習，成績
及格，並應由本校審核 之，原第二項「前項」
及格後由教育部發給教
通過後，發給修畢師資 文字隨之刪除。
師證書。
職前教育證明書。
前項取得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之師資生，
依規定參加教師資格考
試通過後，向本中心申
請修習教育實習，成績
及格後由教育部發給教
師證書。
第三十九條 本校辦理九十七學年度 無
依教育部 108 年 10 月
前之已修習師資職前教
23 日臺教師（二）字第
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
1080141280 號函請各
習課程，或依師資培育
師培大學將隨班附讀
法第十二條或其施行細
原則納入教育學程修

11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則第五條規定修習課程
者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
請日本校經教育部核定
或備查之最新職前教育
課程為認定依據。
依前項辦理課程採認及
學分抵免後不足之科目
及學分，經本中心同意
得申請於本校以隨班附
讀方式補修學分。
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
分者，每學期至多以修
讀六學分為原則，修讀
之課程以日間學制課程
為限，並須於二年內完
成補修及學分採認與抵
免之認定，其餘相關事
項悉依本校辦理隨班附
讀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
辦理。
第四十條 本辦法適用自一○七學 第三十九條
年度起開始修習教育學
程之學生。
第四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 第四十條
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
育法施行細則、大學設
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
法、本校學則、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
以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辦
理。
第四十二條 本辦法經共同教育中心 第四十一條
共同教育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
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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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習辦法或相關規定，，
爰新增本條

本辦法適用自一○七學 調號調整。
年度起開始修習教育學
程之學生。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 調號調整。
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
育法施行細則、大學設
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
法、本校學則、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
以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辦
理。
本辦法經共同教育中心 調號調整。
共同教育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
核定後施行。

國立臺灣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104 年 5 月 18 日本校共同教育中心第 114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過修正第 10 條至第 41 條
104 年 6 月 5 日本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0 條至第 41 條
104 年 6 月 23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40082904 號函核定修訂第 10 條至第 41 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
辦法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規定訂定之。
本校教育學程經教育部核准培育中等學校師資。
有關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已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及已修習而未修
畢師資培育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應依師資培育法第十條及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其如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應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第二章

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班二年級(含)以上及碩士、博士學位班學生在校期
間經甄試通過者為師資生，得修習教育學程。非師資生在校期間得修習
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所開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
程、教育實踐課程及共同選修課程，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學分
採計，其採計學分數以六學分為限。
教育學程甄試由師資培育中心設置招生委員會辦理，並依教育部各學
年度核定師資培育名額進行招生。
招生委員會之組成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教育學程甄試以教育常識測驗、口試等方式進行甄試。每年度教育學程
招生簡章應載明相關事宜且應依教育學程甄試規定辦理。
前項教育學程甄試規定另訂定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據以辦理。
每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師資生之甄試，於前一學年度學期末辦理。
應屆畢業生於參加教育學程甄試通過後，如確定於甄試通過當學年度
畢業者，則取消師資生資格，由備取生遞補。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本校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
分之二十五，並明訂於招生簡章，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
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已修滿主修系所畢業學分但未通過教育學程甄試學生，不得以等待參
加甄試或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原因申請延緩畢業。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三章

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第九條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教育基礎課程、教
育方法學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其應修學分總數至少二十六
學分，必修學分數如下：
一、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二科，共四學分。
二、教育方法學課程：一百零七學年度以前進入教育學程之師資生至少
三科，共六學分；一百零八學年度以後進入教育學程之師資生至少
五科，共十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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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實踐課程：一百零八學年度以後進入教育學程之師資生至少二
科，共四學分。
四、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至少各一科，共四至六學分。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應於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科別之前提下，並
應經本校與他校同意後，得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至他校修習本校
未開設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該課程之抵免及採計等事宜由本校辦理。
他校師資生跨校修習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亦應於相同教育階段及
類群科別之前提下，並應經本校與他校同意後辦理，其學分抵免及採計
等事宜由他校辦理。
第十條 一百零三學年度（含）至一百零七學年度（含）進入教育學程之師資生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中等學校實地學習，包含：見習、試教、
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五十四小時，並須經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第十一條 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之必選修科目名稱、學分數，除依教育部規
定外，得依本校培育師資目標、師資、學生需要及發展特色，經師資
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調整之。
第十二條 教育專業課程之先修課程由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訂定之，並公
告於每學期選課注意事項。
師資生所修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之領域群科應與半年全時
教育實習之領域群科相同。
第十三條 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超修之課程學分，得採計為選修科
目學分。
第十四條 本校各系所、學程應依本校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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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專門課程一覽
表）開設專門課程，如開設課程有所變動，應依本校師資培育專門課
程認定辦法檢討修正專門課程一覽表。
前項專門課程一覽表之訂定及修正，應報請教育部核定。
教育學程師資生應依本校專門課程一覽表修習及認定專門課程。
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含第二專長）之認定，依本校師資培育
專門課程認定辦法及經教育部核定之專門課程一覽表辦理。
第十五條 修畢本校專門課程一覽表所規定之科目學分，依師資培育中心公告
之申請時間及程序，申請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
表。
第四章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修業年限、成績、學分
教育學程修業年限至少二學年(即至少四個學期，並具實際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本校非
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依本校學則及
相關規定採計學分，如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學分抵免，抵
免學分數以本校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應修學分數之四分之一為上
限，其教育學程修業年限自經甄試通過後起算應至少三學期（各學
期應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
時之教育實習。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未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應修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其延長之年限應
併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及學分數，包括其在主修、輔修
系（所）外加修之科目及學分，不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
內。但放棄教育學程之修習者，不在此限。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教育學程各科課程成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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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
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辦理。
前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
應予退學，且本校不再辦理師資生名額遞補。
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成績及格者，經師資培育中
心審核通過後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二十條
第五章

學分費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第六章

學生因修習教育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其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在九
學分以下者，應繳納學分費；達十學分以上者，日間學制學士學
位班學生應繳交全額學雜費，進修學士班學生應繳交學分學雜費，
研究生應繳交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
教育學程全額學雜費及學分費比照文、法律、社會科學院學士學
位班標準繳交。

學分抵免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

第七章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應依本校教育學程全額學雜費及學分費收費標
準繳納學分費，且不得申請退費。九十八學年度（含）以後修習
本校教育學程開設之課程之非師資生，如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
應至出納組補交該科教育學分費，並申請學分抵免。
學生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應繳交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
輔導費。

