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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時    間：105 年 05 月 30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地    點：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戴念華教務長                                記錄:蘇郁欣 

出席委員：（以姓氏筆劃排序，敬稱略） 

汪上曉、林宗德(代理林文源)、林登松(代理張維甫)、林旖旎、彭裕民、邱信

程、高淑蓉、高茂傑、許斐舫、陳朝欽、張翊(代理塔什肯·多萊特)、楊尚達、

蔡能賢、鄭惠春、趙相科、蘇育全(代理蕭百沂)、蘇宜青 

請假委員：王訓忠、林炳洲、吳文騰、黃坤錦、蕭嫣嫣 

列席人員： 

註冊組李美蕙組長、課務組許淑美組長、胡慧文組員、鄭夙芬組員 

壹、報告事項– 

  一、 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工作報告（報告人：戴念華教務長） 

（一）105 學年度起，加退選期間設有人數限制的課程，剩餘名額原採先選先

上，改為每天亂數處理，全校同學均有相同的機會爭取加選課程。 

（二）學士班學生校定必修通識課程，修習 4 個不同核心向度且學分數需達

10 學分新制，雖自 105 學年度開始實施，但今年畢業班的同學仍可適

用新規定，如因故仍欲維持 7 選 5 做為通識學分審核之同學，請於 5

月 31 日前至註冊組申請。 

（三）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公布於校務資訊系統，提供教師

上網查詢；全校填卷率 60.81 %，平均分數 4.45，各院平均分數：人社

院/4.51、工學院/4.36、生科院/4.46、清華學院/4.50、原科院/4.43、科管

院/4.50、理學院/4.31、電資院/4.43。 

      另自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於本校行事曆規定教師送繳學期成績截止

日之後 10 日內，課務組將已繳交成績教師之評量結果，開放任課教師

校務資訊系統網上查詢。 

說明： 

1. 針對教學意見調查「整體綜合意見：1.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表現優

異」得分計算； 

2. 系所平均成績：填卷率為 0 的課程不予納入計算。 

（四）105 學年度起大一基礎課程及核心通識等(約 229 門)科目均須參加教學

助理評量，沒有教學助理之課程則不列入評量。 

（五）105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基礎科目免修測試，除原有微積分、普通物理、

普通化學、生命科學導論四門課外，另新增計算機概論、程式設計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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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門課。 

（六）日前校務諮詢委員與校評鑑指導委員皆提醒加強海外學習、拓展學生視

野與國際觀的重要。請各系所研議學生海外學習/實習 1 學期或 1 年，

得免修 1 門必修課；希望近期可達成大學部海外學習/實習人數 10%、

大學部實習人數 30%之目標。 

（七）歡迎教師合作共授（共教）課程，共授課程係指由兩位（含）以上不同

領域之教師合作，設計跨領域的整合與創新課程內容，並需合作教師共

同出席開課之課程，依各教師實際出席上課週數核計授課學分數。 

（八）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有關修習「進修英文」參加統一期末能力測驗需額外收費一案，語言中

心已提出說明：「進修英文」期末能力測驗包含閱讀及聽力兩大項目，

線上聽力測驗  (1 小時 )採用「牛津線上分級測驗」 (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簡稱 OOPT)為第三方測驗，客觀且具信效度，目前台大

及成大等學校皆已使用。所收取之 150 元為每筆測驗帳號、線上執行及

後端成績明細彙整費用，全數交付予測驗機構。104 年度第二學期本測

驗費用由教務處撥款支付，修課同學無需付費。 

  二、「教學意見調查」分析報告 (報告人：學習評鑑中心)  

詳如附件 14。 

紀錄： 

（一）陳朝欽委員： 

1. 修課人數應納入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參考較客觀。 

2. 傑出教學獎若取消獎金，改發給獎狀鼓勵，或許教學意見調查才能反映

現實。 

教務長回復： 教學獎勵未取消，表示校方對教學的重視。 

學評中心回復：依本中心分析 97 年至 103 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顯示，

大班授課之分數確實低於小班授課科目。目前正研議修改教學意見調查

問卷題目，希望能藉由平衡「教師教學表現」及「學生學習成效」，使

教學意見調查更客觀、更具參考價值。 

（二）林登松委員： 

目前本校課程之課程大綱內容詳簡差異大，建議應由系所訂定課程大綱，

且不宜隨意更動。 

教務長回復：個人認同林教授建議，應由系所規範課程大綱至「章節」

層次，但宜逐步改進。現階段先藉教學意見調查了解老師按照『課程大

綱』進行教學的情形。 

（三）汪上曉委員：建議學校給老師評鑑分數時，一併將大班及小班的平均分

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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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回復：請課務組將大班及一般授課教學意見分析結果提供給老師

參考。 

 

貳、備查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不含附件)-附

件 1。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備查。 

二、修訂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問卷題目，提請 核備。(提案單位:學習評鑑中心/

課務組) -附件 2。 

    修訂後教學意見調查問卷題目規劃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適用。 

決議：修正如下，同意備查： 

（一）第一部份第 5 題「整體而言，授課老師大致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選項改為「□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不同意□很不同意」，並移至

「第二部分-對本課程的教學意見」項下。 

（二）修正後教學意見調查問卷題目如附件 2，試行一年後，再檢討試行成效。 

紀錄： 

（一）許斐舫委員： 

1. 建議第 5 題「整體而言，授課老師大致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的評量方式改為與其他題目相同的五分制，應較兩極化「是」、「否」評

量方式適當。 

2. 許多課程可能不舉行期末考，而是以期末報告取代，或兩者皆有。因此

不清楚增列第 6 題「本課程的期末考是否安排在『校定期末考週』舉行?」

的意義? 

教務長回復：第 6 題為避免學生因期末考評量嚴格與否而影響教學意見

調查之填答，並期望授課老師盡量於『校定期末考週』舉行期末考。 

（二）林登松委員：請說明增列第一部份背景資料數題蒐集數據的目的。 

教務長回復： 

第 4 題「除上課期間外，平均一星期修讀本課程付出時間?」，目的：輔

助第 2、3 題判別 A、B 段學生，以提供老師及系所參考。 

第 5 題「整體而言，授課老師大致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目的：

除了「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表現優異」「我覺得這是一門品質優良的課

程」之分數外，提供本題資訊輔助評量教師教學表現之參考。 

第 6 題「本課程的期末考是否安排在『校定期末考週』舉行?」目的：如

回復許委員所說明。 



第 4 頁,共 13 頁 

 

 

（三）林旖妮委員：行事曆所定「期末考週」為學期第 18 週，第 6 題「本課

程的期末考是否安排在『校定期末考週』舉行?」目的似乎規範教師必須

在第 18 週進行期末考，不同課程性質有所差異，此規範是否過於狹隘? 

教務長回復：確實希望教師能於「校定期末考週」進行期末考，才能避

免成績評量影響學生填答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亦避免教師因顧及教學意

見調查而影響成績評量之公平性。 

（四）陳朝欽委員：可參考台大做法，公佈平均成績(給分)較高的課程，以評

估教師給分是否與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呈正相關。 

教務長回復：後續將進行評估研議。 

學評中心回復：本中心在教務會議曾報告教學意見調查分析結果，比較

獲得傑出教學獎及未獲傑出教學獎教師，獲獎者的教學意見調查分數平

均高於未獲獎者，但獲獎者歷年(97 至 103 年)分數上升幅度較未獲獎者

平緩;另第一部份背景資料，學生修課態度及缺課次數亦納入分析，獲

獎者在此部份之分數平均高於未獲獎者，但未獲獎者此部分得分有逐年

上升的趨勢。本中心將持續做進一步作分析。 

（五）汪上曉委員： 

1. 第 5 題「整體而言，授課老師大致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不屬

於背景資料，建議應安排在「第二部分-對本課程的教學意見」。 

2. 第 6 題「本課程的期末考是否安排在『校定期末考週』舉行?」，同意其

他委員意見，因課程需要常有課程不在校定期末考週考試;若本題目的是

想得知考過期末考是否影響學生填答教學意見，題目為何不直接改成

「我填表時是否已考過期末考」﹖建議宜先了解蒐集資訊之歸類屬性再

設計問卷題目。 

教務長回復： 

1. 同意第 5 題「整體而言，授課老師大致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移至「第二部分-對本課程的教學意見」項下，請課務組修改。 

2. 在學校立場，確實希望老師能在校定期末考週考試。 

（六）邱信程委員：個人認為無需再對此問題多作討論，因教學意見填卷期有

三週，學生在第一週或在第三週填卷此題結果不同。 

教務長回復：本案修正後，暫試行一年再檢討試行成效。 

 

三、修訂各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辦法，提請 核備。(提案單位:如下表列)-附件

3-1~3-2。 

案序 提案單位 附件編號 

1 科技管理學院 (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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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類學研究所 (附件 3-2) 

     說明： 

(一)案序 1 本要點業經 105 年 4 月 13 日科技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4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案序 2本要點業經 105年 3月 9 日人類學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 次所務會議及 105 年 4 月 28 日人文社會學院 104 學年第 1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備查。 

 

四、訂定「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

核備。(提案單位:工學院)-附件 4。 

說明： 

(一)旨揭學程於 104 年 7 月 2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71675 號函核定

通過，並於 105 學年度陸續展開學程相關業務。  
(二)本要點業經 105 年 3 月 11 日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05 年 4 月 28 日工學院 104 學年

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備查。 

 

五、訂立「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修業細則」，提請 核備。(提案

單位:清華學院學士班)-附件 5 

說明： 

(一)清華學院學士班(原不分系招生)至本 104學年度尚未有正式修業規

定，故訂立「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修業細則」。  

(二)有鑒於清華學院班學生組成及需求較為特殊多元，以及大二分流之

需要，開設大一生涯規劃課程，列為大一必修，並列為 106學年度

入學之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畢業學分審查項目。  

(三)本案業經 105年 4月 21日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議及 105 年 5 月 4日清

華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修正如下，同意備查：本細則第三點第(二)項：刪除「每學期時數應達

70 小時以上」。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本安學生修課規定如下: 

(二)美術：入學後第一學期須 

修畢「藝術創作專題」，並須 

加入「清華藝集」至少六學期 

三、本安學生修課規定如下: 

(二)美術：入學後第一學期須 

修畢「藝術創作專題」，並須 

加入「清華藝集」至少六學期 

建議將每學 

期應答 70小 

時以上規定 

改由授課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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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時數應達 70小時以 

上。 

，每學期時數應達 70小時以 

上。 

入課程大綱中 

。 

 

紀錄： 

（一）李紫原主任：細則內文「修習」全部修正為「修畢」。 

（二）邱信程委員：第三條第(五)項內文「學士班」應該為「本班」。 

李紫原主任回復：遵照辦理。 

（三）林登松委員：除了分流至各學系後的修課規定外，本細則第三條修課相

關規定是否對學生造成太大負擔? 

李紫原主任回復：第三條所列各項課程性質類似實驗課，且是為維持

本班學生特殊專長所設訂。 

（四）汪上曉委員：第三條第(二)項所定每學期時數應達 70 小時，是否太過嚴

格? 

教務長回復：建議本細則第三點第(二)項：刪除「每學期時數應達 70

小時以上」，由授課老師自行規定練習時間。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非同步遠距課程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

如下表列)-附件 6-1~6-6。       

附件

編號 
提案單位 科號/課名 

學

分 
教師 

必選修

班別 
備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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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10420學期開授非

同步遠距課程 

6-2 通識教育中心 
GEC140302 /媒

體探索與反思 
2 翁曉玲 選修 

首次開設非同步

遠距課程 

6-3 
計量財務金融

學系 

QF321000/財務

決策分析 
2 林哲群 選修 

首次開設非同步

遠距課程 

6-4 
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 

LSSN510700/計

算神經科學 
2 羅中泉 選修 

首次開設非同步

遠距課程 

6-5 生命科學系 
 LS324700/細胞

神經科學 
2 焦傳金 選修 

曾於10310學期、

10410學期開設非

同步遠距課程 

6-6 資訊工程學系 
CS321300/物聯

網概論與應用 
3 黃能富 選修 

曾於10420學期開

授(尚無教學意見) 

非同步遠距課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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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遠距教學課程須經校課程委員會

研議，提經 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二)案序 1 業經 105 年 3 月 17 日通識教育中心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

委員會通訊投票;105 年 3 月 29 日清華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三)案序 2 業經 105 年 4 月 22 日通識教育中心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

委員會通訊投票;105 年 5 月 3 日清華學院 104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會

議通訊投票通過。 

(四)案序 3 業經 105 年 4 月 25 日財務金融學系 104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

員會通訊投票; 105 年 5 月 9 日科技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5 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訊投票通過。 

(五)案序 4 業經 105 年 4 月 15 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次

所課程委員會;105 年 4 月 29 日生命科學院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六)案序 5 業經 105 年 4 月 15 日生命科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

會;105 年 4 月 29 日生命科學院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七)案序 6 業經 105 年 4 月 14 日資訊工程學系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105 年 4 月 27 日電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訂立「國立清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提請 審議。(提

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附件 7。 

說明：業經 104 年 10月 13 日教發中心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中心會

議及 105 年 3月 2日教務處 104學年度第 7次處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一）林登松委員：是否有防止課程影片遭盜拷侵權之機制? 磨課師課程由教

師、校方及廠商三方簽訂授權合約，是否釐清產學合作之權益歸屬? 建

議宜審慎檢視經營線上課程之目的，並規劃短、中、長期策略，以達最

佳效益。 

焦傳金主任回復： 

1. 有關經營磨課師課程目的，對校內師生，錄製教學影片可推動非同步遠

距教學及翻轉教室等創新教學方式;對校外大眾，建立本校品牌形象、

回饋社會，對未來招生有所助益。 

2. 因為校方支應錄製課程所需經費，故智產權為老師及本校共有。產學合

作契約由教師、校方及課程平台設置廠商三方簽訂，目前因為尚未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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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故暫沒有營利問題。在校外線上課程平台開課如有收費，將依本校

「研發成果管理辦法」規定權益收入比例分配之，但目前收入很少，僅

有學員申請修課證明需收費。 

3. 有關防止侵權盜拷問題，與海外線上課程平台合作，已與其簽訂合約，

該平台有責保護本校提供課程之智產權。 

三、案由：本校動機系、工工系、奈微所及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自訂「與

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

定」，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 附件 8。 

說明： 

(一)本校動機系、工工系、奈微所及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考量雙聯

學位合作各國學制及要求不同，符合本校現行之畢業規定有相當的

難度，為使境外雙聯學生順利取得本校博士學位，依據本校學則第

58條及「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第 8條

另訂境外博士學生修課相關辦法。 

(二)動機系業經 105 年 4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 105年 04

年 28日 104學年度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工工系業經 105 年 3月 16日系務會議; 105年 4年 28 日 104學年度

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四)奈微所業經 105 年 3月 25日所務會議; 105年 4年 28 日 104學年度

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五) 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業經 105 年 4月 13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決議：本案先行通過，後續請推廣中心研議是否制訂依校而異的彈性做法，再

送相關行政會議討論。 

紀錄： 

（一）林登松委員：本案所提與境外大學雙聯博士學位修業辦法之修習學分數

都是以博士班 18 學分的三分之一計算，但學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

生依規定至少應修滿 30 學分，此部分未在修業辦法中被規範。能否修

改學則規定：「雙聯學制境外博士班學生，其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不

得低於就讀本校之系、所、學位學程博士班現行規定畢業應修總學分數

三分之一，『或』依雙方合約或備忘錄規定辦理。」 

教務長：本案有關修習學分之規定，能否以比例(1/3)表現，取代原來的

學分數規定﹖有關修改學則部分可再研議討論。 

（二）汪上曉委員：修改學則過程繁瑣耗時，過渡時期各系所與境外大學雙聯

博士學位之學分數規定依學則以博士班 18 學分的 1/3 為原則，並送教務

處相關單位審查後實施，無須在課程委員會議上討論。 

註冊組回復：本校學則第三篇第三章第 58 條第 5 項已規定：「依『國立

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核准入學之境外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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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其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若雙方合約或備忘錄另有約定者，依合

約或備忘錄規定辦理，但不得低於就讀本校之系、所、學位學程博士班

現行規定畢業應修總學分數三分之一。」，本案各系所提修業辦法是為

進一步規定應如何選修在本校所修習學分。 

巫勇賢主任回復：每系所規定其博士班研究生應修習學分數各異，例如

工工系須修滿 26 學分，故本案所提修業規定中，各系所均明訂其雙聯

學制境外生應修學分數。 

（三）彭裕民委員：博士班學生修習學分數應由授予學位(qualification)的學校

規定之。 

教務長回復：本案先行通過，後續再討論是否制訂依簽約學校而異的彈

性做法。 

 

四、案由：新增設置學分學程，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如下表列)-附件 9-1~9-2。       

附件

編號 提案單位 學分學程 召集人 修習學分 修課規定 

9-1 統計所 數據科學 統計所 
徐南蓉 至少18學分 

包含「核心課程」至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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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數學系 金融數學 數學系 
王偉成 至少15學分 

數學系及計財系課程，各

不得少於 6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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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一)業經 105 年 3 月 15 日統計所 104 學年度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及 105

年 4月 20 日理學院 104 學年度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業經 105 年 1 月 14 日數學系 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

會;105年2月15日數學系104學年度第二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及105

年 4月 20 日理學院 104 學年度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紀錄： 

（一）數據科學學程：。 
1. 教務長：是否設置課程地圖? 
  徐南蓉所長回應:將於會後補送(附件 9-1-2) 
2. 陳朝欽委員：「線性代數」是資料分析之基礎，但未列於核心課程中。 
  徐南蓉所長回應：「線性代數」列為院學士班第二專長先修課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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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多數理工科系之必修科目，另因學分學程之應修學分數有限，

故未將「線性代數」列於核心及選修科目內。 

3. 許斐舫委員：被列於應修科目的課程，選修人數可能會變多，規劃

應修科目前，是否先與授課老師溝通? 

徐南蓉所長回應：學程規畫委員會議已邀請各系主任與會。另因服

科所課程多為實務分析，有名額限制，故本學程中服科所課程仍以

服科所學生優先選課。 

（二）金融數學學程：  

1. 教務長：仍請擬定課程地圖。 

  王偉成主任回應:研議後補送(附件 9-2-2) 

2. 陳朝欽委員：本學程需處理大量資料，在課程規劃上看不出「數值

分析」這門課之重要性，修習學程之學員恐缺乏資料處理的能力。 

  王偉成主任回應：「數值分析」在數學系和計財系分別為大一、大二

的必修科目，非數學或計財系的第三系學生則會建議先修科目以充

實其基礎訓練。 

 

六、案由：核心通識課程變更向度三名稱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通識教

育中心)-附件 10 

說明： 

(一)因應向度六文化經典將於 105 學年轉化進入其他向度，並且原第六

向度課程將以轉化入第三向度為主，擬將第三向度原名稱「藝術與美

感」更名為「藝術與文學」，以求向度名稱更切合課程規劃內容。 

(二)本案業經 104 年 12 月 14 日通識教育中心 104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

員會及 105年 3 月 29日清華學院 104學年度第 2 次院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七、案由：各系、所、學位學程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

業總學分表」及院學士班「第二專長課程表」，提請  審訂。(提案

單位:註冊組)-附件 11  

決議：照案通過。 

紀錄： 

（一）教務長：教務處審查各系所提「第二專長課程表」之原則? 

李美蕙組長回復：「第二專長課程表」以 26~38 學分為原則。 

（二）汪上曉委員：跨領域學習及各院學士班「第一專長課程表」是由各系或

院學士班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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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回復：由各系訂定之，院學士班則依據各系所訂「專長課程表」

執行學分審查。 

（三）陳朝欽委員：若學生所選擇專長分屬不同學院(例如：電機、數學、中

文)，是否仍可取得學位? 

教務長回復：修讀「學士班跨領域學習」之學生，可選擇以下任一種課

程組合： 

1.  二個專長學程。 

2.  一個專長學程加二個學分學程。 

3.  一個專長學程加一個學分學程，及該專長所屬之高階專業課程 15

學分。 

例如：電機系學生申請修讀「學士班跨領域學習」，選擇電機系為第一

專長，及經濟系為第二專長，修畢電資學院院訂必修及第一第二專長規

定課程後取得「電資院學士班」學位。惟修讀跨領域學習學生無法比照

院學士班學生享有選課優先權。 

 

八、案由：跨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

畢業總學分表」，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附件 12  

說明： 

(一) 跨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為 104 學年度新增之學位學程，因獲准設立

時未及依「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審訂 104學年度必修

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故於本次會議一併審訂。 

學系 
課程適

用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跨院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新增 書報討論  

104學年度新增博士學

位學程，畢業應修學分

(不含論文)為 24學分。 

 

(二) 本案業經 105 年 4 月 13 日跨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九、案由：各系、所、學位學程申請異動歷年「必修科目」課程，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註冊組)-附件 13、13-1~13-2 

附件

編號 
提案單位 學位別 入學年度 說明 

13-1 人社院學士班 學士班 
103 學年度

(含)以前 

103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亦可選

擇適用 104 學年度入學必修科

目、學分數。 



12 , 13  
 

13-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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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單位撤案，再行研議。 

 

伍、散會 



國立清華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時    間：10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地    點：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戴念華教務長                                記錄:蘇郁欣 

出席委員：（以姓氏筆劃排序，敬稱略） 

王訓忠、汪上曉、林文源、林炳洲、林旖旎、吳文騰、吳劍侯(代理邱信程)、

高淑蓉、高茂傑、許斐舫、陳朝欽、塔什肯·多萊特、黃坤錦、張維甫、楊尚

達、蔡能賢、鄭惠春、趙相科、蕭百沂、蘇宜青 

請假委員：彭裕民、蕭嫣嫣 

列席人員： 

周懷樸副校長、註冊組余憶如組長、課務組許淑美組長、胡慧文組員、鄭夙芬

組員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人：戴念華教務長。 

(一)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規定，校課程委員會委員由教務長、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外人士組成，教務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及共教會各推選教師 2 人，學生代表為大學部及研

究生代表各 1 人，校外委員由教務長推薦，校長聘任校友、業界或校

外學者專家 2 至 4 人。聘期一年，均自本（104）年 8 月 1 日至明（105）

年 7 月 31 日止。 

本屆委員名單如次（敬稱略）： 

1. 校外委員（4 位）： 

吳文騰/成功大學、黃坤錦/中原大學、彭裕民/工研院化工所、蔡能

賢/台積電。 

2.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選教師 2 人（共 16 人）： 

原科院/蕭百沂、邱信程；理學院/高淑蓉、張維甫； 

工學院/汪上曉、王訓忠；人社院/蕭嫣嫣、蘇宜青； 

生科院/高茂傑、鄭惠春；電資院/楊尚達、陳朝欽； 

科管院/趙相科、許裴舫；清華學院/林文源、林旖旎。 

3. 學生代表（2 人）大學部及研究生各 1 人： 

人社院學士班/塔什肯·多萊特；人類所/林炳洲。 

(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公布於校務資訊系統，提供教

師上網查詢；全校填卷率 60.63%，平均分數 4.46，各院平均分數：人

社院/4.47、工學院/4.24、生科院/4.30、共教會/4.46、原科院/4.32、科

管院/4.38、理學院/4.25、電資院/4.31、其他/4.60。 



另自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於本校行事曆規定教師送繳第 2 學期

成績截止日之後 10 日內，課務組將已繳交成績教師之評量結果，開

放任課教師校務資訊系統網上查詢。 

說明： 

1. 針對教學意見調查「整體綜合意見：1.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表現優

異」得分計算； 

2. 系所平均成績：填卷率為 0 的課程不予納入計算。 

(三)有關各學系學士班（含各院學士班 1、2 專）必修科目上課時間，規定

必修課程上課時間均需固定，以利學生規劃選課，若需異動，原作業

方式：教學單位需針對個案提出申請，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議討

論通過，再送教務會議核備。 

迭有學生反應，因課程上課時間異動致影響選課規劃，故調整其作業：

排課截止後，課務組將經系、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之學士班必修課程時

間異動情形，以電子郵件傳送全校大學部學生並彙整相關意見，續送

院學士班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再送教務會議核備始得

同意時間異動。 

(四)關於博士班學生開課，請各教學單位參考「各系所若擬聘任博士班學

生兼課，應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辦理，並依規定為其投勞健保。」 

(五)鼓勵各系所開設英語授課課程獎勵方案：研究生獎助學金的分配將持

續配置一筆經費做為獎勵，並改為獎勵研究所課程。 

(六)為利學生規劃選課，有效達成課程大綱上網，未來研擬每學期開學前，

依開課教師完成該學期課綱上傳情形，保留當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部

分額度。 

(七)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 104年5月26日10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修訂「國

立清華大學校外實習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款部分條文通過後開始

施行。 

2.104年 5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修訂核

心通識教育課程選課制度，由現行七選五之選課制度改為六選四，

維持核心必修 10 學分。自 105 學年度起實施，適用對象為 105 學

年度在校生，104學年度以前已修習的向度照舊不會改變。 

  二、報告人：周懷樸副校長 

(一)跨領域學分學程-附件 1。 

貳、備查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不含附件)-附

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二、修訂各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核備。(提案單位:如下表列)-

附件 3。 

案序 提案單位 附件編號 

1 資訊工程學系 (附件 3-1) 

2 生命科學系 (附件 3-2) 

3 清華學院 (附件 3-3) 

4 通識教育中心 (附件 3-4) 

     說明： 

(一)案序 1 本要點業經 104 年 6 月 24 日資訊工程學系系務會議及 104 年

11月 24 日電機資訊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案序 2本要點業經 104年 9月 7 日生命科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系務

會議及 104年 11月 25日生命科學院 104學年度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 

(三)案序 3本要點業經 104 年 8月 12日清華學院行政會議通過。 

(四)案序 4本要點業經 104年 4月 20日通識中心 103學年度第 8次中心會

議、通識中心 104 年 6月 1日第六次課程委員會及 104年 11 月 20日

度清華學院第 1 次課程委員會紀錄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104學年度第 2學期非同步遠距課程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如

下表列)-附件 4。 

案

序 

提案單位 

(附件) 
科號/課名 

學

分 
教師 

必選

修 

班別 

備註 

1 
資訊工程學

系(附件 4-1) 

CS121000/電腦

網路概論  

CS321300/物聯

網概論與應用 

2 黃能富  選修 

CS121000/ 電 腦

網路概論曾於

10320 學 期 、

10410學期開授 

2 
生命科學系

(附件 4-2) 

LS324700/系統

神經科學 
2 焦傳金  選修 

曾於 10320 學期

開授 

3 
通識教育中

心(附件 4-3) 

GEC12020/生態

體系與全球變

遷 

2 王俊秀  選修 

曾 於 10320 學

期、10410學期開

授 

      說明： 

(一)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遠距教學課程須經校課程委員會

研議，提經 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二)案序 1業經 104年 11月 17日資訊工程學系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104 年 11 月 24 日電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三)案序 2 業經 104 年 11 月 13 日生命科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及 104 年 11 月 25 日生命科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四)案序 3業經 104 年 9月 14 日通識中心 104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

暨 104年 11月 20日清華學院 104學年度第 1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紀錄： 

(一)黃坤錦委員：建議研究此類遠距課程與傳統課程學習效果差異，可做

為未來課程規劃的參考值。 

教務長回復：爾後此類提案均需檢附加入線上課程前後之教學意見比

較(第一次提案免附)。 

 

二、案由：科管院晶片系統商管學程(簡稱 SOC學程)計畫結束提請廢止，提請 審

議。(提案單位:科管院)-附件 5。 

 說明： 

(一)本學程於民國 93年因應教育部顧問室計畫設立，隨著國家教育政策

轉型，該計畫已於 102年已廢除。 

(二)本案業經 104 年 10 月 20 科技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行政會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EMBA 深圳境外專班 104學年度「必修科目表」，提請  審議。(提案

單位：註冊組/EMBA) - 附件 6。 

  說明：本案業經 104年 11 月 24日 EMBA/在職 MBA/學分班學程 104學年度

第 1次課程委員會及 104年 12月 8日科技管理學院 104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紀錄： 

(一)蔡能賢委員：請問此專班預計什麼時候開課? 修完學程需多少時間?  

