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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時    間：107年 05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14:00 

地    點：校本部行政大樓 (第一綜合大樓)2樓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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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委員：  

校外委員/段維新教授(請假)、黃坤錦教授、彭裕民所長(請假)、蔡能賢副總

經理(請假);原科院/蘇育全、張建文；理學院/陳正中、李俊璋；工學院/蔡德

豪、王訓忠；人社院/林文蘭、馬雅貞；生科院/王歐力、彭明德；電資院/楊

尚達、李端興；科管院/陳寶蓮(請假)、張焯然；清華學院/翁曉玲、李紫原；

竹師教育學院/林勇吉、葉美利；藝術學院/蔣茉莉(請假)、蕭銘芚；學生代表

研究所/徐光成；學生代表大學部/劉樂永。 

教學獎助生權益代表/黃玄皓同學(討論案第十一案出席)。 

 

列席人員： 

陳榮順副教務長(請假)；李清福副教務長(語言中心主任)；註冊組卓玟琪組長；

課務組許淑美組長、胡慧文小姐、鄭夙芬小姐、李振祺先生、陳思婷小姐、劉

盈妘小姐。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人：戴念華教務長。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 5 月 26 日開放學生預排，第 1 次選課日期： 6

月 7 ~ 11 日；為利學生規劃選課，課程大綱尚未維護者，敬請各系所、

教師配合，最遲請於開學前完成，106 學年度度 2 學期起將課程大綱維護

日期記錄於校務資訊系統內。 
（二）107 年準大學生先修課程，配合招聯會作業： 

1. 各大學開設課程領域除原「微積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學」、「生 命

科學導論」、「程式設計導論」外，107 年新增「會計學」、「經濟學」、 「大

一英文」、「日文」及「計算機概論」等領域，共計有 6 個夥伴學校針對 

10 個領域開設 21 門先修課程及提供 5 門認證考試。 

2. 已調查校內各對應科目開課學系，針對外校所開設準大一新生先修課程，

同意抵免或免修之意願。 

3. 本校規劃 AP 線上課程，107 年開設微積分一、普通物理一、通化學一、

生命學導論、程式設計導論、計算機概論、經濟學原理一等 7 門課，通

過本校基本科目免修測試實體考試，可免修該科目並獲得該課程學分。 

開課學系評分結果，歷年僅告知考生「通過」或「不通過」，配合招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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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各校需將考生成績上傳至線上平台存查，並考量各校學生抵免有成

績需求，成績擬以「百分制」呈現。 

（三）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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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9%，平均分數均標 4.42，各院平均分數：人社

院/4.51、工學院/4.35、生科院/4.46、清華學院/4.46、原科院/4.38、

科管院/4.50、理學院/4.22、電資院/4.41、竹師教育學院/4.4、藝術學

院/4.28。 

（四）106 學年度第 1、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 106年 12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國立清

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107 學年度開始實施。另請課外活動組

研議是否將審查課程細則明訂於辦法中。本案經提案單位研議後，修訂

「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將各開課單位之開課規定、開設時數、初審方式，提出明確說明。並送

本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討論事項第一案)。 

2. 107年 01 月 07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清華學

院所提修訂「本校英文領域之修課規定」壹案，適用 107 學年度以後入

學之學士班學生。因校定必修科目英文領域學分數由 6學分改為 8學分，

為維持校定必修 28 學分不變，清華學院曾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有關調整

通識必修學分議題。 

紀錄： 

翁曉玲委員：有關降低通識必修學分案，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未通

過。 

主席：此案請清華學院林福仁執行副院長報告。 
林福仁執行副院長： (略) 

 

貳、備查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不含附件)-附

件 1。 

決議：准予核備。 

 

二、各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新訂或修訂案，提請  核備。(提案單位:

如下表列)-附件 2-1、2-2、2-3。 

案序 提案單位 附件編號 

1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修訂) (附件 2-1) 

2 華文所(新訂) (附件 2-2) 

3 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

位學程(新訂) 

(附件 2-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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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序 1 依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竹師教育學

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委員組成加入學生代表至少 1 位，修

正後准予核備。學生代表產生方式另案討論後再議。其餘提案照案通

過。」辦理修訂。 本要點業經 107 年 04 月 13 日竹師教育學院學士

班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及 107 年 04 月 26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案序 2  業經 106 年 10 月 12 日華文文學研究所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及 107 年 05 月 03 日人文社會學院 106 學年

度第 3 次課程委會會議通過。 

(二) 案序 3 業經 107年 03月 22日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班務會議通過及 107年 05月 03日人文社會學

院 106 學年第 3 次會議通過。 

決議：准予核備。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修訂「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案，提請 審議(提案

單位: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附件 3。 

  說明： 

(一)「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業經 106 年 12 月 15 日

106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自 107學年度起施行；舊辦

法「國立清華大學勞作服務課程實施辦法」亦經 106學年度第 2次校

課程委員會通過廢止。 

(二)服務學習課程為本校學士班學生校定必修之零學分課程，各學系須

規劃服務學習課程供學生修習。 

(三)依據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建議，本辦法經 107 年

05 月 08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

討論修訂「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決議擬於辦法中

將各開課單位之開課規定、開設時數、初審方式，提出明確說明。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學士班必修科目四年固定化」課程，動機系及外語系申請 107學年

度第 1學期起更改上課時間，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動機系、外語

系)-附件 4-1、4-2、4-3。 

說明： 

(一)異動科目如下: 

提案 

單位 
科號 科目名稱 上課班別 

原上課 

時間 
擬異動時間 

動機系 PME 242501 
PME 242502 機動學 原訂: 「上」學期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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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動機系大二 
擬異動: 
動機系大三 

M5M6R5 T3T4R3 
M3M4W2 

外語系 
(附件 4-2) 

FL 201301 
FL 201401 

初級西班牙

語一、二 
外語系 
必選修 R7R8R9 M7M8M9 

FL 300901 
FL 301001 

中級德語

一、二 
外語系 
必選修 T7T8T9 R7R8R9 

FL 404400  
FL 404500 

中級西班牙

語一、二 
外語系 
必選修 T7T8T9 R7R8R9 

(二)本校學士班課程需依標準化上課時間安排，必修科目不得更改上課

時間；如需異動上課時間，須先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由課

務組進行線上問卷調查全校大學部學生之意見，提送院學士班會議

(如含第一及第二專長必修課程)、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

方可修改。 

(三)動機系必修課程時間異動說明(附件 4-1): 

1. 機動學為 106 入學生必修，擬由原大二上學期修習改安排於大三下

學期修習。原因如下:機動學內容主要探討機械元件，如連桿齒輪的

運動及受力分析。學生於大二修習完基礎力學(應用力學-靜力學及

動力學)再修習此一課程較為恰當。目前應用力學安排於大二修習;

因此應安排於大三再修習機動學;如此也可減輕大二修習主科的負

擔。考量規劃授課老師目前在上學期的授課負擔(已有兩門)故安排

於下學期。107起入學學生機動學即改為選修，且不列入學士班一專

/二專科目。 

2. 預計自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原定 107 上學期開課，擬改

為 108 下學期開課。並提出兩方案供大三大四需重修學生選擇: 

(1)107 上學期可修交大的機動學抵免。 

(2)107 下學期開設 1 門機動學，動機系大三大四同學優先選課。 

3. 本案業經 107 年 04 月 23日動機系 106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7

年 04 月 27 日工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課

務組進行全校學生（大學部）意見調查，調查時間為 107/05/04(五)

至 107/05/09(三)。續經 107 年 05 月 21 日院學士班會議通過(附件

4-3)。 

(四)外語系必修課程時間異動說明(附件 4-2): 

1. 外語系第二外語為四選一之必選修，初級第二外語必修課程統一在

M7M8M9 時段，中級第二外語必修課程統一在 R7R8R9時段。故調整初

級西班牙語、中級德語、中級西班牙語課程時間。。 

2. 預計自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外語系另有為非外語系同學

開設之第二外語課程，時段在 M7M8M9之外，外語系同學亦可選擇該

類課程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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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業經 107 年 03 月 23 日外語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

程委員會議、107 年 05月 03日人社院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課務組進行全校學生（大學部）意見調查，

調查時間為 107/05/04(五)至 107/05/09(三)。續經 107 年 05 月 21

日院學士班會議通過(附件 4-3)。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非同步遠距課程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