教育專業課程於前一學位已採計為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者，
不得辦理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扺免。
曾在他校取得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之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學分，於通過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後，得辦
理抵免，但最多不得超過教育學程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總數二
分之一，且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不得抵免。
教育學程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之採認或抵免，應經本校嚴謹專
業之審核(包括教學目標、課程內涵、成績要求及學生資格與條件
等)通過，並由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
法，訂定抵免原則辦理，該抵免原則報請教育部備查。

錄取資格之保留與放棄

第二十八條

教育學程甄試通過錄取之正取生，應於規定時間內報到，並於錄
取後次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教育學程選課，如因特殊因素未能於
該學期辦理教育學程選課者，應於開學一週內至師資培育中心辦
理錄取資格保留，否則以放棄錄取資格論。但保留錄取資格以一
學期為限，第二學期仍未選課者，仍以放棄錄取資格論。
因兵役義務得辦理保留教育學程錄取資格，但以役期年限為限。
凡正取生未辦理報到、未辦理錄取資格保留且未選課或放棄錄取
資格者，由備取生遞補。經通知遞補之備取生，應於加退選期間
併同主修系所加退選課程，辦理教育學程選課，否則以放棄論，
依序再遞補備取生。
各學年度教育學程甄試遞補作業應於該次甄試辦理次學年度第二
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完成。超過遞補作業辦理時限放棄師資生所
留名額，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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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
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
第八章

修習教育學程之名額，依教育部核定各該學年度招生名額，每班
學生以四十五人為原則，學生名冊及相關資料應由師資培育中心
妥善保存。
教育學程學生已修滿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欲選擇先行畢業，
但未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和教育實習課程者，應至師資
培育中心辦理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俾接受畢業資格審查。
本校應屆畢業師資生如考取他校之碩、博士班，或他校應屆畢業
師資生如考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其擬移轉相同師資生資格繼續
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經轉出與轉入兩校同意，
並應確認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與學科後，始得
同意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且轉出學校不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並應由轉入學校妥
為輔導師資生修課，同時應依錄取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修
習及學分抵免或採認等相關規定辦理。
已具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師資生，應屆畢業於本校升學者，得
繼續修習教育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計算。
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修習相同類科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經由轉出學校和轉入學校兩校之同意，並
應確認兩校均有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後始得辦理。
轉學之師資生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由轉入學校輔導，轉
出後轉出學校不得辦理名額遞補。
已辦理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學生，其教育學程科目學分得依主
修系所之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

教育實習與教師資格考試

第三十三條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並具
學士以上學位，且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申請修習教育實習。
師資培育法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四條

本校教育實習課程為全時半年，以學期開始日為起始日。實習學
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施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教育實習
課程相關規定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
行細則及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與相關函
釋意旨，另行訂定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要點據以辦理。
具兵役義務之實習學生得依規定辦理延期徵集入營。
師資生經本校審查資格通過後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實習期
間得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發給實習學生證。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之師資生，依規定參加教師資格考
試通過後，向本中心申請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後由教育部發
給教師證書。
參加本校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不得修習本校其他課程。
教育實習安排及協調、教育實習之實施規定，由師資培育中心實
習輔導委員會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及教育部「師
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訂定本校教育
實習實施要點據以辦理。
師資生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資格，應依師資培育法第十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三條之規定。
本校辦理九十七學年度前之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
育實習課程，或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二條或其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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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課程者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本校
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之最新職前教育課程為認定依據。
依前項辦理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後不足之科目及學分，經本中心
同意得申請於本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者，每學期至多以修讀六學分為原則，
修讀之課程以日間學制課程為限，並須於二年內完成補修及學分
採認與抵免之認定，其餘相關事項悉依本校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
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則
第四十條
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二條

本辦法適用自一○七學年度起開始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大
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
考試辦法、本校學則、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以及教育
部相關函釋辦理。
本辦法經共同教育中心共同教育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
育部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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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6

國立臺灣大學領導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點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本學程設主任一名，由教務長
會同創新設計學院執行長自本
校專任教師中聘兼之，以負責
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聘期一任三年，得連續聘任。
本中心得置副主任一至二名，

本學程設主任一名，由共同教
育中心主任自本校專任教師中
聘兼之，以負責統籌執行本學
程之各項事宜，聘期一任三
年，得連續聘任。
本中心得置副主任一至二名，

為更有效整合全校
創新教育資源，本
學分學程自 109 學
年度起，由原共同
教育中心改隸創新
設計學院。

襄助本學程主任推動業務，由
本學程主任薦請教務長聘兼
之，任期同本學程主任。

襄助本學程主任推動業務，由
本學程主任薦請共同教育中心
主任聘兼之，任期同本學程主
任。

為規劃及統籌本學程相關事
宜，得設置學程課程推動委員
會，置委員七至九人，學程主
任、副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
委員由學程主任自學界、業界
及臺大校友中提請教務長聘兼
之，任期三年，得連續聘任。

為規劃及統籌本學程相關事
宜，得設置學程課程推動委員
會，置委員七至九人，學程主
任、副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
委員由學程主任自學界、業界
及臺大校友中提請共同教育中
心主任聘兼之，任期三年，得