丘宏昌老師回復：預計 105 上學期開課，執行細節尚在協調辦理中。

修完專班課程預估需 2學年(18個月)，課程分由北京清華及本校教師

授課。 

(二)吳文騰委員：專班名稱字義不明易混淆，建議再查明確認。 

教務長回復：請 EMBA 查明(會後經確認:教育部核定此專班名稱為「科

技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深圳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四、案由：學習科學研究所 104學年度必修科目申請異動案，提請  審議。(提

案單位: 註冊組)-附件 7 

  說明： 

(一)原必修科目「質性研究」課程改為「研究方法」。 

(二)本案業經 104年 10月 5日學習科學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

員會及 104年 11月 20日清華學院 104學年度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一、吳文騰委員：有關周副校長報告內容，設置跨領域學程的立意很好。分享

成大的經驗，針對世界的潮流或嶄新領域設置學程，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新知。  

教務長回復：謝謝吳委員的建議，清大也正朝這方向努力，本校今年度有

21%畢業生有跨領域學習事實，包括：雙專長、輔系、雙主修、師培生等，

將繼續研擬新增其他學程，引導學生跨領域學習。 

二、蔡能賢委員：依據本人在業界多年的觀察，清華畢業生的演講技巧普遍不

理想，請問本校是否有提升學生表述能力的對策？ 

  教務長回復：本校多數學生主修理工相關科系，表達能力確實有待加強，

本校寫作中心每年舉辦簡報比賽，鼓勵學生相互切磋學習論述技巧。或許

可以請教通識教育中心林主任，在規劃通識課程是否有相關對策？ 

  林文源主任回復：目前本中心鼓勵教師在教學方法上引導學生練習表達技

巧，例如：採互動式教學、專題報告、校外實作等，至於如何使學生認同

此類軟實力的重要性，仍有待本校各單位持續努力。 

三、塔什肯·多萊特委員：有關未達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畢業門檻者，可選擇修習

「進修英文」，為何「進修英文」參加統一期末能力測驗需額外收費？ 

教務長回應： 請語言中心提出說明，若同學仍有疑義，可在下次會議提案

討論。 

會後語言中心回應如附件 8。本案 12 月 24 日經奉裁示，學生修習「進修

英文」之檢測費用免收，將由學校統一處理。 

伍、散會 



教學意見調查問卷修改(fin)_105 上實施 
第一部分-背景資料 

題目 選項 

1.修讀本課程的理由(可複

選) 
□必修□興趣□學分要求□時間可配合□慕名而來 
□未來考試需要 

2.這門課我的缺席狀況 □從不缺席□1~3 次□4~5 次□6~10 次□11 次以上 

3.我對這門課的態度 □很認真□還算認真□普通 □不太認真□不認真 

4.除上課期間外，平均一

星期修讀本課程付出時間 
□1 小時以下 □1~3 小時□3~5 小時□5~7 小時 
□7 小時以上 

5. 本課程的期末考是否安

排在「校定期末考週」舉

行? 

□是□提前□延後□其他 

 
第二部分-對本課程教學的意見 

教學內容 

6.內容豐富且組織完善，符合教學目標 □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不同意□很不同意 

7.整體而言，授課老師的教學內容與

「課程大綱」相符 

□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不同意□很不同意 

教學方法 

8.講解清楚而有條理 □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不同意□很不同意 

9.在課堂中與同學有良好的互動 □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不同意□很不同意 

教學態度 

10.充分準備課程內容及教材 □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不同意□很不同意 

教學評量 

11.截至目前為止，教師的評量方式合

理地反映教學重點 

□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不同意□很不同意 

整體綜合意見 

12.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表現優異 □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不同意□很不同意 

13.我覺得授課老師的教學對我在本課

程的學習有所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不同意□很不同意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4月 15日 

案由：科技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提案單位/提案人：科技管理學院/黃朝熙院長 

說明： 

(一) 因應科管院 AACSB國際認證之建議事項，調整科管院課程委員會組成與任務。 
 

附件： 105.4.13 科技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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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97 年 3 月 5 日，96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1 月 15 日，97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22 日，98 學年度第 2 次科管院務會議修正 

100 年 9 月 27 日，100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5.4.13，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二、 
本委員會委員由副院長、各系所(含學位

學程主管)及各系所教師代表 1名等組成

之。院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必要時

召集人得邀請學生代表、校友、業界或

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委員任期一

年，得連任。 

 

二、 

本委員會委員由院長副院長、各系所

主管、IMBA主任、科管院學士班主

任、EMBA/MBA執行長(含學位學程主

管)及各系所AACSB委員各系所教師

代表 1 名等組成之。院長為主任委員

兼召集人。必要時召集人得邀請學生

代表、校友、業界或校外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1. 本委員會組成，副院長改為

院長，並由院長擔任召集

人。 
2. 各系所教師代表，明確指出

為各系所 AACSB 委員。 
3. 因本委員會成員均已指定，

故無需標示任期。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含 EMBA、

MBA等專班、IMBA、學士學位學程）

之學習目標、學習成效評量結果及其

相關辦法。  

(二) 審議院內跨系所學程課程。 

(三) 核發『大學部專業領域、專業系列課

程』修畢之證書。 

(四) 規劃、協調、審議本院大學部共同必

修課程。 

(五) 確保各課程開課方向符合教育目

標、核心能力指標及學生需求。 

(六) 規劃院內推廣教育課程與審議修業

學分證書之授予。 

(七) 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在職專

班（含EMBA、MBA等專班、IMBA、

學士學位學程）之學習目標、學

習成效評量結果及其相關辦法。  

(二) 審議院內各跨系所學程課程。 

(三) 核發『大學部專業領域、專業系

列課程』修畢之證書。 

(四) 規劃、協調、審議本院大學部共

同必修課程。 

(五) 確保各課程開課方向符合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及學生需

求。 

(六) 規劃院內推廣教育課程與審議

修業學分證書之授予。 

(七) 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配合現況實務修正文字 
1.修正第(一)、(二)項文字 
2.刪除(三)、(六) 

四、 

本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開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涉及與學生相關之課程規劃議題，並應

有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四、 

本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涉及與學生相關之課程規劃

議題，並應有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第二條文字已有學生代表相關

意義，刪除本條文末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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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7 年 3 月 5 日，96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1 月 15 日，97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22 日，98 學年度第 2 次科管院務會議修正 

100 年 9 月 27 日，100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5.4.13，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 科技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規劃、研議與審訂本院課程，發揮本

院特色，達成教育目標，依「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

設置科技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委員由院長、各系所主管、IMBA主任、科管院學士班主任、

EMBA/MBA執行長及各系所 AACSB委員等組成之。院長為主任委員兼召

集人。必要時召集人得邀請學生代表、校友、業界或校外學者專家擔任

委員。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在職專班之學習目標、學習成效評量結
果及其相關辦法。 

(二)審議院內各系所學程課程。 

(三)規劃、協調、審議本院大學部共同必修課程。 

(四) 確保各課程開課方向符合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及學生需求。 

(五)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四、 本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五、 本辦法經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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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4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 會議記錄(摘錄討論案) 

時間：105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中午 12：10~14:00 

地點：台積館 530A 會議室       

主持人：黃院長朝熙                       記錄：盧妙卿 

出席委員：劉瑞華主任、余士迪主任、林博文所長、范建得所長、嚴秀茹所長(請

假)、吳世英主任、張寶塔主任、彭心儀委員、何泰寬委員、趙相科委

員、王俊程委員(請假)、丘宏昌執行長 

    

壹、 核備事項 

一、 科管院各系所 105學年度新生必修科目表，提請核備。(略) 

二、 科管院各系所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排課資料與新開課程大綱，提請備查。

(略) 

貳、 討論事項 

一、 審議「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說明： 

(一) 因應 AACSB國際認證評鑑之建議修正本院課程委員會之組成與

任務。 

(二) 修正對照表與修正草案(如附)。 

決議：微幅修正部分文字後通過。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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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97 年 3 月 5 日，96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1 月 15 日，97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22 日，98 學年度第 2 次科管院務會議修正 

100 年 9 月 27 日，100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5.4.13，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二、 
本委員會委員由副院長、各系所(含學位

學程主管)及各系所教師代表 1名等組成

之。院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必要時

召集人得邀請學生代表、校友、業界或

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委員任期一

年，得連任。 

 

二、 

本委員會委員由院長副院長、各系所

主管、IMBA主任、科管院學士班主

任、EMBA/MBA執行長(含學位學程主

管)及各系所AACSB委員各系所教師

代表 1 名等組成之。院長為主任委員

兼召集人。必要時召集人得邀請學生

代表、校友、業界或校外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1. 本委員會組成，副院長改為

院長，並由院長擔任召集

人。 
2. 各系所教師代表，明確指出

為各系所 AACSB 委員。 
3. 因本委員會成員均已指定，

故無需標示任期。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含 EMBA、

MBA等專班、IMBA、學士學位學程）

之學習目標、學習成效評量結果及其

相關辦法。  

(二) 審議院內跨系所學程課程。 

(三) 核發『大學部專業領域、專業系列課

程』修畢之證書。 

(四) 規劃、協調、審議本院大學部共同必

修課程。 

(五) 確保各課程開課方向符合教育目

標、核心能力指標及學生需求。 

(六) 規劃院內推廣教育課程與審議修業

學分證書之授予。 

(七) 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在職專

班（含EMBA、MBA等專班、IMBA、

學士學位學程）之學習目標、學

習成效評量結果及其相關辦法。  

(二) 審議院內各跨系所學程課程。 

(三) 核發『大學部專業領域、專業系

列課程』修畢之證書。 

(四) 規劃、協調、審議本院大學部共

同必修課程。 

(五) 確保各課程開課方向符合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及學生需

求。 

(六) 規劃院內推廣教育課程與審議

修業學分證書之授予。 

(七) 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配合現況實務修正文字 
1.修正第(一)、(二)項文字 
2.刪除(三)、(六) 

四、 

本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開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涉及與學生相關之課程規劃議題，並應

有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四、 

本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涉及與學生相關之課程規劃

議題，並應有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第二條文字已有學生代表相關

意義，刪除本條文末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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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7 年 3 月 5 日，96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1 月 15 日，97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22 日，98 學年度第 2 次科管院務會議修正 

100 年 9 月 27 日，100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5.4.13，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 科技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規劃、研議與審訂本院課程，發揮本

院特色，達成教育目標，依「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

設置科技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委員由院長、各系所主管、IMBA主任、科管院學士班主任、

EMBA/MBA執行長及各系所 AACSB委員等組成之。院長為主任委員兼召

集人。必要時召集人得邀請學生代表、校友、業界或校外學者專家擔任

委員。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在職專班之學習目標、學習成效評量結
果及其相關辦法。 

(二)審議院內各系所學程課程。 

(三)規劃、協調、審議本院大學部共同必修課程。 

(四) 確保各課程開課方向符合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及學生需求。 

(五)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四、 本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五、 本辦法經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月 5日 

案由：修訂「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案。 

提案單位/提案人：人類學研究所 

說明：修改課程委員會之委員組成。 

辦法：  

附件：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格式)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本所課程委員會委員由本所所長

擔任召集人及當然委員，另由本所專

任及合聘教師中推選至少三位、學生

代表一位並由所務會議推選校外學

者專家一位組成。 
 
 

二、本所課程委員會委員由本所專任

教師中推選三位、學生代表一位並由

所務會議推選校外學者專家一位組

成。 

修改課程委員會之委員組

成。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0年 9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年 11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3年 12月 24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所務會議通過 

104年 4月 17日 103學年第 2次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年 5月 26日 103學年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年 3月 9日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 

105年 4月 28日 104學年第 1次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規劃、研議本所之課程，達成教

育目標，依本校之規定設置本所課程委員會。 

二、本所課程委員會委員由本所所長擔任召集人及當然委員，另由本所專任及合聘教

師中推選至少三位、學生代表一位並由所務會議推選校外學者專家一位組成。 

三、本所課程委員會之職責為： 

（一）定期檢討修正本所教學課程、課程大綱。 

（二）規劃審定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規劃研議本所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四、本所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 

五、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月 3日 

案由：檢陳「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

置要點」，請 核備。 

提案單位/提案人：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說明： 

一、 旨揭學程於104年7月2日臺教高（一）字第1040071675號函核

定通過，並於105學年度陸續展開學程相關業務。 

二、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學程「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提請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三、 通過旨揭要點有利於學程課程發展方向、訂定並審議課程，

以及規劃課程評鑑等相關事宜之依據確立。 

辦法：本案核備後實施。 

附件： 

一、 104學年度第 1次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課程委員

會議─會議紀錄 

二、 104學年度第 2次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三、 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第 1 次學程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3月 11日（星期五）中午 12:00 

地點：工程一館 811會議室 

主席：張堅琦主任 

出席：侯建良教授（請假）、吳建瑋教授、張國浩副教授        紀錄：王秀蘭 

 (應出席人數：4；實際出席人數：3) 

 

壹、主席報告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中抽空參加，首先

介紹本委會組成共 4人組成，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3 位，詳 如簽名單。 

 

貳、討論事項 

一、審議本學程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1. 意見： 

(1) 吳建瑋教授：修改草案第二點內容為委員會設置委員三至五
人。 

(2) 張堅琦主任：修改草案第二點內容為推薦本校相關專長教
師。 

2. 決議：修改後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一）。 

 

二、審議學程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 

1. 張堅琦主任：依照送教育部核可之計畫書，學生需修畢所列之 30

學分（不含論文學分）始能畢業。 

2.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二）。 

 

參、散會（下午 1時 00分）     

 



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地  點︰工程一館 307 會議室 
主  席︰賴志煌代理院長                                     記錄：李秋淑 
出  席︰朱一民教授、江國寧教授(黃智永教授代理)、蔡哲正教授、吳建瑋教授 

李昇憲教授(王威智教授代理)、萬德輝教授、簡奉任會長(請假)、陳智教授 
(請假)、溫智良會長(請假)   (應出席人數：10 位；實際出席人數：7 位) 

列  席：張堅琦教授、李紫原教授(葉安洲教授代理) 
          
壹、主席報告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中抽空參加，首先介紹本 
    委會組成有校外委員 3 人及校內委員 7 人，共 10 人組成，實際出席人數 7 位，詳 
    如簽名單。 
 
貳、討論事項 
一、審議工學院各系所開設之各類課程審議本院各系所 105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

數暨畢業總學分表」、「第二專長科目表(含基礎先修) 」 
（1） 化工系朱一民教授說明： 

自 105 學年起化工系生命科學與工程改為生物技術概論，替代科目改為生命

科學導論、生物程序工程；儀器分析及實驗一，替代科目改為分析化學一、

分析化學二，其餘不變。請參閱附件一。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一。 

（2） 動機系黃智永教授說明： 
自 105 學年起動機系大學部生命科學與工程自必修學分中移除，必修學分

減 3學分，最低畢業學分 129 學分。能源學程大學部選修課程增開燃料電

池課程，其餘不變。請參閱附件二。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二。 

（3） 材料系蔡哲正教授說明： 
自 105 學年起材料系大學部生命科學與工程自必修學分刪除；系定必修-金
屬材料、高分子材料、生醫材料、電子材料、陶瓷材料等 5 科任選 3 科，其

餘不變。請參閱附件三。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三。 

（4） 工工系吳建瑋教授說明： 
自 105學年起工工系大學部生命科學與工程自必修學分中移除，必修學分 

減 3學分，選修學分增 3學分，最低畢業學分維持 130學分。IEM 在職專 
班新增醫管組(乙組)，畢業學分 30學分，並表列符合畢業資格之必修課程(共 
五科不含論文)。其餘不變，請參閱附件四。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四。 

（5） 學士班賴志煌主任說明： 
自 105 學年起學士班第一專長學程化工領域，總學分須修畢 38 學分，其中

可放寬-程序設計及單操實驗替代課程須由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認定；第一專

長學程材料領域，總學分須修畢 38 學分，材料實驗一及量子物理導論可由



MS 專業課程替代；第一專長學程工工領域，總學分須修畢 36 學分，其中

線性代數，已修過性質相近之課程(例如工程數學一)不需再修習，請由選修

課程中擇一門學分相同之課程；其餘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五。 

（6） 奈微所王威智教授說明： 
本所學術暨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 學年度奈微所畢業學分結構表、必修課程表

如附件。106學年度碩士班分微機電組及生醫組分開招生，學生需擇一報名，

不可同時報考兩組，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六。 

      ( 7 ) 醫工所萬德輝教授說明： 
確認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學分為 24 學分，含必修 3 學分及選修 21學

分，請參閱附件七。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七。 

     （8 ) 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張堅琦主任說明： 
本學程畢業應修學分(不含論文)為 30 學分，請參閱附件八。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八。 

          
二、審議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九。 

 

三、審議動機系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十。 

 

四、審議材料系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十一。 

 

五、審議工工系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中英版)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十二。 

 

六、審議奈微所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十三。 

 

七、審議工學院”生命科學與工程”改為選修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自 105 學年起工學院必修課程”生命科學與工程”改為選修 

並停開。 
 

八、審議工學院新增選修課程-“工程創意思維專題” 

決議：通過，如附件十四。 

User
螢光標示



 
 
参、臨時動議 
    動機系黃智永教授提議： 
  目前學校英語授課鐘點數皆以 1.5 倍計算學分數，造成本系開課困難，建議修改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授課獎勵方案」第二條:專任教師授課鐘點數得以 1.5 倍計 

  算；若教學單位另有較嚴格限制者，從其規定。系所較有彈性處理空間。 

 
肆、散會(下午 1 時 35 分)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5年03月11日 104學年度第1次學程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年04月28日 104學年度第2次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工學院全球營運管

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三至五人，由本學程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由學

程主任推薦本校相關專長教師組成，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再由學

程主任推薦，無連任限制。必要時本委員會得邀請校外專家學

者、產業界代表出列席。 

三、 本委員會之執掌如下： 

(一) 擬訂本學程課程發展方向。 

(二) 規劃訂定並審議本學程與課程相關之事宜(含課程架構、畢

業學分數異動之審議)。 

(三) 規劃本學程課程評鑑之相關事宜。 

四、 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委員會議，開會時應有半數以上委員（含）

出席，始得召開會議；本會議案之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

為通過。 

五、 本要點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院課程委員審議及校

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月 10日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修業細則」，提請 核定。 

提案單位/提案人：清華學院學士班 

說明： 

1. 清華學院學士班(原不分系招生)至本 104 學年度尚未有正式

修業規定，為發揮本班特色，達成大學培育人才之教育目標，

故訂立「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修業細則」。 

2. 有鑒於學士班學生組成及需求較為特殊多元，以及大二分流

之需要，開設大一生涯規劃課程，並列為學士班大一必修，並

列為 106 學年度入學之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畢業學分審查項

目。 

辦法： 

1. 甲、乙組委請藝術中心開課協助音樂、美術資優學生，丙組(創

新設計組)和丁組修業之配套措施將與住宿書院、創新設計學

程、創新與創業學程合作。 

2. 大一生涯規劃課程由學務處協助，委請諮商中心劉乃誌心理師開

課，並將邀請各學系代表協同辦理。 

附件：共三份，附件 1 為「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修業規定」、

附件 2 為「清華學院學士班第三次課委會會議紀錄」、附件 3 為「清

華學院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紀錄。 



 

註：若需修正 XX辦法(要點)，請使用下列表格：(無修正) 

「                      辦法（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格式)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修業細則 

105年4月21日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年5月4日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議核定 

 
一、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以下簡稱本班）為協助本班學生之修課，

以發揮其潛能，達成招生目的，特訂定本細則。 

 

二、本班學生需於入學後依據簡章規定及本細則完成相關課程。  

 

三、本班學生修課規定如下： 

（一）音樂：畢業前須修畢「音樂演奏與實習」(上)、(下)及四學期之「進階音

樂演奏與實習」。 

（二）美術：入學後第一學期須修習「藝術創作專題」，並須加入「清華藝集」

至少六學期，每學期時數應達 70 小時以上。 

（三）體育：畢業前須修習所屬代表隊之體育課程至少六學期。 

（四）創新設計：大一加入載物書院，畢業前須修畢「創新設計」學分學程。 

(五）創新領導： 

創新領導組學生必須由表列四項擇一修習，並由學士班審核是否符合

畢業資格。 

1. 參加書院立德計畫共三年。 

2. 於大一加入住宿書院，依書院規定撰寫留宿計畫，並參與書院學

習活動共三年。 

3. 自行執行預定計畫，學士班將協助指派導師輔導。 

4. 參加書院或執行預定計畫一年，畢業前須修畢「創新與創業」學

分學程。 

 

四、上述修課之規定，學生畢業時由本班審定之。除上述規定外，學生須依循本

校教務及分流後學系/班相關修課規定。 

五、本班學生於大一必修「生涯導航」，以熟悉本校各學院、系、班課程。於本

班修習滿兩學期後，依志願分流至大二系/班。 

六、本細則由清華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議擬訂，經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核定，

並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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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下學期清華學院學士班第三次教評(兼課委)會議紀錄 

 

時 間： 105年 04月 21日（週四）下午 16時  

地 點： 行政大樓第一議價室 

主 席： 清華學院學士班李紫原班主任  

出席 人 員：全球處趙啟超副全球長、課指組盧向成組長、厚德書院陳素燕執行

長、載物書院林博文執行長  

記錄：行政助理 張恬寧                                                     

壹、主席報告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修業細則」草案，丁組(創新 

      領導)之修業細則，提請 討論。  

  說明：(一)  104學年度下學期 2月召開之第二次課委會已決議丁組細則 

        內容，詳如附件 1-1。  

     (二)  旨揭修業細則，送至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提請核定，討論後 

        決議撤回並再議，清華學院課委會會議記錄詳附件 1-2。 

  決議：丁組修業細則修改如下頁，並於 106學年度個人申請簡章註明「須 

     於申請階段提交三年大學計畫接受初審」。條文(五)第 3點所指涉之 

     「預定計畫」，可為上述申請階段所提交之計畫。 

 

  案由二：學務處委請諮商中心劉乃誌心理師，與學士班合作於 105學年度 

      開設大一生涯規劃課程，提請 通過。  

  說明：(一) 由於清華學士班學生組成較為特殊多元，學生需求較為複 

     雜，學務處為加強學生輔導，由諮商中心劉心理師規劃輔導與探索 

     課程，並由學士班協助安排生涯與分流輔導。 

  決議：同意開課，名稱改為「生涯導航」，評量方式再另做討論。此門課設 

     為學士班大一必修，並列為 106學年度入學之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 

     畢業學分審查項目。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月 9日 

案由：通識教育中心王俊秀老師開設之向度二核心通識「生態體系

與全球變遷」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提案單位/提案人：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 

說明： 

(一)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有錄製 MOOCS，其上課方式為

6 次面授(12 小時)，12 次線上教學(24 個小時)。 

(二) 教育部規定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

備，此案業經 105 年 3 月 18 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訊

投票通過暨 104 學年度清華學院第 2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辦法：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1.「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大綱 

      2.104 學年度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結果 

      3. 104 學年度清華學院第 2 次課程委員會紀錄 

         4. 歷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遠距開放課程課程資訊 

科號 

Cours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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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 

Time 
M3M4 

上課教室 

Room 
遠距教室 

課程大綱 

[課程大綱以課堂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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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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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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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60%)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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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課程理念與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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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與面授（6 次）。磨課師的單元採用 TED 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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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學進度(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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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單元） 

3. 我家在地球之 1：看不見的腳、失去山林的孩子、生存排出與奢侈排出、社會性溫室氣體（遠距教學：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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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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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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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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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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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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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遠

距教學：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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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

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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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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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發電廠運動（遠

距教學：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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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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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成績考核(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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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指定用書(Text Books) ：四選二 

1. 看守台灣譯 （World Watch Institute 編著）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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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參考書籍(References)  

看守台灣譯  

2008-2014 世界現況，台北：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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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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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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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清華學院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記錄：鄭又綾 

時間：105 年 03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 點 

地點：教育館 2 樓 225 室  

主席：莊慧玲執行副院長  

出席：(應出席人數 17 位) 

林文源主任、陳承德助理教授、林琨瀚助理教授、黃明瀚主任(洪國萱教官代理

出席)、許有真副教授、徐桂平老師、劉承慧主任、陳素燕執行長、李紫原班主

任、戴明鳳教授、林世昌教授、沈宗瑞教授、林珊如教授、翁瑋辰同學。 

請假： 林怡君老師、張議中同學。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課務事項報告(略)  

參、 討論事項 

提案 1.（略） 

提案 2.（略） 

提案 3.（略） 

提案 4.（略） 

提案 5.（略） 

提案 6. 