教學發展中心)-附件 5-0、5-1、5-2、5-3、5-4。 

 

案序 開課單位 科號/課名 學

分 教師 必選修

班別 備註 

1 通識中心 
(附件5-1) 

GEC120201/ 
生態體系與全

球變遷 
2 王俊秀 選修 

曾於10410、10420、
10510、10520、
10610、10620學期開

授 

2 通識中心 
(附件5-2) 

GE 105400/ 
共善的社會設

計 
2 王俊秀 選修 曾於10520、10610

學、10620學期開設 

3 系神所 
(附件5-3) 

 LSSN510700 /
計算神經科學 2 羅中泉 選修 

曾於10510、10610
學期開設 

4 生科系 
(附件5-4) 

 LSC110100 / 
生命科學一 3 

李家維 
莊永仁 
焦傳金 
黃貞祥 

必修 新開設 
非同步遠距課程 

      說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大學法施行細則」，

遠距教學課程須經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案序 1、2業經 107 年 04 月 09日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第 6次課

程委員會議;107 年 04 月 19 日清華學院 106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附件 5-1、5-2) 

(三)案序 3 業經 107 年 04 月 25 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06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107 年 05 月 04日生命科學院 106學年度第 3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5-3) 

(四)案序 4 業經 107 年 04 月 17 日生命科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 107 年 05 月 04日生命科學院 106學年度第 3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附件 5-4)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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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坤錦委員：過去曾開課的非同步遠距課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學生

對課程滿意度如何?校方如何檢核非同步遠距課程?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教學意見調查分數偏低的課程，請教學發展中心

持續與授課教師溝通、研議精進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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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2。       

案序 提案單位 學分學程 召集人 修習學分 

1 教育學院 
(附件6-1) 華德福教育 成虹飛 至少15學分 

2 人類所 
(附件6-2)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 顧坤惠 至少18學分 

說明： 

(一)案序 1業經 107年 0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通過。(附件 6-1) 

(二)案序 2業經 107年 01月 09日人類學研究所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及 107年 05月 03日人文社會學院 106學年度第 3次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通過。(附件 6-2)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本校英文免修標準修正案(107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外語系、英

教系學生不適用)，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附件 7。 

說明： 

(一) 多益測驗未列入本校英文免修之參照標準，乃因該項測驗當時僅有

聽力與閱讀二項測驗，無法提供學生英語口說與寫作能力之參照。但

依據目前該測驗型式，擬加入多益測驗及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兩項

測驗均達標準，亦可申請英文免修。 

(二)將「外國學生、僑生、教育部分發之派外人員子女，持高中成績單

正本(英文科成績總平均至少 B+以上)及其他相關英文程度證明至語

言中心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之規定修改為「畢業於國外全英文

授課之高中或國際學校學生，持高中全期成績單正本(英文科成績全

期總平均至少 B+以上)，向語言中心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三)增加「持其它足以證明英文相當程度之有效證明文件，向語言中心

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四)本案業經 106 年 11月 7日語言中心委員會(系級)會議及 107年 3月

16日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通訊)會議審議通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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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樂永委員：畢業於非英語系國家高中之僑生，是否可修第二外語抵免

英文學分﹖ 
語言中心李清福主任：進階生及頂標學生可選修其他外語抵免全部或部

分英文學分(詳見：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

會通過之「107 學年度（含）入學學士班學生英

文領域選課說明」)，沒有限制其他外語類別。 

劉樂永委員：若身份為頂標學生，也同時具備其他外語能力，能否持其

他外語能力證明抵免其他外語學分? 
語言中心李清福主任：目前語言中心無其他外語之認證或抵免制度。 
主席：非英語系國家之僑生或許可個案討論，彈性處理。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案由：邏輯思考與運算課程（programming）擬納入 107學年度入學學士班

學生必修課程，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附件 8。 

說明：教育部為提高大學校院學生(不限資訊科技相關專業領域)修讀程式

設計課程機會，強化學生邏輯運算思維及未來參與數位經濟之能力，

已將大學程式設計教學納入高教深耕計畫之「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

學創新」目標中推動，並已明定績效指標，後續將透過教育部校務

資料庫持續調查各校各學年度學生修課情形。 

紀錄： 
資工系陳宜欣教授報告：(略，詳附件 8-1)  
劉樂永委員：能否先設為選修課，觀察學生選修狀況，未來再做調整或

繼續推行? 
徐光成委員：修課人數 100 人可能太多了，能否調降人數？開設線上課

程，助教負擔較重，建議增加助教人數。有關成本估算，

電腦設備是否每年更新？ 
主席：調查校本部及南大校區電腦設備，逐年汰換老舊設備後，做出硬體

設備成本估算。 
張焯然委員：本案所討論 programming 課程，是否需要新開課程？或者目

前已常態開設的與 programming 相關課程也可以?  
主席：目前已常態開設的課程也可以。 
馬雅貞委員：建議應通盤考量整體課程規劃，並獲得各教學單位共識，

不宜現在就決定執行。另選擇在 programming 課程投入這麼

多資源，列為全校學士班必修的原因為何？是否經評估確

實為全校學生必須具備的能力？ 
主席： 
1. 目前行政院推動「深耕計畫」，要求各校三年內修習 programming 課

程的學士班學生比率須達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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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業界對程式設計人才的需求量大，修習 programming 課程有助提

升學生未來就業的競爭力。 
林文蘭委員： 
1. 建議改設為選修課程，更能讓同學彈性選擇自己所需。 
2. 有關於「深耕計畫」績效指標，能否注入更多人文社會或科技管理等

較多元的教育思維，而不是僅有技術層面的思維。提供量化數據以外

的質化指標，成為本校特色。 
3. 報告中提到的各學院所需的程式語言，是如何調查而做出的規劃？ 
4. 人社院希望不要將本課程列入必修，宜徵求全校教師及學生意見再做

決定。 
張焯然委員： programming 課程如何認定? 由哪一個單位負責審核?  
主席：修習 programming 相關領域的課程都屬於本案範疇，而不是僅限定

「邏輯思考與運算」課程。教務處已調查蒐集教學單位的意見(略)。 
楊尚達委員：雖然 AI 在未來發展很重要，但培育學生 programing 能力是

否有助其未來在 AI 產業發展勝出？需要更進一步研究剖析

兩者的關聯性，以作為推動本校學生參與 AI 產業的規劃基

礎。 
陳宜欣教授：訓練學生邏輯思考的方式是本案重點，建立邏輯思考的能

力能讓設計端及使用端有良好溝通連結。不一定每位學生

都需具備程式設計的能力，已規劃有課程地圖(詳附件8-1)。
其他大學也有類似的政策推動。 

楊尚達委員：同意廣義建立邏輯思考的重要性，但開設邏輯思考的師資

比程式設計課程的師資更難聘任。提升修習 programming
課程的學生比率立意良善，但如果期望將修習比例提高到

100%，可能會出現預期外的反效果。 
翁曉玲委員: 
1. 贊成將 programming 課程列為通識課程，但設定為全校必修課程意義

不同。 
2. 電資院可以考慮支援或開設通識課程。 
黃坤錦委員：納入全校必修課程茲事體大需謹慎考量，建議將本案改為

強化本校邏輯思考與運算（programming）能力，鼓勵學生

修習相關課程。 
徐光成委員：加強本校原有 programming 課程與業界的連結，比開設新課

程更重要。 
主席: 感謝各位委員意見，本案投票表決。 
劉樂永委員：提修正動議，將本案改為：「(略)…納入建議選修課程」。

(2位委員附議) 



9 
 

修正案投票結果：贊成 16 票，反對 0 票。 
決議：通過修正案—邏輯思考與運算課程(programming)擬納入 107 學年

度入學學士班學生建議選修課程。試行一年以後再行檢討。 
 

七、案由：107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含系、院學士班)學生校定必修科目學分

數及其餘選修學分數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附件 9。 

說明： 

(一) 本校校定必修科目分為大學中文、英文領域、通識課程、體育、服

務學習及操行，共六個科目。因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自 107 學年度起(含)入學之學士班學生英文領域已由 6 學分改