四

配合組織架構調
整。

連續聘任。
六

本學程修畢總學分為十五學
分，其中包含學程開設及認列
之相關課程，必修八學分，選
修課程七學分。每學期由本學
程協調各相關教師開設。

本學程修畢總學分為二十學
分，其中包含學程開設及認列
之相關課程，必修八學分，選
修課程十二學分。每學期由本
學程協調各相關教師開設。

配合母法為鼓勵學
生多元學習，考量
學生能於修業年限
內修畢本學程課程
取得證明，故修改
本學程修畢學分由
20 學分降為 15 學
分。並溯及至 1082 學期申請學生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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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領導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前全文
98年1月09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9年3月12日9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9年6月11日9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3月11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10月14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06月08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06月1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10月18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領導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 為學分學程，旨在提升學生服務與領導能
力、強化社會關懷、拓展國際視野，以培育社會各領域領導人才。
二、 本要點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訂定之。
三、 本學程設主任一名，由共同教育中心主任自本校專任教師中聘兼之，以負
責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聘期一任三年，得連續聘任。
本中心得置副主任一至二名，襄助本學程主任推動業務，由本學程主任薦
請共同教育中心主任聘兼之，任期同本學程主任。
四、 為規劃及統籌本學程相關事宜，得設置學程課程推動委員會，置委員七至
九人，學程主任、副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學程主任自學界、業界
及臺大校友中提請共同教育中心主任聘兼之，任期三年，得連續聘任。
五、 學程課程推動委員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由學程主任擔任召集人及
會議主席。
六、 本學程修畢總學分為二十學分，其中包含學程開設及認列之相關課程，必
修八學分，選修課程十二學分。每學期由本學程協調各相關教師開設。
七、 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數，每學期於本學程官方網頁公告。部份開設
課程若因作業時程而未及公布，將適時予以補正。
八、 本學程僅接受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學生申請。招生事務，每學年舉辦一
次，招收名額及申請程序由本學程另行公布。
九、 本學程學生於錄取後二年內未修過學程核心必修課程兩門以上者，取消其
錄取資格。若有特殊原因無法滿足上述要求，經學程主任核可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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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學程學生若已符合主修系、所、學位學程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
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之規定，向
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十一、 本學程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該生畢業學分，由其畢
業時系、所、學位學程認定之。
十二、 本學程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十三、 本學程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學位學程
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前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十四、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修習本學程所開設之科目，經本學程審查通過
後，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十五、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向本學程申請核發學分
學程證明。
十六、 本學程學生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者，依學校規定辦理繳納學
分費及學雜費。
十七、 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而未修畢本學程之學士班學生，若日後為本校
研究生，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在三年內已修之學分併入計算。
十八、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

127

附件37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設計學程」設置要點
部份修正草案對照表
依據 109 年 2 月 19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修正
案經文學院 109 年 3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修正條文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現行條文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四、 本學程課程為15學分，由學程中心負責規劃、 四、 本學程課程為 22 學分，由學程中心負責規
協調相關系所開設課程。
劃、協調相關系所開設課程
六、 本學程之學生需在不違反該系所訂定之修課 六、 本學程之學生需在不違反該系所訂定之修課
規定前提下，修習本學程規定之 22 學分。
規定前提下，修習本學程規定之15學分。

第三章 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

說明

配合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
第四條之修正降低總學分數。

第三章 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

八、修讀資格限本校各學系所學士班二年級（含） 八、 修讀資格限本校各學系所學士班二年級（含） 放寛申請標準。
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修滿「設計基礎課程」
4學分者。
十、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期舉辦一次。學 十、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期舉辦一次。學 依實際情況做文字修正。
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至本學程中心網頁下載
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至「學分學程線上申請
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創作作品與相關申
系統」填寫並列印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
請資料一份，經系所主管同意後，於每學期上
創作作品與相關申請資料一份，經系所主管同
課前2週（依本校行事曆），將申請資料送至
意後，於每學期上課前2週（依本校行事曆），
戲劇學系辦公室，審核通過後於開學前公佈申
將申請資料送至戲劇學系辦公室，審核通過後
請核准名單。
於開學前公佈申請核准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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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修業年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第四章 修業年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十五、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 十五、
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非學程開設
科目不得充抵為學程學分。
十六、
十六、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習之本學程
相關課程，皆不得充抵。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 合併第十五及第十六條並做文字修正。
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習之本學程
相關課程，皆不得充抵。

十六、 若修習本學程學生於畢業時仍未修完本學 十七、若修習本學程學生於畢業時仍未修完本學程
1. 條次調整。
程規定之15學分，但考上本校研究所，得於
規定之22學分，但考上本校研究所，得於研
2. 配合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
研究所修習年限內繼續修習未完成之學程
究所修習年限內繼續修習未完成之學程學
則」第四條之修正降低總學分數。
學分。
分。

第五章 附則

第五章 附則

條次調整。
十七、 本要點經文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 十八、 本要點經文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
議核備後，自發布日施行。
議核備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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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藝術設計學程」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7年4月2日
97年4月23日
97年6月6日
98年3月18日
98年6月15日
99年3月31日
99年6月2日
99年10月15日
109年1月3日
109年2月19日
109年3月18日

9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9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9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第一章 總則
一、「藝術設計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國立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文學院
戲劇學系開設，並與藝術史研究所、歷史學系合作，提供本校學生修習藝術與設
計之課程，引導學生從人文藝術的視野了解設計的本質，並開發學生藝術創作的
潛能。
二、本要點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訂定之。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有關
規定辦理。
三、本學程由本校戲劇學系負責籌設，並協調相關系所配合。學程中心主任由戲劇學
系系主任兼任之，負責統籌執行本學程中心之各項事宜。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數
四、本學程課程為15學分，由學程中心負責規劃、協調相關系所開設課程。
五、學生修習之「人文藝術課程」領域課程，其本身主系所所開設課程不得超過2門。
六、本學程之學生需在不違反該系所訂定之修課規定前提下，修習本學程規定之15學
分。
七、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數，詳見每學期學程中心網頁之公告。

第三章 修讀資格與人數限制
八、修讀資格限本校各學系所學士班二年級（含）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九、本學程中心每學年核定名額以40名為原則。各課程之修習條件，依據授課教師要
求訂定之。
十、申請修讀本學程之審核，每學期舉辦一次。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至「學分學
程線上申請系統」填寫並列印申請表，檢附歷年成績單、創作作品與相關申請資
料一份，經系所主管同意後，於每學期上課前2週（依本校行事曆），將申請資料
送至戲劇學系辦公室，審核通過後於開學前公佈申請核准名單。

第四章 修業年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十一、 修讀本學程學生，若已符合主修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
目與學分者，得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之規定，向教務處申請
延長修業年限。
十二、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系所認
定之。
十三、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學分與成績，計入當學期學分總數及學業平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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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十四、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數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檢具歷年中、英文成績單，自行
填寫學分審核表，送交本學程中心申請核發本學程證明。
十五、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非
學程開設科目不得充抵為學程學分。
十六、 若修習本學程學生於畢業時仍未修完本學程規定之15學分，但考上本校研究
所，得於研究所修習年限內繼續修習未完成之學程學分。

第五章 附則
十七、 本要點經文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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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8