一、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二、 案由： 王俊秀老師開設之向度二核心通識「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申請非同步 

           遠距教學。 

三、 說明： 

(1)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有錄製 MOOCS，其上課方式為 6次面授(12小

時)，12 次線上教學(24 個小時) ，課程大綱詳如附件 3。 

(2) 教育部規定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備，此案業經 105年

3月 17日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通過詳如附件 4。 

四、 決議：通過，並請教務處向教育部反映，曾經開過的課程，是否可以不需要再經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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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審的程序？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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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蕭芷芃

寄件者: 通識中心蕭芷芃 <chihpeng@mx.nthu.edu.tw>
寄件日期: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上午 9:27
收件者: 吳俊業老師; '沈宗瑞'; 林文源主任; 翁曉玲老師; 馬孟晶老師; 馬雅貞老師; 梅韻秋老師; 琅元老師1; 陳舜文老師; 

陳榮順老師
主旨: [投票結果][通訊投票]王俊秀老師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各位課委會委員  好： 

 

日前中心針對 104 學年度下學期王俊秀教授申請新增課程「共善的社會設計」以及「生態體系與全球

變遷」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討論。自 105 年 3 月 14(一)至 105 年 3 月 17 日(四)以電子郵件進

行通訊投票。 

 

截至 3 月 17 日（四）止，通訊投票結果如下： 

 

(一) 審查王俊秀老師新增課程「共善的社會設計」，並且討論此課程之非同步遠距教學申請。 

同意票數：４票，給予建議：２人，無回應投票：２人，故本案不通過。【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可投票人數（扣除主席）：8 人；同意票數：４票，4 : 8 = 0.5 < 2/3，小於 2/3，故本案不

通過。】 

委員建議如下： 

1. 「共善的社會設計」課程，目標相當大，要達到身心靈提升與 3hq 的理想。但是周次大綱十

分簡略，議題又分散，實無法判別學習的質量與目標成效。雖有成績評量方式列舉，但對於

各系所學生，應有詳細規劃才是(如針對社會設計的要求標準與參考資料等)。對於行動導向的

課程個人十分支持，但在評量與學習過程應更為詳細規劃與敘述，俾為標竿。本課程建議再

增補修改。 

2. 「共善的社會設計」課綱或可詳列參考書目等資訊，以利審查。就目前所列，有點難以判

斷。 

 

(二) 王俊秀老師開設之向度二核心通識「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討論。 

同意票數：６票，給予建議：０人，無回應投票：２人，故本案通過。【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可投票人數（扣除主席）：8 人；同意票數：６票，6 : 8 = 0.75 > 2/3，大於 2/3，故本案通

過。】 

 
 

 

敬祝 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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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芃 敬上 

==============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蕭芷芃 
chihpeng@mx.nthu.edu.tw 

TEL： (03)5742407 

FAX：886-3-5718791 

 
 

From: 通識中心蕭芷芃 [mailto:chihpeng@mx.nthu.edu.tw]  

Sent: Monday, March 14, 2016 4:53 PM 
To: 吳俊業老師 <cing@mx.nthu.edu.tw>; 沈宗瑞老師 <trshen@mx.nthu.edu.tw>; 林文源主任 

<wylin1@mx.nthu.edu.tw>; 翁曉玲老師 <hlweng@mx.nthu.edu.tw>; 馬孟晶老師 <mcma@mx.nthu.edu.tw>; 馬雅貞

老師 <ycma@mx.nthu.edu.tw>; 梅韻秋老師 <ycmei@mx.nthu.edu.tw>; 琅元老師 <alexei.volkov@gmail.com>; 琅元老

師 1 <lang.yuan.tw@gmail.com>; 陳舜文老師 <spsychen@yahoo.com.tw>; 陳榮順老師 <rchen@pme.nthu.edu.tw> 

Subject: [通訊投票]王俊秀老師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Importance: High 

 

各位課委會委員 您好： 

 

王俊秀老師將於 104 學年下學期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由於教育部規定遠距課程每學期

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備，由於時限緊迫，因此遠距教學申請案由通訊投票進

行，謝謝各位委員。 

 

決議事項： 

 

(一) 審查王俊秀老師新增課程「共善的社會設計」，並且討論此課程之非同步遠距教學

申請。 

說明： 

(1) 「共善的社會設計」為新增課程，請審核是否通過新增課程以及是否有建議事

項。敬請參見附件一課程大綱。 

(2) 「共善的社會設計」課程有錄製 MOOCS，其上課方式為 9 次面授(18 小時)，9

次線上教學(18 個小時)。 

(3) 教育部規定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備。  

 

(二) 王俊秀老師開設之向度二核心通識「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

教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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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有錄製 MOOCS，其上課方式為 6 次面授(12 小

時)，12 次線上教學(24 個小時)，課程大綱詳如附件二。 

(2) 王俊秀老師於 103 學年下學期以及 104 學期上學期皆有申請通過遠距教學。 

(2)  教育部規定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備。 

 

敬請來信協助回覆以下表格空白處，謝謝您！若有任何意見亦請不吝告知。 

編

號 領域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審查 
結果 建議事項 

1 

選修課程 
社會科學領域-社
會、心理、人

類、教育、性別

研究類 

共善的社會設計 王俊秀  

 

 

編

號 領域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是否同意申請非同步遠距課程？

1 

選修課程 
社會科學領域-社
會、心理、人

類、教育、性別

研究類 

共善的社會設計 王俊秀  

2 核心向度二： 
生命之探索 

生態體系與全球
變遷 王俊秀  

 

敬請委員協助於 3/17(四)前回覆上方表格，俾利送入院課委會提案，謝謝您的協助與配

合。 
 

 

敬祝 教研如意 

 

 

芷芃 敬上 
==============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蕭芷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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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hpeng@mx.nthu.edu.tw 

TEL： (03)5742407 

FAX：886-3-5718791 

 



通識教育中心王俊秀老師「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歷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課程：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 
102-1 平均 
(滿分 4 分) 
傳統授課 

102-2 平均 
(滿分 5 分) 
傳統授課 

103-1 平均 
(滿分 5 分) 
傳統授課 

103-2 平均 
(滿分 5 分) 
傳統授課 

104-1 平均 
(滿分 5 分) 

MOOC 
修課人數 128 110 106 116 142 

A 段學生+B 段學生 

表現優良 3.53 4.04 4.14 4.19 4.16 
優良課程 3.53 4.02 4.07 4.15 4.10 
填卷人數 74 56 69 59 62 
填卷率 57.8% 50.9% 65.1% 50.9% 43.7% 

A 段學生 

表現優良 3.83 4.2 4.33 4.29 4.34 
優良課程 3.87 4.25 4.28 4.21 4.49 
填卷人數 46 40 40 38 41 
填卷率 35.9% 36.4% 37.7% 32.8% 28.9% 

     
 

網路修課人數 
    

549 
網路填卷人數 

    
21 

課程滿意度(同意以上) 
    

95.2%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翁曉玲副教授開設之向度四核心通識「媒體探索與反思（磨

課師 moocs 課程）」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提案單位/提案人：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 

說明： 

(一) 「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課程有錄製 MOOCS，

其上課方式為 9 次面授(18 小時)，9 次線上教學(18 個小時)。 

(二) 「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與「媒體探索與反

思」為相似教學內容但不同教學方法之課程，「媒體探索與反思」

課程已經確定將於 105 學年上學期開授。 

(三) 教育部規定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

備，此案業經 105 年 9月 14日 104 學年度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

通訊投票通過暨 105年 11月 20日度清華學院第 1次課程委員會

通過。 

辦法：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 

1. 「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課程大綱 

2. 104 學年度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結果 

3. 104 學年度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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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Understanding and Rethinking   

 
任課教師 翁曉玲 

備註 本課程不接受第二次退選 擋修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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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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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上課內容、方式與規則 

（教室上課） 

 

2 認識媒體 

（媒體的虛象與

實象） 

1. 通訊傳播發展歷程（改變

的媒體生態：從媒體到新

媒體）傳統媒體、新媒體、

電信 

2. 媒體的角色：媒體性質與

功能 

3. 媒體與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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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的責任， 

第五章：大眾傳播的四種理論 



4. 台灣通訊傳播市場現狀 

3 媒體自由、界限與

責任 

（媒體是無冕

王，還是痞子

王？） 

1. 媒體自由與憲法保障 

2. 媒體自由的界限 

3. 媒體近用權 

4. 媒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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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面

授） 

 

5 媒體與政治 

（媒體可以有顏

色嗎） 

1. 媒體與政治的糾葛 

2. 我國黨政軍退出媒體歷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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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內容與製播

要求（媒體需要品

管嗎？） 

1. 媒體內容政策 

2. 不當內容管理 

3. 分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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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面

授） 

 

8 媒體與廣告 

（新聞/節目，多

少錢？） 

1. 媒體與廣告的關係 

2. 媒體廣告的困境與前進： 

節目廣告化、置入性行銷 

3. 政府宣傳與置入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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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影片觀賞 紀錄片：梅鐸的醜聞  

10 媒體市場力 

（誰控制了總開

關？） 

1. 媒體集團定義與國內外媒

體集團介紹 

2. 媒體所有權集中的利弊分

析 

3. 台灣媒體併購案例簡介 

4. 反媒體壟斷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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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媒體公共化與公

共媒體(我們需要

公共電視嗎？) 

1.公共化的意涵與必要性 

2.台灣廣電媒體公共化歷程 

3.公廣集團的處境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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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面授）  

13 通訊傳播與閱聽

眾保護 

1. 更正權和回覆權 

2. 內容分級制度 

3. 通訊傳播申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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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治理 

（誰來監督媒

體？） 

1. 通訊傳播管制機制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職權

與運作問題 

3. 媒體自律：笑話、還是神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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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發問與互動討論（面授）  

16 通訊傳媒觀察與

改造提案 

同學分組報告  

17 通訊傳媒觀察與

改造提案 

同學分組報告  

18 期末考試   

 

參、授課方式 

 本課程中有九週課程係採線上磨課師（moocs）教學，以觀賞教學影片為主；平均觀賞兩

週單元課程影片之後將安排課堂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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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報告則是由

同學分組報告，分別提出一個傳媒觀察及改造的提案，讓同學們學習觀察現今台灣社會的通

訊傳播媒體問題，並進而思考如何改進和提升通訊傳媒環境。 

 

肆、指定用書 

自製講義與提供部分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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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報告與分組報告成績共計：45％ 

2. 期末考試成績：45％ 

3. 出席和平時表現成績：10％。 

4. 上課無故缺席三次，學期成績為不及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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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del 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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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蕭芷芃

寄件者: 通識中心蕭芷芃 <chihpeng@mx.nthu.edu.tw>
寄件日期: 2016年4月26日星期二 上午 9:04
收件者: 吳俊業老師; 沈宗瑞老師; 林文源主任; 馬孟晶老師; 馬雅貞老師; 梅韻秋老師; 琅元老師; 琅元老師1; 陳舜文老

師; 陳榮順老師
主旨: [投票結果][通訊投票]翁曉玲老師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各位課委會委員  您好： 

 

日前中心針對 105 學年度上學期翁曉玲副教授申請新增課程「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

程）」，並且討論此課程之非同步遠距教學申請。自 105 年 4 月 18(一)至 105 年 4 月 22 日(五)以電

子郵件進行通訊投票。 

 

截至 4 月 22 日（五）止，通訊投票結果如下： 

 

(一) 審查翁曉玲老師新增課程「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並且討論此課程之非同步

遠距教學申請。 

同意票數：5 票，無回應投票：２人，故通過。【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可投票人數（扣除主席

與申請者曉玲老師）：7 人；同意票數：5 票，5 : 7 = 0.7 > 2/3，大於 2/3，故本案通過。】 

 

 

敬祝 順心如意 

 

 

芷芃 敬上 

==============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蕭芷芃 
chihpeng@mx.nthu.edu.tw 

TEL： (03)5742407 

FAX：886-3-5718791 

 
 

From: 通識中心蕭芷芃 [mailto:chihpeng@mx.nthu.edu.tw]  

Sent: Monday, April 18, 2016 5:22 PM 
To: 吳俊業老師 <cing@mx.nthu.edu.tw>; 沈宗瑞老師 <trshen@mx.nthu.edu.tw>; 林文源主任 

<wylin1@mx.nthu.edu.tw>; 馬孟晶老師 <mcma@mx.nthu.edu.tw>; 馬雅貞老師 <ycma@mx.nthu.edu.tw>; 梅韻秋老

師 <ycmei@mx.nthu.edu.tw>; 琅元老師 <alexei.volkov@gmail.com>; 琅元老師 1 <lang.yuan.tw@gmail.com>; 陳舜文

老師 <spsychen@yahoo.com.tw>; 陳榮順老師 <rchen@pme.nthu.edu.tw> 

Subject: [通訊投票]翁曉玲老師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Importanc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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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課委會委員 您好： 

 

翁曉玲老師預計將於 105 學年上學期開授非同步遠距教學，由於教育部規定遠距課程每

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備，由於時限緊迫，因此遠距教學申請案由通訊投

票進行，再次謝謝各位委員。 

 

決議事項： 

 

(一) 審查翁曉玲老師新增課程「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並且討論此

課程之非同步遠距教學申請。 

說明： 

(1) 「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為新增課程，請審核是否通過新增

課程以及是否有建議事項。敬請參見附件一課程大綱。 

(2) 「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課程有錄製 MOOCS，其上課方式

為 9 次面授(18 小時)，9 次線上教學(18 個小時)。 

(3) 「媒體探索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與「媒體探索與反思」為相似教學

內容但不同教學方法之課程，「媒體探索與反思」課程已經確定將於 105 學年

上學期開授。 

(4) 教育部規定非同步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備。  

 

敬請來信協助回覆以下表格空白處，謝謝您！若有任何意見或疑問亦請不吝告知。 
編

號 
領域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是否同意申請非同

步遠距課程？ 
建議事項

1 向度四核心課程 媒體探索與反思 
（磨課師 moocs 課程） 翁曉玲   

 

敬請委員協助於 4/22(五)中午 12:00 前回覆上方表格，俾利送入院課委會提案，謝謝您

的協助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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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 教研如意 

 

 

芷芃 敬上 
==============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蕭芷芃 
chihpeng@mx.nthu.edu.tw 

TEL： (03)5742407 

FAX：886-3-5718791 

 



1

通識中心蕭芷芃

寄件者: 清華學院 <thc@my.nthu.edu.tw>
寄件日期: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上午 11:42
收件者: '共教會_莊慧玲主委'; '通識中心_林文源主任'; chengte@mx.nthu.edu.tw; linkh@mx.nthu.edu.tw; 

hmh@mx.nthu.edu.tw; ichunlin@mx.nthu.edu.tw; ychsu@mx.nthu.edu.tw; vicky0517@gmail.com; 

chhliu@mx.nthu.edu.tw; suychen@mx.nthu.edu.tw; cylee@mx.nthu.edu.tw; mftai@phys.nthu.edu.tw; 

slin@mx.nthu.edu.tw; '沈宗瑞'; sunnylin@mail.nctu.edu.tw; katyperry.et7@gmail.com; ctjh970301

@yahoo.com.tw
副本: 'Tien C'; chihpeng@mx.nthu.edu.tw
主旨: 【通知】【投票結果】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_三案皆通過

郵件標幟: 待處理
標幟狀態: 已完成

各位課程委員會委員，您好 

本次三項提案，通訊投票結果如下： 

 

提案單

位 

提案名稱 投票總人數 
（提案單位需迴避） 

贊成 反對 決議

清華學院

學士班 
「國立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

修業細則」草案，丁組(創新領導)之

修業細則，提請 核定。 

16 16 0 通過

學務處委請諮商中心劉乃誌心理師，

與學士班合作於 105 學年度開設大一

生涯規劃課程「生涯導航」，提請 

核定。 

16 16 0 通過

通識教育

中心 

翁曉玲副教授開設之向度四核心通識

「媒體探索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

程）」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16 16 0 通過

 

感謝各位委員的協助與配合！ 

敬請 道安 

 

 
祝         好 

 
行政助理 鄭又綾  (Yu‐Ling, Cheng) 
 
國立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 Tsing Hua college 
 
校內分機: 42455 
E‐MAIL：yljheng@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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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清華學院 [mailto:thc@my.nthu.edu.tw]  

Subject: 【緊急】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通信投票__5/3 回覆__是否同意各議案通過 

 

各位課程委員會委員，您好： 

本次三項提案，經各位委員同意，將採通訊投票 
（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人數（扣除主席）：16 人；同意票數：15 票；無回應票

數：1票；同意票數大於三分之二，故通過。） 

 

 

敬請委員協助於 5月 3日(二)中午 12:00 前回覆下方表格，俾利送入校課委

會提案，謝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提案

單位 

類

型 

實

行

時

間 

提案名稱 說明 是否同

意議案

通過清

華學院

課委會 

建議 

清華

學院

學士

班 

修

業

細

則 

106

學年

度個

人申

請簡

章 

「國立清華

大學清華學

院學士班學

生修業細

則」草案，

丁組(創新領

導)之修業細

則，提請 

核定。 

1. 第二次清華學院課委會

已提案，因需再討論而

退回，退回之會議紀錄

如附件一。 

2. 旨揭修業細則，包含清

華學院學士班五組專

長：音樂、美術、體

育、創新設計、創新領

導。104 學年度下學期

4 月召開之第三次課委

會已重行討論學士班丁

組修業細則部分，會議

記錄如附件二、細則內

容如附件三。 

（是/

否） 

 

開

課 

105

學年

度上

學期 

學務處委請

諮商中心劉

乃誌心理

師，與學士

班合作於 105

學年度開設

大一生涯規

劃課程「生

1. 由於清華學士班學生組

成較為特殊多元，學生

需求較為複雜，學務處

為加強學生輔導，由諮

商中心劉心理師規劃輔

導課程，並由學士班協

助安排生涯與分流輔

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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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導航」，

提請 核

定。 

2. 本課程已經第三次課委

會通過，並列入學士班

修業細則。課程大綱詳

附件四。 

通識

教育

中心 

開

課 

105

學年

度上

學期 

翁曉玲副教

授開設之向

度四核心通

識「媒體探

索與反思

（磨課師

moocs 課

程）」課

程，申請非

同步遠距教

學。 

1. 「媒體探索與反思（磨

課師 moocs 課程）」課

程已錄製 MOOCS，其上

課方式為 9 次面授(18

小時)，9次線上教學

(18 個小時)，課程大綱

詳如附件五。 

2. 「媒體探索與反思（磨

課師 moocs 課程）」與

「媒體探索與反思」為

相似教學內容但不同教

學方法之課程，「媒體

探索與反思」課程已經

確定將於 105 學年上學

期開授。 

3. 教育部規定非同步遠距

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

課委會會議並報部核

備，中心課委會經由通

訊投票通過，通訊投票

結果詳如附件六。 

（是/

否） 

 

 

祝         好 

 
行政助理 鄭又綾  (Yu‐Ling, Cheng) 
 
國立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 Tsing Hua college 
 
校內分機: 42455 
E‐MAIL：yljheng@mx.nthu.edu.tw 

 
 

 

 

各位課程委員會委員，您好： 

 

通識中心與清華學院學士班於 105 年 3 月 29 日(二)課程委員會後另有開課、

修業細則修改等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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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限緊迫，擬規劃以通訊投票進行議決 

 

在此詢問各位委員對下列各提案是否同意以通訊投票方式進行議決 

待各位委員回覆後，再確認後續進行方式 

 

請於 4/28(四)前回覆以下表單： 

提案單位 類型 提案預計實行

時間 

提案名稱 是否同意通

訊投票 

清華學院

學士班 

修業

細則 

106 學年度個

人申請簡章 
「國立清華大學清華學
院學士班學生修業細
則」草案，丁組(創新領
導)之修業細則，提請 
核定。 

（是/否） 

開課 105 學年度上

學期 

學務處委請諮商中心劉

乃誌心理師，與學士班

合作於 105 學年度開設

大一生涯規劃課程，提

請 核定。 

（是/否） 

通識教育

中心 

開課 105 學年度上

學期 

翁曉玲副教授開設之向

度四核心通識「媒體探

索與反思（磨課師 moocs

課程）」課程，申請非

同步遠距教學。 

（是/否） 

 

 

 

感謝各位委員 

 

 

敬請 道安 

 

行政助理 又綾 
 

 

國立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 

NTHU Tsing Hua College  
(校內分機: 42900  42455) 

Tel：03‐5742900   FAX：03‐5739254 

Email：thc@my.nthu.edu.tw 



5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林哲群教授開設之「財務決策分析」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

教學。 

提案單位/提案人：計財系 /余士迪 

說明： 

(一) 教學模式說明： 採用非同步遠距教學，18 週課程包括兩種授

課方式：遠距教學和教室面授，每門課規劃都有一半的週數，由

學生自行遠距觀看影片，另一半的週數到教室討論或是考試，兩

種方式交錯進行，期中考或期末考都會安排在教室考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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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案業經 105年 4月 25日財務金融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課

程委員會通訊投票; 105 年 5月 9 日科技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5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訊投票通過。 

辦法：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 

1.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2. 計量財務金融系 104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結果 

3. 科技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5 次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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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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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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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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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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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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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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紀錄 

 

時間：105年 4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點：台積館 5樓 510室 

可投票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序)： 

王馨徽老師、何泰寬老師、余士迪老師、林哲群老師、索樂晴老師、馬可立老師 

曾祺峰老師、黃裕烈老師、蔡子晧老師、謝佩芳老師、鍾經樊老師、韓傳祥老師 

 

 

案 由、有關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簡稱MOOCs)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 

學』討論案。 

說 明： 

(1) 105年4月13日(星期三)接獲本校教學發展中心來信提案，為配合校課程委員會議時

間，故以通訊投票方式進行。 

(2) 申請課程： 

科目 學分 教員 
人數 

限制 
必選修 

財務決策分析  

Financial Decision Analysis 
2 林哲群 80 選修 

(3) 教學模式說明： 採用非同步遠距教學，18週課程包括兩種授課方式：遠距教學和教 

室面授，每門課規劃都有一半的週數，由學生自行遠距觀看影片，另一半的週數到教室討 

論或是考試，兩種方式交錯進行，期中考或期末考都會安排在教室考試。 

(4) 檢附課程大綱，如附件。 

 

決 議：經不記名投票結果，且同意票數達 1/2(含)以上，通過林哲群老師新開課程申請

案。投票結果如下表： 

 

姓名 課程名稱 審議結果 
得票數 

(有效票數6票) 
驗票 

林哲群 
財務決策分析  

Financial Decision Analysis 
通過 同意：6票，不同意0票 余士迪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5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訊投票紀錄] 

投票期間：105 年 4 月 29 日起至 5 月 9 日(一)12:00 止 

投票委員：黃朝熙院長、劉瑞華主任、余士迪主任、林博文委員、范建得所長、

嚴秀茹所長、吳世英主任、張寶塔主任、趙相科委員、彭心儀委員、

何泰寬委員、王俊程委員、丘宏昌執行長 

開票時間：105 年 5 月 9 日(一)中午 13:30 

地點：台積館 530 科管院會議室 

 

案由一、審議計財系新增一門非同步遠距課程：財務決策分析(英文課名 Financial 
Decision Analysis)3 學分，教師：林哲群教授。 

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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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案經 105.4.25 計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課程大綱如附件)，
敬請審閱。 

(三) 開、驗票：將於 105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13：30 科管院辦公室開票統

計，並邀請一位委員監票。票數以投票人數超過全體委員 1/2 人數為通過。 
 

決議：發出13張通訊信函、收回8份，經不記名投票結果且同意票數達1/2(含)以

上，通過林哲群老師新開課程申請案。投票結果如下表： 

 

案由 審議結果 
得票數 

(有效票數8票) 驗票 

計財系新增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 

財務決策分析 

通過 8票同意，0票反對，0

票棄權 

黃朝熙

院長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羅中泉老師開設之「計算機神經科學」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提案單位/提案人：系神所 /焦傳金 

說明： 

  (一)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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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LSSN510700/計算神經科學」首次開設非同步遠距課程。 

  (三)105 學年度第 1學期本系非同步遠距課程如下： 
科號 
組別 課名 學分 教師 必選修 

班別 備註 

LS324700 計算神經科學 2 羅中泉  選修 

(1) 105年4月15日系統神經

科學研究所104學年度第2次
所課程委員會。 
(2) 105年4月29日生命科學

院104學年度第3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附件一：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_教學計畫大綱(羅中泉) 

附件二：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附件三：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附件四：歷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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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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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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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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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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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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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

必填）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88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

址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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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Membrane potential and 

Nernst equation 
2. Leaky integrate-and-fire 

model 

遠距教學 

2 Discussion, Q&A  面授 
3 1. Synapses & channels 

2. Hodgkin-Huxley model 
遠距教學 

4 Discussion, Q&A  面授 
5 Signal propagation in single 

neurons  
遠距教學 

6 Neural network simulators 遠距教學 
7 Discussion, Q&A  面授 
8 期中考 面授 
9 1. Stability 

2. Bifurcation 
3. Matrix analysis and linear 

algebra 

遠距教學 

10 Discussion, Q&A 面授 
11 1. Firing rate model and small 

networks 
2. Stability in two-dimensional 

systems 
3. Recurrent network 

遠距教學 

12 1. Memory.  
2. Oscillation 
3. Synaptic plasticity 

遠距教學 

13 Discussion Q&A 面授 
14 1. Hebbian learning 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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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supervised learning 
3. Classical conditioning 

15 Discussion Q&A 面授 
16 1. Operant conditioning 

2. Decision making 
遠距教學 

17 Discussion Q&A 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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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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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地  點：生命科學二館 218 會議室 

主持人：焦傳金 所長 

出席人員：張兗君教授(請假)、江安世教授(請假)、周姽嫄教授(請假)、汪宏達

教授、王歐力副教授(請假)、陳令儀副教授(請假)、桑自剛副教授(請

假)、張慧雲副教授、羅中泉副教授、張壯榮副教授、張鈞惠助理教

授 

學生代表：朱珮萱同學、高聖淵同學 

紀錄: 洪雅雯 小姐 

 

一、主席報告： 

    1.確認 104 學年度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二、討論事項 

    案由ㄧ：審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課程【附件 1】。 

    說  明：1.羅中泉老師開授「LSSN510700計算神經科學」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簡稱MOOCs)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依規 

             定每次開課均須擬具教學計畫，送課程相關委員會研議，提經 

             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  

(1) 申請課程：  

科號 科目 學

分 

上課 

時間 

教室 教員 人數 

限制 

必選修 

LSSN510700 計算神

經科學 

2 T7T8 生二 

217 

羅中泉 15 選修 

(2) 教學模式說明：採用非同步遠距教學，18週課程包括兩種授 

課方式：遠距教學和教室面授，每門課規劃都有一半的週數，

由學生自行遠距觀看影片，另一半的週數到教室討論或是考              

試，兩種方式交錯進行，期中考或期末考都會安排在教室考              

試。 

(3) 檢附課程大綱，如【附件2】。  

  

           2.張鈞惠老師新開授一門2學分的「LSSN515100行為神經科學特論 

             」選修課程，檢附課程大綱，如【附件3】。 

 

           3.生科院碩士班的必修「論文」，以往由生科系開設(科號為LS600200 

             論文)，依據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決議自 105 學年度 

             起回歸各所開設，本所科號將為「LSSN600200 論文」。 



    結 論：1.同意羅中泉老師開授 2 學分的「LSSN510700 計算神經科學」非 

    同步遠距教學選修課程。 

           2.同意張鈞惠老師新開授 2 學分的「LSSN515100 行為神經科學特

論選修課程。 

           3.其餘課程亦全數通過。 

           4.本案將依規定提送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審議。 

 

    案由二~三：略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中午 12 時 40 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神所開課課表 

新開 科 號 科 目 學分 上課時間 教 室 教 師 人 限 必選修 備註 

  LSSN510100 
理論神經科學特論一 

Special Topics on Theoretical Neuroscience I 
2 M5M6 生二 206 羅中泉 0 選修 需與授課老師討論後加簽選課  

※ LSSN510700 
計算神經科學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2  T7T8 生二 217  羅中泉 15 選修 

非同步遠距教學 

(磨課師輔助教學) 

  LSSN510900 
神經傳導與精神分析特論一 

Neurotransmission and Psychoanalysis 
2  F7F8  生二 207  張慧雲   選修 英語授課 

  LSSN514200 
神經體研究專題一 

Special Topics in Connectomics I 
1 F7  生一 112  

羅中泉(0.5) 

桑自剛(0.5) 
0 選修 需與授課老師討論後加簽選課  

※ LSSN515100 
行為神經科學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 MaMb 生二 206 張鈞惠 0 選修 需與授課老師討論後加簽選課  

  LSSN525100 
神經科學一 

Neuroscience I 
3 W2W3W4 生二 206  

張兗君(1) 

周姽嫄(1) 

葉世榮(1) 

  選修   

  LSSN590100 
書報討論 

Seminar 
1  W5 生二 117  郭崇涵 12  必修   

  LSSN590300 
專題討論 

Colloquium 
1  R3R4  生二 207  張慧雲 40  必修 英語授課，限生科院碩士班 

  LSSN 600200 
論文 

Thesis 
2    指導教授   必修 

大學部同學不得點選/排除碩士班 1

年級 

附件 1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common/TIMECODE.htm?ACIXSTORE=loq9lkge0mlgqsrooktnmggdl3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35272.php?Lang=zh-tw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common/TIMECODE.htm?ACIXSTORE=loq9lkge0mlgqsrooktnmggdl3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35272.php?Lang=zh-tw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35272.php?Lang=zh-tw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common/TIMECODE.htm?ACIXSTORE=loq9lkge0mlgqsrooktnmggdl3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35272.php?Lang=zh-tw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common/TIMECODE.htm?ACIXSTORE=loq9lkge0mlgqsrooktnmggdl3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35272.php?Lang=zh-tw


附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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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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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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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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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

必填）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88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

址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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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Membrane potential and 

Nernst equation 

2.  Leaky integrate-and-fire 

model 

遠距教學 

2 Discussion, Q&A  面授 

3 1.  Synapses & channels 

2.  Hodgkin-Huxley model 
遠距教學 

4 Discussion, Q&A  面授 

5 Signal propagation in single 

neurons  
遠距教學 

6 Neural network simulators 遠距教學 

7 Discussion, Q&A  面授 

8 期中考 面授 

9 1.  Stability 

2.  Bifurcation 

3.  Matrix analysis and linear 

algebra 

遠距教學 

10 Discussion, Q&A 面授 

11 1.  Firing rate model and small 

networks 

2.  Stability in two-dimensional 

遠距教學 



systems 

3.  Recurrent network 

12 1.  Memory.  