為 8 學分。依校定必修各負責單位回傳資料(如附件 9)，107 學年度

校定必修總學分數共為 30 學分 (中國文學系為 34 學分)。敬請審議

並擬請同意於本會議通過後，依決議內容授權由註冊組逕行修正提案

八各學士班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內

之校定必修內容及學分數為 30學分(中國文學系為 34學分)。 

(二) 為不增加學生修課負擔，擬各學士班(含系、院學士班)其餘選修皆

減少 2學分，敬請審議並擬請同意於本會議通過後，依決議內容授權

由註冊組逕行修正提案八各學士班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

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紀錄： 
徐光成委員：校課程委員會是否有權利授權註冊組修改各系必修科目、

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註冊組卓玟琪組長：上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後，因為英文領域課程修改，

校定必修由原來 28 學分改為 30 學分。各系、院學

士班課程委員會討論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課程時，

仍採舊制 28 學分考量，故希望能在本次會議授權註

冊組協助修改案由八：107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必

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中校定必修課程，

不需要請教學單位為本案再重新召開系、院課程委

員會議。 
馬雅貞委員：本案第(一)點已定案，無需討論。第(二)點校定必修學分數

增加，是否調減「其餘選修」學分數，則是各系需要討論

的議題，校課程委員會無法替各系決定。 

翁曉玲委員：因應校定必修英文領域課程增加 2 學分，或許提高畢業總

學分為 130 學分即可? 
主席: 上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已通過，校定必修因英文領域課程增加 2 學分，

由原來 28 學分增加至 30 學分，由各教學單位自行決定調減其餘選

修 2 學分或提高畢業總學分為 130 學分。另本校通識教育會議即將

於 6 月 7 日召開，如會議後決議調整通識課程學分數，而影響校定

必修學分數，將儘快通知各教學單位因應調整畢業總學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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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通過本案第(一)點。 
2. 本案第(二)點，請註冊組通知各教學單位，因應校定必修增加 2 學分，

請各教學單位自行決定「調升畢業總學分數」或「減少其餘選修學分，

以維持原畢業總學分數」。6 月 7 日校通識教育會議決議，將儘快轉知

各教學單位，以配合調整。本(107)年 7 月份再召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此案。 
 

八、案由：107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第

一、第二專長課程表」及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案，

提請  審訂。(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10-1、10-2。 

說明： 

(一)本案相較 106學年度，「有異動」情形表，詳如附件 10-1。 

(二)本案相較 106 學年度，「無異動」之系、 所、學位學程列表，詳如

附件 10-2。 

決議：同案由七決議第(二)點，因應校定必修增加 2 學分，請各教學單位

自行決定調整畢業總學分表。其餘無異議照案通過。 
 

九、案由：107 學年度新設系所(含學位學程及院學士班)之「必修科目、學分

數暨畢業總學分表」、「第一、第二專長課程表」及「研究生必修科

目及必修總學分數」案，提請  審訂。(提案單位:註冊組)-附件

11-1~7。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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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序 1 業經 107 年 04 月 13 日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106 學年度下學

期第一次課程會議通過及 107年 0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

下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1-1) 

(二)案序 2 業經 107 年 04 月 13 日藝術學院學士班 106 學年度第 2 次班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及 107年 04月 18日藝術學院 106學年度第 2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1-2) 

(三)案序 3業經 107年 04月 10日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會議通過及人文社會學院 107年 05月 03

日 106 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1-3) 

(四)案序 4業經 107年 03月 22日華文文學研究所 106學年度下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通過及 107 年 05 月 03 日人文社會學院 106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1-4) 

(五)案序 5 業經 107 年 04 月 10 日藝術與設計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次課

程發展會議通過及 107年 04月 18日藝術學院 106學年度第 2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1-5) 

(六)案序6業經107年04月11日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106學年度第10605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及 107年 0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

下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1-6) 

(七)案序 7 業經材料系 107 年 03 月 2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及 107年 04月 27日工學院 106學年度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案

序 

提案單位 學位別 入學年度 新設內容 

1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附件11-1) 

學士班 107 「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

學分表」、「第二專長課程表」 

2 藝術學院學士班 
(附件11-2) 

學士班 107 「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

學分表」 

3 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

學士學位學程 
(附件11-3) 

學士班 107 「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

學分表」 

4 華文文學研究所 
(附件11-4) 

碩士班 107 「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

學分數」 

5 藝術與設計學系美勞

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附件11-5) 

碩士在職

專班 

107 「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

學分數」 

6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附件11-6) 

博士班 107 「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

學分數」 

7 前瞻功能材料產業博

士學位學程 
(附件11-7) 

博士班 107 「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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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案由七決議第(二)點，因應校定必修增加 2 學分，請各教學單位

自行決定「調升畢業總學分數」或「減少其餘選修學分，以維持原

畢業總學分數」。其餘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案由：各系、所、學位學程申請異動歷年「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案，

提請  審訂。(提案單位:註冊組)-附件 12-1~6。 

說明： 

(一)案序 1 業經 107 年 04 月 16 日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系課程委員會、107 年 04 月 17日環境與文化資源學

系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及 107年 04月 26日竹師教育

學院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2-1) 

(二)案序 2 業經 107 年 01 月 30 日學習科學與科技所 106 學年度第 4 次

課程委員會通過及 107 年 04 月 26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2-2) 

(三)案序 3 業經 107 年 05 月 07 日體育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

線上臨時系課程發展委員通過及 107年 05月 08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臨時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12-3) 

(四)案序 4 業經 107 年 05 月 04 日數理教育研究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3次所課發會會議通過及 107年 05月 08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

度下學期第 1次臨時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12-4) 

(五)案序 5 業經 107 年 04 月 24 日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及 107 年 04 月 27 日工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12-5) 

(六)案序 6業經 107年 04月 17日科技管理學院在職專班 106學年度第 2

案

序 

提案單位 學位別 入學年度 異動內容 

1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附件12-1) 

學士班 105、106 異動105、106學年度「必修科

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2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

所 
(附件12-2) 

碩士班 106 異動106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

目及必修總學分數」之必修科

目。 

3 體育學系 
(附件12-3) 

碩士在職

專班 

106 修正 106學年度「研究生必修

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為 32學

分。 

4 數理教育研究所 
(附件12-4) 

碩士在職

專班 

106 修正106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

目及必修總學分數」為32學分。 

5 全球營運管理 
(附件12-5) 

碩士雙聯

學位學程 

105、106 異動105、106學年度「研究生

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之

必修科目。 

6 高階經營管理深圳境

外專班 
(附件12-6) 

碩士在職

專班 

105 修正105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

目及必修總學分數」為3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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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及 107年 04月 25日科技管理學院 106學年度

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12-6)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另請註冊組提醒各教學單位調整畢業總學分表應

注意的細節。 
 

十一、案由：取消教學實務課程認定教學獎助生案，提請  審訂。(提案單位:

校課程委員會學生代表劉樂永委員)-附件 13 

說明： 

(一) 緣由：教學實務課程認定教學獎助生的「學習性質」，在實際開課

課綱簡陋、匆促上路規劃不佳。 

(二) 必要性：學生需花學分費才能取得獎助生資格，各系所必須應付開

課，又違反本校學則第 21條相關規定，對師生均造成困擾。 

(三) 取消教學實務課程認定獎助生，能夠減少開課人力的浪費，以及學

生花學分費卻沒有學習事實的狀況。 

(四) 辦法：取消教學實務課程認定獎助生，交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修習

課程，並將助教改採兼任助理認定。 

紀錄：委員陸續離席，清點委員人數，在席委員 7 位(不含主席)。 
決議：因在席委員不足法定開議人數(半數以上委員出席)，本案延至下次

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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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6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1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地    點：行政大樓 (第一綜合大樓)2樓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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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委員：  

校外委員/段維新教授、黃坤錦教授、彭裕民所長、蔡能賢副總經理;原科院/

蘇育全、張建文；理學院/陳正中(請假)、李俊璋(請假)；工學院/蔡德豪、王

訓忠；人社院/林文蘭、鐘月岑；生科院/王歐力(請假)、彭明德；電資院/楊

尚達、李端興；科管院/陳寶蓮、張焯然；清華學院/翁曉玲(代理林文源)、李

紫原；竹師教育學院/林勇吉(請假)、葉美利；藝術學院/陳孟亨 (代理蔣茉莉)、

施富錡(代理蕭銘芚)；學生代表大學部/劉樂永；學生代表研究所/徐光成。 

列席人員： 

陳榮順副教務長；李清福副教務長(語言中心主任)；外語系傅士珍主任;註冊組

卓玟琪組長；課務組許淑美組長、胡慧文小姐、鄭夙芬小姐、李振祺先生、南

大校區課務組陳思婷小姐。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人：戴念華教務長。 

(略) 

