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6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    點：校本部綜二館 8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戴念華教務長 
出席人員：（詳簽名單）                                        記錄：林嘉怡 

壹、報告事項 

一、專題報告：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滿意度調查報告。（報告人：學習評鑑

中心林世昌主任）–附件 1 

二、教務處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戴念華教務長）–附

件 2 

（一）2017 馬來西亞清華盃化學科能力競賽由本校和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共同主辦，

是本活動首次於境外辦理。訂於 7 月 16 日於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舉行，參加對象為

馬來西亞華文獨中高二、高三學生，由學校推薦（每校最多 10 名），200 名為限，

報名至 7 月 6 日。據了解，成大數學系競賽已於該地辦理多屆，北京清華大學亦前

往招生並提供獎學金；希望藉此活動提高本校知名度，有利招收優秀學生，也謝謝

化學系支持。 

（二）教務處下成立非編制內單位「印度中心」，業經 106 年 4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

校務會議通過；由本校前全球處處長、動機系王偉中教授擔任主任，通識中心方天

賜老師（曾任駐印度外交官 6 年、研究領域為印度研究及中印關係等）擔任副主任。 

（三）7 月 1、2、3 日本校主辦大考中心 106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新竹考區工作。7 月 8 日

舉行 106 學年度台聯大系統學士班轉學考（與台大轉學考同日期），循例於本校設

置試場及安排監試務人員，閱卷場則設於中央大學。 

（四）本校 106 學年度首次辦理學士班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由招生策略中心代審

學系(班)及招收名額，共有物理系(物理組 1 名、光電物理組 1 名)、理學院學士班 1
名、化學系 2 名、人社院學士班 2 名，已於 6 月 10 日分組舉行面談，並於面談結束

後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決議正備取名單。 

（五）107 學年度特殊選才：教育部放寬各試辦學校申請總名額以當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

班招生總量名額內 2%增加至 5%。 

106年3月9日105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新訂本校「學士班客製化學習要點」，

期望協助本校特殊才能學生可依其才能客製化學程，以符合自主、彈性及跨領域原

則，達成適性發展之目標。 

本校特殊選才第一屆學生（目前大二）入學後前二學期成績平均值在 50％以前，其

中一位物理專長（20 級）同學已於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殊屬不易。未來將陸

續報告該類同學在校學習情況。 



107 學年度起維持原大一不分系類別之外，另鼓勵各學院提出專業特殊選才類

別（由各學院提供名額），招生策略中心可協助各學系（班）培訓特殊選才

專業甄審能力。 

（六）原暑期為清大即將入學大一新生開設之「放心學雲端教室」及「基本科目免

修測試(實體考試)」，106 學年度改由大學招生聯合委員會主導，統整各校開

設課程，詳見網址：http://ctld.ntu.edu.tw/apcourse/。 

（七）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授課教師總筆數 1906，同意開放數共計

227 門，系統仍持續開放維護中。依 10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決議，教師

可自行決定是否公布 105 學年度起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過往一律不公開)；
也請各系所主管向所屬教師宣導。本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僅供各系所參考，請

各系所謹慎運用，避免造成教師困擾。 

（八）106 年度「新進教師研習營」訂於 9 月 7、8 日舉辦，請各系(所)主管鼓勵新

進教師踴躍參加。 

（九）教育部「新南向培英專案」計畫，補助東南亞及南亞現職大學講師來臺攻讀

碩博士學位（以博士班優先）。計畫預計執行 3 年，每年共補助 100 名學生，

累計達 300 名（碩士 2 年/博士 3 年為限，總執行期間為 106 年 9 月～111 年

8 月）。每位學生補助 25,000 元/月，補助款由學校統籌運用。歡迎各系所多

加運用，有助海外招生。 

三、清華學院語言中心與寫作中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

戴念華教務長）–附件 3 

四、106 年 3 月 30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5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南大校區教務

協調會議通過議案，送教務會議備查。（報告人：李清福副教務長）–附件 4、
4-1～4-12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五、訂定本校「幼兒教育學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點」，提請

備查。（報告人：幼教系）- 附件 5 

說明： 

（一）本要點適用 105(含)學年度前之舊生及 106(含)學年度以後入學之新生。 

（二） 本要點經 105 年 12 月 13 日幼教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

106 年 3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決議：無異議通過。 

 

貳、確認 105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附件 6 

決議：無異議通過。 

 

http://ctld.ntu.edu.tw/apcourse/


參、核備事項 

一、本校「學士班必修科目四年固定化」課程，中國文學系更改上課時間，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中國文學系） 

說明： 

（一）異動科目如下： 

科號 科目名稱 上課班別 原上課時間 擬異動時間 開始實施時間 

CL110000 文學概論 中文系大一 F3F4Fn F7F8F9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CL410100 中國思想史一 中文系大四 M7M8M9 F3F4Fn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二）本校學士班課程需依標準化上課時間安排，必修科目不得更改上課時間；

如需異動上課時間，須先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由課務組進行線

上問卷調查全校大學部學生之意見，提送院學士班會議、校課程委員會通

過，及教務會議核備後方可修改。 

（三）本案業經中文系 106 年 3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議、人

文社會學院 106 年 4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通過。由

課務組進行全校學生（大學部）意見調查，調查時間為 106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 日。 

（四）106 年 5 月 8 日 106 年度第 1 次院學士班會議決議： 

1、「文學概論」上課時間異動通過，自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開始實施。 

2、「中國思想史一」上課時間異動通過；惟根據課務組線上問卷調查全校大學

部學生之意見結果，有 1 位同學將因此延誤畢業時間，因此延後於 107 學年

度第 1 學期實施，並由中文系提前公告。 

（五）本案後續提送 106 年 5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無異議通過。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非同步遠距課程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學發

展中心)-附件 7-1～7-5。 

案序 開課單位 科號/課名 學分 教師 
必選修

班別 
備註 附件 

1 
通識教育

中心 
GEC12020/生態

體系與全球變遷 2 王俊秀 選修 
曾於10410、10420、

10510、 
10520學期開授 

7-1 

2 通識教育 GE 105400/共善 2 王俊秀 選修 曾於10520學期開設 7-2 



中心 的社會設計 

3 
通識教育

中心 
GEC140302/媒體

探索與反思 2 翁曉玲 選修 曾於10510、 
10520學期開授 7-3 

4 
計量財務

金融學系 
QF 321000 /財務

決策分析  2 林哲群 選修 曾於10510學期開授 7-4 

5 
系統神經

科學研究

所 

 LSSN510700 /
計算神經科學 2 羅中泉 選修 曾於10510學期開授 7-5 

      說明： 

(一)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遠距教學課程須經教務

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 

(二) 案序 1 業經 106 年 4 月 10 日通識教育中心 105 學年度第 7 次課程委員會

議；106 年 4 月 20 日清華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 案序 2 業經 106 年 4 月 10 日通識教育中心 105 學年度第 7 次課程委員會

議；106 年 4 月 20 日清華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四) 案序 3 業經 106 年 4 月 10 日通識教育中心 105 學年度第 7 次課程委員會

議；106 年 4 月 20 日清華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五) 案序 4 業經 106 年 4 月 18 日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105 學年度第 4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106 年 4 月 19 日科技管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 

(六) 案序 5 業經 106 年 4 月 12 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

程委員會議；106 年 4 月 26 日生命科學院 105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 

（七）以上 5 案皆經 106 年 5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八）因應教育部 105 年 6 月 20 日公告「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修

正：原「遠距教學課程須送課程相關委員會研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為「須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公告於網路」，爾後相關提案擬經本校三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並公告於網路。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同步遠距教學」，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

學發展中心)-附件 8。 

開課單位 科號/課名 學分 教師 必選修班別 

資工系 
CS5651/ 

機器學習理論 
3 

周志遠 
阮大成 

選修/ 
碩、博 

說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遠距教學課程須經教

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5 年 1 日資工系系課程委員會議通訊投票、106 年 5 年

1 日電資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會議及 106 年 5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

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通過。 

（三）因應教育部 105 年 6 月 20 日公告「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修正：原「遠距教學課程須送課程相關委員會研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為「須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

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爾後相關提案擬經本校三級課程委員會通過

後實施，並公告於網路。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三、案由：新增設置學分學程，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環文系）-附件 9-1、9-2 

提案單位 學分學程名稱 召集人 
需修習

學分數 
修課規定 附件 

環境與文

化資源學

系 

永續發展與環境

管理 
環文系 
闕雅文 

至少 15
學分 

至少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必修及專

業選修科目、雙學位、輔系或其他學程

應修之科目。故學程課程中最多只有 6
學分可同時抵通識課學分。 

9-1 

環境與文

化資源學

系 
觀光旅遊 

環文系 
倪進誠 

至少15
學分 

應修習至少 15 學分(含)，包含「核心課

程」至少 5 學分，且至少 9 學分不屬於

學生主修、輔系及其他學程應修科目，

即授予學程證明。 

9-2 

說明：本案業經 105 年 12 月 20 日環文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

員會議、106 年 1 月 3 日環文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106
年 4 月 25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6 年 5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請確認學程內各課程開課單位、學分數正確性，下次會議再議。 

 

四、案由：本校「選送赴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修讀雙聯學位甄選作業要點」修正

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附件 10 

說明：配合本校於 105 年與香港科技大學簽署雙聯學士合作案，申請對象納入

大學部學生、明訂成績標準，並做部分文字修正。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五、案由：經濟系碩士班張同學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異議，是否同意所請刪除該科修

課紀錄乙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11-1～11-5（附

件 11-2～11-5 於會場提供，會後回收）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之處理程序｣（附件 11-1）
辦理。 

（二）張同學要求刪除 104 學年第 2 學期「無母數及半母數計量經濟學」修課

紀錄，所提異議理由及說明詳如附件 11-2。 

（三）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繳送截止日期為 105 年 7 月 1 日，惟上述科目授

課教師於期限日未繳送亦未申請延繳成績。註冊組雖持續通知系辦及授

課教師補繳成績，惟授課教師以要求學生報告為由（詳附件 11-3）至 105
年 12 月 26 日繳送該生成績登記表（詳附件 11-4）至註冊組，成績為 X，

註冊組為求慎重，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再次簽請經濟系確認；經濟系回

覆：授課教師維持原議（回覆內容詳附件 11-5）。 

決議：授權由經濟系 3 人（含）以上專任教師組成委員會審議張同學「無母數

及半母數計量經濟學」課程學期成績（36 票同意，0 票反對）。請於 7 月
底前完成審議，審議結果於下次會議報告。 

 

六、案由：新訂本校「海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全球事

務副校長室）- 附件 12 

說明：為鼓勵本校教師至國外開設海外移地課程，促進學術交流與拓展學生國

際視野，特制定本辦法供本校教師申請。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七、案由：修訂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13 

說明:  

（一）依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

定，須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

通過。 

（三）修訂草案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3。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八、案由：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

育中心）- 附件 14 



說明： 

（一）本校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後，整合二校原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規定，

擬訂本修習辦法（草案）。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7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審議通過

在案。 

（三）整併前後條文對照表、本辦法草案如附件 14。 

決議：本案擱置，下次會議再審。 

 

九、案由：有關本校「教師擔任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抵減授課學分要點」廢止案及「教

育實習指導教師遴聘及抵減授課學分要點」新訂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15 

說明:  

（一）本校「教師擔任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抵減授課學分要點」於 106 年 3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中心會議廢止。 

（二）擬廢止之本校「教師擔任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抵減授課學分要點」及新訂

本校「教育實習指導教師遴聘及抵減授課學分要點」詳如附件 15。 

（三）本校「教育實習指導教師遴聘及抵減授課學分要點」新訂案，將比照「國

立清華大學教師授課學分規定」之修訂程序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無異議通過。 

 

十、案由：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

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16 

說明： 

（一）原經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因應合校變更校名及適用對象。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審議通過

在案。 

（三）實施要點草案、合校前後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6。 

決議：無異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案由：新訂「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跨校修讀輔系辦法」（草案）及「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學生跨校修讀雙主修辦法」（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

組）-附件 17-1、17-2。 



說明：旨揭兩辦法草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4 日台灣聯大校長會議通過，擬提送四校教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無異議通過。 

 

陸、散會：（12：40）。 



國立清華大學

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

滿意度調查報告

日期：民國 106年 6月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

學習評鑑中心製作

教務處
文字方塊
附件1



報告大綱

 壹、調查說明

 貳、受訪對象組成

 參、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滿意度調查結果

 肆、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調查說明 (一)

 緣起與目的

 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就業環境下，為了掌握清華大學畢業生在職場上的優

勢與弱項，透過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能力滿意度的調查，期望了解本

校畢業生擁有的就業能力是否符合職場所需，以作為未來課程設計和教

學規劃的參考依據。

 因此，本問卷的調查目的為:  

分析雇主對本校校友的態度及重視的職能

探討雇主認為本校校友所具備的就業職能優缺點

提供本校、各系所、畢業生、校友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對職場中雇
主的期望有所了解和掌握



調查說明 (二)

 調查對象

 台灣百大企業 (以製造業、服務業、金融業為主)、參與就業博覽會企業、資深傑
出校友。

 調查方式

 寄送電子郵件問卷為主，電話訪問或提醒為輔。

 調查時間

 2016年 5月26日到2016年10月6日。

 問卷設計

 本問卷設計以就業職能為主軸，共有26個能力指標，包含四大面向，分別為: 職
場所需的一般能力、專業能力、工作態度、及職涯規劃與信心。

 問卷設計主要採用Likert式4點量表，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滿意」、
「非常滿意」的選項中，選擇自己對於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的滿意程度。根據參
與雇主之填答，四點量表之選項由低至高依序計為1至4分。

 問卷回收

 本次的雇主問卷調查，總共回收233份有效問卷。



受訪對象組成

受訪雇主類別

非企業(學校、公
部門), 30家, 13%

企業資本額

資本額
億元以上, 
153家, 75%

資本額
億元以下, 
50家, 25%

企業, 203家, 87%



受訪對象組成

調查對象所在區域

中部, 23

北部, 182

南部, 20

國外, 8

(78%)

受訪對象
所在縣市
(前六多)

個數 比例

台北市 50 21%

新竹縣 43 18%

新竹市 39 17%

桃園市 26 11%

高雄市 17 7%

新北市 17 7%



行業類別 個數 比例

製造業 122 52%

批發及零售業 33 1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0 9%

教育業 28 12%

其他 30 13%

總計 233 100%

受訪對象組成

調查對象行業分布

製造業

52%

批發及零

售業

14%

專業、科

學及技術

服務業

9%

教育業

12%

其他

13%



受訪對象組成

HR (人資部門), 

26%

RD (研發部門), 

11%

決策單位

(如總經

理室), 

13%

其他, 

50%

受訪對象所屬部門

是, 31%

否, 69%

填寫人是否為高階主管

高階主管包含高階主管(院長)、(正副、資深)總
經理、(特別)顧問、執行長(CEO)、董事長、校
長、(資深)處長、Sr. Director、技術長、所
長、HR VP、VP等。



受訪對象組成

20位以內, 

41%

21到30位, 

10%

31到50位, 

13%

51到70位, 

8%

71到100位, 

6%

100位以上, 

20%

沒有填寫, 2%

受訪對象所屬單位人數

<1000, 

14.59%

1000-5000, 

17.60%

5000-10000, 

12.02%

>=10000, 

12.02%

無資料, 

13.73%

公司規模(員工人數)



受訪對象組成

受訪對象所屬機構是否有聘僱本校校友

聘僱學士校友人數 個數 比例
無 85 36%
16位以上 32 14%
1到15位 110 47%
沒有填寫 6 3%
聘僱碩博士校友人數 個數 比例
無 40 17%
16位以上 44 19%
1到15位 142 61%
沒有填寫 7 3%
總計 233 100%

沒有, 13%

有, 85%

沒有填寫, 2%

受訪對象機構是否有聘僱本校校友

無

6%

1到20位

67%

21位以上

26%

沒有填寫

1%

受訪對象五年內曾接觸本校校友人數



滿意度調查結果

就業職能滿意度 – 整體比較

3.00 3.10 3.20 3.30

求職及推銷自己的能力
領導能力

跨領域工作能力
有關的產業環境與發展情形的了解

穩定度或抗壓性
國際觀與國際視野

企業忠誠度
外語能力

團隊合作能力
對自己職涯發展的瞭解及規劃

創新能力 (創造力)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時間管理能力
將理論運用到實際工作的能力

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建構與統整能力

適應力
資訊科技應用技能

研發能力
了解並恪守職場倫理

執行能力
積極主動性

表達及溝通能力
學習意願
可塑性

專業知識與技術



滿意度調查結果

就業職能滿意度 – 分類比較

3.20 3.20
3.17 3.15 3.13

3.10 3.09 3.08 3.05 3.05 3.03

3.00

3.10

3.20

3.30
雇主對清大畢業生一般性職能滿意度

3.25

3.18 3.17 3.15 3.14

3.04

3.00

3.10

3.20

3.30
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專業職能滿意度

3.22 3.22 3.20 3.18
3.12

3.09 3.06 3.04
3.00

3.00

3.10

3.20

3.30

雇主對清大畢業生

工作態度與職涯規劃能力之滿意度



滿意度調查結果

對大學部、研究所畢業校友之整體評價

2 5

180

44

0

50

100

150

200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請問您對本校大學部畢業之校友整體評價為

2 6

173

50

0

50

100

150

200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請問您對本校研究所畢業之校友整體評價為



滿意度調查結果

企業和非企業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滿意度之比較

2.70 2.8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團隊合作能力
求職及推銷自己的能力

穩定度或抗壓性
領導能力
外語能力

對自己職涯發展的瞭解及規劃
資訊科技應用技能

企業忠誠度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適應力
學習意願

時間管理能力
將理論運用到實際工作的能力

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跨領域工作能力

國際觀與國際視野
創新能力 (創造力)

研發能力
了解並恪守職場倫理

有關的產業環境與發展情形的了解
積極主動性

可塑性
建構與統整能力

執行能力
表達及溝通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術

非企業
企業



滿意度調查結果

製造業和非製造業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滿意度之比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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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調查結果

製造業和非製造業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滿意度之比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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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調查結果

製造業和非製造業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滿意度之比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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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調查結果

有聘僱本校畢業生之雇主看法

專業知識與技術 3.24
可塑性 3.22
表達及溝通能力 3.21
學習意願 3.21
積極主動性 3.21

外語能力 3.06
跨領域工作能力 3.06
領導能力 3.05
有關的產業環境與發展情形的了解 3.03
求職及推銷自己的能力 3.00

有聘僱本校校友雇主，最滿意本校校友的就業職能

有聘僱本校校友雇主，最不滿意本校校友的就業職能



滿意度調查結果

願意提供實習機會之雇主看法

願意提供實習機會之雇主，最滿意本校校友的就業職能

願意提供實習機會之雇主，最不滿意本校校友的就業職能

專業知識與技術 3.30
積極主動性 3.28
可塑性 3.26
學習意願 3.26
執行能力 3.25

國際觀與國際視野 3.07
企業忠誠度 3.07
跨領域工作能力 3.07
求職及推銷自己的能力 3.05
穩定度或抗壓性 3.05



滿意度調查結果

認為本校畢業校友最需要加強的能力

企業與非企業雇主認為本校畢業校友最需要加強的能力

非企業 企業 總計

請問您認為本校大學部畢業之校友最需要加強的能力為
跨領域工作能力 15 66 81
表達及溝通能力 8 65 73
國際觀與國際視野 6 65 71
創新能力(創造力) 6 56 62
企業忠誠度 3 43 46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4 42 46
學習意願 7 30 37

請問您認為本校研究所畢業之校友最需要加強的能力為
跨領域工作能力 12 64 76
國際觀與國際視野 7 65 72
表達及溝通能力(跨單位溝通整合能
力)

7 52 59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8 48 56
創新能力 (創造力) 6 49 55
企業忠誠度 3 47 50
學習意願 7 16 23

大學部和研
究所畢業生
所需加強的
能力皆相同!



滿意度調查結果

對清華大學的建議 (開放式問題) (一)

類別 建議

增加產學合作與校外實習

1. 多爭取與業界合作的研發計畫案，並鼓勵學生爭取校外實習的機會，
使他們了解自己目前所學和未來工作的關聯。

2. 增加產學研究機會，讓學生可提早為了進入職場做準備。
3. 若所學無法與產業快速聯結，應加強產業所需之教育。
4. 安排有意願實習學生在大四時進入企業實習，學習較扎實且有效，並

將所學與實務結合應用
5. 若學用落差越來越大，建議加強與企業接軌的專業實務課程，讓畢業

生更好地融入工作。

培養自學能力
1. 進入職場可能會接觸到過去在學期間不曾接觸過的人事物，應培養學

生具備有效率的自學能力。
2. 主動學習、自信、領導力、勇於承擔責任是我們對高階人才的期望。

加強英文能力
1. 多開設英語教學的課程
2. 增進學生英文能力

培養跨領域能力

1. 建議以「科學訓練」為主的清大學生可往更多元方向發展，如:文創、
行銷、電商、遊戲等產業；學校也應具備更寬廣的產業視野。

2. 重視跨單位溝通與整合能力，此項技能和一般工作技能是相輔相成，
有助於就業能力較全面性的展現

3. 除了科技業之外，也可鼓勵學生往具有發展潛力的服務業就業。
4. 多培養學生跨領域的團隊合作的能力。



滿意度調查結果

對清華大學的建議 (開放式問題) (二)

類別 建議

增設管理、創業等實務課程

1. 校方應該多關注微創業或中小型企業創業。
2. 建議增加經營管理、創業等較屬實務應用類的課程，讓畢業生可順利

地與職場接軌。
3. 教授所開的課程多半僅考慮自身專長，常無法與業界實務接軌，使得

學生在課堂所學習的理論較難在工作上發揮。鑑於愈來愈多高等學歷
學生就業困難(如流浪博士)，並且大部分的學生在未來就業上不走學
術路線，建議學校能試著瞭解業界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並在課程安排
中調整。

加強創新能力
1. 加強創新能力
2. 培養學生勇於創新，追求領先的野心與視野。

學校形象宣傳、特色聚焦化

1. 外界對本校的印象是國內一等的學府，但是對於本校學生在哪些領域
或專業項目特別專長卻不了解，此情況是否可能與本校校友分布的產
業範圍不廣有關?學校是否針對未來有前景的基礎學科或應用學科，
投入更多心力以建構國際級師資，以及招募優秀學生的計畫?

2. 希望學校有特色化的辦學目標

廣泛學習、終身學習的能力
1. 人際關係與職場禮儀可再加強宣導。
2. 加強國際觀與國際視野
3. 加強職場倫理教育及忠誠度觀念，避免眼高手低。



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結論 (一)

 本調查總共回收233份有效問卷，將近九成來自於企業雇主，其中有

三成以上參與雇主為高階管理級，約有八成的機構所在地點在北部，

而製造業約佔52%；此外，約有85%左右的參與雇主其所屬企業有聘

僱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畢業生。

 關於畢業生的各項就業職能，受訪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能最滿意

的前三名為：專業知識與技術、可塑性、和學習意願；最不滿意的前

三名為：求職及推銷自己的能力、領導能力、和跨領域工作能力。

 在整體滿意度方面，不論是對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畢業校友的職場表

現，都有高達96%的受訪雇主表示滿意。

 比較企業與非企業雇主的調查結果，發現非企業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

業職能的各項滿意度都高於企業雇主的評價。



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結論 (二)

 比較製造業與非製造業雇主的調查結果，發現不同產業的雇主對於本校畢業生各種

能力的評價不盡相同，這可能是因為產業特性所帶來的差異；製造業雇主與非製造

業雇主評價最具有共識(評價差異最小)的為「研發能力」，其次為「專業知識與技

術」和「適應力」，差異性最大的能力為「跨領域工作能力」、其次則為「求職及

推銷自己的能力」和「國際觀與國際視野」。

 有聘僱本校畢業生之雇主最滿意本校校友的就業職能的前五名能力為：專業知識與

技術、可塑性、表達及溝通能力、學習意願、和積極主動性；較不滿意的前五項

為：外語能力、跨領域工作能力、領導能力、有關的產業環境與發展情形的了解、

及求職及推銷自己的能力。

 願意提供實習機會之雇主最滿意本校校友的就業職能前五項為：專業知識與技術、

積極主動性、可塑性、學習意願、及執行能力，較不滿意的前五項為：國際觀與國

際視野、企業忠誠度、跨領域工作能力、求職及推銷自己的能力、及穩定度或抗壓

性。

 對於清大的整體建議:希望學校能提供更多的產學合作和學生的校外實習機會，也建

議增設管理、創業等實務課程，並期望學校能成為更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機構。



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建議

 本研究沒有考慮院系所間核心能力培養目標的差異、畢業後進入不同行業別

和所在職位的差異，以及畢業校友畢業的年度，此會使得雇主對於社會新鮮

人或資深人員的評價角度不一致，且本校影響畢業校友進入職場後的就業能

力，也會隨著畢業時間的增加而減弱，以及諸多可能的影響因素在此調查中

並沒有納入考量，因此，在判讀本調查資料結果時需非常謹慎。

 由於畢業新鮮人進入職場時所具備的能力大多與其過往學經歷有密切關係，

因此，本校未來對雇主的問卷調查，希望能針對畢業五年內的各學院新鮮人

進行評價。此外，畢業生畢業當年度，也將針對各項職能進行自我評估，結

果將可與雇主滿意度結果互相比較，做為學用間可能存在的落差參考。最後

也希望針對畢業後校友進行追蹤調查，了解其進入職場後對於在學期間的職

能培養回顧與想法，透過雇主、畢業生、畢業校友的三方交叉比較，做為本

校提升學生就業與生涯能力規劃的參考，以期能達到學用合一的教學目標。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感謝您的聆聽~

教務處學習評鑑中心

電子郵件：class@my.nthu.edu.tw

地址：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教務處學習評鑑中心

電話：03-5715131#33109

mailto:class@my.nthu.edu.tw


附件 4 
 
106 年 3 月 30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5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南大校區教務協調會議通

過議案，送教務會議備查（報告人：李清福副教務長）： 
 
壹、報告事項 

一、因應合校，自 106 學年度開始南大校區法規及行政程序調整與校本部一致，項目包含：

選課、修讀輔系、雙主修、教學意見調查及學生學習。學生方面-適用舊生(105 學年度

(含)以前入學學生)。–附件 4-1 
二、各系所聘任兼任教師流程，助理教授、講師職級：系教評會通過聘任，提送新聘兼任

教師的申請表格，會簽人事室、教務處、副校長、校長核定；教授、副教授職級：系

教評會、院教評會通過聘任，提送新聘兼任教師的申請表格，會簽人事室、教務處、

副校長、校長核定。 
三、106 學年度起南大校區教師各項學分數抵減項目(實際授課學分、兼任行政抵減、主持

研究計畫、指導研究生、參與服務或輔導工作(含導師)及其它)分清華軌之教師、過渡

軌之教師作業程序說明。–附件 4-2 

貳、備查事項 

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選課作業要點」修正，改依校本部相關規定辦理，提請備查。–

附件 4-3 
二、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終止

案，提請備查。–附件 4-4 
三、因應合校「中國語文學系修訂法規之名稱及適用規定」，提請備查。–附件 4-5 
四、因應合校「藝術學院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施行要點及申請表修正」，提請備查。–附件 4-6 
五、幼兒教育學系「教保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備查。–附件 4-7 
六、特殊教育學系「轉系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備查。–附件 4-8 
七、因應合校，竹師教育學院各系所「法規之名稱及適用規定」修正案，提請備查。–附件

4-9 
八、教育與學習科技系「轉系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備查。–附件 4-10 
九、因應合校，英語教學系「招收輔系生辦法」、「雙主修審查作業要點」、「轉系審查作業要

點」、「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備查。–附件 4-11 
十、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選擇過渡軌之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修訂適用之

法規內容案，提請備查。–附件 4-12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南大校區法規及程序調整說明 
【學生方面-適用舊生(105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 

重大變革提醒表 

業務單位：南大校區課務組 

項目 內容 

選課 

時程 

1. 初選：時間更改為約學期末約第 16-18週，共計約

14天左右 

2. 加退選： 

(1) 時間：約在開學前 1週末開始，起迄期間約 2週。 

(2) 抽籤時間：每日亂數方式抽籤，取消以往第 2週

之即選即上選課規則。 

(3) 備註：取消第 3週人工加退選。 

表單申請 

1. 加簽單、加簽在職專班科目、重複修課申請單： 

(1) 受理時間：自上述加退選期間開始即開放列印與

申請，至加退選結束為止。 

(2) 受理方式：改採隨到隨辦，教室人數已滿就不再

受理加簽。(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例外，請見細節

說明) 

(3) 程式機制重大變革： 

擋修： 

A. 若所修課程有先修科目，且先修科目未修畢(或

未通過)，則無法列印加簽單。 

B. 若有特殊狀況仍須修習擋修科目，則請填寫「擋

修處理表」，經審核通過後由南大校區課務組加

課。 

2. 跨校區選課申請單： 

(1) 受理時間：同上 

(2) 受理方式：隨到隨辦。 

(3) 程式機制重大變革：105前入學同學若欲選 106

新生課程，亦使用此申請單選課。 

修 讀 輔

系、 

雙主修 

申請修讀輔系

雙主修時間 

1. 申請修讀時間：自第二學年起至第四學年下學期

加退選截止日止。 

2. 申請修讀時間已於南大校區 105學年度第 1次教

務協調會議修正與校本部規定相同。校本部、南

大校區學生可相互修讀各學系輔系雙主修。 

申請輔系雙主

修成績標準 

1. 各學系有自訂申請輔系雙主修成績審查標準，請

並列百分制與等級制(GPA)分數。 

2. 105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成績單分數顯示為

百分制，106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成績單分數

顯示為等級制。 

輔系、雙主修 依循以往行政流程作業，每學期加退選期間請修讀輔

附件 4-1 



科目登記 系雙主修學生依照該學期選上之輔系雙主修科目，填

寫「輔系雙主修科目登記申請表」，由各學系審核是否

為輔系雙主修科目，交至南大校區課務組登錄。 

業務單位：南大校區教學活動組 

項目 內容 

教學意

見調查 

期中意見調查 系統開放時間維持舊制。 

期末意見調查 

配合選課時間（6/1 至 6/13）調整為 5/19 至 6/11，於

選課結束前三天截止。請同學注意截止時間、並把握

時間填寫，以順利進行選課。 

學生學

習 

學生讀書會 

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同儕互助學習經費補助及獎

勵實施要點」廢止。 

2. 1052學期開始，同儕互助學習停止辦理 

3. 校本部教發中心另提供「學生讀書會」申請。 

外語考試獎勵 

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同儕互助學習經費補助及獎

勵實施要點」廢止。 

2. 1052學期開始，外語考試獎勵補助申請停止辦理。 

多益校園考 1052學期開始，多益校園考改由校本部語言中心承辦 

規劃與辦理資

訊證照檢定課

程 

停辦 

規劃與辦理資

訊主題學習工

作坊 

停辦 

細節說明： 

壹、南大校區課務組： 

一、選課 

(一)時程與抽籤規則調整： 

1. 初選： 

(1)時間：106年 6月 1日-6月 13日(同校本部第 1次、第 2次選課時間) 

(2)規則：開放時間內皆可登記課程，期間不關閉選課系統，並統一到第 2

次選課結束才進行抽籤，抽籤結果公告時間預計為 6月 21日。 

(3)備註：校本部初選共計 3次，然因系統限制，105學年度前入學同學無

第 3次選課。 

2. 加退選： 

(1)時間：約開學第 1週至第 2週(另行公告) 

(2)規則：自開放日起受理登記，每日晚上 12:00選課系統關機亂數抽籤，

隔天早上 4:00以後可上網查詢選課結果。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84.php?Lang=zh-tw
http://www.lc.nthu.edu.tw/files/14-1911-113042,r11-1.php?Lang=zh-tw


(二)各項表單辦理流程與規則調整： 

1. 加簽單、加簽在職專班科目、重複修課申請單： 

(1)受理時間：自上述加退選期間開始即開放列印與申請，至加退選結束為

止。 

(2)受理方式： 

A. 改採隨到隨辦，送至課務組立即加課處理，教室人數已滿就不再

受理加簽。 

B. 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為保障師資生之權益，開學第一週此類課程僅

接受師資生加簽，第二週開始才受理非師資生的加簽。 

(3)程式機制重大變革： 

擋修： 

A. 若所修課程有先修科目，且先修科目未修畢(或未通過)，系統將限

制無法列印加簽單。 

B. 若有特殊狀況仍須修習擋修科目（如：轉學生，已在原校修習過先

修科目），則請填寫「擋修處理表」，經審核通過後由南大校區課務

組加課。 

2. 跨校區選課申請單： 

(1)受理時間：自上述加退選期間開始即開放列印，至加退選結束為止。 

(2)受理方式：隨到隨辦，送至課務組立即加課處理。 

(3)程式機制重大變革：自 106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之課程，將統一建置進校

本部校務資訊系統，故若 105學年度前入學同學欲選前開課程，亦須使

用跨校區選課申請單選課，並於授課老師、系所核章後，送南大校區課

務組辦理。 

3. 選課問題處理表：105學年度前辦理時間為開學第三週，自 106學年度後取

消此階段，僅開放因學分下限不足而進行之人工加選，故請同學務必於加退

選階段內審慎考量欲加退之課程。 

4. 選課清單：自 106學年度起，不再製發選課清單，請自行至選課系統內確認

最後選課結果。 

(三)重要規定調整： 

1. 擋修： 

(1)期末進行次學期初選時，若先修科目成績未到，系統會暫允許點選。教

師成績送達後，課務組會重新執行擋修檢查（時間大約在次學期開學前），

成績若未達標準該科目會刪除。 

(2)未完成先修科目修習者，無法線上選課，亦不得列印加簽單。 

(3)若有特殊狀況仍須選課，則請使用「擋修處理表」，經審核通過後由南

大校區課務組加課。 

2. 停修：調整停修時間與校本部一致，以行事曆為準，辦理時間約在每學期

的 8-11週。 

貳、南大校區教學活動組： 

一、教學意見調查 



(一) 期中意見調查：配合校本部期中調查時間，訂於 3/20 至 3/31 止；唯其他時間

系統仍正常開放，學生若有建議亦可上網填寫。 

(二) 期末意見調查：原訂於 5/22 至 6/9 施行，配合選課時間（6/1 至 6/13）調整為

5/19 至 6/11，因 6/12 至 6/16 為期末考週，不宜施行教學意見反映調查，故於

選課結束前三天截止。因必須完成教學意見調查，才能進行選課初選，請同學

注意截止時間、並把握時間填寫，以順利進行選課。 

二、學生讀書會 

(一) 鼓勵讀書計畫主題以中外經典、當代大師著作及專業學科之進階學習等三類為

原則。 

(二) 每組成員人數，大學部至少六人，研究生至少四人為原則。 

(三) 每組讀書會應設一位召集人，負責處理小組庶務。 

(四) 讀書會應自行邀請一位本校專、兼任教師擔任諮詢與推薦老師，填寫推薦函。 

(五) 讀書會每次討論活動得邀請一位具專業能力的學者、專家或碩博士生擔任導讀

人。 

(六) 讀書會計畫之執行以學期為單位，上學期為 10~1 月；下學期為 3~6 月；暑期

為 7~9月，詳細執行期間請見本中心網頁。 

讀書會之進行次數，每學期討論次數不得少於 4次，每次時間至少 2小時，其聚會

地點以中心之小組討論室為原則；場地資訊與申請辦法請與中心接洽。 

【教師方面】 

壹、有關教學大綱、成績等資料上傳： 

流程調整：因自 106學年度起新生之課程將建置於校本部校務資訊系統內，故請將此類

課程之教學大綱、學生成績上傳至新系統（舊課程仍請於原系統上傳）。將於發送教學

大綱、成績等上傳通知時併行附上操作說明供老師參考。 

貳、有關選課規定變更： 

自 106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加簽單處理方式將改成自開學第一週起即開放列印，並改

為隨到隨辦方式辦理，教室人數若滿即不再受理加簽，故請老師協助考量教室容量給予

適度加簽。

http://ctld.nthu.edu.tw/bookclub/?mode=content
http://ctld.nthu.edu.tw/bookclub/?mode=content


106學年度起南大校區教師各項學分數抵減(清華軌、過渡軌)作業程序 

學分抵減項目 清華軌之教師 過度軌之教師 

說明 ※由人事室於人事系統維護南大校區教師選擇之軌制別及起訖

時間，授課學分系統自動篩選「清華軌」之教師列入統計對象。 
※因系統目前無法同時採清華軌與過渡軌，因此過渡軌教師

以紙本彙整。 

一、實際授課學分 1.開設在校本部之課程，由授課學分系統自動抓取課務資料庫資

料並核計。 

2.開設在南大校區之課程，擬請南大校區課務組提供後匯入授課

學分系統併計。 

教師在校本部開設之課程授課時數與南大校區開設之課程

併計。 

 

二、兼任行政抵減 1.授課學分系統自動抓取人事系統資料庫資料並核計。 

2.非編制內主管職務，需專簽申請。 

1.由人事提供各項編制內兼任行政職教師名單 

2.非編制內主管職務，需專簽申請。 

三、主持研究計畫 1.由課務組提供研發處選擇清華軌之教師名單，俾利優先將其合

校前之科技部等計畫於研發處系統建擋。 

2.合校後申請之計畫均需送研發處立案：提送計畫處理表於研

發處系統建擋。 

3.授課學分系統自動自動抓取研發處資料庫資料並核計。 

1.合校後申請之計畫：於研發處立案>研發處要求送計畫處

理表>研發處建檔>抵減學分由研發處資料庫系統抓取。 

2.合校前之科技部計畫：在計畫執行期間內，於當學期中填

寫計畫獎勵申請表(檢附經費核定清單)送南大課務組辦

理。 

四、指導研究生 1.由系所承辦人員管理導師生系統，並於每學期中前登打完成。 

2.授課學分系統自動抓取學務處導師生系統資料並核計。 

3.指導南大校區舊生(研究生)之資料，請系所提供後匯入授課學

分系統併計。 

導師生系統由系所承辦人管理。但因尚有 105學年度前入學

生無法建置於系統，因此系所承辦人對系所內選擇過渡軌之

教師此項之抵減學分數需由紙本填報，並於每學期中前送課

務組。 

五、參與服務或輔導

工作(含導師) 

1.由系所承辦人員管理導師生系統，並於每學期中前登打完成。 

2.由授課學分系統自動抓取學務處導師生系統資料並核計。 

3.指導南大校區舊生(大學部導生)之資料，請系所提供後匯入授

課學分系統併計。 

4.另申請其他參與服務或輔導工作之抵減，需專簽申請。 

1.擔任大學部導師每學期抵減 1小時，系所紙本提供導師名

單 

2.另申請其他參與服務或輔導工作之抵減，需專簽申請。 

六、其它 另簽處理 另簽處理 

備註 各項抵減皆登打於系統內，教師可登入校務資訊系統>點選>人事 因部分資訊無法建入系統統計，最後由紙本彙整(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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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系統＞授課學分數查詢。即可看到各項明細(如下表 1)。若

對個人授課學分數有疑義，可向系所提出修正（增、減）申請，

待系所修正並經課務組核定後，即可於「其他明細」欄位檢視申

請之學分及核定之結果。 

表 1：選擇清華軌教師：系統資訊由系所承辦人員管理，教師可進系統查詢 



表 2：選擇過渡軌教師：表格(紙本)由系所承辦人員填報(藍字)，教師無法於系統查詢。 

系所： 

 上學期 下學期 106全學年合計 
姓
名 

應
授
課
時
數 
(A) 

實
際
授
課
時
數 
(B) 

抵減時數(C) 
註
記 

應
授
課
時
數 
(E) 

實
際
授
課
時
數 
(F) 

抵減時數(G) 
註
記 

應授
課時
數 
(I) 
=A+E 

實際
授課
時數 
(J) 
=B+F 

全學年抵
減時數 
(K)=C+G 
C1+G1<=4 
C2+G2<=4 
C3+G3<=4 
 

抵減後
應授課
時數 
(Ｎ)＝ 
Ｉ﹣K 

超支
鐘點
數 
(M)＝ 
J－Ｉ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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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研

究

計

畫 

C1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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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生 

C2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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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或

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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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C3 

兼

主

管 

C4 

其

它 

︵ 

含

獎

勵

時

數

︶ 

C5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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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計

畫 

G1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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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生 

G2 

參

與

服

務

或

輔

導

工

作 

G3 

兼

主

管 

G4 

其

它 

︵ 

含

獎

勵

時

數

︶ 

G5 

 

 

                      

＊單位主管及院長（主任委員）簽章 



           
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全文如下： 

1.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學則

第十二條規定，學生選

課須依照本校及各學系

開設之課程辦理，並須

經所屬系主任核可。 

本校夜間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之開設以週一至週

五夜間或假日為主，不

宜於日間開課。 

另除為海外交流課程之

需要，不得於暑期開課。 

二、 本校學則第十二條規

定，學生選課須依照本

校及各學系開設之課

程辦理，並須經所屬系

主任核可。 

本校夜間碩士在職專

班課程之開設以週一

至週五夜間或假日為

主，不宜於日間開課。 

另除為海外交流課程

之需要，不得於暑期開

課。 

因應合校，修改有關說明內

「本校」之定義。  

三、 學生所選課程若為本

校或他校之磨課師

(MOOCS)課程，須符合

下列規定： 

(一)該課程須為本校

或他校正式課程。 

(二)課程實施方式須包

含線上與實體課

程。 

(三)其課程使用平台僅

限 Share Course、

台灣大學 MOOCS、

交通大學 Ewant等

三平台。 

(四)若為他校課程，須

採用校際選課方式

修課。 

三、 學生所選課程若為本

校或他校之磨課師

(MOOCS)課程，須符合

下列規定： 

(一) 該課程須為本校或

他校正式課程。 

(二)課程實施方式須包

含線上與實體課

程。 

(三)其課程使用平台僅

限台灣大學

MOOCS、清華大學

Share Course、交

通大學 Ewant等三

平台。 

(四)若為他校課程，須

採用校際選課方式

因應合校，刪除條文內原「清

華大學」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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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符合上述規

定，所修課程不採

計學分。 

 

修課。 

若未符合上述規

定，所修課程不採

計學分。 

 
五、學生於選定課程後，如

需改選（含加選或退

選）者，應在加退選規

定時間內辦理，逾期 

恕不受理。 

 

五、學生於選定課程後，如

需改選（含加選或退

選）者，應在加退選規

定時間內辦理，逾期 

恕不受理。 

每學期加退選截止

後，學生應確實核對教

務處印製之選課清

單，未於規定時間內提

出修正者，本學期選讀

科目以教務系統之資

料為依據。 

 

配合校本部作法，自 106 學

年度開始不再印製選課清

單，由學生自行上網確認選

課內容。 

 

 

六、選課清單為註冊組登記

成績之依據；選課清單

上未選科目，雖有成績

亦不承認；選課清單所

選科目，若無成績者，

均以零分登記，併入學

期總平均內計算。 

 

配合校本部作法，自 106

學年度開始不再印製選課

清單，由學生自行上網確

認選課內容，故刪除本條

文。 

2. 修正後全文 



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選課作業要點 

89年 1月 2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6月 20日 93學年度 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月 16日 94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2月 27日 94學年度第 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2月 18日 95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1月 14日 100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3月 5日 100 學年度第 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1月 12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訂第十三條 

102年 9月 16日 102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訂第八、十二條 

103年 4月 21日 102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修訂第六、八、十條 

103年 12月 8日 103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訂第一、六、七、十、十二條 

104年 8月 31日 104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訂第六條 

104年 11月 30日 104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法規名稱、新增第五點 

105年 9月 12日 105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新增第三點、修訂第八點、第十一點 

106年 1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新增第一點 

一、 本要點適用於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學年度前（含）入學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

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年 11月 1日後之正確名稱，依人

事室規定更動。」 

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十二條規定，

學生選課須依照本校及各學系開設之課程辦理，並須經所屬系主任核可。 

本校夜間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之開設以週一至週五夜間或假日為主，不宜於日間開

課。 

另除為海外交流課程之需要，不得於暑期開課。 

三、 學生選課每學期應依本校選課系統公告相關之規定辦理。 

四、 學生所選課程若為本校或他校之磨課師(MOOCS)課程，須符合下列規定： 

(五)該課程須為本校或他校正式課程。 

(六)課程實施方式須包含線上與實體課程。 

(七)其課程使用平台僅限 Share Course、台灣大學 MOOCS、交通大學 Ewant等三平台。 

(八)若為他校課程，須採用校際選課方式修課。 

若未符合上述規定，所修課程不採計學分。 

五、學生於選定課程後，如需改選（含加選或退選）者，應在加退選規定時間內辦理，逾

期 恕不受理。 



六、 學生不得同時修讀上課時間衝堂之科目，如有衝堂，應於各階段選課結束前，調整

課程 

科目為不衝堂。選課結束，所有衝堂科目一律由教務處課務組註銷。 

七、 學生於選課確認後因特殊情形申請停修課程，依本校「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之

規定辦理。 

八、 學生辦理校際、跨部別或有特殊選課問題需填寫申請表格（含選課問題處理表、校

際選課申請單等）時，應將開課班級、任課老師及科目確實填寫清楚。研究生跨(組)

系、所、院、校選修課程可採計學分數由各系所自訂，惟以採計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

之一為上限。 

九、 學則第十七條規定，本校採學年學分制，除本學則另有規定者外，各學系學生修業

年限為四年，所須畢業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修習教育學程者，一百零

一學年度前(含一百零一學年度)入學者不得少於一百四十八學分，自一百零二學年度

入學者不得少於一百四十四學分，學生於修業年限內未修滿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

得延長修業年限，但以兩年為限。 

惟應屆畢業師資生如錄取本校或他校碩、博士班，錄取之學校與本校均有經教育部

核定培育相同之師資類別與學科，得申請移轉師資生資格，經本校與轉入學校同意

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其畢業學分總數得不受一百四十四學分之限制。 

十、學則第十九條規定，各學系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第一、二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

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

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八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延畢生修課上限不

得多於二十五學分。學生因特殊原因不能修足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數，該學期加退

選前經導師及系所主任同意，得酌減應修學分數，學生未於期限內完成減修申請且

未達修課下限者，經課務組通知補選課，自通知日起，未於一週內補選者，應令休

學。 

交換生、大陸短期研修生最高修課學分數比照本校規定，最低修課學分數則因原所

屬學校與本校之規定不盡相同，得經本校所屬學系主任許可，不受前項所訂學分數

下限之限制。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或平均分數為該班前百分之二十者，次學期得經系

主任核可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 

十一、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畢該系規定

之科目及學分數，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其應修分數不得低於



四學分。 

惟若學生曾於修業期間申請超修者，其應修學分數下限不得低於八學分，並自一百

零五學年度入學之學生開始實施。 

十二、學則第六十八條規定，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學分數一般生之上限為十二個學分、在

職生之上限為十個學分，下限由各系所自訂。但已修畢應修習之學分者，不受學分

上下限之規範。 

前項規定自一百零三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開始實施，一百零二學年度前（含）入學

之研究生依各系所原規定辦理。 

一百零三學年度前（含）入學修讀碩士在職專班及教師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生每學（暑）

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二學分，最多不得超過十學分。自一百零四學年度起修讀碩

士在職專班及教師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生每學（暑）期修習學分數上下限由各系所自

訂。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次學期得經系（所）主任核可加選一至二科

目學分。 

交換生、大陸短期研修生最高修課學分數比照本校規定，最低修課學分數則因原所

屬學校與本校之規定不盡相同，得經本校所屬學系主任許可，不受前項所訂學分數

下限之限制。 

十三、依本校學則第四十九條規定：凡屬規定全學年修習之科目，僅修一學期學分者不予

採計學分（含校際選課）。 

十四、依本校學則第十一條之一規定：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生依規定應繳交學分費及其它

費用者，應於期限內繳交之，因故無法於限期內完成繳費者，應於繳費截止日前以

書面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延緩繳費（選修學程者，請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

至多以兩星期為限。但情況特殊經簽准者，不在此限。前項費用，除已請准延緩繳

費者外，逾期未繳費者，所選相關科目予以註銷，並停止其使用網路選修次一學期

之課程。大學部學生如因而致學分不足者，應令休學。經請准延緩繳費後仍未依限

辦理繳費者，比照逾期未繳的方式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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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104 年 9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訂定 
104 年 10 月 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 年 10 月 19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04 年 11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5 月 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第五條通過 
105 年 5 月 9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一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設置宗旨 

因有鑑於原住民族師資出現文化傳承斷層情形，為提升學生對於原住民文化有更深層的認識及

專業知識，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規劃開設「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提

供學生自由選修，藉以培育具原住民族教育專業知能之優秀教師，以延續原住民族文化。 

第三條  本學程共計十門課程十八學分（如附表一）。 

第四條  修讀資格：凡本校在學學生均可修習本學程（含大學部及研究生，惟研究生之學分不併入畢

業學分計算）。 

第五條  每門課修課人數下限二十名，上限五十名為原則。 

第六條  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學生申請本學程，配合學校規定的申請時程，檢附申請書（如附表二）及成績單向本學

院提出申請。 

二、本學院於每學年學分學程申請規定時間結束後，進行審理申請本學程的學生資格，並將

錄取名單報請教務處。 

第七條  修滿本學程選修十學分及必修「部落服務實習」零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本院申請

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如附表三）；經院審核無誤並簽請院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學程

證明書（如附表四）。 

第八條  各科之開課教師需由院長徵詢相關系所主任，並向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科目表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課程簡介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Introduction to Taiwan 

Indigenous Culture 
選修 2 

內容上以原住民文化史為主軸，兼論台灣原住民的社

會與文化，意圖透過史性的思惟，為學習者開拓一個

反身性思考「我是誰？」、「我的文化為何？」、「我將

何去何從？」的空間。因此，學習者除了需研讀指定

閱讀資料外，上課的過程中也需要針對每次的主題進

行自我探索、反身性思考與分享。 

臺灣原住民族藝術概論 
Introduction to Taiwan 

Indigenous Art 
選修 2 

探討臺灣原住民族藝術概論的意義與藝術特質，將臺

灣原住民文化域特色綜合藝術，應用材料設計與創作

能力在生活之中，讓生活空間，處處呈現原住民藝術

樣態，包括歌舞、用具、家飾品…都顯現出臺灣各族

原住民特有的文化特質，搭上個人的巧思再創造，呈

顯台灣原始文化的再現。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Introduction to Formosan 

Languages 
選修 2 

從原住民語的源流、分布、方言、現況出發，進入語

言本身的特色，藉由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探討，並從溝

通的觀點，介紹原住民語言的詞彙與語法特色，期能

予同學了解原住民語言之美。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選修 2 

本課程主要介紹臺灣原住民的文學創作，以及原住民

之外漢人與日人對於原住民族的想像，透過創作者的

文字，引領學生理解原住民從口傳到文字化的內在與

外在世界。作為臺灣島嶼最初的主人，如何與異族從

衝突到相處。此一學習歷程，除了鍛鍊學生的文學賞

析與詮解能力，同時希望學生能關注與原住民族生存

的相關議題，並藉此思索與追尋原住民的主體性。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語法 
Formosan Grammar 

選修 2 
本課程提供同學原住民語言基礎語法概念，包含詞彙

的構成、簡單句的語法、表達特殊功能的句型，透過

有系統的語法指導，強化對族語的了解。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Formosan Language 

(Basic) 
選修 2 

台灣原住民族語課程旨在建立族語基本溝通能力，希

望透過本系列六學分課程的訓練，學生能夠通過高級

族語認證。本課程為初階課程，旨在培養族語基本溝

通能力，從書寫符號開始，建立族語的識讀與書寫基

礎，進而透過主題式的語言情境教學，建立基本詞彙

與基礎的聽、說、讀、寫能力。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Formosan Language 

(Intermediate) 
選修 2 

台灣原住民族語課程旨在建立族語基本溝通能力，希

望透過本系列六學分課程的訓練，學生能夠通過中級

族語認證。本課程為中級課程，旨在透過主題式的語

言情境教學，擴充詞彙以及語句，建立族語基本溝通

能力，能以族語溝通與自我以及周遭環境相關的主題。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Formosan Language 