2.  Oscillation 

3.  Synaptic plasticity 

遠距教學 

13 Discussion Q&A 面授 

14 1.  Hebbian learning 

2.  Unsupervised learning 

3.  Classical conditioning 

遠距教學 

15 Discussion Q&A 面授 

16 1.  Operant conditioning 

2.  Decision making 
遠距教學 

17 Discussion Q&A 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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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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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第 1 學期新開課程課程大綱 

科號  LSSN5151 組別 00 學分  2 人數限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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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b 教室 生二 206 

科目中文名稱 行為神經科學特論 

科目英文名稱 Special Topic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任課教師 張鈞惠 

擋修科目 需與老師討論後加簽選課 擋修分數  

 

 

※下列各欄由任課教師提供※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將討論行為神經科學領域的相關研究進展 

二、指定用書 無 

三、參考書籍 無 

四、教學方式 論文選讀及方法學討論 

五、教學進度 每週討論 

六、成績考核 任課教師評分 

七、講義位址 

    http:// 
 

 

 

附件 3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 月 4 日 

案由：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命科學系非同步遠距課程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系/楊嘉鈴 

說明： 

  (一)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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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LS324700 細胞神經科學」課程於 103及 104學年度的第 1 學 

期均有開授。 

  (三)105 學年度第 1學期本系非同步遠距課程如下： 
科號 

組別 
課名 學分 教師 

必選修 

班別 
備註 

LS324700 細胞神經科學 2 焦傳金  選修 

(1)105年4月22日生命科學

系104學年度第2次系課程委

會議通過。 

(2)105年4月29生命科學院

104學年度第3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 

 

附件一：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_教學計畫大綱(焦傳金) 

附件二：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附件三：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附件四：歷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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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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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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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神經科學 
2.  課程英文名稱 Cell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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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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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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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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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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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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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

必填）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42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

址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42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腦科學為 21 世紀最重要的研究領域，而神經科學即是腦科

學的基礎。在本課程中，我們將介紹神經細胞的基本構造與功

能、神經訊號的產生與傳遞、神經細胞間的溝通與塑性、神經

細胞的發育與改變、神經系統的退化與再生。藉由重要觀念的

解說與實驗數據的分析，本課程期望所有修習的學生都能對神

經細胞的特性有充分的瞭解，做為探索腦功能的重要基礎。 

二  適合修習對象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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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amental properties of neurons 遠距教學 
2 Online Discussion Q&A 遠距教學 
3 Synaptic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遠距教學 
4 Discussion Q&A 面授 
5 Transmission of neural signals 遠距教學 
6 Discussion Q&A 面授 
7 Synaptic transmission:  

neurotransmitters 
遠距教學 

8 Discussion Q&A 面授 
9 期中考 面授 
10 Synaptic transmission: plasticity 遠距教學 
11 Discussion Q&A 面授 
12 Development of neurons 遠距教學 
13 Discussion Q&A 面授 
14 Development of synapses 遠距教學 
15 Discussion Q&A 面授 
16 Degener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neurons 
遠距教學 

17 Discussion Q&A 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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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42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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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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hiao@life.nthu.edu.tw 
2. 教室面授時間：週五第 Fa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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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期中及期末考 40%、課堂期末考 40%、出席表現 10%、作
業討論 1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 

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4月 22日(星期五)中午 12:00~13:30 

地    點：生科二館 204會議室 

主    席：楊嘉鈴主任 

出席人員：徐瑞洲老師、焦傳金老師、藍忠昱老師、蘇士哲老師 

記    錄：楊雅婷小姐 

報告事項： 

一、本系大一必修課「生命科學一」自 105學年度起配合生科院大學

部共同核心課程規劃，改以院科號開課，二系一班共同上課。 

二、生科院碩、博士班的論文、論文研究及核心課程自 105學年度起

改以所的科號開課。 

三、本系 104學年度暑期(105年 7~8月)仍依往例不開課。 

四、原科院學士班大三生陳昱勳，雙主修本系，因必修課衝堂，擬修

習醫科系的「細胞生物學」抵免本系的「分子與細胞生物學一」。 

五、支援外系「生命科學導論」(W789及 R789)的授課教師陸續退休。 

六、邀請焦傳金老師於今年舉辦「教學工作坊」講座。 

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議生科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開課課程。 

說  明：1.李家維老師與黃貞祥老師共同新開授一門 3學分的選修課

程「LS214500未來地球生態學」。(檢附課程大綱) 

        2.焦傳金老師開授 2學分的選修課程「LS324700細胞神經科

學」因屬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依規定每次開課均須擬具

教學計畫，送課程相關委員會研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並

報教育部備查。(檢附課程大綱) 

        3.大三必修課「書報討論」有 7位教師提出授課申請。目前

105上預估應有 51人修課。 

        4.「LS383100 生命科學專題實驗」(1 學分)課程列為本系必

修課的可行性。 

決  議：通過生科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開課課程如【附件一】，本

案將依規定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1.通過李家維老師與黃貞祥老師共同新開授的 3學分選修課

程「LS214500未來地球生態學」。 



        2.通過焦傳金老師開授非同步遠距教學的 2 學分選修課程

「LS3247細胞神經科學」。 

        3.大三必修的「書報討論」課程經討論協調後，請焦傳金老

師轉知新進的郭崇涵老師 105上先不教授此課程，由其他

6位老師開授，每組學生人數 8-10人。 

        4.「LS383100 生命科學專題實驗」(1 學分)課程列為本系必

修課的可行性，先不做改變，待集思廣益後再行討論。

可利用「教學工作坊」講座時間討論可行性。 

 

案由二：審議生科系 105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

學分表。 

決  議：通過生科系 105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

學分表如【附件二】。本案將依規定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 

 

案由三：審議 105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學程課程表。 

決  議：通過 105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生命科學」學

程課程表如【附件三】。本案將依規定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

審議。 







生命科學系焦傳金老師「細胞神經科學」課程歷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課程：細胞神經科學 題目 
101-1 平均 
(滿分 4 分) 
傳統授課 

102-1 平均 
(滿分 5 分) 
傳統授課 

103-1 平均 
(滿分 5 分) 
傳統授課 

103-1 平均 
(滿分 5 分) 

MOOC 

104-1 平均 
(滿分 5 分) 

MOOC 
內容 內容豐富且組織完善，符合教學目標。 3.17 4.6 4.08 4.86 4.71 

方法 
教師講解清楚而有條理 3.33 4.7 4.25 4.86 4.68 
在課堂中與同學有良好的互動 3 4.2 3.92 4.79 4.65 

態度 充分準備課程內容及教材 3.33 4.67 4.42 4.86 4.73 
評量 評量方式合理地反映教學重點及同學的學習成效 3.17 4.3 3.92 4.64 4.35 

整體綜合意見 
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表現優良 3.83 4.8 4.67 4.93 4.85 
我覺得這是一門品質優良的課程 3.17 4.6 4.33 4.79 4.62 

系所前標(教學表現優異) 
 

3.75 4.8 4.6 4.61 4.65 
實體修課人數 

 
10 13 17 21 49 

      
 

網路修課人數 
    

1,349 992 
網路填卷人數 

    
94 40 

課程滿意度(同意以上) 
    

87.2% 67.5%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05 月 09日 

案序：磨課師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簡稱 MOOCs)課程申請『非

同步遠距教學』討論案。 

提案單位/提案人：資訊工程學系/黃能富教授 

說明： 

科號組別 科目 學分 上課時間 教員 人數限制 必選修 

CS321300 物聯網概論與應

用 

3 TaTbTc 黃能富 40人 

2.3.4年級 

排除電資院學生 

選修 

1. 教學模式說明： 
採用非同步遠距教學，18 週課程包括兩種授課方式：遠距教學和教室面授。每

門課規劃的比例稍有不同，但大致都有一半的週數，由學生自行遠距觀看影

片，另一半的週數到教室討論或是考試，兩種方式交錯進行。期中考或期末考

都會安排在教室考試。 
2. 檢附課程大綱，如附件。 

辦法：  

附件：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本系課程委員會會

議紀錄、本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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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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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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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2. 課程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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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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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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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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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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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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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

必填）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734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734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是非常重要也受到高度關

注的議題, 主要訴求是"物物聯網"或是"萬物聯網", 就是將全球

物件以及各式各樣的感應器 (sensors) 等等也連上網路, 除了資

料與數據收集分析外, 也可以回饋進行各種控制, 這對於未來

生活的便利性將有極大的影響. 物聯網的應用極為廣泛, 例如

智慧生活 (專戴式裝置狀, 智慧手環, 智慧手錶),  智慧城市 (綠
能), 智慧交通 (大眾運輸, 車載通訊, 自動車), 智慧醫療 (居家

照護), 智慧物流 (快遞), 智慧農業 (溫室或農場之溫溼度環境), 
智慧安全 (安全保全監控系統), 智慧電網 (智慧電表與電力輸

送), 智慧建築 (智能綠建築)等等。 本課程內容特別專注於探討

物聯網的感應層, 感應平台, 感應網路, 物聯網無線通訊技術, 
以及物聯網應用等等。除了理論的探討之外, 本課程也規劃感應

器平台的應用實作, 預計使用 Arduino, Raspberry PI, LinkitONE 
等等感應器平台加上多種感應器如溫溼度, 光度, 氣體感應器, 
多軸加速器等等讓同學有實際動手的實務經驗, 在雲端數據收

集方面則將使用與微軟的 Azure 雲端平台 IoT suite 可將同學

實作的感應器數據收集分析。藉由重要觀念與系統的解說、物

聯網感應器實作、以及雲端物聯網數據彙整平台的使用，本課

程期望所有修習的學生都能瞭物聯網運作原理與創新應用的發

展。 

二 適合修習對象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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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架構與應用簡介 遠距教學 
2 物聯網實體層技術 (Physical 

devices with sensors) 
遠距教學 

3 物聯網感知層技術 (Sensors and 
Sensor networks) 

遠距教學 

4 Arduino 感應器平台介紹與實習 面授 
5 物聯網網路層技術 

( 2G/3G/4G/5G Networks) 
遠距教學 

6 Arduino 感應器平台介紹與實習 面授 
7 物聯網應用層 (Applications) 遠距教學 
8 Raspberry PI 感應器平台介紹與

實習 
面授 

9 期中考 面授 
10  物聯網感測器平台 (Sensor 

Node Platforms) 
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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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aspberry PI 感應器平台介紹與

實習 
面授 

12 物聯網感測器網路路由協議 
(Routing Protocols for Sensors 
Networks) 

遠距教學 

13 Linkit ONE 感應器平台介紹與實

習 
面授 

14  低功耗流失網路 IPv6 路由協議 
RPL (IPv6 Routing Protocol for 
Low power and Lossy Networks)  

遠距教學 

15 Aruze 雲端平台 IoT Suite 實習 面授 
16 限制性應用通訊協議 CoAP 

(Constrained Application Protocol)  
遠距教學 

17 物聯網應用系統實習成果分享 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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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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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huang@cs.nthu.edu.tw 
2. 教室面授時間：每週二第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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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表現 10%、實習成果 2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1 

資訊工程學系 104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 

會 議 紀 錄 
 

時間：105 年 4月 14 日(星期四)中午 12點 

地點：台達館 528會議室 

出席：賴尚宏主任、邱瀞德教授、許健平教授、王廷基教授、李哲榮教授 

記錄：詹凱雲、林宜靜 

 

討論事項： 

一、105學年度上學期排課結果  (如附件一_p1‐p3) 

 

(以上省略) 

3.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簡稱MOOCs)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討論

案。 

科號組別  科目  學分 上課時間  教員  人數限制  必選修

CS3213 物聯網概論與應用 3 TaTbTc 黃能富 

40 人 
2.3.4 年級 
磨 課 師 課

程，排除電

資院學生。

選修 

 

(1) 教學模式說明： 

採用非同步遠距教學，18 週課程包括兩種授課方式：遠距教學和教室面授。每

門課規劃的比例稍有不同，但大致都有一半的週數，由學生自行遠距觀看影片，

另一半的週數到教室討論或是考試，兩種方式交錯進行。期中考或期末考都會安

排在教室考試。 

(2) 檢附課程大綱，如附件五_p15‐p17。 

決議：同意開課及改為 3學分。 

 

 

(以下省略) 



電機資訊學院 104 學年度第二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記錄  

 

日期：105 年 4 月 27 日 (週三) 中午 12：40  

地點：台達館 304 會議室 

主席：鄭克勇院長 
出席：(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廷基所長、王俊堯主任、王炳豐教授、王家祥教授、呂忠津教授（請假）、 
邱博文所長（金雅琴教授代）、徐碩鴻主任、馬席彬副主任、陳朝欽教授、 
馮開明所長、黃衍介所長、黃能富教授（請假）、黃錫瑜教授、趙啟超教授、 
賴尚宏主任。 
 

報告事項： 
1、各系/所/班提送之 105 學年第一學期課程規畫，尊重各系/所/班課程會議之決定。 

 

審議事項： 
案一：審議各系/所/班提送之 105 學年大學部及研究所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 

說明：105學年大學部「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畢業學分結

構表」、「第二專長課表」、及「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及本年度新

增之「跨領域學習計畫學生第一專長課程表」，業經各系/所/班之課程會議初審

通過，會議時間及審議事項整理如下表。修訂資料詳附件一。 

  
電機系 資工系 學士班 電子所 積體製

程專班 通訊所 資應所 光電所 

大 

學 

部 

學生必修科

目、學分數暨

畢業總學分表 
V,修改 V ,修改 V  

 
   

畢業學分結構

表 V,修改 V,修改 V  
 

   

第二專長學分

表 V V,修改   
 

   

跨領域學習計

畫學生第一專

長課程表 
V,新訂 V,新訂   

 
   

研

究

所 

研究生必修科

目及必修總學

分數 
V V  V V,新訂 V V V 

 系所課程會議

審議通過 4/22 4/14 4/22 4/11 4/11 3/7 4/25 4/7 



決議： 

（一）兩系提送之「跨領域學習計畫學生第一專長課程表」，涉及院共同必修課程之

訂定與否及如何訂定，需由電機系、資工系及院學士班課程委員進一步討論並

建立共識，本次會議暫不決議。請徐碩鴻主任儘速召集會議討論並提出建議，

交付下一次課程會議決議。 

（二）電機系修改「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及「畢業學分結構表」；

資工系修改「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畢業學分結構表」、

「第二專長學分表」；電子所積體製程專班新訂「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

分數」皆照案通過。 

案二：各系所新增課程。 
說  明：共計 5 門新增課程彙整如下，授課大綱詳附件二。 
單位 課程名稱 科號 學分 教師 備註 

電機系 合成生物學的實驗

方法和模型 
EE3991 3 楊雅棠 105.04.22 電機系課程會議

通過。 

光電所 

創意微影學（I） IPT5992 3 林本堅 105.04.22 電機系課程會議

報備。 

創意微影學（II） IPT5993 3 林本堅 105.04.22 電機系課程會議

報備。 

資工系 

進階 UNIX 程式設

計 CS5432 3 徐正炘 
105.4.14 資工系課程會議

通過。 
大規模機器學習實

務 
CS5655 3 吳尚鴻 

決議：照案通過。 
 
案三：資工系MOOCs課程「物聯網概論與應用」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案。 

說明：本案經 105.4.14 資工系課程會議審議通過。課程大綱詳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13：15）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05 月 09日 

案序：訂立「國立清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提請 審

議。 

提案單位/提案人：教學發展中心 /焦傳金主任 

說明：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參與磨課師課程製作，設立實施、申請、補助

與獎勵等方式，提升本校製作磨課師課程品質，爰訂定本辦法。 

(二) 案序業經104年10月13日教學發展中心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3

次中心會議;105年3月2日教務處104學年度第7次處務會議通過。 

 

辦法： 如附件 

附件：國立清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教學發展中心

會議紀錄、教務處處務會議紀錄。 



國立清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 
 

 
一、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線上學習與翻轉課程教學，鼓勵教師開設大規模開

放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以下簡稱 MOOCs 課程)，特訂定「國立清

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實施方式 
(一) 本要點所指 MOOCs 課程係透過本校 MOOCs 平台，上傳教學內容與配合教學進

度實行。 
(二) 課程之教學內容應採用影音、簡報或動畫等數位教材，配合線上進行點名、測驗

評量、互動討論、作業繳交等方式實施課程。 
(三) 每單元影片應提供一個完整的學習概念，每段影片長度以 5 至 20 分鐘為宜，不

採用隨堂錄影。 
三、 申請方式 

(一) 為均衡本校各院發展，教學發展中心將規劃各系所特色 MOOCs 課程，申請為每

年度新拍攝計畫課程。 
(二) 若為非該年度教學發展中心規劃之 MOOCs 課程，將邀請校內外專家三人擔任課

程審查委員進行評選，申請表詳如附件。 
 

四、 補助與獎勵 
(一) 通過計畫審查之 MOOCs 課程，依教師錄製鐘點費標準 800 元*最多 125 小時，

最高補助教師鐘點費每門課程新台幣 10 萬元整，另每門課程教材製作及助教課

輔費用之補助最高新台幣 5 萬元整。 
(二) 通過計畫審查之 MOOCs 課程，每門課程皆補助 1 名助教，同時依照課程報名人

數彈性調整助教人數，每門課程上限至多 5 名助教。 
(三) 依「國立清華大學教學獎勵補助辦法」補助開設 MOOCs 課程教師獎勵金。 
(四) 授課教師於課程製作該學年度，每 8 小時 MOOCs 課程採計授課學分 1 學分。 
(五)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以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或本校校務基金支應，教學發展中心將

可依狀況而定調整或終止其補助與獎勵。 
 

五、 學分取得及修課證明 
教師得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搭配磨課師進行翻轉課程教學。 
(一) 學生修習符合「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並呈報教育部之 MOOCs 課程，並完成

選課手續，經授課教師評核考試成績及格者取得該課程學分。 
(二) 非經上述申請之網路學習者，經授課教師評核考試成績及格者，僅核發線上修課

證明，不作為本校學分抵免。 
(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照本校學則及開課相關辦法辦理。 

 
 
六、 資料留存規範 

MOOCS 課程之教學大綱、教材內容、互動紀錄、評量紀錄及作業報告等，須依資料

屬性各別由教務處所屬權責單位依規定保存，以供日後查詢及審閱相關資料之用。 
 
 



七、 著作權相關規範 
凡經計畫審核通過之 MOOCs 課程，所完成之影音教材著作人格權屬歸開課教師所有，

著作財產權屬本校與授課教師雙方所共有，相關權利與義務依照「國立清華大學磨課

師課程授權與使用同意書」辦理。 
 
 

八、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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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中心會議議程 

時    間：10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10：40 

地    點：學研組辦公室 (行政大樓一樓 105 室) 

主 持 人：焦傳金主任 

出席人員：楊梵孛組長、曾建維博士、吳孟芬小姐、紀佩育小姐、鄭莉臻小姐、

蘇郁琇小姐 

請假人員：黃承彬組長 

記錄：莊淩芸 

壹、 報告事項 

一、中心事務 

   (一) 磨課師新聘助理詹志潔將於 10 月 19 日至教發中心報到。 

二、教師發展與助教培訓組 

(一)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評量試行計畫：本學期線上申請件數20件，

實際繳交紙本申請表 5 件（尚有 15 件未繳交），繳交截止期限為 10/13

日。 

 紀錄：目前實際繳交紙本申請表 10 件(尚未繳交 5 件)，預計 10/20 召開

說明會。 

(二) 榮譽課輔員: 10/17(六)書卷獎暨榮譽課輔員頒獎典禮，頒發 103 下學期

榮譽課輔員獎狀。 

 紀錄：預計 10/21 召開說明會。 

三、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線上課輔作業： 

1. 開設微積分、英語會話、英檢中高級、英文寫作、多益英文、初級日語

(A)、初級日語(B)等七門課程。 

 紀錄：黃組長建議今年新增初級日語。 

    2. 10/1(四)進行線上課輔說明會，7 位課輔員皆參與。 

    2. 10/6(一)至 10/8(四)開放線上課輔教室供課輔員練習。 

    3. 10/12(一)為線上課輔正式開始。 

四、學習促進與研究規劃組 

(一) 1041 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補助申請案共 28 件(如附件一)，今日決議是

否通過補助。 

(二)10/5(一)中午已舉辦 1031 優良小組頒獎暨 1041 召集人說明會，10/12

起開始不定期讀書會訪視。 

(三)10/6 已舉辦第一場學習系列講座「勇敢走出自己的路」，整體滿意度 97%。

近幾場已舉辦學系列講座參與情形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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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放式課程 

(一) 開放式課程 

1. 10410 開放式課程業務執行概況如下所示（統計時間至 10.8 12:00 止） 

課程 拍攝講次 時數 上傳講次 剪輯中 備註 

控制系統一 L1-L7 11 L1-L5 L6-L7 ◆9/17 19:0 補課; 10/8 19:00 補課;10/19 考試。 

離散數學 L1-L5 11 L1-L5 L6-L7  

數位生訊 L1-L3 9 L1-L2 L3  

系統模擬 L1-L4 12 0 L3-L4 ◆L1.L2 授課老師校對中 

電子顯微鏡一 L1-L3 9 L1-L2 L3  

程式設計一 L1-L3 6 L1 L2. L3 ◆10/8 13:20-15:30 補課，此課程研習課不拍攝. 

    2.開放式課程 9 月 Google analytics 報表為網站訪客數 50,834 人次、使用者

27,336 人次、瀏覽量 258,565 次（台灣使用者約 80.29%、大陸 10.99%、美國 7.73%）。 

     3.開放式課程各類經費執行率為: N 類業務費 99%、N類研究生獎助金 

       57%、M類業務費 98%、T類 100%(含已採購未核銷) ，J類資本門 62.5%。 

     4.開放式課程 104 年 7 至 9 月季報詳附件二所示。 

紀錄：N 類研究生獎助金及 J 類業務費預計執行至年底，T 類目前執行

率為 61%。 

(二) 磨課師課程 

1. 104 磨課師課程《量子物理導論》已完成前七週的錄製及後製(統計時間至 10/8 

15:00 PM)，預計 10/19(一)錄製完畢。 

紀錄：預計 10 月底後製完成。 

2.《計算神經科學》羅中泉老師已完成 11 段影片(待老師安排週次段落)。 

3. 空大磨課師課程合作案，本次共 9 位同學報名，其中 6 位為空大學生。 

紀錄：另外 3 位為在職或其他大學。 

4. 上週拜訪服科所徐茉莉與雷松亞老師，確認於英國 Future Learn 平台開課意

願。 

紀錄：最快下學期開始拍攝，預計明天秋天上線。內部協調志潔或郁琇之拍攝

工作分配。 

5. 9/29 (三)繳交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最終版本，9/30(三)綜教組已送出

查。 

6. 10/20(二)至 10/24(六)周懷樸副校長將率團至重慶洽談合作，本中心將參與磨

課師合作案，預計拜訪重慶大學、重慶郵電大學與重慶市教育廳，現正規

0

50

100

150

200

人數 

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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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合作草案與契約中。 

紀錄：訪問地點新增重慶理工大學，是否與清大有機會合作，如簽約，須事後

稟報教育部。 

7. 10401 磨課師課程相關數據如下： 

 

授課科目 開課平台 開課時間 目前報名人數 

電腦網路概論 

ShareCourse 

104/9/14~12/14 6,639 

程式設計導論 104/9/14~11/15 2,368 

細胞神經科學 104/9/14~11/15 857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 104/9/14~10/25 247 

財務管理 
清華磨課師 

104/9/14~11/08 
2,694 

學堂在線 8,238 

量子物理導論 
清華磨課師 

104/9/14~11/15 
581 

學堂在線 961 

細讀張愛玲 
清華磨課師 

104/9/14~11/15 
1,901 

學堂在線 5,120 

(統計至 10/7 16:00 PM) 

 

討論議題 

一、《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計畫》申請案共計 28 件，是否通過補助？請 審

議。(如附件一) 

紀錄： 

1.《10410S047》、《10410S048》、《10410S049》、《10410S050》、《10410S051》、

《10410S052》、《10410S054》、《10410S055》、《10410S056》、《10410S057》、

《10410S058》、《10410S060》、《10410S061》、《10410S063》、《10410S066》、

《10410S067》、《10410S069》、《10410S070》、《10410S071》、《10410S072》、

《10410S074》、《10410S075》等申請案給予補助。 

2. 《10410S053》、《10410S059》、《10410S062》、《10410S065》、《10410S073》、

《10410S076》等申請案不給予補助。 

二、《課程與教學研究計畫》10410B001 平板電腦與虛擬社群融入體育課程

羽球技能教學效果之研究申請案外審意見詳如附件，請 審議。(如附件三) 

紀錄：通過。建議業務費中 iPad mini 2 購買 16G 即可。 

三、協助新進教師短片拍攝規劃，詳如附件四。 

紀錄： 

教學：利用中心電子報專欄文章、書面訪談等方式，編入手冊。 

研究/服務：先從首頁故事尋找適合的文章。 

如果需剪接短片會比較困難，建議從手冊入門。 

四、國立清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更正版)如附件五，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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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紀錄：通過。按照學校程序完成(中心會議→處務會議→校發會議→校務會

議)，下一階段進入處務會議。 

貳、 臨時動議 

散  會：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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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104學年度第7次處務會報紀錄 

時  間：105年3月2日（星期三）15：00 
地  點：行政大樓2樓第2會議室 
主持人：戴念華教務長                                                                               
出席人員：如簽名單                                         記錄：蔡宜朋 

壹、主席報告：（略） 

貳、各組業務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清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後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 

 

肆、散會：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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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清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 

一、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線上學習與翻轉課程教學，鼓勵教師開設大規模開

放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以下簡稱 MOOCs 課程)，特訂定「國立清

華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實施方式 

(一) 本要點所指 MOOCs 課程係透過本校 MOOCs 平台，上傳教學內容與配合教學進

度實行。 

(二) 課程之教學內容應採用影音、簡報或動畫等數位教材，配合線上進行點名、測驗

評量、互動討論、作業繳交等方式實施課程。 

(三) 每單元影片應提供一個完整的學習概念，每段影片長度以 5 至 20 分鐘為宜，不

採用隨堂錄影。 

三、 申請方式 

(一) 為均衡本校各院發展，教學發展中心將規劃各系所特色 MOOCs 課程，申請為每

年度新拍攝計畫課程。 

(二) 若為非該年度教學發展中心規劃之 MOOCs 課程，將邀請校內外專家三人擔任課

程審查委員進行評選，申請表詳如附件。 

四、 補助與獎勵 

(一) 通過計畫審查之 MOOCs 課程，依教師錄製鐘點費標準 800 元*最多 125 小時，

最高補助教師鐘點費每門課程新台幣 10 萬元整，另每門課程教材製作及助教課

輔費用之補助最高新台幣 5 萬元整。 

(二) 通過計畫審查之 MOOCs 課程，每門課程皆補助 1 名助教，同時依照課程報名人

數彈性調整助教人數，每門課程上限至多 5 名助教。 

(三) 依「國立清華大學教學獎勵補助辦法」補助開設 MOOCs 課程教師獎勵金。 

(四) 授課教師於課程製作該學年度，每 8 小時 MOOCs 課程採計授課學分 1 學分。 

(五)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以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或本校校務基金支應，教學發展中心將

可依狀況而定調整或終止其補助與獎勵。 

五、 學分取得及修課證明 

教師得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搭配磨課師進行翻轉課程教學。 

(一) 本校學生修習符合「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並呈報教育部之 MOOCs 課程，並

完成選課手續，經授課教師評核考試成績及格者取得該課程學分。 

(二) 非經上述申請之網路學習者，經授課教師評核考試成績及格者，僅核發線上修課

證明，不作為本校學分抵免。 

(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照本校學則及開課相關辦法辦理。 

六、 資料留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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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 課程之教學大綱、教材內容、互動紀錄、評量紀錄及作業報告等，須依資料

屬性各別由教務處所屬權責單位依規定保存，以供日後查詢及審閱相關資料之用。 

七、 著作權相關規範 

凡經計畫審核通過之 MOOCs 課程，所完成之影音教材著作人格權屬歸開課教師所有，

著作財產權屬本校與授課教師雙方所共有，相關權利與義務依照「國立清華大學磨課

師課程授權與使用同意書」辦理。 

八、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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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年    月    日 

案由：本校動機系、工工系及奈微所及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自

訂「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

相關規定」，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提案人：推廣教育中心 

說明：考量雙聯學位合作各國學制及要求不同，符合本校現行之畢

業規定有相當的難度，為使境外雙聯學生順利取得本校博士學位，

系所依據本校學則第 58 條另訂境外博士學生修課相關辦法，並依

「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第 8 條，提請

審議。 

辦法：如附件。 

附件： 

1.動機系雙聯博士學位境外生修業辦法及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2.工工系雙聯博士學位境外生修業辦法、系課程委員會議記錄、學

術及國際學生事務委員會議紀錄。 

3.奈微所雙聯博士學位境外生修業辦法及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4.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5.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境外生修業辦法及院課程委員會議紀