國立臺灣大學「西洋古典文學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9 年 4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6 月 3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一、古典學基礎的建立有助學生未來進行人文學科的研究。為提升臺灣
大學學生之古典學基礎，培養具古希臘文或拉丁文知識、熟悉古典
時期歷史和思想的人才，故依「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
置準則」，成立「西洋古典文學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二、本學程由本校外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與文學院歷史系、哲學
系等相關單位合作籌設，由本系主任兼學程主任，並負責統籌執行
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第二章 學程委員會
三、本學程之行政管理由外文系辦理，並由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之
相關教師，組成西洋古典文學學分學程委員會，規劃及處理本學程
相關事宜。
四、本學程委員會成員由開課系所推薦之教師三人組成，並由委員互推
一人為召集人。
五、本學程委員會之執掌如下：
（一）學程內各課程與要點之規劃與修訂。
（二）審查與處理學生之各項申請案。
（三）處理教務處交議有關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四）其他與學程相關事務。
六、本委員會由召集人負責召開，原則上每學期至少一次。
第三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七、本學程課程必修 18 學分，選修 15 學分，應修總數共 33 學分。
（一）必修課程，擇一必修：
1.「古希臘文學經典」方案
2.「拉丁文學經典」方案
（二）選修課程分三群組，「語言與文學」、「歷史」、「哲學」
應修習至少各 3 學分。
八、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數，詳見每學年學程網頁之公告。
第四章 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
九、國立臺灣大學系統之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及研究所在學學生，均
得申請修讀本學程。
已具本學程修讀資格而未完成本學程要求之學生，若進入國立臺灣
大學系統學校之研究所，得逕續完成本學程之修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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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學程決定之。
十一、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年舉辦一次。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
應至本校學分學程線上申請系統列印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一
份，經就讀學系主管同意後，於每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將申請資料送至本學程，審核通過後公布核准名單。
第五章 修業年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十二、修讀本學程之本校學生，已符合本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
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得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以
一年為限，但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及本校學則規
定。
十三、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學分與成績，計入當學期學分總數及
學業平均成績。
十四、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
學程學分。
十五、學生所修非本學程開設科目，不得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十六、學生主修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課程不得計入選修課程
學分。修習本學程之學生需在不違反該系所訂定之修課規定前提
下，修習本學程規定之學分。
十七、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檢具歷年中、英文
成績單一份，填寫學分學程證明申請表向本學程提出申請，經本
學程審核通過並簽請教務長及校長同意後，核發「西洋古典文學
學分學程」證明，並於證明加註修習方案名稱。
第六章 附則
十八、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本要點經外文系系務會議、文學院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
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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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古典文學學分學程課程計畫書
109 年 4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6 月 3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學程名稱：西洋古典文學學分學程

Classical Studies Program

主辦單位：外國語文學系
合作單位：外國語文學系與文學院歷史系、哲學系、等相關單位合作籌設，由外國語文學系
主任兼學程主任，並負責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設立宗旨：古典學研究在文藝復興時期為歐洲「大學」創立的重要基礎，直到 20 世紀中葉，
古典學仍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分支。即便古典學研究在今日不若以往蓬勃發展，其
依舊對各人文領域的研究有著深厚影響。因此，對絕大多數未來欲從事歐洲人文
學科研究的學生而言，扎實的古典學基礎是不可或缺的。
本學程旨在厚植臺灣大學學生之古典學基礎，培養具古希臘文或拉丁文知識、熟
悉古典時期歷史和思想的人才，協助學生獲取未來研究興趣領域相關之古典學進
階知識。
此外，本學程預計將有來自各科系的學生共同參與，期待能藉由各領域觀點的融
合與激盪，讓學生用嶄新、多元的方法學習古典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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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一、分為必修課程 18 學分及選修課程 15 學分，共 33 學分。
A.古希臘文學經典方案與 B.拉丁文學經典方案擇一必修；選修課程有(a)(b)(c)三群組，應修
習至少各 3 學分。

必修課程 18 學分
A.古希臘文學經典方案

B.拉丁文學經典方案

【語言課程】 ( 12 學分)

【語言課程】 ( 12 學分)

●古希臘文一 (上、下)

●拉丁文一 (上、下)

or 古希臘文與古典學導論 (一、二)

●拉丁文二 (上、下)

●古希臘文二 (上、下)
【核心課程】 ( 6 學分)

【核心課程】 ( 6 學分)
●世界史一

●世界史一

●西洋哲學史一

●西洋哲學史一

選修課程 15 學分
(每群組至少應修習 3 學分，詳細課程請見各學期公布之課程表。)
(a) 語言與文學

(b) 歷史

(c) 哲學

●閱讀古希臘各語類(上、下)

●希臘化時代

●柏拉圖愛欲思想

●荷馬作品選讀

●羅馬帝國史

●亞里斯多德

●希臘悲劇選讀

●史學法文：從古典到希臘化

●悲劇與喜劇的哲學

●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

時期之希臘

●柏拉圖論知識

●索福克勒斯的安蒂岡妮

●莎草紙學與希臘羅馬時代之

●柏拉圖的政治哲學

●聖經故事選讀

埃及(一、二)

●哲學與修辭學：古希臘的反省

●古羅馬歷史文學（共和國初期）

●古希臘靈魂觀

109 學年增設

●《尼科馬哥倫理學》討論

●古羅馬歷史文學（共和國晚期

●《論萬物的本質》討論

至帝國初期）109 學年增設

●柏拉圖與智者 109 學年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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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一覽表
必修課程（18 學分）
方案名稱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古希臘文學經

古希臘文一 (上、下)

3

典方案

古希臘文與古典學導

3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3

外文系

范吉歐

3

歷史系

張瑞林

論 (一、二)

備註

與古希臘文
一（上、下）
擇一修習

古希臘文二 (上、下)

3

3

外文系

范吉歐

世界史一

3

歷史系

張瑞林

西洋哲學史一

3

哲學系

鄭義愷

拉丁文學經典

拉丁文一 (上、下)

3

3

外文系

楊明蒼

方案

拉丁文二 (上、下)

3

3

外文系

林翰司

世界史一

3

歷史系

張瑞林

西洋哲學史一

3

哲學系

鄭義愷

選修課程（15 學分），各群組應至少修習 3 學分
群組類別
語言與文學

課程名稱
閱讀古希臘各語類

學分數
3

開課單位
3

授課教師

外文系

范吉歐

(上、下)
荷馬作品選讀

3

外文系

范吉歐

希臘悲劇選讀

3

外文系

范吉歐

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

3

外文所

范吉歐

索福克勒斯的安蒂岡妮

3

外文所

范吉歐

聖經故事選讀

3

外文系

楊明蒼

古羅馬歷史文學（共和

4

外文系

林翰司

4

外文系

林翰司

希臘化時代

3

歷史系

張瑞林

羅馬帝國史

3

歷史系

張瑞林

史學法文：從古典到希

3

歷史系

張瑞林

歷史所

張瑞林

國初期）109 學年增設
古羅馬歷史文學（共和
國晚期至帝國初期）
109 學年增設
歷史

臘化時期之希臘
莎草紙學與希臘羅馬時

2

2

代之埃及(一、二)
哲學

柏拉圖愛欲思想

3

哲學所

鄭義愷

亞里斯多德

3

哲學系

鄭義愷

悲劇與喜劇的哲學

3

哲學系

鄭義愷

柏拉圖論知識

3

哲學所

鄭義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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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柏拉圖的政治哲學