(Advanced) 
選修 2 

台灣原住民族語課程旨在建立族語基本溝通能力，希

望透過本系列六學分課程的訓練，學生能夠通過中級

族語認證。本課程為進階課程，希望修畢本課程，學

生具備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之能力。教學採溝

附 表 一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課程簡介 

通式教學法，期望透過情境主題帶領，建立族語進階

的溝通能力，並能透過族語理解、欣賞本族文化。 

語言文化田野調查 
Linguistic and 

Anthropology Field 
Methods 

選修 2 

介紹語言學與人類文化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從田野調

查的重要性到方法論，到資料分析，希望給予同學實

際踏入原住民部落的研究方法，獲得第一手資料，從

而認識原住民族語與文化。 

部落服務實習 
Service Training in Tribe 

必修 0 

安排學生返回原生或分發部落進行服務實習 8 週，並

聘請部落耆老，透過師徒制方式，協助個別指導，實

際體驗原住民族「做中學」的精神，更深入體驗與學

習族語與文化。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  

(所) 
     系(所)      年級      班 姓 名  

學  

號 
 

聯 絡 
電 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辦 
人員 

 

院長 

 
 

附 表 二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修畢認證審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說明：「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須修滿選修 10 學分以及必修「部落服務

實習」0 學分，即可取得「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之認證。 
二、備審資料：請申請人附上在本校歷年所修課程之成績單。 
三、申請人：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電話：                    

四、申請同學請於下表勾選已修習課程，並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04 上)、各科目成績。 

修課學年

度/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院 
認證 

備註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藝術概論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概論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語法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2 學分    

 語言文化田野調查 2 學分    

 部落服務實習 0 學分   必修 
 

申請程序 

(1)人社藝學院 (2)教務處 (3)秘書室 
承辦人員： 院長： 教務長： 校長： 

 

 

附 表 三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證明書 
 

竹大人社藝字第○○○○○○號 
 

茲有本校○○○○學系（所）學生○○○（身分證字號：○○○○○○○○） 係中

華民國○○年○○月○○日生，修習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科目名稱及學

分數詳如下表列，特此證明。 

 

此證 

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修課學年度 

/學期 
已修畢認證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合計   學分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校長 （用    印）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 表 四 



 
 
 
 

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學分學程終止說明書 

 

 

 

 

 

 

終止學分學程名稱：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15日 

 



壹、 學分學程設置學年度 

一、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 104 學年度設立，課程經費來源係由教

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補助本校自 104學年至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止，為期兩年。 

二、104學年度起，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立

師範及教育大學聯合保送甄試簡章，明定原住民公費生義務：原住民籍保送錄

取生畢業前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課程至少 10 學分，並通過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考試中級檢核，且應於部落服務實習達 8週。爰本校於 104學年度設

立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 

 

貳、 學分學程實施成效 

一、實施成效：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自 104 學年度設置至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共計

有 1人申請修讀，該生現為學士班四年級學生，尚未有學生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書。 

二、修課人數分析： 

學分學程課程科目係獨立開課，自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開課單位為人社藝學院。 

 
參、 學分學程終止理由與終止學年度 

一、終止理由： 

(一)依據原竹教大開課及排課作業原則，學分學程開課人數下限須達 20人，

方能成班；若未獲教育部計畫經費補助，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課程科

目恐難以全數成班。 

(二)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終止後，其原有課程科目 107學年度起規劃

改由師資培育中心開課，以提供有需求之原住民籍學生或其他學生選修，可

廣納修課學生來源，降低學校開課成本。 

 

二、終止學年度：自 106學年度起，終止設置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 

肆、 尚在修讀本學分學程同學之補救措施 

自 106學年度起不再受理申請修讀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分學程，但尚在修讀本學分學程

的同學可以繼續選課，修畢本學分學程所需學分，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 

學期別 課碼 科目名稱 修別 學分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已選上人數

1041 0936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計畫補助開課)  選修 2  吳新生  人社一甲 16

1041 0937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計畫補助開課)  選修 2  張瑋琦  人社一甲 19

1042 0927  部落服務實習(計畫補助開課)  必修 0  葉美利 / 吳新生  人社一甲 2

1042 0928  臺灣原住民族藝術概論(計畫補助開課)  選修 2  陳志芬  人社一甲 11

1042 0929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計畫補助開課)  選修 2  吳新生  人社一甲 8

1051 0911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選修 2  吳新生  人社一甲 8

1051 0912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選修 2  許韋晟  人社一甲 24

1052 0917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選修 2  吳新生  人社一甲 34

附件 4-5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語教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華語教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華語

教學學分學程設置

辦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國

立清 華大學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合併為國立

清華大學。 

修正條文 現行修文 說明 

第一條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

(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 用

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後 之正確名

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

「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學分學程設置辦

法」訂定之。 

 

依據本校 105 年 12 月 8

日 清 南 大 秘 字 第

1059006711號函辦理。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華語教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93年 11月 29日 9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發展會議通過 
93年 11月 18日 9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7月 28日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3月 30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4月 19日、5月 3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5月 21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課程發展會議通過 
97年 3月 27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1月 27日第 9710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月 15日第 9810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15日第 9820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9日第 9820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1月 25日第 9910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3月 8日第 10020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1月 13日第 1031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月 14日第 1041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3月 3日第 1042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4月 16日第 10522次系辦公室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適用範圍為 105學年度前（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

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要點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年 11月 1

日後之正確名稱， 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第二條 設置宗旨：為因應多元化社會之學習環境與增加學生就業之競爭力，並善用教

學資源，特規劃學分學程。 

第三條 本學程至少需修滿20學分(自105學年度申請者適用)。本學程之課程名稱與申請學

生所屬系專門之課程名稱相同時，得以系專門或自由選修擇一採計為畢業學分。 

第三條之一 大學部學生一年級下學期起，得於每學期第十一週向本系申請修讀。通過申

請後，取得次學期起學分學程課程科目優先選課權。每名學生至多申請修讀三類

學分學程。          

第四條 課程規畫及學分數：如附表一 

第五條 修讀資格：凡本校在學學生均可修習 (含大學部及研究生，惟研究生之學分不

併入畢業學分計算)。 

第六條 人數限制：每門課修課人數以下限二十名，上限五十人為原則。 

第七條 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學生申請本學程，配合學校規定的申請時程檢附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申

請書格式如附表二。 

二、本系於六月召開系務會議，綜合審理申請學程學生資格，人數過多時以學業

成績作為參考依據，並於會後公布合格名單。 

第八條 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表，向本系申請核發學程

證明書，申請書格式如附表三。經審核無誤並簽請本系主任、教務長、校長同意

後，由本系發給學程證明書，格式如附表四。 

第九條 新增修訂課程適用選修本學程舊生，舊生修習本學程修正前科目和學分數亦得



採計。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報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表一 

華語教學學分學程課程科目表 
說明： 

一、宗旨：針對各國學習者在學習華語時的實際困難與需求，整合教師多年的教學實務經驗技巧，

彙整華語教學的必備技巧與理論基礎，提供教學技巧的實務訓練，並取得華語教學經驗價值，

提供教學的實務方法與素材，讓學習者能適任各國教學機構（如小學、語文中心等）教授華

語之實際需求。 

二、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科目：「國文」、「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及「華人社

會與文化」、「華語口語與表達」等五科。   

科目性質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必選修 
開課學期 

說明 
上學期 下學期 

華
語
知
能
基
礎
科
目 

CLLS2930 華語口語與表達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Expression 

3 3 必 3(3)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

認證考科 

中文系系專門選修課程 

CLLS3721 漢語語言學 
Chinese Linguistics 

3 3 必  3(3)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

認證考科 

中文系系專門選修課程 

CLLS2731 漢語語法學 
Chinese Grammar 

3 3 選 3(3)  中文系系專門課程 

CLLS3830 漢字與文化 
Chinese Character and Culture 

3 3 選 3(3)  中文系系專門課程 

CLLS4710 語言與文化 
Language and Culture 

3 3 選 3(3)  中文系系專門課程 

CLLS3730 漢語詞彙學 
Chinese Lexicology 

3 3 選 3(3)  中文系系專門課程 

DOEI1339 語言與文化 

Language andCulture 
2 2 選  2(2) 英語系系專門課程 

CLLS1710 華語語音學 
Chinese Phonetics 

3 3 選  3(3) 中文系系專門課程 

CLLS4721 語用學 
Pragmatics 

3 3 選  3(3) 中文系系專門課程 

DOEI3359 語用學 
Pragmatics 

2 2 選  2(2) 英語系系專門課程 

DOE13362 中英對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2 2 選  2(2) 英教系系專門課程 

CLLS3910 華人社會與文化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3 3 選  3(3)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

認證考科 

中文系系專門課程 

CLLS3932 華語文教學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 3 選  3(3)  



科目性質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必選修 開課學期 說明 
小計 36 36     

(

至
少
需
修
６
學
分) 

教
材
教
法
與
教
學
實
務
科
目 

CLLS3934 華語教學實務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um 

3 3 必  3(3) 中文系系專門選修課程 

CLLS2920 華語教材教法 

Methods and Materials in Chinese Teaching 
3 3 選 3(3)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

認證考科 

中文系系專門課程 

CLLS3920 華語教學法 
Pedagog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3 3 選 3(3)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

認證考科 

CLLS3831 漢字教學 
Chinese Character Instruction  

3 3 選 3(3)   

CLLS3933 華語教學班級經營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 3 選 3(3)   

CLLS3810 寫字 

Practicing Character Writing 
3 3 選  3(3)  

CLLS2931 電腦輔助華語教學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in Chinese 

3 3 選  3(3)  

CLLS3911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Testing and Assessment in 
Teaching/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 3 選  3(3)  

小計 24 24  

 



附表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華語教學學分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系(所) 系(所)  年級   班 

學   號  聯絡電話 
(H)：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申請學生 

簽    名 

 所屬系

(所)主任 

 

系(所) 

承辦人員 

 系(所) 

主  任 

 

備註：配合學校規定的申請時程，檢附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



附表三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學分學程修畢認證審查申請表 

申 請 人：                    生日：   年   月   日   學    號：             

聯絡電話：                                             

□ 已修畢學分達 20學分以上 

□ 3門必修科目需修 9學分 

□ 教學實習與教材教法科目至少需修 6學分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已修畢認證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CLLS2930 華語口語與表達(必修)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Expression 

   

CLLS3721 漢語語言學(必修) 
Chinese Linguistics 

   

CLLS3934 華語教學實務(必修)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um 

   

    

    

    

    

    

共 計 學 分     

備註：請附歷年成績表乙份(四下仍在修課程者請附四下選課單)。 

申請順序 

1 2 3 4 5 

學分學程系辦公室 單位主管 教務處 秘書室 

本申請表請送回

中文系辦公室 

承辦人 系主任 院長 教務長 校長 

 

 



附表四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新竹教育大學) 

華語教學學分學程證明書 
清大南中文字第○○○○○○號 

茲有本校○○○○學系（所）學生○○○（身分證字號：○○○○○○○○○○）

係中華民國○○年○○月○○日生，修習「華語教學學分學程」，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詳如下表列，特此證明。 

 

此證 

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修課學年度 

/學期 
已修畢認證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華語口語與表達   

 漢語語言學   

 華語教學實務   

 
 

  

 
 

  

 
 

  

合計   學分 

 

 

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 （用    印）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月 ○ 日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和活動施行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和活動施

行要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專業

服務學習課程和活

動施行要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國

立清 華大學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合併為國立

清華大學。 

修正條文 現行修文 說明 

第一條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

(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 用

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後 之正確名

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以上

簡稱本要點)。  

第一條本根據「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服

務學習課程施行辦

法」第五條和「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服

務學習課程施行細

則」，訂定「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和活動施行

要點」(以上簡稱本

要點)。 

依據本校 105 年 12 月 8

日 清 南 大 秘 字 第

1059006711號函辦理。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和活動施行要點 
100.5.16第 99205次系務會議暨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101.5.16第 100202 次課程發展會議和第 10020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9第 10111 次課程發展會議和第 10110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7第 1021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28第 10211 次課程發展會議和第 1021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6第 10311次課程發展會議和第 1031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3.3第 10421次課程發展會議和第 10421次系務會議修正 

106.4.12第 10522次本系系辦公室會議修正 

一、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105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辦

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105年11月1日後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以上簡稱本

要點)。 

二、實施對象：凡99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修習本校學士學位者，必須於在學期間累計完成72小時的

服務學習課程（其中屬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者至少12小時），方得以畢業。 

三、本要點「專業服務學習」指的是以融入本系專業性之服務學習課程和本系認定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 

四、專業服務學習認定方式： 
(一)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取得學分同時亦取得該課程之服務學習時數；未獲學分者，該課程之服務學習

時數亦不予採計，服務時間得以在學期中或課後及寒暑假期間為之。 

科目名稱 明確服務對象 具體服務內容 
服務

時間 

採計 

時數 
服務學習佔評

分項目比例 

華語教學實務 各級學校 
實際協助華語教學實

務工作 
12小時 3小時 10%~25% 

文案寫作與編輯 出版社或報社 
同上，並實際輔助專

業人員從事排版工作 
6小時 2小時 10%~25% 

（二）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 

1.服對對象：本校師生、各級機構和學校師生、市民大眾 

2.服務內容：語黌宮戲劇演出、外籍生華語輔導、協助系上辦理活動，如：研討會、系週會、兒文營等。 

3.時數認定方式如下： 

活動項目 可認定時數 時數核定者 備註 

語黌宮戲劇演出 

部長/重要演員/編劇/設計人員： 

4-8小時/每年 

其他：1-4小時/每年 

指導老師 限未支領費用者 

外籍生華語輔導 3小時/學期(至少 20小時) 
指導老師或

系主任 
限未支領費用者 

協助系上辦理活動，

如：研討會、系週會、

兒文營、編輯系刊、中

文週 

研討會：1-4小時/次 

系週會：1小時/次 

兒文營：1-3小時/次 

編輯系刊：1-6小時/次 

中文週：1-2小時/次 

系主任 限未支領費用者 

五、專業服務學習活動結束後兩週內，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並須請時數核定者簽名核定時數後，檢附

相關服務資料或相片佐證，送系辦公室核備，逾期則不受理。 

六、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須經系、院、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附件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學生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時數核定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系級／班級 
 

學號 
 

活 動 項 目 

□ 語黌宮戲劇演出 

□ 外籍生華語輔導 

□ 協助系上辦理活動： 

□ 研討會 

□ 系週會 

□ 兒文營 

□ 編輯系刊 

□ 中文週 

□ 其他：              

 

時數認定方式說明： 

1.語黌宮戲劇演出核定時數： 

部長/重要演員/編劇/設計人員： 

4-8小時/每年 

其他：1-4小時/每年 

2.外籍生華語輔導核定時數： 

3小時/學期(至少20小時) 

3.協助系上辦理活動核定時數： 

研討會：1-4小時/次 

系週會：1小時/次 

兒文營：1-3小時/次 

編輯系刊：1-6小時/次 

中文週：1-2小時/次 

服務學習期程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共     小時 

服 務 對 象 
 

服務人數 
    人 

簡述專業服務學習

活動內容及心得 

(50字以上) 

 

專業服務時數核定欄 

時數核定者 
 

核定時數 
        小時 

系辦公室：                                 系主任： 

註：專業服務學習活動結束後兩週內，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並須請時數核定者簽名核定時

數後，檢附相關資料或相片佐證，送系辦公室核備，逾期則不受理。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中國語文學系系務辦公室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 年 4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16:30~ 

貳、地點：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淑娟                            紀錄：陳純玉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出席老師：陳淑娟、陳惠齡、邴尚白、林佳儀、吳貞慧、劉宜君、蔣興立、

游騰達、黃雅莉 

請假：丁威仁、曾美雲、林保全 

學生代表：系學會：洪富揚(請假) 所學會：黃裕洲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序  號 第 10521次提案內容 決議事項 

提案一 

有關夜碩一學生葉智源 (學號

10583010)因故未繳交學分費，修

習學分不採計，亦未辦理休學，

且「學術研究倫理」課未完成，

是否予以退學，請討論。 

有關夜碩一學生葉智源 (學號

10583010)因故未繳交學分費，修

習學分不採計，亦未辦理休學，且

「學術研究倫理」課未完成，是否

予以退學，請討論。 

提案二 
本學期系導師會議開會日期，請

討論。 

預計 4月 20日(四)下午 4點 30分

召開。 

裁示：確認。 

陸、 主席報告 

一、感謝系務興立老師和宜君老師辛苦籌劃辦理大四語文專題成果發表，這

次成果發表改以口頭報告及靜態展兩種形式，成效良好，後續將比照辦

理，也感謝各位老師辛苦指導。 

二、恭喜貞慧老師升等副教授。 

三、感謝系上惠齡老師執行的「文化推廣─培訓中文經典數位文創人才」轉

型開展計畫、貞慧老師執行「未來典範-華語教學人才培育」區域整合計

畫和騰達老師及興立老師協助執行「竹塹人文」與「生命關懷」─經典

閱讀及深化書寫革新計劃。 

四、本系系學會語黌宮大型戲劇《偽．完結》將於 5 月 25、26(四、五)假本

校講堂甲公演，感謝同學熱情參與演出，佳儀老師的用心指導和付出，

請老師踴躍前往觀賞。 

五、本系主辦第七屆四校中國語文學系和華語文學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會

預計於 4/21(五)舉辦，感謝系務老師興立老師和宜君老師督導及當日全

程指導，所學會會長裕洲、方域和雯琇辛苦籌劃，請所學會會長裕洲說

明籌備進度。 

六、學校修正教師授課及支給超支鐘點辦法，請參閱附件。 

七、學校已修正過渡軌的教師評鑑規定，請參閱附件。 



八、有關 106 年度專業證照申請仍依往例，本系分配 1 萬元額度，每名學生

至多申請 1千元，請導師協助宣導請學生踴躍考照並申請補助。 

九、本系系導師會將於4/20(四)下午4:30開會，因一學期僅有一次導師會議，

請請各班導師出席報告各班學生狀況。 

十、有關1061學期大四「語文專題製作」選課相關事宜，目前已轉知大三甲

同學填寫志願序，統整後會將指導的學生名單轉知老師。 

 

主講人 日期 時間 主講人身分 主講題目 地點 講座 
類別 

李庭吟 2/22(三) 10:00-12:00 新北市政府職
員 

公職準備經驗分享─
如何快速上榜的祕訣 N102 職涯輔

導計畫 

蔡仁堅先生 3/6(一) 13:20~16:20 前新竹市長 
塹城風華．城南舊事 
──「竹師」及其周
邊地區的前世今生 

體健大樓
四樓視聽
教室 

國文閱
讀書寫
計畫 

周秀玉副教
授 3/9(四) 16:20~18:20 大華科技大學 不塑之客 

體健大樓
四樓視聽
教室 

系週會 

李亦舒示
範：魏伯
丞、孫顯
博、金孝
萱、趙敏如 

3/13(一) 13:20-16:20 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京崑劇團 

戲曲舞臺的歷史敘
事：失控的春秋《齊

大非偶》 
講堂丙 職涯輔

導計畫 

陳立元博士  3/16(四) 9:00~12:00 臺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定式練習的學理與操
作技術   

板書 
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韓可龍教授
林欽惠博士 3/23(四) 13:30~16:30 德國洪堡大學

漢學系 

「談德國華語教學」
「在海外教華語—從
20位新手教師的德國

實習經驗談起」 

語言 
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蕭宇超教授 3/24(五) 10:00~12:00 政治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 華語音變十三式真訣 9205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洪淑苓教授 3/28(二) 10:00-12:00 台大中文系 
「靈感與情感-----
談現代詩的創作與欣

賞」 

講堂丙 職涯輔

導計畫 

詹建成先生 4/6（四） 15:00~18:00 台南市關廟國
中 

教師的夢工廠──我
如何成為一位快樂的

老師 

二樓會議

室 

職涯輔

導計畫 

許俊雅教授 4/20(四) 9:00~12:00 台師大國文系 台灣日治時期作家作
品綜覽 

講堂丙 系上專

題 

張英珉 4/21(五)  
8:00-10:00 

著名編劇家 

自由式(字遊式)─給
初學者的編劇遊戲 

講堂乙 國文閱

讀書寫

計畫 10:00-12:00 創作心得與投稿經驗
分享 

楊祖漢教授 4/27(四) 
13：20-16：

20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教
授兼文學院院

長 

開啟心學之鑰---論
從四端之心契入陽明
的「良知」 學說 

講堂丙 國文閱
讀書寫
計畫 

廖玉蕙教授 5/4(四) 16:20~18:20 
臺灣當代散文
作家，現為大
學講座教授 

 
體健大樓
四樓視聽
教室 

系週會 



十一、1052 學期演講如下表，感謝騰達、佳儀、貞慧、惠齡、雅莉老師辛苦邀請
講者，提供學生更豐富的學習資源。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日碩研究生一般生梁雅晴，今年 7月底已屆修業年限，擬請同意論

文計畫發表和學位論文考試間隔未達四個月，得於 4月底論文計畫發表

和 7月申請學位考試，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系 102.11.28第 10214次系務會決議以 4個月為論文計畫發表與

最後論文學位考試之間的時限。 

二、指導老師惠齡老師表示雅晴很認真，但因準備考試與工作(今已順利謀得

農會之職)，所以才會延遲，目前在撰寫論文，預定 4月底計畫發表，7

月下旬學位考試，但與本系規定需隔四個月，相差一個月。 

三、檢附梁生申請書。 

決議：同意。 

 
提案二 
案由：下學年導師制度調整方案，請討論。 

說明：為了給最後三屆大學部學生更周全的照顧，擬改由全系老師全數投入擔
任導師，具體執行方式為現任導師繼續擔任大導師，其他八位老師擔任
大二和大三的小導師，每人每班約有五位導生，請系辦安排分配。 

決議：106學年度導師制度調整如下：  
(一)升大二：小導師制，由各老師分配指導的學生。(以學號單雙數來分配

2位老師) 
(二)升大三：保全老師大導師，由各老師分配指導學生掛名小導師。(以學

號單雙數來分配 2位老師) 
(三)升大四：美雲老師大導師，語文專題老師掛名小導師。 

(四)碩士班：中文組導師、華語組導師、夜碩導師。 
(五)陸生導師和師培生導師。 
 
提案三 
案由：有關新聘教師每學期得減授的鐘點數，請討論。 

說明： 

曹逢甫教授 

5/5(五) 

9:00~12:00 清華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教授 

一日語言大師講座 
行政大樓
五樓第 3
會議室 

職涯輔

導計畫 

洪惟仁教授 13:00~16:00 
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教授 

陳立元博士 5/31(二)   10:10-12:00 臺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詞彙學及語法學的知
識在華語教學定式練

習的運用 

N102  



一、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新修正第五條第四項：各單位

新聘教師、資深績優教授及有特殊需要者，在不影響教學原則下，得由

系所主管簽請院長、教務長核定。 

二、由於合校後升等門檻提高，建議本系到校三年內的新聘教師每學期得減
授 2小時，讓老師有更多時間作研究，日後能順利升等。 

決議：同意新聘教師每學期減授 2小時。 
 
提案四 
案由：本學期板書檢定計畫如同往年，擬於6月1日(四)舉辦，5月22~24日報名，

限制報名人數為95人，計畫如附件說明，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本系應因合校關係，修訂法規之名稱及適用規定，請討論。   

說明： 

一、 因應兩校整併，依據本校 105 年 12 月 8 日清南大秘字第 1059006711 號

函，為簡化流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學生權利義務相關之法規僅修正

下列事項者，授權南大校區與原法規規定審議會議相當之會議審議(例如：

原法規規定由行政會議 審議者，授權由南大校區行政協調會議審議)。  

(一) 法規名稱修正：法規名稱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修正為「國立清

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二) 增訂適用範圍：增訂法規適用範圍為 105 學年度(含)前已取得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 

(三) 上述與學生權利義務相關之法規，於 105 學年度(含)前已取得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全數畢業後，自動失效。 

二、 檢附修正後全文及修正對照表 

修訂之法規 說明 

華語教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法規名稱及適用範圍修正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和活動施行要點 法規名稱及適用範圍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請確認本系 1061學期大學部和日夜碩班排課。 

決議：修正後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中國語文學系系務辦公室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議紀錄 
伍、 時間：106 年 5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16:30~ 

陸、 地點：會議室 

柒、 主席：陳主任淑娟                            紀錄：陳純玉 

捌、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出席老師：陳淑娟、邴尚白、林佳儀、吳貞慧、劉宜君、蔣興立、游騰達、

黃雅莉、曾美雲 

請假：丁威仁、林保全、陳惠齡(有課) 

學生代表：系學會：洪富揚 所學會：黃裕洲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序  號 第 10522次提案內容 決議事項 

提案一 

有關日碩研究生一般生梁雅晴，今

年 7 月底已屆修業年限，擬請同意

論文計畫發表和學位論文考試間隔

未達四個月，得於 4 月底論文計畫

發表和 7月申請學位考試，請討論。 

同意。 

提案二 下學年導師制度調整方案，請討論。 

106學年度導師制度調整如下：  
(一)升大二：小導師制，由各老
師分配指導的學生。(以學號單
雙數來分配 2位老師) 
(二)升大三：保全老師大導師，
由各老師分配指導學生掛名小
導師。(以學號單雙數來分配 2
位老師) 
(三)升大四：美雲老師大導師，
語文專題老師掛名小導師。 
(四)碩士班：中文組導師、華語
組導師、夜碩導師。 
(五)陸生導師和師培生導師。 

提案三 
有關新聘教師每學期得減授的鐘點
數，請討論。 

同意到校三年內的新聘教師每
學期減授 2小時。 

提案四 

本學期板書檢定計畫如同往年，擬

於 6月 1日(四)舉辦，5月 22~24日

報名，限制報名人數為 95人，計畫

如附件說明，請討論。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本系應因合校關係，修訂法規之名
稱及適用規定，請討論。   

照案通過。 

提案六 
請確認本系 1061 學期大學部和日夜
碩班排課。 

修正後通過。 



裁示：確認。 

柒、 主席報告 

一、5/1教務長陪同本席到教育部做簡報，回應教育部的審查委員關於國際生

學士學位學程之審查意見。 

二、彈薪申請 5/12截止，國科會計畫每件一分，發表在核心期刊論文每篇一

分，五年內累計超過 8點的老師即可提出申請。 

三、1052學期演講如下表，感謝各位老師的邀約及安排： 

主講人 日期 時間 主講人身分 主講題目 地點 講座 
類別 

李庭吟 2/22(三) 10:00-12:00 新北市政府職
員 

公職準備經驗分享─
如何快速上榜的祕訣 N102 職涯輔

導計畫 

蔡仁堅先生 3/6(一) 13:20~16:20 前新竹市長 
塹城風華．城南舊事 
──「竹師」及其周
邊地區的前世今生 

體健大樓
四樓視聽
教室 

國文閱
讀書寫
計畫 

周秀玉副教
授 3/9(四) 16:20~18:20 大華科技大學 不塑之客 

體健大樓
四樓視聽
教室 

系週會 

李亦舒示
範：魏伯
丞、孫顯
博、金孝
萱、趙敏如 

3/13(一) 13:20-16:20 
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京崑劇團 

戲曲舞臺的歷史敘
事：失控的春秋《齊
大非偶》 

講堂丙 職涯輔
導計畫 

陳立元博士 3/16(四) 9:00~12:00 臺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定式練習的學理與操
作技術   

板書 
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韓可龍教授
林欽惠博士 3/23(四) 13:30~16:30 德國洪堡大學

漢學系 

「談德國華語教學」
「在海外教華語—從
20位新手教師的德國
實習經驗談起」 

語言 
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蕭宇超教授 3/24(五) 10:00~12:00 政治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 華語音變十三式真訣 9205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洪淑苓教授 3/28(二) 10:00-12:00 台大中文系 
「靈感與情感-----
談現代詩的創作與欣
賞」 

講堂丙 
職涯輔

導計畫 

詹建成先生 4/6（四） 15:00~18:00 台南市關廟國
中 

教師的夢工廠──我
如何成為一位快樂的
老師 

二樓會議

室 

職涯輔

導計畫 

許俊雅教授 4/20(四) 9:00~12:00 台師大國文系 台灣日治時期作家作
品綜覽 講堂丙 

系上專

題 

張英珉 4/21(五)  
8:00-10:00 

著名編劇家 

自由式(字遊式)─給
初學者的編劇遊戲 

講堂乙 

國文閱

讀書寫

計畫 10:00-12:00 創作心得與投稿經驗
分享 

楊祖漢教授 4/27(四) 
13：20-16：

20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教
授兼文學院院
長 

開啟心學之鑰---論
從四端之心契入陽明
的「良知」 學說 

講堂丙 
國文閱
讀書寫
計畫 

盧宥錡先生 5/1(一) 10:00-12:00 奇鈴民俗扯鈴
教練 華語民俗文化 3101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黃逸旻   
執行長 5/2(二) 13:20-16:20 Arete 數位社

群行銷公司 
中文系的未來就業趨
勢 2304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楊秀芳教授 5/3（三） 10:00~12:00 台大中國文學
系 

從「小明讀書」說
起——看語法規則的
運用 

N102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廖玉蕙教授 5/4(四) 16:20~18:20 
臺灣當代散文
作家，現為大
學講座教授 

當蝴蝶款款飛走以後 
體健大樓
四樓視聽
教室 

系週會 

曹逢甫教授 

5/5(五) 

9:00~12:00 清華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教授 

語言學一日大師講座 
行政大樓
五樓第 3
會議室 

職涯輔

導計畫 洪惟仁教授 13:00~16:00 
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教授 

陳立元博士 5/31(二) 10:10-12:00 臺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詞彙學及語法學的知

識在華語教學定式練

習的運用 

N102教室 
職涯輔

導計畫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日碩研究生一般生葉音璇和丁敏雰，今年 7月底已屆修業年限，擬

請同意論文計畫發表和學位論文考試間隔未達四個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系 102.11.28第 10214次系務會決議以 4個月為論文計畫發表與

最後論文學位考試之間的時限。 

二、指導老師尚白老師表示華語組的學生葉音璇，因先前罹患憂鬱症及家中

變故，擔擱了論文進度。目前她論文的前三章已大致完成，近日便可口

考論文計畫，這學期應可完成論文。但她的修業年限僅到這學期，且已

不能再休學，勢必無法符合系上計畫及論文口考間須隔 4個月的規定。

希望老師們能夠通融破例，給她完成論文、順利畢業的機會。 

三、指導老師佳儀老師表示丁敏雰也因家中經濟壓力之故休學，擔擱了論文

進度，但已於 4/28論文計畫發表完成，預計 7月申請學位考試，完成論

文畢業。 

四、已於 line系上群組上獲半數以上老師表示同意。 

決議：同意。 

 
提案二 
案由：是否同意幼教系蔡沛歆申請 106學年度轉入本系，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原法規規定本系合校後不再招收轉系生，但為顧及學生權益和學生本
學期已用心著手選修系上課程，經副教務長多次跟教務處溝通爭取，擬由
系上審查把關，審查學生是否可以在 105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修
完學分畢業離校前(即 108學年度)，且不得要求除系規畫開設課程外增開
課程，決定是否收這位學生。 

二、檢附蔡生申請表和修讀計畫 

決議：經與會 8位老師(美雲有課先行離席)充分討論，該生申請轉本系三年級，
然其大二才開始到本系修課，大一的兩門必修課仍未修習，其修課計畫



書預計大四才要修大一的必修課，本系老師憂心該生是否能在未來兩年
如期修完所有課程，加上該生上學期在本系的修課成績並不理想，投票
表決同意招收 0票；有條件招收但降轉二年級 2票；不收 6票，決議不
同意招收蔡生。  

 
提案三 
案由：是否同意環文系吳雨潤申請 106學年度轉入本系，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原法規規定本系合校後不再招收轉系生，但為顧及學生權益和學生本
學期已用心著手選修系上課程，經副教務長多次跟教務處溝通爭取，擬由
系上審查把關，審查學生是否可以在 105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修
完學分畢業離校前(即 108學年度)，且不得要求除系規畫開設課程外增開
課程，決定是否收這位學生。 

二、檢附吳生申請表和修讀計畫 

決議：該生申請轉二年級，其一年級的必修課本學期均可修完，加上該生在本
系的課上表現積極，學習態度極佳，經與會 8位老師(美雲有課先行離席)
充分討論，投票表決同意招收 8票；不收 0票，決議招收吳生。  

 
提案四 
案由：是否同意教科系林玟萱(學號 10510525)申請本系為輔系，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06.2.20南大校區教務協調會決議，106.3.9，本學年度第 3 次教務

會議備查，決議原則上同意三停招學系不受理學士班學生申請修讀該系為

輔系、雙主修，如有個案需求，請檢附聲明書，請洽三停招學系辦公室辦

理。聲明書內容需說明修讀過程中，針對已停開課程之修讀計畫書，且不

得要求系所除規畫開設課程外增開輔系、雙主修之所有課程 

二、檢附林生申請表和修讀計畫書。 

決議：先行討論，經與會 9位老師充分討論，一致同意招收林生。 

 
提案五 
案由：是否同意本校之姐妹校外籍交換生瑞典隆德大學 Anna Catharina Lord

和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Laura Tessitore申請至本系研修，請討論。  

說明： 

一、請審查本系申請交換生生資料，並安排導師協助學生到校選課諮詢事

宜，Anna 申請 1 學期，Laura 申請 1 學年，餘在台居留證、住宿、學

生證、校園無線網和線上選課等行政作業由綜發組; 綜事組; 推廣及

國際學生組分責辦理。 

二、檢附交換生申請表、成績單、在學證明和讀書計畫書。 

決議：本系歡迎交換生到本系就讀，然此二學生所提的修課計畫皆無修本系課
程，將再與申請學生確認並詢問有關招收交換生的相關訊息和意見，若
交換生來校都沒修系上課，交換生本身覺得可以，而且校方認為並無不
妥，那就收；但若學生或校方認為無修本系課程而交換到本系並不妥，



則不收。 
 
提案六 
案由：本系應因合校關係，修訂法規之名稱及適用規定-招收輔系生辦法，請討

論。   

說明： 

一、 因應兩校整併，依據本校 105年 12月 8日清南大秘字第 1059006711 

號函，為簡化流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學生權利義務相關之法規僅修

正下列事項者，授權南大校區與原法規規定審議會議相當之會議審議(例

如：原法規規定由行政會議 審議者，授權由南大校區行政協調會議審

議)。  

(一) 法規名稱修正：法規名稱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修正為「國立清

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二) 增訂適用範圍：增訂法規適用範圍為 105 學年度(含)前已取得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 

(三) 上述與學生權利義務相關之法規，於 105 學年度(含)前已取得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全數畢業後，自動失效。 

二、 檢附修正後全文及修正對照表 

修訂之法規 說明 

招收輔系生辦法 法規名稱及適用範圍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附件 4-6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學院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施行要點及申請表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學

院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施行要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

會與藝術學院專業服務學

習活動施行要點 

配合 105年 11月 1日兩校合

併藝術學院成立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學

院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時數核定

申請表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

會與藝術學院專業服務學

習活動時數核定申請表 

配合 105年 11月 1日兩校合

併藝術學院成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實施對象：105學年度(含)

以前入學修習本校學士學位

者。 

二、實施對象：修習本校學

士學位者。 

本要點僅適用於 105 學年度

(含)以前入學之學生。 

三、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認定

方式： 

 (一)服對對象：本校師生、新

竹縣市民眾及全國市民。 

 (二)服務內容：音樂行政、藝

術行政或參與本院主辦之

藝術季等活動演出相關工

作。 

 (三)採計時數：服務每滿 20

小時可採計專業服務時數 3

小時，以此類推，最高可採

計至 9小時。 

 (四)認定方式：於每學期開學

後第四週內，向本學院提出

專業服務學習登記，並於當

學期結束前提出書面申請

表(如附件)，由院長蓋章核

定，逾期無效。 

 (五)本要點規定之專業性服

務學習活動認定限未支領

費用者。 

三、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認

定方式： 

 (一)服對對象：本校師

生、新竹縣市及全國民

眾。 

 (二)服務內容：本學院所

舉辦之公共事務活動。 

 (三)採計時數：服務每滿

20小時可採計專業服務

時數 3 小時，以此類

推，最高可採計至 9 小

時。 

 (四)認定方式：於活動一

週前，向本學院提出專

業服務學習登記，並於

當學期結束前提出書面

申請表(如附件)，由院

長蓋章核定，逾期無

效。 

 (五)本要點規定之專業性

服務學習活動認定限未

支領費用者。 

服務內容修改。 

五、本要點須經院、南大校區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施

行。 

五、本要點須經院、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施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學院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施行要點 

 105年10月5日105學年度第1次院課發會議訂定 

105年10月17日105學年度第1次校課發會議通過 

一、根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法」和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施行細則」訂

定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105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修習本校學士學位者。 

三、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認定方式： 

(一)服對對象：本校師生、新竹縣市及全國民眾。 

(二)服務內容：音樂行政、藝術行政或參與本院主辦之藝術季等活動演出相關

工作。 

(三)採計時數：服務每滿20小時可採計專業服務時數3小時，以此類推，最高

可採計至9小時。 

(四)認定方式：於活動一週前，向本學院提出專業服務學習登記，並於當學期

結束前提出書面申請表(如附件)，由院長蓋章核定，逾期無效。 

(五)本要點規定之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認定限未支領費用者。 

四、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要點須經院、南大校區教務協調會議通過後施行。



(附件)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學院 

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時數核定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 
姓

名 

 系

級 

 學

號 

 

服務內容 

起迄時間 小計 內容說明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服務心得 

專業服務學習活動照片

(3-5張)及心得(50字以上) 

 

專業服務時數核定欄 

時數核定者  核定時數          小時 

院辦公室核章  院長核章  

註： 

1.本要點規定之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認定限未支領費用者。 

2.本表若不符使用請自行增列。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紀錄 

壹、 時間：106年 4月 19日星期三 12:00 

貳、地點：第四會議室 

參、主席：蘇院長凡凌                        記錄：吳靜宜 

肆、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略 

陸、報告事項：本院配合「2017相約初夏˙竹師人返家」系列活動，擬於 4月 28日(五)上午 10:00

舉行「藝術學院揭牌儀式」，並邀請賀陳弘校長、陳惠邦校長、葉忠達院長擔任

揭牌嘉賓，敬邀各位師長一同參與。(活動流程如附件一，P.3)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訂定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並經藝設系 106年 2月 21日 105

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在案。 

        二、檢附草案及會議紀錄。(附件二，P.4)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案由二：有關「國立清華大學音樂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訂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並經音樂系 106年 2月 16日 105

學年度第 11次系務會議通過在案。 

        二、檢附草案及會議紀錄。(附件三，P.6)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案由三：有關藝設系 106學年度專門課程表(大學部、碩士班)、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

分、一專、二專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藝設系 106年 4月 11日 105學年度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檢附 106學年度專門課程表(大學部、碩士班)、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分、一專、

二專及會議紀錄。(附件四，P.8)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案由四：有關音樂系 106學年度專門課程表(大學部、碩士班)、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

分、一專、二專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音樂系 106年 4月 13日 105學年度第 13次系務會議暨第 3次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辦理。 

        二、檢附 106學年度專門課程表(大學部、碩士班)、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分、一專、



二專及會議紀錄。(附件五，P.30)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案由五：有關本院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施行要點及申請表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合校後之名稱及內容修正。 

        二、本要點僅適用於 105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修習本校學士學位者。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法規。(附件六，P.44)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送教務協調會討論。 

捌、散會(13:10)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教保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103 年 2 月 25 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 年 4月 21 日 102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 8 月 31 日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 12 月 8日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5年 2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o 月 o日 105 學年度第 4次教務協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設置宗旨 

因應幼托整合政策之實施，幼兒教育學系(以下簡稱幼教系)規劃開設「教保員

學分學程」，提供學生自由選修，藉以培育幼兒園教保員，提升學生日後就業

之競爭力。 

第三條 本學程應修三十二學分，課程科目詳見附表一。 

第四條 報名資格︰ 

本校具學籍學士生及日間碩士生欲申請本學程課程者，其上一學期操行成績學

士生須達 80 分(含)以上、研究生須達 80 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學士生須達

80分(含)以上、研究生須達 80分(含)以上。 

第五條 人數限制 

以教育部核訂本校培育教保員員額，扣除幼教系及師培中心幼教師資生員額之

餘額為限。  

第六條 審核程序︰ 

一、學生申請本學程，配合學校規定的申請時程，檢附申請書（如附表二）及

成績單向幼教系提出申請。 

二、幼教系於學分學程申請規定時間結束後，召開系務會議綜合審理申請本學

程的學生資格。 

三、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總數，若未超過預定錄取之人數上限時，經審查其申

請資格後公告錄取之。若超過預定錄取之人數上限，經審查後，依學業成

績及操行成績合計數排序擇優錄取之。 

四、申請學生中如同時包含研究生及學士生時，學士生成績總分一律加 4分後

再與研究生一起排序，總分數相同者，以操行分數排序。 

五、完成系務會議決議通過之錄取名單送教務處公告。 

附件 4-7 



第七條 專班開課人數： 

專班開課不得少於二十人，上限以五十人為原則。 

第八條 修課規定 

一、本學程不接受抵免學分申請。 

二、修讀本學程學生在獲核准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追加採認學分最高以

十五學分為限。 

三、尚未完成本學程所有修課要求而已經申請畢業之學生，以放棄修讀本學程

資格論；但自大學部畢業後於本校研究所升學者，得繼續修習本學程。 

四、大學部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習本學分學程學校需專班開課時，需繳交

學分費。其因修習本學分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在九學分以下者，

應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學分費按每學期公

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五、研究生修習本學分學程，其學分不併入畢業學分計算，惟一律需繳交學分

費。 

第九條  學程證明書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本校申請核發學分學

程證明書（如附表三）；經審核無誤並簽請院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學

程證明書（如附表四）。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教保員學分課程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選
修
別 

授課年級 
一
上 

一
下 

二
上 

二
下 

三
上 

三
下 

四
上 

四
下 

幼兒發展  3 3 必 3(3)         

幼兒觀察 2 2 必  2(2)       

特殊幼兒教育  3 3 必   3(3)      

幼兒教保概論  2 2 必 2(2)         

幼兒學習評量  2 2 必      2(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3 必   3(3)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3 必      3(3)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 2 必        2(2)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2 必     2(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2 必      2(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2 必      2(2)   

教保專業倫理  2 2 必       2(2)  

幼兒園教保實習 4 4 必       4(4)  

附表一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教保員學分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  

(所)     系(所)      年級      班 姓  

名  

學  

號  
聯絡 
電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 
辦 
人 
員 

 
系 
主 
任 

 

 

 
 

 

 

 

 

 

 

 

 

 

 

 

附表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教保員學分學程」修畢認證審查申請表 
 

申請人：               生日︰    年    月     日  學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修課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2    

  2    

  2    

  2    

  2    

  2    

＊備註：請附歷年成績表乙份（四下仍在修課程者請附四下選課單） 

 

申請順序 

１ ２ ３ ４ ５ 

幼教系辦公室 教育學院 教務處 秘書室 繳費後本申

請表請送回

開課之辦公

室 

承辦人︰ 

 

系主任︰ 

 

院長︰ 教務長︰ 校長︰ 

 

附表三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教保員學分學程證明書 
清大字第○○○○○○號 

茲有本校○○○○學系（所）學生○○○（學號：○○○○○○○○） 係

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於幼兒教育學系修習教保員學分學

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詳如下表列，特此證明。 

 

此證 

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修課學年度 

/學期 
已修畢認證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合計()學分 

 

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 （用    印）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月 ○ 日

附表四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 106年 1月 10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 本校綜合教學大樓四樓 N402室 

主   席：李主任翠玲                                     記錄：莊珮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本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合校後，如附件一 P1-P4）。 

貳、報告事項 

    （略） 

叁、討論事項 

提案四 

案由：合校後擬修正本系各法規名稱，提請討論。 

說明：先行修改 105學年度前入學學生適用之本系法規，檢附修正一覽表如附件五 P14-15。 

擬辦：經系務會議通過，送各相關單位核備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略） 

伍、散會：下午 14:00 

  

附件 4-8 



提案四 

案由：合校後擬修正本系各法規名稱，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修正一覽表如下，若有調整內容另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 

(一) 修正法規一覽表 
序號 辦法/要點名稱 說明 

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專科教室管理要點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專科教室管理要點」。 

2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師資生甄選與遞補作業要點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師資生甄選與遞補作業要點」。 

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轉系審查作業要點 

1.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轉系審查作業要

點」。 
2. 增訂第一點第一項：「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

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 

4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招收輔系生與修習辦法 

1.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招收輔系生與

修習辦法」。 
2. 增訂第一點第一項：「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

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 

5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教材教具比賽抵教材編製或

教具檢定申請辦法 

1.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材教具比賽抵

教材編製或教具檢定申請辦法」。 
2. 增訂第一條第一項：「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

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 

6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 

1.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預備研究

生甄選要點」。 
2. 增訂第一點第一項：「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

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 

7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學生取得專業職業證照補助

標準 

1.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取得專業職

業證照補助標準」。 
2. 增訂第一點第一項：「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

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 

8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學資優教

育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1.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學資優教育學分



學程設置辦法」。 
2. 增訂第一條第一項：「本辦法適用對象為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

入學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

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年 11
月 1 日後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規定更

動。」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中午 12 點 10 分 

貳、地點：南大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李代理院長安明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許禕芳 

伍、邀請周副校長說明院核心計劃。 

陸、上次會議提案及處理情形：(略) 

柒、報告事項 (略) 

 

捌、討論提案 
提案四                                                     提案單位：特教

系 
案  由：有關修正「特殊教育學系轉系審查作業要點」乙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6 年 1 月 10 日特教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依據 105 年 12 月 8 日清南大秘字第 1059006711 號書函修正法規名稱及明訂適用

範圍如下： 
(一) 修改法規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轉系審查作業要點」。 
(二) 增訂第一點第一項：「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

招生入學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106 年 1 月 10 日特教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p.47-49)。 
擬  辦：本次會議通過後，提請教務協調會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轉系審查作業要點 

101年6月5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年3月3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訂 

105年12月8日清南大秘字第1059006711號書函修正法規名稱及第1點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 

一、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105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

用至學生畢業離校。 
本要點依據本校學則第二篇第六章規定、本校轉系(所、組)辦法第三條與

本校轉學招生辦法訂定之。 

二、 轉系之學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准本系當屆招生名額的缺額額度為原則。 

三、 審查標準：修業滿一學年，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凡符合本校學則

第六章及轉系辦法之規定，均可申請轉入本系。本系將參考申請學生之前

各學期學業成績、參加活動之情況與表現，必要時需面談或口試，以擇優

錄取。 

四、 轉入本系之學生應依據轉入年級之課程標準規定修習相關課程。 

五、 轉入本系之學生若要申請學分抵免者，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之。 

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院務會議審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 4-9 
各教學單位法規修正對照表 

案

序 

提案單

位/法

規名稱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1 環文系

/ 

觀光旅

遊學分

學程計

畫書 

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觀光旅遊學分學程計畫書 

名稱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

化資源學系觀光旅遊學分學

程計畫書 

 

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與國

立清華大學

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合

併為國立清

華大學。 

三、修課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含大學

生及研究生，惟研究生

繳交學程學分費，其學

分不併入畢業學分計

算）。 

三、修課對象 

新竹教育大學在學學生

（含大學生及研究生，惟

研究生繳交學程學分

費，其學分不併入畢業學

分計算）。 

配合法規名

稱修改 

 

六、開課及選課事宜規劃 

（一）開課方式：所有課程由

本 系 或 協 同外 系 開

設，學生自行在校內選

課系統選課，學生依規

劃之學校地點上課。 

（二）申請及核可程序： 

1、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學

生需填寫國立清華大

學南大校區(原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環境

與文化資源學系「觀

光旅遊學分學程申請

表」並繳交成績單，

於學校規定時間至本

系辦理。 

2、申請修習本學程學

生，經本系系主任審

查通過其申請資格

後，送教務處公告錄

取。惟若申請超過預

定錄取人數上限時，

則依申請者學業成績

排序擇優錄取。 

六、開課及選課事宜規劃 

（一）開課方式：所有課程

由本系或協同外系開

設，學生自行在校內

選課系統選課，學生

依規劃之學校地點上

課。 

（二）申請及核可程序： 

甲、申請修習本學程之

學生需填寫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環境與

文化資源學系「觀

光旅遊學分學程申

請表」並繳交成績

單，於學校規定時

間至本系辦理。 

乙、申請修習本學程學

生，經本系系主任

審查通過其申請資

格後，送教務處公

告錄取。惟若申請

超過預定錄取人數

上限時，則依申請

者學業成績排序擇

優錄取。 

配合法規名

稱修改 

 



 

案

序 

提案單

位/法

規名稱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2 環文系

/ 

觀光旅

遊學分

學程設

置辦法 

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觀光旅遊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名稱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

化資源學系觀光旅遊學分學

程設置辦法 

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與國

立清華大學

自 105 年 11

月1日起合併

為國立清華

大學。 

第一條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一條

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學年

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

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

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各單位於105年11

月 1日後之正確名稱，依

人事室規定更動。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

設置辦法第一條規定訂定本

辦法。 

增列第一條適

用範圍 

3 英教系

/ 

專業服

務學習

時數成

績之認

定 

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專業服務學習時數成績之認

定 

名稱 

英語教學系學生專業服務學

習時數成績之認定 

法規名稱修

正 

一、依「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

區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

法」之相關規定，大學部

同學必須於在學期間累

計完成 72 小時的服務學

習課程，內含勞務學習、

專業服務學習與個人志

願服務。本辦法適用範圍

為 105 學年度前（含）已

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入學資格之學生，適用至

一、依「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

法」之相關規定，大學

部同學必須於在學期間

累計完成 72 小時的服

務學習課程，內含勞務

學習、專業服務學習與

個人志願服務。 

增列第一條

適用範圍 



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

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後

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規

定更動。 

4 特教系/ 
特殊教

育學系

招收輔

系生與

修習辦

法 

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招收輔系生與修習辦法 

名稱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招收輔系生與修習辦法 

法規名稱修

正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入

學之學生，適用至學

生畢業離校。 

 增列第一條

第一點適用

範圍 

5 特教系/ 
數學資

優教育

學分學

程設置

辦法 

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學資優

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名稱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學資優

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法規名稱修

正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

招生入學之學生，

適用至學生畢業離

校。辦法內原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各單

位於 105年 11月 1

日後之正確名稱，

依人事室規定更

動。 
 

 增列第一條

第一點適用

範圍 

 
 
 
 
 

各教學單位法規條文全文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觀光旅遊學分學程計畫書(修正後全文) 
 

99 年 3 月 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99 年 4 月 6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 年 3 月 9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2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第 2、5、6 及 7 點 

101 年 10 月 2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2、5、6 及 7 點 

本學院 101 年 12 月 5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本校 101 年 12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本校 102 年 2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 年 9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第 4 點 

104 年 9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4 點 

本學院 104 年 9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本校 104 年 11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 105 年 5 月 9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年 2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名稱、第 3 及 6 點 

 

一、設置宗旨 

為因應全球化下觀光產業快速成長的社會需求並增加學生未來就業知能，環境與

文化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規劃開設「觀光旅遊學分學程」，提供學生自由選修，

藉以培育未來優質的觀光旅遊從業人員，提升學生日後就業之競爭力。 

 

二、學程簡介 

為提昇學生之觀光旅遊專業知識與能力，本學程開設有旅遊相關基本知識課程、

旅遊導覽實務課程、以及語言能力課程。學程目標在培養當今社會中具有競爭力

的觀光旅遊專業導覽人才。 

 

三、修課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含大學生及研究生，惟研究生繳交學程學分費，其學分不併入畢

業學分計算）。 

 

四、開班名額 

各科修課下限以二十人，上限五十人為原則。 

 

五、課程規劃 

本學程共計六門課十二學分，各科課程概述請見附件一。 



 

六、開課及選課事宜規劃 

（一）開課方式：所有課程由本系或協同外系開設，學生自行在校內選課系統選

課，學生依規劃之學校地點上課。 

（二）申請及核可程序： 

1、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學生需填寫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觀光旅遊學分學程申請表」並繳交成績單，

於學校規定時間至本系辦理。 

2、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經本系系主任審查通過其申請資格後，送教務處

公告錄取。惟若申請超過預定錄取人數上限時，則依申請者學業成績排

序擇優錄取。 

七、認證 

修滿本學程十學分者，得依規定申請核發證明。 



附件一  課程概述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修 

課程概述 授課教師 

DECR 2101 

台灣歷史和地理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aiwan 

2 選修 本課程分成台灣歷史和

地理兩大部分，歷史方面，

介紹台灣歷史發展、變遷及

影響。地理方面，以區域和

地方的觀點，剖析臺灣各地

獨特的自然環境資源與民

情、風俗、產業、文化。 

江天健老師 

陳鸞鳳老師 

 

DECR 2102 

世界歷史和地理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World 

2 選修 本課程分成世界歷史和

地理兩大部分，歷史方面，

剖析人類歷史重要發展階

段。地理方面，探討世界各

大洲的自然及人文景觀,瞭

解世界局勢與經濟發展現

況、政經關係與變遷,並深入

各國,探知其民情風俗,使學

生有正確的世界觀。 

江天健老師 

陳鸞鳳老師 

DECR 3103 

觀光資源與旅遊地理 

Tourism Resource And 

Traveling Geography 

2 選修 本課程介紹觀光資源與

旅遊地理的理論、範疇、發

展及研究方法等，以環境資

源做為旅遊使用為出發，說

明旅遊資源供應和遊客行為

需求之間的關係，分析旅遊

資源受體制政策的影響，討

論旅遊資源和產業行銷與經

營管理間的互動，最後以台

灣地區遊憩活動的個案為

例，全盤地綜合瞭解與反思

台灣地區旅遊資源的現況與

未來發展。課程目標除了強

調學理上的觀光資源與旅遊

地理，亦強調生活的和感受

上的實務向度，以使同學對

於觀光資源的分析能有更深

的見地。 

倪進誠老師 

DECR 3104 

導遊實務 

Practice Tour Guide 

2 選修 本課程主要針對旅遊服

務業之旅行業管理裩則、觀

光行政法規、觀光資源概要

巫國棟老師 



(含台灣歷史與地理)、觀光

心理與行為、航空票務、兩

岸人民(含港澳)關係條例、

兩岸現況認識、導遊導覽技

巧、國際禮儀、旅遊安全及

緊急事件處理……等專業

課程重點教學、同時讓學生

能參加考試院每年舉辦之

導遊(外語或華語)證照考

試、俾使同學們畢業後多一

個職場選擇。 

DECR 3105 

領隊實務 

Practice Tour Manager   

2 選修 本課程主要針對旅遊服

務業之旅行業管理裩則、觀

光行政法規、觀光資源概要

與維護(含世界地理與歷

史)、護照與入出境條例、票

務常識、兩岸人民(港澳居

民)關係條例、領隊導覽技

巧、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

理、民法債偏旅遊專節與旅

遊定型化契約……等專業

課程重點教學、同時讓學生

能參加考試院每年舉辦之

觀光領隊(國際或華語)證照

考試、俾使同學們畢業後多

一個職場選擇。 

巫國棟老師 

DECR 3106 

觀光美語 

English for Traveling 

2 選修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to practice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traveling and 

work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or in 

the classroom. The course is 

designed with the philosophy that 

l e a r n i n g  s h o u l d  b e 

l e a r n e r - c e n t e r e d  a n d 

t a s k - o r i e n t e d .  T h a t  w i l l 

encourage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syllabus 

contains 20 units that are 

c ompo sed of t hre e pa rts - 

authentic materials, reading and 

l i s t e n i n g / s p e a k i n g . 