 

貳、備查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不含附件)-附

件 1。 

決議：准予核備。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廢止本校「勞作服務課程實施辦法」，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 教務

處)-附件 2。 

  說明： 

(一)本校制定「勞作服務課程實施辦法」，經 88 年 7 月 16 日校長核定

通過。 

(二)為整併校本部服務學習、勞作服務及原竹教大服務學習課程，學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訂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業經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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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5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及 106年 12月 28日教務會議同意

核備。 

(三)本實施辦法所規範之勞作服務課程已併入服務學習課程，故擬廢止

之。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英文領域之修課規定修正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清華學院) -附

件 3-1、3-2。 

說明： 

(一) 學生會於 106 學年度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修改英文領域之修

習規定，經會議決議請清華學院討論後、擇期再議。 

(二)檢附清華學院提出之修正案、與學生會提案之異同點、清華學院院

課程委員之意見。(附件 3-1-1) 

(三) 107 年 1 月 4 日清華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記錄。(附

件 3-2) 

主席：先由第二、三案所提 2 方案擇 1，再依委員意見修改內容。 

投票表決：在場 22 位委員，同意第二案(提案單位:清華學院)16 票，同意

第三案(提案單位:學生會)4 票。 

決議：依投票表決結果，多數委員同意第二案(提案單位:清華學院)，請依

委員建議修改選課說明(附件 3-1-2)，經開課單位協助確認，修正後

通過。 

 

三、案由：本校學士班英文領域修習辦法調整，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學生會) -

附件 4-1、4-2。 

說明： 

(一)自 107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一般生英文領域課程

學分調整為 8學分，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免除英文必修學分，並移

除現行學士班學生之畢業門檻與免修門檻規定。檢附學士班英文領

域修習辦法調整草案。(附件 4-1） 

(二) 本案業已於 106年 11 月 29日辦理公聽會(附件 4-2），並提送 106

年 12月 15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本案於校

課委會議後調整部分內容後，再次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第二、三案併案討論，決議同第二案。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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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7年 5月 3日 

案由：修訂「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提案人：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藍翊慈 

說明： 

一、 本要點業經 107年 4月 13日竹師教育學院學士

班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及 107年 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下學

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 依本校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

議「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委員組成加入學生代表至少1位，修正後准予核

備。學生代表產生方式另案討論後再議。其餘提

案照案通過。」辦理修訂。 

附件：草案對照表、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

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會議紀錄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 本委員會置委

員至少五人，除學

士班主任擔任當然

委員兼召集人外，

由本院各系、所各

推派教師一人，學

士班主任自各系所

推派之教師名單

中，依本班發展方

向選定委員。學生

代表一人，由竹師

教育學院學士班學

生會推派。學士班

主任並得聘任校內

外教師專家至多 2

人擔任委員。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 

二、 本委員會置委

員至少五人，除學

士班主任擔任當然

委員兼召集人外，

由本院各系、所各

推派教師一人，學

士班主任自各系所

推派之教師名單

中，依本班發展方

向選定委員。學士

班主任並得聘任校

內外教師專家至多

2人擔任委員。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 

委員組成加入學生代表

1 人及學生代表產生方

式。 

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6年 10月 24日 106學年度上學期第 1次學士班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年 11月 16日 106學年度第 1次竹師教育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年 12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7年 4月 13日 106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學士班課程委員會修正 

 

一、 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訂定本校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至少五人，除學士班主任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外，由本院各系、所各推派教師一人，學士班主任自各系所推派

之教師名單中，依本班發展方向選定委員。學生代表一人，由竹

師教育學院學士班學生會推派。學士班主任並得聘任校內外教師

專家至多 2人擔任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 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定期檢討修正本班課程、課程大綱。 

 （二） 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等相關事宜。 

 （三）規劃研議本班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四）規劃審訂其他課程相關事宜。 

四、 本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五、 本要點經本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及校課

程委員會核備通過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106 年 4 月 13 日(二)中午 12 點 30 分 

地點：南大校區第四會議室 

主席：學士班主任王子華教授                      紀錄:藍翊慈 

出席人員：教科系成虹飛老師、教科系邱富源老師、幼教系陳湘淳

老師、特教系許瑛珍老師(請假)、心諮系陳殷哲老師(請

假)、環文系趙芝良(請假)、數理所林勇吉老師。 

列席人員：學生代表林樂瑞。 

 

壹、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修訂本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竹師教育學院學士

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委員組成加入學生代表至少 1 位，修正後准

予核備。學生代表產生方式另案討論後再議。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二、檢附「本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及全文如附件一(P3-4)。 

擬辦：本案通過後送院課程委員會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略)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4 月 26 日(四)上午 10 點 00 分 
地點：南大校區第一會議室 
主席：院長林紀慧教授                                   紀錄:藍翊慈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報告事項(略) 

貳、 核備事項(略) 

參、 討論事項 

(其餘提案略) 

 
提案四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案由：修訂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委員組成加入學生代表至少 1 位，修正後准予核備。學生代表產生方式

另案討論後再議。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13 日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

會通過。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及全文如附件 5(P.391)。 

擬辦：本案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106 學年度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5 年 5 月 7 日 

案由：華文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制定案，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提案人：華文文學研究所 

說明：本案業經華文所 106 年 10 月 12 日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和人社院 107 年 5 月 3 日 106 學年度第 3

次課程委會會議通過。 

附件： 

一、華文文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全部條文 

二、華文所 106 年 10 月 12 日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所務會

議紀錄 

三、人社院 107 年 5 月 3 日 106 學年度第 3次課程委會會議紀錄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6年10月12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通過 

107年5月3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華文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依據本

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所課程委員會由本所教師委員和學生委員組成，並推舉一位召集人，

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教師委員由本所全體專任及校內合聘教師擔

任。學生委員由研究生自行推選代表1名，任期為一年，得連選連任。 

三、 本所課程委員會向所務會議負責，其職責如下： 

(一)定期檢討修正本所課程、課程大綱。 

(二)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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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課程委員會。原則上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二個月

的所務會議前定期召開，如有需要再召開臨時會議。 

五、 本所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六、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擬訂，提送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並經校課程委員會

核備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南大校區中國語文學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所務/系務辦公室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6年 10月 12日(星期四)下午 16:30~ 

地點：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佳儀                            紀錄：陳純玉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出席老師：陳淑娟、丁威仁、邴尚白、林佳儀、吳貞慧(線上參與)、曾美

雲、林保全、劉宜君、蔣興立 

請假：黃雅莉、陳惠齡、游騰達 

學生代表：所學會：陳雅筑(請假)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略) 

貳、 主席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三(略) 

提案四 

案由：定訂華文所相關法規，請討論。 

說明： 

一、 定訂如下法規： 

(一) 本所校內合聘教師權利義務區分細則 

(二) 本所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 

(三) 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四) 本所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二、若時間可以繼續討論上次會議之「教師評量施行細則(草案)」、「教師

升等細則(草案)」，請老師提供建議意見，以供所教評會修訂。 

決議：修訂後通過本所校內合聘教師權利義務區分細則、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

細則、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本所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user
新建印章



人文社會學院 課程委員會 

106 學年第 3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7 年 05 月 03 日（四）中午 12:10 

地點：人社院 C310 會議室 

主席：吳泉源 副院長 

委員：許銘全委員、蘇怡如委員、李毓中委員、馬雅貞委員、謝易達委員 

林文蘭委員、陳中民委員、鄭喜恆委員、陳芷凡委員、劉人鵬委員 

游騰達委員、邴尚白委員 

請假：林瑋嬪委員 

列席：顧坤惠副教授 

記錄：孫立梅 

壹、 主席報告：吳泉源副院長 

1. 隨著學校多樣與創新的課程變革，本委員會的角色也越顯重要，有勞各位委

員的參與與支持。 

2. 有關「服務學習課程申請」一案，由於涉及學生學習與服務的課題，有關任

課教師的負擔、課程資源等問題，我會協助於下次院務會議提出討論。 

 