3

哲學系

徐學庸

哲學與修辭學：古希臘

3

哲學所

鄭義愷

古希臘靈魂觀

3

哲學系

徐學庸

《尼科馬哥倫理學》討

3

哲學所

徐學庸

《論萬物的本質》討論

3

哲學所

徐學庸

柏拉圖與智者 109 學年

3

哲學所

鄭義愷

的反省

論

增設

三、學生主修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課程不得計入本學程之選修課程學分。學生需
在不違反該就讀學系所訂定之修課規定前提下，修習本學程規定之學分。學生修習本學程之
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修系所認定之。
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數，詳見每學年學程中心網頁之公告。
行政管理及所需資源之安排
一、行政管理：
本學程由本校外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與文學院歷史系、哲學系等相關單位合作籌設，
由本系主任兼學程主任，並負責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二、學程委員會：
本學程由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之相關教師，組成西洋古典文學學分學程委員會，規劃及
處理本學程相關事宜。本學程委員會成員由開課系所推薦之教師三人組成，並由委員互推一
人為召集人。本學程委員會之執掌如下：
（一）學程內各課程與要點之規劃與修訂。
（二）審查與處理學生之各項申請案。
（三）處理教務處交議有關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四）其他與學程相關事務。
本委員會由召集人負責召開，原則上每學期至少一次。
申請資格與辦法
一、 申請資格與修業年限：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之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及研究所在學學生，均得申請修讀本學程。
已具本學程修讀資格而未完成本學程要求之學生，若進入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之研究所，
得逕續完成本學程之修課要求。
修讀本學程之本校學生，已符合本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得
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年限，至多以一年為限，但總修業年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業年限及本
校學則規定。
二、申請時間：
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學程決定之。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年舉辦一次。學生申請
修習本學程，應至本校學分學程線上申請系統列印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一份，經就讀學
系主管同意後，於每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將申請資料送至本學程，審核通過後公布
核准名單。
三、學分採計與充抵：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學生所修非本學程開設科目，不得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學分與成績，計入當學期學分總數及學業平均成績。
四、學分學程證明核發：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檢具歷年中、英文成績單一份，填寫學分學程
證明申請表向本學程提出申請，經本學程審核通過並簽請教務長及校長同意後，核發「西洋
古典文學學分學程」證明，並於證明加註修習方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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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草案)
109.06.29 本系 108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工作小組會議通過
109.07.16 本院 108 學年度第 10 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培育具備醫
學創新能力及國際競爭力之研究人才，依本校學士榮譽學程實施要點第二
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應修習課程至少 12 學分。修習課程中需含本系進階醫學研究課程
3 學分、醫學士論文課程 3 學分、本系科(所)開設之相關醫學研究課程至
少 6 學分(課程另由本系科(所)共同認定之，且不得與本系之必修、必選
修課程重複)。
三、本系二年級(含)以上學生每學期等第績分平均(GPA)達 3.3 者，始得申請修
讀本學程；未申請學生亦得修讀本學程課程。
四、學生修畢學程科目成績及格且完成學士論文，得於修業期間向本系申請
資格審核，至遲於應屆畢業當學年，第一學期應於十月底前提出，第二
學期應於三月底前提出。經本系及本校教務處審核通過者，得於學位證
書、歷年成績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加註「學士榮譽學程」
。
五、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本系系務工作小組會議、本院主管會報、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
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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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立法說明
條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條文內容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醫學檢驗暨生
物技術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對學術研究具有
興趣之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學生，透過研修難
度、深度且學習評量嚴謹之高階課程，及早投入特
定知識領域進行研究，以培育具備創新能力及國際
競爭力之研究人才，依本校學士榮譽學程實施要點
第二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士榮譽學程（以下簡稱
本學程）主任由本系系主任擔任之，負責統籌執
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本學程設置學程小組，負責學生申請資格審查、指
導教師安排、課程規劃及學生修畢審核等，小組委
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七人，任期三年。
學生修畢專題研究一(一學分)，專題研究二(一學
分)且每學期等第績分平均（GPA）達三點三者，始
得申請修讀學程。學生申請修讀學程，第一學期應
於十月底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三月底前提出，交
付本系學程小組審查。
經本系學程小組審查同意後安排本系專任老師為指
導教師，由指導教師輔導學生選修學程課程。
本學程應修課程包括進階課程六學分以及學士論文
六學分；其中進階課程包括本系開設之醫學實驗室
實務與認證（二學分）、細胞生物學(二學分)、醫
學分子檢驗學上(一學分)及醫學分子檢驗學下(一
學分)。
學生進階課程科目成績均達 B+以上且完成學士論
文，得於修業期間向本系申請學士榮譽學程審查，
至遲於應屆畢業當學年，第一學期應於十月底前提
出，第二學期應於三月底前提出。由學程小組審查
書面論文及進行口試評分，成績需達 B+以上，始
能獲得學士論文六學分。
經本系及教務處審核通過者，得於學位證書、歷年
成績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加註「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
學系學士榮譽學程」
。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
本要點經本院行政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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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訂定本要點之目
的及法源依據。

明訂學程主任由
開設學系主管擔
任及學程運作方
式。

明定學生申請修
讀之條件及程
序。

明定指導教師安
排。
明定課程規劃最
低學分數及課
程。

明定學生完成學
士榮譽學程申請
資格審查條件及
時間。

明定經審核通過
者，得於相關證
件中加註。
未盡事宜之規
範。
施行程序之規
範。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
要點 (草案)
109.09.08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9.09.17 醫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以下簡
稱本系)為鼓勵對學術研究具有興趣之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學生，透
過研修難度、深度且學習評量嚴謹之高階課程，及早投入特定知識領
域進行研究，以培育具備創新能力及國際競爭力之研究人才，依本校
學士榮譽學程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士榮譽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主任由本
系系主任擔任之，負責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本學程設置學程小組，負責學生申請資格審查、指導教師安排、課程
規劃及學生修畢審核等，小組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七人，任期三
年。