陳琬玫老師 

(英語教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觀光

旅遊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修正後全文) 
99 年 3 月 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99 年 4 月 6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本學院 99 年 4 月 14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本校 99 年 4 月 26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1 年 10 月 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第 3、6 及 7 條 

101 年 10 月 2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3、6 及 7 條 

本學院 101 年 12 月 5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本校 101 年 12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本校102年2月25日101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 年 9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第 5 條 

104 年 9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5 條 

本學院 104 年 9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本校104年11月30日104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105年5月9日104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2月21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正名稱及第1條 

 

第一條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一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

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

後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第二條 本學程設置宗旨 

為因應全球化下觀光產業快速成長的社會需求並增加學生未來就業知能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規劃開設「觀光旅遊學分學程」，提

供學生自由選修，藉以培育未來優質的觀光旅遊從業人員，提升學生日後就

業之競爭力。 

第三條 本學程共計六門課十二學分，課程科目詳見附表一。 

第四條 修讀資格︰凡本校學生均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第五條 人數限制︰每班選修人數人以上始得開班，上限五十人為原則。 

第六條 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學生申請本學程，配合學校規定的申請時程，檢附申請書（如附表二）

及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 

二、本系於每學年學分學程申請規定時間結束後，進行審理申請本學程的學

生資格，並將錄取名單報請教務處公告。。 

第七條  修滿本學程十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本系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如附表三）；經系審核無誤並簽請院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學程證

明書（如附表四）。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觀光旅遊學分學程課程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選
修
別 

授課年級 
一
上 

一
下 

二
上 

二
下 

三
上 

三
下 

四
上 

四
下 

DECR 2101 
台灣歷史和地理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aiwan 

2 2 選    2(2)     

DECR 2102 
世界歷史和地理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World 

2 2 選    2(2)     

DECR 3103 
觀光資源與旅遊地理 
Tourism Resource And Traveling 
Geography 

2 2 選     2(2)    

DECR 3104 
導遊實務 

Practice Tour Guide 

2 2 選     2(2)    

DECR 3105  
領隊實務 
Practice Tour Manager 

2 2 選      2(2)   

DECR3106 
觀光美語 
English for Traveling 

2 2 選      2(2)   

小計 12 12          

＊備註：修滿本學程十學分者，得依規定申請核發證明。 



附表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觀

光旅遊學分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  

(所)   系(所)      年級班 姓  

名  

學  

號  
聯絡 
電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 
辦 
人 
員 

 
系 
主任  

 



附表三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觀

光旅遊學分學程」修畢認證審查申請表 
 

申請人： 生日︰年月 日  學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年月 日 

修課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台灣歷史和地理 2    

 世界歷史和地理 2    

 觀光資源與旅遊地 

理 
2    

 導遊實務 2    

 領隊實務 2    

 觀光美語 2    

＊備註： 

1.修滿本學程十學分者，得依規定申請核發證明。 

      2.請附歷年成績表乙份（四下仍在修課程者請附四下選課單） 

 

申請順序 

１ ２ ３ ４ 

系辦公室 竹師教育學院 教務處 秘書室 

承辦人︰ 

 

系主任︰ 

 

院長︰ 教務長︰ 校長︰ 

 



附表四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學分學程證明書  

清南(○○○)學觀光字第○○○○號 
學號：○○○○○○○○○ 

學生○○○生於中國民國○○年○○月○○日 

在本校修習觀光旅遊學分學程成績及格特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此證 

校長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觀光旅遊學分學程                 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以下空白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英語教學系專業服務學習時數成績之認定 

 
99 年 5 月 4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訂定 
99 年 9 月 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99 年 10 月 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發會會議通過 
99 年 10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發會會議通過 

100 年 3 月 1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0 年 4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發會會議通過 

100 年 5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發會會議通過 
106 年 2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原名稱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專業服務學習時數成績之認定」) 
106 年 O 月 O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O 次院課發會會議通過 

 

一、 依「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法」之相

關規定，大學部同學必須於在學期間累計完成 72 小時的服務學習課程，內含勞

務學習、專業服務學習與個人志願服務。本辦法適用範圍為 105 學年度前（含）

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後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二、 本系戲劇排演課程內之「服務學習」歸類為專業服務學習。 
三、 時數及成績認定採下列方式： 

(一) 服務對象：本校各單位、本校同學、社會福利機構、各級機關或學校。 
(二) 服務內容：戲劇排演課程、協助系上辦理之相關活動(系週會、英語週、研

討會等。)、English Reading Cafe、從事英語教學服務。 
(三) 專業服務學習時數：四學年不得少於 12 小時。 
(四) 時數及成績認定方式如下： 

 
項目 可認定時數 成績評定者 
戲劇排演課程 3 小時/場(共 2 場) 授課老師 
協助系上辦理之相關活動(系
週會、英語週、研討會等。)1 

2 小時/場 系主任或負責辦理活

動之老師 

English Reading Cafe 服務 6小時採計 1小時 系主任 
從事英語教學服務 2 2 小時/次 系主任或指導老師 
註： 
1. 限未支領費用者。 
2. 學生提供服務相關證明。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招收輔系生與修習辦法 

民國 103 年 4月 8日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課發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4月 8日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3 年 9月 23 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5 年 4月 12 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發會議修訂 
民國 105 年 4月 12 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 

105年12月8日清南大秘字第1059006711號書函修正法規名稱及第1點 
106 年 1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105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用至學生

畢業離校。 

依據「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外系學生之前一學期學期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30%或總平均達80分（含四捨五

入）者，得申請修讀本系為輔系。經核定通過後，自次學期起，可修習本系之輔系課

程。 

第三條申請者應於每年5月及11月間(依學校行事曆)向教務處課務組提出申請，經所屬學系

(以下稱主學系)、本系主任及院長同意後，轉請教務長核定。 

第四條本系每學期錄取輔系學生人數以五人為原則，採隨班附讀方式修課。 

第五條選修本系為輔系者，須依下列規定修習課程： 

（一）至少選修本系特殊教育專業課程，合計20學分。 

（二）本系所開設之特殊教育導論、資賦優異教育概論、特殊教育學生評量，三門課共8學

分為必修課程。 

（三）其餘12學分限於本系開設之《共同專業》、《類組專業》或《類組選修》科目內選修，

不含《系專門共同選修》及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四）所修習學分為主學系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的外加修習學分，不得與主學系學分數

重複採計。 

（五）所修課程如包含特教師資職前教育部分課程，嗣後經甄試通過為取得特殊教育教育學

程師資生資格，得申請學分數抵免。抵免學分數以特教師資培育學程專業科目應修學

分數的四分之一為上限，抵免學分數不得與輔系學分數重覆採計。 

第六條凡選定本系為輔系之學生，其每學期學業成績，為主學系與本系課程的學分合併計算，

並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凡修滿本系輔系規定之科目且學分成績及格者，得於在校最後一學期加退選後一星期

內，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在其畢業證書得加註「特殊教育學系輔系」名稱。 

第七條之一 本辦法適用施行前選修本系為輔系之學生。 

第八條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送院課發會、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數學資優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102 年 2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特教系課程發展會議訂定 
 102 年 3 月 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特教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1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特教系課程發展會議修正 
104 年 11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特教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2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用至

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年 11月 1日後之正確名

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本學程設置宗旨為增加學生未來就業知能，理學院應用數學系與教育學院特殊教

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規劃開設「數學資優教育學分學程」，提供學生自由選修，

藉以培育未來優質的資優數學教育人員，提升學生日後就業之競爭力。 

第四條 本學程共計五門課十二學分。學分學程之課程名稱與學生所屬學系系專門之課程

名稱相同時，得以系專門或自由選修擇一採計。必、選修課程科目詳見附表一。 

第五條 修讀資格︰凡本校學生均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第六條 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學生申請本學程，配合學校規定的申請時程，大學部學生一年級下學期起，

得於每學期第十一週向本系申請修讀。通過申請後，取得次學期起學分學程

課程科目優先選課權。檢附申請書（如附表二）及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 

二、本系於每學年學分學程申請規定時間結束後，進行審理申請本學程的學生資

格，並將錄取名單報請教務處公告。 

第七條 修滿本學程十二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本系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如

附表三）；經系審核無誤並簽請院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學程證明書（如

附表四）。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數學資優教育學分學程 
課程架構(建議修課順序) 

開課 
單位 

科目名稱 
學

 

時

 

必

 

建議修課順序 

一 
上 

一 
下 

二 
上 

二 
下 

三 
上 

三 
下 

備註 

應
用
數
學
系 

APMA1111 數學導論(I)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s (I) 

3 3 必   ＊     

APMA1121 數學導論(II)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s (II) 

3 3 選    ＊   
二選一 

APMA3222 整數論 
Number Theory 

3 3 選    ＊   

特
殊
教
育
學
系 

SPED1301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SPED1170 資優教育概論) 
Introduction to Gifted Education 

2 2 必 ＊       

SPED2430 創造力教育 
Creativity Education 

2 2 選  ＊     

二選一 SPED1303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

與情意教育 
(SPED1420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 
Counseling Gifted Students 

2 2 選   ＊    

SPED4470 數學資優教育 

Education for Mathematical 
Gifted 

2 2 必     ＊  
二系 
合開 

數學資優教育學分學程課程科目： 
應用數學系開課及修課指引（共 6 學分） 
必修：數學導論(I)（3 學分） 
二選一：數學導論(II)或整數論（3 學分） 
備註：非應數系及理學院學生，應於二年級(含)以上，始得修上列課程。 
特殊教育學系開課及修課指引（共 6 學分） 
先修：資賦優異教育概論(資優教育概論)（2 學分，特一上） 
二選一：創造力教育（2 學分，特二下）或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資優

學生心理輔導)（2 學分，特二上） 
必修：數學資優教育（2 學分，特三、特四合開） 

 



附表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數學資優教育學分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   系(所)    年級班 姓名  

學號  
聯絡 
電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 
辦 
人 
員 

 
系 
主 
任 

 

 



附表三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數學資優教育學分學程」修畢認證審查申請表 

申請人：生日︰年月日學號︰ 

聯絡電話：申請日期:年月日 

修課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數學導論(I) 3    

 
數學導論(II) 
或整數論 

3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資優教育概論) 

2    

 

創造力教育或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

與情意教育(資優學

生心理輔導) 

2    

 數學資優教育 2    

      

＊備註： 
      1.修滿本學程十二學分者，得依規定申請核發證明。 
      2.請附歷年成績表乙份（四下仍在修課程者請附四下選課單） 

 
申請順序 

１ ２ ３ ４ 
應用數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系所調整 

院務中心 
教育學院 教務處 秘書室 

承辦人︰ 
 
系主任︰ 
 

承辦人︰ 
 
系主任︰ 
 

中心主任︰ 院長： 教務處︰ 校長︰ 



附表四 

 

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學分學程證明書 

      清南(一○五)學數資字第○○○一號 
學號：200000000 

學生○○○生於中國民國○○年○○月○○日 

在本校修習○○學分學程成績及格特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此證 

校長 
  

 

中 華 民 國 一 ○ ○ 年 ○ 月 ○ 日 

數學資優教育學分學程        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數學導論(I)  數學資優教育  

數學導論(II) 
或整數論  

創造力教育或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

與情意教育 (資優

學生心理輔導) 

 

資賦優異教育

概論 (資優教

育概論 
 

 以下空白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轉系審查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

學系轉系審查 
作業要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

習科技學系轉系審查作

業要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國立清

華大學自 105年 11 月 1
日起合併為國立清華大

學。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前招

生入學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

業離校。要點內原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後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

規定更動。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學則第

二篇第六章規定及本校

轉系辦法第三條訂定

之。 

依據本校105年12月8日清南

大秘字第1059006711號
函辦理。 

 

附件 4-10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轉系審查作業要點 

 
101年1月3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年3月6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 

106年2月14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 
106年3月7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年3月30日105學年度第3次教務協調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105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

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要點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105年11月1日後

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二、轉系之學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准本系當屆招生名額的缺額額度為原則。 

三、審查標準 

修業滿一學年，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凡符合本校學則第六章及轉

系辦法之規定，該學年前一學期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且在該班名次前百分

五十內，均可申請轉入本系。本系將以申請學生之前各學期學業成績較優

者優先錄取。 

四、轉入本系之學生應依據轉入年級之課程標準規定修習相關課程。 

五、轉入本系之學生若要申請學分抵免者，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之。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院務會議審議，送教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招收輔系生辦法 

97 年 03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訂定 
97 年 10 月 21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2 月 02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2 月 31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03 月 02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04 月 07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04 月 13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04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04 月 24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2 月 2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0 年 01 月 25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100 年 11 月 04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03 月 05 日 100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106 年 2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原名稱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招收輔系生辦法」) 
106 年 O 月 O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O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 105 學年度前（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適

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105年11月1日後之正確名稱，

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第二條 欲申請本系為輔系者，之前一學期學期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 20%者，且達以下

任一標準即可受理： 
一、大一下學期申請者，大一英文上學期成績達 85 分(含)以上。 
二、其他學期申請者，大一英文上下學期平均達 85 分(含)以上。 
三、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語能力檢測者(以證書或成績單為憑；相當於全民英檢中

級初試之校外英語能力檢定成績及格標準，請參考本校「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實施辦法」)。 
第三條  申請者應於每年公告日期向教務處課務組提出申請，檢附成績單一份， 
        經所屬學系(主系)及本系系主任同意，教務長核定。核准後，於次學期 
        起修習輔系課程。 
第四條 本系每年錄取輔系生人數以三十人為限，修課以隨班附讀為原則。  
第五條 選修本系為輔系者，限選修本系輔系課程科目表所列之課程，至少選修二十學分，其

餘不得抵免。 
第六條 凡選定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每學期學業成績應以其主系及本系課程與學分數合併計算，

並依照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凡修滿本系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證書應加註「英語教學系」輔

系名稱。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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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雙主修審查作業要點 

98 年 04月 07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訂定 
98 年 04 月 13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04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04月 24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0 月 29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2 月 2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0 年 01 月 25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100 年 11 月 04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2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年 03 月 05 日 100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101 年 01 月 0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0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2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年 02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105 年 05 月 2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06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07 月 11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106 年 2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原名稱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雙主修審查作業要點」) 
106 年 O 月 O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O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 105 學年度前（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適用

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後之正確名稱，

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二、 申請修讀本系雙主修，應依本校行事曆所訂之期間，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經所屬

學系(以下簡稱主學系)、本系系主任及所屬學院院長同意後，轉請教務長核定。 
三、 欲申請本系為雙主修者，之前一學期學期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 20%者，且達以下

任一標準即可受理： 
(一) 大一下學期申請者，大一英文上學期成績達 85 分(含)以上。 

(二) 其他學期申請者，大一英文上下學期平均達 85 分(含)以上。 

(三) 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語能力檢測者(以證書或成績單為憑；相當於全民英

檢中級初試之校外英語能力檢定成績及格標準，請參考本校「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實

施辦法」)。 

四、 選修本系為雙主修者，限修習本系雙主修課程科目表所列之課程，至少需修習 50 學分(含
所有必修課程)，其餘不得抵免，並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之英語能力檢

測者(以證書或成績單為憑；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之校外英語能力檢定成績及格

標準，請依本系「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實施)，始得取得雙主修資格。 
五、 本系每年錄取雙主修人數以 30人為限，修課以隨班附讀為原則，但選修雙主修及輔系課

程學生人數合計超過 15人，得獨立開班。 
六、 未修畢雙主修應修科目及學分者，其已修之科目與學分，如已修畢本系輔系應修科目學

分者得准核給輔系資格。 

七、 原修習輔系轉申請雙主修課程者，則依申請雙主修之學年度課程修習。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轉系審查作業要點 

97 年 1 月 15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訂定 
97 年 5 月 27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01月 19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3 月 11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4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 年 01 月 0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04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10 月 0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12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年 2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5 月 2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06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07 月 11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106 年 2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原名稱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轉系審查作業要點」) 
106 年 O 月 O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O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適用範圍為 105學年度前（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適用

至學生畢業離校。要點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年 11月 1日後之正確名稱，

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二、本系每年招收學生名額，以不超過教育部核准本系各年級部定名額百分之廿為原則。 
三、轉系申請時間依據教務處當年度公告時間為原則，逾期不予受理。 
四、本系轉系審查原則： 

甲、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請檢附成績單或證明文件) 
1. 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 

1. 大一下申請者，大一英文上學期成績 85 分(含)以上。 
2. 大二(含)以上申請者，大一英文上下學期成績平均 85 分(含)以上。 

2. 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語能力檢測者。(以證書或成績單為憑；相當於全

民英檢中級之其它英語能力檢定及格標準，請參考本校「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實施

辦法」。) 
3. 操行成績 82 分以上。 
4. 書面審查合格者始得參與第二階段考試，測驗時間公告於本系網頁。 

乙、 第二階段：測驗 
1. 筆試：英文閱讀(50%)及英文寫作(50%) 
2. 口試。 
3. 分數計算方式：筆試(60%)、口試(40%)，總分 100 分。 

丙、 第三階段：通知錄取 
1. 任一項測驗未達 60 分者不予錄取，總分 70 分以上者依順序錄取至公告名額，必

要時得不足額錄取。 
2. 錄取名單公告於本系首頁。 

五、轉入本系之學生應依據轉入年級之課程標準規定修習相關課程。 
六、轉入本系之學生若要申請學分抵免者，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之。 
七、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修正後全文) 

101 年 10 月 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訂定 
101 年 12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年 2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 年 5 月 9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20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年 9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0 月 22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2 月 26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 年 2 月 24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年 2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原名稱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106 年 O 月 O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O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增加學生就業與升學競爭力，特訂定本系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本辦法適用範圍為 105 學年度前（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

格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後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第二條  實施對象為本系所有學生。 
第三條  畢業前學生須通過下列任一項本系採認之英語檢定及標準(入學前通過檢定者亦得

採認)。 
 

外語檢定類別 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標準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中高級初試通過 
雅思國際英語語文測驗(IELTS) 6.0 分 
傳統多益英語測驗(TOEIC) 750 分(101 學年度以前新生參考標準) 
多益英語測驗(TOEIC) 785 分-聽力 400；閱讀 385 
托福 iBT 測驗 
(網路型態 TOEFL iBT) 聽力 21；閱讀 22 

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劍橋博思職場英語檢測(BULATS) 
The Assessment of Language Testers in 
Europe 
(ALTE) Level 3 

外語能力測驗(FLPT-English) 聽力&閱讀 195 分 
 

第四條  學生應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出具本系所採認之英語檢定及標準證明文件： 
一、通過者，檢附本辦法所採認之檢定及標準之證明文件，應填寫通過英語能力畢

業門檻標準申請表(如附表一)，並經本系審核簽章後送教務處登錄。 
二、未通過者，檢附未通過本辦法所採認之檢定及標準之證明文件，應填寫「英語

能力密集訓練」課程申請表(如附表二)，修畢並通過此 2 學分 2 小時課程者，

使得畢業。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標準申請表 

 

學 號  姓 名  

系班別  手機/電話  

 
※請勾選並提出證明文件。 

□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高級初試通過。 

□ 2. 雅思國際英語語文測驗(IELTS)：6.0 分。 

□ 3. 傳統多益英語測驗(TOEIC)：750 分。(101 學年度以前新生參考標準) 

□ 4. 多益英語測驗(TOEIC)：785 分-聽力 400；閱讀 385。 

□ 5. 托福 iBT 測驗(網路型態 TOEFL iBT)：聽力 21；閱讀 22。 

□ 6. 劍橋國際英語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 7. 劍橋博思職場英語檢測(BULATS)：ALTE Level 3。 

□ 8. 外語能力測驗(FLPT-English)：聽力&閱讀 195 分。 

註：此表請於大四上學期結束前填妥並備妥證明文件(影本)至本系提出申請。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英語教學系承辦人 英語教學系主任 註冊組承辦人 註冊組組長 

    

  

附表一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英語能力密集訓練」課程申請表 

 

學 號  姓 名  

系班別  手機/電話  

 
※請勾選並提出證明文件。 

□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高級初試通過。 

□ 2. 雅思國際英語語文測驗(IELTS)：6.0 分。 

□ 3. 傳統多益英語測驗(TOEIC)：750 分。(101 學年度以前新生參考標準) 

□ 4. 多益英語測驗(TOEIC)：785 分-聽力 400；閱讀 385。 

□ 5. 托福 iBT 測驗(網路型態 TOEFL iBT)：聽力 21；閱讀 22。 

□ 6. 劍橋國際英語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 7. 劍橋博思職場英語檢測(BULATS)：ALTE Level 3。 

□ 8. 外語能力測驗(FLPT-English)：聽力&閱讀 195 分。 

註：此表請於大四上學期結束前填妥並備妥證明文件(影本)至本系提出申請。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英語教學系承辦人 英語教學系主任 

  

 

附表二 



附件 4-12  
 

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師授課 
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修正對照表(106年3月21日)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年基 

本授課時數：教授16小時、副教 

授18小時、助理教授18小時、講 

師20小時。 

第四條  校長及專任教師兼任行 

政工作者，學期得減授時數如下：  

（一）校長免授課，若有需要，以 

每學期授課4小時為限並支

給鐘點費。  

（二）兼任副校長與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校長每學期得減授時數

6小時。 

(三) 兼任一級行政主管或副主管

每學期得減授 4小時，二級行

政主管或副主管每學期得減

授 2小時。 

(四) 兼任一級學術主管每學期得

減授 4小時，副主管每學期得

減授 2小時；二級學術主管每

學期得減授 2小時(兼任系主

任含碩士班以上者，每學期得

減授時數 3小時)，副主管每

學期得減授 1小時。 

(五）中心主任，得經院、系(所)簽

奉教務長核准，酌予減授鐘

點。 

(六）教師兼其他性質特殊業務，經

專案簽奉教務長核准者，每學

期得酌減授課時數。 

  兼任二項（含）以上行政職，且

符合減授時數規定者，得加總採

計。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全球長、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 

授課時數：教授8小時、副教授9 

小時、助理教授9小時、講師10小

時。 

第四條  校長及專任教師兼任行 

政工作者，每週得減授時數如下：  

（一）校長免授課，若有需要，以 

每週授課 4 小時為限並支

給鐘點費。  

（二）兼任副校長與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校長每週得減授時數 6

小時。 

 (三）兼任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

任、進修及推廣教育處處

長、院長、主任秘書、圖書

館館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及各二級單位組長

（主任），每週得減授時數

4小時。 

（四）兼任所長、系主任，每週得

減授時數2小時；兼任系主任

（含碩士班以上者），得減

授時數3小時。 

（五）中心主任，得經系所簽奉教

務長核准，酌予減授鐘點。 

（六）教師兼其他性質特殊業務，

經專案簽奉教務長核准

者，每週得酌減授課時數 2 

至 4 小時。 

  兼任二項（含）以上行政職，且

符合減授時數規定者，以減授時數

一、基本授課時數改

為學年計算 

二、修改行政及學術

主管減授時數，

加列副主管得減

授條文。兼任行

政職減授時數得

加總採計。 

 

 

 

 

 

 

 

 

 

 

 

 

 

 

 

 

 

 

 

 

 

 

 

 

 



圖書館館長、計通中心主任，每學

年得抵減授課學分數之上限為１３

學分。 

第五條 專任教師具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減授或獎勵時數如下，向相

關單位提出申請。 

 (一)研究發展委員會立案之計畫

主持人，每計畫案每學年得減

授鐘點2小時，其它計畫案得另

行簽奉教務長核准酌減授課時

數。每學年合計最多抵減4小

時。     

（二）主聘於獨立所之教師及每學

期於大學部或師資培育中心有

授課之教師，其指導博、碩士

班學生論文，每一博士班學生

每學期得減授時數1小時；每一

碩士班學生每學期得減授時數

0.5小時。每學年合計最多得減

授4小時。共同指導者，平均核

減之。 

 (三) 專任教師以全英語講授為主

的科目，其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反映英語授課時數達全授課時

數 60%以上者，授課鐘點得以

1.5倍計算；若教學單位另有

較嚴格限制者，從其規定(英

教系、語言中心課程，不適

用本方案)。 

教發中心專案開授課程：經

向教學發展中心申請增開

計畫並經審查通過者，於開

課試教期間以 1.5 倍核計

授課時數。 

參與磨課師計畫，於課程製

作之學年度，每 8 小時抵減

授課時數 1 小時(由教發中

心另簽處理)。 

大班授課，每班修課人數達八

最高一項作為核減依據。 

 

 

第五條 專任教師具下列情形之一

者，每週得減授時數如下，惟應於

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檢附申請書經

系所核定後，向相關單位提出申

請。  

 (一)科技部研究計畫主持人，每計

畫案每學年得減授鐘點2小

時。     

（二）進本校三年內之助理教授指

導博、碩士班學生論文而未

領論文指導費者，每一博士

班學生每週得減授時數1小

時，至多以二學年為限；每

一碩士班學生每週得減授時

數0.5小時，至多以一學年為

限。每週合計最多得減授2

小時。共同指導者，平均核

減之。 

(三）配合教育部計畫推動實驗與實

施課程期間得彈性減授鐘點：

含業師制度、創新教學設計。

申請一門課每週得減授時數 1

小時，每週合計最多得減授 2 

小時，相同科目不得重複申

請。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應

繳交成果分享至學校平台。        

（四）其他情形特殊經簽奉教務長

核可者，每週得酌減授課時數

2至4小時。前（一）至（四）

項之減授時數總計每學期至

多以4小時為限，且依上述減

授鐘點者，該學期超支鐘點時

數，需配合申請減授時數減少

相同的時數。 

 

第六條  申請計畫所須配合之課  

 

 

 

三、新增得減授或獎

勵授課時數之項

目，原第六條大

班授課獎勵納入

第五條。 

 

 

 

 

 

 

 

 

 

 

 

 

 

 

 

 

 

 

 

 

 

 

 

 

 

 

 

 

 

 

 



十人以上者，授課時數以一點五

倍核計；修課人數達一百五十人

以上者，授課時數以二倍核計。

其開設課程需事先申請，並協調

場地後方可開設。 

（四）各單位新聘教師、資深績優

教授及有特殊需要者，在不影

響教學原則下，得由系所主管

簽請院長、教務長核定，酌減

授課時數。 

第六條  專任教師每學年實際授課

時數超過基本授課時數者，得支領

超支鐘點費。超支鐘點在本校日間

部學制及校外兼課併計每週合計不

超過4小時，超授之時數視同義務授

課。 

 

第七條  本校暑期、夜間碩士在職

專班、境外專班經費以收支平衡、

自給自足為原則，鐘點另支。 

 

第八條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時數，

在各系所授課可滿足情形下，得以

導師抵減1小時。得以簽准不支領大

五實習指導教師鐘點、碩士在職專

班授課鐘點抵減時數。 

 

第九條  教師每學年抵減授課學分

數後，每學年平均授課時數不得少

於9小時。 

 

第十條  超支鐘點費於每學年課程

結束後核發。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協調會議

通過，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程每班修課人數達七十五人以上

者，授課時數以一點五倍核計；修課

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授課時數以二

倍核計。其開設課程需事先申請，並

協調場地後方可開設。超授時數不受

第六條規定限制。 

 

第七條  專任教師每週實際授課時 

數超過應授課時數者，得支領超支 

鐘點費。超支鐘點在本校日間部學 

制及校外兼課併計每週合計不超過 

4小時，超授之時數視同義務授課。 

  本校夜間碩士在職專班之鐘點時 

數另計，每週至多支領6小時。 

  暑期碩士在職專班時數另計，每 

週至多支領6學分之鐘點費，特殊情 

形者，得以專案簽准。 

 

第八條  本校境外專班經費以收支 

平衡、自給自足為原則。教師授課 

時數另計，超授時數不受第六條規定 
限制；教師鐘點費以每小時新台幣 

3000元為上限。 

 

第九條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時數 

，在各系所授課可滿足情形下，得

以導師、大五實習指導教師鐘點、

碩士在職專班授課鐘點及該學年

度第二學期後之暑期教師授課鐘

點合併計算。 

 

第十條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

時數以一學年之授課時數平均值

計算；超支鐘點費於每學年第二學

期加退選截止後統一核算支給。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鐘點採單學期

計算，每週授課時數以 4 小時為

限。惟在沒有專職之情形下，授課

 

 

 

 

四、原第七條條次往

前遞改為第六

條。並修正為專

任教師實際授課

時數超過基本授

課時數規定者，

方得支領超支鐘

點。 

五、原第七條、第八

條有關在職專班

及境外專班條文

合併為第七條。 

六、原第九條條次往

前遞改為第八

條，且擔任導師

得抵減時數修改

為 1小時，得以

簽准不支領其他

費用抵減授課時

數。 

七、新增第九條條

文，規範教師每

學年平均授課時

數。 

八、第十條修正為專

任教師超支鐘點

費於每學年課程

結束後核算發

給。 

九、兩校區兼任教師

聘任授課規定應

一致，故刪除第

十一條兼任教師

授課時數限制。 

十、原第十二條遞改



時數可調整為至多 6 小時。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為第十一條，且

修改為經教務協

調會議通過，教

務會議備查後實

施。 

 

 

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 
 

                                                   
91 年 8 月 26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93 年 12 月 6 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94 年 9 月 19 日 9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改通過  

95 年 1 月 16 日 9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2 月 27 日 9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26 日 94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9 月 25 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6 月 25 日 95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9 月 22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4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9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3月5日100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1月25日102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4月21日102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12月8日103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12.19南大教務協調會議通過、106.1.19教務會議備查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於合校過渡時期選擇以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方式計算授課時數之教師。 

第二條  本校為規範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年基本授課時數：教授16小時、副教授18小時、助理教授18小

時、講師20小時。 

依各項規定或辦法抵減後之專任教師每學期最少教授一門課（二小時）。兼任行政

工作之專任教師，或情形特殊經簽奉校長核可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校長及專任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者，每學期得減授時數如下：  

       （一）校長免授課，若有需要，以每學期授課4小時為限並支給鐘點費。  

       （二）兼任副校長與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每學期得減授時數 6小時。 

       (三) 兼任一級行政主管或副主管每學期得減授 4小時，二級行政主管或副主管每學

期得減授 2小時。 

     (四) 兼任一級學術主管每學期得減授 4小時，副主管每學期得減授 2小時；二級學

術主管每學期得減授 2小時(兼任系主任含碩士班以上者，每學期得減授時數

3小時)，副主管每學期得減授 1小時。 

（五）中心主任，得經院、系(所)簽奉教務長核准，酌予減授鐘點。 

（六）教師兼其他性質特殊業務，經專案簽奉教務長核准者，每學期得酌減授課時

數。 

兼任二項（含）以上行政職，且符合減授時數規定者，得加總採計。副校長、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全球長、圖書館館長、計通中

心主任，每學年得抵減授課學分數之上限為１３學分。 

 第五條 專任教師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授或獎勵時數如下，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請。  

（一）研究發展委員會立案之計畫主持人，每計畫案每學年得減授鐘點2小時，其它



計畫案得另行簽奉教務長核准酌減授課時數。每學年合計最多抵減4小時。     

       （二）教師每學期於大學部、師資培育中心有授課者(獨立所教師不限)，其指導博、

碩士班學生論文，每一博士班學生每學期得減授時數1小時，；每一碩士班學

生每學期得減授時數0.5小時。每學年合計最多得減授4小時。共同指導者，平

均核減之。 

(三) 專任教師以全英語講授為主的科目，其教學意見調查學生反映英語授課時數達

全授課時數60%以上者，授課鐘點得以1.5倍計算；若教學單位另有較嚴格限制

者，從其規定(英教系、語言中心課程，不適用本方案) 

教發中心專案開授課程：經向教學發展中心申請增開計畫並經審查通

過者，於開課試教期間以 1.5 倍核計授課時數。 

參與磨課師計畫，於課程製作之學年度，每 8 小時抵減授課 

時數 1 小時(由教發中心另簽處理) 

大班授課，每班修課人數達八十人以上者，授課時數以一點五倍核計；修課人

數達一百五十人以上者，授課時數以二倍核計。其開設課程需事先申請，並協調

場地後方可開設。 

（四）各單位新聘教師、資深績優教授及有特殊需要者，在不影響教學原則下，得

由系所主管簽請院長、教務長核定。 

第六條  專任教師每學年實際授課時數超過基本授課時數者，得支領超支鐘點費。超支鐘點

在本校日間部學制及校外兼課併計每週合計不超過4小時，超授之時數視同義務授

課。 

第七條  本校暑期、夜間碩士在職專班、境外專班經費以收支平衡、自給自足為原則，鐘點

另支。 

第八條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時數，在各系所授課可滿足情形下，得以導師抵減1小時。得以簽

准不支領大五實習指導教師鐘點、碩士在職專班授課鐘點抵減授課時數。 

第九條  教師每學年抵減授課學分數後，每學年平均授課時數不得少於9小時。 

第十條  超支鐘點費於每學年課程結束後核發。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協調會議通過，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附件 16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點 

（草案） 

105 年 12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2 月 1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本校南大校區教務協調會議通過 

106 年 3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協助本校尚未取得或已部分取得教保專

業知能學分之學生取得教保員資格，特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保專業知能

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係指依「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

學程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規定學分且成績及格，經學校發給

學分證明，並取得本校畢業證書者，始認定具教保員資格。105(含)學年度前至少修習 41

學分，106(含)學年度起至少修習 32 學分。 

三、本要點為本校碩士生和轉學生修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或本校大學部學生跨校修課時，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和教保員資格認定之原則。 

四、依據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規定如下： 

幼兒園教育專業課程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各大學應採認師資生依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

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規定取得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

抵免學分，該師資生免再修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一百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依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取得教保員資格（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

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者，得檢具其於取

得教保員資格期間修習之科目及學分證明，依各大學抵免相關規定辦理。 

五、依「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第四條規定，

學分抵免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及學分數符合附表規定者，予以認定。 

（二）科目名稱符合附表所定科目名稱，其學分數少於附表規定者，得以二科目以上並

列，審核其課程大綱；課程重點相符者，予以認定。 

（三）科目名稱符合附表所定相似科目名稱，其學分數不少於附表規定者，應審查其課

程大綱；課程重點相符者，予以認定。 

（四）科目名稱符合附表所定相似科目名稱，其學分數少於附表規定者，得以二科目以

上並列，審核其課程大綱；課程重點相符者，予以認定。 

上述學分不得以碩士班相近科目充抵。 

教務處
文字方塊
附件5



六、以外校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時，本系僅採認通過教育部認可通過、具備培育幼

兒園教保員資格之校系開設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始得抵免，且抵免之上限為教保

員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規定之二分之一。105(含)學年度前至多抵免 21 學分，106(含)學年

度起至多抵免 16 學分。 

七、學分抵免之申請，應於入學當年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理完成。 

八、自 104 學年起，非經審認通過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及教師授課之學分(含轉學生及推

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不得採認抵免為教保專業之能課程學分。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

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及有關規章辦理。 

十、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 
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105(含) 
學年度前 

106(含) 
學年度起 

幼兒發展 
幼兒發展與保育、兒童發展、兒童發展與保育、嬰幼兒發展與

評估、兒童發展與輔導、人類發展、幼兒發展與學習。 6 3 

幼兒觀察 
幼兒行為觀察、兒童行為觀察、嬰幼兒行為觀察與紀錄、行為

觀察與紀錄、兒童行為觀察與紀錄、嬰幼兒發展與行為觀察、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兒童行為觀察與評量、嬰幼兒行為觀察。 
3 2 

特殊幼兒

教育 

特殊幼兒教保服務、特殊兒童教育、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

殊幼兒心理與教育、嬰幼兒特殊教育概論、特殊教育導論、特

殊需求幼兒發展、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殊教育、特殊兒童

心理與教學、特殊兒童心理學。 

3 3 

幼兒教保

概論 
幼兒教育概論、兒童教保概論、嬰幼兒教保概論、教保概論、

嬰幼兒教保理論與實務。 3 2 

幼兒學習

評量 

幼兒評量與輔導、幼兒發展與學習評量、幼兒發展測驗與評

量、幼兒適性發展評量與應用、兒童評量、兒童學習評量、嬰

幼兒發展與學習評量、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3 2 

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

程設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幼兒園活動設計、幼兒園教保活動設計、嬰

幼兒課程設計、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教保活動設計、教

保課程模式、幼兒教育課程、幼兒教育課程設計、教保課程與

活動設計、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作、教保課程與教學、教保

課程理論基礎。 

3 3 

幼兒健康

與安全 

幼兒健康教育、嬰幼兒健康與安全、嬰幼兒照護、兒童健康照

顧、兒童健康與安全、嬰幼兒健康評估、嬰幼兒保健、嬰幼兒

保育、嬰幼兒疾病與照護、嬰幼兒疾病預防與護理。 
3 3 

幼兒園、家

庭與社區 

親職教育、親職教育方案規劃與評估、親師合作與溝通、親職

教育方案設計、家庭與親職、親職教育與實務、親師關係與溝

通、親職教育研究。 
3 2 

幼兒園課

室經營 

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班級經營、幼兒活動室經營、幼兒園活

動室經營、幼保班級經營與管理、嬰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課

室管理、幼兒園班級經營與環境規劃。 
3 2 

幼兒園教

材教法Ⅰ 
（包括幼兒

教保活動六

大課程領域）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材教法與實習。 

2 2 

幼兒園教

材教法Ⅱ 
（包括幼兒

教保活動六

大課程領域）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材教法與實習。 

2 2 

教保專業

倫理 

教保人員專業倫理、幼保人員專業發展、幼保人員專業倫理、

專業倫理、幼兒保育專業倫理、嬰幼兒教保專業倫理、教保人

員專業成長與倫理。 
3 2 

幼兒園教 教保機構實習、嬰幼兒保育實習、幼兒園教學實習、嬰幼兒教 4 4 



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105(含) 
學年度前 

106(含) 
學年度起 

保實習 保實習、教保活動設計實習、教保專業實習、教保實習。 

 
 



附件 6 

105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3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    點：綜二館 8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戴念華教務長 
出席人員：（詳簽名單）                                        記錄：林嘉怡 

壹、報告事項 

一、專題報告：客製化學習規劃、勞作服務轉型及課程彈性議題。（報告人：周懷

樸副校長）–附件 1 

（一）勞作服務轉型服務學習，內容、場域多元化：研議規定時數改為多學期累計，

例如行政服務、環境美化、協助辦理研討會、國際師生接待等等皆可納入時

數計算，或者開放校外勞作/服務學習（例如支援社區中小學生課輔），並將

沿襲現有作法，校外服務單位與內容須經過審核。未來並將研擬修訂相關辦

法。 

（二）南大校區首頁校園入口網設有「服務學習徵才查詢專區」，目前使用率不高，

建議承辦單位能運用本專區公告服務學習相關資訊。（會後南大校區職涯發

展及就業服務組補充：本專區原為提供南大校區各系所登錄求才平臺，但目

前各系所使用機率極低，將再加強系所宣導。另校外服務學習機會皆於南大

校區首頁及學生社群網公告周知。） 

二、專題報告：考入本校前 20 名高中之學生在校學習情形。（報告人：學習評鑑中

心林世昌主任）–附件 2 

（一）建議區分領域（文、理組）進一步分析；臺大、中山等校有類似研究，建議

可比對參考。 

（二）建議畢業生問卷公開問項，惟公開內容需謹慎。 

（三）依據本報告，建議各學系甄選新生時應儘量多面向考量，勿侷限於明星高中

迷思。 

三、教務處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戴念華教務長）–附

件 3 

（一）105 學年度畢業典禮預訂 6 月 4 日（週日）於大禮堂舉行，上午 9:30~12:30
為研究生場次（包含南大校區研究生），晚上 7:00~9:00 為校本部大學部場

次；南大校區大學部場次另於下午時段在南大校區辦理。 

（二）105 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量，各系級單位應於 4 月 15 日前完成初審，院級單位

應於 5 月 15 日前完成複審。 



（三）校長獎學金：105 學年度博士班新生獲獎人數逾 3 成（新生共 206 位、66 位

獲獎），其中逕博獲獎生每人每月可獲新臺幣 2.5 萬元（前 3 年由學校提供

1.5 萬元、其他由系所與指導教授提供；第 4 年由院系所及指導教授提供）。 

（四）本校 105 學年度學士班修讀雙主修、輔系或雙專長人數佔全校學士班總人數

23.32%，比例高於國內其他大學，配合跨領域、雙/多專長愈趨重要，未來將

持續推動學生跨領域學習。 

（五）2017 年清華紫荊季預定 4 月 29 日（週六）於本校校友體育館舉行，今年特

別商請各系社團擺攤增加至 40 個攤位（含南大校區 10 攤；往年約 20 攤），

希望增加招生宣傳之效。 

（六）106 學年度新增招生管道： 

1、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原身心障礙學生聯合甄選招生持續辦理（名額不變、時程

在單招之前，直接由試務委員會分發予各校名單），惟單招採多元適性方式甄選、

不可指定招收身心障礙學生類別（聯合招生為筆試甄選、可指定學生類別），並由

招生策略中心代審。以上兩種方式下一（107）學年度將請各系選擇。 

2、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法律領域）。 

（七）106 學年度陸生研究所招生申請，教育部核定博士班 22 名、碩士班 80 名（去年核

定博、碩士班 19 名、93 名）。之前申請招收陸生博士生共 22 系所，因此第一階段

將分配 22 系所有報名者，各 1 名博士生，有未用名額將視各系所報名情形再作分

配。 

（八）106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繁星及個人申請作業刻正進行中，請各系（學士班）

務必確認網頁運作正常，以利招生。 

（九）106 學年度招生策略中心除進行特殊選才、身心障礙學生單招、旭日招生（甲、

乙、丙組）及清華學院學士班丁組（不分系招生-創新領導）甄選，並協助各

學系僑生及港澳單招、海外聯招個人申請、外籍生申請入學之代審。其中僑

生招生邀請本校具僑生身份教師協助審查，提供各僑居地相關資訊，有效選

入優質僑生。 

（十）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校開課總數約 1900 多門，加退選校區選修申請 97 筆，

校際選修申請 810 筆。105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分別在所屬校區系統

中選課，可能因無法瀏覽另一校區課程，使校區選修申請數仍低，請各系協

助宣導。 

（十一）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 

1、問項：「整體綜合意見：1.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表現優異」得分計算：≧4.5
分者共計 458 位教師、698 門課；< 3.0 分者共計 7 位教師、8 門課。（滿分 5
分） 

2、10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決議，教師可自行決定是否公布 105 學年度起之個

人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過往一律不公開）。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教師總筆

數 1906 筆，目前同意開放 82 筆，系統仍持續開放中，請各位老師支持，未來

亦將積極宣導。 



（十二）自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擴大辦理「教學助理評量計畫」，除教學助理自

主申請報名外，針對大一基礎必修及通識課程教學助理全面實施評量；該

學期共計 383 名教學助理參與評量計畫，經傑出教學助理遴選委員會初複

審後，決選出 8 名傑出教學助理。 

（十三）本校榮獲 2016 年中國大學 MOOC「優秀組織獎」（138 校取 21 校），計

財系林哲群教授、中文系楊佳嫻教授於去年開設 652 門課程選課人數排名

為第 8 名與第 9 名，殊為難得。 

（十四）本校「高三放心學」雲端教室除提供微積分、普物、普化等基礎課程，去

年開始開放通識課程供高三學生/本校準大學生修習（校內選課結束後若有

空額），今年更與國內 10 所大學合作，使各校準大學生就近修課，通過測

驗之後可抵免學分。 

（十五）華語中心華語密集班通過教育部評鑑後首次於 3 月 1 日開課（3 個月一期），

主要招收對象為境外學生，目前有 9 人報名（6 人即開班）。希望可藉此

增加外籍生。 

（十六）105 學年度春季班舊生國際學生獎學金錄取名單已公告於推廣教育中心網

頁，約 70％博士生得獲A類獎學金（免學雜、學分費及每月新臺幣 1萬元），

其餘博士生得獲 B 類獎學金（免學雜、學分費）。 

（十七）學評中心研擬「雇主進用清大社會新鮮人（畢業 5 年內）問卷」於 2 月 10
日上線施測，並預計在校園徵才博覽會活動中進行紙本問卷發放，期望能

了解掌握業界之期待與觀點。另之前已完成之「雇主對清大畢業生就業職

能滿意度調查」，調查結果及分析將於下次教務會議報告。 

（十八）臺北月涵堂目前已提供科管院上課使用，希望未來對於月涵堂進行美化與

整理，如各單位有開課、說明會等需求亦可考量運用。 

四、清華學院語言中心與寫作中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

戴念華教務長）–附件 4 

（一）語言中心第 36 期外語進修班（非學分班）於 2 月 13 日正式開課，本學期開

設英、日、韓、法、德、西語課程，共計 36 班。各系在招生宣傳時可告知學

生及家長，方便有需要的學生可修習第二外語；另學生如需要更進階的外語

課程，亦可考慮申請成為政治大學交換生（與本校有簽約）。 

五、106 年 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南大校區教務協調會議通過議案，送教務會

議備查。（報告人：李清福副教務長）–附件 5、5-1～5-6 

（一）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刪除學生曠課退學相關

規定，惟南大校區學生線上請假系統有助於老師追蹤、輔導學生學習情況，

將延續使用。 

（二）學生代表提問：若學生線上請假系統有助於老師追蹤、輔導學生學習情況，

這樣優良的機制是否應該校本部也應跟進使用？ 



李清福副教務長：點名制度與請假系統的維護與存廢，非本會議之職權討論

範圍，請於學務處相關會議中提案討論。 

貳、確認 105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附件 6 

決議：無異議通過。 

學生代表提問：有關臨時動議討論南大校區「綠色創意生活產業學院」相關，對於

當初有申請學程，現因學程規劃不良、無法繼續開課而無課可修之學生，是否有

損其學習權益（無法如預期取得修習學程證書）？另「日後規劃新學程及課程」

是指未來將重新開設綠色創意生活產業學院嗎?若非，該學程起初規劃設置即有瑕

疵，未來是否會有同樣問題發生的可能性？ 
李清福副教務長： 
一、該學程之課程停開並非學程規劃不良，而是教育部對本學程的補助至 105 年

12 月截止，因此相關教師研議停止原有課群，原竹教大學生可修習新學程。 
二、合校後，南大校區所有學分學程只適用於原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含）

前入學的學生，當該年度學生畢業後，原學分學程將全部停開。106 學年度

起各系將重新開設新制學分學程，提供全校學生選讀（含 105 學年度前入學

學生）。 
三、未來規劃之學分學程皆為 15 學分，學生可考量原系所之課業負擔及生涯規劃

後進行選修，選課人數達學校規定後即行開課。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歷史所修正「中等學校-歷史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附件 7 

說明： 

（一）依「國立清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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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點｣規定，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須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有鑑於近幾年本校歷史科相關系所陸續增開課程，為不影響及維護師資

生的修課規劃及權益，故向教育部申請一覽表內容修正，將近年各相關

系所開設之課程增列於「中等學校—歷史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 

（三）本案業經歷史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師培中心 106
年 2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中等教程會議審議通過。 

（四）補正計畫書請參閱附件 7。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新訂本校「學士班客製化學習要點」，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清華學

院學士班）- 附件 8 

說明： 

（一）為協助本校特殊才能學生可依其才能客製化學程，以符合自主、彈性及

跨領域原則，達成適性發展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清華學院學士班特殊才能學生，其他學系同學採「如

有情況特殊者，學生得檢具說明送請教務長審核」。 

（三）每一申請案均須經導師及學系(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後，送至專為該申請

案組成之指導委員會審核申請資格、課程內容與學位授予名稱等。學生

所修課程應有一定比例之課程屬於某一專業領域，畢業學分總數不得少

於 128 學分。 

（四）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檢附本要點全文（草案）如附件 8。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其他建議：本要點初步限用於特殊選才管道入學之特殊才能學生，試行 1、2 個

個案後將執行成果送教務會議報告，再研議是否擴大辦理。 

 

三、案由：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9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 年 1 月 16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60000877J 號函，復本校申

請辦理 106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之核定結果，修正本校學

則第 2、5、7、12、17、19、20、33 及 50 條條文，增訂學士後第二專長

學士學位學程相關規定。 

（二）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提送校務會報、校發會、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

教育部備查。 

（三）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9。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案由：本校「學程設置原則」第 2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 附件 10 

說明： 

（一）配合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第 5 條規定：「校課程委員會職責：

五、審議跨院系學分學程課程。」提出修正。 

（二）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0。 

決議：無異議通過。 



國立清華大學學程設置原則第 2 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各學程之設置由相

關教學單位擬訂其設置宗

旨、課程規劃、完成學程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及修讀

學程相關規定，經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並提教務會

議核備後公布實施，學程

變更時亦同。 

第二條  各學程之設置由相

關教學單位擬訂其設置宗

旨、課程規劃、完成學程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及修讀

學程相關規定，經教務會

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學程

變更時亦同。 

配合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

法規定第 5 條規定：「校課程

委員會職責：五、審議跨院

系學分學程課程」提出修正。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 時 45 分）。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大綱【SPOC】          