 

貳、 議題與討論 

一、「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案（提案單位：人類所） 

（報告人：顧坤惠老師） 

決議：通過。 

 

二、外語系學士班六門必修科目「初級西班牙語一、二」、「中級西班牙語一、 

二」及「中級德語一、二」課程時間異動案。 

決議：通過。 

 

 三、法規修訂：   

案序 案 由 決議 

1 華文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 通過 

2 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 通過 



 

四、系所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數表、第二專長科目表及畢業學分結構表審訂。 
 

 
 
 
 
 
 
 
 
 
 
 
 
 
 
 
 
 
 
 
 
 
 
 
五、107 學年第一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申請案： 

 1.「服務學習—中文系」：祝平次老師 

 2.「服務學習—華語教師志工」：陳淑芬老師 

 3.「服務學習—人社院學士班」：吳俊業老師 

 4.「服務學習—外語系」：金守民老師 

 

決議：以上全案通過。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 13：30 

案序 單位 
107 學年度審訂項目 

審議結果必修科目及必修

總學分數表 
第二專長科目表

畢業學分

結構表 

1.  中文系 v v v 通過 

2  外語系 v v v 通過 

3  人社學士班 v v v 通過 

4  歷史所 v  v 通過 

5  語言所 v  v 通過 

6  哲學所 v  v 通過 

7  社會所 v  v 通過 

8  人類所 v  v 通過 

9  台文所 v  v 通過 

10  華文所 v  v 通過 

11  亞際學程 v v 通過 

12  台研教 v  v 通過 

13  國際生 v  v 通過 



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7年 5 月 9 日 

案由：訂定「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提案人：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翁翊甯 

說明：本要點業經 107 年 3 月 22 日本學程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班務會議通過及 107年 5 月 3日人文社會學院 106學年第 3次會

議通過。 

辦法： 

附件：「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

會設置要點」及會議紀錄。 



國立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7年3月22日106學年度第1次班務會議通過 

 

一、國立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規 

  劃、研議與審訂本學程課程，發揮本學程特色，達成教育目標，依據「國 

  立清華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相關規定，設置「國立清華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二、本學程課程委員會委員由本學程主任及學程課程委員組成，任期三年，學程                              

主任為召集人。學程課程委員由班務會議委員互相推選產生，至少四名，專

業組與應用組各半。學程主任得聘請學生代表一至三名為學程課程委員，學

生代表由學生互相推選產生。 

三、本學程課程委員會之職責： 

（一）規劃、研議與審訂本學程必修課程之架構與規範。 

（二）規劃、研議與審訂本學程畢業學分數及各學程課程與學分數相關事宜。 

（三）協調本學程與相關教學單位之課程相關事項。 

（四）定期檢討修正課程、課程大綱。 

（五）規劃、研議本學程新開課程及各學期課程之開設與異動。 

四、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議應有半數以上委員之出席始得開議，決議須有出席委員 

    過半數之同意始為通過。 

五、本要點經班務會議審議，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班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3月22日（星期四）下午2：00 

地點：B303研討室 

主席：林宗宏主任                                    記錄：翁翊甯 

出席：吳泉源委員、李貞慧委員、劉承慧委員、黃樹民委員、李卓穎委員、林佳儀委員、

黃雅莉委員、陳惠齡委員、邴尚白委員、陳淑芬委員、吳貞慧委員  
請假：陳明祺委員 
 
報告事項： 
一、 本班法源說明。 
二、 招生及行政相關事務。 
三、 課程規劃。 
 
討論事項：  
一、 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決議：修訂如附件，照案通過。 
 
二、 本班課程委員推選。 
決議：專業組課程代表：黃樹民委員、李貞慧委員。應用組代表：吳貞慧委員、邴尚白

委員。委請邴尚白委員擔任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臨時動議： 
一、 本班招生委員推選。（吳泉源委員提案） 
決議： 
   1.專業組代表：陳淑芬委員；應用組代表：林佳儀委員。林宗宏主任為當然委   
     員。 
   2.建議招生宣傳可透過清華校友會、北美台僑組織、北美華人教會等人際網絡進行 
     宣傳，可再與清大招生策略中心商討進行方式並爭取相關資源。 



人文社會學院 課程委員會 

106 學年第 3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7 年 05 月 03 日（四）中午 12:10 

地點：人社院 C310 會議室 

主席：吳泉源 副院長 

委員：許銘全委員、蘇怡如委員、李毓中委員、馬雅貞委員、謝易達委員 

林文蘭委員、陳中民委員、鄭喜恆委員、陳芷凡委員、劉人鵬委員 

游騰達委員、邴尚白委員 

請假：林瑋嬪委員 

列席：顧坤惠副教授 

記錄：孫立梅 

壹、 主席報告：吳泉源副院長 

1. 隨著學校多樣與創新的課程變革，本委員會的角色也越顯重要，有勞各位委

員的參與與支持。 

2. 有關「服務學習課程申請」一案，由於涉及學生學習與服務的課題，有關任

課教師的負擔、課程資源等問題，我會協助於下次院務會議提出討論。 

 

 

貳、 議題與討論 

一、「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案（提案單位：人類所） 

（報告人：顧坤惠老師） 

決議：通過。 

 

二、外語系學士班六門必修科目「初級西班牙語一、二」、「中級西班牙語一、 

二」及「中級德語一、二」課程時間異動案。 

決議：通過。 

 

 三、法規修訂：   

案序 案 由 決議 

1 華文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 通過 

2 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 通過 



 

四、系所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數表、第二專長科目表及畢業學分結構表審訂。 
 

 
 
 
 
 
 
 
 
 
 
 
 
 
 
 
 
 
 
 
 
 
 
 
五、107 學年第一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申請案： 

 1.「服務學習—中文系」：祝平次老師 

 2.「服務學習—華語教師志工」：陳淑芬老師 

 3.「服務學習—人社院學士班」：吳俊業老師 

 4.「服務學習—外語系」：金守民老師 

 

決議：以上全案通過。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 13：30 

案序 單位 
107 學年度審訂項目 

審議結果必修科目及必修

總學分數表 
第二專長科目表

畢業學分

結構表 

1.  中文系 v v v 通過 

2  外語系 v v v 通過 

3  人社學士班 v v v 通過 

4  歷史所 v  v 通過 

5  語言所 v  v 通過 

6  哲學所 v  v 通過 

7  社會所 v  v 通過 

8  人類所 v  v 通過 

9  台文所 v  v 通過 

10  華文所 v  v 通過 

11  亞際學程 v v 通過 

12  台研教 v  v 通過 

13  國際生 v  v 通過 



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7年 5月 9日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提案人：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呂明諺組長 

說明： 

1.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勞作服務課程實施辦法」第六條：各學系應

規劃勞作服務課程，並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2.「國立清華大學勞作服務課程實施辦法」已於 106 學年度第 2 次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廢止；107 學年度起依照「國立清華大學服務

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施行。 

3.服務學習課程為本校學士班學生校定必修之零學分課程，各學系

須規劃服務學習課程供學生選修。 

4.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討論增

修「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擬於辦法中將各開

課單位之開課規定、開設時數、初審方式，提出明確說明。 

辦法：「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附件：「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107.05.08 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記錄 