三、

學生修畢專題研究一(一學分)，專題研究二(一學分)且每學期等第績
分平均（GPA）達三點三者，始得申請修讀學程。學生申請修讀學程，
第一學期應於十月底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三月底前提出，交付本系
學程小組審查。

四、

經本系學程小組審查同意後安排本系專任老師為指導教師，由指導教
師輔導學生選修學程課程。

五、

本學程應修課程包括進階課程六學分以及學士論文六學分；其中進階
課程包括本系開設之醫學實驗室實務與認證（二學分）、細胞生物學
(二學分)、醫學分子檢驗學上(一學分)及醫學分子檢驗學下(一學
分)。

六、

學生進階課程科目成績均達 B+以上且完成學士論文，得於修業期間向
本系申請學士榮譽學程審查，至遲於應屆畢業當學年，第一學期應於
十月底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三月底前提出。由學程小組審查書面論
文及進行口試評分，成績需達 B+以上，始能獲得學士論文六學分。

七、

經本系及教務處審核通過者，得於學位證書、歷年成績表及相關證明
文件加註「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士榮譽學程」。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本院主管會報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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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

「國立臺灣大學分子醫藥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五

六

十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15 學分，分 五、 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20 學
為必修課程、進階必選課程及
分，分為必修課程、進階必
選修課程。其中進階必選課
選課程及選修課程。其中進
程，至少必選 3 門。
階必選課程，至少必選 3 門。

說明
為鼓勵學生多元學習，
並考量學生能於修業年
限內修畢課程取得證
明，將學分數 20 修改為
15。
六、 依「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 1.刪除文字:依「國立臺
修習本學程課程合計需修滿
灣大學跨院系所學分
15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7 學分
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四條
學程設置準則」第四條
不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學
之規定，學程課程合計需修
之規定。
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滿 20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所、 2.增加文字:修習本。
3.將學分數 20 修改為
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
15。
目。
4.將 9 學分改為 7 學分。
十
本要點經醫學院院務會議通
本要點經醫學院院務會議通 修正文字。
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自發 九、 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
布日實施。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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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分子醫藥學程設置要點
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94.11.24)
醫學院 94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94.12.2)
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94.12.23)
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6.15)
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會通過 (100.11.14)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6)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6.17)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8)

第一章 總則
分子醫藥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旨在培育生技製藥業所需之研發人才，以兼顧小分子及
一、
巨分子藥物之發展思維，提供必備之知識技能，以期達到學以致用之目的，進而提升生技
製藥之研發能力。
本要點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訂定之。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規定辦
二、
理。
本學程由本校醫學院 藥學系、醫學系、藥理學科、毒理學研究所、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
三、
學系，理學院 化學系，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研究所，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動物科學技術
學系等相關系所籌設，由藥學系主任兼學程主任，並負責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為釐定本學程之課程及協助推動事宜，設置學程小組，成員 9 至 15 人，由醫學院院長任
四、
聘，任期 3 年。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20 學分，分為必修課程、進階必選課程及選修課程。其中進階必選課
五、
程，至少必選 3 門。
依「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四條之規定，學程課程合計需修滿 20
六、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數，詳見每學年學程中心網頁之公告。
七、
第三章 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
修讀資格限已修習相關基礎學科之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學生（含研究所學生）。
八、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年舉辦一次。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學程中心決定之。
九、
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應通過本學程中心之審核，未通過審核之學生亦可修習本學程課
十、
程，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程其他修習條件依據授課教師要
求訂定之。
第四章 修業年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修讀本學程之本校學生，若已符合主修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
十一、
學分者，得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之規定，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系所認定之。
十二、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
十三、
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前
十四、
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十五、
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而未修畢本學程學分之學士班學生，若日後為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
十六、
校研究生，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計算。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向本學程中心申請核發本學程證明。
十七、
學生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依學校規定辦理繳納學分費及學雜費。
十八、
第五章 附則
十九、
本要點經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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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中草藥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 鼓 勵 學 生 多元 學
習，並考量學生能於
修 業 年 限 內 修畢 課
程取得證明，將學分
數 20 修改為 15。

五

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15 學分，
分為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其
中選修課程共分健康食品、中
草藥生產及研發品管等三個
領域，每個領域至少必選 1 門
課程。每學年由本學程小組協
調各相關系所，開設課程供學
生修習。

五

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20 學分，
分為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其
中選修課程共分健康食品、中
草藥生產及研發品管等三個
領域，每個領域至少必選 1 門
課程。每學年由本學程小組協
調各相關系所，開設課程供學
生修習。

六

修習本學程課程合計需修滿
15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7 學

六

修習本學程課程合計需修滿 1. 將學分數 20 修改
為 15。
20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9 學
分不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 2. 將 9 學分改為 7
學分。
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分不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
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十九 本要點經醫學院院務會議通 十九 本要點經醫學院課程委員會 修 正 審 查 及 核 備 單
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自發
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公佈後實 位。
布日實施。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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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中草藥學程設置要點
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96.4.23)
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96.5.17)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6.15)
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會通過 (100.11.14)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6)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6.17)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8)

第一章 總則
一、
中草藥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學分學程，旨在培育從事中草藥產業之人才，提供其必備
之知識技能，以期達到學以致用之目的，進而提升相關之研發能力。
二、
本要點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訂定之。
三、
本學程由本校醫學院 藥學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學系、食品科技研究所、農業化學系、
園藝暨景觀學系、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等相關系所籌設，由藥
學系主任兼學程主任，並負責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四、
為釐定本學程之課程及協助推動事宜，設置學程小組，成員 9 至 15 人，由醫學院院長聘任，
任期 3 年。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五、
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20 學分，分為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其中選修課程共分健康食品、中草
藥生產及研發品管等三個領域，每個領域至少必選 1 門課程。每學年由本學程小組協調各相
關系所，開設課程供學生修習。
六、
修習本學程課程合計需修滿 20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學系
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七、
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數，詳見每學年學程網頁之公告。
第三章 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
八、
修讀資格限已修習相關基礎學科之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學生（含研究所學生）。
九、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年舉辦一次。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學程小組決定之。
十、
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應通過本學程小組之審核，未通過審核之學生亦可修習本學程課程，
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程其他修習條件依據授課教師要求訂定
之。
第四章 修業年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十一、 修讀本學程之本校學生，若已符合主修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
分者，得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之規定，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十二、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系所認定之。
十三、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
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十四、 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前項
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十五、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十六、 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而未修畢本學程學分之學士班學生，若日後為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
研究生，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計算。
十七、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向本學程申請核發學程證明。
十八、 學生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依學校規定辦理繳納學分費及學雜費。
第五章 附則
十九、 本要點經醫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十、 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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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