                                                    <1050112 版> 

科號  組別  學分  2 人數限制 120 

上課時間 T7T8  

 

教室 教育館 310 

科目中文名稱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  

 科目英文名稱 Eco-system and Global Changes  

 
任課教師 王俊秀  

 擋修科目  擋修分數  

請勾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分比） 

Percentage 

▇ 
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s & communication  
20%  

 

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能力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  

▇ 
科學思維與反思 

Scientific thinking & reflection  
20%  

 

藝術與人文涵養 

Aesthetic & humanistic literacy  %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a literacy  %  

▇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60%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附件7-1



一、課程說明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如果地球文明是 24 小時,人類約在 23 小時 59 分的時候出現,只

花不到 15 秒,就將「地球火爐」的火加大到近乎失控的地 步,因而

創造了一個稱之為「全球變遷」的名詞,害球害人,已趨向共死的方

向。在此地球文明的轉捩點上,全球變遷需要 變遷全球,轉變才是永

遠的不變,這些共生與共善的轉變包括典範轉移、結構轉變與制度轉

型,這些轉變呼應永續發展同心 圓的脈絡:環境/生態、社會/文化與

經濟/科技三者的共轉,即三者由三圓分立、三圓交集到三圓同心。  

傳統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國民生產毛額(GNP),在看不見的手之下,

產生了諸多外部性、社會成本或「富裕中的貧窮」現象, 其中也成

為踐踏環境看不見的腳,因此 GNP 也被稱之為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大抵此種單視野發展不會有環境友善的考量, 特別是地球

環境所產生的生態服務價值未被列入價格中,無價居然成為兩者的

分水嶺,當環境價值對上經濟的價格時,一路 敗北,產生出今日瀕危

地球的成績單。共生的格局方能決定地球的結局,GNP 成長典範已

無法與地球共生,有必要轉變成如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的幸福典範,創造「地球如家」的幸福結構,包括自然資本、文化資

本、社會資本的納入。 思想上由人類中心主義轉變到生態中心主

義,包括「像山海一樣思考」的生態哲學觀,行動實踐上由全球化轉

變為在地化, 在生活上推動能與地球共生的綠領與野孩子運動等,

包括土地友善耕種、低碳食物旅程、社區發電廠、山海守望產業、

生態 創意產業等,並進而串連在地全球化(glocalized)沒有國界的三

生有幸鏈:生活、生產與生態共生的幸福鏈。  

環境社會學主張環境破壞三大家為:國家、資本家與住家,國家領土

的概念將環境視為內政問題,正是加劇全球變遷問題的 主因之一,

地球才是唯一的生命共同體,顯然聯合國也無能為力,United Nations 

因而被戲稱為 United Nothing。雖然世界上 超過 200 個國家,就環

境主權而言,許多國家都不能稱之為獨立自主國家,以台灣為例,糧食

主權、能源主權及碳主權皆無 法自主,生態足跡超過自己的國土數

倍。許多國家與跨國企業正在進行內部與外部的環境殖民,不但生態

與生靈塗碳,環境 難民與氣候難民也已成為主流難民了。此外,人類

社會中一些地球不友善的文化,例如進補文化,扭曲了生物多樣性,有

違 共生原則。  

雖然號稱:環境是向後代子孫暫借的,而不是繼承自祖先,但這一代所

作的選擇卻違反永續發展,讓下一世代的福祉備受威 脅,解鈴人還

需繫鈴人,人類必需從謙卑改變起,展開與地球共生的新典範,自覺:

人不是由天降臨的神,而是由地上站起 的爬蟲類,全球變遷急需變

遷全球,人類你準備好了嗎。  



本課程為清大的向度二核心通識課程:以前述之「永續發展同心圓」

為主要理論基礎,致力於由人類中心主義轉移到生態中 心主義,探

索以環境/生態為主軸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科技發展。由於通識課程

有別於專業課程的「垂直取向」,其「平行取向 重廣度與科際整合

與對話,因此將會展開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也將讓本課

程與同學的專業作對話。課程內容包 括四大項: 影像通識、經典通

識、田野通識、論壇通識。  

二、課程能力 

先成為人（，再成為公民（關心地球），後成為士農工商 

永續發展論述力（同時考量環境、社會與經濟）、抓地力（在地社區及校

園的環境行動力）、守望力 

 

二、指定用書 

 八選二  

1. 看守台灣譯 (World Watch Institute 編著)  2016 世界現況,台北: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  

2. 中國 21 世紀議程管理中心,中美可持續發展中心譯(William 

McDonough, Michael Braungarte 共著)  2008 從搖籃到搖籃:綠色

經濟的設計提案,台北:野人出版社。 

 3. 張木屯譯(Jeffrey M. Smith 著)  2012 欺騙的種子,台北:臉譜出

板社。  

4. 孟磊、江慧儀 2011 向大自然學設計:樸門 Permaculture.啟發綠

生活的無限可能,台北:新自然主義  

5. 王惟芬譯（Kirstin Dow、Thomas E. Downing著），2012，氣候

變遷地圖，台北：聯經 

6. 王念慈,吳煒聲,黃馨如合譯 (Peter Wadhams)，2017，消失中

的北極，台北：采實文化 

7. 陳正芬譯 (Naomi Oreskes ,Erik M. Conway )，2016，西方文

明的崩潰：氣候變遷，人類會有，怎樣的未來?台北：經濟新潮社 

8. 畢馨云譯（Gernot Wagner,Martin L. Weitzman著），2016氣候

危機大預警：熱地球的經濟麻煩與世界公民的風險對策，大寫出版

社 

 

 

 



三、參考書籍 

葉俊榮等 2003 永續台灣向前指,台北:詹氏書局。  

蕭新煌等 2003 永續台灣 2011,台北:天下。  

楊憲宏等譯 2001 濒危的地球,台北:雙月。  

王俊秀 1999 全球變遷與變遷全球:環境社會學的視野,台北:巨流。 

王俊秀 2001 環境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2012 人民財團與信託社會,台北:巨流。  

黃書禮 1994 "生態經濟觀之永繽都市一因應全球變遷之地方性行

動", 環保科技通訊,6(5): 7-11  

葉俊榮 1995 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之衝攀研究,台北:環保署。 

蕭新煌 1986 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台北:圓神。  

李永平譯 (Morgan, Marlo 著) 1995 曠野的聲音,台北:智庫文化 

拉夫爾 施里達斯(夏塑保等譯) 1995 我們的家園一地球,台北:北京 

金桓鑣譯(Smil,Vaclav 著) 1990 惡地一中國大陸環境大剖析,台北:

牛頓  

蔡伸章譯(eys,ken 著) 1993 猴子啟示錄,台北:桂冠 費張心漪譯

(Leopold, Aldo 著) 1987 砂地郡曆誌,台北:新環境  

中野孝次(李永熾譯) 1995 清貧思想,台北:張老師文化  

福田克已(翁秀緩譯) 1992 我是生活者,台北:主婦聯盟  

曹定人譯(Ashby, Eric 著) 1988 人對自然的和解,台北:十竹  

岩根邦雄(生活者日語讀書會譯) 1995 從 329 瓶牛奶開始,台北:主

婦聯盟  

季靜宜譯(DurreU, Gerald 著) 1995 現代方舟 25 年,台北:大樹  

林俊義譯 1990 搶救地球的五十簡則 , 台北 : 時報文化  

何沙崙譯 (Ophuls, William 著)  1981 生態學與匱乏政治學,台北 : 

華泰  

宋尚倫譯 (Cmmoner, Barry 著) 1975 環境的危機 , 台北 : 巨流  

方勝雄譯 (Simonnet, D 著)  1989 生態主張,台北 : 遠流  



蕭代基譯 (Aderson, Terry 著) 1995 由相剋到相生 , 台北 : 巨流 

 紐先鍾譯 1974 只有一個地球 , 台北 :正中 朱 

岑樓 、 胡薇麗譯 1974 成長的極限 , 台北 : 巨流  

廖名鴿譯 1981 公害與你 , 台北 : 時報  

金桓鑣譯 (Lovelock,.J. E. 著) 1994 蓋婭: 大地之母, 台北 : 天下 

 任克譯 (Hsu, Kenneth 著) 1992 大滅絕 , 台北 : 天下  

林和譯 (Gleick, James 著) 1991 混沌 , 台北 : 天下  

程樹德譯 (Gould, Stephen Jay 著) 1995 達爾文大震撼 , 台北 : 天

下  

四、教學方式 

1. 行動饗宴 (A movable Feast): 學「問」、批判性思考、團隊合作 

2. 智識與洞識:讓知識與概念成為智慧,並有機會化為行動。 

3. 結合磨課師、遠距教學(9次)與面授(9次)。磨課師的每單元 15 分

鐘。 

4. 本課程已執行過磨課師,以 72 變、18 般武藝為架構。  

5. 組成學習家族,規劃與執行行動期末考:全球思考、在地實踐,培力

環境/生態公民。 

6. 開設臉書社群,促進課程相關討論。利用其打卡機制,進行校園守

望之設計。  

五、教學進度 

（敬請詳列十八週課程內容：含主題、內容說明，越詳細越佳） 

週次 
週單元名稱 

＠為實體上課，九週。 
內容綱要 

1＠ 開課白 

課程宗旨、架構、社會契約、

評分方式、三件客、學習家

族、行動期末考制度 

2＠ 學習家族分組與討論 
不同院 7 人一組，有組名、組

長 

3＠ 環境個案分享與討論 
每位上網找相關個案，說明其

永續度 



4 

1. 地球為家的生態體系 

2. 生態體系的動態均衡 

3. 地球的生態服務 

4. 可持續發展同心圓 

5. 生存排出與奢侈排出 

6. 社會性溫室氣體 

7. 變遷全球的思潮 

8. 由搖籃到搖籃 

網課開場介紹，全球環境面臨

的處境，溫室效應、環境生態

鏈與食物鏈改變、國家糧食短

缺等的問題，而校園/人類又

該如何面對與參與。 

 

（網授 8 單元，各 15 分鐘，

共 2 小時，下同） 

5 

9. 由 GNP 到 GNH 

10. 由人定勝天到天人合一 

11. 由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
中心主義 

12. 由自然權至自然的權利 

13. 由「以自然為奴」至「以
自然為師」 

14. 由經濟資本至自然資本 

15. 由三生至三淨 

16. 由「國家信託」至「國民
信託」 

簡述生態足跡（ ecological 

footprint）並傳統衡量「環境

涵容能力」的方法「顛覆」。

生態足跡用來衡量每一個人

所使用的土地面積，而非每一

單位面積可支持多少人。 

6＠ 

模擬地球高峰會：各代表動

物、植物、山岳、海洋等，

針對議題，展開討論 

自然的權利 

生態 12 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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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由「形式疆界」到「操作
疆界」 

18. 文化行李:風水風水(重

往生淨土，輕在生淨土) 

19. 文化行李:進補文化(扭

曲生物多樣性) 

20. 國民信託運動(national  

trust)與人民財團 

簡述環境影響評估(EIA)制度

簡說，由台灣的島嶼與社經特

色，分析社會影響環境所造成

的評估。 



21. 外債換取自然運動(debt 

for the nature) 

22. 環境正義運動
(environmental justice) 

23. 生態智慧財產權運動
(ecological wisdom PR) 

24. 環境自治體運動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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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共同購買運動：合作運動
(COOP movement) 

26. 自然的權利運動(rights  

of the nature) 

27. 環境會計運動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28. 數位化環境主義運動   

(Digital 

Environmentalism) 

29. 向大自然學設計：樸門思
想與行動 

30. 看不見的腳 

31. 社會性物質循環 

32. 生態女性主義 

藉由同學選擇一個與環境、環

保相關的小議題在清華與交

通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內容不

需太過複雜，可能的調查題目

像是：校園單位面積內樹木的

數量、校園單位面積內的垃圾

桶數量、行政處室的冷氣溫

度、隨機檢查垃圾桶內資源回

收的成效、校狗的數量等等，

可以多發揮創意隨意發揮！  

 9＠ 

期中考:行動規劃包括:行動意

識、個案探討、行動設計、預

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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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民訴訟 

34. 環境正義條款 

35. 寂靜的春天與卡森女士 

36. 西雅圖酋長的啟示 

37. 地球實驗室 

精挑八本（選 2）自然與社會

科學相關書籍，藉由同學分組

報告，除簡述書中概念之外，

亦須延伸台灣面臨現況，再與

王俊秀老師交流、回饋。 



38. 失竊的未來 

39. 世界守望報告 

40. IPCC 與京都議定書 

11＠ 

論壇: 含讀書報告、作業分享、 

分組討論 
 

12 

41. 地球高峰會 

42. 小島聯盟與海平面上升 

43. 海鮮文化與海洋生態 

44. 失去山林的孩子 

45. 綠市集運動與糧食主權 

46. 碳主權與碳交易 

47. 能源主權與能源民主 

48. 人民發電廠運動 

 

竹蜻蜓綠市集，由清華大學王

俊秀教授發起，每月兩次於清

大成功湖畔舉行，呈現在地農

夫產品與環保團體理念推

廣，訴求自然健康、友善環

境、當生命遇上生命，讓同學

能親自走一遭，並理解一個農

友與產品的故事。 

13 

49. 生活環境主義 

50. 聯合國 CSD:永續發展

委員會 

51. 綠色學校聯盟 

52. 生態創意產業 

53. 丹麥 Index  的社會設

計 

54. 第三部門的生態培力 

55. 歐盟的全球變遷對應措
施 

56. 北極熊的哀歌 

讓成功湖不再失敗，恢 

復生態力，也恢復清水的校園

文化（划船等） 

14@ 
影像通識:影片觀賞及分組討

論   脫口罩，找藍天 

15 
57. 生態分區（ecological  

zoning） 

這學期另一主要脈絡－綠色

畢業典禮。顛覆傳統畢業典禮

形式，將以綠市集的蔬果花束



58. 企業生態長：EMBA 

59. 永續校園：綠色畢業典禮 

60. 岡貝黑猩猩保育 50 年 

61. 哥倫比亞大學的小地球 

62. 千里步道 

63. 主婦聯盟 

64. E-8:環境衝擊八大國 

代替傳統花束，也對傳統花束

做一有利用之回收，將生態的

創意結合畢典，提供同學另一

不同人生轉折的思考。 

16 

65. E-7:環境教育七國 

66. 低碳食物旅程 

67. 綠領（Green Collar）的

生活方式 

68. 公民科學的守望 

69. 企業、校園與社區的社會
責任（CSR） 

70. 環保是最好的經濟:Eco 

71. 公共財：公益是最好的私
益 

72. 共生：生物與文化多樣性 

 

本學期主要脈絡之一－由同

學親自拍攝紀錄短片，在第一

次期末報告作發表，除觀看影

片外，亦由同學們分享拍攝觀

點、目的與過程，藉此更接近

生活的校園與校園周遭事物。 

17@ 

行動期末考包括:行動意識、個

案探討、行動設計與執行、成

果討論、分工表、反思與建議 

 

找相關老師2-3人一起以建築

系評圖方式評行動期末考 

18@ 
行動期末考之分組報告  

 

 

 

六、成績考核 

清楚羅列考評方式，避免模糊不清。 

舉例：「課堂參與 20％」，太過模糊，應清楚說明如何獲得此 20％，例如：

出席 10％、課堂發言 10％。 

通識課程課程評分共識為出席率需低於 10%。 

 

1. 評分標準:讀書報告(20%)、網上作業與討論(20%)、分組(學習家

族)行動期末考期中企劃(20%)、分組(學習家族 行動期末考之期末

報告(40%)、其他自我舉證(含筆記,外加)  



  個人讀書報告(20%):指定用書中選兩本,提出兩頁的讀

書報告,內容含摘要、三個關鍵論點、三個個案、應用 於在

地行動。   

  個人網上作業與討論(20%):課程單元中,四次作業,提

出印象深刻者之回應、每個作業 500 字,亦作為網上與 臉書

社群討論之材料。   

  分組期中企劃(20%):行動期末考之規劃包括:行動意

識、個案探討、行動設計、預期成果。   

  分組期末報告(40%):行動期末考包括:行動意識、個案

探討、行動設計與執行、成果討論、分工表、反思與建  議。 

  

  其他自我舉證(含筆記、額外行動與社會參與,外加)   

 2.「社會契約」:沒有永遠的教室,只有無盡的學習。 

 3. 月亮有圓缺,分數有高低(常態分布) 。  

 4. 學習家族:組織式學習(合作學習),不搭便車(free rider) 。   

 

七、講義位址 

    htt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7411697283352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74116972833522/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大綱【SPOC】          

                                                    <1050112版> 

科號  組別  學分  2 人數限制 90 

上課時間 週二第 3, 4節 教室 教育館 311 

科目中文名稱 共善的社會設計 (SPOC課程) 

 科目英文名稱 Social Design for the Common Good  

 

 

 

Social Design for the Common Good  

 

任課教師 王俊秀 

擋修科目 無 擋修分數 無 

請勾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分比） 

Percentage 

▇ 
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s & communication  
20%  

 

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能力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  

 

科學思維與反思 

Scientific thinking & reflection  %  

▇ 
藝術與人文涵養 

Aesthetic & humanistic literacy  
30%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a literacy  %  

▇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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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說明 

 

1.陳述課程宗旨、目標：應有總體、清晰的說明。 

2.課程能帶給學生什麼知識、能力。 

 設計並非只有色計（藝術與產品設計），更應該有社計（社會設
計）：促進培力、參與、超越、合作、對話，建構共善與幸福循

環。 

 傳統設計重產品，但常未考慮環境、社會，以致造成社會成本，形
同犯罪，例如 VW 的避污檢測設計、咖啡膠囊等，社會設計接續

此種反省，由獨善往共善方向邁進。 

 以永續發展同心圓與 Fun Theory為理論基礎，次以跨領域與團隊合

作學習為基調，後以社會設計來促進共善：環境（生態）、社會

（文化）、經濟（科技）與制度一起好（共善），一起合作找幸福。

過程中社會成員（學習者、市民）在有趣、簡單的參與中改變了行

為，促成由下而上的典範轉移，累積社會資本，達到共學、共樂

（享）與共善的目標。 

 本課程主張：看到限制，作到圓滿，因此讓學習者看到並認知到限
制：弱勢社會、風險社會、永續社會、銀髮社會等，再探索世界上

相關個案（含國內已拍攝完成者），學習社會設計的 impact 與方

法， 為弱勢社會、風險社會、永續社會、銀髮社會而設計，促成

共善的社會變遷。 

 學習者預期學到社會設計論述的知識及實踐的能力（社區與校園的
社會設計行動），並自許為社會設計師。可習得社會設計力（社計

力）：跨域力、合作力、想像力、反思力。 

 

二、指定用書 
Whiteley, Nigel (游萬來等譯)，2014，為社會而設計，台北:聯經  

 

三、參考書籍 

太刀川英輔，2011, 2014, 2016，OLIVE，311東北版、東京版、熊本

版，日本地震自救、互救維基百科。 

Jegu, Franqois and EzioManzini, 2009，Collaborative Services: Social 

Innovation and 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Milan: Poli Design 

胡哲生等，2013，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台北：自然主義 

社企流，2014，社企力，台北：果力文化 

社企流，2016，讓改變成真：台灣社會創新關鍵報告，台北：聯經 

社企流  http://www.seinsights.asia 

INDEX  http://designtoimprovelife.dk 

World Design Impact Prize  

http://www.graphiccompetitions.com/jump.php?contest=world-design-

impact-prize-2015-2016 

 

 

四、教學方式 

 Share Course  每一個案課程單元包括: 1. 共善講壇：個案代表的共

善論述（因為你們，其它部門也一起好，大家一起好）以及社會設

計論述（為弱勢、限制、不友善、障礙、風險、永續而設計）。2. 

共善田野壇（現場微記錄影片）: 個案共善亮點（一起好的部門、

項目、族群、客戶），採公民記者報導型態。3. 共善論壇: 主持

http://www.seinsights.asia/
http://designtoimprovelife.dk/
http://www.graphiccompetitions.com/jump.php?contest=world-design-impact-prize-2015-2016
http://www.graphiccompetitions.com/jump.php?contest=world-design-impact-prize-2015-2016


人、個案其他代表、共善關係人（ 3-5人）：共善分享（現身說

法）、如何促進共善深度、廣度與高度的社會設計。 

 本課程在磨課師階段，有結合 TED，將成為補充教材。 

 10堂面授課程，為促進跨領域對話與學習，將不同院的每五位學習

者分成一組，論述、規劃與實踐社會設計的行動期末考。學習家族

也是讀書會，除指定書藉外，依該家族的行動期末考內容，會有自

選書籍。 

 期末報告使成發表會型式，佈展也是學習的一部分。每組成果並上
傳公視 PEOPO，社會設計分享社會。 

五、教學進度 

（敬請詳列十八週課程內容：含主題、內容說明，越詳細越佳） 

週

次 

授課內容(＠為面授) 

課程主題 

@為實體上課，共 9週 
課程內容(教材/學習活動) 

課堂/

面授 

非同

步線

上 

1 開課白＠ 課程簡介與上課方式與作業  @  

2 共學與共善＠ 學習家族分組 @  

3 
永續發展同心圓與

Fun Theory＠ 

You Tube: Fun Theory 系列影片討論 

校園的社會設計：下課用溜滑梯 

新竹動物園動物市民身分證 

清華人的歷史現場：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  共 

（共善度討論：環境、社會、經濟） 

@  

4 永續發展與共善社會 

永續發展、共善社會與社會設計的理念， 

環境、社會與經濟的相互加持，以 1+1+1 

1>3的設計理念來討論共善度。 

 @ 

5 

社會設計的理念 社會設計的理念論述，包括促進社會參 

與的設計、促進社會變遷的設計、為 

90%而設計、為弱勢設會而設計 

 @ 

6 小農與土地友善社會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由菜藍自 

覺而起的生態女性主義運動，採用共同 

契作、食安檢測、環境友善耕作、食農教 

育、中小學午餐，共有 64000名合作社社 

員，一起合作找幸福：環境、社會、經濟 

的共善。 

 @ 

7 銀髮友善社會 
雙連安養中心：連結醫療、信仰、家庭、 

終生學習、生命故事田野、橘色善念設計。 
 @ 

8 為弱勢社會的設計@ 

丹麥 Index 的組織介紹，歷年分類 

（身體、居家、工作、社區、學習、人氣） 

得獎的社會設計理念與行動。 

 (竹蜻蜓綠市集參訪) 

@  

9 友善培力社會 

竹夢少年：中輟生如何被培力，包括教養 

與專業（美容師），擴大共善關係圈，再 

造共善循環。 

 @ 

10 期中考：行動規劃＠ 

共善行動之設計規劃與討論 

為遊民社會而設計：遊民成遊俠、人家成 

家人 

@  

11 身心障礙者友善社會 多扶接送：在復康巴士與救護車之間看到  @ 



限制，開啟了溫馨接送情的社會企業，搶 

回身心障礙者失去的生活權，嘉惠更多的 

共善關係人，特別是家人。 

12 公平貿易社會 

生態綠：彰顯出生態保育是最好的經濟發 

展與社會發展，每一項公平貿易的後面都 

有一段共善的故事。 

 @ 

13 共善論述＠ 
為風險社會而設計（太刀川英輔） 

個䅁之社會設計討論 
@  

14  小農與土地友善社會 

綠農之家（屏東環保聯盟、彩虹餐廳）： 

號召土地友善耕作 200公頃之小農，連結 

支持家庭，每週一箱菜，再用其食材開了 

兩家彩虹餐廳，餐廳樓上設立太陽能公民 

發電廠，自主發電。 

 @ 

15 共善論述＠ 個䅁之社會設計討論 @  

16 共善行動＠ 社會設計思考，在地共善行動  @ 

17  行動期末考＠ 分組共善行動的報告與討論 @  

18 行動期末考＠ 分組共善行動的報告與討論 @  

次數小計 9  9 
 

六、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20％：自帶筷子是共善的開始，因此採用筷子點名（人筷

一體），15分為點名分（9堂面授課抽點三次），未請假四次未到，

本課程以零分計。其他 5分為課堂內主動參與程度（分 5, 3, 0三

級） 

 小作業 30%：八個個案心得報告 24分（0-3分），讀書報告 6分。 

 分組社會設計行動期中考之規劃（ppt）15%：包括設計思考意識、

文獻與個案探討、規劃策略與步驟、預期成果（Social Impact, 共

善度,共善關係人） 

 分組社會設計行動期末考之規劃（ppt＋word檔）35%：延續期中

考的脈絡，預期成果（Social Impact, 共善度,共善關係人）轉成實

踐成果，外加討論與建議、個人感想、佈展、PEOPO 發表。 

 為處理分組搭便車的不公平事宜，本課程有組間互評與組內互評之
機制。 

 另有自我舉證，被認為有學習企圖心者，額外給分。 

 

七、講義位址 

    http:// 

南不倒學堂（共善的社會設計） FB 

https://www.facebook.com/SDforSD/ 

 

 

https://www.facebook.com/SDforSD/


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大綱 

 

科號 GE 組別  學分  2 人數限制 60 

上課時間 T78 教室 314 

科目中文名稱 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 

科目英文名稱 Understanding and Rethinking Media 

 
任課教師 翁曉玲 

備註 

本課程不接受第二次退選。 

18 小時線上課程 

18 小時教室課程 

擋修分數 
已修過「通訊傳播產業、政策與

法令」，不得再修本課程。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請勾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分比） 

Percentage 

 
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s & communication  
20%  

 
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能力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25%  

 
科學思維與反思 

Scientific thinking & reflection  
%  

 
藝術與人文涵養 

Aesthetic & humanistic literacy  
%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a literacy  

30
%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25%  

※以上各欄資料由程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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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說明 

 傳播媒體影響人民生活甚鉅，不僅是人們重要的資訊來源，更扮演著引領社會文化發展，

和監督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角色。近年來，隨著數位科技快速發展，過去分別提供服務的傳

播、通訊和網路科技，如今已能相互整合，提供多元服務；新興網路媒體型態，改變了閱聽

大眾的消費習慣，也改變了傳媒產業生態。面對數位新時代，傳播媒體的意義、功能與角色

逐漸產生了質變，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到了必須重新檢視的時刻。由於過去政治因素

的影響，台灣傳媒產業環境本有其特殊性，近年來受到全球化、數位化和網路化的影響，更

面臨了許多問題與挑戰。身為資訊社會之公民，每個人都應關注與探究當前通訊傳媒問題，

並思考相應解決之道。本課程之目標有二，一方面期使學生對台灣通訊傳播產業、實務運作

與政策法令有所初步認識與理解，另一方面則是經由觀察與討論傳媒問題，提升學生的媒體

素養與識讀能力，進而成為一個善用傳媒並具批判思考能力的閱聽眾。 

 

貳、課程內容與進度 

本課程內容重點如下： 

一、 傳播媒體發展歷程與產業環境 

二、 傳播媒體與民主政治 

三、 傳媒產業結構與內容表現 

四、 傳媒公共化與數位化 

五、 傳媒與消費者保護 

六、 傳媒監理與治理 

七、 通訊傳媒觀察與改造提案 

 

本課程暫訂進度 ─ 將視實際上課週數、學生人數調整課程進度 

週次 單元主題 課程內容 閱讀材料 

1 

 

課程說明 

（教室上課） 

說明上課內容、方式與規則 

 

 

2 主題一： 

認識媒體 

 

1-1 媒體的意涵 

1-2 媒體的興起與變遷 

1-3 媒體的功能與任務 

1-4 媒體與社會制度的關聯 

印製講義 

M. DeFleur/E. Dennis, 大眾傳播概

論，第 2 章～第 8 章。 

Schramm，程之行譯，大眾傳播的責



1-5 台灣媒體產業市場概況 

1-6 台灣通訊產業市場概況 

任， 第五章：大眾傳播的四種理論 

3 主題二： 

媒體自由、界限與

責任 

（媒體是無冕

王，還是痞子

王？） 

 

2-1 媒體的憲法上地位 

2-2 媒體自由的範圍 

2-3 媒體自由的界限與案例介紹 

2-4 媒體的責任 

 

McQuail，大眾傳播理論，第 7 章，媒

介與社會的規範理論 

釋字 364 號解釋─媒體近用權 

釋字 509 號解釋─媒體誹謗除罪化？ 

釋字 689 號解釋─新聞記者跟追免

罰？ 

4 

 

課堂討論 

（教室上課） 

主題一、二影片發問與互動

討論（面授） 

 

討論議題例如： 

1. 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差異為何？ 

2. 狗仔記者跟追採訪行為應否管制？ 

5 主題三： 

媒體與政治 

（媒體可以有顏

色嗎） 

 

3-1 媒體與政治的糾葛 

3-2 媒體與選舉 

3-3 戒嚴時期的台灣媒體環境 

3-4 解嚴後的台灣媒體環境 

3-5 黨政軍控制與退出媒體歷程 

3-6 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的產業

影響與適法性疑慮 

台灣傳媒再解構，卓越基金會編，第 1

章：台灣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 

台灣傳媒再解構，卓越基金會編， 第

3 章：電視服務產業的流變（陳炳宏） 

台灣傳媒再解構，卓越基金會編，第 4

章，黨政軍退出媒體之後？無線電視

所有權的演變與規範（洪貞玲）。 

6 主題四：媒體內容

與製播要求 

（媒體需要品管

嗎？） 

 

 

4-1 媒體內容重要性 

4-2 台灣媒體內容亂象與產業困

境 

4-3 媒體內容製播政策 

4-4 不當內容管理 

4-5 新媒體內容規管問題 

4-6 提升節目品質 

自製講義 

NCC 兒少通訊傳播權益白皮書 

卓越基金會編，台灣傳媒再解構，第 5

章；台灣電視節目品質 

7 

 

課堂討論 

（教室上課） 

主題三、四影片發問與互動

討論（面授） 

討論議題，例如： 

1. 台灣電視重播率過高問題應否規



 
範？ 

2. 網路影音內容，例如直播、OTT 平

台上的影音，應否納管？ 

 

8 

 

主題五：媒體與廣

告 

（新聞/節目，多

少錢？） 

 

5-1 媒體與廣告的共生關係 

5-2 媒體廣告製播規範與限制 

5-3 間接廣告的源起與發展 

5-4 廣告規範鬆綁的適切性：贊

助、置入性行銷 

5-5 政府宣傳 vs. 置入性行銷 

5-6 網路媒體廣告解析 

 

 

Bettig & Lynn Hall, 大媒體的金權遊

戲，第 5、6 章：新聞與廣告，廣告侵

入。 

吳浩銘等著，媒體生病了，第 3 章：

新聞怎麼賣。 

 

9 

 

課堂討論 

（教室上課） 

主題五發問與互動討論（面

授） 

討論議題例如： 

1. 政府應否利用媒體作政令宣導？ 

2. 偶像劇「16 個夏天」置入「HTC 手

機」與民視本土劇「風水世家」置

入「可口可樂」，在內容呈現與法

律評價上有何不同？ 

10 主題六：媒體市場

力 

（誰控制了總開

關？） 

 

 

 

6-1 媒體產業特性與對社會影響 

6-2 國際媒體集團介紹 

6-3 媒體集中化成因 

6-4 媒體集中化疑慮 

6-5 台灣媒體集中化情形 

6-6 台灣媒體併購案例介紹 

6-7 媒體集中化的防制 

自製講義 

紀錄片：梅鐸的醜聞 

Bettig & Lynn Hall, 大媒體的金權遊

戲，第 2 章：媒體併購熱 

吳浩銘等著，媒體生病了，第 2 章：

台灣媒體集團 



課堂討論 

（教室上課） 

 

1. 觀賞紀錄片：梅鐸的醜聞 

2. 探討英國「新聞集團」的市

場規模、媒體風格與對英國

政經、社會的影響力 

11 

 

主題七：媒體公共

化與公共媒體 

(我們需要公共電

視嗎？) 

 

7-1 公共廣電媒體的起源與發展 

7-2 公共電視的理念與功能 

7-3 我國廣電媒體公共化歷程 

7-4 公廣集團電視台介紹 

7-5 台灣公共媒體的困境 

7-6 公共媒體的願景 

 

馮建三，傳媒公共性與市場，第 7 章、

第 18 章。 

豐盛中的匱乏：傳播政策的反思與重

構，媒改社編，第 1 章：我國公視的

演進；困境與前進 

12 

 

課堂討論 

（教室上課） 

主題六、七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

論（面授） 

議題討論，例如： 

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與對媒體產業和

社會之影響 

台灣公共電視與 NHK、BBC 的比較 

13 主題八： 

通訊傳播與閱聽

眾保護 

 

8-1 被報導者權益保護 

1. 更正權 

2. 回覆權 

3. 一般法律責任 

8-2 一般閱聽眾權益保護 

1. 檢舉申訴機制 

(1) 平面媒體 

(2) 廣電媒體 

(3) 網路媒體 

2. 內容分級制度 

8-3 訂戶權益保護 

 

自製講義 

NCC 兒少通訊傳播權益白皮書。 

NCC 104 年度通訊申訴案件報告 



14 主題九： 

媒體治理 

（誰來監督媒

體？） 

 

 

 

 

9-1 媒體治理概說 

9-2 通訊傳播監理機制─分流或

匯流 

9-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成立

與定位 

9-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職權與

運作 

9-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監理政

策 

9-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困境 

9-7 媒體自律 

翁曉玲，獨立機關之組織及運作探

討，收錄於「獨立機關運作之回顧與

前瞻」一書。 

卓越基金會編，台灣傳媒再解構，第

15 章：邁向媒體自律 

釋字 613 號解釋 

15 課堂討論 主題八、九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

（面授） 

討論議題，例如： 

卡通「航海王」、「蠟筆小新」，該是普

級、還是保護級？ 

NCC 是獨立機關嗎？ 

16 通訊傳媒觀察與

改造提案 

同學分組報告  

17 媒體觀察與改造

提案 

同學分組報告  

18 期末考試   

 

參、授課方式 

 本課程共有九個單元主題，修課同學須線上觀賞教學影片（配合磨課師（moocs）教學），

平均觀賞兩週單元課程影片之後將安排 9～10 週次的教室課堂討論，實際了解同學們的學習

狀況與觀賞心得，經由互動討論與補充說明，期讓同學們對課程內容有更進一步了解。另外，

本課程亦要求同學們撰寫個人作業報告與分組報告。個人作業報告係指由老師指定題目撰寫

作業報告，例如觀賞紀錄片心得、簡答題作業、媒體時事議題心得感想等。分組報告則是由

各組同學，提出一個媒體觀察及改造的提案，就觀察當前媒體環境與問題現象之後，提出一

個研究主題，除分析問題發生的緣由外，更須進一步思考如何改進和提出相關建議，以提升

同學們對媒體議題的觀察、思考與論述能力。 

 



肆、指定用書 

自製講義與提供部分閱讀材料（如大綱所示） 

 

伍、參考用書與文獻 

通訊傳播法規 

NCC 兒少通訊傳播權益白皮書。 

鄭瑞成等著，解構廣電媒體，1993，中央圖書出版。 

劉幼俐（主編），電訊傳播，2004，雙葉書廊。 

卓越新聞基金會主編，台灣傳媒再解構，2009, 巨流出版。 

馮建三，傳媒公共性與市場，2012, 巨流出版.  

媒改社/劉昌德主編，豐盛中的匱乏：傳播政策的反思與重構，2012, 巨流出版。 

吳浩銘/林采昀，媒體生病了，2013，巨流出版。 

翁曉玲，獨立機關之組織及運作探討，2010，收錄於「獨立機關運作之回顧與前瞻」一書。 

Schramm 著，程之行譯，大眾傳播的責任，1991，遠流出版。 

Napoli, Philip M. (2001) Foundations of Communications Policy: Principles and Process in the 

Regulation of Electronic Media. 邊明道、陳心懿〈譯〉，傳播政策基本原理：電子媒體管制的原

則， 2005，揚智出版社。 

Peter Steven 著，孫憶南譯，全球媒體時代 ─ 霸權與抵抗，2006, 書林出版。 

C. Edwin Baker 著，馮建三譯，傳媒、市場與民主，2008，巨流出版。 

Denis Mcquail 著，陳芸芸、劉慧雯譯，大眾傳播理論，2011，偉伯文化出版。 

DeFleru/Dennis 著，王筱璇/勤淑瑩合譯，大眾傳播概論，2005，雙葉書廊。 

Ronald V. Bettig & Jeanne Lynn Hall 著，鄭百雅譯，大媒體的金權遊戲：為什麼有權力的人都想

要搞媒體？，2013, 漫遊者文化出版。 

Schmidt/Cohen 著，吳家恆等譯，數位新時代，2013，遠流出版 

Tim Wu（吳修銘）著，周佳欣等譯，誰控制了總開關？，2013，行人文化實驗室出版，台北。 

Glenn Greenwald(格林華德)，政府正在監控你: 史諾登揭密全球稜鏡計畫，2014，時報出版。 

 

陸、成績評定 

成績計分方式原則如下： 

1. 個人報告成績：15％ 

2. 分組報告成績：30% 

3. 期末考試成績：45％ 



4. 出席和平時表現成績（包括影片瀏覽記錄）：10％。 

5. 上課無故缺席三次，學期成績為不及格。 

6. 前揭成績計分方式，會視同學整體學習和考試成績狀況，而作微幅調整，教授保留最

終決定權。 

 

柒、講義與討論區位址：學校 iLMS 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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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填表說明： 

1. 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6 條，各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擬具教學計畫，送課程相關委員會

研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且應公告於網路上供查詢。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課程教學計畫連結網址，請填入教育部「大學校院課程網」或「技職校院課程

網」之「課程大綱」欄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才予以備查。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開課期間：＿106＿學年度＿01＿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壹、 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財務決策分析 

2.  課程英文名稱 Financial Decision Analysis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林哲群 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時數 2小時  (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0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附件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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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

必填）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740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740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本課程由最基礎的財務報表、比率分析開始，讓學生明瞭最實

用的財務知識，進而引領學生瞭解公司的內部治理與投資決

策，並結合當下時事培養學生對金融議題的敏感度。藉由網路

大規模的學習，幫助大量學員們瞭解財務報表、風險、權益成

本…等金融財務知識，並提升金融知識的水準，進而瞭解相關

時事議題。此外，透過網路的幫忙，幫助學員們學習不間斷，

隨時隨地都能提升財務知識的水準。 

 

二  適合修習對象 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課程開始與說明 面授 

2 財務報表 I 遠距教學 

3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 面授 

4 財務報表 II 遠距教學 

5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 面授 

6 財務規劃及營運資金管理 遠距教學 

7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 面授 

8 公司評價 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面授 

10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 面授 

11 投資策略 I 遠距教學 

12 投資策略 II 遠距教學 

13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 面授 

14 企業併購 遠距教學 

15 財務專題 I 遠距教學 

16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 面授 

17 財務專題 II 遠距教學 

18 期末考 面授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V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V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V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V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18小時 



 4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V 個人資料 

□V 課程資訊 

□V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V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V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V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V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V 學習資訊 

□V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V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1. E-mail：chclin@mx.nthu.edu.tw 

2. 教室面授時間：每週四第 5,6節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V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V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八  成績評量方式 期中考 30 %、期末考 40 %、報告 20% 、出席表現 10 % 

九  上課注意事項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

教學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

通過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

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請填入教育部「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或「技專院校課程資源網」之「課程大綱」

欄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開課期間：＿106＿學年度＿01＿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 

1.  課程名稱 計算神經科學 

2.  課程英文名稱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羅中泉 副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時數 1(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5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附件 2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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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

189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

189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人類大腦包含 860 億顆神經元以及上千倍數量的連結，堪稱是宇宙中

最複雜的物質。為了研究大腦的運作，理論科學家們建構了許多數學描

述與電腦模型來解釋神經科學實驗結果，希望能發展出神經系統運作

的基本理論。本課程從細胞膜與離子通道出發，到單一神經細胞，神經

細胞網路，乃至於大腦，介紹各個尺度上的理論與模型。本課程適合理

工學院研究生以及大學部三年級以上之學生，亦適合主修生命科學並

擁有良好普通物理與普通微積分基礎的學生。 

二  適合修習對象 研究所或大學部高年級學生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1. Membrane potential and Nernst 

equation 

2. Leaky integrate-and-fire model 

 V  

2 Discussion, Q&A V   

3 
1. Synapses & channels 

2. Hodgkin-Huxley model 
 V  

4 Discussion, Q&A V   

5 Signal propagation in single neurons  V  

6 Neural network simulators  V  

7 Discussion, Q&A V   

8 期中考 V   

9 
1. Stability 

2. Bifurcation 

3. Matrix analysis and linear algebra 

 V  

10 Discussion, Q&A V   

11 

1. Firing rate model and small 

networks 

2. Stability in two-dimensional 

systems 

3. Recurrent network 

 V  

12 
1. Memory. 

2. Oscillation 

3. Synaptic plasticity 

 V  

13 Discussion Q&A V   

14 
1. Hebbian learning 

2. Unsupervised learning 

3. Classical conditioning 

 V  

15 Discussion Q&A V   

16 
1. Operant conditioning 

2. Decision making 
 V  

17 Discussion Q&A V   



18 期末考 V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18＿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18＿小時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V 個人資料 

□V 課程資訊 

□V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V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V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V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V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V 學習資訊 

□V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V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1. E-mail：cclo@mx.nthu.edu.tw 

2. 教室面授時間：週二第七八節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V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V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八  成績評量方式 線上作業 20%、課堂期中考 30%、課堂期末考 30%、課堂互動與討論 

2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第 1 學期新開課程課程大綱 

科號  LSSN5153 組別 00 學分  2 人數限制 0 

修課年級 

■ 大學部  2  年級以上 

■ 碩士班一年級以上(含博士班) 

■ 碩士班二年級以上(含博士班) 

上課時間 WbWc 教室 LS II 生二 526 

科目中文名稱 動物行為特論一 

科目英文名稱 Special Topics on Animal Behavior I 

任課教師 郭崇涵 

擋修科目 無 擋修分數 無 

※下列各欄由任課教師提供※ 

一、課程說明 

Animal behavior is the study of why and how animal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study can be approached 

from multiple levels, including genetic, neurobiological, 

ecological or clinical perspective.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recent 

scientific findings in all these fields. 

二、指定用書 
Animal behavior : mechanisms, ecology, evolution. [Lee C 

Drickamer; Stephen H Vessey; Elizabeth M Jakob] 

三、參考書籍 

Selected papers from high profile journals such as Cell, Science, 

Nature, Nature Genetics, Nature Neuroscience, Neuron, Nature 

Communication, PNAS, PLOS Biology, Current Biology, etc. 

四、教學方式 
Al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all assigned chapters and papers 

and then participate in classroom discussion. 

五、教學進度 

Schedule: 

Week 1~4: Introduction  

Week 5~6: Ethology 

Week 7~10: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Week 11~13: Gene and Behaviors 

Week 14~18: Behavioral Disorders in human 

六、成績考核 
Class performance: 35%. Assigned presentation: 45%. 

Attendance: 20%. 

七、講義位址 

    http:// 
iLMS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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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第 1 學期新開課程課程大綱 

科號  LSSN5751 組別 00 學分  3 人數限制 12 

修課年級 

■ 大學部 四  年級以上 

■ 碩士班一年級以上(含博士班) 

□ 碩士班二年級以上(含博士班) 

上課時間 F2F3F4 教室 生二 213 

科目中文名稱 神經心理藥物學 

科目英文名稱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任課教師 張鈞惠 

擋修科目  擋修分數  

 

 

※下列各欄由任課教師提供※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將介紹神經心理藥物學的基本知識，研究方法，及最

新文獻討論。 

二、指定用書 
Psychopharmacology: Drugs, the Brain, and Behavior (2nd 

edition)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老師授課，課堂討論，學生報告 

五、教學進度 

1. Principles of Pharmacology 

2. Methods of Research in Psychophrmacology 

3. Catecholoamines/Serotonin 

4. Acetylcholine/Glutamate and GABA 

5. Drug Abuse and Addiction 

6. Alcohol 

7. The Opioids 

8. Psychomotor Stimulants: Cocaine and the Amphetamines 

9. Nicotine and Caffeine 

10. Marijuana and the Cannabinoids 

11. Hallucinogens, PCP, and Ketamine 

12. Inhalants, GHB, and Anabolic-Androgenic Steriods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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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nvironmental Neurotoxic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14. Anxiety Disorders: Sedative-Hypnotic and Anxiolytic Drugs 

15. Affective Disorders: Antidepressants and Mood Stabilizers 

16. Schizophrenia: Antipsychotic Drugs 

17.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六、成績考核 期中考試，課堂討論參與，口頭報告，學期書面報告 

七、講義位址 

    http:// 
lms.nthu.edu.tw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

教學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

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請填入教育部「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或「技專院校課程資源網」之「課程大綱」欄

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開課期間：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機器學習理論 

2.  課程英文名稱 Machine Learning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國立清華大學       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周志遠副教授及阮大成博士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時數 3小時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2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yXUGdqMbB5QTAEEH3d

iCQxjybbuUw6Qi3dqFu7O6Hw/edit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yXUGdqMbB5QTAEEH3d

iCQxjybbuUw6Qi3dqFu7O6Hw/edit 

http://ace.moe.edu.tw/
教務處
文字方塊
附件8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This course aims at equipping students with the theory foundation and the best 
practice (as well as applications) of machine learning. The course contains four 
major parts:  

1. Theory foundation and algorithms of machine learning 
2.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ep learning 
3. Semester-long projects 

4. Paper presentation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 graduate-level studen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in the methodologies, technologies, mathematics and algorithms 
currently required by people who do research in machine learning. After attend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 have a solid grasp on machine learning 
theories, (b) earn hands-on experience in using machine learning for real-world 
problems, (c)  be capable of catching up the latest machine learning literatures 
and trends. 

The lectures will be provided in Mandarin, and most of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materials will be in English. The materials and directions of this course are 
tentative and subject to change. 

二  適合修習對象 EECS博士生、碩士生，大學部須先修習以下科目 

• Linear algebra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 Calculus 
• Algorithms 
• Programing language: Python 
• Optional: operating system: Linux and basic shell scripts. 
• Optional: experience in using Latex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Introduction    

2 Statistical foundation    
3 Convex optimization    
4 Learning theory    
5 Algorithms: decision tree    
6 Algorithms: logistic regression, naive    

http://ace.moe.edu.tw/


bayes classifier 
7 Algorithm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8 Deep learning concept    
9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FFNN)    

10 
Basic components: activation function, 
loss function, etc 

 
  

11 
Techniques to fight overfitting: dropout 
and regularization 

 
  

12 Minibatch and AdaGrad    
13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14 Convolution filter, and max-pooling     
15 CNN variants: res-net and others    

16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and 
Long-Short-Term Memory (LSTM) 

 
  

17 Embedding space    
18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s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次，總時數：＿＿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18＿次，總時數：＿54＿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Office hour或透過 e-mail: dacheng@alumni.cmu.edu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http://ace.moe.edu.tw/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 15%: Class pop quizzes 
• 20%: Taking lecture notes with Latex  
• 20%: Paper presentation 
• 45%: Semester-long projects 
• 無故不到 2 次成績不及格 

九  上課注意事項 1.上課筆記列入評分 

2.此為 Project導向的課程，Project要求如下 

1. Semester-long projects 
o Goal:  

 Gain hands-on experience in applying machine learning 
on real-world problems. 

 Add solid, reputable achievements to students’ resume, 
by checking in codes to GitHub (link) or Codalab (link), 
and submitting reports to ArXiv (link). 

o Data sources:  
 Kaggle (link) 
 Other sources: ImageNet (link), Stanford Q&A (link) 
 Students’ own dataset(s). 

o Problem to solve: 
 Students propose their own questions. Directions about 

Computer vision (CV)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are encouraged. 

 The usual procedure will be: (a) find a recent paper---
within 2 years--- from top conferences, (b) locate its 
implementation, usually in GitHub, (c) reproduce the 
baseline, (d) improve the model. 

 Top conferences include: ICML, NIPS, ICLR, KDD, 
ACL, CVPR, plus Arxiv. 