「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成立「服務學習課程推動

小組」，由學務長、教務處及

各學院代表一人、與學生代表

二人組成。學務長為主席，課

外 活 動 組 組 長 為 執 行 秘

書。……責由各院系及課外活

動組執行。 

第二條 

本校成立「服務學習課程推動

小組」，由學務長、教務處及

各學院代表一人、與學生代表

二人組成。學務長為主席，課

外活動指導組主任為執行秘

書。……責由各院系及課外活

動指導組執行。 

配合 107年 1月 2日校

務會議通過，修改「課

外活動指導組」組名為

「課外活動組」乙案。 

 第四條 

 課程實施方式： 

 （ㄧ）由各學院、學系、學士

班開設：與院系有關之行政服

務、或融入學系之專業性課程

及學習活動等，促使學生應用

專業所學知能，提升學習效

果。每門課得以10小時為1單位

開課，最高3單位；每學期必開

設至少3單位之課程。 

（二）由課外活動組及住宿書

院開設：校內外具服務性內涵

之工作，內容可包括學生社團

有關之校內外服務，亦可與校

內外志工團體、校內外行政教

研單位結合辦理。每門課開課

時數以 3 單位(30 小時)為原

則。 

 第四條 

 課程實施方式： 

 （ㄧ）與院系有關之行政服

務、或融入學系之專業性課程

及學習活動等，促使學生應用

專業所學知能，提升學習效

果，每門課得以10小時為1單位

開課，最高3單位。 

（二）校內外具服務性內涵之

工作，內容可包括學生社團有

關之校內外服務，亦可與校內

外志工團體、校內外行政教研

單位結合辦理。每門課開課時

數以 3單位(30小時)為原則。 

敘明課程實施方式、課

程開設單位及每學期

開課規定。 

 第五條 第五條 1. 修改「授課教師」



 服務學習課程納入選課系統、

需明訂課綱、課程負責人；各

學院、學系、學士班開設之服

務學習課程由開課單位之系課

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初

審；課外活動組及住宿書院開

設之服務學習課程由開課單位

初審。所有課程皆須提送「服

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複審。 

 服務學習課程納入選課系統、

需明訂課綱、授課教師；服務

學習課程內容分由開課單位之

課程委員會及課外活動指導組

初審，「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

組」複審。 

為 「 課 程 負 責

人」。 

2. 依開設課程單位

不同，分送不同初

審程序。 

 



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106年 12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年 12月 28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核備 

 

一、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正向的成長經驗，

增進學生之公民意識，培養學生對社會關懷與服務奉獻的精神，特定本辦法。 

二、 本校成立「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由學務長、教務處及各學院代表一人、

與學生代表二人組成。學務長為主席，課外活動組組長為執行秘書。小組每學

期召開會議至少一次，複審課程內容、檢討執行成效、規劃教育及學習活動方

案，以有效推動服務學習課程，責由各院系及課外活動組執行。 

三、 服務學習課程為0學分，以10小時為1單位，學期及暑假皆可開課。自107學年

度起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修習累計至少60小時服務學習課程，成

績C-為及格標準。 

四、 課程實施方式： 

（一）由各學院、學系、學士班開設：與院系有關之行政服務、或融入學系之

專業性課程及學習活動等，促使學生應用專業所學知能，提升學習效果。

每門課得以10小時為1單位開課，最高3單位；每學期必開設至少3單位之

課程。 

（二）由課外活動組及住宿書院開設：校內外具服務性內涵之工作，內容可包

括學生社團有關之校內外服務，亦可與校內外志工團體、校內外行政教

研單位結合辦理。每門課開課時數以3單位(30小時)為原則。 

五、 服務學習課程納入選課系統、需明訂課綱、課程負責人；各學院、系、學士班

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由開課單位之系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初審；課外活

動組及住宿書院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由課外活動組初審。所有課程皆須提送

「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複審。期末並進行教學意見調查、調查結果送「服

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作為改進課程參考。 

六、 服務學習課程由任課教師督導並得安排助教協助；學務處及各學院分別編列服

務學習助教經費、工讀金及校外平安保險預算，以利課程之執行。 

七、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05月 08日（星期二）09:00-12:00 

地  點：校本部行政中心第二會議室 R722 

主  席：謝小芩學務長 

執行秘書：課外組呂明諺組長 

委  員：課務組許淑美組長、理學院代表帕偉鄂本 Pawel Urban委員、工學

院代表陳翰儀委員、原科院代表柳克強教授、人社院代表吳俊業委

員、生科院代表彭明德委員、電資院代表李端興教授、竹師教育學

院代表黃澤洋委員、學生代表劉泱泱同學 

報告人員：新開課程各系代表（如附件簽到表） 

列席人員：理學院楊同學、住宿書院賀以柔助理、課外組吳壬瑜助理 

壹、報告事項 

貳、討論事項（節錄） 

一、「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訂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勞作服務課程實施辦法」第六條：各學系應規劃勞作

服務課程，並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二) 「國立清華大學勞作服務課程實施辦法」已於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廢止；107 學年度起依照「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施行。 

(三) 服務學習課程為本校學士班學生校定必修零學分課程，各學系應規劃服務

學習課程。 

(四) 擬於 106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5 月 25 日），提案增修「國立清

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須於 5 月 9 日前提送課務組。 

(五) 請委員審視「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及修正

對照表。 

決議： 

全數委員無異議通過（贊成 11 票，反對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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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Friday, May 11, 2018 1:48 AM
To:
Subject: Re: 107 ( )

F34n M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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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n56 10 10 15 10



On Thu, May 10, 2018, 13:15 <meichun@mx.nthu.edu.tw> wrote:

(R789 T789)
M789) M789 R789)

12:20 13:30

Best Regards,

Assistant, Dept of FLL, NTHU
Meichun Liu
TEL: (03) 5715131 34390
FAX: (03) 5718977
Email: meichun@mx.nthu.edu.tw

From:
Sent: Thursday, May 10, 2018 8:17 PM
To:
Subject: Re: 107 ( )

<meichun@mx.nthu.edu.tw> 2018 5 10 11:35

107 T7T8T9



Best Regards,

Assistant, Dept of FLL, NTHU
Meichun Liu
TEL: (03) 5715131 34390
FAX: (03) 5718977
Email: meichun@mx.nthu.edu.tw

Original Message
From:
Sent: Thursday, May 10, 2018 11:40 AM
To:
Subject: Re: 107 ( )

R789

:)

Best regards,

From: [mailto:meichun@mx.nthu.edu.tw]
Sent: Thursday, May 10, 2018 11:31 AM
To:
Subject: 107 ( )

R789

107 T7T8T9



Best Regards,

Assistant, Dept of FLL, NTHU
Meichun Liu
TEL: (03) 5715131 34390
FAX: (03) 5718977
Email: meichun@mx.nthu.edu.tw

From: [mailto:meichun@mx.nthu.edu.tw]
Sent: Thursday, May 10, 2018 1:35 PM
To:

Subject: 107 ( )

Best Regards,

Assistant, Dept of FLL, NTHU
Meichun Liu
TEL: (03) 5715131 34390
FAX: (03) 5718977
Email: meichun@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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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107學年度第1學期非同步遠距課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

序 
開課單位 科號/課名 學分 教師 

必選修

班別 
備註 

1 
通識教育中

心 

GEC120201/ 

生態體系與全球

變遷 

2 王俊秀 選修 

曾於10410學期、

10420學期、10510

學期、 

10520學期、10610

學期、10620學期

開授 

2 
通識教育中

心 

GE 105400/ 

共善的社會設計 
2 王俊秀 選修 

曾於10520學期、

10610學期、10620

學期開設 

3 
系統神經科

學研究所 

 LSSN510700 /

計算神經科學 
2 羅中泉 選修 

曾於10510學期、

10610學期開設 

4 生命科學系 
 LSC110100 / 

生命科學一 
3 

李家維 

莊永仁 

焦傳金 

黃貞祥 

必修 
新開設 

非同步遠距課程 

 

說明： 

 

(一)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大學法施行細則」，遠

距教學課程須經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案序1業經107年04月09日通識教育中心106學年度第6次課程委員會

議;107年4月19日清華學院106學年度第4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 案序2業經107年04月09日通識教育中心106學年度第6次課程委員會

議;107年4月19日清華學院106學年度第4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四) 案序3業經107年4月25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106學年度第2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 107年5月4日生命科學院106學年度第3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五) 案序4業經107年4月17日生命科學系106學年度第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107年5月4日生命科學院106學年度第3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各申請課程會議紀錄、課程大綱、校內教學滿意度數據。 



 

表 提案課程 10610學期校內教學滿意度調查 

科  號 課   名 教  師 
表現 

優良 

優良 

課程 

修課 

人數 

填卷 

人數 
填卷率% 

10610GEC 

12020 

生態體系與

全球變遷 
王俊秀 3.94 3.91 88 34 38.6% 

10610GE 

105400 

共善的社會

設計 
王俊秀 3.55 3.30 48 33 68.8% 

10610LSS

N 510700 

計算神經科

學 
羅中泉 5.00 5.00 6 3 60%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教學意見調查量化資料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106 4.14 4.07 69 65.09 4.33 4.28 40 37.74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116 4.19 4.15 59 50.86 4.29 4.21 38 32.76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142 4.16 4.10 62 43.66 4.34 4.49 41 28.87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108 3.97 3.96 69 63.89 4.19 4.19 48 44.44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84 4.37 4.3 46 54.76 4.53 4.47 32 38.1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113 4.31 4.24 45 39.82 4.35 4.35 34 30.09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88 3.94 3.91 34 38.64 4.38 4.33 21 23.86 