國立臺灣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五、學分數

五、學分數

修畢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需要

修畢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需要
至少 20 學分，說明如下：

至少 15 學分，說明如下：

修正條文對照表

1. 必修課 3 學分：
「婦女與性
別研究導論」（3 學分，一
學期）
，或其他經由台灣大
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

1. 必修課 3 學分：「婦女與性
別研究導論」
（3 學分，一學
期），或其他經由台灣大學
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

女與性別研究組（婦女研
究室）認可的相關理論課
程。

與性別研究組（婦女研究
室）認可的相關理論課程。
2. 選修課 17 學分。
3. 修讀非本學程公告選修課程
之他校或本校婦女與性別研究
相關課程者，得向本學程提出
申請，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審
核通過後，始得計入選修學分，
至多得採計 6 學分（含）
。申請
時應檢附課程大綱、修課成績

2. 選修課 12 學分。
3. 修讀非本學程公告選修課
程之他校或本校婦女與性別
研究相關課程者，得向本學程
提出申請，經本學程課程委員
會審核通過後，始得計入選修
學分，至多得採計 6 學分（含）
。
申請時應檢附課程大綱、修課
成績證明及其他有利佐證資
料。
六、修讀資格

說明
為加強學生修課彈性，
及因應本修 2019 年 10
月 18 日公布修正之
「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
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
之規定，下修學分學程
修畢學分為 15 學分。
（含必修 3 學分及選修
12 學分）

證明及其他有利佐證資料。

六、修讀資格

1. 申請資格：本校學生（包括
學、碩、博士班學生）
，以及國
立臺灣大學系統學生（學、碩、
博士班學生），並已取得至少
一門本學程課程之學分。
2. 大學部學生修讀學程課程

1. 申請資格：本校學生（包括
學、碩、博士班學生）
，以及國
立臺灣大學系統學生（學、碩、
博士班學生），並已取得至少
一門本學程課程之學分。
2. 大學部學生修讀學程課程

未滿 15 學分者，若考上本校
研究所，可繼續修習，修滿 15
學分時，仍可申請學分學程證
明。
3. 碩、博士班學生如有意願修
習本學程，可選修本學程大學
部課程，學分亦可計算為「婦

未滿 20 學分者，若考上本校
研究所，可繼續修習，修滿 20
學分時，仍可申請學分學程證
明。
3. 碩、博士班學生如有意願修
習本學程，可選修本學程大學
部課程，學分亦可計算為「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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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總學分下降，修正
相關修讀資格。

女與性別研究學程」學分。

女與性別研究學程」學分。

七、申請及核可程序

七、申請及核可程序

1. 申請修習「婦女與性別
研究學分學程」程序：
登入「學分學程管理系
統」提出申請，經台大婦女研
究室「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課程委員會核定後，始得修
讀。
2. 申請「婦女與性別研究

1. 申請修習「婦女與性別
研究學分學程」程序：
登入「學分學程管理系
統」提出申請，經台大婦女研
究室「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課程委員會核定後，始得修
讀。
2. 申請「婦女與性別研究

學分學程」證明程序：
（1） 申請資格：修滿學

學分學程」證明程序：
（1） 申請資格：修滿學
程課程 20 學分者。
（2） 學程證明：本學程
提供中、英文學程
證明，名稱分別為
「國立臺灣大學婦
女與性別研究學分
學程修業證明」及
「Women’s and

程課程 15 學分者。
（2） 學程證明：本學程
提供中、英文學程
證明，名稱分別為
「國立臺灣大學婦
女與性別研究學分
學程修業證明」及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Program.
Certification of
Completion」。
（3） 申請及核可程序：大學
部及研究所學生修滿學程學分
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台
大婦女研究室申請核發學分學
程證明，經「婦女與性別研究
學程」課程委員會審核並簽請
本校婦女與性別研究組組長、

Gender Studies
Program.
Certification of
Completion」。
（3） 申請及核可程序：大學
部及研究所學生修滿學程學分
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台
大婦女研究室申請核發學分學
程證明，經「婦女與性別研究
學程」課程委員會審核並簽請
本校婦女與性別研究組組長、

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由本校
婦女研究室頒發「婦女與性別
研究學分學程」證明。未經同
意修讀者，不得核發學分學程
證明。

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由本校
婦女研究室頒發「婦女與性別
研究學分學程」證明。未經同
意修讀者，不得核發學分學程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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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總學分下降，修正
修業證明申請程序。

國立臺灣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設置要點（現行條文）
1997 年 04 月 30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通過
2001 年 10 月 19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02 年 03 月 29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04 年 02 月 19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05 年 02 月 17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05 年 07 月 01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10 年 01 月 14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10 年 04 月 15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12 年 04 月 14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15 年 01 月 16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16 年 01 月 08 日 104-1 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2016 年 04 月 20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16 年 06 月 17 日 104-2 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2018 年 04 月 27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18 年 06 月 08 日 106-2 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2019 年 05 月 20 日台大婦女研究室月會修訂
2019 年 06 月 20 日 107-2 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學程設立緣起
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與性別研究組（婦女研究室）自 1985 年成立以來，
即積極於校園內推動婦女與性別研究的扎根教育。為了系統規劃婦女與性別研究相關課程，
增進學生學習效益，台大婦女研究室乃於 1997 年成立「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二、學程名稱
1. 中文名稱為「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2. 英文名稱為「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Program」。
三、學程設立宗旨
「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的設立，在藉由對婦女與性別相關議題的系統化研習，開拓學
生視野，並培養學習研究能力，以期達到下列目標：
1. 加強性別平等觀念。
2. 訓練婦女與性別研究人才。
3. 培育性別平等教育所需師資以及婦女與性別議題所需實務人才。
四、課程規劃
婦女與性別研究是晚近新興的學術領域，隨著研究社群與相關成果的日益壯大，已經開
始重構各個學科的領域範疇、知識架構、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徑。
因此，本學程以婦女與性別研究的核心概念作為規劃原則，強調學生為學習主體，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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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理論、研究方法、經典導讀、議題探討、性別實踐、專題研究／討論等課程，並規劃跨
學科的設計，促進學科間的對話，顧及實務應用。
五、學分數
修畢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需要至少 20 學分，說明如下：
1. 必修課 3 學分：「婦女與性別研究導論」（3 學分，一學期），或其他經由台灣大學人
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與性別研究組（婦女研究室）認可的相關理論課程。
2. 選修課 17 學分。
3. 修讀非本學程公告選修課程之他校或本校婦女與性別研究相關課程者，得向本學程
提出申請，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計入選修學分，至多得採計 6 學分
（含）。申請時應檢附課程大綱、修課成績證明及其他有利佐證資料。
六、修讀資格
1. 申請資格：本校學生（包括學、碩、博士班學生），以及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生
（學、碩、博士班學生），並已取得至少一門本學程課程之學分。
2. 大學部學生修讀學程課程未滿 20 學分者，若考上本校研究所，可繼續修習，修滿 20
學分時，仍可申請學分學程證明。
3. 碩、博士班學生如有意願修習本學程，可選修本學程大學部課程，學分亦可計算為
「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學分。
七、申請及核可程序
1. 申請修習「婦女與性別研究學分學程」程序：
登入「學分學程管理系統」提出申請，經台大婦女研究室「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課程
委員會核定後，始得修讀。
2. 申請「婦女與性別研究學分學程」證明程序：
（1） 申請資格：修滿學程課程 20 學分者。
（2） 學程證明：本學程提供中、英文學程證明，名稱分別為「國立臺灣大學婦女與性
別研究學分學程修業證明」及「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Program. Certification
of Completion」。
（3） 申請及核可程序：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修滿學程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
台大婦女研究室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明，經「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課程委員會
審核並簽請本校婦女與性別研究組組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由本校婦女研究
室頒發「婦女與性別研究學分學程」證明。未經同意修讀者，不得核發學分學程
證明。
八、其他
其他未盡事宜，應符合「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的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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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3