 

 

http://ace.moe.edu.tw/
https://github.com/
http://codalab.org/
https://arxiv.org/
https://www.kaggle.com/
http://www.image-net.org/
https://rajpurkar.github.io/SQuAD-explorer/


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學分學程規劃書 

 

                      
一、設置宗旨： 

氣候變遷之下的永續發展與環境問題是人類社會所面臨之刻不容緩的議題，環境管理是

指人類社會面對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評估管理。唯有永續的環境管理才能達到

環境生態、及人類文明與社會經濟之永續發展。環境與文化的永續發展需要科技與人文

跨領域的整合，永續發展包含環境、生態、科技、人文、社會經濟、公共政策、環境教

育及社會制度等等相關議題。而產業界與政府相關部門對於永續發展及環境管理領域人

才需求漸增，特規劃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提供學生自由選

修，藉以培育維繫永續發展之環境管理人才，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並有助國家朝向永續

發展邁進。 

 

 

二、修課規定： 

本學程之學分規定，以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化學工程學系、數理教育研究所、經濟學

系、清華學院、及科技法律研究所在此學程中所列課程為主，滿足下列修課規定即授予學程

證明。 

1. 修習學分需達 15學分(含)以上。 

2. 至少 9 學分不屬於學生系必修或必選修、輔系及其他學程應修科目。(意即至少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必修及專業選修科目、雙學位、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故學程課程中最多只有六學分可同時抵通識課學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80%81%E7%8E%AF%E5%A2%83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附件9-1



三、課程規劃：  

 

學院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竹師教育學院 
環文系 

環境史 3 

土地使用計畫 3 
遙測與土地利用 3 

公共政策 3 
環境資源管理 3 
島嶼環境與文化 3 

文化思維與社會設計 3 
世界文化遺產 3 

食物、環境與文化*  3 
永續旅遊與資源規劃 3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3 
景觀與環境生態學 3 

環境規劃與都市設計* 3 

環境成本效益分析* 3 

數理教育研究所 環境議題與教學* 3 
 

 

科技管理學院 

經濟學系 
環境經濟學 3 

環境經濟理論* 3 

科技法律研究所 

歐盟環境法* 2 
能源政策與法律* 2 

能源經濟、政策與社會* 3 

清華學院 通識中心 

全球氣候變遷 3 

環境與生活 2 
自然環境變遷、調適與永

續發展 
2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 2 
註：*為研究所課程 

  



 

四、學程委員 

教師所屬系所 委員姓名 電子郵件 備註 

清華學院 王俊秀 jujuwang2@gmail.com  

數理教育研究所 蘇宏仁 hungjen@mail.nhcue.edu.tw  

經濟學系 廖肇寧 liaocn@mx.nthu.edu.tw  

院務中心應用科學系 楊樹森 shuh@mail.nhcue.edu.tw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張瑋琦 cihekkating@mail.nhcue.edu.tw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趙芝良 clchao@mail.nhcue.edu.tw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黃書偉 upshuwei@gmail.com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榮芳杰 fjjung@mail.nhcue.edu.tw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闕雅文 nthusdem@gmail.com 

(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學分學程信箱) 

yawen.chiueh@gmail.com 

召集人 

 

  

mailto:nthusdem@gmail.com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4033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環境史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vironmental History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江天健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地球環境生態問題日趨嚴重，其形成原因十分複雜，除了科學因素之外，與人類社會文化、生

活方式變遷有密切關係，本課程著重於環境與人類文明關係之探討。課程目標有三：一是介紹

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歷史變遷。二是從人文社會角度解析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變化。三是

瞭解自然及人文環境與人類文明的關係。課程內容分成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兩大部分，自然環

境包括氣候、植被、水系、海岸、沙漠等主題，人文環境包括人口、農業、城市、疾病等主題。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無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 J‧唐納‧休斯（J. Donald Hughes）著，梅雪芹譯，《什麼是環境史》，北京：北京大學，2008。 

2. J‧唐納‧休斯（J.Donald Hughes）著，郭彥彬、吳緯疆譯，《地球與人：生命群落的動態演繹》，

新北市：廣場出版，2013。 

3.Jared Diamond 著，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台北：時報，1998。 

4.Brian Fagan 著，黃中憲譯，《歷史上的大暖化》，台北：野人文化，2008。 

5.William H. McNeill 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台北：天下文化，

2004。 

6.Alfred W. Crosby 著，鄭明萱譯，《哥倫布大交換：1492 年以後的生影響和文化衝擊》，台北：貓

頭鷹，2008。 

7.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著，黃煜文譯，《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新北市：

衛城出版，2013。 

8.Jared Diamond 著，廖月娟譯，《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台北：時報，2006。 

9.許靖華著，甘錫安譯，《氣候創造歷史》，台北：聯經，2012。 



10. Brian Fagan 著，黃煜文譯，《漫長的夏天—氣候如何改變人類文明》，台北：麥田，2006。 

11.曾華璧，《戰後台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台北：五南，2011。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本課程以老師課堂講授為主，課堂之中會運用視聽媒體輔助教學，利用學習單進行討論教學。

最後，學生根據本學期主題，利用文字、影像等各種不同方式報告。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週次 課程內容 說明 

1 課程介紹 說明課程內容、介紹參考書籍、上課要求、

評分方式。 

2 什麼是環境史？ 一、探討何謂「環境史」？ 

二、環境史與其他學科關係 

三、環境史與歷史學的關係 

3 復活節島的教訓 以復活節島文明變遷說明生態環境對於文

明發展的重要性。 

4 漁獵採集到農業生產（一）—舊石器生活 舊石器時代人類以漁獵採集維持生計，探

討這種生產方式對於當時生態環境的影

響。 

5 漁獵採集到農業生產（二）—新石器革命 新石器時代人類為何從漁獵採集走上農業

生產？這種生產方式對於自然生態環境和

人類文明環境有何衝擊？ 

6  農業對環境影響（一）—美索不達米亞及

尼羅河流域 

美索不達米亞及尼羅河流域農業發展甚

早，探討農業對於這兩個地區自然生態環

境和人類文明環境的影響。 

7 農業對環境影響（二）—印度河流域及中

國大陸 

印度河流域及中國大陸是兩個歷史悠久的

農業文明，農業對於當地生態環境有何影

響？ 

8 農業對環境影響（三）—歐洲地中海地區

及美洲大陸 

從歷史發展角度，探討歐洲地中海地區及

美洲大陸農業發展情形、特殊之處和對於

生態環境的影響。 

9 人口爆炸及糧食問題 探討世界人口數量變化，為了滿足人口糧

食需求，各地方如何因應？同時對於生態

環境有何影響？ 

10 氣候變化與人類生存 歷史上氣候不斷變化，介紹氣候於世界各

地文明發展的影響，同時討論當前氣候暖

化正反兩派意見。 

11 全球化與疾病傳播 從全球化角度探討疾病傳播，以歷史發展

為順序來分析疾病與各地文明的關係。 

12 全球化與物種交換 從商業貿易和帝國主義擴張等全球化現象

來看物種交換情形和對於文明的發展和影

響。 

13 工業革命及能源轉變 工業革命是世界環境污染的分水嶺，其中

生產動能劇烈改變，對於生態環境造成巨

大影響。除了介紹工業革命之外，另從能

源轉變角度來看文明和生態環境的影響。 



14 世界環境的污染 探討從 18 世紀末工業革命迄今世界環境

污染情形，分成四個時期來看環境污染問

題的發展歷程。 

15 環境保護運動 一、古代生態環境的思想 

二、美國環境保護運動的情形 

三、台灣環境保護運動的歷程 

四、當前環境保護的發展趨勢 

16 期末考試  

17 分組報告  

18 分組報告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期末考試 40%  2.期末報告 40%  3.上課參與討論和出席情形 2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3041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5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土地使用計劃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Urban Land Use Planning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黃書偉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土地使用計畫係依據地區人口、產業社經狀況、都市空間結構發展，以及參酌實質發展潛力，

配合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計畫，將都市與非都市地區各種使用合理分配，並劃定住宅、商業、

工業、農業等各種土地使用區之範圍與位置，引導都市做合理的發展，以創造更舒適、便利、

安全的生活環境，是一種綜合性、長程性、一般性的理想目標。 

本課程主要目標在訓練學生瞭解都市土地使用規劃的問題、方法步驟、考慮事項，必瞭解台灣

都市計畫制度的現況及其問題。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1.課堂講義 

2.P Berke, DR Godschalk, EJ Kaiser, D Rodriguez, 2006, Urban Land Use Planning (5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李瑞麟，都市土地使用規劃，茂榮圖書。 

2.于明誠，1997，都市計畫概要，詹氏書局。 

3.施鴻志，1997，都市規劃，建都文化事業 

4.薩支平譯，2009，都市土地使用規劃，五南文化事業。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課堂授課 

2.作業討論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第一週：土地使用之意與目的 

第二週：土地使用形成之影響因素與系統 

第三週：土地使用形成之影響因素與系統 



第四週：土地使用結構之理論探討 

第五週：土地使用結構之理論探討 

第六週：土地使用規劃之方法與步驟 

第七週：土地使用規劃之方法與步驟 

第八週：土地使用規劃之方法與步驟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土地使用開發管理與財務分析 

第十一週：土地規劃資訊系統 

第十二週：自然環境系統與都市產業分析 

第十三週：都市活動及開發系統分析 

第十四週：土地使用設計 

第十五週：區位及空間需求 

第十六週：民眾參與 

第十七週：土地使用與都市計畫 

第十八週：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課堂參與：20％ 

2.平時作業：30％ 

3.期中考試：25％ 

4.期末考試：25％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3047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遙測與土地利用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Remote Sensing and Land Use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丁志堅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遙感探測是一種快速取得大範圍環境資訊的技術，為環境資源管理相關研究的

主要資料來源之一，由於近年來數位影像擷取及分析技術有長足的進步，且受

惠於無人飛行載具的普及，即時性數位遙測影像資料結合地理資訊系統作為蒐

整及分析地表現象的工具已廣泛的應用於各個相關領域之中，特別是在土地利

用的調查及土地利用變遷分析，由於土地是立國的根本，也是生產的要素之一，

土地利用的方式不僅影響個人的生活，更影響著國家整體發展以及全球環境的

動態平衡，因此土地利用相關課題一直是環境科學的核心研究之一，本課程介

紹遙測基本理論、判釋方法、自動化判釋概念以及遙測在土地利用資料收集及

變遷模式的應用，並訓練學生以無人飛行載具收集即時性土地利用資訊，培養

學生利用遙測方法研究土地利用變遷議題。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Lillesand, T.M., Kiefer, R.W. and Chipman, J., 2015, Remote Sensing and Image 
Interpretation 7th, Wiley.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Jensen, J.R., 2006 , Remote sensing of the environment an earth resource perspective 
2nd, Prentice Hall。 

另外與本課程課題有關之參考資料甚多，將於課堂上按進度提供。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在課堂上以教師講演、學生報告與實機操作為主。教師將於課堂上講解相關的

主題，學生聽講、參與討論並進行實機操作，學生學習任務方面，需跟隨上課

節奏確實完成課堂上每一主題的操作練習，並於課後完成個主題作業，作業需

於次週上課前繳交。此外本課程有野外資料收集的課程，學生於野外得配合教

師講解熟練各項儀器操作，並完成資料收集任務。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為讓學生充分習得遙測學與土地利用變遷研究的理論基礎、實務操作及資料分

析技術，並能充分應用這些知識於研究中，本課程內容共分成 4 部分，分別為

(1)前六週的遙測學理論基礎講解與討論；(2)第七週至第九週介紹遙測數位影像

處理及應用；(3)第十一週至第十三週教師講解操作無人飛行載具的遙測資料收

集技術；(4)第十四週至第十八週遙測在土地利用變遷研究課題的應用實務。 

課程進度如下； 

週次 課程內容 指定閱讀 

第 1 週 課程說明與導論：課程要求說明，學期報告

分組，遙測學概念與原理 

 

《課本》，第 1 章 

第 2 週 光譜理論與電磁輻射能原理 《課本》，第 1 章 

第 3 週 攝影學 《課本》，第 2 章 

第 4 週 航空攝影測量 《課本》，第 3 章 

第 5 週 多光譜衛星遙測 《課本》，第 4 章 

第 6 週 資源衛星 《課本》，第 5 章 

第 7 週 數位影像處理（一）影像校正與融合 《課本》，第 7 章 

第 8 週 數位影像處理（二）影像分類 《課本》，第 7 章 

第 9 週 遙測應用：稻米產量推估 《課本》，第 8 章 

第 10 週 期中考  

第 11 週 無人飛行載具操作實務  

第 12 週 地面控制點 GPS 測量  

第 13 週 遙測正攝影像製作  

第 14 週 土地利用變遷  

第 15 週 數值土地利用資料  

第 16 週 學期計畫：鄉鎮土地利用變遷分析  



第 17 週 學期計畫：鄉鎮土地利用變遷分析  

第 18 週 學期計畫報告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成績組成共分成三部分，其一是期中考佔學期成績 30%；第二是學期計畫佔學

期成績 30%；第三是課堂討論及參與佔學期成績 4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2036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公共政策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Public Policy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鄭國泰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The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ublic policy. 
Students will learn to identify and interpret public policy rhetoric and consider its 
role in all aspects of policy making. 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many 
elements of rhetoric including its figurative and persuasive dimension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hetoric, the course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ability to link public 
polic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governments.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丘昌泰（2009），公共政策，高雄：麗文（指定教材）。 
鄭國泰（2009），證據為基礎的政策研究，台北：唐山（指定教材）。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 Fischer, F and Forester, J (eds) (1993) The Argumentative Turn in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ottweis, H (2006)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Social Policy,’ in B.G. Peters 
and J. Pierre (eds),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London: Sage.  
• Majone, G (1989) Evidence,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The course comprises one introductory lecture and 3 hour seminars. Seminars will be 
a mixture of lectures, small group work and whole group discussion. Assignments 
will have students develop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a hypothetical policy advocacy 



case. Students will also complete a short paper on one aspect of rhetoric theory.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公共政策概念、公共政策基本模型、政策利害關係 (丘昌泰著，Ch.1-3) 

 公共政策過程、公共政策倫理、政策分析專業 (丘昌泰著，Ch.4-6) 

 政策分析的基本概念 (教材提供) 

 政策問題建構、政策議程 (丘昌泰著，Ch.7-8) 

 政策規劃與合法化、民意與政策形成、非決策制定 (丘昌泰著，Ch.9-11) 

 政策論政、網路與政策形成 (丘昌泰著，Ch.12,13) 

 理性決策模型（丘昌泰著，Ch.15；羅清俊等譯，Ch.5） 

 秀異決策模型（丘昌泰著，Ch.16；羅清俊等譯，Ch.3） 

 團體決策模型（教材與個案討論） 

 公共選擇與福利經濟模型（丘昌泰著，Ch.17,18） 

 漸進模型（教材與個案討論） 

 預算政策（教材與個案討論） 

 政策執行，順服，工具，設計與行銷 (丘昌泰著，Ch.21,22,23) 

 政策評估 1 (丘昌泰著，Ch.24) 

 政策評估 2 (教材與個案討論) 

 政策評估 3 (外國論文選讀) 
 政策評估 4 (教材與本土個案討論)  
 期末考或期末報告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One essay of 3,500 words (75%), short paper on rhetoric policy (15%), participation 
(1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3044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5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環境資源管理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闕雅文 
Chiueh, Ya-Wen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環境與資源管理期望能找尋人類、環境、資源之永續利用與合諧相處之道。本課程主要目的是

介紹環境與資源管理的理論、政策與方法，並列舉這些理論與模型於各種環境與資源管理機制

或政策制定之實務案例，及應用於資源管理及環境政策與制度之設計與執行，並討論汙染、全

球變遷以及永續發展等課題。本課程之教學原則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並鼓勵創意思考與課題討

論。有助於學生繼續深入研討環境經營與管理相關領域。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BuchholzA.Rogene.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The Greening of Business. Prentice 

Hall. 

Lewis Tietenberg & LynneTom. (2015). Environmental &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Tenth 

Edition). PEARSON. 

陳明健. (2013). 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理論基礎與本土案例分析.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講授、討論、與小組討論。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Part 1: Basic Concepts and Issues 

 Chapter 1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he Word at Risk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Stag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The End of Nature 

   

 Chapter 2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Ecology 

  The Realm of Ecology 

  Important Concepts 

  Principles of Ecology 

   

 Chapter 3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Economics Eth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Responsiveness 

  The Need for an Environmental Ethics 

  Current Direction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New Direction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Chapter 4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Nature of Public Policy 

  The Public Policy Proces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Policy Tools 

  The Pluralistic Process 

  Environmental Groups 

  Conflict Resolution 

   

Part 2: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hapter 5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lobal Warming 

Ozone Depletion 

 

Chapter 6 Air Pollution 

 Ambien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revention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Nonattainment Areas 

 Stationary Sources 

 Toxic Emissions 

 Mobile Sources 



 Acid Rain 

 Indoor Air Pollution 

 Progress in the Present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Chapter 7 Water Pollution 

 Controlling Water Pollution 

 Surface Water 

 Drinking Water 

 Oceans and Coastal Waters 

 Responses to Water Pollution Problems 

Chapter 8 Pesticides and Toxic Substances 

 Pesticides 

 Toxic Substances 

Chapter 9 Waste Disposal 

 Solid Waste 

 Hazardous Waste 

Chapter 10 Deforestation and Species Decimation 

 Deforestation 

 Species Decimation 

Chapter 11 Coastal Erosion and Wetlands Protection 

Coastal Erosion and Rising Sea Levels 

 Wetland Destruction 

 The Everglades 

 Louisiana’s Wetlands 

 

Part 3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hapter 12 Management Theory and Environment 

  Economic Fundamentalis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Greening of Management Theory 

  Future Directions 

 Chapter 13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Greening of Manufacturing 

  The Greening of Marketing 

  The Greening of Strategy 

  The Greening of Communications 

  The Sustainable Corporation 

 Chapter 14 Toward a Sustainable 



  Changing Consciousness 

  Toward an Ethics of Consumption 

CASES 

 Chlorofluorocarbons 

 Ethylene Dibromide 

 Forgotten Dumps 

Bhopal 

 The Exxon Valdez 

 Oakdale 

 Benzena 

Mobil Oil Corporation 

 Lead Contamination 

Save the Turtles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期中報告 30%、期末考 30% 、 學期報告 40%。 

 

七、 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4062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島嶼環境與文化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of Islands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倪進誠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欲顛覆許多人對島嶼的刻板印象－唯美的天堂樂土，企圖拉回真正島嶼的場景，屬於生態和島民的

生活空間，藉由島嶼獨特的空間特性與發展，細緻描繪與勾勒活在島上的人如何與環境互動、如何蘊釀出

島嶼意識，以及位處政治、經濟相對弱勢地位的情境下，島嶼如何被看待與思考。操作中除理性討論島嶼

內部與外界的依存關係外，島嶼空間所衍生之文學與藝術的感性視野，也是課程的重點。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倪進誠，2003，台灣的離島，台北：遠足文化出版社。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 Baldacchino, G. & Niles, D. (ed.)(2011) Island Future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cros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kyo : Springer. 

(2) Royle, S. A. (2001) A Geography of Islands: Small Island Insularity. London: Routledge.  

(3) 張雨，1998，家在島上，澎湖：澎湖縣文化中心。 

(4) 倪進誠，2003，台灣的離島，台北：遠足文化出版社。 

(5) Via，2012，Via跳島小旅行：Via推薦非去不可的100個離島小祕境，新北：幸福文化。 

(6) 其他書籍依各課堂需要指定。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0. 課程簡介---一個生態、島民、遊人的島嶼 

1. 一個源自島嶼最原始的想像 

2. 島嶼身為邊際區域的基調 

3. 島嶼的定義與分類 

4. 島嶼性與島嶼生態環境 

5. 島嶼環境資源特性 



6. 家在島上 

7. 島嶼文化與島民情結 

8. 島嶼文學藝術的空間投射 

9. 島嶼空間與地緣政治 

10. 島嶼觀光發展的宿命 

11. 夢境與現實拔河中的島嶼未來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紙筆評量(10%)    2.表現評量(50%)     3.上課參與(4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暫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3060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文化思維與社會設計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Cultural Thinking and Social Design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張瑋琦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文化創意產業起源於 1997 年英國閣揆布萊爾工黨內閣所推動的政策，之後其精

神與內涵被引進台灣，以為解決鄉村地區傳統產業喪失競爭力問題，1994 年文

建會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發展目標；到了 2000 年台灣正式制定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推動一種結合媒體產業、設計產業、都會型活動產業

和流行文化的「文化創意產業」做為文化政策的主軸。文化創意產業在今天的

發展已與人類社會生活的各領域結合，而成為 21 世紀影響台灣社會變遷的重要

力量。 

本課程從文化工業的歷史發展出發，與同學討論文化工業如何轉變為文化創意

產業？文化如何與經濟結合？哪些個人或制度性力量在介入和定義「文化創意」

的內容？何以「創意」具有促進市場消費之力量？等議題。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1.陳學明（1996）。文化工業。台北：揚智文化。 

2.廖世璋（2011）。文化創意產業。台北：巨流。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黃健敏/撰文．攝影（2005）。節慶公共藝術嘉年華。藝術家。 

2.喜多俊之（2011）。給設計以靈魂：當現代設計遇見傳統工藝。經濟新潮社 

3.四方田犬彥（2007）。可愛力量大。天下文化。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老師的功課：教學、引導、協助討論 
同學的功課： 
1.每週三位同學報告當週國內外文化創意產業相關實事及文創定義
介紹（舉例）。 



2.參與分組討論：於課堂上完成老師交付的議題討論 

3.導讀：每組擇一本文創相關書籍，於課堂導讀。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Topic 1 文化工業及其批判】 

 

第一週、課程說明 

 

第二週、文化工業的起源 I 

 

1.大眾文化與文化工業 

 

2.班傑明與阿多諾對文化工業之探討 

 

第三週、文化工業的起源 II 

 

3.馬庫塞對文化工業之抨擊 

 

【Topic 2 文化與經濟】 

 

第四週、工業資本主義與文化工業---- 電影欣賞與討論 

 

第五週、從文化工業到文化產業 

 

【Topic 3 文化創意產業實務面】 

 

第六週、文化經濟學 I ---- 文化資本、風格與美學經濟 

 

第七週、文化經濟學 II ---- 文化如何變成經濟 

 

第八週、文化經濟學 III ---- 體驗經濟、知識經濟與傳統的發明 

 

第九週、文化產業與專業經理人 

 

第十週、文化品牌的創造與行銷 

 

第十一週、文化田野調查及創意實務 

 



第十二週、文化田野調查及創意實務設計成果討論 

 

第十三週、文化創意報告檢討 

 

第十四週、文化創意報告檢討 

 

第十五週、文化創意報告檢討 

 

第十六週、文化創意部落發表會 

 

第十七週、文化創意部落發表會 

 

第十八週、學期回顧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一)上課參與及出席 20% 

(二)個人報告 20% 

(三)分組報告 30% 

(四)田野實務或期末筆試 30% 

(五)閱讀內容評量 

老師會不定時於課堂上針對本次或上次課程的指定讀物進行抽考（填寫學習單）（共五次），

例如要求學生：1) 總結讀物的 1-3 個主要論點 2) 針對歧異的論點進行分析比較，舉出一些例

子來支持或證明你的觀點。3) 闡述讀物中定義的關鍵概念，並且討論它在其他現象上的適用

性。期末我們會挑分數最高的三次計分（10% x 3），無正當理由缺課不得進行補考。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4061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世界文化遺產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榮芳杰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著重探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存歷史發展和理論，包括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運動的歷史進程、世界文化遺產的意涵及保護原則、國際合作下的文化遺產保

護等內容。希望透過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發展進程與相關理論的進一步討

論，重新思考台灣在文化遺產保存與維護工作中所應有的角色與認知，並且廣

泛的藉由遺產觀光(heritage tourism)與遺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等面向進行深

入介紹。 
 
課程教學目標 

1. 瞭解「世界遺產中心」的操作機制、發展脈絡與管理模式。 
2. 瞭解「世界遺產名錄」(World Heritage Lists)的決策過程與提名條件。 
3. 瞭解世界文化遺產的類型與列名趨勢。 
4. 認識國際維護文獻的種類與意義。 
5. 認識世界文化遺產的管理手段以及行銷策略。 
6. 思考台灣加入世界遺產委員會相關活動的可行性與策略。 
7. 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公約》的條文精神與保存哲學 
8. 促使學生瞭解文化遺產的意義與人類文化創造力的連結關係 
9. 認識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本課程並無教科書，但在文獻之研讀方面，資料來源為：1. 自 編 講 義 。 2. 
Feilden, Bernard M. and Jokilehto, Jukka(1993)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Rome: ICCROM. 。 3. Stovel, Herb(1998) Risk 



Preparedness: a Management Manual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Rome: 
ICCROM.。4. 傅朝卿(2002)《國際歷史保存及古蹟維護：憲章、宣言、決議文、

建議文》，台南：台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5.《世界遺產公約》。6. 《世界

遺產公約執行作業要點》(2015 年版)。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與本課程課題相關的參考書甚多，簡列如下 

1. Aplin, Graeme(2005)《文化遺產：鑑定、保存和管?》(Heritage Identificatio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玉譯），臺?：五觀藝術。 

2. 榮芳杰（2008）《文化遺產管理之常道：一個管理動態變化的維護觀點》，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博士論文。 
3. 林志宏（2010）《世界遺產與歷史城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4. 傅朝卿、林思玲、榮芳杰、蔡明志、文芸（編著）（2004）《2004 年文建會

世界遺產進階研習營成果實錄》，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5. 傅朝卿、林思玲、榮芳杰、蔡明志、文芸（編著）（2004）《2004 年文建會

世界遺產進階學習手冊》，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6. 傅朝卿、林思玲、林蕙玟、榮芳杰、蔡明志、文芸（編著）（2003）《2003

年文建會世界遺產研習營學習手冊》，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7. 吉田陽久（王蕙貞、蔡世蓉譯），（2003），《世界遺產 Q＆A：世界遺產基礎

知識》，台北：中華民國台灣文化發展協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本課程主要由授課老師負責每週課程的講授進度，輔以修課同學彼此之間的相

互討論。討論的範疇，則依當週課程單元及相關參考文獻選讀為主。本課程有

期中考(無期末考)與學期報告，期中考試主要是為了讓同學更深刻的瞭解世界遺

產的相關理論知識。期末報告除須口頭簡報以外，仍需在學期結束前，繳交以

「組」為單位的書面報告。 
 

五、課程進度(Syllabus)： 

 課程暫擬的進度如下： 

01 

單元議題：課程導論 
課程重點：何謂世界遺產？世界遺產的意義與價值 
參考讀物： 

1. 傅朝卿(2011)〈世界文化遺產導論〉，「老七佳石板屋聚落研討會」，2011
年 7 月 21 日，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老七佳石板屋聚落研討會成果

報告》，pp.4 -30。 
2. 榮芳杰(2011)〈世界遺產趨勢觀點：氣候變遷與世界遺產〉《世界遺產雜



誌》，第 13 期，春季號，pp.98-103，台北：世界遺產出版有限公司。 

02 

單元議題：世界遺產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機制 
課程重點：世界遺產委員會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機制、世界遺產公約的
角色與影響、諮詢顧問團體 
參考讀物： 

1. 榮芳杰(2011)〈落實世界遺產管理維護制度：細看「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

業要點」〉《世界遺產雜誌》，第 15 期，秋季號，pp.58-65，台北：世界遺

產出版有限公司。 
2. 榮芳杰、傅朝卿(2009)〈世界文化遺產的監測機制對文化遺產經營管理的

影響與啟示〉，《建築學報》，第 67 期，春季號，pp. 57-80，台北：中華

民國建築學會。 

03 

單元議題：當代文化遺產維護觀念的發展脈絡 
課程重點：從保存(preservation)到維護(conservation)、從資產
(property)到遺產(heritage) 
參考讀物： 

1. 榮芳杰(2008)〈歐洲文化遺產的歷史進程與管理觀點〉，《文化與建築研究

集刊(C+A)》，第 13 期，pp.41-80，台南：台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 
2. 許仟(1999)《歐洲文化與歐洲聯盟文化政策》，台北：樂學。 
3. 陳德如(2006)《建築的七盞明燈：淺談羅斯金的建築思維》，台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 
4. Jukka Jokilehto(2010)《建築維護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邱博舜 譯)，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5. 石雷、童喬慧 & 李百浩. (2001a)〈歐洲建築與城市遺產概念及其發展

(一)：歐洲歷史性建築遺產〉. 《華中建築》, 19, 80-81. 
6. 石雷、童喬慧 & 李百浩. (2001b)〈歐洲建築與城市遺產概念及其發展

(一)：歐洲歷史性建築遺產(續)〉. 《華中建築》, 20, 95-96 
7. 石雷、童喬慧 & 李百浩. (2002)〈歐洲建築與城市遺產概念及其發展

(二)：歐洲歷史性建築遺產〉. 《華中建築》, 20, 33-35. 
8. Delafons, J. (1997). Politics and Preservation: A Policy history of the built 

heritage188-1996. London: E&FN Spon. 

04 

單元議題：世界遺產類型學 
課程重點：世界遺產名錄的分類(文化景觀、遺產路徑、工業遺產、歷
史城鎮與歷史中心、現代遺產)、暫定名錄、瀕危名錄、申報世界遺產
名錄的步驟 
參考讀物： 

1.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2011) Preparing 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s,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 何立德 翻譯、王鑫與傅朝卿 審稿(2011)《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指南》，

pp.47-63，台中：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3. 榮芳杰(2011)〈世界遺產預備名錄的角色：一個從「平泉文化遺產」成功

邁向「平泉世界遺產」的觀察〉《世界遺產雜誌》，第 14 期，夏季號，

pp.20-27，台北：世界遺產出版有限公司。 
4. 榮芳杰、林秀叡(2010)〈世界遺產名錄的提名趨勢預測〉《世界遺產雜誌》，

第 10 期，夏季號，pp.16-23，台北：世界遺產出版有限公司。 
5. 榮芳杰(2009)〈產業遺產的另一篇章：從世界博覽會到台灣博覽會的建築

遺產〉《世界遺產雜誌》，第 7 期，冬季號，pp.42-47，台北：世界遺產出

版有限公司。 
6. 榮芳杰、藍志玟(2009)〈「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的省思：一個在「市民需



求」與「遺產維護」之間的決策考驗〉《世界遺產雜誌》，第 4 期，冬季

號，pp.82-89，台北：世界遺產出版有限公司。 
7. 傅朝卿(2008)〈從世界遺產中的歷史中心談起〉，《世界遺產》，夏季號 02，

2008 年 8 月，pp.6-9。 

05 

單元議題：國際維護文獻的制訂與影響：憲章、宣言、決議文、建議
文(一) 
課程重點：國際維護文獻的種類與層級、重要國際維護文獻的制訂意
義與價值解析、國內外古蹟修復理論與個案探討 
參考讀物： 

1. 傅朝卿 譯(2002)《國際歷史保存及古蹟維護：憲章、宣言、決議文、建

議文》，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 
2. 傅朝卿(2008)〈「魁北克宣言」的意義-重新找回場所精神〉，《台灣建築》，

第 158 期，2008 年 11 月，p.65。 
3. 榮芳杰(2007)〈威尼斯憲章〉《Dialogue 建築雜誌》，第 111 期，三月號，

pp.80-87，台北：美兆文化。 
4. 榮芳杰(2004)〈再論 1964 年威尼斯憲章的時代精神〉，《中華民國第十六

屆第二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論文集》，苗栗：聯合大學。 
5. 榮芳杰(2004)〈詮釋威尼斯憲章精神的典範：匈牙利世界文化遺產的保存

與維護〉，《二 OO 四年文建會世界遺產進階研習營成果實錄》，台北：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pp. 147-168。 
6. 榮芳杰(2006)〈從西安宣言的意涵看熱蘭遮城的歷史場域〉，《熱蘭遮城考

古試掘計畫通訊月刊》，第十六期，一月號，pp.12-22，臺南：臺南市政

府。 
7. A.M. Ronchi, T.M. Nypan. Delewa(eds.)(2006) European Legisl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 Growing Challenge for Sustainable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Use, Milan: editore. 

06 

單元議題：國際維護文獻的制訂與影響：憲章、宣言、決議文、建議
文(二) 
課程重點：國內外古蹟修復理論與個案探討 
參考讀物：  

1. 張松(2006)〈建築遺產保護的若干問題探討：保護文化遺產相關國際憲章

的啟示〉. 《城市建築》, 12, 8-12. 

2. Petzet, M. & Mader G. Th.(2010) 《古蹟維護原則與實務》(Praktische 

Denkmalpflege)，孫全文、張采欣 合譯，臺北：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3. 張志成、傅朝卿(2009)〈傳統建築匠藝與現代古蹟修復後技術差異之研究

(上)〉，《中國名城》，第 89 期，2009 年 3 月，pp.41-47。 
Brandi, C.(2005)Theory of Restoration, Florence: Nardini Editore. 

07 春假(補校慶紀念日) 

08 

單元議題：國際間重要文化遺產組織介紹 
課程重點：國際層級、地區層級(歐盟、亞洲、非洲、歐洲…等)、國家
層級、地方層級 
參考讀物：  

1. 榮芳杰(2002)〈從英國 National Trust 與 English Heritage 組織探討台南

市公有古蹟經營管理策略之研究〉，《文化與建築研究集刊(C+A)》，第 8
期，pp.25-59，台南：成大建築系。 

2. Pickard, R. (2001a). Policy and Law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London: E & 



FN Spon. 
3. 各國際文化遺產組織官方網站 

09 

專題演講 
嚴銀英 小姐 

學歷：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所碩士 

專業： 

  世界遺產學、文化遺產經營管理、世界遺產旅遊規劃、文化遺產英文導覽 

著作：《澳門歷史城區登錄為世界遺產歷程》 

10 ※期中考※（期中考週原為 4/14~4/18，因演講延後至本週考試） 

11 

單元議題：文化遺產教育與詮釋 
課程重點：有關文化遺產場所該如何進行教育活動的方法 
參考讀物：  

1. Peter Stone(2004), Introduction: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into 
21th Century. In Henson, D., Stone, P., & Corbishley, M. (2004).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pp.1-10). London: Routledge. 

2. Norzaini Azman, Sharina Abdul Halim, Ong Puay Liu, Salsela Saidin, 
Ibrahim Komoo, Public Education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for Geopark 
Community,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7, 2010, 
Pages 504-511. 

3. Caroline Malim(2004), Archaeology and Education in Cambridgeshire. In 
Henson, D., Stone, P., & Corbishley, M. (2004).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pp.143-160). London: Routledge. 

4. David G. Woodcock(1998), Historic Preservation Education: Academic 
Preparation for Practice, APT Bulletin, Vol. 29, No. 3/4, 
Thirtieth-Anniversary Issue., pp. 21-25. 

5. 黃冠博(2010)，《文化資產渴望說服：文化資產推廣策略研究》，雲林：雲

科大文資系碩士論文。 
6. 王瀞苡(2011)〈阿里郎的堅持與躍升—韓國文化遺產傳承策略探討〉《文

化資產保存學刊》，第十八期，頁 27-38。 
7. Karen F. Gracy and Jean Ann Croft (2007), Quo Vadis, Preservation 

Education? A Study of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Needs in Graduate 
Programs, LRTS 51(2), pp.81-97. 

8. Roque Jiménez Pérez, José María Cuenca López, D. Mario Ferreras Listán, 
Heritage education: Exploring the conceptions of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science teachi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Volume 26, Issue 6, August 2010, Pages 1319-1331. 

12 

單元議題：西班牙的文化遺產管理體驗 
課程重點：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遺產旅遊(heritage tourism)、
遊客管理、創意產業 
參考讀物：  

1. 榮芳杰(2010)〈台灣海洋文化資源與島嶼觀光之發展芻議：從世界遺產海

洋計畫談起〉，《海洋及水下科技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pp. 57-66，台

北：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 
2. 榮芳杰(2005)〈淺談考古遺址場所的行銷創意〉，《熱蘭遮城考古試掘計畫

通訊月刊》，第十三期，十月號，pp.26-31，臺南：臺南市政府。 
3. 榮芳杰(2003)〈考古遺產場所的經營與管理：以英國巨石群（Stonehenge）

為例〉，《熱蘭遮城考古試掘計畫通訊月刊》，第六期，十二月號，pp.46-54，

台南市政府。 
4. 榮芳杰(2003)〈意義與價值在文化遺產經營管理上的重要性（下）〉，《熱

蘭遮城考古試掘計畫通訊月刊》，第四期，十月號，pp.31-38，台南市政

府。 



5. 榮芳杰(2003)〈意義與價值在文化遺產經營管理上的重要性（上）〉，《熱

蘭遮城考古試掘計畫通訊月刊》，第三期，九月號，pp.34-39，台南市政

府。 
6. Urry, J. (2007)。《觀光客的凝視》(葉浩，譯)，pp.167-213。台北：書林出

版有限公司。 
7. Leask, A., & Fyall, A. (2006). Managing World Heritage Sites. Boston: 

Butterworth-Heinemann. 
8. Shackley, M. (2000). Visitor Management: Case Studies from World Heritage 

Sites.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9. Shalaginova, I.(2008) Management o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Management Plan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Heritage, 
Germany: VDM Verlag Dr. Müller e.K. 

10. Pedersen, A. (2002). Managing Tourism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a 
Practical Manual for World Heritage Site Managers.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13 老師出國訪問，當日課程為世界遺產影片欣賞 

14 
單元議題：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與世界遺產的對話 (一) 
課程重點：修課同學分組簡報 

15 
單元議題：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與世界遺產的對話(二) 
課程重點：修課同學分組簡報 

16 
單元議題：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與世界遺產的對話(三) 
課程重點：修課同學分組簡報 

17 

單元議題：課程總結－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與文化資產的未來 
課程重點：臺灣文化資產與國際接軌的契機 
參考讀物： 

1. 傅朝卿(2009)〈世界遺產在台灣：推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努力方向〉，

《世界遺產》，秋季號 07，2009 年 11 月，pp.26-30。 
2. 榮芳杰(2010)〈追求傑出普世性價值的地方經驗：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

機會與挑戰〉，《二十一世紀》，第 119 期，pp. 91-103，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3. 傅朝卿(2011)〈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向世界遺產看齊〉，《博物淡水》，創

刊號，2011 年 10 月，pp. 22-29。 
4. 傅朝卿(2011)〈馬祖軍事遺產價值評估與保存策略〉，「福建省金馬歷史回

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2011 年 7 月 24 日，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福建省金馬歷史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p. 209-223。 
5. 傅朝卿(2010)〈世界遺產對話錄-台灣邁向世界遺產的理性務實之路〉，《世

界遺產》，第 10 號，2010 年 7 月，pp.8-11。 

18 
單元議題：如何規劃自己的世界遺產小旅行 
課程重點：世界遺產旅行規劃第一次就上手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其課程要求與配分比重如下： 
(1) 期末報告(50%) 
修習本課程同學請自行分組（2-3 人為一組），以臺灣 18 處世界遺產潛力點為對

象，並對應世界遺產委員會所公布的世界遺產名單，找出台灣可以借鏡的學習



內容，例如：城市行銷、古蹟保存方式、教育活動課程…等。 
(2) 平時成績(20%) 
課堂出席規定，鼓勵同學上課主動提出問題討論，凡提問者均可加平時成績 1
分，全學期最高為 20 分。修習本課程同學若無故缺席一次則扣學期總分 2 分。 
(3) 期中考試成績(30%) 
考試題庫可參考國家考試文化行政類科題庫，以及公費留考文化資產類科題庫。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2037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6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永續旅遊與資源規劃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Resources Planning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趙芝良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目的在於讓學生習得可持續旅遊發展相關的原則，並強化環境資源俔劃

與管理的應用能力。授課課程主題包括：概念，論證和可持續發展的演變，可

持續旅遊業的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方面的問題；旅遊業發展的正面和負面影

響；熟悉並思考有利於可持續旅遊規劃和社區發展的原則。由於旅遊業發展的

每個案例都是獨特的，藉由台灣本土案例與全球世界案例的對照以理解不同的

地理文化背景下討論問題和旅遊業中可持續發展的實踐能力。本課程採用基於

問題的學習形式，希望能促進和加強學生的分析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團隊

合作能力。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associated with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on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purposes. Topics to be addressed include: concept, 
justif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cio-cultur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inciples conducive to sustainable tourism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Given that each cas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s unique, 
examples from Taiwan or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used to examine and discuss 
issues and practice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in different geo-cultural 
contexts. This course adopts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format, which promotes 
and enhances students’ analytical skills, problem solving skill and team working 
skills.  
 
二、指定用書：  
每週授課講義以及要求讀物（主要教材） 
 Bricker, K., Black, R., & Cottrell, S. (2013). Sustainable Tourism &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MA  
 
RECOMMENDED TEXTBOOKS:  
 Swarbrooke, J. (1999).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CABI Publishing:  
Oxon. 
 
三、參考書籍： 
與本課程課題相關的參考書甚多，我們將視情形於課堂上提供名單。 



 
四、教學方式： 
在課堂上以演講與討論為主。教師將於課堂上講解相關的議題，學生參與討論。

課業方面，學生需閱讀相關的文獻，並對先前講課的內容進行課堂測驗；此外

還有課後作業，提供學生與時事發生的連結和反思。本課程有期中考與期末考。

無論是課堂測驗、課後作業、期中考或期末考，都是以對教材內容之理解、分

析與批判反省為主。 
一、理論講述與討論(30)% 
二、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三、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課程進度： 
課程內容主題將依據永續旅遊的面向，擬定的進度如下： 

週次 課程內容 
Week 1 Introduction: The Tourism Industry 
Week 2 A Review of Niche Tourism and Specialized Tourism 
Weeks 3 An Overview of Sustainability  

Reading 1: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13). Sustainable Tourism for 
Development Guidebook, pp. 16-28  
Reading 2: Mowforth, M. & Munt, I. (2009). Defining the New Tourism. Tourism & 
Sustainability, Routledge: London, pp. 98-109. 

Weeks 4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Weeks 5 Case Study Review 

Reading 3: Swarbrooke, John (1999). The Social Dimension.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Oxon: CABI Publishing. Pp. 69-78. 
Weeks 6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Reading 4: K., Black, R., & Cottrell, S. (eds), Sustainable Tourism &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MA, pp. 

209-218. 
Weeks 7 Case Study Review 

Reading 5: Strasdas, W. (2013). Ecotour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In: Bricker, 
Week 8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The Economic Dimension 

Reading 6: Telfer, D. & Sharpley, R. (2008). Economic Impacts. In: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outledge: London, pp. 

180-185 
Week 9 Mid Course Review／Midterms and Discussion 
Week 10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in Urban Settings 



Week 11 Case Study Review 

Reading 7: Hall, M. & Page, S. (2006). Urban Recreation and Tourism. In: 

The Geography of Tourism & Recreation. London: Routledge. Pp. 185-191; 

202-203; 205-212; and 216-217  
Week 12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in Mountain Regions 

Reading 8: Swarbrooke, J. (1999). Mountain Regions. In: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Oxon: CABI Publishing, pp. 183-192. 
Week 13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in the Wilderness 

Reading 9: Slocombe, S. (1995). Integrating Park and Regional Planning 

Through and Ecosystem Approach. In: Saunier & Maganck (Eds),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onal Planning, IUCN, OAS, 

pp. 53-66. 
Week 14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in Rural Areas 

Reading 10: Bourke, L. & Luloff, A. (1996).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arrison & Husbands (Eds), Practicing Responsible Tourism. NY: John Wiley 

& Sons. Pp 277-293.  
Week 15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in Coastal Zones 

Reading 11: Wall, G. (1996). One Name, Two destinations: Planned and 

Unplanned Coastal Resorts in Indonesia. In: Harrison & Husbands (Eds). 

1996. Practicing Responsible Tourism. NY: John Wiley & Sons. Pp. 41-57. 
Week 16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eek 17 Student presentations, class wrap-up 
Week 18 Student presentations, class wrap-up 
 
六、成績考核 
Graded assignments include one exam, a small group project (Case Study) and a 
final group project (Sustainable Tourism). Students will also be graded on class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Class participation may include quizzes related to 
assigned readings and in-class activities. No additional time or re-schedules will be 
granted to students who arrive to class after a quiz or activity has been distributed.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3029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45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Course Design in Environment Education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陳鸞鳳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環境教育的課程包含(1)核心科目，(2)實務訓練，(3)專業科目，其中專業

科目有:學校與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

境與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等八項，因此環境教育課程就需要針對其

科目類別而設計，也需考慮環境教育的課程目標而設計。 

    例如氣候變遷，主要概念可包含全球暖化、氣象災害、能源…等。自然保

育可包含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等。社區參與包括族群關係、

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環境規劃…。 

    本課程的目的是使學生充分熟悉並運用各種國家、社會、社區的教學資源，

並訓練學生針對不同的課程目標，進行環境教育課程設計，也使學生能在做中

學習。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曾華畢（2001），人與環境，正中書局。 
2.盧昭彰（2002），環境、人、生活，高立。 
3.金鑒明等（1991），自然保護概論，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4.劉天齊等（1995），環境保護概論，水牛出版社。  
5.薛達元等譯（1991），J.A.麥克尼利等著，保護世界生物多樣性，地景企業。 
6.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環境資訊。 
7.內政部（1984），自然保育方略，營建署。  
8.內政部（1983），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之研究  
9.臺灣地區之國家公園  
10.姜善鑫等著（1989），水土保持教材，行政院農委會。（本校圖書索書號：432.73 
8088） 
11.盛連喜主編（2004），環境科學概論，五南文化。（本校圖書索書號：445 5334） 



12.杜政榮、吳天基、江漢全編著（2001，2008），環保與生活，國立空中大學。

（本校圖書索書號：445 4419）。 
13.與環境教育和環保議題相關之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 
14.G. Tyler Miller“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Brooks/Cole 2002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一、理論講述與討論(30%)； 

二、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三、行動實作與報告(50%)(說明：1.學生需實際撰寫 40 分鐘的教案設計、 

       2.製作 10 分鐘教學 PPT—可連結教學影片，但不得超過 3 分鐘、 

    3.每位同學須按教案設計中的一段 10 分鐘教學演示 )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環境教育的課程包含(1)核心科目，(2)實務訓練，(3)專業科目，其中專業科目

有:學校與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與

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等八項，因此環境教育課程就需要針對其科目

類別而設計，也需考慮環境教育的課程目標而設計。 

    例如氣候變遷，主要概念可包含全球暖化、氣象災害、能源…等。自然保

育可包含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等。社區參與包括族群關係、

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環境規劃…。 

    本課程的目的是使學生充分熟悉並運用各種國家、社會、社區的教學資源，

並訓練學生針對不同的課程目標，進行環境教育課程設計，也使學生能在做中

學習。 

第 1週 環境教育的核心課程、實務訓練課程、專業科目分類。 

第 2~4週 環境教育專業的八大類課程分類與內涵。 

第 5~6週 全球重大環境議題和國際環境公約、環境教育的發展。 

第 7~8週 台灣的環境議題討論和環境教育課程發展方向。 

第 9~10週 我國環境教育課程的教學目標。 

第 11~12週 環境教育課程分類與課程設計訓練(分不同主題) 

第 13~14週 環境教育課程分類與課程設計訓練(分不同主題) 

第 15~16週 課程設計成果分享與評論。 

第 17~18週 課程設計成果分享與評論。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一、紙筆評量(30%)；(說明：平時測驗、讀圖測驗、學習單作業) 

二、表現評量(50%)(說明：1.方案評量—含 40 分鐘的教案設計、製作教學 PPT10

分鐘；2.展示或演出(Performance)評量--每位同學實際教學演示 10 分鐘)； 



三、上課參與(20%)(說明：曠缺課紀錄、教學互動紀錄 )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2040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5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景觀與環境生態學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Ecology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曾慈慧 Tzuhui A. Tseng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環境的健康與否與人類的生存息息相關，人們生活環境中的所有元素，例如水、陽光、空氣、土壤甚至於生物，

都與自然的運轉與循環有關。生態學發展至今，已經從單一生物學程為與人類息息相關的人與環境生態學，我

們不需認識環境與生物的互動關係。 

景觀生態學為當前環境規劃與環境管理的重要議題與方法。景觀生態學是研究景觀內多元空間中的不同空間尺

度。包含了生物物理(biophysical)與社會性(societal)造成的景觀異質性結果。景觀生態學的理論與概念連結了

人雯訓練中的自然科學，而景觀生態學可以劃分為幾個主要的核心主題： 

景觀結構中的空間範型，範圍從原野地到城市。 

景觀中空間範型與過程中的關係。  

人類活動對於景觀範型、過程與改變的關係。 

景觀中尺度與分佈的影響。 

  本課程主要以景觀生態學的基本理論為出發，藉由文獻導讀與課堂講授，探討景觀生態的基本概念以及其

主要理論，了解生態中的尺度與等級在環境中扮演的角色。之後以生態觀點說明景觀生態學在道路、河川、水

池、農村、溼地、校園、社區與都市的應用，並介紹生態設計方法，如綠建築與生態工法案例。本課程以老師

上課講授為主，需研讀國內、外文獻，與參與台灣生態社區相關案例及講座，以期幫助學生未來在環境規劃與

管理上，應考慮到景觀生態以及陪養正確的生態觀。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游以德，(1990)。環境生態學，地景出版社，臺北。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Ian L. McHarg，1999, Design with Nature(道法自然)。田園城市，臺北。 

2.Sim Van Der Ryn & Stuart Cowan, 2002。生態設計思考邏輯，地景，臺北。 

3.黃宗煌、滕藤合編，2004。生態經濟、生態旅遊與綠色食品產業發展。鼎茂，台北。 

4.方偉達，2010。生態旅遊。五南，臺北。 



5.方偉達、李育明，２０１３。邁向綠色永續未來 ，行政院環保署。 

6.趙羿、賴明洲、薛怡珍， 2004。景觀生態學理論與實務。地景，臺北。 

7.鄔建國，2003。景觀生態學—格局、過程、尺度與等級。五南，臺北。 

8.林憲德，1994。熱溼氣候的綠色建築計畫—由生態建築到地球環保。詹氏書局，台北。 

9.蔡厚男、邱銘源、呂慧穎，2003。道路建設與生態工法，熊貓出版社，臺北。 

10.台灣大學農學院農村規劃與發展研究中心，1998。道路與水域之生態系統規劃--動植物之新生活區，田園城

市，臺北。 

11.佐藤誠，2005。迎接綠色假期時代，中國生產力中心，台中。 

12.韓選棠，2000。德荷農村巡禮，豐年社，臺北。 

13.韓選棠譯，1998。未來的生態農村，空間，台北。 

14.李培芬，2013。台灣的生態系(新版)：為什麼台灣這麼特別，遠足文化，台北。 

15. 孟磊、江慧儀，2011。向大自然學設計：樸門 Permaculture．啟發綠生活的無限可能，新自然主義，臺北。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期中考 20% 

期末考 20% 

上課態度 20% 

課堂報告 30% 

心得感想 10%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Course Outline (Tentative) 
週數 日期 課程名稱 附註 

1  課程說明   買書 

作業一：IALE 網站 

2  環境生態學與生態系統 請上網詳讀國際景觀生態

學會 

3  • 土壤生態、水生態與大氣生態 作業一：繳交 IALE 網站心

得 

4  景觀生態學的基本概念： 

景觀格局構造與功能的基本概念 

 

5  植物以及植物社會在工程上的應用  

6  生態設計概念- 

臺灣的生態問題、生態設計新概念 

 

7  綠建築  

8  期中考 影片欣賞：The 11th hours  

9  生態道路設計準則 作業二：繳交期中作業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6%B9%E5%81%89%E9%81%94&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jog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AD%9F%E7%A3%8A%E3%80%81%E6%B1%9F%E6%85%A7%E5%84%80&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hironature


10  生態河川規劃與設計  

11  參觀八煙聚落 野外實察 

12  生態農村的規劃  

13  生態旅遊 作業三：繳交野外實察報

告 

14  生態校園  

15  參觀里山 野外實察 

16  生態村、生態社區與生態城市 

及其指標之擬訂 

 

17  期末發表  

18  期末考 作業四：繳交期末作業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Assignments 課堂作業與報告: 40% 

Attendance and discussion 上課態度與討論: 20% 

Midterms 期中報告: 20%  

Final 期末報告: 20% 

(報告遲交一率 60 分以下，上課發問與全勤均加分)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八、作業要求 

1.景觀生態學會的認識 

    請上網詳讀國際景觀生態學會的網頁 http://www.landscape-ecology.org/，並且作成書面報告。 

2.期中報告 

    個人作業：搜尋國內有關於景觀生態學的期刊，並從中選擇一篇期刊精讀，需寫下研究研究動機、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資料收集方法與統計分析方法)、研究結果。 

3.學期田野作業 

    選擇課堂上所討論過的任何一種景觀生態應用方法，觀察野外環境中應用了哪一種。 

4.期末組作業 

    每組自行找一處基地，範圍可大可小，組員人數不得超過 5 人，4-5 人為一組。根據景觀生態的調查與評估

了解環境生態環境，並以上課所介紹的任一主題創造出屬於符合景觀生態工法的原則，以手繪為主、不一定要

上色。需有平面圖、示意圖、文字解說，四開圖畫組大小之海報。可自行結合其它課堂所學的 GIS、遙測等工具。

期末發表時可以將設計構想作成 PPT 檔案。 

http://www.landscape-ecology.org/


 

一、課程觀賞影片與野外參訪地點 

電影：The 11th hours 

http://freedocumentaries.org/documentary/the-11th-hour#watch-film 

 
 
野外地點 

八煙聚落里山臺灣： 

http://hiking.thenote.com.tw/news/detail/1810/%E3%80%90%E5%BD%B1%E7%89%87%E3%80%91%E9%87%8C%E5

%B1%B1%E5%8F%B0%E7%81%A3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5014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5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環境規劃與都市設計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黃書偉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1.從全球環境變遷，瞭解國家環境發展因應對策及相關組織分工，藉國際環保公約的介紹，讓

同學瞭解其對國家經貿發展的重要性及地區環境規劃的影響。 

2.介紹全球永續發展的演進及國際相關組織對環境永續發展所提出的量測指標，讓同學對地區

永續發展規劃有更深入的認識。 

3.透過生態城鄉的規劃理念介紹，奠定同學對集居環境永續發展規劃的基礎。 

4.從地區環境調查、環境計畫到地區環境經營管理，做有系統的介紹，使同學從中獲取理論與

實務的驗證。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施鴻志編著，2001，環境規劃，建都文化事業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黃書禮（1999），生態土地使用規劃，詹氏書局 

2. 林憲德（2005），城鄉生態，詹氏書局 

3. 郭瓊瑩（2003），水與綠網路規劃，詹氏書局 

4. 黃世孟主編（1995），基地規劃導論，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5. 賴明洲編著（2003），景觀生態學理論與實務，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歐陽嶠輝(2005)，都市環境學，詹氏書局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課堂授課 

2.作業討論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1.課程大綱介紹 

2.全球環境變遷 

3.永續發展 



4.永續發展 

5.國家環境政策 

6 地區環境評量 

7.人類行為與環境 

8.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 

9 環境經濟分析 

10.環境影響評估 

11.環境調查與資料建構 

12.生態城鄉 

13.生態城鄉 

14.資源與環境管理 

15 資源與環境管理 

16.景觀資源管理 

17.景觀資源管理 

18.期末報告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課堂參與：20％ 

2.平時作業：30％ 

3.期中考試：25％ 

4.期末考試：25％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5012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環境成本效益分析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vironmental Benefit and Cost Analysis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闕雅文 
Chiueh, Ya-Wen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環境成本效益分析用於比較選擇最適當之方案、政策與計畫。本課程教授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論

與方法，也以案例分析方式教授環境成本效益分析如何應用於環境資源管理之政策與方案比較

分析，期能培育國家永續發展所需之環境成本效益分析師、與專業環境管理人才。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蕭代基、鄭蕙燕、吳珮瑛、錢玉蘭、溫麗琪. (2002). 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 理論、方法與應

用. 台北: 俊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Readings in Environmental Benefit and Cost Analysis, (Edited by the Teacher).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Readings in Environmental Benefit and Cost Analysis, (Edited by the Teacher). 