 

 

共善的社會設計意見調查量化資料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7 4.5 4.25 4 57.14 4.67 4.33 3 42.86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48 3.55 3.30 33 68.75 3.94 3.67 18 37.5 

 

 

計算神經科學教學意見調查量化資料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10 4.75 4.75 8 80 4.71 4.71 7 70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修課人數 
A 段學生+B 段學生 A 段學生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表現優異 優良課程 填卷人數 填卷率 

5 5.00 5.00 3 60 5.00 5.00 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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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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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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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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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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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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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開課期間：＿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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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 

2.  課程英文名稱 Eco-system and Global Changes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王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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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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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2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20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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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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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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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如果地球文明是 24 小時，人類約在 23 小時 59 分的時候出現，只

花不到 15秒，就將「地球火爐」的火加大到近乎失控的地步，因而創

造了一個稱之為「全球變遷」的名詞，害球害人，已趨向共死的方

向。在此地球文明的轉捩點上，全球變遷需要變遷全球，轉變才是永

遠的不變，這些共生與共善的轉變包括典範轉移、結構轉變與制度轉

型，這些轉變呼應永續發展同心圓的脈絡：環境/生態、社會/文化與

經濟/科技三者的共轉，即三者由三圓分立、三圓交集到三圓同心。 

 

傳統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國民生產毛額（GNP），在看不見的手之

下，產生了諸多外部性、社會成本或「富裕中的貧窮」現象，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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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lution，大抵此種單視野發展不會有環境友善的考量，特別是地球

環境所產生的生態服務價值未被列入價格中，無價居然成為兩者的分

水嶺，當環境價值對上經濟的價格時，一路敗北，產生出今日瀕危地

球的成績單。共生的格局方能決定地球的結局，GNP 成長典範已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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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典範，創造「地球如家」的幸福結構，包括自然資本、文化資本、

社會資本的納入。思想上由人類中心主義轉變到生態中心主義，包括

「像山海一樣思考」的生態哲學觀，行動實踐上由全球化轉變為在地

化，在生活上推動能與地球共生的綠領與野孩子運動等，包括土地友

善耕種、低碳食物旅程、社區發電廠、山海守望產業、生態創意產業

等，並進而串連在地全球化（glocalized）沒有國界的三生有幸鏈：生

活、生產與生態共生的幸福鏈。 

 

環境社會學主張環境破壞三大家為：國家、資本家與住家，國家領土

的概念將環境視為內政問題，正是加劇全球變遷問題的主因之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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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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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權而言，許多國家都不能稱之為獨立自主國家，以台灣為例，糧食

主權、能源主權及碳主權皆無法自主，生態足跡超過自己的國土數

倍。許多國家與跨國企業正在進行內部與外部的環境殖民，不但生態

與生靈塗碳，環境難民與氣候難民也已成為主流難民了。此外，人類

社會中一些地球不友善的文化，例如進補文化，扭曲了生物多樣性，

有違共生原則。 

 

雖然號稱：環境是向後代子孫暫借的，而不是繼承自祖先，但這一代

所作的選擇卻違反永續發展，讓下一世代的福祉備受威脅，解鈴人還

需繫鈴人，人類必需從謙卑改變起，展開與地球共生的新典範，自

覺：人不是由天降臨的神，而是由地上站起的爬蟲類，全球變遷急需

變遷全球，人類你準備好了嗎。 

 

本課程為清大的向度二核心通識課程：以前述之「永續發展同心圓」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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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理論基礎，致力於由人類中心主義轉移到生態中心主義，探索

以環境/生態為主軸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科技發展。由於通識課程有別

於專業課程的「垂直取向」，其「平行取向」重廣度與科際整合與對

話，因此將會展開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也將讓本課程與

同學的專業作對話。課程內容包括四大項： 影像通識、經典通識、

田野通識、論壇通識。 

 

二、課程能力 

先成為人，再成為公民（關心地球），後成為士農工商 

永續發展論述力（同時考量環境、社會與經濟）、抓地力（在地社區

及校園的環境行動力）、守望力 

二  適合修習對象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開課白： 

課程宗旨、架構、社會契約、評分

方式、行動期末考制度 

2   

2 
學習家族分組與討論： 

不同院 7 人一組，有組名、組長 
2   

3 

環境個案分享與討論： 

每位上網找相關個案，說明其永續

度 

2   

4 

1. 地球為家的生態體系 

2. 生態體系的動態均衡 

3. 地球的生態服務 

4. 可持續發展同心圓 

5. 生存排出與奢侈排出 

6. 社會性溫室氣體 

7. 變遷全球的思潮 

8. 由搖籃到搖籃 

網課開場介紹，全球環境面臨的處

境，溫室效應、環境生態鏈與食物 

鏈改變、國家糧食短缺等的問題，

而校園/人類又該如何面對與參與。 

（網授8單元，各15分鐘，共2小

時，下同） 

 2  

5 

9. 由 GNP 到 GNH 

10. 由人定勝天到天人合一 

11. 由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 

中心主義 

 2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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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自然權至自然的權利 

13. 由「以自然為奴」至「以 

自然為師」 

14. 由經濟資本至自然資本 

15. 由三生至三淨 

16. 由「國家信託」至「國民 

信託」 

簡 述 生 態 足 跡 （ ecological 

footprint）並傳統衡量「環境涵容

能力」的方法「顛覆」。生態足跡

用來衡量每一個人所使用的土地 

面積，而非每一單位面積可支持多

少人。 

6 

模擬地球高峰會：各代表國家、

NGO, 動物、海洋等，針對議題，

展開討論。 

自然的權利 

生態 12 生肖 

2   

7 

17. 由「形式疆界」到「操作 

疆界」 

18. 文化行李:風水風水(重往生淨

土，輕在生淨土) 

19. 文化行李:進補文化(扭曲生物

多樣性) 

20. 國民信託運動 (nationaltrust)與

人民財團 

21. 外債換取自然運動(debt for the 

nature) 

22. 環境正義運動 (environmental 

justice) 

23. 生態智慧財產權運動(ecological 

wisdom PR) 

24. 環境自治體運動(environmental 

initiative) 

簡述環境影響評估  (EIA)制度簡

說，由台灣的島嶼與社經特色，分 

析社會影響環境所造成的評估。 

 2  

8 

25. 共同購買運動：合作運動

(COOP movement) 

26. 自然的權利運動 (rights of the 

nature) 

27. 環境會計運動(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28. 數位化環境主義運動(Digit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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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下載網址 http://ace.moe.edu.tw/                                                                                               

105 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5 
 

Environmentalism) 

29. 向大自然學設計：樸門思想與

行動 

30. 看不見的腳 

31. 社會性物質循環 

32. 生態女性主義 

藉由同學選擇一個與環境、環保相

關的小議題在清華與交通進行實地

調查，調查內容不需太過複雜，可

能的調查題目像是：校園單位面積

內樹木的數量、校園單位面積內的

垃圾桶數量、行政處室的冷氣溫

度、隨機檢查垃圾桶內資源回收的

成效、校狗的數量等等，可以多發

揮創意隨意發揮！ 

9 

期中考:行動規劃包括:行動意 

識、個案探討、行動設計、預 

期成果 

2   

10 

33. 公民訴訟 

34. 環境正義條款 

35. 寂靜的春天與卡森女士 

36. 西雅圖酋長的啟示 

37. 地球實驗室 

38. 失竊的未來 

39. 世界守望報告 

40. IPCC 與京都議定書 

精挑八本（選 2）自然與社會科學

相關書籍，藉由同學分組報告，除

簡述書中概念之外，亦須延伸台灣

面臨現況，再與王俊秀老師交流、

回饋。 

 2  

11 
論壇: 含讀書報告、作業分享、分

組討論 
2   

12 

41. 地球高峰會 

42. 小島聯盟與海平面上升 

43. 海鮮文化與海洋生態 

44. 失去山林的孩子 

45. 綠市集運動與糧食主權 

46. 碳主權與碳交易 

47. 能源主權與能源民主 

48. 人民發電廠運動 

竹蜻蜓綠市集，由清華大學王俊秀

教授發起，每月兩次於清大成功湖

畔舉行，呈現在地農夫產品與環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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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理念推廣，訴求自然健康、友