錄。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 

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105.04.14 一○四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04.28 一○四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 本規定適用對象為依「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核准就讀本 系博士班之境外大學研究生。 

2. 修課規定依「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五十八條、兩校合約或備忘錄、及本

系博士班修業規範辦理，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應修習本系研究所專業課

程至少6學分(A-或80以上)、至少1學分本系或奈微所所開之書報討論課、

及外加 2 學期博士班論文研究。 

3. 應修習通過「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4. 就讀本系博士班之境外之非英語系國家學生，其英語能力依本系博士班學

生第一外國語之畢業規定辦理並提出證明。 

5. 博士班資格考核由原就讀學校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送學術委員會審核（原就

讀學校所修習之資格考核相關科目可予以認定），如有必要得另進行口

試。 

6. 欲申請「正式論文口試」須滿足以下條件方可進行。 

a. 必須通過資格考核。 
b. 已發表(含正式接受刊登)與博士論文相關之 SCI 期刊及國際會議論文至

少三篇，其中至少一篇須由雙方指導教授及所屬單位共同列名發表於

SCI 期刊。 
c. 非英語系國家大學研究生必須通過第一外國語審定資格。 

7. 博士學位考試方式（含論文、口試相關作業）及其他事項依兩校合約或備

忘錄、及本系博士班修業規範辦理。 

8.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http://www.ess.nthu.edu.tw/phpmyadmin/drupal/files/phd970528.doc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與境外大學雙聯博士學位修業辦法 
 

 

105 年 3 月 15 日學術委員會編訂 
105 年 3 月 25 日所務會議通過 

105.04.28一○四學年度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 本規定適用對象為依「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核准就讀本

所博士班之境外大學研究生。 

2. 修課規定依「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五十八條、兩校合約或備忘錄、及本所博士班修

業規範辦理，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應修習本所課程地圖至少 6 學分(成績為 A 或 85
以上)，外加 2 學期博士班論文研究。 

3. 應修習通過「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4. 就讀本所博士班之境外非英語系國家學生，其英語能力依本所博士班學生第一外國語

之畢業規定辦理並提出證明。 

5. 博士班資格考試方式與本所博士生相同： 

a. 資格考試分基本學科測驗與口試兩階段舉行，基本學科測驗通過後方能進行口試。 

b. 基本學科測驗通過後，在口試前須提出口試申請表，另須由指導教授將「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試基本學科測驗成績表」送學術委員會核備，同時由研究生繳交一份

經指導委員會所有委員簽名之論文計畫書後始得進行口試。口試由指導委員會安排

公開舉行。口試內容以論文研究方向為主，採取通識考試方式。 

c. 口試通過後，由指導教授將「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口試成績表」送學術委員會，

經學術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研究生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6. 欲申請「正式論文口試」須滿足以下條件方可進行。 

a. 必須通過資格考試。 

b. 已發表(含正式接受刊登)與博士論文相關之 SCI 列名期刊及國際會議論文至少三

篇，其中至少二篇須發表於 SCI 列名期刊，且為第一作者並至少有兩篇為清大奈微

所通訊地址。 

c. 非英語系國家大學研究生必須通過第一外國語審定資格。 

7. 博士學位考試方式（含論文、口試相關作業）及其他事項依兩校合約或備忘錄、及本

系博士班修業規範辦理。 

8.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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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系務會議紀錄 

日期: 105年 3月 16日                                                   中午: 12:10 –13:10  

主席: 侯建良                         記錄: 柯怡芳                         地點:工程一館 804 室 

                                                      (休假)             

林則孟  王小璠  王明揚  王茂駿  吳建瑋  洪一峯  侯建良  桑慧敏  許棟樑  溫于平  游志雲  張瑞芬        

                                        

                                                                

張堅琦  張國浩  蘇朝墩  陳建良  瞿志行  簡禎富  葉維彰  邱銘傳  廖崇碩  盧俊銘  李雨青      

                                                                                                                           

參加人數共 22人 

 

一、 系主任報告事項 

1. 恭喜本系林則孟教授獲邀「清華人話世界第四十二集」專訪(簡禎富教授亦曾獲邀專

訪）。 

2. 恭喜張堅琦教授 2015/09 起擔任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主任（工學院子單

位）；張國浩教授 2016/02 起擔任全球事務處綜合事務組組長。 

3. 105 年預算分配因學校整體財務政策，預算金額全面下修；本系 105 年度之預算總

額為 104年度的 90%。往年本系的支出已遠超過學校的預算核撥金額，本系主要透過

推廣教育、場地租用等收入來平衡偏高的支出。 

4. 校長近期多次透過座談會、行政會議提醒系所進入後頂大時代宜思考因應補助減少

（即不再有邁頂 N類經費補助，僅有學校 T類經費補助）的對應措施(附件 A)。 

5. 教育部來函請各校預估未來 3 年離退師資出缺領域以及教師招聘困難領域，以研擬

高階人才培育措施及公費留學學門制定參考；初步估算本系未來 3 年將可能有 6 位

老師退休。 

6. 本系新一波的徵聘師資公告已更新於科技部、工工學門、中國工工學會、學校公告

與活動、系網等網站，截止日期為 4/20。 

7. 校級「台灣人才躍升計畫」先前子計畫主持人為本系退休教授王茂駿校長，近期轉

由系主任擔任，計畫主要 KPI 包括國際一流人才或團隊人數、培養年輕學者或博士

生具半年以上之國際研修經驗人數、標竿與頂尖論文數、推動跨國研究中心及國際

學程開設數、專利件數、智財衍生收入金額以下項目，而本子計畫目前設定與喬治

亞理工學院交流，但仍有透過計畫變更增加之空間，請老師們若有相關需求可再告

知。 

8. 近期幾項重要之校級、院級會議的會議紀錄及資訊已綜整、Email提供： 

 2/25本校 105 學年度第 9次招生委員會提醒各系未來招生簡章之重大更動（如

更改考科、刪除組別、…）需隔年實施（並需通過校級會議確認、系所網頁公

告等程序），以避免對當屆考生準備考試之影響。 

 02/22 工學院行政會議重點： 

 工學院『全球工程師』方案，將在既有「非國內暑期業界實習」拓展「國內暑

期業界實習」，並廣邀各系提供「國內暑期業界實習」機會；未來更擬規劃具

有學分的實習課程。  

 考量學生普遍對院訂必修課程「生命科學導論」反應不佳，規劃將此課程列為

選修。 

 工學院學士班課委會討論 105 學年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總表。本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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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第一專長規定必修課為 36 學分，為增加雙專長學生修課彈性，代理院長期望

未來工工領域仍須修 36 學分，但於 36 學分必修課中至少修畢 33 學分，剩餘 3

學分可彈性從工工系所開的必/選修課選擇修習完成。此議題將再請本系相關委

員會研議、評估。 

 3/2 工學院校長座談會中針對與竹校大合併案、節電/電費追繳措施、師資聘

任、… 等諸多議題進行交流。本系亦提出日前系務會議所提之「雙科號」議題，

校長 允諾將再請教務處研議（附件 B） 

 3/2 華清工管文教基金會會議推薦第五屆的新董監事成員，將進行徵詢系友意

願。 

9. 本系與南開大學工業工程系學生交換合約將續簽（原合約於今年 9 月到期），續簽

合約已於去年 6月報部，教育部回文原則上同意，唯須修改部分文字。  

10. 本系與天津大學工業工程系簽訂學生交換合約業已向教育部報備，教育部回文說明

原則上同意，唯部分文字須調整，修改後合約將進行簽訂，完成後將再行文教育部

核備。  

11. 本年度天津大學在職專班學生來訪行程預計於 11 月進行（去年為五月）。 本系在

職專班因修課人數因素，今年無前往北京清華、北京大學、天津大學拜訪、交流之

規劃，並已寫信知會三校。 

12. 工學院 2016暑期實習，預計至本系研修的 9位學生中，有 1位埃及籍的學生因簽證

問題取消來臺。工學院提供的獎學金 8個名額空出一名，改由原本自費學生頂替。 

13. 2/19 中午舉行 104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實驗室助教說明會，說明 104 學年度下學期

需請助教協助蒐集之課程資料、助教工作細項，並發放課程資 料蒐集袋。 

14. 105 學年度繁星推薦錄取生名單已公佈，本系共有 9 位學生錄取；本次繁星錄取生

放棄入學資格至 3/16 截止。放棄者名額將流用於考試分發。 

15. 105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活動已陸續開始進行，本系海報已轉發各高中公佈。3/17 起

將開始進行學士班申請入學招生「線上書面審查」、「團體面談」作業，請參加教

師預留時間。作業日程及團體面流程表如附件 C-1、C-2。 

16. 本系 2010年~2015年學、碩、博系友就業分析已更新，將於系網更新。 

17. 幾項重要期限： 

 2016工學院工程論文發表技巧研習會將於3/25舉行，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北京清華雙碩士學位開始申請(3/26截止)，請鼓勵研究生踴躍提送。 

 科技部科國司105年第一期「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自3/1起至3/31止受理

申請(研發處截止時間3/31下午5：00前)。 

 工學院104學年度研究生論文競賽作業論文競賽作業已開始籌備，共分為「口頭報告

組」與「壁報展示組」，欲參加之研究生請於4月1日前完成報名，並提交書面資料

至系辦。 

 本校補助單位及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人員線上申請作業期限04/08。 

 2016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外實習已展開宣傳活動，請鼓勵學生踴躍報

名參加。說明會時間：4/12 (12:10～13:00)。 

 

18. 本年度財物初盤(財產清點)時間 3/21~4/22，請各財物使用保管，於規定時限內，確

實完成財物初盤工作，若未依規定完成初盤者，將全面列為本年度財物複盤之對象。 

19. 廠商確認工一館工工系動力盤電表(三相三線 220V，A09-5、A09-6)抄錶誤植倍率(乘

50倍)，應修正為乘 250倍。更正後倍率大幅提高，本系夏季用電恐節節攀升；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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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三年平均用電為基本額度，勢必超出一大截，透支電度之經費將影響本系運作。

已上簽呈建議修正前三年平均用電度數為 65萬度，做為今年用電基本額度。 

20. 系館(公共空間、教室、會議室..等)若有任何需修繕(設備的堪用狀態)、清潔之處，

歡迎老師、同仁們主動提供資訊(照片尤佳)給系辦或系主任，相關業務同仁會儘快

處理。請會議室使用者能留意會議室使用後之整潔，讓下一位使用者有良好的會議

室使用環境，系辦也會於會議室張貼提醒之訊息。 

21. 為提昇各實驗室、會議室門口公布資訊的方便性與美觀性，目前已製作  15 片 A4 插

套並完成安裝（(附件 D)。 

22. 為利於調閱，系辦擬整合系所內全部自訂辦法(不含院級、校級辦法）。 

23. 請提供預計未來一年擬參與國際會議名稱與日期，會場傳閱登記。 

 

二、 委員會報告事項 

1. 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通訊) (召集人:廖崇碩老師,附件 E) 

說明：審查 105學年度海外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排序。 

 

2. 學術及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1050302)(召集人:張瑞芬老師,附件 F-1) 

說明： 

A. 研擬本系雙聯學制博士生修業辦法(附件 F-2、F-3)。 

B. 修訂本系博士班修業細則，原規定第八條第 1點 b「已有二篇被接受或已發表於

SSCI或 SCI之學術期刊」修改為「已有二篇投稿於 SSCI或 SCI之學術期刊，且

當中一篇被接受或已發表」。(附件 F-4) 

 

3. 系教評會議紀錄(1050307) 

說明： 

A. 通過王明揚教授申請 105 上休假；桑慧敏教授申請 105 下休假；林則孟教授取
消 105上休假，改申請 106上及 107上休假。 

B. 推薦廖崇碩老師為工學院傑出教學獎候選人、吳建瑋老師為校傑出教學獎候選
人。 

C. 通過 105上王弘宗講師、黃文輝助理教授、孫瑞昇教授、王子康助理教授、葉
伯壽助理教授五位兼任教師審議。 

 

4. 財務與資源規劃委員會議紀錄(1050307)(召集人：洪一峯老師,附件 G)。 

說明： 

A. 為有效統整年度經費支用狀況，今年度起將所有支出歸類成七大項。 

B. 依據前三年工工系平均收入(校方 T類+N類分配款、在職專班收入、學分班收入、

場地收入及計劃管理費收入等)，預估 105年總收入約 1400萬。編列預算以不超過

當年度收入為原則，以達收支平衡。 

C. 為鼓勵實作課程之開授，同意補助學生實作之材料費/製作費「每組上限 5000元」。

課程材料費與製作費，由授課教師推薦名單予系辦，學生報帳時須檢附成果照片、

授課老師已簽名之單據，由系辦確認後始得報銷。 

D. 同意課程(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生產計劃與管制)經費需求。 

E. 受限於校方未來可能限縮系所經費，基於課程教學經費使用原則、使用狀況，未來

擬就課程屬性、修課人數、教師部分負擔…等方向，研議討論擬訂課程教學經費(含

軟硬體、實作資源、…等)之使用原則。 



D:\郁欣\校課程委員會\104 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104-2 各單位提案\討論案\8_推廣組\5_工工系系務會議紀錄 1050316.doc 

F. 今年因有 R904教室裝修 400萬之設備費支出，因此本年度系上已達設備費執行率。

故各教師今年所分配之系務經費(經常費 1.5萬、設備費 3.5萬)，兩者經費比例可

由老師視情況彈性調整，但分配總額仍維持不變。此為今年之特殊狀況，明年起則

恢復原分配比例。 

 

三、 討論事項 

1. 擬訂本系「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同附件 F-2、F-3 ) 

2. 修訂本系「博士班修業細則」。(同附件 F-4) 

3. 工學院新進人員研究獎候選人推薦。(附件 H-1、H-2) 

4. 工學院傑出產學研究獎候選人推薦。(附件 I-1、I-2) 

5. 本系教師退休(空間,禮遇..)辦法討論。(附件 J) 

 

四、 臨時動議 

。 

 

http://www.ess.nthu.edu.tw/phpmyadmin/drupal/files/phd970528.doc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學術及國際學生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 

日期:105 年 3 月 2 日                                                   時間:12:10-13:30  

主席: 張瑞芬                         記錄: 姜采蘋、江靖婷                地點:809 會議室 

                                                                   

廖崇碩  王小璠  簡禎富  蘇朝墩  王明揚  瞿志行  桑慧敏  葉維彰  張國浩  侯建良  吳建瑋                                                   
（請假）                                                        （列席）（列席） 

參加人數共 11人                                                               

 

 

議題一：本系雙聯學制博士生修業辦法 

決議：經與會委員討論，擬定「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與境外大學辦理

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附件一），再送系務

會議決議。 

 

議題二：本系博士班修業細則修訂 

決議：修訂本系博士班修業細則，原規定第八條第 1 點 b「已有二篇被接受或已發表於

SSCI 或 SCI 之學術期刊」修改為「已有二篇投稿於 SSCI 或 SCI 之學術期刊，且

當中一篇被接受或已發表」。修訂之修業細則再送系務會議決議，預計 105 學年

度起實施。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所務會議   
 
日    期： 105 年 03 月 25 日（星期五）中午 12:10~下午 14:00 

地    點： 台達館 301 室 

主 持 人： 傅建中所長 

出席委員：  傅建中教授()、李昇憲教授()、羅丞曜教授()、陳致真教授()、 

            王威智教授() 

            王玉麟教授(請假)、方維倫教授(請假)、陳榮順教授(請假)、 

            李國賓教授(請假) 

紀錄：鄭憶璇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 討論與決議事項 

一、 奈微所新聘教師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 
決議：所長為當然委員，另包含方維倫教授、陳榮順教授、李昇憲教授、曾

繁根教授、王威智副教授擔任奈微所新聘教師遴選委員會委員。           
二、 學術委員會 03 月 15 日會議記錄核備。(附件 A) 

決議：同意核備，其中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分組及教師登記名額相關施行事

宜暫定試行一年，相關條文與表單修訂以所務會議討論為最終版本。 
三、 總務委員會 03 月 22 日會議紀錄核備。(附件 B) 

決議：同意核備，台達館 R331 內部規畫請討論並購買單門小冰箱，以完備該空

間規劃需求，並請規劃台達館 R301 會議室無線網路，以便會議臨時需要

可使用。 

參、 臨時動議 

一、 李昇憲教授提案 
王威智教授新增奈微所(NEMS)課程討論。 
決議：討論略，同意新增課程並加入 105 學年度上學期排課系統。(附件 C) 

二、 饒達仁教授委請所辦提案 
奈微所申請 105 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博士班) 
決議：同意申請，並請所長協助確認計畫書內容後，送教務處統一向教育部



申請。 
三、 傅建中所長提案： 

科儀中心共同實驗室管理歸屬。 
決議：討論略，同意將管理權責轉交動機系處理。 

四、 所辦提案： 
105 學年度國際招生規劃。 
決議：討論略，李昇憲教授與王玉麟教授規劃及討論，以越南招生為主要規

劃行程。 
肆、 散會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學術暨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日期：105 年 03 月 15 日(星期二) 中午 12：10 分 

地點：工程一館 305-1 會議室 

主持人： 李昇憲 教授(召集人) 

出席委員：李昇憲教授()、王威智教授()、李國賓教授()、陳榮順教授 () 

列席委員： 傅建中所長 

簽到表如附件。 

紀錄：鄭憶璇 

壹、 主席報告：無 

貳、 討論與決議事項： 

一、 105 學年度奈微所研究生畢業學分結構表、必修課程表審核。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通過 105學年度奈微所畢業學分結構表、必修課程表。 

二、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分組、教師登記名額相關施行事宜。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通過碩士班以「機電組」及「生醫組」分開招生，並建議

相關施行事宜送所務會議討論。 

1. 學生報名時，必須擇一報名，招生註明不可同時報考兩組。 

2. 甄試及考試每組名額至少要有 4 名(含)以上，確保有足夠的報考人數。 

3. 新生選定指導教授同意書新增所長簽章欄位，新生面談分 2 階段，第一階段

以奈微所專任教師先收到足額新生為原則，待有餘額後第二階段開始才建議

學生找 4 位合聘教師。(附件一) 

4. 前年度編修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前(約 3 月)，即進行下一年度教師欲招收名

附件一 

附件A 



額登錄，如有任何收取學生相關問題由所長進行協調。 

 

參、 臨時動議 

一、 李昇憲教授提案： 

1. 奈微所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辦法修訂。 

決議：通過修訂辦法第三條，本所專任師資於本所及動機系指導新生名額總

計不得超過 3 名，每學年剩餘名額將根據前年度管理費貢獻排序得加收 1 名

奈微所碩士班新生。(附件二) 

2. 訂定碩士班新生選定指導教授辦法。 

決議：參考動機系相關條文訂定奈微所辦法。(附件三) 

3. 課程地圖編修。 

    決議：待王威智教授新增課程確定後，再進行編修事宜。 

4. 雙聯學位辦法訂定。 

   決議：參考學校母法撰寫，送所務會議討論與核備。(附件四) 

二、 傅建中所長提案： 

1. 畢業時需訂定論文審核是否符合學術倫理機制。 

    決議：由所辦設計與離校表單整合送所務會議討論與核備。(附件五) 

肆、 散會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博(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         學年度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學生                           學號                    之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

教授。 

 
 
 
 

此致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共同指導教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已確定指導教授者，請於入學後盡速繳回同意書至所辦公室，並核存至該學生學籍終止。 

 

 

所辦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所      長：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辦法 
98 年 12 月 11 日所務會議通過 
99 年 1 月 6 日學術委員會修訂 

99 年 1 月 8 日所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1 月 21 日學術委員會修訂 

100 年 11 月 25 日所務會議通過 
101 年 5 月 25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6 月 12 日學術委員會修訂 
101 年 6 月 29 日所務會議通過 

101 年 8 月 27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6 月 16 日學術委員會修訂 

104 年 6 月 29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3 月 15 日學術委員會修訂 

105 年 3 月 25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所為促進所內學術發展、科際整合、教學研究資源共享，特訂立本辦法。 

二、 本辦法所適用之學生，以其學籍年度為基準，包含提早入學；本辦法中指導學生員額包含本籍

生、陸生、學程名額(例；先進能源學程博士班)，不包含外籍生、僑生、特殊身分(例：轉學生、

逕讀博班生)。 

三、 本所專任師資於本所及動機系指導新生名額總計不得超過 3 名，每學年剩餘名額將根據前年度

管理費貢獻排序得加收 1 名奈微所碩士班新生。 

四、 每年初(1 月)由所辦公室公告下一學年度專任教師可指導研究生名額，並於該年度 3 月進行收取

名額登錄。 

五、 新學年遇休假研究、進修休假、借調、請假之教師，適用本辦法。 

六、 離職教師己指導未畢業之研究生，在不影響學生權益下，得由所務會議同意授權所長協調移轉

至本所其他教師研究室。 

七、 退休教師己指導未畢業之研究生，得繼續指導至該生畢業止。 

八、 本原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國立清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碩士班新生選定指導教授辦法 
105 年 03 月 15 日學術委員會編訂 

105 年 03 月 25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一、本所為均衡發展，並妥善規劃人力及設備，特擬定本辦法。 

 

二、本所於新生錄取名單底定後，新生即可就個人性向及指導教授專長，做充分考慮，並儘量與相關

教授個別討論增進了解。 

 

三、教授應按預先登錄之收受學生數，決定學生名單。 

 

四、甄試入學與考試入學新生報到後一個月內仍未擇定指導教授，須接受學術委員會輔導。委員會得

視情況在尊重學生與教授意願之前提下，協調擇定其指導教授。 

 

五、各教授指導學生名單，應由所務會議複核。 

 

六、本辦法經由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與境外大學雙聯博士學位修業辦法 
 

 

105 年 3 月 15 日學術委員會編訂 
105 年 3 月 25 日所務會議通過 

 
1. 本規定適用對象為依「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核准就讀本所博士班

之境外大學研究生。 

2. 修課規定依「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五十八條、兩校合約或備忘錄、及本所博士班修業規範辦

理，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應修習本所課程地圖至少 6 學分(成績為 A 或 85 以上)，外加 2 學期

博士班論文研究。 

3. 應修習通過「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4. 就讀本所博士班之境外非英語系國家學生，其英語能力依本所博士班學生第一外國語之畢業規

定辦理並提出證明。 

5. 博士班資格考試方式與本所博士生相同： 

a. 資格考試分基本學科測驗與口試兩階段舉行，基本學科測驗通過後方能進行口試。 

b. 基本學科測驗通過後，在口試前須提出口試申請表，另須由指導教授將「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試基本學科測驗成績表」送學術委員會核備，同時由研究生繳交一份經指導委員會所有

委員簽名之論文計畫書後始得進行口試。口試由指導委員會安排公開舉行。口試內容以論文

研究方向為主，採取通識考試方式。 

c. 口試通過後，由指導教授將「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口試成績表」送學術委員會，經學術

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研究生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6. 欲申請「正式論文口試」須滿足以下條件方可進行。 

a. 必須通過資格考試。 

b. 已發表(含正式接受刊登)與博士論文相關之 SCI 列名期刊及國際會議論文至少三篇，其中至少

二篇須發表於 SCI 列名期刊，且為第一作者並至少有兩篇為清大奈微所通訊地址。 

c. 非英語系國家大學研究生必須通過第一外國語審定資格。 

7. 博士學位考試方式（含論文、口試相關作業）及其他事項依兩校合約或備忘錄、及本系博士班

修業規範辦理。 

8.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四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畢業生辦理離校申請單 

(NTHU iNEMS Leaving School Procedure for Graduates) 

學號(Student ID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永久住址(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Tele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Mobile 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用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EMS office)所辦收件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承辦人___________ 

完成事項(Completion Items) 簽 核(Signature) 

畢業論文已符合學術倫理機制(第3點)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Point 3) (本人親簽)  (Signature of Graduate) 

所屬研究室門禁、實驗設備器材已完成清

點、交接。  

Administrator of Laboratory (由所屬研究室負責人或點收人簽名，若無請指導教授簽名) 

指導教授同意離校  

Agreement from Adviser 
(指導教授親簽)  (Signature of Adviser) 

奈微所所屬門禁管理人員  

Administrator of iNEMS 
 

已繳交畢業論文 2 本予所辦  

Turn in two thesis copies to iNEMS 
(one for iNEMS/ one for Registration) 

 

  1. 敬請擬辦理離校畢業生，確實辦妥上述事項後，繳回申請單至所辦公室，始可離校。 

   Please finish the abovementioned items and turn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iNEMS office. 

  2. 此申請單由所辦公室留存，自學生離校日起至少留存 1 年。 

   The application form will be preserved at least one year from graduates leaving the school. 

  3. 畢業論文必須符合學術倫理機制，如有爭議由學生自行負責。 

   Thesis must be meet academic ethics mechanisms. 

In case of disputes, graduate stud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equence. 

附件五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總務會議 
 

日    期：105年 3月 22日（星期二）中午 12:10~13:00 

地    點：台達館 337會議室 

主 持 人：羅丞曜教授 

出席老師：羅丞曜教授、王玉麟教授、陳致真教授、方維倫教授(請假) 

紀    錄：吳貞興 

 

壹、 主席報告： 

貳、 討論與決議事項： 

一、 奈微所總務委員會召集人推選：由陳致真教授擔任召集人。 

二、 台達館空間規劃討論： 

1. R337會議室目前已更新會議桌、投影機及布幕。預計先購置白板一塊暫供利用(以活動架

擺放)，待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再評估是否將白板固定在牆面上(及固定在哪個位置，已向

台達管委會及環安中心確認，白板可固定在窗框位置)。 

2. R331空間規劃如附錄一，並交由所務會議討論核備。椅子新購、會議桌已由動機系提供、

隔板及布幕將請廠商評估先前光復 406拆回部分是否可用，並確認空間尺寸。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 

 

 

附錄一：  

 
 
 
 
 

附件 B 



NEMS5860 

光學傳感器 

Optics Transducers 

 
Instructor: Wei-Chih Wang, Ph.D.   
Office: Delta 309                   
Grading:  credits 
Class Time: M5M6M7 
Course website: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index.html 
 
Objective: 

The main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engineering students to som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knowledge of the classes of sensors and actuators available, their properties, manufacturing 
and the theory behind them. Topics will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various capacitive, inductive, 
resistive, magnetic, piezoelectric, thermoelectric, magnetostrictive, electrostrictive, and optical as well 
as electroactive polymers and bio-inspired sensors and actuators.  Classification of sensors and 
actuator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technique,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sensitivity analysis, 
strategies for measurement and interfacing will be extensively discussed. 
 
The course involves lectures, design homework, and a final project. Most of the projects involve 
analysis, instrum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s well as written reports.  The final design 
project will require both theoretical and actual hardware design as well as an oral and written 
presentation.    
 

Course Prerequisite(s): 
- First year physics in Optics or permission of instructor.  
 

Grading: 
    Homework assignments 40%   
    Labs or small design projects: 30%   (2x) 
    Final Project 30%. 
 
Final Project: 
    - Choose topics related to sensors and actuators.  
    - Details of the project will be announced in mid quarter 
    - Two people can work as a team on a project, but each person needs to turn in his/her own final report. 
    - Oral presentation will be held in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on your final project 
 
Course Outline: 

• Week 1. Introduction to basic principal of micro sensors and actuators  

附件 C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index.html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1a.pdf


• Week 2  Electrostatic transducers – capacitive sensors, electrostatic actuators   
• Week 3  Cantilever transducer - mechanical resonances, damping, Q factor, and stress analysis  
• Week 4  Composite structure  
• Week 5 Magnetic transducers –  typical and non-typical applications of magnetic sensors and   

              actuators   
• Week 6,7 Piezoelectric transducers –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using piezoelectric materials (i.e. PZT, 

PVDF, ZnO and  PTF)  
• Week 8, 9  Resistive transducers – resistive sensors and actuators (i.e. strain gage, anemometer, 

bubble jet, SMA, optothermal actuator, etc.)  
• Week 10 Piezoresistive and Electrostrictive and Magnetostrictive transducers  
• Week 11, 12. Optical Transducers – optical techniques in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 Intensity modulation 

- Phase modulation 

• Week 13 Other Optical Techinique 
-  Multilayer structure- waveguide, fiberoptic, filters (fundamental waveguid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Periodic structure sensors (Grating, photonic crystal, metamaterial) 

• Week 14 Light sources and detector 

• Week 15 Smart Materials –electro active polymers (dielectric actuator, ionic polymers, etc.) 
• Week 16  Interfacing Methods and Circuits (Amplifiers, A/D and D/A converters, Bridge circuits, 

Data transmission, Excitation methods and circuits, power requirements, signal translation, filter and 
compensation circuit design) 

• Week 17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Suggested Textbooks and References: 

- Fundamentals of Photonics, B. Saleh, John Wiley& Sons 
- Fiber optic Sensors, E. Udd, John Wiley& Sons 
- Selected papers in micro sensors, MEMS devices, smart materials and micro actuators. 