吳珮瑛(2009)。環境與自然資源值多少?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講授、討論、文獻導讀、與小組討論。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I. 緒論 

1. 環境經濟分析的作用 

2. 成本效益分析的意義 

3. 環境資源的價值 

4. 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應注意事項  

5. 成本效益分析之執行與分析師的倫理 

II. 成本效益分析之理論基礎 

1. 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成本效益分析比較 

2. 公共部門成本效益分析之理論依據 

3. 效益衡量之基礎與指標 

4. 成本與效益的分配 

5. 成本效益分析應用於決定汙染排放之最適水準 

 

III. 環境保護成本估計理論 

 

1. 汙染防治成本概念 

2. 社會防治成本 

3. 防治成本估計對政策的重要性 

4. 實證上防治成本之限制 

 

IV. 成本效益分析執行步驟 

 

1. 成本與效益分析之執行步驟 

2. 風險與不確定性 

3. 成本有效性分析 

 

V. 汙染物之排放、擴散、反應與影響 

 

1. 汙染暴露量之估計 

2. 劑量反應函數 

3. 簡單的汙染防治成本效益分析模型 

 

 

VI. 市場價值評估法 

 



1. 市場價值評估法之基本架構 

2. 快速簡略的市場價值評估法 

  

VII. 替代市場價值評估法 

 

1. 旅行成本法 

2. 特徵價格法 

3. 特徵工資法 

4. 生產函數法 

 

VIII. 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 

 

1. 應用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的估計步驟 

2. 應用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常見的偏誤 

3. 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4. 避免偏誤的問卷設計原則  

 

IX. 效益移轉法 

 

1. 效益移轉的步驟 

2. 效益移轉之困難 

  

 

X. 空氣汙染防治成本之估計 

 

1. 成本項目和型態 

2. 衡量汙染防治成本的方法 

 

XI. 空氣汙染防治對健康之影響與效益 

 

1. 健康變化之定義與衡量 

2. 降低死亡風險之效益衡量 

3. 罹病降低之效益衡量 

4. 健康效益之實證估計結果 

 

XII. 空氣汙染防治對生態系之影響與效益 

 

1. 空氣汙染對生態資源之影響 

2. 生態系之經濟效益及衡量 



 

XIII. 空氣汙染防治對農業之影響與效益 

 

1. 空氣汙染對農業之影響 

2. 空氣汙染造成農業損害之評估 

3. 農作物損失之經濟價值評估 

 

XIV. 空氣汙染防治對材料與清潔之影響與效益 

 

1. 空氣汙染防治對物質材料之影響 

2. 空氣汙染防治之清潔效益 

 

XV. 空氣汙染防治對景觀美質之影響與效益 

 

1. 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衡量美質之影響與效益 

2. 特徵價格法衡量美質之影響與效益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期中報告 40%、 學期報告 60%。 

 

七、 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10420ECON333700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5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環境經濟學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廖肇寧(LIAO, CHAO-NING) 

上課時間 

Time 
T2T3T4 

上課教室 

Room 
HSS 人社 C404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系

所課程規畫所欲

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 具備基本經濟學知識與瞭解經濟學範疇 

Our students will possess basic economic knowledge and comprehend economic category. 

■ 運用經濟思維解釋經濟議題 (25%) 

Our students will apply economic thinking to explain economic issues. (25%) 

□ 培養基本數理邏輯推論能力 

Our students will develop fundamental Mathematical logic and reasoning faculties. 

□ 具有數據統整分析及處理能力 

Our students will possess handling abilitie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data. 

□ 具備就業所需之商業與管理知識 

Our students will posses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knowledge for work place. 

■ 具備跨領域多元專業知能 (25%) 

Our students will possess multidisciplinary diverse and specialized abilities. (25%) 

□ 能將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提升就業競爭力 

Our students will combine theoretical with factual knowledge and improve employment competitive 

power. 

■ 具有國際經濟議題的理解及分析能力 (25%) 

Our students will comprehend and analyz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ssues. (25%) 

■ 培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之能力 (25%) 

Our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public affairs positively. (25%) 
 



課程大綱 (Syllabus) 

 
 Syllabus 
Instructor：廖肇寧(liaocn@mx.nthu.edu.tw)  
Phone # and Room: (03)5715131 ext. 62138 台積館811 
Course：EnvironmentalEconomics 
Time：Tue. 9:00-12:00  
Office Hours：Mon. 13:30-15:00 or by appointment 
Classroom： 

Grade：Mid-term 45%、Final 45% & Termproject10% 
Textbooks： 

Thomas, J.M. and S.J. Callan, 2013.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pplications, Policy and Theory. 
6thedition, South-WesternCENGAGE Learning.(滄海圖書代理) 

Course Objective: 
This course will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economics to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 problems and prepare them for analyzing issues in related policies. 
Course Contents： 

I. Introduction 
II. The Theory of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1）Public Goods。 

（2）Market Failure。 

（3）Property right and the Coase Theorem 

III. 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is  
（1）Command and Control Strategies 
（2）Incentive-Based Strategies: Tax、Subsidy and Tradable Pollution Permit. 

IV. Valuing the Environment 
（1）Cost-Benefit Analysis 
（2）Techniques of Valuation: Hedonic Price Method, Travel Cost Method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10510ECON533700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15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環境經濟理論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廖肇寧(LIAO, CHAO-NING) 

上課時間 

Time 
T2T3T4 

上課教室 

Room 
TSMC 台積 732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系

所課程規畫所欲

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 具有當代經濟學理論與實務之基礎 (20%) 

Our students will have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bas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relating to economic science. (20%) 

■ 應用經濟理論與模型解決經濟議題 (20%) 

Our students will apply economic theories and models to solve economic problems. (20%) 

■ 具備界定全球化經濟議題之能力 (10%) 

Our students will identify questions and problems in global economy. (10%) 

■ 具備應用經濟模型分析與解答經濟問題之能力 (20%) 

Our students will apply analytical models to the economic questions and propose resolutions. (20%) 

■ 瞭解當代經濟理論與實證議題，具備應用經濟理論作企業決策之能力 (20%) 

Our students will know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economics and will 

further apply the principles to decision-making in businesses or governments. (20%) 

■ 具備條理地論述經濟議題的能力 (10%) 

Our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ommunicate current economic issues in coherent written presentations. 

(10%) 
 

課程大綱 (Syllabus) 

 
 Syllabus  
Instructor：廖肇寧(liaocn@mx.nthu.edu.tw)  
Phone # and Room: (03)5715131 ext. 62138台積館811  



Course：環境經濟理論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ime：Tue. 9:00－12:00  
Office Hours：Mon. 14:00－15:00 or by appointment  
Classroom：  

Course Objective:  
This course will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economics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prepare them for analyzing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Course Grades:  
Mid-term 45%, Final Exam 45% and Term Project 10%.  
Texts and Readings:  
Kolstad, C.D. 2010.Environmental Economics. Oxford Univ. Press, New York.  
蕭代基、吳珮瑛、鄭蕙燕、錢玉蘭、溫麗琪，2003，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理論、方法與應用，

台北：俊傑。  

Related Journal Articles.  
Course Content:  
I.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  
II. Theory of Externalities and Public Bads  
A. The Nature of Externalities  
B.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action Costs  
III.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A. Price Instruments to correct Externalities  
B. Quantity Regulation  
C. Tradable Permits  
D.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V.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Second-Best Situations  
A. Uncertainty  
B. Imperfect Competition  
C. Political Feasibility  
V. The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A. Basic Theory.  
B. Revealed Preference: Hedonics and Household Production.  
C. Constructed Markets and Nonuse value.  

 
  



科號 
Course Number 

10410LST 

533500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18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歐盟環境法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高銘志(KAO, MING-CHIH) 

上課時間 
Time 

M5M6 
上課教

室 
Room 

TSMC 台積 832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
系所課程規畫
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分析問題與提供對策 (10%) 

Analyzing issues and offering solutions (10%)■法學外文 (30%) 

Leg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30%)■法學寫作 (10%) 

Legal writing (10%)■保障人權與社會正義 (10%)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social justice (10%)■科際整合 

(10%)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10%)■國際視野 (20%) 

Global perspectives (20%)■蒐集資料與批判思考 (10%) 

Collecting materia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10%) 

 

              
 

課程簡述 

課程大綱 (Syllabus) 

課程大綱：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隨著歐盟國家對環保及全球暖化議題之重視，歐盟環境法亦隨之迅速發展，在

當前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  

更隨著歐盟整合之加劇，歐盟環境法之影響力，更加無遠弗屆。  

 

雖然台灣地理位置距離歐盟相當遙遠，實際上台灣之環境法規及產業發展卻受

到歐盟環境法之強烈影響。例  

如，  

我國向來政策法規之研究，均會以歐盟為重要的研究客體。再則，台灣眾多出

口導向之產業，往往須注意歐盟  



相  

關環境法規所引進之新標準。  

 

本課程之方向，旨在提供學生對歐盟環境法「概況」及「重要議題」之瞭解，

以建構對歐盟環境立法架構之認  

知。並以此為基礎，鼓勵學生深入研究歐盟環境法之不同議題在不同國家之具

體落實情況。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Ludwig Kramer, EC Environmental Law, Sweet & Maxwell; 6th edition (December 4,  

2006).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Jan H. Jans and Hans H. B. Vedder, 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Feb 2008.  

-歐盟官方網站之政策或法規研究報告  

-定期發放並討論：經濟學人或其他重要歐盟環境政策、政治及法律發展之新聞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每堂課指定閱讀相關文獻後，由學生報告或由老師以簡報講授  

-必要時邀請專家專題演講  

-介紹課程結束後，由學生撰寫期末報告並於課堂討論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1. 課程介紹  

2. 歐盟環境法之基本原則  

3. 歐盟空氣污染防制法  

�� 環境空氣品質  

�� 固定排放污染源  

��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 各國空氣污染物質之排放上限  

�� 運輸污染（車輛、燃料油品質、船運）  

4. 歐盟噪音污染防制法  

�� 歐盟環境噪音指令  

5. 歐盟環境影響評估制度  

�� 環境影響評估指令  



�� 歐盟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指令  

6. 歐盟氣候變遷法  

�� 歐盟氣候變遷與能源之立法包裹  

�� 排放權交易指令  

�� 歐盟碳捕捉與封存指令  

7. 歐盟水法  

�� 歐盟水架構指令  

�� 歐盟海洋策略架構指令  

�� 歐盟都市廢水指令  

�� 歐盟飲用水指令  

8. 自然及生物多樣性保護  

�� 歐盟候鳥指令  

�� 歐盟生物棲息地指令  

9. 歐盟廢棄物管制  

�� 廢電子電機設備  

�� 廢乾電池  

�� 生物可分解廢棄物  

�� 報廢車輛  

�� 垃圾焚化  

�� 垃圾掩埋  

�� 礦業活動廢棄物  

�� 包裝  

�� 廢棄物船運  

�� 廢棄物管理計畫  

�� 廢油  

10.化學物質管制  

�� 歐盟化學物質安全性管制  

�� 水銀管制  

�� 奈米科技  

11.產業與科技  

�� 環境科技行動計畫  

�� 生態標章  

�� 生態管理及查核計畫  

�� 整合產品政策  

�� 綠色政府採購  

12.環境責任  

�� 歐盟環境責任指令  

13.課堂期末報告、課堂討論與評論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課堂表現（50%）、期末報告（5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科號 
Course Number 

10020LST 

533600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3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能源經濟、政策與社會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ergy Decisions, Markets, and Policies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高銘志(KAO, MING-CHIH)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

室 
Room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
系所課程規畫
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分析問題與提供對策 (10%) 

Analyzing issues and offering solutions (10%)■法學外文 (10%) 

Leg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10%)■法學寫作 (20%) 

Legal writing (20%)□保障人權與社會正義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social justice■科際整合 (30%)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30%)■國際視野 (20%) 

Global perspectives (20%)■蒐集資料與批判思考 (10%) 

Collecting materia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10%) 

 

              
 

課程簡述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能源議題之瞭解，有許多面向。向來較為著重之重點為能源科技之面向，但近

來逐漸有發現到，為促進能源科技之  

應用，除了「科技面」外，亦應強調「政策」「經濟」「法律制度」面向之重要

性。甚至，在此一民主社會下，許  

多科技發展，也面臨「民眾接受度」等『社會』面向之問題。而本課程也將著

重在後者，以有效『促進、管制、管  

理』能源科技所引發之相關議題！  

 

本課程之目的，旨在透過專題演講之方式，提供學生對相關能源經濟、政策、

社會、法規制度議題之瞭解。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無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無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邀請各界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2.課堂討論  

3.繳交演講心得（每堂一頁 A4）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氣候變遷之性別議題  

能源合作  

能源使用評估制度  

能源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永續能源基本法  

能源局法制業務  

節能燈具推廣  

中國再生能源政策  

屋內配電裝置規則  

政府儲油  

山地鄉與偏遠地區家用桶裝瓦斯補貼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與查核  

太陽光電示範補貼之相關問題  

德國離岸風電發展之政策與法制  

台灣汽電共生推動政策與法律  

碳捕集與封存政策與法制  

再生能源融資  

...等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課堂參與（20%）  

2.上課心得(60%)  

3.期末報告(2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科號 
Course Number 

10410LST 
533400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18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能源政策與法律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ergy Policy & Law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高銘志(KAO, MING-CHIH) 

上課時間 
Time 

T1T2 
上課教

室 
Room 

TSMC 台積 835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
系所課程規畫
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 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34%) 

The ability to employ the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4%) 

□ 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design and execute experiments, analyze and 

interpret data. 

□ 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工具之能力。 

The ability to employ the techniques and tools that are needed in 

engineering practices. 

□ 設計工程系統、元件或製程之能力。 

The ability to design engineering systems, devices, or processes. 

□ 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manage projects and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in team works. 

■ 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力。 (33%) 

The ability to discover,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33%) 

■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

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33%) 

The ability to know current issues, realize the influences of 

engineering techniques on the environment, the society, and the 

globe, and continuously keep the habit of learning. (33%) 



□ 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The ability to realiz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課程簡述 

課程大綱 (Syllabus) 

課程大綱：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向來能源法規與能源政策之間，存在著微妙互動關係。一方面，能源法規之發

展方向，受能源政策之影響甚鉅。另一方面，能源法規亦扮演具體實踐能源政

策之重要角色。因此，若欲瞭解能源法規之實質內涵與精神，勢必須瞭解能源

法規條文表象背後所涉及之眾多非法律性因素。本課程之目的，旨在讓學生瞭

解世界各主要國家（主要包括：美國、歐盟、日、韓、德等）及台灣之能源政

策及能源法規體系架構，俾利學生在對能源法有概略基礎後，可進一步修習其

他更深入之能源法專題課程。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無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教師自製簡報授課、閱讀指定教材、學生課堂討論、學生主題報告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台灣能源政策及法律 
能源及氣候變遷等基本法 
非核家園政策與法律 
再生能源政策與法律 
再生能源政策與法律 
天然氣自由化管制模型 
氣候變遷政策與法律 
----(以上為發放老師個人文章為主，閱讀後課堂口頭報告)---------  
專家演講  
每週指定兩篇英文能源法與政策文章、每一堂報告並討論一篇、訓練法學英文

能源法文章之閱讀能力  
------(以上以英文教科書或期刊為主)-----------  
期末報告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課堂表現(40%)、期末報告(6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http://energylawtaiwan.wordpress.com/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10510CHE 453000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5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全球氣候變遷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Climate Change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談駿嵩(TAN, CHUNG-SUNG) 

上課時間 

Time 
F2F3F4 

上課教室 

Room 
CHE 化工 202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系

所課程規畫所欲

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 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34%) 

The ability to employ the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4%) 

□ 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design and execute experiments, analyze and interpret data. 

□ 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工具之能力。 

The ability to employ the techniques and tools that are needed in engineering practices. 

□ 設計工程系統、元件或製程之能力。 

The ability to design engineering systems, devices, or processes. 

□ 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manage projects and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in team works. 

■ 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力。 (33%) 

The ability to discover,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33%) 

■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33%) 

The ability to know current issues, realize the influences of engineering techniques on the 

environment, the society, and the globe, and continuously keep the habit of learning. (33%) 

□ 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The ability to realiz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課程大綱 (Syllabus) 



週次 日期 課程大綱 授課老師  
1 9/18 (五) 課程說明及全球暖化 談駿嵩教授 清大化學工程系  
2 9/25 (五) 各國政策與目標 葛復光副主任 核研所能源經濟及 策略研究中心  
3 10/2 (五) 氣候變遷與經濟的關聯/台灣情境與因 應方案 葛復光副主任 核研所能源經濟及 
策略研究中心  
4 10/16 (五) 能源效率策略與檢視 李堅明教授兼所長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5 10/23 (五) 碳足跡與低碳生活 李堅明教授兼所長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6 10/30 (五) 碳交易與能源稅 廖肇寧副教授 清大經濟學系 7 11/6 (五) 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 
廖肇寧副教授 清大經濟學系 8 11/13 (五) 國際新能源科技政策的發展動態 楊鏡堂教授 台

大經濟系  
9 11/20 (五) 國際法與國際公約 范建得教授兼所長 科技法律研究所  
10 11/27 (五) 國際法令面 范建得教授兼所長 科技法律研究所  
11 12/4 (五) 台灣節能減碳法制 高銘志副教授 科技法律研究所  
12 12/11 (五) 綠色/再生能源技術 楊鏡堂教授 台大經濟系  
13 12/18 (五) 新燃燒及發電技術與策略 談駿嵩教授 清大化學工程系  
14 12/25 (五) CO2 捕獲封存及再利用 談駿嵩教授 清大化學工程系  
15 1/8 (五) 減碳情境及巴黎締約國大會後續發展 談駿嵩教授 清大化學工程系  
16 1/15 (五) 期末考週 口頭報告 (非強制性) 談駿嵩教授 清大化學工程系  
課程簡介：  
這門課是大學部能源學程中三門必修課中之一門，因之屬於介紹性課程，希望不同背景的學

生都能選修。氣候變遷，包括地球暖化、極端氣候、海平面上昇等， 乃是當前人類所面臨的

最大困境之一。  
很多人都認為，如果我們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勢將遭遇另一次的生命大滅絕。由於氣候變遷

的原因極為複雜，牽涉到地球整個生態環境以及人類整體生活方式的 改變，任何嘗試解決這

一問題的方案，很明顯必須藉由跨學科的合作，才可望稍 有成就。因此這門課中我們籌組了

一個跨學科教學小組，有具化學工程、機械工程、能源管理、法學及經濟學專業背景的老師，

共同研發教案，嘗試對氣候變遷 提供一個整合性的理解架構，進而激發學生回應此一問題的

能力。  
這門課會著重在基本問題和基本概念的陳述，不會涉及太深的技術層次。每一次上課，希望

能夠透過不同學科背景的討論與對話，釐清並深化我們對問題的理解。  
這門課沒有指定教科書，但上課時授課老師會提供論文及網站。至於成績考核，是以：上課

出席與作業合計 50%、書面報告 50%、口頭報告 10% (額外)。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環境與生活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蘇宏仁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

室 
Room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
系所課程規畫
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課程簡述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上課時間：2 小時 

二、參考書目：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蘇宏仁等 華杏 

其他有關環境或環境生態相關書籍、雜誌刊物 

三、上課綱要 

1. 環境與生態 

環境願景 vs.現況；環境的定義、內涵；生活品質與環境品質的兩難； 

環境生態運作原理、生態平衡 

2. 環境問題探討 

環境問題的複雜性 

世界環境現況；台灣環境現況；環境污染：人口、能源、空氣、水資源、 

固體廢棄物、噪音、農業糧食、環境荷爾蒙 

3. 關心環境 

在地環保新聞探索、分享 

發生了什麼事？在何處？何時？相關當事者？影響如何？民眾反應如 

何？有無解決策略、措施？ 

4. 環境議題、價值觀澄清 



對議題的立場主張、理由、證據、反駁 

5. 環保生活實踐 

環保生活創意點子：如何做？有何效益？為何有效 

生活碳足跡、生態足跡計算 

生活實踐:掃街、淨山、淨灘 

四、上課方式 

1. 教師 ppt 講述、討論 

2. 學生個人及小組報告分享 

五、評量方式 

1. 課堂出席、參與討論(20%) 

2. 個人環保新聞分享報告(20%) 

3. 小組書面(10%)及口頭報告(20%)(環境問題或環保生活實踐) 

4. 小組合作、參與(10%、組內成員互評) 

5. 期末測驗(20%)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自然環境變遷、調適與永續發展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Natur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dapt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游能悌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

室 
Room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
系所課程規畫
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請

勾

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

分比） 
Percenta
ge 

 

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s & 
communication  

10%  

 

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能力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35%  

 

科學思維與反思 
Scientific thinking & reflection  

35%  

 

藝術與人文涵養 
Aesthetic & humanistic literacy  %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a literacy  %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20%  

 

 

              
 

課程簡述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

明 

  地球自然環境是變動不已的，不論是生物的演進，乃至於岩石、

水與大氣的作用。在地球演化的長河中，人類歷史原只一瞬間，

但是人類快速利用自然資源，也相對加速自然環境的變遷，威脅



所有生物的生存。我們必須對於現今全球變遷的趨勢、資源能源

的可承載限度、與連鎖發生的災害威脅有所認識、審慎因應，才

有可能永續發展，與萬物共榮。 

  本課程藉由課堂講演與問題討論闡述自然環境變遷的緣由、演

變、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等面向，涵蓋大氣圈、水圈、生物圈

與地圈的變遷，相對應的調適觀念、能源與資源產業轉型、國際

公約、國內法、與公共政策等主題。此外，每堂課也附加延伸閱

讀教材，彌補與擴充各議題的相關領域觀念、知識與科技進展，

並且每週作業引導同學反覆閱讀上課講義、延伸閱讀文獻，以深

化學習效果，並鼓勵同學自我反思與實踐。 

二、指定用

書 

1. 蘇宏仁等，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2012，華都文化。 
2. 柳中明，2010，全球環境變遷，華都文化。 
3. 柳中明，2010，臺灣環境變遷解密：改變未來的 12 堂課，山

岳出版社。 

三、參考書

籍 

1. Sarah James、Torbjorn Lahti，2010，夢想綠社區：營造你的永

續生活，呂孟娟翻譯，山岳出版社，ISBN：9789862481257。 
2. 孟磊、江慧儀，2011，向大自然學設計：樸門 Permaculture．

啟 發 綠 生 活 的 無 限 可 能 ， 新 自 然 主 義 出 版 社 ， ISBN ：

9789576966903。 
3. 及延伸閱讀文獻: 
王巧萍, 2006. 森林土壤碳庫與大氣二氧化碳之互動. 林業研究專

訊 13, 10-13. 
何宗儒, 2012. 海洋再生能源 科學發展 471, 6-11. 
何美鄉, 2004. 禽、畜、人與病毒. 科學發展 382, 48-55. 
呂錫民, 2015. 綠色生產與消費. 科學發展 506, 50-55. 
李美慧, 2012. 環境荷爾蒙與嬰幼兒健康. 科學發展 470, 58-63. 
沈川洲, 2003. 珊瑚－紀錄大自然的光碟片. 科學發展 369, 12-17. 
周揚震、徐恆文, 2016. 失序的碳循環. 科學發展 519, 56-62. 
林宗儀, 2010. 臺灣西南海岸 300 年來的變遷. 地質 29, 34-37. 
林祐生, 李文乾, 2009. 生質酒精. 科學發展 433, 20-25. 
金傳春, 萬灼華, 顧家綺, 詹大千, 施浩榆, 曾子容, 李昌駿, 陳俊

辰, 2015. H7N9 禽流感病毒的未來全球流行潛力與挑戰. 科學發

展 505, 48-53. 
紀宗吉, 2010. 鑑古知今全臺重大順向坡滑動歷史事件簿. 地質 
29, 24-27. 
張志玲, 2008. 亞洲污染物台灣無法擋. 科學發展 421, 64-69. 
張淵斯, 曹知行, 2009. 海水淡化的發展. 科學發展 438, 3w2-39. 
張添晉, 盧怡均, 2011. 水資源永續利用及水再生產業之發展 永

續產業發展 57, 24-33. 
莊秉潔, 郭珮萱, 2010. 石化產業的空污與健康風險. 看守臺灣 
12, 20-32. 
莊秉潔, 蔡智豪, 2012. 台灣細懸浮微粒（PM2.5）的減量管制措施. 



生態臺灣, 15-21. 
莊浩宇, 陳東煌, 2009. 取之不盡的太陽能-光電化學反應. 科學發

展 437, 58-63. 
許玲玉, 盧筑筠, 2009. 礦區土地復墾與再利用. 科學發展 440, 
38-45. 
許曉華, 2014. 永續台灣─台灣的生物多樣性. 科學發展 501, 
44-49. 
陳正興、陳家漢, 2014. 地震引致的土壤液化與側潰現象. 科學發

展 498, 12-17. 
陳美汀、裴家騏, 2014. 搶救石虎. 科學發展 496, 48-53. 
陳雲蘭, 2008. 百年來台灣氣候的變化. 科學發展 424, 6-11. 
廖鋸賢, 許輔, 2014. 田間到餐桌─食品履歷透明管理. 科學發展 
504, 38-43. 
劉光明, 金建邦, 2012. 漁業管理新思維--以生態系為基礎. 科學

發展 478, 60-65. 
盧乙嘉, 宋聖榮, 2012. 未來能源之星—地熱. 科學發展 475, 
54-61. 
盧孟明, 2013. 快速縮小的北極冰帽. 科學發展 491, 66-73. 
闕壯群, 2009. 微藻類固碳工程. 科學發展 433, w6-11. 
魏國彥, 2009. 誰殺掉了臺灣的古象與犀牛. 科學發展 441, 48-53. 
魏國彥, 許揚蕙, 2008. 氣候變遷與古文明的興衰. 科學發展 424, 
12-17. 
Joele, E.C., 王道還譯, 2005. 擁擠的地球. 科學人 2005, 10, 37-45. 

四、教學方

式 

1. 課堂理論講述與問題討論  60 % 

2. 延伸閱讀與每週作業（課堂與延伸閱讀內容）  40 % 
 

五、教學進

度 

課程內容（請詳列 18 週授課內容）：   
週次 主題 延伸閱讀 

1 課程大綱與課

程簡介 
自編講義 

2 人類活動、全球

變遷與永續發

展 

1. 取之不盡的太陽能(莊和陳, 2009) 
2. 生質酒精(林和李, 2009) 

3 地圈、水圈、大

氣圈與生物圈

的交互作用 

1. 擁擠的地球(Joele, 2005) 
2. 氣候變遷與古文明的興衰(魏和許, 20  

4 大氣圈的關鍵

少數：溫室氣體

與懸浮微粒 

1. 台灣百年來的氣候變化(陳, 2008) 
2. 台灣細懸浮微粒的減量管制(莊和蔡,  

5 溫室氣體減

量、儲存、公約

與調適 

1. 微藻類固碳工程(闕, 2009) 
2. 森林土壤碳庫與大氣二氧化碳(王, 20  



6 替代能源、再生

能源與綠色能

源 

1. 未來能源之星-地熱(盧和宋, 2012) 
2. 海洋再生能源(何, 2012) 

7 女媧補天、人類

搞破壞：臭氧層

破壞與酸雨 

1. 亞洲污染物，台灣無法檔(張, 2008) 
2. 石化產業空污與健康風險(莊和郭, 2010) 

8 期中考  
9 鑒往知來：極端

氣候與古氣候

變化 

1. 珊瑚古溫度計(沈, 2003) 
2. 誰殺掉了臺灣的古象與犀牛(魏, 2009) 

10 生命之水：淡水

資源 
1. 海水淡化的發展(張和曹, 2009) 
2. 水資源永續及再生(張和盧, 2011) 

11 水世界：地球的

海平面升降 
1. 三百年來台灣西南部海岸變遷(林, 2010) 
2. 快速縮小的北極冰帽(盧, 2013) 

12 諾亞方舟該多

大？生物多樣

性與保育 

1. 漁業管理新思維(劉和金, 2012) 
2. 永續台灣—台灣的生物多樣性(許, 2014) 

13 病媒微生物的

突變與競爭 
1. 禽、畜、人與病毒(何, 2004) 
2. 禽流感全球流行潛力與挑戰(金等, 2015) 

14 活動的地貌 1. 礦區復墾與再利用(許和盧, 2009) 
2. 搶救石虎(陳和裴, 2014) 

15 台灣的土地利

用、災害與國土

政策 

1. 順向坡滑動歷史事件簿(紀, 2010) 
2. 地震的土壤液化(陳和陳, 2014) 

16 極端事件威脅

與生存展望 
1. 失序的碳循環(周和徐, 2016) 
2. 環境賀爾蒙與嬰幼健康(李, 2012) 

17 三隻小豬與大

野狼：與環境變

遷共舞 

1. 綠色生產與消費(呂, 2015) 
2. 田間到餐桌-食品履歷(廖和許, 2014)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

核 

評量方式： 

一、 準時出席 10% 

二、 課堂互動討論 10% 

三、 每週延伸閱讀作業個人期末報告 40% 

四、 期中與期末測驗 40%  
七、講義位

址 
    http://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10510GEC 
120200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9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co-system and Global Changes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王俊秀(WANG, CHIN-SHOU) 

 

上課時間 
Time 

M3M4 
 

上課教
室 

Room 
EDU 教 310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
系所課程規畫
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 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 (20%)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s & communication (20%) 

□ 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能力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 科學思維與反思 (20%) 

Scientific thinking & reflection (20%) 

□ 藝術與人文涵養 

Aesthetic & humanistic literacy 

□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a literacy 

■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60%)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60%) 
 

課程簡述 

課程大綱 (Syllabus) 

 

週次 授課內容 教導方式 

1 開課白：課程說明、學習家族分組 面授 

2 地球是我家：地球為家的生態體 系、地球

的生態服務、生態體系的 動態均衡 

遠距教學 

3 我家在地球之 1：看不見的腳、失 去山林 遠距教學 



的孩子、生存排出與奢侈排 出、社會性溫

室氣體 

4 我家在地球之 2：文化行李:風水、 文化行

李:進補文化、地球實驗室、 失竊的未來 

遠距教學 

5 全球變遷之 1：小島聯盟與海平面 上升、

寂靜的春天與卡森女士、公 害病、氣候變

遷與疾病 

遠距教學 

6 全球變遷之 2：風險擴大器與災害 板機、

環境與氣候難民、氣候變遷 與兒童、環境

衝擊八大國 

遠距教學 

7 變遷全球（典範轉移之 1）：西雅圖 酋長的

啟示、由搖籃到搖籃、一根 稻草的革命、

由人定勝天到天人合 一 

遠距教學 

8 論壇：含讀書報告、作業分享  面授 

9 變遷全球（制度轉型）：生態女性 主義、向

大自然學設計:樸門思想與 行動、兒童公投 

遠距教學 

10 期中考：行動規劃包括：行動意 識、個案

探討、行動設計、預期成 果 

面授 

11 變遷全球（結構轉變）：永續發展 同心圓、

由 GNP 到 GNH、由人類 中心主義到生態

中心主義、由形式 疆界到操作疆 

遠距教學 

12 影像通識：影片觀賞及分組討論 面授 

13 地球治理之 1：地球高峰會、IPCC 與京都

議定書、歐盟的全球變遷對 應措施、聯合

國 UNEP 與 CSD/GEF 

遠距教學 

14 地球治理之 2：千禧年發展目標、 聯合國

永續發展教育十年、碳主權 與碳交易、世

界守望報告 

遠距教學 

15 全球思考，在地行動（1）：國民信 託運動

與人民財團、綠市集運動與 糧食主權、綠

領的生活方式、人民 遠距教學 第 4 頁共 
4 頁 發電廠運動 

遠距教學 

16 全球思考，在地行動（2）：共同購 買運動:
合作運動、外債換取自然運 動、自然的權

利運動、里山/里海、 公民訴訟 

遠距教學 

17 行動期末考包括：行動意識、個案 探討、

行動設計與執行、成果討 論、分工表、反

思與建議 

面授 



18 行動期末考之分組報告 面授 
 

 



附件9-2 

「觀光旅遊」學分學程規劃書 

前言:  

原專司國小教師培育的教育學院，仍有許多學生懷著教師夢，但在大環境不利其發展之

際，協助其換個舞台的想法便蘊育而生，於是提出觀光旅遊學分學程，這是個『換個舞台的

老師』培育計畫；此外，面對本校其他學院，鑑於觀光旅遊是一個生活可及的議題，更希望

發展出『生活式的觀光旅遊』之學習方向。於是，本計畫除以培育優質觀光旅遊人才為發展

願景外，更採｢工作導向學習｣的途徑，發展未來學生可從事觀光旅遊產業（公部門解說人員、

私部門領隊導遊、旅行社遊程行銷人員等）、文化產業（社區規劃師、文教業等）、及環境

規劃（顧問公司、規劃公司等）的可能。 

 

ㄧ、設置宗旨  

學程課程的規劃企圖強化下列四個方向，包括(1)觀光旅遊的實務、(2)產業知識的理解、

(3)思考組織的能力、(4)語言解說的技巧，以達學生專業能力的養成，亦藉此可訓練學生執

行能力、國際化能力與創新能力等的發展。 

 

二、課程規劃  

本學程由環文系、英語教學系、外語系、科管院學士班、人社院學士班等共同規劃與支

援課程，包含「核心課程」與「選修課程」兩部分。核心課程旨在提供學生對數據分析與資

訊管理之基礎認識，並瞭解背後的理論，選修課程著重於分析方法與訓練處理資料的實務能

力。本學程應修習至少15學分，詳細科目請參見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三、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旅遊供需與規劃 3 環文系 至少修3

學分 服務科學導論 3 科管院學士班 

台灣啟航：跨領域的解讀與對話 3 人社院學士班 

選

修

課

程 

台灣地理 2 環文系 與核心

課程合

計修滿

15學分

(含)以

上  

 

台灣歷史 2 環文系 

中國地理通論 2 環文系 

世界地理 2 環文系 

跨文化行銷溝通 3 科管院學士班 

世界文明史 3 人社院學士班 

領隊實務 3 環文系 

導遊實務 3 環文系 

觀光英語 2 英語教學系 



初級日語二 3 外語系 

初級韓語二 3 外語系 

初級德語二 3 外語系 

初級法語二 3 外語系 

初級西班牙語二 3 外語系 

 

四、修讀學程相關規定  

1. 學程適用對象: 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 

2. 本學程應修習至少15學分(含)，包含「核心課程」至少5學分，且至少9學分不屬於學生主

修、輔系及其他學程應修科目(意即至少有9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必修及專業選修科目、

雙學位、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即授予學程證明。  

3. 課程學分抵免原則：(須為入學時已向所屬系所申請抵免並經同意之課程) 

(1) 學分學程課程科目學分抵免須由修讀學生主動提出申請。 

(2) 抵免學分總數不得超過 6學分。 

 

五、學程委員 

 

姓名 系所 電子郵件信箱 備註 

林福仁 科管院學士班/ 

服科所 

frlin@iss.nthu.edu.tw  

邱馨慧   人社院學士班/

歷史所 

hhchiu@mx.nthu.edu.tw  

簡靜雯   英語教學系 chinwenc@mail.nhcue.edu.tw  

江天健   環文系 tcchiang@mail.nhcue.edu.tw  

陳鸞鳳   環文系 chenlf@mail.nhcue.edu.tw  

倪進誠   環文系 ccni@mail.nd.nthu.edu.tw 召集人 

 

mailto:frlin@iss.nthu.edu.tw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3045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旅遊供需與規劃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Supply, Demand and Planning of Tourism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倪進誠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呼應近年國家發展與政策支持下，旅遊產業成為六大新興產業之一的趨勢，進行資源供應、

遊客需求、產業行銷與經營管理等實務性分析與操作。授課內容包括因政策與旅遊硬軟體配合下，引

致大量遊(陸)客來台的現象；旅遊資源如何複製創造與開拓新興景點的文創供應，並與遊客市場產生連

結，以符合國民旅遊、自助旅行等所需；同時亦分析現今旅行仲介之商品類別與行銷特性，如高價旅

行團、蜜月團等；也教授如何藉由維持創新性、深刻性與可行性來達致永續經營管理。最後，課程實

作更將投入旅遊行程創意設計大賽之比賽實作，讓同學得以全面感受旅遊產業面的氛圍。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自製講義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 余曉玲、張惠文、楊明青，2014，旅遊規劃與設計(第 4 版)，新北市：新文京開發。 

(2) 陳瑞倫，2014，遊程規劃：旅遊產品策略與行程設計，新北市：華立圖書。 

(3) 陳思倫、歐聖榮、林連聰，2005，休閒遊憩概論(二版)，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4) 朱子豪、林祥偉、陳墀吉、劉英毓，2008，觀光學概論，台北：三民。 

(5) 郭乃文等合譯（S. Page, R. Dowling 著），2006，生態旅遊，台北：五南。 

(6) 其他參考文獻依課題指定。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總論： 

0-1 開創情意＞認知旳旅遊行程規劃 

第 1 單元:背景政策篇 

1-1 旅遊系統的組成要素 

1-2 國家休閒政策開放與旅遊主管機關之運作 

1-3 來台旅客（陸客來台）分析實作 



第 2 單元:遊客需求篇 

2-1 旅遊資源需求與遊客決策之探究 

2-2 跟團與自助旅行遊客需求的差異 

2-3 國民（大眾）旅遊之需求設計實作 

第 3 單元:市場行銷篇 

3-1 旅遊私部門的類型與商品市場區隔 

3-2 國外旅遊趨勢與商品分析實作商品 

3-3 國內特殊市場分析實作 

第 4 單元:資源創造篇 

4-1 自然與人文環境形成旅遊資源的基礎 

4-2 旅遊資源的評價與利用 

4-3 時空投射的旅遊文案書寫 

4-4 旅遊資源規劃技巧實作 

4-5 台灣新興景點之開創分析 

第 5 單元:經營管理篇 

5-1 旅遊活動對旅遊資源與環境的衝擊 

5-2 旅遊資源的永續經營管理 

5-3 成本效益與規模大小分析實作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紙筆評量(10%)    2.表現評量(50%)     3.上課參與(4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暫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10510ISS 509900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5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服務科學導論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Science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林福仁(LIN, FU-REN) 

上課時間 

Time 
T2T3T4 

上課教室 

Room 
TSMC 台積 901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系

所課程規畫所欲

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 學生能展現自己為有效能的團隊成員 (20%) 

Student can demonstrate that they are effective team workers (20%) 

■ 能展現整合服務價值網絡的知識 (20%) 

Student can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in integrating service value networks (20%) 

■ 具有設計新服務的知識與能力 (20%) 

Students hav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designing new services (20%) 

■ 能展現具有管理商業服務流程的知識 (15%) 

Students can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in managing business processes for service (15%) 

■ 能運用服務行銷的知識 (10%) 

Students can apply the knowledge in marketing for service (10%) 

■ 能理解資訊系統在服務中的重要性 (15%)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service (15%) 

□ 能應用研究方法完成碩士論文 

Students can apply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o complete master thesis 

□ 能理解各個實務領域價值創造過程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es in various business domains 

□ 能在組織中發揮工作的效能 

Students can perform effectively in organization settings 
 



課程簡述 (Brief course description) 

 
課程大綱 (Syllabus) 

Graduate Institute of Service Scien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all 2016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Science  

 

INSTRUCTOR/CLASS INFORMATION  

 

Course number: ISS 509900  

Class time: Tuesday (9:00 am ~ noon)  

Classroom: 206 TSMC Building  

Office: 809 TSMC Building  

Office hour: Friday 2:00 ~3:00 pm.  

 

Instructor: Professor Fu-ren Lin (林福仁)  

Phone: (03) 5742216  

e-mail: frlin@mx.nthu.edu.tw  

TA: 陳泓維  

e-mail: askx0221@gmail.com  

 

 

COURSE DESCRIPTION  

 

The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science is the first very beginning course  

designed for the first year master students who are major in service  

scienc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course i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service science, examine their abilities to become a  

service professional, and then lay out their learning agenda to engage the  

follow-up service science curriculum. Service is a value co-creation  

process between server providers and customers. It can be modeled as a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mong stakeholders, such as service providers,  

clients, and service targets. It can be viewed as a system composed of  

front- and back-end components. It is also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people, technologies, and information. Thus, the  

richness of aspects of a service brings u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obilize  

our creativit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to become a  

thoughtful and skillful service professional.  



The journey to grow as a thoughtful and skillful service professional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service science, we need follow the following  

path:  

1. To identify the phenomena occurred in services since phenomena breed  

science.  

2. To analyze the encountered phenomena using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3. To design service using service modeling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4. To conduct prototyping services to experience the service process as  

a service provider vs. a service customer.  

5. To recognize the issues in service science as potential topics for  

follow-up studies in other courses and research projects.  

 

LEARNING OBJECTIVES  

 

1. To understand the composition of service science  

2. To explore issues in service science  

3. To practice service design and engineering methods  

4. To operate prototyping service systems via team projects  

5. To discover issues for continuous studies  

 

GRADING  

 

Group project 40%  

Final exam 15%  

Homework assignments 15%  

Contribution to class learning 30%  

 

COURSE MODULES AND SUBJECTS  

 

1. System view of service science  

1.1 Paradigm shift  

1.2 Toward service science  

1.3 Service systems  

2. Service innovation  

2.1 Characters of innovators  

2.2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NSD)  

3. Service design  

3.1 Service experience engineering (SEE)  



3.2 Design thinking  

4. Technologies for service science  

4.1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and reengineering  

4.2 Business analytics and data mining  

4.3 Web service and Cloud computing  

5. Servic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5.1 Service value and quality  

5.2 Service ec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5.3 Tribal leadership  

6. Philosophy of service science  

6.1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  

6.2 Philosophy of service science  

 

TENTATIVE COURSE SCHEDULE  

 

WEEK DATE TOPIC and MATERIAL ACTIVITY  

1 09/13/2016 What is service science?  

1. Video: Earthquake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ervice  

2. Cases to discuss “what service science is”?  

3. [1]：第一章 HW1. Service experiences in Moon Festival  

2 09/20/2016 Service systems and service logic perspective  

1. [1]：第一章  

2. [2] PJ1. Service system investigation (2 weeks)  

3 09/27/2016 Paradigm shift: Service Science  

[1]：第二章 PJ1. 2nd week  

4 10/04/2016 Service system reviews PJ1 demonstration  

5 10/11/2016 Service innovation (I)  

1. [1]：第三、四章  

2. SAT model for NSD  

3. IBM-Cambridge report: succeeding through service innovation  

4. Video: IDEO: Shopping cart project PJ2. Service innovation (4  

weeks)  

6 10/18/2016 Service innovation (II)  

1. Service design process  

2. Service experience cycle PJ2. 2nd week  

7 10/25/2016 Field works PJ2. 3rd week  

8 11/01/2016 Service innovation (III)  

[1]：第五、六章 PJ2. 4th week  

9 11/08/2016 Service innovation (IV) PJ2 demonstration  



10 11/15/2016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  

1. Business model canvas  

2.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and reengineering PJ3. Service system  

innovation(8 weeks)  

11 11/22/2016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I)  

1. Case: Mochi Media  

2. 白地策略 (White Space) PJ3. 2nd week  

12 11/29/2016 Philosophy of service science  

1. 僕人 (The Servant)  

2. 領導之道 (The Leader’s Way)  

3. 老子十二講 (The 12 lectures of Lao-tzu) PJ3. 3rd week  

13 12/06/2016 Service management  

1. [1]：第九章 PJ3. 4th week  

14 12/13/2016 To lead is to serve  

1. [1]：第十章 PJ3. 5th week  

15 12/20/2016 Technology for service (I)  

1. [1]：第七章 PJ3. 6th week  

16 12/27/2016 Technology for service (II)  

1. [1]：第八章 PJ3. 7th week  

17 01/03/2017 Final exam (Written exam) PJ3. 8th week  

18 01/10/2017 Term project presentation PJ3 demonstration  

 

中文參考書目：  

[1]台灣服務科學學會，服務科學：服務系統觀與價值共創論，前程文化出版，2015。  

[2]池熙璿（譯），服務主導邏輯，中國生產力中心出版，2016。( Lusch, R. F. & Vargo,  

S.I., Service-Dominant Logic: Premises, Perspectives,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10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台灣啟航：跨領域的解讀與對話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Taiwanese Society: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吳俊業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台灣啟航」課程創設於 2010 年秋季，發展迄今，它已成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

班最具特色的共同必修課程。本課程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設，對象是剛進人社的一年級新生，

其主要教學目標有二，一則為展現人社學士班教育理念提供首要的場所，並打造出足以代表人

社理念的 「指標」 課程；一則給與學士班新鮮人必要的基礎訓練與學術導向，協助他們順利

融入人社多元而具挑戰性的學習環境之中，並踏實邁向適合自己才情志向的學習道路。清大人

社以培育新時代的人文社會科學及文化人材為己任，我們相信，只有具備科際整合、跨領域交

流對話與自主學習能力的人材，方能回應當代多元文化處境帶來的挑戰。由於人文社會學科的

生命力源自生活世界的連結，為實現上述教育理念，「台灣啟航」在課程設計上將以學生切身

相關的在地議題為始點，啟發他們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興趣和求知熱情，以生活紥根知識， 

以知識闡明及改變生活，在理論與生活實踐互相發明當中，樹立學生永續和自主學習的內在動

力。本課程名為「台灣啟航」，其用意即在於從台灣的土壤出發，透過脈絡化的知識學習，引

導學生建立自己的學習道路，理解世界、理解自我，進而透過實踐，回饋社會，使「台灣啟航」

展開的知識旅程最終也將台灣在世界的藍圖上，導向更美好的未來啟航。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課程閱讀資料請參課程進度表，部份課次教材待最後確定及隨堂補充，有電子檔的資料會上載

至 moodle 教學網站，讓同學自行閱覽。其餘將可自圖書館借閱，或隨堂分發。請同學注意教

學網站的指示，確定閱讀的篇幅與重點。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台灣啟航」 課程旨在激發學生的知識興趣，培養其主動學習的態度與素養，並訓練其閱讀、

討論及寫作等人文社會科學所需的核心學術能力。課程的授課方式的說明如下： 1. 「台灣啟



航」為 3 學分的課程，在每週三小時上課中，前兩小時一般安排為講演教學，由授課老師與校

內外專家學者主講及回應同學提問。每課的第三小時是分組討論課。全班會分為六個小組，分

兩個時段上課。課程助教會分班帶領，讓同學針對事先規定的「討論問題」，作分組討論與報告

結果。 (分組情況將於線上平台公告。) 

針對講演，同學需要積極準備，按指引閱讀配合的文本資料，參與交流。分組討論則是就講演

內容及閱讀資料作進一步的研習討論，這部份將以學生為主體，各位同學務須積極參與、主動

發言。助教只擔任主持及引領討論的角色，而不會主動授課。 

2. 學生須選擇七個主題，撰寫課後的心得報告，在指定的日期呈交，以訓練基本的學術寫作能

力 。 

3. 除了配合課程進度安排，參與助教小組討論課及定期撰寫心得報告外，同學還需以團體或個

人方式，呈交一份期末習作，參與期末的成果發表會。 

（關於討論課、心得報告及期末習作的形式與安排見下面的說明。）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週次 教學內容 說明 

1 中秋訪假  

2 【課程導論】課程的教學理念、結構與課程安排 

講者：吳俊業 (人社學士班副教授兼主任) 

導師生座談會：人社生活與學習 

座談導師：石婉舜 (台文所副教授) 

李毓中 (人社學士班副教授) 

鄭志忠 (哲學所副教授) 

陳斐婷 (哲學所助理教授) 

第一部份：

人文社會科

學的理念 

3 【人文社會科學的理念】 什麼是人文社會科學？ 

講者：張旺山(人社學士班教授)、張隆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張旺山，〈人文教育的意義〉 

 

4 【社會學與當代臺灣】 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 

講者：李丁讚 (人社學士班教授) 

1. 李丁讚，2016，〈農業人文的誕生〉，《文化研究》，22：頁 10-22。 

2. 蔡晏霖，2016，〈農藝復興〉，《文化研究》，22：頁 23-74。 

第二部份：

學程講演與

專題講演 

5 【經濟學與當代臺灣】 (議題待定) 

講者：黃春興 （經濟系副教授） 

 

6 【哲學與當代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反思──以經濟學為例 

講者：張旺山(人社學士班教授)、陳思廷（哲學所副教授兼所長） 

【主要閱讀資料】張旺山，〈韋伯的文化實在觀念〉 

【延伸閱讀】陳思廷，〈以起因結構為基礎的經濟理論構作之分析：從經濟學

家的實 

作面向看〉 

 



7 【語言學與當代臺灣】 Linguistics: Its Relevance to Our Everyday Life 

講者：廖秀娟（語言所副教授） 

閱 讀 資 料 

【主要閱讀資料】 Selected articles from LSA: “Is English changing?”, “Does 

the language I speak influence the way I think?”, “How many languages are there is 

the world?”, “Why major in linguistics (and what does a linguist do)?”, “What is 

sign language?”, “How did language begin?”, “Raising bilingual children”, 

“Why do some people have an accent?”, “How do I communicate with a relative 

who’s had a stroke?”, 

【延伸閱讀】 Articles in the Domain of Linguistics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http://www.linguisticsociety.org/resource/articles-domain-linguistics) 

 

8 【文學創作與當代臺灣 (一)】記憶台灣･想像文學：從糖廠文創園區 

談台灣文學的地景書寫 

講者：王惠珍（台文所副教授）閱 讀 資 料 

(一)小說文本： 

1. 賴和〈豐作〉 

2. 楊逵〈送報伕〉 

3. 呂赫若〈牛車〉 

4.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二)論文文獻： 

1. 尾崎秀樹，〈台灣文學備忘錄：台灣作家的三部作品〉，《舊殖民地文學的研

究》 (陸平舟、間ふさ子訳，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頁 237-246。 

2. 陳芳明，〈台灣左翼文學發展的背景〉，《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運動》 

(台北：麥田出版，2007)，頁 27-46。 

3. 何義麟，〈第四章 殖民地台灣的諸問題〉、〈第五章 台灣糖業帝國主義〉，《矢

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の台灣》（台北：五南出版社 2011），頁 77-119 

 

9 【文學創作與當代臺灣 (二)】台灣女性文學中的性別敘事及其體制反 

思 

講者：王鈺婷（台文學所副教授） 

邱貴芬編，＜日據以來臺灣女作家小說選讀導論＞，《日據以來臺灣女作家小

說選讀》 (上)，台北：女書，2001 。 

章緣，＜更衣室的女人＞，《更衣室的女人》，台北：聯合文學，2007 。 

蘇偉貞〈離家出走〉，《離家出走》，洪範，1987。 

 

10 【文化研究與當代臺灣】文化研究的情感轉向：情感、政治與世代 

講者：王智明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閱 讀 資 料 

鄭聖勳：〈明星〉、〈髒掉的藍色〉、〈長夢〉與〈日以作夜〉 (收錄於郭品潔、

黃民安、張歷君和鄭聖勳合著，《明星》（新北市：蜃樓，2012） ) 

 



11 【「身份與認同」專題講演(一)】台灣認同與為承認而奮鬥 

講者：沈清楷 (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沈清楷， 〈台灣認同之哲學思考〉 

 

12 【政治學與當代臺灣】政治所學何事？ 

講者：沈筱綺 (人社學士班助理教授) 

吳乃德，〈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 

 

13 【「身份與認同」專題講演(二)】敘事、世代與民族主義：身分與認同 

研究思考的試煉場 

講者：蕭阿勤(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閱 讀 資 料 

1. 【主要閱讀材料】 蕭阿勤（ 2015.05）〈敘事分析〉。見瞿海源、畢恆達、

劉長萱、楊國樞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頁 137-172。

台北： 

東華書局。＿ 

2. 【延伸閱讀】 蕭阿勤（ 2005.06）〈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臺灣一九七○

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 9 期，頁 1-58。 

 

14 【「身份與認同」 專題講演(三)】 認同的文化基礎 

講者：王丹 (人社學士班客座助理教授) 

James Tusty & Maureen Tusty, Singing Revolution. (Documentary Film) 

 

15 歷史學與當代臺灣】《維梅爾的帽子》裡的羅梅洛：早期臺灣史裡 

的世界史 

講者：李毓中（人社學士班副教授） 

閱 讀 資 料 

【 閱讀材料】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陳信宏譯，《決戰熱蘭遮：歐洲與

中國的第一 

場戰爭》 (臺北：時報出版，2012) 

 

16 【性別研究與當代臺灣】 性別臺灣：社會與文化 

講者：呂玫鍰 （人類所副教授）、沈秀華 （社會所副教授） 

王舒芸、王品（ 2014）臺灣照顧福利的發展與困境：1990-2012。收於《台灣

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 年》，陳瑤華主編。頁 29-76。台北：女書文化。 

2. 張晉芬（ 2014）性別勞動平權的進步與檢討。收於《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

2014 年》，陳瑤華主編。頁 171-207。台北：女書文化。 

畢恆達、潘柏翰、洪文龍（ 2014） LGBT。收於《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

年》，陳瑤華主編。頁 381-413。台北：女書文化。 

4. 張珣（ 2007）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以當歸為例。考古人類學刊

67:71-116。 

 

17 【人類學與當代臺灣】 台灣民間信仰：一個人類學家的觀點 

講者：陳中民 (人社學士班副教授） 

 



閱 讀 資 料 

Chen Chung-min, “What Makes the Spirit Medium So Popular?” In Proceedings of 

th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ety, Ethnicity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Vol. I, pp. 