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歐洲暨歐盟研究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九、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
每學年舉辦一次。學生申請修
習本學程，應向本學程中心索
取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一
份，經主系系主任（或所長）
同意後，於每年一月一日至五
月三十一日，將申請表及成績

九、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
每學年舉辦一次。學生申請修
習本學程，應向本學程中心索
取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一
份，經主系系主任（或所長）
同意後，於第二學期上課第一
週(依臺大行事曆)，將申請表

單送至本學程中心，審核通過
後公佈申請核准名單。

及成績單送至本學程中心，審
核通過後於上課第二週公佈申
請核准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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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申請時間由第二學
期上課第一週，改
為每年一月一日至
五月三十一日。審
核後即公布核准名
單。

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歐洲暨歐盟研究學程」設置要點
93 年 6 月 14 日外國語文學系 92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大會通過
94 年 6 月 1 日文學院 9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8 月 26 日臺灣大學教務處 94 學年度教務會議臨時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2 月 2 日外國語文學系第二外語委員會通過
98 年 12 月 23 日外國語文學系 98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99 年 1 月 6 日文學院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99 年 3 月 12 日臺灣大學教務處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2 日外國語文學系歐語組委員會通過
100 年 12 月 7 日外國語文學系 100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大會通過
101 年 1 月 4 日文學院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9 日台灣大學教務處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5 月 13 日外國語文學系歐語組委員會通過
105 年 10 月 5 日外國語文學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大會通過
105 年 10 月 12 日文學院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 月 6 日台灣大學教務處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一、

二、
三、

有鑑於歐盟暨歐洲各國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為提升國立臺
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對於歐洲聯盟、歐洲語言、文化與社會
層面的認識，特設「歐洲暨歐盟研究學程」
，提供多元的歐洲語言學習
方案和歐洲聯盟研究方案，配合歐洲文化、藝術、政治、經濟、法律
等專業課程，奠定學生於歐洲暨歐洲聯盟實務及學術研究的基本訓練。
本要點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訂定之。本要點未規
定者依有關規定辦理。
本學程由本校外國語文學系與文學院歷史系、哲學系、戲劇系、音樂
學研究所、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臺灣歐洲聯盟中心等相關單位合
作籌設，由外國語文學系主任兼學程中心主任，並負責統籌執行本學
程中心之各項事宜。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四、

本學程課程分為歐語專精課程、歐語多元課程和歐盟研究課程，共 24
學分，有三種選擇：
（一）歐語專精方案：歐語課程必修 14 學分，專業課程必修 10 學分。
（二）歐語多元方案：歐語課程必修 12 學分，專業課程必修 12 學分。
（三）歐盟研究方案：歐語課程必修 12 學分，歐盟專業課程必修 12
學分且需由必修課表中至少選 4 門修習。

五、

學生主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課程不得計入專業課程學分。修
習本學程之學生需在不違反該系所訂定之修課規定前提下，修習本學
程規定之 24 學分。
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數，詳見每學年學程中心網頁之公告。

六、

第三章 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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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 修讀歐語專精方案或歐語多元方案之學生資格限本校在學學
生，曾於本校修習及格某一歐語之進階語言課程第二學期課程，
或申請時正在修習其中一門課程者。若未修過任何上列課程、但
已通過由台灣或外國機構所舉辦的歐語能力檢定 B1 程度或同等
程度或以上的學生，則須檢附檢定證書正本與影本於申請時一併
繳交，正本由外文系辦查驗後發還。
（二） 修讀歐盟研究方案之學生資格限本校在學學生，且曾於本校修
習至少一門之及格「入門課程」（詳如課程計畫書），或申請時正
在修習其中一門課程者。若曾於他校或其他機構修習相同程度課
程，需檢附成績單於申請時一併繳交。
八、
九、

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學程中心決定之。各課程之修習條件，依據
授課教師要求訂定之。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年舉辦一次。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
向本學程中心索取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一份，經主系系主任（或
所長）同意後，於第二學期上課第一週(依臺大行事曆)，將申請表及
成績單送至本學程中心，審核通過後於上課第二週公佈申請核准名單。

第四章 修業年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十、 修讀本學程學生，若已符合主修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定
之科目與學分者，得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之規定，向教
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十一、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系
所認定之。
十二、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學分與成績，計入當學期學分總數及學業平均
成績。
十三、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檢具歷年中、英文成績單，
自行填寫學分審核表，送交本學程中心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明，並在其中
註明所修習之方案。
十四、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學生進入本學程後，所修非本學程開設科目，不得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十五、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習之非本學程開設科目，可向本學程中心
申請充抵審核。其充抵學分數不得超過本學程「專業課程」應修學分之二
分之一，充抵之認證由本學程中心辦理。

第五章 附則
十六、本要點經文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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