- EAP Handbook, SPIE  

- Mechanical Sensors, in semiconductor Sensors, B. Kloeck and N.F. de Rooji 

-  J. Judy, Ph.D. Thesis, Berkeley, 1996 

- Feynman, et al., Lectures on Physics, Vol.2 

- Microsystem Design, Santuria, Kluwer Academic, 2001 

- J. Fraden, “AIP Handbook of Modern Sensors, Physics, Designs and Applications,”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 C.W. de Silva, “Sensors and Actuators, CRC Press,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1a.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1b.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1b.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2.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2.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3.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3.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3.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4.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4.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4.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4.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7.pdf
http://depts.washington.edu/mictech/optics/sensors/week8.pdf


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地  點︰工程一館 307 會議室 
主  席︰賴志煌代理院長                                     記錄：李秋淑 
出  席︰朱一民教授、江國寧教授(黃智永教授代理)、蔡哲正教授、吳建瑋教授 

李昇憲教授(王威智教授代理)、萬德輝教授、簡奉任會長(請假)、陳智教授 
(請假)、溫智良會長(請假)   (應出席人數：10 位；實際出席人數：7 位) 

列  席：張堅琦教授、李紫原教授(葉安洲教授代理) 
          
壹、主席報告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中抽空參加，首先介紹本 
    委會組成有校外委員 3 人及校內委員 7 人，共 10 人組成，實際出席人數 7 位，詳 
    如簽名單。 
 
貳、討論事項 
一、審議工學院各系所開設之各類課程審議本院各系所 105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

數暨畢業總學分表」、「第二專長科目表(含基礎先修) 」 
（1） 化工系朱一民教授說明： 

自 105 學年起化工系生命科學與工程改為生物技術概論，替代科目改為生命

科學導論、生物程序工程；儀器分析及實驗一，替代科目改為分析化學一、

分析化學二，其餘不變。請參閱附件一。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一。 

（2） 動機系黃智永教授說明： 
自 105 學年起動機系大學部生命科學與工程自必修學分中移除，必修學分

減 3學分，最低畢業學分 129 學分。能源學程大學部選修課程增開燃料電

池課程，其餘不變。請參閱附件二。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二。 

（3） 材料系蔡哲正教授說明： 
自 105 學年起材料系大學部生命科學與工程自必修學分刪除；系定必修-金
屬材料、高分子材料、生醫材料、電子材料、陶瓷材料等 5 科任選 3 科，其

餘不變。請參閱附件三。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三。 

（4） 工工系吳建瑋教授說明： 
自 105學年起工工系大學部生命科學與工程自必修學分中移除，必修學分 

減 3學分，選修學分增 3學分，最低畢業學分維持 130學分。IEM 在職專 
班新增醫管組(乙組)，畢業學分 30學分，並表列符合畢業資格之必修課程(共 
五科不含論文)。其餘不變，請參閱附件四。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四。 

（5） 學士班賴志煌主任說明： 
自 105 學年起學士班第一專長學程化工領域，總學分須修畢 38 學分，其中

可放寬-程序設計及單操實驗替代課程須由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認定；第一專

長學程材料領域，總學分須修畢 38 學分，材料實驗一及量子物理導論可由



MS 專業課程替代；第一專長學程工工領域，總學分須修畢 36 學分，其中

線性代數，已修過性質相近之課程(例如工程數學一)不需再修習，請由選修

課程中擇一門學分相同之課程；其餘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五。 

（6） 奈微所王威智教授說明： 
本所學術暨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 學年度奈微所畢業學分結構表、必修課程表

如附件。106學年度碩士班分微機電組及生醫組分開招生，學生需擇一報名，

不可同時報考兩組，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六。 

      ( 7 ) 醫工所萬德輝教授說明： 
確認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學分為 24 學分，含必修 3 學分及選修 21學

分，請參閱附件七。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七。 

     （8 ) 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張堅琦主任說明： 
本學程畢業應修學分(不含論文)為 30 學分，請參閱附件八。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八。 

          
二、審議工學院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九。 

 

三、審議動機系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十。 

 

四、審議材料系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十一。 

 

五、審議工工系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中英版)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十二。 

 

六、審議奈微所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決議：無異議通過，如附件十三。 

 

七、審議工學院”生命科學與工程”改為選修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自 105 學年起工學院必修課程”生命科學與工程”改為選修 

並停開。 
 

八、審議工學院新增選修課程-“工程創意思維專題” 

決議：通過，如附件十四。 



 
 
参、臨時動議 
    動機系黃智永教授提議： 
  目前學校英語授課鐘點數皆以 1.5 倍計算學分數，造成本系開課困難，建議修改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授課獎勵方案」第二條:專任教師授課鐘點數得以 1.5 倍計 

  算；若教學單位另有較嚴格限制者，從其規定。系所較有彈性處理空間。 

 
肆、散會(下午 1 時 35 分) 



國立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 

境外學生博士班修課、考試及其他相關規定 

105 年 4 月 13 日學程執委會會議通過 

 
1. 本規定適用於依「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核准就讀跨院國

際學程博士班（以下簡稱本學程）之境外大學研究生。 

2. 前條研究生之修課，依「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五十八條、兩校合約或備忘錄、及本

學程博士班修業規範辦理；其中應修習本校研究所專業課程至少 6 學分(B-或 70 以上)
及 2 學分本學程科號之書報討論課。 

3. 第一條之研究生應修習並通過「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4. 非英語系國家之學生，其英語能力依本學程博士班學生第一外國語之畢業規定辦理並

提出證明。 
 

5. 本學程博士班資格考核，由該學生原就讀學校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送學程辦公室審核（原

就讀學校所修習之資格考核相關科目可予以認定），如有必要得另進行口試。 

6. 欲申請「正式論文口試」須滿足以下條件方可進行。 

a. 必須通過資格考核。 
 
b. 以本學程博士生為名義，與指導教授共同署名，至少發表一篇(含正式接受刊登)與

博士論文相關之 SCI 或 SSCI、TSCI、CH&I 論文，並且為主要作者。 

7. 本學程博士學位考試方式（含論文、口試相關作業）及其他事項依兩校合約或備忘錄、

及本學程博士班修業規範辦理。 

8. 本規定經學程執委會會議通過後實施。 

 

http://www.ess.nthu.edu.tw/phpmyadmin/drupal/files/phd970528.doc


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院課程委員會 

時        間：105年4月13日（星期二）下午2：30 

地        點：行政中心7樓722會議室 

召  集  人：戴念華教務長                                  記錄：陳竹君 

出  席  者：跨院博士班主任劉承賢、理學院賴詩萍教授、工學院李紫原教授、

生科院汪宏達教授、電資院李瑞光教授、科管院范建得教授、推廣

教育中心巫勇賢主任 

請   假：江啟勳教授 

 

報告事項：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 105學年度秋季班IPHD7001書報討論課程，

由科管院范建得教授擔任主持 

 

討論事項： 

1. 於 105學年度秋季班開設 IPHD7001書報討論課程（全數通過） 

2. 「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105學年度起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位辦

法（全數通過）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4 月 25 日 

案由：提案設置「數據科學」學分學程 

提案單位/提案人：統計所 徐南蓉 

說明： 

大數據的分析與應用，在工程、科學、商業及各種應用領域逐漸扮演重要角色，「數據科學」已然

成為當今最具發展潛力的跨領域應用學門。因應此企業所需之大量人才需求，國內外大學皆積極推

動該領域的發展。國際一流研究型大學如 Stanford, Columbia, NYU 等，皆相繼成立數據科學相關

學程、系所及研究中心，國內具指標性的台大與交大亦積極推動相關學程及研究所的設置。為順應

此趨勢，統計所協同資工系、工工系、服科所等校內單位共同規劃了「數據科學」學分學程，以培

育相關人才，並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更多選擇。  

 

學程規劃： 

ㄧ、設置宗旨 

因應數據時代的來臨，各研究領域及產業界對數據分析專業之需求遽增，本學分學程以培育兼具數

據分析與資訊管理能力之跨領域人才為目標。該學程專注於理論與實務分析能力的訓練，以主修工

程、資訊、科學或計量相關之學生為主要招生對象。 

 

二、課程規劃 

本學程由統計所、資工系、工工系、服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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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學分，詳細科目請參見學程課程

表。 

 

三、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備註 

核心

課程 

機率論/機率/統計學一   3 
數學/工工/計財/經濟/

資工/電機系 至少修

習 9學

分  
統計學/工程統計/統計學二   3 

數學/工工/計財/經濟

系 

統計資料分析 3 統計所 



計算機程式設計 I/ 計算機程

式語言/計算機程式設計 
3 

資工/工工/電機/電資

院學士班/計財系 

資料結構 3 
資工/工工/電機/電資

院學士班/計財系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資工系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 (研) 3 資工系 

選修

課程 

數理統計 3 統計所 

與核心

課程合

計修滿

18學分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所 

統計計算 (研) 3 統計所 

應用多變量分析 (研) 3 統計所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統計所 

科學計算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工系 

雲端程式設計 (研) 3 資工系 

作業研究 I 3 工工系 

決策分析 (研) 3 工工系 

資料挖礦 (研) 3 工工系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工工系 

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析

(研) 
3 服科所 

應用資料探勘方法於商業分

析 (研) 
3 服科所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研) 
3 

服科所 

文件探勘 (研) 3 服科所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研) 3 服科所 

總學分 18 含非本科系至少 9學分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以性質相近之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與電機系機率代替機率論，

工工系之工程統計代替統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率論與統計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可以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電機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 

註 3: 服科所的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四、修讀學程相關規定 

1. 學程適用對象: 大二以上或研究所學生，但需事先提出申請。申請時程為每年十月、四月。 



2. 本學程應修習至少 18學分，包含「核心課程」至少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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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可申請以選修之性質相近課程抵免本學程規劃之課程，抵免學分數以 6學分為限。申請

時需提供抵免課程內容及成績證明等資料，送學程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始可抵免。 

 

五、學程委員 

教師所屬系所 委員姓名 電子郵件 備註 
資工系 賴尚宏 lai@cs.nthu.edu.tw  
資工系 李哲榮 cherung@cs.nthu.edu.tw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侯建良 adamhou@ie.nthu.edu.tw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吳建瑋 cweiwu@ie.nthu.edu.tw  
服務科學所 Galit 

Shmueli 
galit.shmueli@iss.nthu.edu.tw  

統計所 徐南蓉 njhsu@stat.nthu.edu.tw 召集人 
 

聯絡人:  統計所 熊斐雯小姐  
聯絡電話: 03-5715131 ext 33179 
Email:    stat@stat.nthu.edu.tw 

 

  

附件： 



「數據科學」學分學程 規劃書 

前言:  

大數據的分析與應用，在工程、科學、商業及各種應用領域逐漸扮演重要角色，

「數據科學」已然成為當今最具發展潛力的跨領域應用學門。因應企業所需之大

量人才需求，國內外大學皆積極推動該領域的發展。國際一流研究型大學如

Stanford, Columbia, NYU 等，皆相繼成立數據科學相關學程、系所及研究中心，

國內具指標性的台大與交大也都非常積極地推動相關學程的設置。順應此潮流趨

勢，清大亦當積極參與。有鑒於「數據科學」所需之核心能力涵蓋統計分析、資

訊管理及跨領域整合的統合能力，統計所協同資工系、工工系等校內單位共同規

劃了兩個與數據科學相關的學程，其ㄧ為大學部學士班第二專長(設置於理學院

之下)，其二為跨院系的學分學程。第一次的學程規劃會議已於 105/1/29 召開，

期望此二學程能在此學期完成設置之行政程序，並於 105學年度起即可修讀。  

 

 

ㄧ、設置宗旨 

因應數據時代的來臨，各研究領域及產業界對數據分析專業之需求遽增，本學分

學程以培育兼具統計分析與資訊管理能力之跨領域人才為目標。該學程專注於理

論與實務分析能力的訓練，以主修工程、資訊、科學或計量相關之學生為主要招

生對象。 

 

 

二、課程規劃 

本學程由統計所、資工系、工工系、服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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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學分，詳細科目請參見學程課程表。 

 



三、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備註 

核心

課程 

機率論/機率/統計學一   3 
數學/工工/計財/經濟/

資工/電機系 

至少修

習 9 學

分  

統計學/工程統計/統計學二   3 數學/工工/計財/經濟系 

統計資料分析 3 統計所 

計算機程式設計 I/ 計算機程

式語言/計算機程式設計 
3 

資工/工工/電機/電資院

學士班/計財系 

資料結構 3 
資工/工工/電機/電資院

學士班/計財系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資工系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 (研) 3 資工系 

選修

課程 

數理統計 3 統計所 

與核心

課程合

計修滿

18 學分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所 

統計計算 (研) 3 統計所 

應用多變量分析 (研) 3 統計所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統計所 

科學計算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工系 

雲端程式設計 (研) 3 資工系 

作業研究 I 3 工工系 

決策分析 (研) 3 工工系 

資料挖礦 (研) 3 工工系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工工系 

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析(研) 3 服科所 

應用資料探勘方法於商業分

析 (研) 
3 服科所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研) 3 服科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文件探勘 (研) 3 服科所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研) 3 服科所 

總學分 18 含非本科系至少 9 學分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與電機系機率代替機率

論，工工系之工程統計代替統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

率論與統計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 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電

機系計算機程式設計) 

註 3: 服科所的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四、修讀學程相關規定 

1. 學程適用對象: 大二以上或研究所學生，但需事先提出申請。申請時程為每

年十月、四月。 

2. 本學程應修習至少 18學分，包含「核心課程」至少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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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可申請以選修之性質相近課程抵免本學程規劃之課程，抵免學分數以 6

學分為限。申請時需提供抵免課程內容及成績證明等資料，送學程委員會審

查同意後，始可抵免。 

 

五、學程委員 

教師所屬系所 委員姓名 電子郵件 備註 

資工系 賴尚宏 lai@cs.nthu.edu.tw  

資工系 李哲榮 cherung@cs.nthu.edu.tw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侯建良 adamhou@ie.nthu.edu.tw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吳建瑋 cweiwu@ie.nthu.edu.tw  

服務科學所 Galit Shmueli galit.shmueli@iss.nthu.edu.tw  



統計所 徐南蓉 njhsu@stat.nthu.edu.tw 召集人 

 

聯絡人:  統計所 熊斐雯小姐  

聯絡電話: 03-5715131 ext 33179 

Email:    stat@stat.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104學年度課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3月 15日 

主持人：徐南蓉所長 

應出席人員：鄭又仁  鄭少為  謝文萍   

 

議題及決議： 

一、 檢視目前規劃的第二專長(大學部學士班)、學分學程兩者，統計

的部分是否合宜可行。 

決議：課程規劃詳見附件ㄧ (學士班第二專長: 數據科學)、附件  

二 (跨院數據科學學分學程)。 

 

二、訂定所內數據科學組(暫稱)的學程必選修課程。 

決議：課程規劃詳見附件三。 

 

三、討論是否調整上下學期開課的科目，以因應目前碩一學生在下學

期有過多的選修課程 (鄭少為提議)  

決議：建議將 「統計計算」或 「多變量分析」移至上學期。 

 

   以上三項決議，送所務會議報告。 



附件一 
學士班第二專長課程規劃 

 

 

中文名稱： 數據科學    
英文名稱： Data Science  

     英文簡稱： DS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基礎先修 
微積分一、二  3 3 

 
線性代數 3 

必修 

機率論 【註 1】 3  
與第一專長重複之必

修科目，需另修習「選

修科目」以補足 30 學

分。  

統計學 【註 1】  3 

統計資料分析 3 (上下學期待定) 

計算機程式設計(I)  【註2】 3  

資料結構 3  

  選修 

統計所 

任選 5 科 

數理統計  3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計算 (研) 3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多變量分析 (研)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科學計算 3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研)  3 

雲端程式設計(研)  3 

工工系 
作業研究一 3  
決策分析 (研) 3 

資料挖礦 (研) 3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機率代替機率論，工工 
系之工程統計代替統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率論與統計

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 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 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 
 
註 3: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課程包含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

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1. *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Statistical Modeling (BASM)  
2.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Data Mining (BADM)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Forecasting (BAFT) 
4. *文件探勘 Text Mining  
5.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offered in English 
^ offered in Chinese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內課程 (研) 

【註 3】 

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3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3  

文件探勘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3  

總學分 30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_Q-jQgVTXS3EEW_6fOOsYk4h0vG0W9kz8DglM8Ggyk/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89kpQ8jPMTudkVl7irMbTJPbkkcxI-6lXWHMUWCX88/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數據科學」學分學程 規劃書 

 

前言:  

大數據的分析與應用，在工程、科學、商業及各種應用領域逐漸扮演重要角色，

「數據科學」已然成為當今最具發展潛力的跨領域應用學門。因應企業所需之大

量人才需求，國內外大學皆積極推動該領域的發展。國際一流研究型大學如

Stanford, Columbia, NYU 等，皆相繼成立數據科學相關學程、系所及研究中心，

國內具指標性的台大與交大也都非常積極地推動相關學程的設置。順應此潮流趨

勢，清大亦當積極參與。有鑒於「數據科學」所需之核心能力涵蓋統計分析、資

訊管理及跨領域整合的統合能力，統計所協同資工系、工工系等校內單位共同規

劃了兩個與數據科學相關的學程，其ㄧ為大學部學士班第二專長(設置於理學院

之下)，其二為跨院系的學分學程。第一次的學程規劃會議已於 105/1/29 召開，

期望此二學程能在此學期完成設置之行政程序，並於 105學年度起即可修讀。  

 

 

ㄧ、設置宗旨 

因應數據時代的來臨，各研究領域及產業界對數據分析專業之需求遽增，本學分

學程以培育兼具統計分析與資訊管理能力之跨領域人才為目標。該學程專注於理

論與實務分析能力的訓練，以主修工程、資訊、科學或計量相關之學生為主要招

生對象。 

 

 

二、課程規劃 

本學程由統計所、資工系、工工系、服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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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學分，詳細科目請參見學程課程表。 

 



三、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 

系所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核心

課程 

機率論  (註 1) 3  數學系 

至少修習

9 學分  

統計學  (註 1)  3 數學所 

統計資料分析 3  統計所 

計算機程式設計(I)  (註 2) 3  資工系 

資料結構 3  資工系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資工系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研)  3 資工系 

選修

課程 

數理統計 3  統計所 

與核心課

程合計修

滿 18 學

分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所 

統計計算 (研) 3  統計所 

多變量分析 (研)  3 統計所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統計所 

科學計算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工系 

雲端程式設計 (研)  3 資工系 

作業研究 I 3  工工系 

決策分析 (研) 3 工工系 

資料挖礦 (研) 3 工工系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工工系 

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文件探勘   服科所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3  服科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總學分 18 
含非本科系至少 9 學

分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與電機系機率代替機率

論，工工系之工程統計代替統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率論

與統計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 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電

機系計算機程式設計) 

註 3: 服科所的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四、修讀學程相關規定 

1. 學程適用對象: 大二以上或研究所學生，但需事先提出申請。 

2. 本學程應修習至少 18學分，包含「核心課程」至少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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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可申請以選修性質相近之課程抵免本學程規劃之課程，抵免學分數以 6

學分為限。申請時需提供抵免課程內容及成績證明等資料，送學程委員會審

查同意後，始可抵免。 

 

五、學程委員 

教師所屬系所 委員姓名 電子郵件 備註 

資工系 賴尚宏 lai@cs.nthu.edu.tw  

資工系 李哲榮 cherung@cs.nthu.edu.tw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侯建良 adamhou@ie.nthu.edu.tw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吳建瑋 cweiwu@ie.nthu.edu.tw  

服務科學所 Galit Shmueli galit.shmueli@iss.nthu.edu.tw  

統計所 徐南蓉 njhsu@stat.nthu.edu.tw 召集人 

 



附件三 
[數據資訊組] 修課內容  

 

修課類別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所共同必修課程 

數理統計 

線性模式 

統計計算 

統計實習 

(上、下學期擇一) 12 

所必選課程 
書報討論(碩一) 

專題演講(碩二) 

書報討論(碩一) 

專題演講(碩二) 
4 

部 

份 

課 

程 

學程必修 

應用多變量分析 

統計學習 (或機器學習，二選ㄧ)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雲端程式設計 

≧9 

本系選修 
時間序列分析、類別資料分析、 

倖存分析、應用機率模型 
≧9 

外系選修 
資工系: 資料結構、資料庫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課程 (至多ㄧ門) 

 
 

服科所 「資料分析模組」包含以下五門課程:   

1. *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Statistical Modeling (BASM)  
2.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Data Mining (BADM)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Forecasting (BAFT) 
4. *文件探勘 Text Mining  
5.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offered in English 
^ offered in Chines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_Q-jQgVTXS3EEW_6fOOsYk4h0vG0W9kz8DglM8Ggyk/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89kpQ8jPMTudkVl7irMbTJPbkkcxI-6lXWHMUWCX88/edit?usp=sharing


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104-1） 
日  期：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  點：綜合七館 703 會議室 

主持人：蔡孟傑副院長                                    記錄：孔祥融 

出席者：鄭志豪委員    戴明鳳委員(林登松教授代)   彭之皓委員    徐南蓉委員                    

        劉怡維委員(請假)    蘇雲良委員    李志浩委員  

討論及決議事項： 

一、105 學年度理學院各系所、院學士班及科技學位學程「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學分   

    表」「第二專長科目表(含基礎先修)」相關修定討論 

   決議:         

1. 數學系異動如下: 
a. 

學院 學系 異動

類別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數學系 
數學組 刪除  代數二 

原 系 必 修 學 分 數

60，更改為 57。 

數學系 
第二專長 

刪除  複變數函數論  

新增 

 複變數函數論 

10 科任選 2 科 
（加上原選修三門） 
 
原總學分數 27，更改

為 26。 

 數值分析一 

 統計學 

 拓樸學導論 

 偏微分方程導論 

 高等線性代數 

 離散數學 

數學所 
應數組 變更 科學計算 近世代數一 必選課程之一 

b. 
數學系與計財系合作『金融數學學分學程』。 
由計財系提供『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市場』、『衍生性商品訂價』、『投資

學』等四門課程；數學系提供『線性代數一』、『線性代數二』、『機率學』、『統

計學』、『數值分析一』、『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導論』等七門課程。 
本學程之學分規定，以本系和計財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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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系科目不得少於 6 學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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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備註：追溯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亦適用。 

2. 物理學系異動如下:  
a. 105 學年度物理學系大學部必修科目理論力學程時段由 M3M4W2 改為  

W7W8F4。 
b. 105 學年度大學部必修科目修正案: 

學
院 學系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物理學系 
物理組 

系定 
必修 

新增「前沿物理專題

演講」 (1 學分) 
 系定必修學分數由59

修訂為 60 學分 
專業 
選修 

12 學分 13 學分  

物理學系 
光電物理組 

系定 
必修 

新增「前沿物理專題

演講」 (1 學分) 
 系定必修學分數由70

修訂為 71 學分 
專業 
選修 

6 學分 5 學分  

其餘 
選修 

23 學分 25 學分 
 

 
c. 105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學程課程表」修正案: 

學
院 學系 

課程

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物理 院學

士班 必修 

 取消必修科目： 
「理論力學二」 
「電磁學二」 

 

以下實驗科目 4 選

1：「實驗物理」、

「物理實驗技

術」、「近代物理實

驗」、「光學實驗」 

實驗物理 實驗課程改為選科 

以下導論科目 7 選

2：「相對論導

論」、「近代宇宙學

導論」、「基本粒子

物理導論」、「光電

物理導論」、「固態

物理導論」、「天文

物理導論」、「原子

分子物理導論」 

 

新增導論課程 7 選 2 



 
d. 105 學年度碩士班必修科目修正案: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A. 物理組 

2. 必修學分21學分 
統計力學 (I) [5210] (3) 
電動力學 (I) [5310] (3) 
量子力學 (I)(II)[5410,5420] (3+3) 
專題討論 (I)(II)[5930,5940] (1+1)  
書報討論(Seminar)一學期 (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學分) 

A. 物理組 

2. 必修學分 20 學分 
統計力學 (I) [5210] (3) 
電動力學 (I) [5310] (3) 
量子力學 (I)(II)[5410,5420] (3+3) 
專題討論 (I)(II)[5930,5940] (1+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學分) 

本點新增必修科目：

書報討論(Seminar)

一學期 (1)，必修學

分修訂為21學分。 

B. 應用物理組 

2. 必修學分21學分 
電動力學 (I) [5310] (3) 
量子力學 (I) [5410] (3) 
統計力學 (I) [5210]，電動力學 (II) [5320]，
量子力學 (II) [5420]，凝態物理 (I) [5710]中
必修兩科 (3+3) 
專題討論 [5930,5940] (1+1) 
書報討論(Seminar)一學期 (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B. 應用物理組 
2. 必修學分 20 學分 
電動力學 (I) [5310] (3) 
量子力學 (I) [5410] (3) 
統計力學 (I) [5210]，電動力學 (II) 
[5320]，量子力學 (II) [5420]，固態物

理 (I) [5710]中必修兩科 (3+3) 
專題討論 [5930,5940] (1+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本點新增必修科目：

書報討論(Seminar)

一學期 (1)，必修學

分修訂為21學分，另

固態物理修正為凝

態物理 

C. 光電物理組 
2.  必修學分20學分 
量子力學(I) [5410] (3) 
光電實驗[5050] (2) 
雷射物理與應用(I) [5870]、凝態物理(I) 
[5710]、量子力學(II) [5420]、電動力學(I) (II) 
[5310] [5320]、微波物理與應用(I) [5370] 中六

科中必修兩科(3+3) 
專題討論[5930,5940] (1+1) 
書報討論(Seminar)一學期 (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C. 光電物理組 
2.  必修學分 19 學分 
量子力學(I) [5410] (3) 
光電實驗[5050] (2) 
雷射物理與應用(I) [5870]、固態物理

(I) [5710]、量子力學(II) [5420]、電動

力學(I) (II) [5310] [5320]、微波物理與

應用(I) [5370] 中六科中必修兩科

(3+3) 
專題討論[5930,5940] (1+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本點新增必修科目：

書報討論(Seminar)

一學期 (1)，必修學

分修訂為20學分，另

固態物理修正為凝

態物理 

 
 

           3. 化學系: 無修訂之處。 
           4. 統計學研究所:  
               a. 必修課包含數理統計（4 學分），線性模式（3 學分）、統計計算（3 學分）、 

統計實習（2 學分）等四門本所課程(新增統計計算)，共 12 學分。另訂

共同必選課包含書報討論（ㄧ年級選修，上、下學期各 1 學分，共計 2
學分）、專題演講（二年級選修，上、下學期各 1 學分，共計 2 學分）。

總畢業學分共 34 學分。(原 32 學分) 
b. 學士班第二專長(數據科學)規劃如下: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機率代替機率論，工工 系之工程統計代替統

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率論與統計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 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 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基礎先修 
微積分一、二  3 3 

 
線性代數 3 

必修 

機率論 【註 1】 3  

與第一專長重複之必

修科目，需另修習「選

修科目」以補足 30 學

分。  

統計學 【註 1】  3 

統計資料分析 3 (下學期待定) 
計算機程式設計(I)  【註

2】 3  

資料結構 3  

  選修 

統計所 

任選 5 科 

數理統計  3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計算 (研) 3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多變量分析 (研)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科學計算 3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研)  3 
雲端程式設計(研)  3 

工工系 
作業研究一 3  
決策分析 (研) 3 
資料挖礦 (研) 3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內課程 (研) 

【註 3】 
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3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3  

文件探勘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3  

總學分 30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註 3: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課程包含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1. *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Statistical Modeling (BASM)  
2.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Data Mining (BADM)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Forecasting (BAFT) 
4. *文件探勘 Text Mining  
5.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offered in English 
^ offered in Chinese 

             c. 