161-183 

中文版收錄於《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 ( 莊英章、

王秋桂、陳中民合編)。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 

18 呈交第 7 次心得報告 

1/12 十八 期末成果發表會 

1/15 呈交期末團體報告 (或自主研讀計畫書評報告)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與素養，訓練閱讀、討論及寫作等人文社會學科的核心學

術能力。同學務須按課程進度備課、出席上課及認真參與討論課等基本要求。 課程作業及評分

方式如下： 

1. 上課參與及表現 (10%)：評分涉及出席率，課堂態度與表現，上課能主動提問與表述意見者，

將酌予加分。 

2. 討論課的表現 (20%)：由各助教負責評分。在討論課上，同學須針對事先給定的「討論問題」，

進行小組討論，並最後報告討論結果。「討論問題」主要針對閱讀文本的內容的，故同學務須配

合課程進度，按指示充份備課。 

3. 心得報告 （ 30%）：同學須選擇七個主題，就課堂學習經驗及閱讀文本，撰寫反思後的心得

報告。心得報告須依指定日期呈交，字數限定為 800 至 1200 字，內容須可自討論課的問題討

論之結果延伸發揮。 心得報告會由助教及老師合作評閱，內容特優者會於網站上公布，以供同

學鑒賞參考。 
4. 期末習作：分組團體報告 (40%)：同學分成小組，針對一項自選議題，研究探討。報告分二

階段評分：第一階段為書面計畫書 (10%)，包含主題說明，內容提要，工作規劃等；第二階段

為期末的報告(30%)，發表探討成果。同學若因個人知識興趣，無法媒合組成團體報告小組，則

可提出期末習作：自主研讀計畫，選擇本課程推薦閱讀書目進行研讀，撰寫書評報告。書評報

告也分二階段評分：第一階段為初稿 (10%)，包含題目、綱要及部份章節的試寫，字數限定為 

800-1000 字，第二階段為完整論文 (30%)，字數限定為 2000-3000 字。初稿與完整論文須於指

定日期呈交，若情況許可，將會安排同學於期末發表成果。團體報告及自主研讀計畫由教師與

助教共同評分。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1021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台灣地理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Geography of Taiwan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倪進誠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台灣的地理環境是在地居民生存的基礎，可是對於日常生活環境的注意，卻可能不及對人群的關

心，現今看台灣的尺度已不再侷限在陸地，從外太空、空中、海中、河上等角度，都是重新凝視台灣

的視角。本課程主要目的為使學生了解目前台灣環境的現況，可從自然、人文（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等）多元角度，剖析台灣地理的問題，藉由重要專題的討論，引發學生對台灣地理環境的重視。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自製講義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 天衛文化編輯部，2016，臺灣地理(二版) 台北：天衛文化。 

(2) 黃美傳，2011，一看就懂台灣地理，台北：遠足文化 

(3) 郭大玄，2005，台灣地理 : 自然．社會與空間的圖像，台北：五南圖書 

(4) 發現台灣（上）（下），1992， 殷允芃等 著, 天下雜誌出版社。 

(5) 環境白皮書，199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6) 其他參考文獻依課題指定。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理論講述與討論(20%)  2.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30%)   3.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台灣的開發史 

自然環境與環境分區     

地形（一）－概說  

地形（二）－特殊地形    

氣候           

水文（一）－概說  

水文（二）－北部河川  



生物（一）－國家公園 

生物（二）－保護區  

文化（一）－鹿港 

文化（二）－古蹟、古街 

原住民分布 

環境問題（一）－海岸問題 

環境問題（二）－山地問題 

環境問題（三）－工業問題 

交通和觀光地理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紙筆評量(30%)    2.表現評量(40%)     3.上課參與(3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暫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1051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台灣歷史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History of Taiwan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江天健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為台灣歷史的入門課程，以時間為脈絡，分成史前時代和原住民、明代之前漢人典

籍記載、荷蘭和西班牙統治、鄭氏王朝、清代、日本統治以及當代台灣等段落，勾勒每個階段

概況和特色。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無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薛化元，《台灣開發史》，台北：空中大學。 

2.殷允芃等，《發現台灣》，台北：天下。 

3.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台北：聯經。 

4.吳密察，《唐山過海的故事—台灣通史》，台北：時報。 

5.蔡相煇，《台灣社會文化史》，台北：空中大學。 

6.張炎憲編，《台灣史論文精選》，台北：玉山社。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本課程以老師課堂講授為主，課堂之中會運用視聽媒體輔助教學，利用學習單進行討論教

學。最後，學生根據本學期課堂主題，利用文字、影像等各種不同方式報告。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週次 教學內容 說明 



1 課程介紹 說明課程內容、介紹參考書籍、上課要求、評分方式。 

2 台灣史前文化 介紹台灣考古歷史發展、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文化 

3 台灣原住民文化 介紹台灣原住民各族的文化。 

4 漢人開發與日本人活動 從中國典籍之中看明代以前漢人活動情形，並且略述當時日

本人在台灣的活動。 

5 荷蘭與西班牙殖民經營 介紹荷蘭人在台灣南部開發和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經營。 

6 鄭氏政治制度與文教發展 探討鄭成功進入台灣經過、鄭氏王朝政治發展概況，以及漢

人文教進入台灣情形。 

7 鄭氏農業開墾與商業貿易 探討鄭氏王朝農業開墾情形和海外商業貿易特色。 

8 清代對台政策與政制變遷 討論清代治理台灣政策的情形和影響，以及在其統治政策之

下地方行政區劃變遷。 

9 清代土地開發與社會發展 討論清代台灣土地開發情形，以及移墾社會中特殊的現象。 

10 清代海外貿易與外力衝擊 探討清代台灣開港通商之前行郊和之後洋行貿易，並敘述外

來基督宗教的衝擊和貢獻。 

11 日本統治政策與體制 分析日本總督統治體制的性格和歷任總督施政的概況。 

12 日治時期政治及社會運動 討論日本統治時期武裝抗日活動和非武裝政治社會運動。 

13 日治時期教育及經濟發展 討論日本統治時期新式教育和經濟社會的發展。 

14 當代台灣政治經濟發展 探討台灣接收與政府遷台，政治民主化過程；以及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台灣經濟的發展。 

15 當代台灣社會文化變遷 探討當代台灣教育發展、社會轉變和文化演進的情形。 

16 期末考試  

17 期末報告  

18 期末報告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期末考試 40%  2.期末報告 40%  3.上課參與討論和出席情形 2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1020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中國地理通論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Geography of China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倪進誠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使學生了解目前中國地理環境的現況，以自然及人文的角度，剖析各項中國地理的問題，藉由重

要專題的討論，引發學生對中國地理環境上的重視。並透過案例分析及現今熱門議題的發展趨勢，帶

領學生進入更契合目前現況的中國。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自製講義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1) 小魯出版社，2010，寫給大家的中國地理（全 14 冊），台北：小魯出版社。 

(2) 張羿，2009，中國地理一本通，北京：華文出版社。 

(3) 嚴勝雄、吳連賞編著，2004，中國發展．發展中國(第二版)， 高雄：麗文文化。 

(4) 張伯宇，2004，中國地理，台北：全威圖書有限公司 

(5) 郭大玄，2003，中國地理，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6) 其他參考文獻依課題指定。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50%)   3.行動實作與報告(20%)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地理區位－國際社會中的中國定位 

氣候水文－中國的氣候水文及其災害 

族文化－多民族國家的族群特質 

政治架構－政治體系及政權結構 

區域發展－改革開放後的區域不均衡發展 

農村聚落－傳統依地發展聚落的沒落 

農村變遷－農村發展及鄉村企業的興起 

人口移動－人口遷移與盲流潮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5%bc%b5%e7%be%bf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PU=%e8%8f%af%e6%96%87%e5%87%ba%e7%89%88%e7%a4%be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5%bc%b5%e4%bc%af%e5%ae%87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PU=%e5%85%a8%e5%a8%81%e5%9c%96%e6%9b%b8%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產業發展－產業政策與鄉村都市化發展 

區域經濟－經濟特區的興起及帶領 

新興都市－東西混合的都市發展風貌 

交通運輸－交通運輸基礎建設的精進 

旅遊資源－邊陲地區旅遊資源的開發 

回歸議題（一）－1997 的香港回歸與今日的街頭運動 

回歸議題（二）－1999 的澳門回歸與今日的賭場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1.紙筆評量(30%)    2.表現評量(40%)     3.上課參與(30%) 

七、 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暫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4032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4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世界地理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Geography of World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陳鸞鳳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欲使學生深入瞭解世界各大洲、各國家之自然與人文地理形勢，並

培養學生關心最新世界局勢，使學生有寬廣的世界觀，認識最新國際動態、世

界新議題等。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劉鴻喜（1969），非洲地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2.劉炳均（1970），蘇聯地理，台北：中國文化公司。 

3.林鈞祥（1972），美洲地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4.鄒豹君（1973），歐洲地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5.江淑玲（1999），窺看歐洲，台北：遠流。 

6.櫻井 寬（1999），搭火車遊歐洲，台北：上旗文化。 

7.鄒豹君（1975），美國與加拿大，台北：開明書店。 

8.越書文（1987），大洋洲自然地理，北京：商務印書館。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一、理論講述與討論(30%)； 
二、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三、行動實作與報告(30%)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一、南極洲的發現、自然與人文現況 

二、南極洲的發現、自然與人文現況、南極條約 

三、北極圈內的環境、生活的族群 



四、維京人、西方世界、各大航路的新發現、航海時代的來臨 

五、蘇聯的東進、獨立國協的發展 

六、蘇聯的東進、獨立國協的發展與現況 

七、中東、歷史發展、族群關係、宗教、油田爭奪 

八、中東、歷史發展、族群關係、戰爭、恐怖活動 

九、大洋洲的發現、群島分佈、自然特徵 

十、大洋洲、人文現況、澳洲與紐西蘭 

十一、東歐國家與蘇聯的關係、轉變與現況 

十二、歐洲經濟共同體到今日歐洲貨幣的統一 

十三、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世紀經濟板塊的互動關係 

十四、地緣政治與亞太地區的發展 

十五、盎格魯美洲與拉丁美洲 

十六、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十七、台商與東南亞國家 

十八、期末測驗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一、紙筆評量(50%)； 
二、表現評量(30%)； 
三、上課參與(2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10510ISS 508600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跨文化行銷溝通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王貞雅(WANG, CHEN-YA) 

上課時間 

Time 
R5R6R7 

上課教室 

Room 
TSMC 台積 223 

提醒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 not use illegal copies of textbooks. 

此科目對應之系

所課程規畫所欲

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 學生能展現自己為有效能的團隊成員 (25%) 

Student can demonstrate that they are effective team workers (25%) 

□ 能展現整合服務價值網絡的知識 

Student can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in integrating service value networks 

■ 具有設計新服務的知識與能力 (25%) 

Students hav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designing new services (25%) 

□ 能展現具有管理商業服務流程的知識 

Students can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in managing business processes for service 

■ 能運用服務行銷的知識 (40%) 

Students can apply the knowledge in marketing for service (40%) 

□ 能理解資訊系統在服務中的重要性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service 

■ 能應用研究方法完成碩士論文 (10%) 

Students can apply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o complete master thesis (10%) 

□ 能理解各個實務領域價值創造過程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es in various business domains 

□ 能在組織中發揮工作的效能 

Students can perform effectively in organization settings 
 



課程簡述 (Brief course description) 

 
課程大綱 (Syllabus) 

 

觀看上傳之檔案(.pdf)  (若無法直接開啟，請按右鍵，選擇＜另存目標＞後再行查閱） 
 

If you can not read pdf file directly, please click the right button of the mouse to save the file first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output/6_6.1_6.1.12/10510ISS%20508600.pdf?ACIXSTORE=p57ghile2k0drfb275qd03kor2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6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世界文明史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A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邱馨慧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如何在世界文明的積累、互動與全球化的當代—定位自己 

作為當代的歷史主體，唯有對這個時代有共鳴，才會成為一名 con-temporaries；也只有感

受得出這個時代，才能理解「時代性」，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與使命。在人類歷史過程

中，總體不同文明的累積與彼此不斷的相遇、抗衡、聚合與深化的今天，使得我們的世界

越來越小，相互的影響卻越來越大。 

本課程可以視為同學練習：從當代出發，試著如何穿梭時空、體驗歷史主體認知的時代真

實性、進行與不同歷史角色對話的修練場；練就出來的功夫將讓我們在更認識自己、更反

省到歷史與時代對我們嵌刻的印記之餘，定位自己在當代的位置、在 con-temporaries 的位

置上，進一步能有對當代反省的思維與作為。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Bentley (Jerry H.), Ziegler (Herbert F.) 
2003, 2011 Traditions &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New York: 

McGraw-Hill.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第一週為課程介紹；第九週為期中考；最後一週為課程總結與繳交期末報告。每堂課包括

小組討論並撰寫討論成果(或是個人上課心得)、影片播放，以及教師講解。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 BCE 600 

第 1 單元 亞非大河文明與「東方」 的統一 

~1300CE 

第 2 單元 亞洲文化（中亞、西亞與東亞） 與希臘文化 

第 3 單元 羅馬帝國與秦漢 

第 4 單元 隋唐、兩宋與伊斯蘭帝國 



~1600CE 

第 5 單元 基督教與歐洲 

第 6 單元 十字軍東征與蒙古帝國 

第 7 單元 歐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第 8 單元 歐洲擴張與征服美洲 

~1800CE 

第 9 單元 亞洲帝國（西亞、南亞與東亞） 

第 10 單元 革命時代（工業革命、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 

~2000CE 

第 11 單元 帝國主義與東亞變局 

第 12 單元 世界大戰 

第 13 單元 大戰後的世界 

第 14 單元 全球化的當代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學期成績包括：個人成績（ 60%） 與小組成績（ 40%）。個人成績含期中考（ 30%）與 

期末報告（ 30%）；小組成績為課堂參與的成績，所有組員均相同。期末報告可以是一

本書（除了經典論著外，應該要有註釋的原著或翻譯論著） 的研讀與評論，或是一個專

題研究 

報告。第五週繳交期初報告說明選書與選題的動機與期待。教師將上傳每週閱讀文本於數 

位學習平台 iLMS： http://lms.nthu.edu.tw。 

七、 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暫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2055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導遊實務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Practice of Tour Guide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待聘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透過導遊人員的實務操作，教導同學航空票務、導覽解說、領團技巧、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

觀光相關法規、兩岸現狀認識及觀光資源概要之專業與技能，和應具備之態度與精神，並進一步取得

導遊人員執照。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1)楊明青、楊朋振、王宗彥、劉仁民(2014)，領隊導遊實務，新北市：華立圖書。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1)觀光局行政資訊網：http://admin.taiwan.net.tw/law/law.aspx?no=130 

(2)其他參考文獻依課題指定。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導遊概論導 

覽解說技巧(一) 

導覽解說技巧(二)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 

急救常識與國際禮儀 

觀光行政與法規(一) 

觀光行政與法規(二)  

入出境相關法規(一) 

入出境相關法規(二) 

期中考試 

旅遊契約與旅遊保險 



兩岸現況認識 

台灣地理概論 

台灣歷史概論 

行程中購物與無購物的分析 

外國人來台自由行概論 

期終總複習 

期末考試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1.紙筆評量(60%)    2.表現評量(20%)     3.上課參與(20%)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暫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CR2056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領隊實務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Practice of Tour Manager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待聘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主要針對旅遊服務業之旅行業管理規則、觀光行政法規、觀光資源概要與維護(含

世界地理與歷史)、護照與入出境條例、票務常識、兩岸人民(港澳居民)關係條例、領隊導覽

技巧、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民法債篇旅遊專節與旅遊定型化契約……等專業課程重點

教學、同時讓學生能參加考試院每年舉辦之觀光領隊(國際或華語)證照考試、俾使同學們畢

業後多一個職場選擇。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1)黃榮鵬，2015，領隊實務，新北市：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1)觀光局行政資訊網：http://admin.taiwan.net.tw/law/law.aspx?no=130 

(2)其他參考文獻依課題指定。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理論講述與討論(60%)  2.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行動實作與報告(20%)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第一單元：領隊人員的分類與領域 

第二單元：領隊帶團應認識的法律常識 

店三單元：領隊與旅行業的關係 

第四單元：領隊與交通運輸業的專業知識 

第五單元：領隊與出入境 

第六單元：領隊帶團中的緊急事故及急救常識 

第七單元：領隊專業術語 

第八單元：世界史地 

第九單元：世界史地 

第十單元：世界史地 



第十一單元：觀光資源 

第十二單元：戶外教學 

第十三單元：學期總結討論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1.紙筆評量(30%)    2.表現評量(40%)     3.上課參與(30%) 

七、 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暫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2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觀光英語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English for Tourism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王國樹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to practice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traveling and work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or in the classroom. The course is designed with the philosophy that learning should be learner-centered and 

task-oriented. That will encourage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syllabus contains 20 units that are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 authentic materials, reading and listening/speaking.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觀光英語 Let’s Go! 語言工場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一、理論講述與討論(30%) 

二、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三、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Week Date Content Reminder 

1 2/17 Orientation  

2 2/24 Deaprture/Grouping  

3 3/3 Departure  

4 3/10 Flight Oral Presentation/Quiz1 

5 3/17 Arrival Oral Presentation/Quiz2 

6 3/24 Accommodation Oral Presentation/Quiz3 

7 3/31 Accommodation  

8 4/7 DVD Oral Presentation/Quiz4 

9 4/14 Midterm Exam  

10 4/21 Transportation Oral Presentation/Quiz5 

11 4/28 Restaurants Oral Presentation/Quiz6 



12 5/5 Restaurants Oral Presentation/Quiz7 

13 5/12 Entertainment Oral Presentation/Quiz8 

14 5/19 Shopping Oral Presentation/Quiz9 

15 5/26 Group Presentation I  

16 6/2 Group Presentation II  

17 6/9 DVD  

18 6/16 Final Exam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一、紙筆評量(55%) 

二、表現評量(45%) 

表現評量內容如活動評量(調查報告、討論發表)、作品評量(藝術類作品、模型、論文寫作等)、實作評量(含實驗、電腦、

儀器操作等)、方案(project)評量(含設計規劃與執行等)、展示或演出(Performance)(含教學演示、音樂發表、藝術展覽、

舞展、體育發表等)、作業報告、.檔案評量等 

七、 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暫無。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3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初級日語二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Beginning Japanese II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簡嘉菁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1. 教學目標：本課程為培養學生具有初級日語能力，包括日語發音、初級日語會話・日語

聽解・日 語讀解・日語語法等各種能力。  

2. 教學進度：複習上學期內容並學習《來學日本語 基礎 1 (改訂版)》第 6 課至第 10 課。  

3. 教學特色：利用相關教學網站、日語ＣＤ等輔助教材，培養學生基本的聽、說、讀、寫

能力。  

課程中適時地加入日本文化、日語歌曲、日本時事，增加課程豐富度、提高學生的學習意

願。  

注意：建議先修條件為已經學過《來學日本語 基礎 1 (改訂版)》第 1-5 課內容或是有能力

自修 學生。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來學日本語 基礎 1 (改訂版)》尚昂文化  

教師課堂補充講義（請參考「清華大學數位學習」網站）。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來學日本語 聽解練習問題集(初級 1) 》尚昂文化（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I》大新書局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Ⅱ 文法解說・課文中譯・問題解答》大新書局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Ⅱ 聴講タスク》大新書局【校內 “日語聽解” 課程的指定用

書, 另有進階版，適合鍛鍊聽解能力】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讀本篇》大新書局  

《(中文版) 日本語文型辭典 (繁体字版)》くろしお出版 (グループジャマシイ (編)・徐一

平 (譯)  

(2002))【自學好用的日語句型參考書 (另有簡體字版, 便宜喔)】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上課前請先閱覽或下載老師事先提出的教學重點或講義。請參閱「清華大學數位學習」  

網站 http://lms.nthu.edu.tw/  

本學期使用《來學日本語 基礎 1 (改訂版)》教科書。  



上課方式主要分為「授課」與「會話」兩部分。授課部分：由老師講解日語單字、基本 句

型、助詞等用法。會話部分：請學生善用句型做日語對話練習。  

會話練習：針對課本重點句型，由學生分組(約 2 人一組) 練習對話。偶爾會要求學生上 台

發表對話內容。經過 “反覆演練” 達到 “不知不覺” 說日語的習慣。  

聽力練習：搭配講義、網路教材或適時加入日本 NHK EASY NEWS (新聞時事) 等內容  

來 練習簡單的日語聽力。  

注意：本課程有不定時單字測驗與每一課指定作業 (例如相關句型的日語歌曲、日本新  

聞、日語文章)。作業必須手寫，於次週繳交紙本報告，同時把紙本報告拍照之後上傳檔案

至「清 華大學數位學習」網站。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教學進度隨學生理解程度做適當調整之外，原則上每課以 2 週的進度演練]  

 

第一週   課程說明、上學期課程複習與會話練習  

第二週   聽力練習、第 1-5 課  

第三週   [2016/2/29 和平紀念日補假]  

第四週   第 6 課  

第五週   第 6 課  

第六週   第 7 課  

第七週   第 7 課  

第八週   [2016/4/4 放假]  

第九週   本學期課程總複習以及日語教學資源分享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第 8 課  

第十二週  第 8 課、期中考考卷檢討  

第十三週  第 9 課  

第十四週  第 9 課  

第十五週  第 10 課  

第十六週  第 10 課  

第十七週  本學期課程總複習以及日語教學資源分享  

第十八週  期末考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平時成績 (包括課堂討論與表現、指定作業與出缺席狀況)：50％  

期中考：25％  

期末考：25％  

注意： 請勿無故曠課。  

請假時必須由本人提出。以當面口頭告知為主，如果是電子郵件通知則必須在次週當面  

告知。  

公假或事假必須事先提出。如果是病假，則得由本人提出或由同學轉告。若是特殊理由  

請假 (接待日本訪團、遊日、留日等) 則不計缺課。  



七、 連結之網頁位址  

http://lms.nthu.edu.tw/ 清華大學數位學習 (只要在網站中輸入 “在清大的個人帳號・密  

碼”  

就可以看到老師所有(歷屆)課程內容並參考學生的報告)  

 

建議日語學習網站 (進階版)  

http://www3.nhk.or.jp/news/easy/ NHK EASY NEWS（やさしい日本語のニュース）  

http://www.nhk.or.jp/lesson/chinese / NHK 簡明日語  

http://v.ku6.com/playlist/index_1759081_2.html 大家的日本語 1-50 課 (真人對話影片)  

http://1drv.ms/1O5KE2E 大家的日本語 1-50 課 MP3 (單字、句型、例句、練習 C、會話等日  

語發音)  

http://1drv.ms/1O5KRCO 舊版大家的日本語 1-50 課本 (所有課文內容、問題解答、文法解  

說)  

https://www.jpmarumaru.com/tw/index.asp 自學日語網站（MARUMARU）（附有「唱歌學日  

語」、「大家的日本語 1-50 課 單字・文法」等)  

http://jp.jplovetv.com/ 看日劇學日文（日劇隨時更新）  

http://hukumusume.com/douwa/ (福娘童話集)（附有日本民間故事、日本童話、世界童話…等  

豐富內容。包括日語朗讀、故事腳本、繪本等連結）  

http://www.ajalt.org/rwj/ (ちまたの日本語／“Real World” Japanese）【日語會話練 習】  

http://www.ajalt.org/sfyj/ (Study Japanese With AJALT) 【日語數字 1・數字 2・電話 號 碼・量

詞・日期・時間・錢幣・家人・動詞({肯定／否定}・｛非過去式／過去式})・形容詞({肯定

／否定}・｛非過去式／過去式})…等各種日語念法(搭配動畫與日語發音)  

http://study.u-biq.org/ (免費日語教學)（U-Big.com／オンライン日本語）【附有初級到中級左

右的各種日語重點與文法說明；以及動詞活用變化練習表】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 (日語自遊行)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2/ (日語自遊行 2)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3/ (日語自遊行 3) 【以上 3 個網站皆由 “香港 RTH

香港電台與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共同主辦”的日語學習網站】  

http://www.ipt.bb4u.ne.jp/~g-benkyo/ (凸凹小学校) 【附有日本小學中學習的國語、算數、音

樂、図工、社會、理科、休憩時間…等內容。以遊戲來學習日本小學生所學習的各個科目】  

http://www2.thu.edu.tw/~nihongo/link.htm (東海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自學日語區 相關  

連結)  

 

其他建議日語學習網站 (基礎版)：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rMkJAzbWQc (Japanese Alphabet Song   

五 十音を覚えよう)  

2. http://nihongo-e-na.com/jpn/site/id197.html (平仮名の歌)  

3. http://www.genkienglish.net/genkijapan/hiraganasong.htm (平仮名の歌)  

4. http://www.genkienglish.net/genkijapan/katakanasong.htm (片仮名の歌)  



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LBWOOregmI (ひらがな 濁音・半濁音の歌)  

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CERk6uxIgQ (ひらがな 拗音 きゃ～にゃ)  

7. http://happylilac.net/50hiragana-a.html (幼児の学習素材館)  

8. http://happylilac.net/hiragana-h.html (幼児の学習素材館 ひらがな五十音 練 習表)  

9. http://happylilac.net/katakana-h.html (幼児の学習素材館 カタカナ五十音  

練習表)  

10. http://www.yynihongo.jp/ (わいわい日本語)  

11. http://anime-manga.jp/ (アニメ･マンガの日本語)  

12. http://www.worldfolksong.com/songbook/nippon.htm (日本の民謡・童謡・歌詞と解説な

ど)  

13. http://momo1949.hobby-web.net/mm/mount_midi.html (山の音楽)  

1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3won-7W3Js&list=PLE2F2C912A1DCD5B2 ( 元 気

JAPAN)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42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初級韓語二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Basic Korean (II)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韓京惪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主要的內容是動詞與形容詞各種終結詞尾的變化介紹: 命令式，共同式 與動詞與形

容詞的定語等介紹。課程的前半段，介紹有關韓文數量名詞、興趣 、命令形終結語尾與可

否等問題。下半段，介紹約定做某事、表示因果關係、徵求聽者意見、前面動作成為後面

動作的原因或理由、表示因為~、表示為他人做某事與正在做~、 想要做什麼? 表示讓步關

係與動詞及形容詞的定語。此外，介紹韓國文化及韓國生活。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首爾大學韓國語 1A,首爾大學韓國語 1B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依照課本的進度，以口語方式說明韓文的基本文法與句型，並盡量與同學以  

互動之方式進行。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1). 韓文數量名詞與基本句型。  

(2). 動詞與形容語尾變化 : 命令式， 共同式。  

(3) 能表達病狀、約時間、旅行、放假計畫、理由、介紹人、打電話等的日常生活會話  

(4). 了解現代韓國文化生活  

 

周次 日期 內容 備註  

1 2014/02/16 第七課 :天氣  

2 2014/02/23 第七課 :ㅂ不規則,第八課:休閒活動  

3 2014/03/01 第八課 : 提出邀約,第九課:數字 3  

4 2014/03/08 第九課 : 介紹家人  

5 2014/03/15 第十課 : 訂定時間  

6 2014/03/22 第十課 : 周末計畫,第十一課:表達病狀  



7 2014/04/29 第十一課 : 寫一篇建議的文章  

8 2014/04/05 第十二課 : 打電話  

9 2014/04/12 期中考試  

10 2014/04/19 第十二課 : 理解文化(介紹韓片)  

11 2014/04/26 第十三課 : 表達放假計畫  

12 2014/05/03 第十三課 : 交通,第十四課 : 描述外表  

13 2014/05/10 第十四課 : 衣服  

14 2014/05/17 第十五課 : 旅行  

15 2014/05/24 第十五課 : 鼻音化 2, 第十六課:聚會  

16 2014/05/31 第十六課 : 邀請  

17 2014/06/07 韓國文化體驗活動  

18 2014/06/14 期末考試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一 平時成績 30%  

二 期中考試 30%  

三 期末考試 40%  

七、 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3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初級德語二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Beginning German II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郭春長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初級德語分為上學期和下學期兩部份。依歐盟語言分級規範，初級德語上下為 A1 之程度。

延續上學期的進度，本學期學習內容、詞彙量和句型結構以及文法內容將漸漸加強。希望

在 Studio d A1 學習，及初德下學期，同學能達到獲得德語基礎的閱讀與會話能力，聽力與

簡單句子寫作等。同時於結束時，再加強練習參加 Start Deutsch 1 德語檢定考試 。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Studio [21] (A1). Das Deutschbuch. Kurs-und Uebungsbuch mit DVD-Rom. 2013 Cornelsen 

Verlag, Berlin.  

本德語教材於 2013 年出版，適合成年學習者。教材設計符合歐盟語言分級規定，其特色是

配合教材內容提供學習與教學者廣泛的多媒體影音內容，前後一貫的發音練習部份，文法

融入於口語練習內，並介紹德語區社會生活與文化。  

Studio 21 共有 12 個主題，以及與主題間銜接有三個職業和旅遊單元。每課包括 8 至 10 頁

學習內容，以及作業包括聽力練習部份則直接銜接在每課後面。每課結尾是”Das kann ich auf 

Deutsch”，是該課的學習內容整理，包括重點句型、文法、發音以及重要詞彙提示等。本書

的編輯搭配活潑的圖片與插畫，色彩具有親和力。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1. 德語文法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1. 依照本教材編輯進度和單元進行聽、說、讀和寫的練習。  

2. 課文朗讀，學習正確發音和說話聲調，反覆練習會話、對話內容和德語句型。並實施聽

寫測驗，加強聽力與書寫能力。文法部份解釋和單元文法進度練習。  

3. 補充文法和加強書寫練習;作業練習；文法練習和書寫正確練習  

4. 依進度施予平時測驗，用為瞭解學生學習情形與考評依據  

5. 本課程將另以有關語言學習、德國歷史和文化等之錄影帶和錄音帶作為輔助教材，  

用為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本學期進度五課內容：  



第一站單元  

1.職業名稱：女老師、大學生；主題與文章  

2.自我檢視：詞彙、文法與語音；觀看影片  

 

第五課 約定日期  

1.時間表示、整天作息描述、約定時間、對於遲到表示抱歉  

2.wann 疑問詞開頭之疑問句、von wann 、bis wann; 介繫詞與時間表達、可分離動詞、動

詞 haben 的過去式  

 

第六課 方向指引  

1.誰在哪裡工作和住哪裡、這些人如何去上班、建築物內部方向指引、問路、約定時間練習  

2.介繫詞： in, neben, unter, auf, vor, hinter, an, zwischen, bei und mit 接與格、序數詞  

 

第二複習站  

1。職業名稱：女秘書，汽車修理師傅  

2．自我檢視：詞彙，文法與語音，觀看影片  

 

第七課 職業  

1.職業與日常生活：關於職業的談話、描述日常作息與活動、介紹彼此（職業）、分析統計

圖  

2.文法：使用情態助動詞 muessen, koennen 的句型，物主代名詞與否定冠詞 kein 受格變化  

 

第八課 認識柏林  

1.深入柏林探查，市區內方向指引，問路，指引方向，講述一個旅行，寫一張明信片  

2.文法：介繫詞 in, durch, ueber ＋ Akkusativ; zu, an .. vorbei + Dativ; 情態助動詞 wollen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本學期教學進度四課（第五至八課），每課學習結束，即進行考試。至少三次考試，學期成

績為平時考加總平均。平時點名查核同學出席，可列入學期分數考量。 

七、 連結之網頁位址  

1. www.dw-world.de;（德國之音網站）  

2. www.ard.de;www.zdf.de （德國電視台）  

3. www.goethe.de (德國歌德學院）  

4. www.languageguide.org （線上多國語言學習網站）  

5. dict.tu-chemnitz.de (線上英德辭典）  

6. www.duolingo.com (多鄰國，線上多國語言學習網站）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3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初級法語二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Beginning French II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張月琴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養成學生法語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Poisson-Quinton, S. et al. (2005). Festival 1. Paris: CLE International.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顧保鵠.（1990）.最新法文文法。台北：光啟出版社。 

Bady, J. et al. (1996). Grammaire. Hachette.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法語發音、會話練習、研讀教科書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Week 1 2016/2/15 Revision  

Week 2 2016/2/22 Lecon4  

Week 3 2016/2/29 pas de cours  

Week 4 2016/3/7 Lecon 4  

Week 5 2016/3/14 Lecon 4  

Week 6 2016/3/21 Lecon 4  

Week 7 2016/3/28 Lecon 5  

Week 8 2016/4/4 pas de cours  

Week 9 2016/4/11 Lecon 5  

Week 10 2016/4/18 Lecon 5  

Week 11 2016/4/25 Partiel sur table (22%);  

Week 12 2016/5/2 Lecon 6  

Week 13 2016/5/9 Lecon 6  

Week 14 2016/5/16 Lecon 6  

Week 15 2016/5/23 Lecon 7  

Week 16 2016/5/30 Lecon 7  

Week 17 2016/6/6 Lecon 7  



Week 18 2016/6/13 Examen final (23%)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課堂參與：10％; 小考：20％ ; 作業：25％ ; 期中：22％ ; 期末：23％  

七、 連結之網頁位址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3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初級西班牙語二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Basic Spanish II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張雅鈴 

上課時間 

Time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培養 A1 入門級西語能力。透過課堂講解與互動練習，引導學生學習基

礎發音、詞彙和語法規則，以及發展個人生活領域基本溝通技能。另外，配合教學內容介

紹西語國家相關文化，藉此增進語言理解與運用能力。  

二、 指定用書(Text Books)  

Sánchez Lobato, Jesús y García Fernández, Nieves. Nuevo español 2000 -nivel elemental. Madrid, 

SGEL, 2007.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 Castro, Francisca. Uso de la gramática española Elemental. Madrid: Edelsa,2011.  

- Encinar, Ángeles. Uso interactivo del vocabulario. Madrid: Edelsa, 2000.  

- Palencia, Ramón. Uso junior: elemental. Madrid: Edelsa, 2001.  

- VV.AA. ECO A1. Madrid: Edelsa, 2003.  

- VV.AA. ELE actual A1. Madrid: Ediciones SM, 2012.  

- VV.AA. Español en marcha 1. Madrid: SGEL,2005.  

- VV.AA. Prisma A1 Comienza. Madrid: Edinumen,2002.  

- VV.AA. Sueña 1. Madrid: Anaya, 2001.  

- 情境式西班牙語圖解字典 / 劉莉美,黃淑心作. 台北市 : 希伯崙公司, 民 101.  

四、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課堂講解、師生互動、分組練習、朗讀文本、使用多媒體輔助教材等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週次/日期/課程主題和內容  

第 1週 Lección 7 談語言學習∥第一類規則和不規則動詞變化及其用法/直接補語 (物-人) /

直接受格代名詞∥西班牙教育制度  

第 2 週 Lección 7  

第 3 週 Lección 7  

第 4 週 Lección 8 餐廳點菜∥第二類規則和不規則動詞變化及其用法/間接受格代名詞/與

介系詞連用的受格代名詞∥西班牙飲食文化  



第 5 週 Lección 8  

第 6 週 Lección 8  

第 7 週 Lección 9 談日常生活及表達個人喜好∥第三類規則和不規則動詞變化及其用法/反

身代名詞/動詞 gustar 的用法∥通訊：手機和網路  

第 8 週 Lección 9  

第 9 週 期中考 (Lecciones 7 a 9)  

第 10 週 Lección 10 談正在做的事∥現在分詞/現在進行式/受格代名詞與反身代名詞的位

置/所有格∥青年與大學  

第 11 週 Lección 10  

第 12 週 Lección 11 談計劃與意圖∥動詞短語/不定代名詞/不定形容詞/不定詞的否定用法

∥休閒娛樂與社交生活  

第 13 週 Lección 11  

第 14 週 Lección 11  

第 15 週 Lección 12 看醫生∥肯定命令式與否定命令式：動詞變化及其用法/受格代名詞與

反身代名詞在命令式句型的位置/地方介系詞∥醫療保健：西班牙社會保險制度  

第 16 週 Lección 12  

第 17 週 Lección 12  

第 18 週 期末考 (Lecciones 10 a 12)  

六、 成績考核(Evaluation)  

1.上課參與、平時測驗、課外作業 40%  

2.期中考 30%  

3.期末考 30%  

七、 連結之網頁位址  

1.www.wordreference.com 線上辭典  

2.www.rae.es/rae.html 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線上辭典  

3.cvc.cervantes.es/ensenanza/mimundo/default.htm 賽萬提斯中心西語學習  

4.www.bbc.co.uk/languages/spanish BBC 西語學習  

5.www.rtve.es 西班牙國家廣播電視網站  

 



附件 10 

國立清華大學選送赴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修讀雙聯學位甄選作業要點 
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交流學校、名額及院系所 

交流學校以本校合作之

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學校為

主，交流學校交換名額與院系

所公告於教務處推廣教育中

心網站。 

二、交流學校、名額及院系所 
交流學校以本校合作之

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學校為

主，交流學校交換名額與院系

所公告於教務處網站。 

文字修正 

三、申請對象與資格 
（一）本校在學大學部、研究生

均可提出申請。 
（二）大學部：前一學年（前兩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GPA）達 3.40（含）以

上。 
（三）研究生：前一學年（前兩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GPA）達 3.80（含）以

上，如為碩一學生，申請

時須提出前一學期之本

校成績證明。 

三、申請對象與資格 
（一）本校在學研究生均可提出

申請。 
（二）前一學年（前兩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GPA）達 3.8
（含）以上，如為碩一學

生，申請時須提出前一學

期之本校成績證明。 

配合本校於 105 年與

香港科技大學簽署雙

聯學士合作案，申請對

象納入大學部學生，並

明訂成績標準。 

四、申請、審查程序及日程 

（一）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並備妥

成績證明、指導教授或校

內教授推薦信等相關文

件，先經系所初審，並將

通過初審名單連同申請

人表件送教務處推廣教

育中心彙整，由教務長召

集甄審委員會進行複審。 

（二）錄取之雙聯學位生須於規

定期限內備妥繳交各交

流學校要求之申請文

件，以利統一送至交流學

校。 

（三）申請日程另行公告於教務

處推廣教育中心網站。 

四、申請、審查程序及日程 

（一）申請人依本要點填寫申請

表並備妥成績證明、指導教授推

薦信等相關文件，先經系所初

審，由各系所將通過初審名單連

同申請人表件送教務處，由教務

長召集甄審委員會進行複審。 

（二）錄取之雙聯學位生須於規

定期限內備妥繳交各交流學校

要求之申請文件，以利統一送至

交流學校。 

（三）申請日程另行公告於教務

處網站。 

文字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義務 

…… 

（三）雙聯學位生完成交流返校

後須繳交雙聯學校之學

位證書副本與心得報告。 

五、義務 

…… 

（三）雙聯學位生須於完成交流

返校後繳交心得報告一

份。 

增列雙聯學位生完成

交流返校後須繳交雙

聯學校之學位證書副

本。 

六、其他 

（一）錄取之雙聯學位生在本校

就讀系所應輔導其赴大

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之準

備工作，並協助指導其返

校後之學業或研究。 
（二）依本要點所選送之雙聯學

位生，須於本校註冊並依

據各校雙聯備忘錄繳交

本校學雜費。 
  

六、其他 
（一）錄取之雙聯學位生在本校

就讀系所應輔導其赴大

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之準

備工作，並協助指導其返

校後之學業或研究。 
（二）依本要點所選送之雙聯學

位生，須於本校註冊並繳

交本校學雜費基數。 
（三）交流期間所獲學分可申請

抵免或採認為本校學分。 

一、文字修正。 
二、學分抵免依各系所

規定辦理。 

 
  



國立清華大學選送赴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修讀雙聯學位甄選作業要點 

（修正後全文）   

102 年 1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 年 3 月 18 日校長核定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目的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汲取大陸經驗，培養宏觀之兩岸視野，

選送學生於學期間前往大陸地區交流，爰訂定本要點。 

二、交流學校、名額及院系所 

交流學校以本校合作之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學校為主，交流學校交換名額與院系所公

告於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網站。 

三、申請對象與資格 

（一）本校在學大學部、研究生均可提出申請。 

（二）大學部：前一學年（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達 3.40（含）以上。 

（三）研究生：前一學年（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達 3.80（含）以上，如為碩

一學生，申請時須提出前一學期之本校成績證明。 

四、申請、審查程序及日程 

（一）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並備妥成績證明、指導教授或校內教授推薦信等相關文件，先經

系所初審，並將通過初審名單連同申請人表件送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彙整，由教務

長召集甄審委員會進行複審。 

（二）錄取之雙聯學位生須於規定期限內備妥繳交各交流學校要求之申請文件，以利統一

送至交流學校。 

（三）申請日程另行公告於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網站。 

五、義務 

（一）錄取之雙聯學位生須於出發前繳交本校切結書及家長同意書，未繳交或未依交流學

校規定時間前往報到者，喪失雙聯學位生資格。 

（二）錄取之雙聯學位生前往交流期間，其學業、學籍與兵役之處理，依本校「國立清華

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及「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

及學籍處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三）雙聯學位生完成交流返校後須繳交雙聯學校之學位證書副本與心得報告。 

六、其他 

（一）錄取之雙聯學位生在本校就讀系所應輔導其赴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之準備工作，

並協助指導其返校後之學業或研究。 

（二）依本要點所選送之雙聯學位生，須於本校註冊並依據各校雙聯備忘錄繳交本校學雜

費。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施行。 



附件 11-1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之處理程序 

 

8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85 年 4 月 4 日校長核定 

 

一、學生對其學期成績有疑問，應先洽任課教師解決。如仍未能獲得解答，得於學則規定教

師提出更改學生成績時間內，向開課單位（系、所、室或中心）申請複查。申請複查須

說明理由並檢附學期成績單（正本或影本）。 

二、申請複查學生可要求開課單位說明該科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及學生本人各項成績之評分。 

三、學生試卷、作業、報告等成績評分之原始資料如未發還學生，申請複查學生可要求查看

本人之試卷、作業、報告等之評分，但不得要求查看其他學生之試卷、作業、報告等之

評分。 

四、學生對試卷等之評分及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如有異議，由開課單位主管或該單位指定之教

授負責處理，必要時得召開課程委員會或相當之會議討論。但已發還學生之試卷、作業、

報告等，於教師規定時間內（如未規定則為發還後一週）未提出異議者，不得再提異議。 

五、開課單位處理學生之異議時，對於各項評分及學期成績計算方式除非有明顯不當，應尊

重任課教師之決定。 

六、成績經複查（異議）後如須更改，由開課單位主管提出，並經系、所、室、中心會議與

會人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通過後，以書面送交教務處更改成績。開課單位並將複查（異

議）處理結果通知學生及任課教師。 

七、學生獲知複查（異議）處理結果如仍不服，可檢附評分或成績計算方式明顯不當之理由，

或開課單位處理成績複查（異議）程序不當而影響其權益之事實，於一星期內提請教務

長裁決。 

八、教務長就學生所提理由及事實，送請開課單位說明，必要時並諮詢相關學者後裁決。 

九、裁決結果如認為評分或成績計算方式明顯不當，則提教務會議議決。成績之更改或處理

方式須經與會人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十、裁決或教務會議結果由教務處通知學生及開課單位主管。 

十一、本程序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12 

國立清華大學海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草案）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拓展國際視野、擴大學習場域及教師授課的地緣範圍，並促進國際

學術交流與增進國際能見度，特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海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海外移地教學是指由本校教師帶領學生原則上至少 15 名赴海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上

課，並擔任主要授課者，亦可自行邀請當地學者演講或教導部分內容，可包括課堂

上課、參訪、見習觀摩等綜合型式。實施時間以暑期為主，每門課程學習時間十八

小時為一學分，開設學分上限為三學分。 

第三條 全校教師均得提出申請，由教師提具開課計畫書，項目包含教學目標、大綱、移地

教學大學或研究機構簡介、各項經費配置與來源、時間安排、學生人數、相關配套

措施（如學生交通、住宿、食膳等）及預期成效等，提經開課單位相關會議通過後

實施，系級單位須再提送院級相關會議備查。 

第四條  若開設課程屬跨系或跨院者，學士班課程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研究所課程向跨

院國際博士/碩士班學位學程申請。 

第五條 海外移地教學課程得否列計為各學位授予單位之畢業學分，由各學位授予單位認定。

學生修習之成績悉依本校學則及各單位相關課程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校教師暑期海外移地教學一律支領鐘點費，不得列計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數。鐘點

費逕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之夜間授課支給基準辦理。參

與海外移地教學師生須辦理保險。學生須繳交學分費，並自行負擔出國相關費用。

所需費用亦得以專案方式由教師向學校申請部分補助，針對本校弱勢學生將另訂定

補助辦法。 

第七條 教師應於海外移地教學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公布於開課單位網頁，以分享成

果。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13 

國立清華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修正規定對照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必選

修 類型 科目名稱 必選

修 類別 課程名稱  

五選

二必

修 

教育

方法 教學原理 
五選

二必

修 

教育

方法 教學原理 刪除「需先修教育心理學」文字敘

述 

說明： 
本表所訂之修課規定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之師資生；105 學

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一、修業年限：中等學程修業

以兩年為原則，如未能於規定

畢業年限內修畢得依規定申請

延畢。 
二、總學分數：中等學程須 
修滿教育專業課程 27 個學分 
(含必修 15 學分、必選 2 學 
分、選修至少 10 學分)，另 
加 4 學分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三、擋修規定：  
分 科 ／ 分 領 域 教 材 教 法        
需先修「教育心理學」＋「教

學原理」 
分 科 ／ 分 領 域 教 學 實 習        
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

法」 
四、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 
至少 54 小時：師資生需於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 
學校見習、試教、實習、補 
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 
習至少 54 小時，並經由師培 
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 

說明： 
本表所訂之修課規定適用於

103 學年度起之師資生；

102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

之。 
一、修業年限：中等學程修  
業以兩年為原則，如未能於規

定畢業年限內修畢得依規定申

請延畢。 
二、總學分數：中等學程須 
修滿教育專業課程 27 個學分

(含必修 15 學分、必選 2 學分、

選修至少 10 學分)，另加 4 學分

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三、擋修規定： 
教學原理  需先修「教育心理

學」 
分 科 ／ 分 領 域 教 材 教 法        
需先修「教育心理學」＋「教

學原理」 
分 科 ／ 分 領 域 教 學 實 習        
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

法」 
四、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 
至少 54 小時：師資生需於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 
學校見習、試教、實習、補 
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 
習至少 54 小時，並經由師培 

1、修正本條文的適用年度 
2、刪除「教學原理」須先修「教育

心理學」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業知能。 
五、注意事項： 
1.申請進入教育學程的第一學

期至少必須修習一科。 
2.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者需

修習 4 學分的「教育實習專題」

課程，修習者需須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 
a.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

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

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 
b. 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

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

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3.中等學程學生另須修畢任教

專門課程。（請參考「國立

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

學科（學習領域或學域、

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

學分對照表暨施行要點」） 
六、本規定經中心會議、教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 
業知能。 
五、注意事項： 
1.申請進入教育學程的第一學

期至少必須修習一科。 
2.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者需

修習 4 學分的「教育實習專題」

課程，修習者需須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 
a.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

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

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 
b. 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

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

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3.中等學程學生另須修畢任教

專門課程。（請參考「國立清華

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學

習領域或學域、主修專長）教

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暨施行

要點」） 
六、本規定經中心會議、教 
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修正後全文） 

 

必選修 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必修 

教育基礎 

教育心理學 2   
教育社會學 三

選

一 

2 
至少修習 1 科 2 學分，超修的學分

可作為選修課程學分。 教育哲學 2 
教育概論 2 

教育方法 

教學原理 2  
學習評量（教育測驗與評量） 

五

選

二 

2 

至少修習 2 科 4 學分，超修的學分

可作為選修課程學分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2 
教學媒體與運用（教學媒體與操作）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教材教法 
與 

教學實習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2 1.需先修「教育心理學」及「教學

原理」 
2.「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為上課

4 小時學分 3 學分之課程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3 

必選 

教師專業知能 

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 2 

含藝術與美感教育、性別教育、人

權教育、勞動教育、法治教育、生

命教育、品德教育、家政教育、家

庭教育、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

育、新移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媒

體素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環境

教育、藥物教育、性教育、國際教

育、安全與防災教育、理財教育、

消費者保護教育、觀光休閒教育、

另類教育、生活教育及其他新興議

題等各類教育議題，並依當前教育

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時調整。 

選修 

人際關係與溝通（人際溝通） 2 

「教師專業發展」內含教師專業倫

理。 

教育法規 2 
教育與學校行政 2 
中學教育實地研究 2 
教師專業發展 2 
教育統計學（教育統計） 2 
英語口語表達 2 



必選修 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心理與輔導知

能 

青少年心理學 2 

 

發展心理學 2 
心理衛生 2 
團體輔導與技術 2 
學習心理學 2 
認知與學習 2 
教育社會心理學 2 

學科教學知能 

科學教育 2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2 
普通教材教法 2 
閱讀教育（閱讀理解策略） 2 
創意教學策略 2 

多元適性教育

知能 

多元文化教育 2 

1.「特殊教育導論」內含特殊需求

學生教育。 
2.「差異化與適性教學」內含分組

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特殊教育導論 3 
性別教育（性別與教育） 2 
比較教育 2 
原住民族文化 2 
補救教學（學習困難與補救教學） 2 
差異化與適性教學 2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說明： 
本表所訂之修課規定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之師資生；105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一、修業年限：中等學程修業以兩年為原則，如未能於規定畢業年限內修畢得依規定申請延畢。 
二、總學分數：中等學程須修滿教育專業課程 27 個學分(含必修 15 學分、必選 2 學分、選修至少 10 學

分)，另加 4 學分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三、擋修規定：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需先修「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四、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至少 54 小時：師資生需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教、實

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並經由師培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五、注意事項： 

1. 申請進入教育學程的第一學期至少必須修習一科。 

2. 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者需修習 4 學分的「教育實習專題」課程，修習者需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a.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 
b. 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



必選修 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3. 中等學程學生另須修畢任教專門課程。（請參考「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學習領域或學

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暨施行要點」） 
六、本規定經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4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草案）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清華大學為辦理學生甄選及修習教育學程並輔導師資生修習師資職教育

課程，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及

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係指中等學校（含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

校與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幼兒（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幼兒園教

育階段身心障礙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類組）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 
第 三 條   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其取得合格教師之歷程，包括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及通過教師資格檢定。 
前項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

課程。 
第 四 條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及碩、博士班在學學生，在校期間經教育學程甄

選通過，得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育學程甄選作業要點另訂之，並應

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五 條   本校學生欲完成修習或採認任一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應經甄選

通過取得各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如修習教育學程或師資培育學系（如雙

主修與輔修等）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未取得各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