數據科學學分學程由統計所、資工系、工工系、服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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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學分。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如下表: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 

系所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核心

課程 

機率論  (註 1) 3  數學系 

至少修習

9 學分  

統計學  (註 1)  3 數學所 

統計資料分析 3  統計所 

計算機程式設計(I)  (註 2) 3  資工系 

資料結構 3  資工系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資工系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研)  3 資工系 

選修

課程 

數理統計 3  統計所 

與核心課

程合計修

滿 18 學

分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所 

統計計算 (研) 3  統計所 

多變量分析 (研)  3 統計所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統計所 

科學計算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工系 

雲端程式設計 (研)  3 資工系 

作業研究 I 3  工工系 

決策分析 (研) 3 工工系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_Q-jQgVTXS3EEW_6fOOsYk4h0vG0W9kz8DglM8Ggyk/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89kpQ8jPMTudkVl7irMbTJPbkkcxI-6lXWHMUWCX88/edit?usp=sharing


資料挖礦 (研) 3 工工系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工工系 

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文件探勘   服科所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3  服科所 

總學分 18 
含非本科系至少 9 學

分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與電機系機率代替機率論，工工系之工程統

計代替統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率論與統計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 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電機系計算機程式設

計) 

註 3: 服科所的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5. 天文所:無修訂之處。 
6. 學士班異動如下: 

              a. 院學士班必修，普通物理一二改為普通物理一或 A1，普通物理二 
或 A2 

    b. 物理第一專長新增 7 門任選 2 門必修課程 
    c. 數學第一專長 4 門新增為 7 門任選 2 門 
 

學
院 學系 課程適

用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學士班 105 年度 

院學士 
班必修 

普通物理一或 A1 普通物理一   

  普通物理二或 A2 普通物理二   

   (刪除 )第一專長為數
學者必修  線性代數一、二  院必修移至系必修  

   第 
一 
專 
長 
物 
理 
學 

理論力學一  理論力學一、二   

   電磁學一  電磁學一、二   

   相對論導論一 

 新增  7 門任選 2 門修    近代宇宙學導論 

   基本粒子物理導論 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學
院 學系 課程適

用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程 光電物理導論 

   固態物理導論一 

   天文物理導論  

   原子分子物理導論 

   第 
一 
專 
長 
數 
學 
學 
程 

線性代數一、二   院必修移至系必修  

   離散數學  離散數學  

由原 4 門  任選 2 門修 
新增 7 門  任選 2 門修 

   偏微分方程導論  偏微分方程導論  

   幾何學一  幾何學一  

   拓樸學導論  拓樸學導論  

   數值分析   

    高等線性代數   

    統計學   

 
 
7.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無修訂之處 

           8. 臨時動議:建議學士班新增一位統計所委員。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13 時 00 分 



金融數學 學分學程  

課程地圖 
 

線性代數一 |---> 線性代數二 

（MATH1410）    （MATH1420） 

                                                  

|--->  機率論   |---> 統計學 

|    (MATH2810)    （MATH2820） 

微積分一  |---> 微積分二  |---> 微分方程  |---> 偏微分方程導論 

 (先修)         (先修)    |    （MATH3010）     （MATH4280） 

                          |---> 數值分析一           | 

                               （MATH4810）          | 

                                                     | 

財務管理    |---> 衍生性金融市場 |---> 衍生性商品定價 

（QF2141）   |      （QF3201）          （QF3141）         

|--->   投資學 

（QF4144） 

                          

 

備註: (擋修課程表) 

預修科目 先修科目                  /分數 

線性代數二 線性代數一                /50 / D 

微分方程 
微積分一                  /60 / C- 

微積分二                  /60 / C- 

衍生性金融市場 財務管理                  /60 / C- 

衍生性商品定價 衍生性金融市場            /60 / C- 

投資學 財務管理                  /60 / C-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 月  6 日 

案由：新增金融數學學分學程 

提案單位/提案人：數學系/王偉成 

說明： 

   隨著近年來財務工程的演進，數學在金融領域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在金融市場操作面臨

的課題，例如財務模型、交易策略分析、利率風險控管、信用風險控管、投資組合管理、即時交易

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都逐漸仰賴專業數學知識來研究解決相關的金融問題。 

    具有相關數學背景的金融科技人才，在市場上一直有強烈的需求，在 104年 11月數學系的自我

評鑑時，有多位評鑑委員強烈建議本系與計財系合作發展金融數學學程。這個提議也得到許多數學

系資深系友的認同。 

    本學程的規劃，結合數學理論與金融實務，兩大領域的相關課程，作為研究高等財務工程的基

礎預備知識，一方面為國家儲備金融科技人才，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本校相關研究所招生時，能就近

擇優錄取。 

辦法：  

一、設置宗旨： 

   隨著近年來財務工程的演進，數學在金融領域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在金融市場操作面臨

的課題，例如財務模型、交易策略分析、利率風險控管、信用風險控管、投資組合管理、即時交易

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都逐漸仰賴專業數學知識來研究解決相關的金融問題。 

    本學程的規劃，旨在結合數學理論與金融實務，兩大領域的相關課程，作為進一步高等財務工

程的基礎預備知識，為國家儲備金融科技人才。 

二、修課規定： 

本學程之學分規定，以本系和計財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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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本系科目各不得少於 6學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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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備註：追溯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亦適用。 

 

 



三、課程規劃：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科號） 學分數 

數學系 

線性代數一（MATH1410） 3 

線性代數二（MATH1420） 3 

機率學（MATH2810） 3 

統計學（MATH2820） 3 

微分方程（MATH3010） 3 

偏微分方程導論（MATH4280） 3 

數值分析一（MATH4810） 3 

計財系 

財務管理（QF2141） 3 

衍生性金融市場（QF3201） 3 

衍生性商品訂價（QF3141） 3 

投資學（QF4144） 3 

備註：數學系及計財系課程，各不得少於 6學分。 

 

四、學程委員： 

教師所屬系所 委員姓名 電子郵件 備註 

數學系 王偉成 wangwc@math.nthu.edu.tw 召集人 

數學系 胡殿中 tchu@math.nthu.edu.tw  

計財系 余士迪 styu@mx.nthu.edu.tw  

計財系 韓傳祥 chhan@mx.nthu.edu.tw  

 

mailto:wangwc@math.nthu.edu.tw
mailto:tchu@math.nthu.edu.tw
mailto:styu@mx.nthu.edu.tw
mailto:chhan@mx.nthu.edu.tw


    金融數學學分學程規劃書: 

一、設置宗旨： 

   隨著近年來財務工程的演進，數學在金融領域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在金融市場操作面臨

的課題，例如財務模型、交易策略分析、利率風險控管、信用風險控管、投資組合管理、即時交易

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都逐漸仰賴專業數學知識來研究解決相關的金融問題。 

    本學程的規劃，旨在結合數學理論與金融實務，兩大領域的相關課程，作為進一步高等財務工

程的基礎預備知識，為國家儲備金融科技人才。 

二、修課規定： 

本學程之學分規定，以本系和計財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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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本系科目各不得少於 6學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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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備註：追溯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亦適用。 

三、課程規劃：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科號） 學分數 

數學系 

線性代數一（MATH1410） 3 

線性代數二（MATH1420） 3 

機率學（MATH2810） 3 

統計學（MATH2820） 3 

微分方程（MATH3010） 3 

偏微分方程導論（MATH4280） 3 

數值分析一（MATH4810） 3 

計財系 

財務管理（QF2141） 3 

衍生性金融市場（QF3201） 3 

衍生性商品訂價（QF3141） 3 

投資學（QF4144） 3 

備註：數學系及計財系課程，各不得少於 6學分。 

 

 

 



四、學程委員： 

教師所屬系所 委員姓名 電子郵件 備註 

數學系 王偉成 wangwc@math.nthu.edu.tw 召集人 

數學系 胡殿中 tchu@math.nthu.edu.tw  

計財系 余士迪 styu@mx.nthu.edu.tw  

計財系 韓傳祥 chhan@mx.nthu.edu.tw  

 

mailto:wangwc@math.nthu.edu.tw
mailto:tchu@math.nthu.edu.tw
mailto:styu@mx.nthu.edu.tw
mailto:chhan@mx.nthu.edu.tw








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104-1） 
日  期：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  點：綜合七館 703 會議室 

主持人：蔡孟傑副院長                                    記錄：孔祥融 

出席者：鄭志豪委員    戴明鳳委員(林登松教授代)   彭之皓委員    徐南蓉委員                    

        劉怡維委員(請假)    蘇雲良委員    李志浩委員  

討論及決議事項： 

一、105 學年度理學院各系所、院學士班及科技學位學程「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學分   

    表」「第二專長科目表(含基礎先修)」相關修定討論 

   決議:         

1. 數學系異動如下: 
a. 

學院 學系 異動

類別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數學系 
數學組 刪除  代數二 

原 系 必 修 學 分 數

60，更改為 57。 

數學系 
第二專長 

刪除  複變數函數論  

新增 

 複變數函數論 

10 科任選 2 科 
（加上原選修三門） 
 
原總學分數 27，更改

為 26。 

 數值分析一 

 統計學 

 拓樸學導論 

 偏微分方程導論 

 高等線性代數 

 離散數學 

數學所 
應數組 變更 科學計算 近世代數一 必選課程之一 

b. 
數學系與計財系合作『金融數學學分學程』。 
由計財系提供『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市場』、『衍生性商品訂價』、『投資

學』等四門課程；數學系提供『線性代數一』、『線性代數二』、『機率學』、『統

計學』、『數值分析一』、『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導論』等七門課程。 
本學程之學分規定，以本系和計財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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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系科目不得少於 6 學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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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備註：追溯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亦適用。 

2. 物理學系異動如下:  
a. 105 學年度物理學系大學部必修科目理論力學程時段由 M3M4W2 改為  

W7W8F4。 
b. 105 學年度大學部必修科目修正案: 

學
院 學系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物理學系 
物理組 

系定 
必修 

新增「前沿物理專題

演講」 (1 學分) 
 系定必修學分數由59

修訂為 60 學分 
專業 
選修 

12 學分 13 學分  

物理學系 
光電物理組 

系定 
必修 

新增「前沿物理專題

演講」 (1 學分) 
 系定必修學分數由70

修訂為 71 學分 
專業 
選修 

6 學分 5 學分  

其餘 
選修 

23 學分 25 學分 
 

 
c. 105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學程課程表」修正案: 

學
院 學系 

課程

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物理 院學

士班 必修 

 取消必修科目： 
「理論力學二」 
「電磁學二」 

 

以下實驗科目 4 選

1：「實驗物理」、

「物理實驗技

術」、「近代物理實

驗」、「光學實驗」 

實驗物理 實驗課程改為選科 

以下導論科目 7 選

2：「相對論導

論」、「近代宇宙學

導論」、「基本粒子

物理導論」、「光電

物理導論」、「固態

物理導論」、「天文

物理導論」、「原子

分子物理導論」 

 

新增導論課程 7 選 2 



 
d. 105 學年度碩士班必修科目修正案: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A. 物理組 

2. 必修學分21學分 
統計力學 (I) [5210] (3) 
電動力學 (I) [5310] (3) 
量子力學 (I)(II)[5410,5420] (3+3) 
專題討論 (I)(II)[5930,5940] (1+1)  
書報討論(Seminar)一學期 (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學分) 

A. 物理組 

2. 必修學分 20 學分 
統計力學 (I) [5210] (3) 
電動力學 (I) [5310] (3) 
量子力學 (I)(II)[5410,5420] (3+3) 
專題討論 (I)(II)[5930,5940] (1+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學分) 

本點新增必修科目：

書報討論(Seminar)

一學期 (1)，必修學

分修訂為21學分。 

B. 應用物理組 

2. 必修學分21學分 
電動力學 (I) [5310] (3) 
量子力學 (I) [5410] (3) 
統計力學 (I) [5210]，電動力學 (II) [5320]，
量子力學 (II) [5420]，凝態物理 (I) [5710]中
必修兩科 (3+3) 
專題討論 [5930,5940] (1+1) 
書報討論(Seminar)一學期 (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B. 應用物理組 
2. 必修學分 20 學分 
電動力學 (I) [5310] (3) 
量子力學 (I) [5410] (3) 
統計力學 (I) [5210]，電動力學 (II) 
[5320]，量子力學 (II) [5420]，固態物

理 (I) [5710]中必修兩科 (3+3) 
專題討論 [5930,5940] (1+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本點新增必修科目：

書報討論(Seminar)

一學期 (1)，必修學

分修訂為21學分，另

固態物理修正為凝

態物理 

C. 光電物理組 
2.  必修學分20學分 
量子力學(I) [5410] (3) 
光電實驗[5050] (2) 
雷射物理與應用(I) [5870]、凝態物理(I) 
[5710]、量子力學(II) [5420]、電動力學(I) (II) 
[5310] [5320]、微波物理與應用(I) [5370] 中六

科中必修兩科(3+3) 
專題討論[5930,5940] (1+1) 
書報討論(Seminar)一學期 (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C. 光電物理組 
2.  必修學分 19 學分 
量子力學(I) [5410] (3) 
光電實驗[5050] (2) 
雷射物理與應用(I) [5870]、固態物理

(I) [5710]、量子力學(II) [5420]、電動

力學(I) (II) [5310] [5320]、微波物理與

應用(I) [5370] 中六科中必修兩科

(3+3) 
專題討論[5930,5940] (1+1) 
其他物理學系 4 字頭以上科目課程 6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 

本點新增必修科目：

書報討論(Seminar)

一學期 (1)，必修學

分修訂為20學分，另

固態物理修正為凝

態物理 

 
 

           3. 化學系: 無修訂之處。 
           4. 統計學研究所:  
               a. 必修課包含數理統計（4 學分），線性模式（3 學分）、統計計算（3 學分）、 

統計實習（2 學分）等四門本所課程(新增統計計算)，共 12 學分。另訂

共同必選課包含書報討論（ㄧ年級選修，上、下學期各 1 學分，共計 2
學分）、專題演講（二年級選修，上、下學期各 1 學分，共計 2 學分）。

總畢業學分共 34 學分。(原 32 學分) 
b. 學士班第二專長(數據科學)規劃如下: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機率代替機率論，工工 系之工程統計代替統

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率論與統計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 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 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基礎先修 
微積分一、二  3 3 

 
線性代數 3 

必修 

機率論 【註 1】 3  

與第一專長重複之必

修科目，需另修習「選

修科目」以補足 30 學

分。  

統計學 【註 1】  3 

統計資料分析 3 (下學期待定) 
計算機程式設計(I)  【註

2】 3  

資料結構 3  

  選修 

統計所 

任選 5 科 

數理統計  3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計算 (研) 3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多變量分析 (研)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科學計算 3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研)  3 
雲端程式設計(研)  3 

工工系 
作業研究一 3  
決策分析 (研) 3 
資料挖礦 (研) 3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內課程 (研) 

【註 3】 
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3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3  

文件探勘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3  

總學分 30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註 3: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課程包含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1. *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Statistical Modeling (BASM)  
2.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Data Mining (BADM)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Forecasting (BAFT) 
4. *文件探勘 Text Mining  
5.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offered in English 
^ offered in Chinese 

             c. 

數據科學學分學程由統計所、資工系、工工系、服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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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學分。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如下表: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 

系所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核心

課程 

機率論  (註 1) 3  數學系 

至少修習

9 學分  

統計學  (註 1)  3 數學所 

統計資料分析 3  統計所 

計算機程式設計(I)  (註 2) 3  資工系 

資料結構 3  資工系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資工系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研)  3 資工系 

選修

課程 

數理統計 3  統計所 

與核心課

程合計修

滿 18 學

分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所 

統計計算 (研) 3  統計所 

多變量分析 (研)  3 統計所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統計所 

科學計算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工系 

雲端程式設計 (研)  3 資工系 

作業研究 I 3  工工系 

決策分析 (研) 3 工工系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_Q-jQgVTXS3EEW_6fOOsYk4h0vG0W9kz8DglM8Ggyk/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89kpQ8jPMTudkVl7irMbTJPbkkcxI-6lXWHMUWCX88/edit?usp=sharing


資料挖礦 (研) 3 工工系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工工系 

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3  服科所 

文件探勘   服科所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3  服科所 

總學分 18 
含非本科系至少 9 學

分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與電機系機率代替機率論，工工系之工程統

計代替統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率論與統計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 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電機系計算機程式設

計) 

註 3: 服科所的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5. 天文所:無修訂之處。 
6. 學士班異動如下: 

              a. 院學士班必修，普通物理一二改為普通物理一或 A1，普通物理二 
或 A2 

    b. 物理第一專長新增 7 門任選 2 門必修課程 
    c. 數學第一專長 4 門新增為 7 門任選 2 門 
 

學
院 學系 課程適

用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學士班 105 年度 

院學士 
班必修 

普通物理一或 A1 普通物理一   

  普通物理二或 A2 普通物理二   

   (刪除 )第一專長為數
學者必修  線性代數一、二  院必修移至系必修  

   第 
一 
專 
長 
物 
理 
學 

理論力學一  理論力學一、二   

   電磁學一  電磁學一、二   

   相對論導論一 

 新增  7 門任選 2 門修    近代宇宙學導論 

   基本粒子物理導論 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學
院 學系 課程適

用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程 光電物理導論 

   固態物理導論一 

   天文物理導論  

   原子分子物理導論 

   第 
一 
專 
長 
數 
學 
學 
程 

線性代數一、二   院必修移至系必修  

   離散數學  離散數學  

由原 4 門  任選 2 門修 
新增 7 門  任選 2 門修 

   偏微分方程導論  偏微分方程導論  

   幾何學一  幾何學一  

   拓樸學導論  拓樸學導論  

   數值分析   

    高等線性代數   

    統計學   

 
 
7.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無修訂之處 

           8. 臨時動議:建議學士班新增一位統計所委員。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13 時 00 分 



數據科學學分學程課程地圖 
     

                                                  

線性代數 

微積分 

  

(先修) 

統計資料分析 

數理統計 

線性模式 

時間序列分析 

應用多變量分析 

統計計算 

決策分析 

資料挖礦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應用資料探勘方法於商業分析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文件探勘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工程數學 

線性代數 

(先修) 

作業研究一 

計算機程式 

設計一 
資料結構 

科學計算 

資料庫系統

概論 

人工智慧概論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 

雲端程式設計 

機率論 

統計學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月 9日 

案由：通識中心核心向度三向度名稱更名案。 

提案單位/提案人：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 

說明： 

(一) 因應向度六文化經典將於 105 學年轉化進入其他向度，

並且原第六向度課程將以轉化入第三向度為主，擬將第三

向度原名稱「藝術與美感」更名為「藝術與文學」，以求向

度名稱更切合課程規劃內容。 

(二) 此更名案經歷 104 年 12月 5 日向度三工作坊以及 104

年 12 月 14 日向度工作坊總結會議討論，並於 104 年 12月

14 日第 3 次課程委員會共識決議更名為「藝術與文學」。 

(三) 本案經由 105年 3月 29日 104學年度清華學院第 2次課

程委員會通過。 

附件： 

1. 104 年 12 月 14 日通識中心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2. 104 學年度清華學院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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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第 3次課程委員會 紀錄 

 
開會時間：104年 12月 14日(一)上午 10：00 

開會地點：教育館 225會議室 

出席人員：沈宗瑞榮譽退休教授、陳榮順教授、琅元副教授、翁曉玲副教授、 

          吳俊業副教授、陳舜文副教授、馬孟晶副教授、馬雅貞副教授 

主    席：林文源教授  

記    錄：蕭芷芃 

一、 討論事項 

略 

 

（五） 討論向度三、向度四以及向度七之名稱。 

說明：劉承慧老師提案向度三名稱由藝術與美感改為藝術與文學； 

   王道維老師提案向度四名稱由社會與文化脈動改為社會脈動分析以及 

   向度七名稱由歷史分析改為歷史與文化。 

決議：因為本次會議時間不足，向度三名稱於 104年 12月 5日向度三工作坊 

      以及 104年 12月 14日向度工作坊總結會議中決議更名為藝術與文 

      學；向度四名稱於 104年 11月 23日中心會議決議不變更向度名稱； 

      向度七名稱於歷史所課程委員會討論後決議不變更向度名稱。 

 

二、 臨時動議 無 

 

三、 散會（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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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清華學院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記錄：鄭又綾 

時間：105 年 03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 點 

地點：教育館 2 樓 225 室  

主席：莊慧玲執行副院長  

出席：(應出席人數 17 位) 

林文源主任、陳承德助理教授、林琨瀚助理教授、黃明瀚主任(洪國萱教官代理

出席)、許有真副教授、徐桂平老師、劉承慧主任、陳素燕執行長、李紫原班主

任、戴明鳳教授、林世昌教授、沈宗瑞教授、林珊如教授、翁瑋辰同學。 

請假： 林怡君老師、張議中同學。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課務事項報告(略)  

參、 討論事項 

提案 1.（略） 

提案 2.（略） 

提案 3.（略） 

提案 4.（略） 

提案 5. 

一、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二、 案由： 通識中心核心向度三「藝術與美感」名稱更改為「藝術與文學」案。 

三、 說明： 

(1) 因應向度六文化經典將於 105學年轉化進入其他向度，並且原第六向度課程將以

轉化入第三向度為主，擬將第三向度原名稱「藝術與美感」更名為「藝術與文

學」，以求向度名稱更切合課程規劃內容。 

(2) 此更名案經歷 104 年 12月 5日向度三工作坊以及 104 年 12月 14日向度工作坊總

結會議討論，並於 104年 12月 14日第 3次課程委員會共識決議更名為「藝術與

文學」，會議記錄可見於附件 2。 

四、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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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6.（略）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11:10)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月 9日 

案由：各系、所、學位學程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

數暨畢業總學分表」及院學士班「第二專長課程表」，提請  

審訂。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詳附件。  

附件： 

附件一、本案與 104 學年度相較異動情形表。 

附件二、與 104 學年度相較無異動之系、 所、學位學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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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各院學士班「第二專長」與104學年度相較異動情形表 

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各
學
院 

各系、學士

班 
學士班 

變更備

註 
 

通識課程 

核心必修 

6大向度中任選4向度，並於4

向度中每向度各修習1門課

程，若修畢4向度課程尚不足

10學分，請由核心通識任選

學分補足。 

原
子
科
學
院 

工程與系

統科學系 

學士班 更名 電路學 電路學一 變更系定必修科目。 

核工與能

源第二專

長 

更名 電路學 電路學一 變更基礎先修科目。 

生醫工程

與環境科

學系 

博士班 更名 專題書報討論 書報討論  

碩士班 新增 專題書報討論   

環境科技

博士學位

學程（台灣

聯合大學

系統） 

博士班 

新增 博士班專題研究一  
新增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

程，畢業應修學分(不含論

文)為 26，逕讀博士班應修學

分為 38。 

新增 博士班專題研究二  

新增 專題書報討論  

院學士班 

第一專長

能源與環

境學程 

變更  環境化學 

原專業必選「環境化學」類

科目改列核心必選科目，核

心必選由 4選 2，變更為 5選

2 

變更 生物化學一 環境化學 
專業必選「環境化學」類科

目異動。 

新增 熱流學實驗  新增專業選修「低碳能源組」

科目。 新增 腐蝕工程  

更名 環境科學組 永續環境組 
專業選修「永續環境組」改

為「環境科學組」。 

刪除  大氣化學 
刪除專業選修「永續環境組」

科目。 

新增 生物化學二  

新增專業選修「環境科學組」

科目。 

新增 分子光譜學  

新增 環境奈米科學  

新增 生醫耦合化學  

新增 表面分析技術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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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理
學
院                                                             

 

數學系 

應數組學

士班 
刪除  代數二 

原系必修學分數 60，更改為

57。 

第二專長 

變更  複變數函數論 
原為必修課程，變更為選修

10 科任選 2科 

新增 

數值分析一  

選修 10科任選 2科（加上複

變數函數論及原選修三門） 

原總學分數 27，更改為 26。 

統計學  

拓樸學導論  

偏微分方程導論  

高等線性代數  

離散數學  

應數組碩

士班 
變更 科學計算 近世代數一 必選課程之一 

物理學系 

物理組學

士班 

新增 前沿物理專題演講  

前沿物理專題演講一或二，1

學分 ,系定必修學分數由 59

修訂為 60學分 

變更   
專業選修學分由 13學分更改

為 12 學分 

刪除   刪除備註欄中三科必選課程 

光電物理

組學士班 

新增 前沿物理專題演講  

前沿物理專題演講一或二，1

學分 ,系定必修學分數由 70

修訂為 71學分 

變更   
專業選修學分由 5學分更改

為 6學分 

變更   
其餘選修學分由 25學分更改

為 23 學分 

刪除   刪除備註欄中三科必選課程 

第二專長 

刪除  理論力學二  

刪除  電磁學二  

變更  實驗物理 

實驗物理改為 4 選 1實驗課

程,另新增三門 4選 1實驗課 

新增 物理實驗技術  

新增 近代物理實驗  

新增 光學實驗  

新增 相對論導論一  

新增導論課程 7 選 2 
新增 近代宇宙學導論  

新增 
基本粒子物理導論

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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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新增 光電物理導論  

新增 固態物理導論一  

新增 天文物理導論  

新增 原子分子物理導論  

碩士班 新增 書報討論   

院學士班 

學士班 

變更 普通物理一或 A1 普通物理一 新增可選普通物理 A1 

變更 普通物理二或 A2 普通物理二 新增可選普通物理 A2 

變更  線性代數一、二 

刪 除 第 一 專 長 為 數 學 者

必修 ,院必修移至數學學

程必修，院學士班必修由

24-26學分，變更為 18-26

學分，第一專長學程學分

由 29-30 學分，變更為

29-36 學分。  

第一專長

物理學程 

刪除  理論力學二  

刪除  電磁學二  

新增 相對論導論一  

新增物理學程 7 選 2 

新增 近代宇宙學導論  

新增 
基本粒子物理導論 

一 
 

新增 光電物理導論  

新增 固態物理導論一  

 
新增 天文物理導論   

新增 原子分子物理導論  

第一專長

數學學程 

新増 數值分析  

數學學程原為 4 選 2，新增三

門課變更為 7選 2 
新增 高等線性代數  

新增 統計學  

變更   
第一專長數學學程由 30學分

變更為 36學分 

統計學研

究所 

第二專長 新增   
新增第二專長：數據科學 30

學分。(詳見附件 A) 

碩士班 

新增 統計計算   

新增 專題演講   

變更   畢業學分 32 改為 34學分 

理

學

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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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博士班 
新增 統計推讑    

新增 高等機率論    

 

化學工程

學系 
學士班 

刪除  生命科學與工程  

新增 生物技術概論  
備註可由生命科學導論或生

物程序工程替代 

備註修

改 
 儀器分析及實驗一 

備註之替代科目刪除儀器分

析及實驗二 

動機系 

學士班 刪除  生命科學 

系定必修由 70學分更改為 67

學分，其餘選修由 16學分更

改為 19學分 

學士班、第

二專長 
新增 燃料電池  

能源學程選修課程新增燃料

電池 

材料科學

工程學系 

學士班 刪除  生命科學  

學士班 變更   

金屬材料、高分子材料、生

醫材料、電子材料、陶瓷材

料原 5 科選 2 科，改為 5 科

選 3科 

工業工程

與工程管

理學系 

學士班 刪除  生命科學導論 

系定必修由 75學分更改為 72

學分，其餘選修由 6 學分更

改為 9學分 

第二專長 

變更  計算機程式語言 
原為基礎先修課程，變更為

選修 9門任選 3 門課程 

變更  工作研究 
原為必修科目，變更為選修 9

門任選 3 門課程 
變更  工程經濟 

變更  作業研究二 

刪除  工業工程專題  

在職專班 

新增  機率與統計應用 

新增醫管學程總學分 30，必

修課程 5 選 4 

新增  安全衛生管理 

新增  決策分析 

工
學
院 

新增  
健康醫療系統之人

因工程 

新增  
健康與醫療系統管

理專題 

院學士班 

第一專長

化學工程

學程 

新增備

註 
 程序設計 

工學院學士班學生可選修本

校任何實作或設計為主的課

程替代。替代課程須由工學

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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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新增備