其所修習之學分一概不予採認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 
第 六 條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規定

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應修滿主修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應加修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 

業課程共計二十七學分及完成中等學校實地學習至少五十四小時。其中必修 

科目至少十五學分、必選科目二學分、選修科目至少十學分，其必修及必選 

科目及學分包含： 

(一)教育基礎科目：至少二科共計四學分 

(二)教育方法科目：至少三科共計六學分 

(三)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科目：至少二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應各修一科 

) 共計五學分 

(四)必選科目：教育議題專題一科二學分 

教育學程必修及選修課程科目應依經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中等學校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列課程科目修習與採認。 

師資生所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原則須於參加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前最後一學年修習，且其任教教育階段、師資類別、領域、群科應與專門課

程及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教育階段、師資類別、領域、群科相同。 

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應依報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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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實施要

點」規定修習與採認專門課程科目。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應修至少四十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應修至少十學分，至少修習四個領域，並以非主修領

域優先修習。 
（二）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二科四學分。 
（三）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五科十學分。 
（四）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應修至少十學分，其中教材教法必修三～四領

域至少八學分，教學實習、國民小學國語敎材教法與國民小學數學敎材教

法為必修。 
（五）選修課程，至少修習二學分。 
（六）本校規劃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

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七十二小時，並應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

知能。 
三、幼兒園師資類科：應修至少四十八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應修至少二科四學分。 
（二）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二科四學分。 
（三）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二科四學分。 
（四）教學實習課程，應修至少四學分。 
（五）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應依「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

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規定辦理，應修至少三十二學分，並取得敎保專業

知能課程學分證明。 
（六）本校規劃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

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五十四小時，並應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

能。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應修至少四十學分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十學分。 

1.幼兒園教育階段：依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

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所列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

法課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選列，應修至少十學分。 
2.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依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所列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

育方法課程中選列，應修至少十學分。 



（二）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應修至少十學分。 
（三）特殊教育各類組（身心障礙組或資賦優異組）專業課程，應修至少十學分。 
（四）特殊教育各類組（身心障礙組或資賦優異組）選修課程，應修至少十學分。 
（五）本校規劃之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

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

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七十二小時，並應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

合教育專業知能。 
詳細科目及學分參見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第 七 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各領域必選修課程名稱、學分數，除依教育部規定外，得

依本校培育師資之目標、師資、學生需要及發展特色，經本校教務會議審查，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調整之。 
第 八 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業期程應各至少二年（以學期計之至少四學期，並有修

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符合本條

文第二、三、四、五項所列情形者得不在此限。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同意後依規定

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於通過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並依本

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採認學分後，其修業期程自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後起算應逾

一年以上（以學期計之至少三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含寒、

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生通過甄選前已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者，並依本辦法第

十四條規定採認學分後，其修業期程自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起算應滿一年

以上(以學期計之至少二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
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師資培育學系非師資生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該修習類科師資生資格，並依

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採認學分後，其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程，自經教育學程甄

選通過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至少仍須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一學期以上(不
含寒、暑修)，且其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包括該系之教育專業

課程)期程總計仍應達四學期以上(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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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在本校通過教育

學程甄選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並依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抵免學分後，

其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程，自經甄選通過後起算至少應達一年（以學期計之至

少二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 
  依本辦法第十六條規定移轉相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 
  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其在本校及原就讀學校具師資生資格修習   
  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業期程得合併計算，惟合計後仍應符合教育學程修 
  業期程共計至少二年（以學期計之至少四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  
  實，且不含寒、暑修）之規定，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未在主修系所規定之修業年限內修滿教   
  育學程課程應修科目學分者，得依本校學則規定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其延 



  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細則所訂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碩、博士班師資生已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而尚未修畢教育學程 
  者，可繼續修習至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年限屆 
  滿為止，其畢業生效日期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學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數，係指其在主、輔修系    
          外，加修之科目及學分，並得依主修系所之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 
第 十 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各科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研究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不含教育專業課程之成績。各師資類科 
          教育專業課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 
          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成績若 
          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師資生退學後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上限規定如下，已修畢 
          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或修習主修系所培育類科教育學程者，得不受此限， 
          惟仍須符合教育學程修業年限之相關規範：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八學分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十二學分 
          三、幼兒園師資類科：十四學分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十二學分 

若有特殊需求，得專案向本中心申請，最多增修不得超過五(含)學分，並應經

本中心審核通過，且仍須修足規定之教育學程修業期程。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得依本辦法第十七條及本校教育學程 
校際選課實施要點進行校際選課，其跨校修習之科目學分應計入當學期修習 
科目學分總數並須符合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或採認，應經本校針對教學目標、課程內涵

與成績要求等內容審核，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件後，依抵免要點相關規

定辦理抵免與採認作業。抵免學分要點另訂之，並應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及碩、博士班在學學生，在校期間經教育學程 

甄選通過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得依抵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教育 
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或採認。 
已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經教育學程甄

選通過在本校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後，得依抵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

學分抵免，抵免學分最多不超過另一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總數二分之一且每一門抵免課程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七十分或 B-等級。 
第十四條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於通過該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甄選後，得依抵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學分採認，但最多不超過該

師資類科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總數四分之一，符合本條文第二、三項所列

情形者不在此限。 
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生通過甄選前已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者，依前項規定

申請學分採認，得不受四分之一限制。 
師資培育學系非師資生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該修習類科師資生資格後，



其採認該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得不受四分之一之規範，惟應依以

下規定辦理： 
一、渠等學生於該師資培育學系所修習且欲採認為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之

課程學分，應為該學系依教育部核定本校該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所開

授屬於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課程學分，並應依課程內涵與科目具修課邏

輯。 
二、渠等學生辦理前揭學分之採認，應限於修習成績達七十分（含）或 B-

等級以上之課程。 
三、渠等學生自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仍須修習教

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如未達七十分或 B-
等級者，次一學期不得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經本中心同意後得修習本中心所開設之教育學程課程，

於甄選通過成為師資生後得申請課程學分抵免，其抵免學分數以師資培育課

程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為上限，本校非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課程相關規定另

訂之。 

第十五條   師資生於修習教育學程期間欲放棄修習資格者，應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惟

因休學而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者，應依本校學則規定同時提出書面申請。

師資生資格經放棄後，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已辦理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由主修系所審查是否將已修習之教育學程 
科目學分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 

第十六條   本校或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或應屆畢業錄取本校或他校碩、博士

班，如經確認兩校均有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師資類別領域群科，且經轉出

與轉入兩校正式同意後，由轉出學校行文至本中心後，備妥該師資生原就讀

學校之成績單、自傳等相關文件，得參加本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資格移轉審核。

審核通過後，由本校妥為輔導繼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並依抵免學

分要點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審核未通過者，本中心得不接受該生修習教育學

程資格移轉。按前開資格移轉程序至本校繼續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不占

本校教育學程師資生名額。 
前項移轉相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者，於原就讀學校具師資生資格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得依抵

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學分抵免，並由本校妥善輔導修課。 
第一項規定之本校師資生移轉相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至他校繼續修習相同

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依轉入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修習與學

分採認等相關規定辦理，並由轉入學校妥善輔導修課，本校不得再辦理名額

甄選遞補。 
凡依本條文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類科之教育

學程課程者，其具原校師資生資格修習教育學程之修業期程，經本中心審核

通過後得併入計算，惟其總計仍應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修足教育學程課程修

業期程。 
第十七條   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在相同師資類別領域群科之前提下，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定，經

原校及他校同意，並納入學校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等相關規定

據以辦理。 
二、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比例等事項，

依各校學則及教育學程修習等相關規定辦理，並由原校辦理修習、採認、

抵免等相關事宜。 
三、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屬原校名額，並納入教育部核

定之師資生名額總量內。 
四、本校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依本辦法第十一條及本校學生校

際選課辦法相關規定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及相關單位審核通過者，其跨校

修習之課程依本辦法、本校學則及學生校際選課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採

認。 
第十八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課程應繳納學（分）費，各師資類

科學（分）費，依照本校師資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收費

標準繳交。 
第十九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因修習教育學程延長修業年限及非師資生修習教

育學程課程，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繳費。 

第二十條   依教育部規定，已畢業師資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如有學分不

足需補修時，補修學生名單報經教育部同意後，得依本校隨班附讀相關規定

以隨班附讀方式進行學分補修。 

           前項補修學分者，其成績審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收費標準，依推廣教育

隨班附讀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每學年度錄取之師資生人數，依教育部各學

年度核定之師資生名額辦理。 
本校師資生於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獲准修習教育學程，若有下列狀況之一，即

喪失教育學程修習資格，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一、錄取後之第一學期不具在校生身分。 
二、錄取後之第一學期未修習任一門教育學程科目。 
三、未修畢教育學程課程應修學分，先行申請畢業者。 
四、正取生須依規定日期辦理報到。未辦理報到或報到後因故放棄教育學程師

資生資格之正取生，缺額由備取生遞補之，備取生遞補期限為公告甄選結

果(每年八月一日之後)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結束前；如備取生遞補後仍

有缺額，本校不再辦理其他遞補作業。 
未辦理報到或報到後因故放棄教育學程師資生資格者，日後如欲完成修習

或採認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應再經甄選通過取得各該師資類科師資生

資格。 
五、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期間退學、畢業或有記大過處分、連續二學期操行成

績未達八十分（或相當級數）之以上情事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校學生經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師資生資格，且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並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始得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

專業課程者，且非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

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畢業論文依本校學則等規定未列為

畢業應修學分)。 
前項有關教育實習課程相關事項，由本校依據師資培育法與師資培育法施行細

則等相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等相關

規定訂定之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本校半年教育實習課程之實施，以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或

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本校師資生得擇一參加，申請時間由本中心另

行公告。 
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全時教育實習課程)，且成績及格者，

並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育部核定後自一〇六學年度（含）起開始施行，惟一〇六學年度

以前已取得師資生資格開始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

理。 
一、適用本辦法。 
二、依二校合併前經教育部核定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與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以

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修正對照表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為辦理學生甄選及修習

教育學程並輔導師資生修習師資職教

育課程，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

「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

及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

程修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程

修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師

資培育法第五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

心辦法第五條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學生甄選及修習教

育學程並輔導師資生修習師資職教育

課程，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及「

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之

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係指

中等學校（含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

與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幼兒（稚）

園、特殊教育學校（班）（幼兒園教育

階段身心障礙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資賦優異類組）師資類科教育

學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各師資類科教育

學程，係指國民小學、幼兒（稚）園、

特殊教育學校（班）（幼兒園教育階段

身心障礙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

礙、資賦優異類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第二條 本校教育學程經教育部核准以

培育中等學校（含高級中學、高級職業

學校與國民中學）之合格師資為目標，

每學年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各學年

度之師資生名額為準。 

 

第三條 

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程師資生，其取得

合格教師之歷程，包括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及通過教師資格檢定。 

前項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

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

習課程。 

第三條 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

資生，其取得合格教師之歷程，包括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通過教師資

格檢定。 

前項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

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

實習課程。 

  

第四條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及碩、博士

班在學學生，在校期間經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得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

第 四 條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及

碩、博士班在學學生，在校期間經教

育學程甄選通過，得修習各師資類科

教育學程，教育學程甄選作業要點另

第三條 本校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及

碩、博士班在校學生，經甄選通過者，

得修習教育學程。 
第四條 教育學程甄選由師資培育中心

於甄選要點另

訂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育學程甄選作業要點另訂之，並應報請

教育部備查。 
訂之，並應報請教育部備查。 
 

（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招生委員會，

依「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學生甄選要

點」辦理，該要點另訂定之並應報請教

育部備查。 

第五條 教育學程甄選分兩階段舉辦： 

一、第一階段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

（每年六月底前完成）。甄選對象

為本校在校生。 

二、第二階段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前

完成。甄選對象為當學年度碩博士

班新生及因故無法參加第一階段

甄選之本校在校生。 

應屆畢業生已修滿主修系所畢業學分

但未通過教育學程甄選者，不得以等待

參加甄選以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原因申

請延緩畢業。 

有關學生申請甄選資格、報名程序、甄

選方式及錄取方式，應依「國立清華大

學教育學程學生甄選要點」辦理。 
 第五條  本校學生甄選教育學程每學

年度以申請一師資類科為限，師資生

如成績優異，經所屬系（所）主任（所

長）核可，並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審核通過得於不同學

年度申請參加另一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甄選。 

 刪除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第五條   

本校學生欲完成修習或採認任一師資

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應經甄

選通過取得各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

格；如修習教育學程或師資培育學系

（如雙主修與輔修等）之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學分，未取得各該師資類科師

資生資格，其所修習之學分一概不予

採認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 

第六條  本校學生欲完成修習或採認

任一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

分，應經甄選通過取得各該師資類科

師資生資格；如修習教育學程或師資

培育學系（如雙主修與輔修等）之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未取得各該師

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其所修習之學分

一概不予採認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

分。 

  

第六條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規定

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應修滿主修學

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應加

修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

程共計二十七學分及完成中等學

校實地學習至少五十四小時。其中

必修科目至少十五學分、必選科目

二學分、選修科目至少十學分，其

必修及必選科目及學分包含： 

(一)教育基礎科目：至少二科共計四學

分 

(二)教育方法科目：至少三科共計六學

分 

(三)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科目：至少二

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應各

第七條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

分數，規定如下： 

一、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應修至少四十

九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應修至少十

學分，至少修習四個領域，並以非

主修領域優先修習。 

（二）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三科六

學分。 

（三）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五科十

學分。 

（四）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應修

至少十三學分，其中教材教法必修

三～四領域至少九學分，教學實

習、國語敎材教法與數學敎材教法

為必修。 

（五）選修課程，至少修習十學分。 

（六）本校規劃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

第七條 修習教育學程師資生，除應修

滿主修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

，應加修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

程共計二十七學分及完成中等學校實

地學習至少五十四小時。其中必修科目

至少十五學分、必選科目二學分、選修

科目至少十學分，其必修及必選科目及

學分包含： 

一、教育基礎科目：至少二科共計四學

分。 

二、教育方法科目：至少三科共計六學

分。 

三、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科目：至少二

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應各

修一科) 共計五學分。 

四、必選科目：教育議題專題一科二學

分。 

1. 加入中等

學校師資

類科規定 

2. 學分數調

整 

3. 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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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一科) 共計五學分 

(四)必選科目：教育議題專題一科二學

分 

教育學程必修及選修課程科目應依經

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中等學校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及學分一覽表」所列課程科目修習與採

認。 

師資生所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教

學實習課程，原則須於參加半年全時教

育實習前最後一學年修習，且其任教教

育階段、師資類別、領域、群科應與專

門課程及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教育階

段、師資類別、領域、群科相同。 

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

生應依報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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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實施要點」規定修習與採認專門課程

科目。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應修至少四十

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應修至少十

學分，至少修習四個領域，並以

非主修領域優先修習。 

（二）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二科四

學分。 

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擬

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習、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

少 72 小時，並應經本校認定其內

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二、幼兒園師資類科：應修至少六十三

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應修至少二

科六學分。 

（二）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三科六

學分。 

（三）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二科六

學分。 

（四）教學實習課程，應修至少四學分。 

（五）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應依「幼兒

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

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

準」規定辦理，應修至少四十一

學分，並取得敎保專業知能課程

學分證明。 

（六）本校規劃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

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

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

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

學習至少 54 小時，並應經本校

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三、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應

修至少四十學分。 

教育學程必修及選修課程科目應依經

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中等學校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及學分一覽表」所列課程科目修習與採

認。 

師資生所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教

學實習課程，原則須於參加半年全時教

育實習前最後一學年修習，且其任教教

育階段、師資類別、領域、群科應與專

門課程及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教育階

段、師資類別、領域、群科相同。 

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

生應依報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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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實施要點」規定修習與採認專門課程

科目。 

教育專業課程之名稱及學分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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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教務

會議審查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調

整之。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三）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五科十

學分。 

（四）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應修

至少十學分，其中教材教法必修

三～四領域至少八學分，教學實

習、國民小學國語敎材教法與國

民小學數學敎材教法為必修。 

（五）選修課程，至少修習二學分。 

（六）本校規劃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

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

至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

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

務學習至少七十二小時，並應經

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

知能。 

三、幼兒園師資類科：應修至少四十八

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應修至少二

科四學分。 

（二）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二科四

學分。 

（三）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二科四

學分。 

（四）教學實習課程，應修至少四學分。 

（五）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應依「幼兒

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

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

準」規定辦理，應修至少三十二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十

學分。 

1.幼兒園教育階段：依本校經教育部核

定之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所列教

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

育方法課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選

列，應修至少十學分。 

2.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依本校經教育部

核定之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所

列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

程、教育方法課程中選列，應修至少

十學分。 

（二）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應修至

少十學分。 

（三）特殊教育各類組（身心障礙組或

資賦優異組）專業課程，應修至

少十學分。 

（四）特殊教育各類組（身心障礙組或

資賦優異組）選修課程，應修至

少十學分。 

（五）本校規劃之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

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

業課程期間至擬任教類科學校

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

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72 小

時，並應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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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並取得敎保專業知能課程

學分證明。 

（六）本校規劃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

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

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

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

學習至少五十四小時，並應經本

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

能。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應

修至少四十學分。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十

學分。 

1.幼兒園教育階段：依本校經教育部核

定之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所列教

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

育方法課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選

列，應修至少十學分。 

2.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依本校經教育部

核定之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所

列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

程、教育方法課程中選列，應修至少

十學分。 

（二）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應修至

少十學分。 

（三）特殊教育各類組（身心障礙組或

教育專業知能。 

詳細科目及學分參見本校經教育部核

定之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

（班）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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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賦優異組）專業課程，應修至

少十學分。 

（四）特殊教育各類組（身心障礙組或

資賦優異組）選修課程，應修至

少十學分。 

（五）本校規劃之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

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

業課程期間至擬任教類科學校

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

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七十

二小時，並應經本校認定其內容

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詳細科目及學分參見本校經教育部核

定之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

（班）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第七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各領域必選修課

程名稱、學分數，除依教育部規定外，

得依本校培育師資之目標、師資、學生

需要及發展特色，經本校教務會議審

查，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調整之。 

第八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各領域

必選修課程名稱、學分數，除依教育部

規定外，得依本校培育師資之目標、師

資、學生需要及發展特色，經本校師資

培育委員會審查，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調

整之。 
 

 
 
 
 
 
 

修正會議程序 

第八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業期程應各至

少二年（以學期計之至少四學期，並有

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

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符合本

第九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業

期程應各至少二年（以學期計之至少

四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

實，且不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

教育實習，符合本條文第二、三、四、

第十一條 教育學程應修習至少兩年(以
學期計至少四學期，不含暑修，且應有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事實)，並另加半年

全時教育實習課程。若依規定符合特定

條件者(包括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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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二、三、四、五項所列情形者得

不在此限。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經本校師資培

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同意後依規

定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者，於通過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

並依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採認學分

後，其修業期程自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

後起算應逾一年以上（以學期計之至少

三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

且不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 

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生通過甄選前已

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者，並依本辦法

第十四條規定採認學分後，其修業期程

自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起算應滿

一年以上(以學期計之至少二學期，並

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含寒、

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師資培育學系非師資生經教育學程甄

選通過取得該修習類科師資生資格，並

依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採認學分後，其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程，自經教育學程

甄選通過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至

少仍須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一學期以上

(不含寒、暑修)，且其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包括該系之教育

專業課程)期程總計仍應達四學期以上

(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且不含

五項所列情形者得不在此限。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經本中心同意

後依規定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者，於通過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

選，並依本辦法第十六條規定採認學分

後，其修業期程自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

後起算應逾一年以上（以學期計之至少

三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

且不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 

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生通過甄選前已

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者，並依本辦法

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採認學分後，其修

業期程自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起

算應滿一年以上(以學期計之至少二學

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

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師資培育學系非師資生經教育學程甄

選通過取得該修習類科師資生資格，並

依本辦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採認學

分後，其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程，自經

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該類科師資生

資格後，至少仍須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一

學期以上(不含寒、暑修)，且其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包括該

系之教育專業課程)期程總計仍應達四

學期以上(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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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本校教育學程等)，其學分抵免及教育

學程修業期程應依「國立清華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學分抵免辦法」(以下簡稱抵免

辦法)規定辦理，抵免辦法另訂定之並應

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十二條 師資生未於規定主修系所學

制班別修業年限內修滿教育學程課程

學分者，其延長之教育學程修業期程應

併入大學法與大學法施行細則規定及

本校學則所定主修系所學制班別延長

修業年限內計算。 
 

第十六條 碩、博士班師資生已通過論

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而尚未修畢教

育學程者，可繼續修習至大學法、大學

法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年

限屆滿為止，其畢業生效日期如下： 

一、在第一學期修畢教育學程者，以一

月三十一日為準；在第二學期修畢

教育學程者，以七月三十一日為準

。 

二、中途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者，以

核准日期為準，惟學期結束後至次

學期註冊日前放棄者，以前一學期

結束日為準，且本校不再辦理名額

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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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已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

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在本校通過教育

學程甄選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資

格，並依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抵免學分

後，其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程，自經甄

選通過後起算至少應達一年（以學期計

之至少二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

事實，且不含寒、暑修）。 

依本辦法第十六條規定移轉相同師資

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

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其在本

校及原就讀學校具師資生資格修習該

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業期程得合併計

算，惟合計後仍應符合教育學程修業期

程共計至少二年（以學期計之至少四學

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

含寒、暑修）之規定，另加半年全時教

育實習。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未在

主修系所規定之修業年限內修滿教育

學程課程應修科目學分者，得依本校學

則規定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其延長之年

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細則所訂延長修

業年限內計算。 

碩、博士班師資生已通過論文考試並完

成論文審定，而尚未修畢教育學程者，

可繼續修習至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

及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年限屆滿為止

已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

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在本校通過教育

學程甄選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資

格，並依本辦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抵

免學分後，其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程，

自經甄選通過後起算至少應達一年（以

學期計之至少二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

程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 

依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移轉相同師資

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

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其在本

校及原就讀學校具師資生資格修習該

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業期程得合併計

算，惟合計後仍應符合教育學程修業期

程共計至少二年（以學期計之至少四學

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

含寒、暑修）之規定，另加半年全時教

育實習。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未在

主修系所規定之修業年限內修滿教育

學程課程應修科目學分者，得依本校學

則規定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其延長之年

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細則所訂延長修

業年限內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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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畢業生效日期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

定辦理。 
第九條    

學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科

目及學分數，係指其在主、輔修系外，

加修之科目及學分，並得依主修系所之

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 

第 十 條   學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數，係指其在

主、輔修系所外，加修之科目及學分，

並得依主修系所之採認計入畢業應修

學分數內。 

  

第十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各科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研究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不

含教育專業課程之成績。各師資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本校

學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各師資類

科教育專業課程各科之成績，計入當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研究生學業平均

成績之計算，不含教育專業課程之成

績。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各科成

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士班學

生，每學期所修之科目學分（含加修教

育學程科目學分）均登記於主修學系歷

年成績表內。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之科

目，成績以 C-等級或六十分為及格。研

究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不含教育學

程課程科目之成績。 

 

第十一條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

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

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成績若達

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師資

生退學後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師資

生每學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學分上限規定如下，已修畢     

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或修習主修系

所培育類科教育學程者，得不受此限， 

惟仍須符合教育學程修業年限之相關

規範：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八學分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十二學分 

第十二條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各師

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併同

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

學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

規定辦理，成績若達本校規定退學標

準者，應予退學，師資生退學後本校

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學分上限規定如下，已修畢

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或修習主修系

所培育類科教育學程者，得不受此限，

惟仍須符合教育學程修業年限之相關

規範： 

一、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十四學分（如

修習三學分課程，學分上限經本中

第十條 本學程修業期程內，師資生每

學期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原則不得超過

八學分，若有特殊需求，得專案向本中

心申請，最多增修不得超過五(含)學
分，並應經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且仍須修足規定之教育學程修業期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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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園師資類科：十四學分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十

二學分 

若有特殊需求，得專案向本中心申請，

最多增修不得超過五(含)學分，並應經

本中心審核通過，且仍須修足規定之教

育學程修業期程。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得

依本辦法第十七條及本校教育學程校

際選課實施要點進行校際選課，其跨校

修習之科目學分應計入當學期修習科

目學分總數並須符合相關規定。 

心審核同意後得提高至十五學分） 

二、幼兒園師資類科：二十學分（如修

習三學分課程，學分上限經本中心

審核同意後得提高至二十一學分） 

三、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十

二學分（如修習三學分課程，學分

上限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後得提高

至十三學分） 

大學部師資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八十分（含）以上，或平均分數排名為

該班前百分之二十，研究所師資生前一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含）以

上，經所屬學系（所）主任（所長）同

意，並經本中心審核通過者，始得加選

一至二科目課程，惟加修之課程學分應

併入學期修習課程學分總數計算，且教

育學程修業期程仍應符合本辦法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已

具畢業資格且教育學程修業期程已符

合本辦法第九條之規定者，其畢業前最

後一學期，得依本辦法第十八條之相關

規定申請跨校選修教育學程課程，經本

中心審核通過，其跨校修習之科目學分

應計入當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並須

符合相關規定。 
 
 

第十三條  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且修

畢各該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成績考

核及格之師資生，得向本中心申請核發

第十三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

程，修習教育學程各科目從九十九學年

度起免繳納學分費。 

刪除免繳納學

分費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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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畢該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成

績證明書；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成績考核及格並經本中心審

核通過者，則由本校發給修畢該師資類

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 
 

第十二條    

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或採

認，應經本校針對教學目標、課程內涵

與成績要求等內容審核，且評估修習學

生資格與條件後，依抵免要點相關規定

辦理抵免與採認作業。抵免學分要點另

訂之，並應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十四條   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抵免或採認，應經本校嚴謹專業

之審核(包括教學目標、課程內涵與成

績要求等)，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

件，依本辦法及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抵免學分要點（以下簡稱抵

免學分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抵免

學分要點另訂之，並應報請教育部備

查。 

第二十條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之抵

免與採認，須經本校針對課程教學目

標、課程內涵與成績要求等內容審核，

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件後，應依抵

免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抵免與採認作業。 

 

第十三條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及碩、博士 

班在學學生，在校期間經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得依

抵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抵免或採認。 

已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

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經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在本校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

資格後，得依抵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學

分抵免，抵免學分最多不超過另一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總數二分之一且每一門抵免課程學分

之成績不得低於七十分或 B-等級。 

第十五條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

及碩、博士班在學學生，在校期間經

教育學程甄選通過修習各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者，得依抵免學分要點規定，

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或採認。 

已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

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經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在本校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

資格後，得依抵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學

分抵免，抵免學分最多不超過另一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總數二分之一且每一門抵免課程學分

之成績不得低於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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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於通過該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甄選後，得依抵免學分要點

規定申請學分採認，但最多不超過該師

資類科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總數四

分之一，符合本條文第二、三項所列情

形者不在此限。 

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生通過甄選前已

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者，依前項規定

申請學分採認，得不受四分之一限制。 

師資培育學系非師資生經教育學程甄

選通過取得該修習類科師資生資格

後，其採認該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

上限，得不受四分之一之規範，惟應依

以下規定辦理： 

一、渠等學生於該師資培育學系所修習

且欲採認為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

程之課程學分，應為該學系依教育

部核定本校該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所開授屬於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之課程學分，並應依課程內涵與

科目具修課邏輯。 

二、渠等學生辦理前揭學分之採認，應

限於修習成績達七十分（含）或 B-

等級以上之課程。 

三、渠等學生自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

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仍須修習

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且

第十六條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

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於通過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後，

得依抵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學分採

認，但最多不超過該師資類科應修教

育專業課程學分總數四分之一，符合

本條文第二、三項所列情形者不在此

限。 

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生通過甄選前已

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者，依前項規定

申請學分採認，得不受四分之一限制。 

師資培育學系非師資生經教育學程甄

選通過取得該修習類科師資生資格

後，其採認該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

上限，得不受四分之一之規範，惟應依

以下規定辦理： 

一、渠等學生於該師資培育學系所修習

且欲採認為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

程之課程學分，應為該學系依教育

部核定本校該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所開授屬於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之課程學分，並應依課程內涵與

科目具修課邏輯。 

二、渠等學生辦理前揭學分之採認，應

限於修習成績達七十分（含）以上

之課程。 

三、渠等學生自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

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學期學業

成績總平均如未達七十分者，次一

第八條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經本中

心同意後得修習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所開設除教材教法與教學

實習類外之課程，於甄選通過為師資生

後得申請課程學分抵免，其抵免學分數

以師資培育課程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

為上限，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之課程

，於取得師資生資格進入教育學程時，

向本中心申請學分抵免，經本中心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即採認為教育學程

課程，惟不得採認原主修系所課程（即

課程不能二次採計），其他相關規定則

須按「國立清華大學非師資生修習教育

學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如未達七十

分或 B-等級者，次一學期不得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經本中心同意

後得修習本中心所開設之教育學程課

程，於甄選通過成為師資生後得申請課

程學分抵免，其抵免學分數以師資培育

課程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為上限，本校

非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課程相關規定

另訂之。 

學期不得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第十五條  
師資生於修習教育學程期間欲放棄修

習資格者，應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惟

因休學而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者，應

依本校學則規定同時提出書面申請。師

資生資格經放棄後，本校不再辦理名額

遞補。 

已辦理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由主

修系所審查是否將已修習之教育學程

科目學分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 

 
第十七條 師資生於修習教育學程期間

欲放棄修習資格者，應依本中心公告規

定時程提出書面申請，惟因休學而放棄

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者，應依本校學則規

定同時提出書面申請。師資生資格經放

棄後，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已辦理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由主

修系所審查是否將已修習之教育學程

科目學分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 
 
 

 

  第十八條 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期間退

學、畢業或有記大過以上情事者，即喪

失修習本校教育學程資格，本校不再辦

理名額遞補，其已修習及格之教育學程

科目得申請由本中心審核通過後依規

定發給證明。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第十六條  

本校或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

或應屆畢業錄取本校或他校碩、博士

班，如經確認兩校均有教育部核定培育

相同之師資類別領域群科，且經轉出與

轉入兩校正式同意後，由轉出學校行文

至本中心後，備妥該師資生原就讀學校

之成績單、自傳等相關文件，得參加本

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資格移轉審核。審核

通過後，由本校妥為輔導繼續修習相同

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並依抵免學分要點

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審核未通過者，本

中心得不接受該生修習教育學程資格

移轉。按前開資格移轉程序至本校繼續

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不占本校教育

學程師資生名額。 

前項移轉相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至

本校繼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於原就讀學校具師資生資

格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得依抵

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學分抵免，並由本

校妥善輔導修課。 

第一項規定之本校師資生移轉相同師

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至他校繼續修習相

同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依轉

入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修習與學

分採認等相關規定辦理，並由轉入學校

妥善輔導修課，本校不得再辦理名額甄

選遞補。 

第十七條   本校或他校師資生，因學

籍異動轉學，或應屆畢業錄取本校或

他校碩、博士班，如經確認兩校均有

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師資類別領域

群科，且經轉出與轉入兩校正式同意

後，得申請移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

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 

前項移轉相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至

本校繼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於原就讀學校具師資生資

格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得依抵

免學分要點規定申請學分抵免，並由本

校妥善輔導修課。 

第一項規定之本校師資生移轉相同師

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至他校繼續修習相

同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依轉

入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修習與學

分採認等相關規定辦理，並由轉入學校

妥善輔導修課，本校不得再辦理名額甄

選遞補。 

凡依本條文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

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類科之教育

學程課程者，其具原校師資生資格修習

教育學程之修業期程，經本中心審核通

過後得併入計算，惟其總計仍應依本辦

法第九條規定修足教育學程課程修業

期程。 

 

第十九條 本校師資生應屆畢業考取本

校碩、博士班者，得向本中心申請移轉

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繼續

修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其已修習

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經本中心審核

通過後得全部採認，且具師資生資格之

教育學程修業期程則併入計算，惟總計

仍應依規定修足教育學程之應修學分

數及修業期程。 
 
第二十一條  在他校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師資生，若因學籍異動轉學至

本校或應屆畢業錄取本校研究所(含碩

士班及博士班)，擬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

資格於本校繼續修習相同類科教育學

程課程者，應確認轉出學校與本校均有

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

，並應經轉出學校與本校同意，由轉出

學校行文至本中心後，備妥該師資生原

就讀學校之成績單、自傳等相關文件，

得參加本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資格移轉

審核。審核通過後，由本校妥為輔導繼

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並依抵

免辦法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審核未通過

者，本中心得不接受該生修習教育學程

資格移轉。按前開資格移轉程序至本校

繼續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不占本校

教育學程師資生名額。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凡依本條文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

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類科之教育

學程課程者，其具原校師資生資格修習

教育學程之修業期程，經本中心審核通

過後得併入計算，惟其總計仍應依本辦

法第八條規定修足教育學程課程修業

期程。 

 

第二十二條  本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

轉學至他校或應屆畢業錄取他校研究

所(含碩士班及博士班)，擬移轉相同類

科師資生資格於他校繼續修習相同類

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確認本校與

他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

別及學科，並應經兩校同意後，依他校

相關規定辦理師資生資格轉入程序，並

由轉入學校輔導師資生修課及參加教

育實習相關事宜，本校不再辦理缺額遞

補。 
第十七條    

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

在相同師資類別領域群科之前提下，依

下列原則辦理： 

一、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

定，經原校及他校同意，並納入學

校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等相關規定據以辦理。 

二、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比例等

事項，依各校學則及教育學程修習

等相關規定辦理，並由原校辦理修

習、採認、抵免等相關事宜。 

三、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

生名額，屬原校名額，並納入教育

部核定之師資生名額總量內。 

四、本校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第十八條   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應在相同師資類別領域群科

之前提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

定，經原校及他校同意，並納入學

校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等相關規定據以辦理。 

二、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比例等

事項，依各校學則及教育學程修習

等相關規定辦理，並由原校辦理修

習、採認、抵免等相關事宜。 

三、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

生名額，屬原校名額，並納入教育

部核定之師資生名額總量內。 

四、本校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應依本辦法第十二條及本校

第九條 本校師資生跨校選修他校教育

學程課程時，選修課程應以相同師資類

科為限，並應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始可

依兩校校際選課相關規定辦理修習。本

校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選課、採認、抵免等相關事宜由本中

心依據本校學則及「國立清華大學教育

學程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理。 
他校師資生申請跨校修習本校教育學

程課程，應經本校及他校同意，且選修

課程應為相同師資類科，並依據就讀學

校與本校學則及校際選課相關規定辦

理。他校師資生跨校至本校修習教育學

程課程之採認及抵免等相關事宜，由師

資生就讀學校依規定辦理。 
本校師資生至他校跨校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屬於本校名額

，納入教育部核定師資生各該類科師資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課程應依本辦法第十一條及本校

學生校際選課辦法相關規定提出

申請，經本中心及相關單位審核通

過者，其跨校修習之課程依本辦

法、本校學則及學生校際選課辦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採認。 

學生校際選課辦法相關規定提出

申請，經本中心及相關單位審核通

過者，其跨校修習之課程依本辦

法、本校學則及學生校際選課辦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採認。 

生總額內。 

 

第十八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修習教育

學程課程應繳納學（分）費，各師資類

科學（分）費，依照本校師資生修習各

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收費

標準繳交。 

第二十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

修習教育學程課程應繳納學（分）費，

各師資類科學（分）費，依照本校師資

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育專業

課程收費標準繳交。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十九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因修習教

育學程延長修業年限及非師資生修習

教育學程課程，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

定辦理繳費。 

第二十二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

資生因修習教育學程延長修業年限及

非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課程，應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繳費。 

 
 

第二十條 
依教育部規定，已畢業師資生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如有學分不足

需補修時，補修學生名單報經教育部同

意後，得依本校隨班附讀相關規定以隨

班附讀方式進行學分補修。 

第十九條 依教育部規定，已畢業師資

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

如有學分不足須補修時，補修學生名

單報經教育部同意後，得依本校隨班

附讀相關規定以隨班附讀方式進行課

程學分之補修。 

前述補修學分者，應於教育部專案核准

同意補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後二年內

完成補修及認定，其成績審核悉依本校

學則、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第二十三條依教育部規定，已畢業師資

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如有學分不足需補

修時，補修學生名單報經教育部同意後

，得依本校隨班附讀相關規定以隨班附

讀方式進行學分補修。 

一、已逾師資培育法第 20 條（第二款

、第三款）規定申請期限之本校畢

業師資生，以本校最新經教育部核

定實施之教育學程重新辦理認定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理。 

 

 

第二十三條 經教育部專案核准同意

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者，其收費方式比照本校辦理隨班

附讀作業要點收費標準辦理。 

 

，經認定後學分不足。 

二、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定修畢

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

程者，符合師資培育法第 10 條規

定，經教育部認定僅缺分科/分領

域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學分者。 

三、92 年 8 月 1 日以後取得修習教育學

程資格之本校畢業師資生，經本校

依師資生資格取得當時，本校報經

教育部核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辦理認定後，其學分仍有不足且非

屬個人疏漏。 

前項補修學分者，其成績審核依本校學

則規定辦理；收費標準，依推廣教育隨

班附讀規定辦理。 
前項第一款本校畢業師資生若因故需

至他校之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以隨班附

讀方式補修學分者，須檢附欲修習之科

目、學分數及課程大綱等相關資料，經

本中心同意後始得予以修習及辦理學

分採認。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每學年

度錄取之師資生人數，依教育部各學年

度核定之師資生名額辦理。 

本校師資生於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獲准

修習教育學程，若有下列狀況之一，即

第二十四條 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學

程甄選，每學年度錄取之師資生人

數，依教育部各學年度核定之師資生

名額辦理。 

經甄選通過錄取之正取生，修習教育學

程課程應依本辦法、本校各師資類科師

第六條 本校師資生於教育學程甄選通

過獲准修習教育學程，若有下列狀況之

一，即喪失教育學程修習資格，本校不

再辦理名額遞補： 

一、錄取後之第一學期不具在校生身分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喪失教育學程修習資格，本校不再辦理

名額遞補： 

一、錄取後之第一學期不具在校生身分

。 

二、錄取後之第一學期未修習任一門教

育學程科目。 

三、未修畢教育學程課程應修學分，先

行申請畢業者。 

四、正取生須依規定日期辦理報到。未

辦理報到或報到後因故放棄教育

學程師資生資格之正取生，缺額由

備取生遞補之，備取生遞補期限為

公告甄選結果(每年八月一日之

後)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結束

前；如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本

校不再辦理其他遞補作業。 

未辦理報到或報到後因故放棄教育學

程師資生資格者，日後如欲完成修習或

採認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應再經甄

選通過取得各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 

五、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期間退學、畢

業或有記大過處分、連續二學期操行成

績未達八十分（或相當級數）之以上情

事之一者。 

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

學分表暨相關規定辦理。 
正取生須依規定日期辦理報到。未辦理

報到或報到後因故放棄教育學程師資

生資格之正取生，缺額由備取生遞補

之，備取生遞補期限為公告甄選結果(每
年八月一日之後)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選

課結束前；如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

本校不再辦理其他遞補作業。 
未辦理報到或報到後因故放棄教育學

程師資生資格者，日後如欲完成修習或

採認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應再經甄

選通過取得各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 
 
第二十六條 本校師資生須無記過以上

之處分且不得連續二學期操行成績未

達 80分，違者，取消其師資生資格。 

本校師資生參加全時教育實習課程前

必須取得至少四項教學基本能力檢定

合格證明，未依規定取得者不得參加本

校教育實習，檢定項目及相關規定另訂

之。凡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

取消資格，本校不再辦理名額缺額遞

補。 

 

。 

二、錄取後之第一學期未修習任一門教

育學程科目。 

三、未修畢教育學程課程應修學分，先

行申請畢業者。 

 

 

 

 

 

第二十二條 
本校學生經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取得師資生資格，且符合下列情形

第二十五條  本校學生經各師資類科

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師資生資格，且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校審核通過

第十五條 申請修習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課程之師資生，應具備下列資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之一，並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始得參加

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

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者，且非第二款之在

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

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

應修學分者(畢業論文依本校學則

等規定未列為畢業應修學分)。 

前項有關教育實習課程相關事項，由本

校依據師資培育法與師資培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等相

關規定訂定之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

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本校半年教育實習課程之實施，以每年

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或

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本校師

資生得擇一參加，申請時間由本中心另

行公告。 

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含全時教育實習課程)，且成績及格

者，並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發給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後，始得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

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者，且非第二款之在

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

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

應修學分者(畢業論文依本校學則

等規定未列為畢業應修學分)。 

前項有關教育實習課程相關事項，由本

校依據師資培育法與師資培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等相

關規定訂定之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

辦法辦理，擬參加每學年度第一學期八

月開始實習者，應於每年三月前、擬參

加每學年度第二學期二月開始實習

者，應於前一年十月前向本中心提出申

請。 

 

格之一：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

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

專業課程，且非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

，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

修學分者（不含學位論文）；若學

位論文計列為碩、博士畢業應修學

分者，不得帶論文參加教育實習 

前項符合條件之師資生經本中心審核

通過後，由本中心負責安排半年全時教

育實習課程，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

習機構實施半年教育實習課程。 

本校半年教育實習課程之實施，以每年

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或

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本校師

資生得擇一參加，申請時間由本中心另

行公告。本校辦理教育實習以每年八月

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為主，申請

參加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者，如未

達十五人，由本中心協助輔導至他校師

資培育之大學申請參加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成績及格者，由本中心開具師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應依本校按師

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師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

所定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規定辦理。 
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含全時教育實習課程)，且成績及格者，

並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發給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 
師資生依規定取得畢業資格及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得依該證明書所載

之類科別，報名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育部核定後自一〇六學年

度（含）起開始施行，惟一〇六學年度

以前已取得師資生資格開始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者，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

理。 
一、適用本辦法。 

二、依二校合併前經教育部核定之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程修

習辦法」、「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修習

教育學程辦法」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與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以

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

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與本校學則

等相關規定以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

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

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及大學

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等相關法規規

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

函釋意旨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教務

 



合校後規定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原國立清華大學規定 備註 
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同。 

 

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5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擔任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抵減授課學分要點 

（廢止） 
 

87 年 9 月 17 日 教育學程中心會議通過 
88 年 6 月 1 日 87 學年度第六次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11 月 2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中心會議修正 
98 年 12 月 11 日教務長核備中心更名修正免送教務會議 

102 年 11 月 4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中心會議修正 
102 年 12 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 年 5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6 月 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0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教師擔任本校教育實習輔導工作，特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專任教師授課學分

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校具有中學學科教學相關背景之教師，得應師資培育中心之聘，擔任本校修畢教

育學程分發至中學進行半年教育實習者（實習學生）之輔導工作（以下簡稱『實習

指導教授』），聘期為一學期。 
 
第三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授之遴選原則如下： 

一、 具中等學校教育專業素養者。 
二、 有能力指導教育實習者。 
三、 有意願指導教育實習者。 
四、 具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一年以上

之教學經驗者(含臨床教學)尤佳。 
 

第四條 『實習指導教授』得酌減授課學分數，由師資培育中心會同『實習指導教授』之系、

所主管，簽請所屬各學院及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教務長核定。 
各系所教師（含專兼任）擔任實習指導教授以每學期最多指導 4 名實習學生為原則；

實習指導教授每指導一人，每學期減授 0.25 或 0.5 學分，由各系所決定。 
 

第五條 『實習指導教授』之工作範圍與項目，依據師資培育中心相關規定辦理。本要點經師

資培育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實習指導教師遴聘及抵減授課學分要點 

(草案) 

106 年 3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中心會議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教師擔任本校教育實習輔導工作，特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專任教師授課學分

規定與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校具有中學、小學、幼教、特教等教學相關背景之教師，得應師資培育中心之聘，

擔任本校申請半年教育實習者（實習學生）之輔導工作（以下簡稱『實習指導教師』），

聘期為一學期。 
 
第三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之遴選原則如下： 

一、 具教育專業素養者。 
二、 有能力指導教育實習者。 
三、 有意願指導教育實習者。 
四、 具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一年以上

之教學經驗者(含臨床教學)尤佳。 
 

第四條 『實習指導教師』得酌減授課學分數，減授學分數由各系所視教師授課情形而定，由

師培中心會同實習指導教師之系所主管，簽請所屬學院與教務長核定。各系所教師（含

專兼任）擔任實習指導教師每學期最多指導實習學生人數依照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實習指導教師每指導一人，每學期減授 0.25 學分，

至多減授 2 學分。惟擔任小教、幼教、特教等實習指導教師以核發輔導費為主，如需

減授學分則由教務處會同辦理。 
 

第五條『實習指導教師』之工作範圍與項目，依據師資培育中心相關規定辦理。本要點經師

資培育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6 

國立清華大學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合校前後規定對照表 
10606 

合校後新訂規定 合校前原新竹教育大學規定 備註 
國立清華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

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

施要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

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實施要點 

因應合校修

正校名 

一、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

門課程科目之認定，特依「國民小學

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國立清

華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

專長專門課程科目之認定，特依「國

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

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因應合校修

正校名 

九、本要點經教育部核定後自一〇六

學年度（含）起開始施行，二校合併

前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一〇六學年度

以前已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

專長專門課程之學生（含在校生及畢

業生）一併適用本要點相關規定。 

 因應合校增

訂本要點適

用對象規範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

定及教育部函釋意旨辦理。 
九、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

定及教育部函釋意旨辦理。 

條次修正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條次修正 

 
  



國立清華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草案） 
 

教育部 100 年 9 月 29 日臺中（二）字第 1000175398 號函修正後核定 

教育部 101 年 12 月 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223815 號函核定 

教育部 102 年 3 月 1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40637 號函修正後核定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之認定，

特依「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國立

清華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 
（一）修習本校教育學程之師資生。 
（二）他校修習教育學程之本校畢業學生。 
（三）國民小學合格教師申請辦理加註各領域專長教師資格者，其原就讀之師資培育大學或

原畢業大學未有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之規劃。 
（四）國民小學合格教師於本校完整修畢經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在職進修加註各領域專長學分

班者。 
三、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之新增與修訂係由本校各

領域相關學系、所，依教育部發布之「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及學分對

照表實施要點」研訂規劃，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本校各領域專門課程科目採認得依學生申請修習之年度本校核定實施之版本辦理認定。

本校師資生及已持有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各領域專門

課程，規定事項如下： 
（一）應向本校提出修習申請。 
（二）未向本校提出修習申請者，其專門課程之認定，以提出申請認定之年度，本校報經教

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認定依據。 
五、各領域專門課程採認及抵免原則如下： 
（一）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學程）、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 
（二）本校各領域專門課程一覽表所列各科目之學分數為最高採認學分數，所修科目學分數

超過者，以本校各領域專門課程一覽表所列之學分數計入要求總學分數。若所修之學

分數未達本校各領域專門課程一覽表所列，則不予採認。 
（三）採認之專門課程學分，應檢附教育部核定設立之大學所開具之歷年成績單正本。 
（四）擬採認之專門課程學分以申請認定時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學分為限，惟提出從事相關

領域教職或進修之證明，經相關系所審查同意採認者，不受前述十年之限制。 
（五）擬以二專、三專及五專四、五年級所修習之學分採認為專門課程學分，以考入大學後

已獲抵免並列入大學畢業之學分為限。 
（六）採認以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及科目名稱略異而內容相同者為原則（科目名稱略異而



內容相同者須提供課程綱要以供認定），並經本校各領域規劃學系、所專業審查認定

之。 
（七）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專門課程學分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課程、班別為限，

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六、有關各領域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認定事宜，由本校各領域規劃學系、所辦理，並經專業審

查認定通過後，開具「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

明」。 
七、凡符合以下三個條件者(三個條件皆須具備)，得向本校申請各領域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一）具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者。 
（二）修畢專門課程，且學分符合規定者(應提交學分成績證明)。 
（三）符合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說明事項之規

範者(應提相關證明文件)。 
八、經本校審查認定其學分仍有不足者，得依本校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規定，以隨班附讀

方式補修學分，或修習本校經教育部核定開設之專班補修學分。 
前述補修學分者，應於同意補修專門課程學分後二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其成績審核悉

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本校畢業之師資生如有特殊需求，經本校同意得至他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他校畢業之師資生向本校申請隨班附讀補修學分，應由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出具公文向本

校洽請同意辦理。 
經本校同意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專門課程學分者，其收費方式比照本校辦理隨班附讀作

業要點收費標準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育部核定後自一〇六學年度（含）起開始施行，二校合併前原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一〇六學年度以前已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之學生（含在校生

及畢業生）一併適用本要點相關規定。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函釋意旨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7-1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跨校修讀輔系辦法(草案) 

106年2月20日台灣聯大教務長會議通過 

106年3月10日台灣聯大系統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4月24日台灣聯大校長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

陽明大學，以下簡稱四校）學生申請跨校修讀輔系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四

校學則，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四校為開拓學生學習視野及增廣學習領域、促進校際合作，並充分利用四校師資

與設備，開放四校學士班學生於系統內申請跨校修讀輔系。 

申請之時，須經學生所在學校與申請加修輔系學校同意。 

前項申請限加修不同性質之學系為輔系。有關性質之認定，由學生所在學校與申

請加修輔系學校相關學系認定之。 

第 三 條  申請跨校修讀輔系之四校學生，其申請資格、申請修讀時間、修讀科目及學分數，

應依加修輔系校系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申請跨校修讀輔系之四校學生，其學期成績計算方式、修習學分總數之限制、不

及格科目學分數達退學標準時之處理及延長修業年限之申請，應依學生所在學校

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跨校修讀輔系學生，除應修滿主學系應修科目學分外，並應加修輔系課程達到輔

系應修學分總數。 

第 六 條  學生跨校修讀輔系之選課及學分費事宜，依本大學系統四校校際選修協議辦理。 

第 七 條  跨校修讀輔系學生，經學生所在學校及申請加修輔系學校審查，符合主學系及跨

校輔系畢業規定者，於學位證書加列跨校輔系學校及學系名稱。 

第 八 條  申請跨校修讀輔系的學生，如因故無法繼續修習，應依加修輔系學校之規定提出

放棄申請，經加修學系及學生所在校系主任同意，並送交兩校教務處備查。其已

修輔系之科目得否視為就讀校系畢業學分，依學生所在校系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學生所在學校之學則及學生修讀輔系相關辦法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本大學系統教務長會議、系統行政會議及校長會議決議，提經四校教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附件 17-2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跨校修讀雙主修辦法(草案) 

106年2月20日台灣聯大教務長會議通過 

106年3月10日台灣聯大系統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4月24日台灣聯大校長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

陽明大學，以下簡稱四校）學生申請跨校修讀雙主修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

四校學則，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四校為開拓學生學習視野及增廣學習領域、促進校際合作，並充分利用四校師資

與設備，開放四校學士班學生於系統內申請跨校修讀雙主修。 

申請之時，須經學生所在學校與申請加修雙主修學校同意。 

前項申請限加修不同性質之學系為第二主修。有關性質之認定，由學生所在學校

與申請加修雙主修學校相關學系認定之。 

第 三 條  申請跨校修讀雙主修之四校學生，其申請資格、申請修讀時間、修讀科目及學分

數，應依加修雙主修校系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申請跨校修讀雙主修之四校學生，其學籍處理、學期成績計算方式、修習學分總

數之限制、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退學標準時之處理及延長修業年限之申請，應依

學生所在學校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跨校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主學系應修科目學分外，並應加修跨校雙主修學

系之學士班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與學分。 

第 六 條  學生跨校修讀雙主修之選課及學分費事宜，依本大學系統四校校際選修協議辦理。 

第 七 條  跨校修讀雙主修學生，經學生所在學校及申請加修雙主修學校審查，符合主學系

及跨校雙主修學系雙主修畢業規定者，於學位證書加列跨校學校、學系名稱及學

位。 

第 八 條  申請跨校修讀雙主修的學生，如因故無法繼續修習，應依加修雙主修學校之規定

提出放棄申請，經加修學系及學生所在校系主任同意，並送交兩校教務處備查。 

惟其所修加修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者，仍得核給輔系資格。 

如未達輔系資格，其已修雙主修之科目得否視為就讀校系畢業學分，依學生所在

校系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學生所在學校之學則及學生修讀雙主修相關辦法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本大學系統教務長會議、系統行政會議及校長會議決議，提經四校教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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