註 
 單元操作實驗 

工學院學士班學生可以選修

化工系（CHE）任何實驗課程

替代。替代課程須由工學院

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認定。 

第一專長

材料科學

工程學程 

新增備

註 
 材料實驗一 

工學院學士班學生可修其他

MS 專業課程代替。 

新增備

註 
 量子物理導論 

工學院學士班學生可修其他

MS 專業課程代替。 

第一專長

工業工程

與工程管

理學程 

變更  工作研究 

原為必修科目，變更為選修

科目(任選 5 門) 

變更  工程經濟 

變更  作業研究二 

變更  工業會計 

變更  離散數學 

新增  心理學 

新增為選修科目(任選 5門) 
新增  計算機程式語言 

新增  製造程序 

新增  設施規劃 

修改備

註 
 線性代數 

刪除原有備註，修改為：已

修過性質相近之課程(例：工

程數學一)不用再修習，請由

選修課程中擇一門學分相同

之課程。 

 

院學士班 學士班 

變更   

第二專長學程學分數原為

27~33 改為 26~33，備註增列

文字*工學院學士班第二專

長在化工、動機或材料的同

學，請參考備註 B說明。 

變更   
其餘選修學分原為 5~16改為

5~17 

新增   

新增備註 B：第二專長 

化工領域：須修畢化工第二

專長所規範之總學分數。可

放寬其中一門課限制（不限

課程及學分），學生可自由選

修化工 CHE開頭課號之其他

課程補足學分。 

動機領域：須修畢動機第二

工

學

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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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專長所規範之總學分數。可

放寬其中一門課限制（不限

課程及學分），學生可自由選

修動機 PME開頭課號之其他

課程補足學分。 

材料領域：須修畢材料第二

專長所規範之總學分數。可

放寬材料第二專長「材料之

物理性質」課程，原該表中

之選修備註：至少選修 9 學

分增加為 12 學分。 

工
學
院 

全球營運

管理碩士

雙聯學位

學程 

碩士班 新增 

網路電子商務  

新增碩士雙聯學位學程，畢

業應修學分(不含論文)為 30

學分。 

計畫 /專案管理  

全球營運  

供應鏈管理  

工程經濟  

管理數量方法  

社會科技決策方法  

人機系統  

品質價值管理  

工業管理研究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中國文學

系 

學士班 刪除  
文學概論∕哲學基

本問題 2科選 1科 

刪除基礎必修「哲學基本問

題」課程 

第一專長 新增   
新增第一專長課程表，共 36

學分。(詳見附件 B) 

第二專長 

變更  
詞選∕戲曲選∕小

說選  3科選 1科 
調整為「必選修」課程 

新增 
近現代小說與文化

∕現代詩 2選 1 
 

必選修課程新增 近現代小

說與文化∕現代詩 2選 1 

刪除  

經學名著選讀∕子

學名著選讀  

2科選 1科 

 

外國語文

學系 
學士班 

備註修

改 
 英文領域 

新增第二點： 

2.開設給非外語系修習之英文

領域課程不得計為外語系英文領域

學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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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刪除  資訊系統應用 原為基礎必修課程 

新增備

註 
 語言學概論 

得以人社院學士班、中文系

之「語言學導論」抵免 

變更 第二語言習得 英語語言史  

核心課

程備註

修改 

  

新增內容： 

2 語音學可修習人社院學士

班所開課程 

3 超修之核心課程可計入專

業選修或其餘選修學分) 

專業選

修備註

修改 

  

除以FL為始科號之科目外，另可修

習人社院學士班以下課程任選，最

高6學分：(1)HSS 330300 語言的

共性與殊性 (2) HSS 330500 語言

與認知 (3)普遍語法 (4)HSS 

230000當代語言學思潮 (5) HSS 

321700初級古希臘文一 (6) HSS 

201800初階拉丁文一 (7) HSS 

361100荷馬史詩與希臘神話圖像。 

外國語文

學系 
學士班 

其餘選

修備註

修改 

  

可自由選修本系或外系開設

之專業課程；超修之通識學

分亦可計入。專長/學分學程

之課程均可列為其餘選修學

分。 

變更   
基礎必修學分數由 49學分更

改為 46學分 

變更   
系定必修學分數由 70學分更

改為 67學分 

變更   
專業選修學分數由 25學分更

改為 12學分 

變更   
其餘選修學分數由 5學分更

改為 21學分 

新增備

註 
  

新增內容： 

2.於他校/系修讀之課程，申

請抵免外語系核心課程與專

業選修課程學分總數最高 15

學分。 

3.於他校/系已修讀與外語

系必修課程相同或類似之科

目，得申請抵免；如學分不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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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足，須修習另一門相關課程

補足。 

4.申請以他校/系修讀課程

抵免外語系核心課程與專業

選修課程者，需先經該課程

授課教師審核課程大綱通過

後，再提送抵免申請。 

5.(1)於全英語授課學校接

受中等教育者，得於進入本

系第一個學期開學一週內，

持初高中成績單申請免修英

文一、二、英語聽講一、二、

英語口語訓練一、二，但須

以本系核心課程、專業選修

或華語課程補足學分。 

(2) 入學時已通過外語系畢

業門檻*規定者，得於進入本

系第一個學期開學一週內申

請免修英文一、二，但須以

本系核心課程、專業選修課

程補足學分。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英文畢業門檻 

(1) TOEFL IBT 79分(含)以

上 

(2) IELTS 6 級(含)以上 

(3) TOEIC聽力及閱讀 750分

(含)以上，口說及寫作 310

分(含)以上，此兩項均須通

過。 

(4)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複

試。 

外國語文

學系 

第一專長 新增   
新增第一專長課程表，共 38

學分。(詳見附件 C) 

第二專長 

備註修

改 
  

1.於他校/系已修讀與外語

系必修課程相同或類似之科

目，得申請抵免；如學分不

足，須修習另一門相關課程

補足。 

2.「語言學概論」得以人社

院學士班、中文系之「語言

學導論」抵免 

變更 第二語言習得 英語語言史  

備註修

改 
  

新增內容： 

2 語音學可修習人社院學士

班所開課程)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外國語文

學系 

學士班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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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院學士班 

學士班哲

學學程 
變更 

邏輯∕知識論∕形

上學∕倫理學(4 科

選 2 科) 

邏輯 

知識論 

形上學 

倫理學 

原哲學學程必修 4門課更改

為 4選 2，共 6學分。 

學士班政

治經濟學

程 

變更 

政治哲學∕比較政

治理論∕國際政治

理論 （3選 1） 

政治哲學/ 

比較政治理論 

（2選 1） 

原政經學程必選核心課程新

增 1門，改為 3 選 1(原為 2

選 1)，共 3學分。 

學士班文

學創作學

程 

刪除 
 散文鑑賞與習作  

 小說鑑賞與習作  

人類學第

二專長 
變更 

台灣漢人社會與文

化∕台灣南島社會

與文化∕東南亞族

群與文化∕世界民

族誌 （4選 2） 

區域族群與文化 
詳列「區域族群與文化」課

程名稱，成為必選課程 4選 2 

哲學第二

專長 
變更 

邏輯∕倫理學∕形

上學∕知識論（4選

2） 

邏輯 

原哲學二專必修 4門課更改

為 4選 2，共 6學分。 

倫理學 

形上學 

知識論 

文學與創

作第二專

長 

刪除 
 散文鑑賞與習作  

 小說鑑賞與習作  

語言學第

二專長 
刪除   

自 105學年度起取消語言學

第二專長 

臺灣研究

教師在職

進修碩士

學位班 

碩士班 

刪除  
臺灣南島社會與文

化 
 

刪除  
區域研究：台灣漢人

社會與文化 
 

新增 
臺灣社會與文化專

題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電機工程

學系 

學士班 變更   數理必選 6 學分改為 3 學分 

學士班 刪除  
微分方程與複變函

數 微分方程與複變函數拆為兩

門課 
 

學士班 新增 常微分方程  

學士班 新增 
偏微分方程與複變

函數 
 

第一專長 新增   
新增第一專長課程表，共

36-38 學分(詳見附件 D)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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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資訊工程

學系 

學士班 變更   
核心必修學分數由 20 學分改

為 22 學分 
學士班 變更  系統整合實作一 學分數由 1 學分增為 2 學分 

學士班 變更  系統整合實作二 學分數由 1 學分增為 2 學分 

學士班 變更   
其餘選修學分數由 14 學分改

為 12 學分 

第一專長 新增   
新增第一專長課程表，共 33

學分(詳見附件 E) 

第二專長 新增 計算機程式設計(II)  
與計算機程式設計(I)之課程

擇一修讀 

第二專長 變更  計算方法設計 
第二專長學生修課改為下學

期 

院學士班 第一專長 新增   
新增第一專長課程表，共

33-36 學分(詳見附件 F) 
積體製程

專班 
碩士班 新增 書報討論  

新增碩士班，畢業應修 

學分 26學分(不含論文) 

科
技
管
理
學
院 

計量財務

金融學系 

學士班 變更 財務計量經濟學 計量財務金融導論 變更系定必修科目 

碩士班 

變更   
碩士班甲組畢業應修學分由

39 學分更改為 36學分。 

變更   
碩士班乙組畢業應修學分由

33 學分更改為 36學分。 

科技管理

學院學士

班 

第一專長

管理學程 

新增 管理資訊系統  新增必修科目「管理資訊系

統」，與原必修科目「資訊管

理導論」--2 科選 1 科修讀。 
變更  資訊管理導論 

新增 前線服務人員管理  

增加選修課程。 

新增 人力資源管理  

新增 創新與領導  

新增 技術商品化實作  

新增 創新與技術策略  

科技管理

研究所 
博士班 

刪除  
科技管理論文寫作

實習(一) 
 

刪除  
科技管理論文寫作

實習(二) 
 

刪除  
科技管理論文寫作

實習(三) 
 

財務金融

碩士在職

專班 

碩士在職

專班 
新增   

新增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應

修學分(不含論文)為 39學分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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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公共政策

與管理碩

士在職專

班 

碩士在職

專班 

新增 經濟學  

新增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應

修學分(不含論文)為 35學

分。 

新增 公共政策導論  

新增 個體經濟分析  

新增 總體經濟分析  

新增 實證研究方法  

EMBA深圳

境外專班 
碩士在職

專班 

新增 中國經濟與金融   

新增 
互聯網思維與現代

經濟 
  

新增 高級財務管理   

新增 宏觀經濟分析   

新增 
創新創業與研發管

理 
  

新增 中國法制與政治   

新增 戰略管理   

新增 
戰略性人力資源管

理 
  

新增 領導力與組織發展   

新增 服務科學與管理   

新增 商業模式與創新   

新增 運作管理   

新增 組織行為學   

新增 
高科技研究與產業

轉化 
  

生
命
科
學
院 

生技產業

博士學位

學程 
博士班 

新增 書報討讑   新增博士學位學程，畢業應

修學分(不含論文)為 18 學

分，逕讀博士學分 30學分。 新增 專題討論   

清
華
學
院 

學習科學

研究所 
碩士班 

更名 教育與心理統計 
初等統計與實驗設

計 
原必修課程改為 2選 1 課程 

新增 質性研究  新增為 2 選 1課程 

 

科

技

管

理

學

院 

附件一



105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課程表 
中文名稱：數據科學 
英文名稱：Ｄata Science  

英文簡稱： DS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基礎先修 
微積分一、二  3 3 

 
線性代數 3 

必修 

機率論 【註 1】 3  

與第一專長重複之必修

科目，需另修習「選修科

目」以補足 30 學分。  

統計學 【註 1】  3 

統計資料分析 3 (下學期待定) 

計算機程式設計(I)  【註 2】 3  

資料結構 3  

  選修 

統計所 

任選 5 科 

數理統計  3  
線性模式 (研) 3  
統計計算 (研) 3  
時間序列分析 (研)  3 
多變量分析 (研)  3 

資工系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科學計算 3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研)  3 
雲端程式設計(研)  3 

工工系 
作業研究一 3  
決策分析 (研) 3 
資料挖礦 (研) 3  
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研)  3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內課程 (研)【註 3】 

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3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3  

文件探勘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3  

總學分 30  

附件 A 

附件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註 1: 機率論、統計學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資工系機率代替機率論，工工 系之工程統

計代替統計學，計財系與經濟系之統計學一、二代替機率論與統計學)。 
 
註 2: 計算機程式設計(I) 可用性質相近課程代替 (如: 工工系計算機程式語言) 
 
註 3: 服科所「資料分析模組」課程包含五門課，皆為研究所課程，選課順次以科管院學生為優先。   

1. *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Statistical Modeling (BASM)  
2. *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Data Mining (BADM)  
3. *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Forecasting (BAFT) 
4. *文件探勘 Text Mining  
5. ^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offered in English 
^ offered in Chinese 

 

 

 

 

 

 

 

 

 

 

 

 

 

 

 

 

 

附件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_Q-jQgVTXS3EEW_6fOOsYk4h0vG0W9kz8DglM8Ggyk/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MEO5h5h_XY7QrQtAAatXFGj7UFo0A-n9QQVkeZFHl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gOSBDQ8e8iDkkMoTRimVoid0SSndE9CFLyb-w80MB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89kpQ8jPMTudkVl7irMbTJPbkkcxI-6lXWHMUWCX88/edit?usp=sharing


105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第一專長課程表 
 

中文名稱：中國文學 
英文名稱：Chinese Literature 

英文簡稱：CL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基礎先修 無    

必修 

中國文學史一、二 3 3  

中國思想史一、二 3 3 

近現代文學史  3 

中國語文通論 3  

必選修 

詩選  3 

4 科選 2 科 
詞選 3  

戲曲選  3 

小說選 3  

文字學 3  

3 科選 1 科 聲韻學  3 

語言學導論  3 

近現代小說與文化  3 
2 科選 1 科 

現代詩 3  

選修 專書 3 3 專書任選 2 科 
總學分 36  

 
 

 

 

 

 

 

 

 

 

附件 B 

附件一



105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一專長課程表 
中文名稱：外國語文 
英文名稱：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英文簡稱：FL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基礎先修 無    

必修 

西洋文學概論 3 3 
1.於他校 /系已修讀
與外語系必修課程
相 同 或 類 似 之 科
目，得申請抵免；如
學分不足，須修習另
一門相關課程補足。 
2.「語言學概論」得
以人社院學士班、中
文系之「語言學導
論」抵免 

文學作品讀法 3 3 

語言學概論  3  

應用語言學  3 

閱讀與寫作一 2 2 

閱讀與寫作二 2 2 

選修 

文藝復興文學 3 

學生自由選修本系核心

課程，修滿 12 學分即符

合修課要求 
 
(註：1 「維多利亞時期

文學--性別與社會」可等

同「維多利亞時期文學」 
2 語音學可修習人社院學
士班所開課程。) 
 

十八世紀文學 3 

浪漫主義文學 3 

維多利亞時期文學 3 

現代/當代文學 3 

美國文學經典 3 

小說文類 3 

詩歌文類 3 

戲劇文類 3 

文學理論 3 

語言分析 3 

語意學 3 

語音學 3 

句法學 3 

心理語言學導論 3 

社會語言學導論 3 

語言教學導論 3 

第二語言習得 3 

總學分 38  

 

 

 

附件 C 

附件一



電機工程學系第一專長學程 
 

類  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必修 

電路學 3  

電子學 3  

電磁學 3  

訊號與系統 3  

常微分方程或偏微分方程與複變函數 3 二門擇一修讀 

必選 
實驗 

邏輯設計實驗  2 

任選三門實驗 

嵌入式系統與實驗 3  
電子電路實驗 2  
數位訊號處理實驗 2  
電動機械實驗  2 
光電實驗 2  
積體電路設計實驗 3  
固態電子實驗 2  
通訊系統實驗 2  

選修 

光電工程一 3  

任選 5 科 

類比電路分析與設計一 3 
積體電路設計導論 3 
固態電子元件導論 3 
計算機結構 3  
控制系統  3 
通訊系統一 3 
數位訊號處理概論  3 
電動機械 3  
電磁波 3  
計算機網路概論  3 

總學分 36-38 
 

 

 

 

 

 

附件 D 

附件一



電機資訊學院多專長必修課程表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電  
資  
院  
多  
專  
長  
必  
修  
︵ 

26-28 
學 
分 
︶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3 or 4 3 or 4 一年級 

普通物理(一) 普通物理(二) 3 3 一年級 

邏輯設計或數位邏輯設計 3  科號為 EE2280 或 CS2102，一年級 

計算機程式設計或計算機程
式設計(I) 3  科號為 EE2230 或 CS1355 或 EECS1110，一年級 

線性代數 3 科號為 EE2030 或 CS2334，二年級(建議) 

機率 3 科號為 EE3060 或 CS3332，二年級或三年級(建議) 

實作專題一或系統整合與
實作(一)  1 科號為 EE3900、EECS3900 或 CS3901，三年級下學

期 
實作專題二或系統整合與
實作(二) 1  科號為 EE3910、EECS3910 或 CS3902，四年級上學

期 

 
 

 

 

 

 

 

 

 

 

 

 

 

 

 

 

附件一



 
 

105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計畫學生第一專長課程表 

中文名稱： 資訊工程       

英文名稱： Computer Science  

英文簡稱： CS   

類  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必修及專業

課程 

計算機程式設計 (Ⅱ )  3  

資料結構  3   

離散數學  3   

計算機結構   3  

計算方法設計  3   

作業系統  3   

硬體設計與實驗  3   

軟體設計與實驗   3  

A 類 

工程數學(CS3334) 
訊號與系統(CS2505) 
科學計算(CS3330) 
正規語言(CS3371) 

3 
 
3 

 
3 
 
3 

A、B、C 類需各類

別的課程任選一門 

B 類 

電路與電子學(一) (CS2100) 
積體電路設計概論(CS3120) 
嵌入式系統概論(CS4105) 
編譯器設計(CS3404) 

 
3 
3 

3 
 
 
3 

C 類  

資料庫系統概論 (CS4710) 
計算機網路概論 (CS3212) 
人工智慧概論 (CS4601) 
多媒體技術概論 (CS3570) 
軟體工程 (CS4461) 
密碼與網路安全概論 (CS3305) 

 
3 
3 
 
 
3 

3 
 
 
3 
3 

總學分 33  

 
 
 
 
 
 
 
 
 
 
 
 
 

附件 E 

附件一



電機資訊學院多專長必修課程表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電  
資  
院  
多  
專  
長  
必  
修  
︵ 

26-28 
學 
分 
︶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3 or 4 3 or 4 一年級 

普通物理(一) 普通物理(二) 3 3 一年級 

邏輯設計或數位邏輯設計 3  科號為 EE2280 或 CS2102，一年級 

計算機程式設計或計算機程
式設計(I) 3  科號為 EE2230 或 CS1355 或 EECS1110，一年級 

線性代數 3 科號為 EE2030 或 CS2334，二年級(建議) 

機率 3 科號為 EE3060 或 CS3332，二年級或三年級(建議) 

實作專題一或系統整合與
實作(一)  1 科號為 EE3900、EECS3900 或 CS3901，三年級下學

期 
實作專題二或系統整合與
實作(二) 1  科號為 EE3910、EECS3910 或 CS3902，四年級上學

期 

 
 

 
 

 

 

 

 

 

 

 

 

 

 

 

 

 

 

附件一



電資院學士班第一專長學程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必修 

電資工程實務概論或數位系統

設計 3 
 

微分方程與複變函數 3 
訊號與系統 3 

必選

實驗 

邏輯設計實驗或硬體設計與實

驗 2 或 3 

任選三門實驗 

電子電路實驗 2  
軟體設計與實驗  3 
高等程式設計實作  3 
數位訊號處理實驗 2  
通訊系統實驗 2  
電動機械實驗  2 
光電實驗 2  
固態電子實驗 2  
積體電路設計實驗 3  
計算機程式設計實作 2 

選修 

生命科學導論 3 

任選 6 科 

離散數學 3 
電子學 3 
電路學 3 
電磁學 3 
資料結構 3 
計算機結構 3 
作業系統 3 
嵌入式系統與實驗 3 
計算方法設計 3 

總學分 33-36  
 
 
 
 
 
 
 
 
 
 
 
 
 
 
 
 
 
 

附件 F 

附件一



電機資訊學院多專長必修課程表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電  
資  
院  
多  
專  
長  
必  
修  
︵ 

26-28 
學 
分 
︶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3 or 4 3 or 4 MATH1010，一年級 

普通物理(一) 普通物理(二) 3 3 PHYS1133，一年級 

邏輯設計或數位邏輯設計 3  科號為 EE2280 或 CS2102，一年級 

計算機程式設計或計算機程
式設計(I) 3  科號為 EE2230 或 CS1355 或 EECS1110，一年級 

線性代數 3 科號為 EE2030 或 CS2334，二年級(建議) 

機率 3 科號為 EE3060 或 CS3332，二年級或三年級(建議) 

實作專題一   1 科號為 EECS3900，三年級下學期 

實作專題二 1  科號為 EECS3910，四年級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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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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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105 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各院學士班「第二專長」與 104學年度相較無異動一覽表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原子科學院 核工所 

理學院 化學系、天文所、先進光源學位學程 

工學院 醫工所、奈微所 

人文社會學院 人類所、語言所、哲學所、社會所、台文所、歷史所、亞際

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所、資應所、社群與人智國際學程、光電所、通訊所 

科技管理學院 經濟系、科法所、服科所、IMBA、EMBA、MBA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醫科系、生科院學士班、分生所、分醫所、系神所、

神經科學博士學程、生技所、生資所 

教務處 跨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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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月 9日 

案由：跨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

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一) 跨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為 104 學年度新增之學位學程，因獲

准設立時未及依「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審訂

104 學年度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故於本次會議一併審訂。 

學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教務處 
跨院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新增 書報討論  

104 學年度新增博士

學位學程，畢業應修

學分(不含論文)為

24學分。 

 

(二) 本案業經 105年 4月 13日跨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104學年度

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件：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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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年 5月 9日 

案由：各系、所、學位學程申請異動歷年「必修科目」課程，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附件編號 提案單位 學位別 入學年度 說明 

13-1 人社院學士班 學士班 
103 學年度

(含)以前 

103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亦可選擇適用 104 學

年度入學必修科目、學分數。 

13-1 電資院學士班 學士班 104學年度 

系定必修「電資工程實務概論」新增「數位系

統設計」，變更為二選一擇一修讀。任選三門

實驗課程新增「計算機程式設計實作」。 

  

(一)案序 1 業經 104 年 6 月 24 日人社院學士班 103 學年度第二學

期第 4次課程委員會;105年 4月 28日人文社會學院 104學年

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案序 2業經 104年 11月 03日電資院學士班 104學年度上學期

第 1 次課程委員會;104 年 11月 24 日電機資訊學院 104 學年

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件：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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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課委報告
國立清華大學「教學意見調
查」題目修改
2016.05.30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評鑑中心
經濟系教授兼主任 林世昌
博士後研究員 祝若穎
日期：May, 3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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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意見調查檢討起始於工學院座談
1.本校對教學意見調查檢討之時間發展

2

2015.03

校長與工學院座談
開始

2015.04.09

第一次教務會議報告
教學意見調查評鑑分數
與教師給分的關聯性

2015.06.12

第二次教務會議報告
增加學習成效的題目

2015.09 ~ 2015.12

研擬「教師授課意見調查」
並預試題目



教學意見調查檢討起始於工學院座談
1.本校對教學意見調查檢討之時間發展

3

2015.12.28~2016.01.18

「教師授課意見調查」的施測

2016.03.21

「教師授課意見調查」的初步分析報告

2016.05.10

行政會議
教學意見調查題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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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行教學評鑑之檢討聲浪興起



教師授課意見調查的問卷說明與回收率
2.「教師授課意見調查」問卷初步分析

項 目 說 明
調查對象 國立清華大學全校專任教師

抽樣方式 紙本問卷與網路問卷(兩者擇一填寫)

調查時間 三週 (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1月18日)

學 院 問卷回收份數A 母群B 百分比%(A/B)
理學院 54 100 54.00%
工學院 67 131 51.15%
電資院 55 111 49.55%
人社院 38 91 41.76%
生科院 26 52 50.00%
原科院 31 51 60.78%
科管院 45 68 66.18%

清華學院 35 46 76.09%
教務處 2 2 100.00%

總計 355 652 54.45%



教學意見調查是否造成課程淺化的問題

3.94%

29.58%

43.38%

22.82%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i23您認為教師降低課程要求，學生會提高教學意見調查的成績

] 66.2%

3.是否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有將近七成的老師認為有課程淺化的問題



3.是否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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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意見調查 學生給教師的建議(自行勾選)

１０４上

選項
勾選筆數/填卷人數，
其比率達25%以上之

科目數

全校調查
科目數 百分比

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19

1698

1.12%

減少調課/缺課 9 0.53%

準時上/下課 61 3.59%

教學意見調查-給本教師的建議(可複選)

->教務處課務組調查104上學期的課程，建議老師「按照課程
大綱進行教學」的比例有1.12%



是否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3.是否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8

台大的教學意見調查亦有「課程大綱」的問項
基本資訊 選項

教師在學期初即提供課程大綱 □是 □否

整體而言，授課老師大致按照「課程
大綱」進行教學

□是 □否

因此，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將課程大綱的題項從

「自行勾」改為「必選題」



不贊成

16%

贊成

84%

i31我認為這門課讓我學習收穫良多

不贊成

15%

贊成

85%

i30除上課時間外，平均一星期修讀本課程付

出時間

教學意見調查是否增加學習成效的題目

不贊成

9%

贊成

91%

i32我認為授課老師的教學對於我在本課程的

學習有幫助

14.4

15.5

9.0

84.2

83.4

91

i30除上課時間外，平均一星期

修讀本課程付出時間

i31我認為這門課讓我學習收穫

良多

i32我認為授課老師的教學對於

我在本課程的學習有幫助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題目(贊成比例)

不贊成 贊成

4.是否增加學習成效的題目



5.教學意見調查題目修改

教學意見調查題目修改(10題->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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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選項

1.修讀本課程的理由 必修、興趣、學分要求、時間可配合、慕名而
來、未來考試需要

2.這門課我的缺席狀況 從不缺席、1-3次、4-5次、6-10次、11次以
上

3.我對這門課的態度 很認真、還算認真、普通、不太認真、不認真

4.除上課期間外，平均一星
期修讀本課程付出時間

1小時以下、1-3小時、3-5小時、5-7小時、7
小時以上

5.整體而言，授課老師大致
按照「課程大綱」進行教學 是、否

6.本課程的期末考是否安排
在「校定期末考週」舉行? 是、提前、延後、其他

一、學生自評



5.教學意見調查題目修改

教學意見調查題目修改(10題->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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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7.(基本題)  內容豐富且組織完善，符合教學目標

教學方法
8.(基本題)  講解清楚而有條理

9.(基本題) 在課堂中與同學有良好的互動

教學態度 10.(基本題)  充分準備課程內容及教材

教學評量

11.評量方式合理地反映教學重點及同學的學習成果(修
改)
改成->截至目前為止，教師的評量方式合理地反映出
教學重點

整體綜合意見

12.(基本題)  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表現優異

13.(基本題)  我覺得這是一門品質優良的課程.（刪除）
改成->我覺得授課老師的教學對於我在本課程的學習
有所幫助

二、教學題目



教學意見調查的結果公開與否
6.教學意見調查的結果公開與否

清大研擬作法:公開方式optional
預計105年底詢問老師是否願意公布結果(by 課務組)
1.老師可自行選擇是否公布，並有彈性調整公布與否
2.以105上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開始公布(過往一律不公開)

30%

18%

52%

否

是

教師可自行選擇公布與否

i13您是否贊成公布自己的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 7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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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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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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