善環境、當生命遇上生命，讓同學

能親自走一遭，並理解一個農友與

產品的故事。 

13 

49. 生活環境主義 

50. 聯合國 CSD:永續發展委員會 

51. 綠色學校聯盟 

52. 生態創意產業 

53. 丹麥 Index 的社會設計 

54. 第三部門的生態培力 

55. 歐盟的全球變遷對應措施 

56. 北極熊的哀歌 

讓成功湖不再失敗，恢復生態力，

也恢復清水的校園文化（划船等） 

 2  

14 
影像通識:影片觀賞及分組討論 

脫口罩，找藍天 
2   

15 

57. 生態分區（ecological zoning） 

58. 企業生態長：EMBA 

59. 永續校園：綠色畢業典禮 

60. 岡貝黑猩猩保育 50 年 

61. 哥倫比亞大學的小地球 

62. 千里步道 

63. 主婦聯盟 

64. E-8:環境衝擊八大國 

這學期另一主要脈絡－綠色畢業典

禮。顛覆傳統畢業典禮形式，將 

以綠市集的蔬果花束代替傳統花

束，也對傳統花束做一有利用之 

回收，將生態的創意結合畢典，提

供同學另一不同人生轉折的思考。 

 2  

16 

65. E-7:環境教育七國 

66. 低碳食物旅程 

67. 綠領（Green Collar）的生活方

式 

68. 公民科學的守望 

69. 企業、校園與社區的社會責任

（CSR） 

70. 環保是最好的經濟:Eco 

71. 公共財：公益是最好的私益 

這學期主要脈絡之一－由同學親自

拍攝紀錄短片，在第一次期末報告

作發表，除觀看影片外，亦由同學

們分享拍攝觀點、目的與過程，藉

此更接近生活的校園與校園周遭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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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17 

行動期末考包括:行動意識、個 

案探討、行動設計與執行、成 

果討論、分工表、反思與建議 

找相關老師2-3人一起以建築 

系評圖方式評行動期末考 

2   

18 行動期末考之分組報告 2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18＿小時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學習資訊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1. E-mail：jujuwang2@gmail.com  

2. 面授時間：星期二，第三、四節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線上測驗 

    4.成績查詢 

 

八  成績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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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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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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  上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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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第 6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4 月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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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德副教授、陳舜文副教授、 

     趙之振副教授、馬雅貞副教授、鄭志鵬副教授、梅韻秋助理教授 

主    席：翁曉玲主任 

記  錄：林虹君                     (依職級與姓氏筆畫排列)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討論事項 

1. 非同步遠距課程審核／核備。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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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擬申請於校本部與南大校區各開授 1 班，課程大綱請見附件

一。 

(2) 王俊秀老師開設之社會科學領域選修通識「共善的社會設計」課程，申請非同

步遠距教學討論，課程大綱請見附件二。 

(3) 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核備。 

(4) 105 學年度第 7 次中心課委會決議：未來課程規劃若無變動，僅需經中心課程

委員會備查即可，不需以討論案每學期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略 

三、 臨時動議(略) 

四、 散會(12:30) 



106學年度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議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4月 19日(週四)11:00-12:40 

地點：校本部教育館 2樓 225會議室 

主席：林福仁執行副院長                                           記錄：楊雅惠 

出席：翁曉玲主任、王聖惟代主任(于連鑫教官代)、江怡瑩主任(賴小秋老師代)、李清福主

任、徐憶萍主任、陳素燕執行長、李紫原主任、李安明教授、劉奕蘭教授、蔣秉翰同

學、潘美娟同學 

請假：邱文信主任、吳泉源教授、林崇熙教授 

(應出席 15人，實際出席 12人，請假 3人) 

列席：戴念華教務長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課務重要事項報告(略)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王俊秀老師開設之向度二核心通識「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與選修通識「共善

的社會設計」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說明： 

     (一)「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為錄製MOOCs之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課程大綱詳如附

件 1-1，107上學期擬規劃於校本部與南大校區各開授 1班。此課程於 104學年第 1學期

開始以非同步遠距方式授課，包含本學期(106下)在內目前已經開授 6次課程。 

     (二)「共善的社會設計」課程為錄製MOOCs之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課程大綱詳如附件 1-

2。此課程於 105學年第 2學期開始以非同步遠距方式授課，包含本學期(106下)在內目

前已經開授 3次課程。 

     (三)近期教學意見調查量化資料詳如附件 1-3;歷年授課科目如附件 1-4。 

     (四)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程委員會會議核備，此案業經 107年 4月 9日通識中心課

程委員會通過，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1-5。 

決議：照案通過。 

 ※校方鼓勵錄製MOOCs之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建請通識教育中心可就教學意見調查統計

結果及學生意見，提供進一步的原因結果分析。 

 …….(略)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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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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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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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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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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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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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開課期間：＿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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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善的社會設計 

2.  課程英文名稱 Social Design for the Common Good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王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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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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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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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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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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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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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下載網址 http://ace.moe.edu.tw/                                                                                               

105 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2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設計並非只有色計（藝術與產品設計），更應該有社計（社會設

計）：促進培力、參與、超越、合作、對話，建構共善與幸福循

環。 

 傳統設計重產品，但常未考慮環境、社會，以致造成社會成本，

形同犯罪，例如 VW 的避污檢測設計、咖啡膠囊等，社會設計

接續此種反省，由獨善往共善方向邁進。 

 每個人都是各種弱勢社會與風險社會的一份子，沒有人是局外

人。 

  

 以永續發展同心圓與 Fun Theory 為理論基礎，次以跨領域與團

隊合作學習為基調，後以社會設計來促進共善：環境（生態）、

社會（文化）、經濟（科技）與制度一起好（共善），一起合作

找幸福。過程中社會成員（學習者、市民）在有趣、簡單的參與

中改變了行為，促成由下而上的典範轉移，累積社會資本，達到

共學、共樂（享）與共善的目標。 

 本課程主張：看到限制，作到圓滿，因此讓學習者看到並認知到

限制：弱勢社會、風險社會、永續社會、銀髮社會等，再探索世

界上相關個案（含國內已拍攝完成者），學習社會設計的 impact 

與方法，為弱勢社會、風險社會、永續社會、銀髮社會而設計，

促成共善的社會變遷。與弱勢社會、風險社會、永續社會、銀髮

社會者一起設計，讓他們成為社會設計師。 

 學習者預期學到社會設計論述的知識及實踐的能力（校園的社會

設計行動），並自許為社會設計師。可習得社會設計力（社計

力）：跨域力、合作力、想像力、反思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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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開課白: 

課程簡介與上課方式與作業 
2  

 

2 
共學與共善: 

學習家族分組 
2  

 

3 

永續發展同心圓與 Fun Theory： 

You Tube: Fun Theory  系列影片討

論校園的社會設計：下課用溜滑梯 

新竹動物園動物市民身分證 

清華人的歷史現場：日本海軍第六

燃料廠 

（共善度討論：環境、社會、經

2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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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4 

永續發展與共善社會： 

永續發展、共善社會與社會設計的

理念，環境、社會與經濟的相互加

持，以 1+1+1>3 的設計理念來討

論共善度。 

 2 

 

5 

社會設計的理念： 

社會設計的理念論述，包括促進社

會參與的設計、促進社會變遷的設

計、為 90%而設計、為弱識設會 

 2 

 

6 

小農與土地友善社會：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由

菜藍自覺而起的生態女性主義運

動，採用共同契作、食安檢測、環

境友善耕作、食農教育、中小學午

餐，共有 64000 名合作社社員，

一起合作找幸福：環境、社會、經

濟的共善。 

 2 

 

7 

銀髮友善社會： 

雙連安養中心：連結醫療、信仰、

家庭、終生學習、生命故事田野、

橘色善念設計 

 2 

 

8 

為弱勢社會的設計： 

丹麥 Index  的組織介紹，歷年分

類（身體、居家、工作、社區、學

習、人氣得獎的社會設計理念與行

動。(竹蜻蜓綠市集參訪) 

2  

 

9 

友善培力社會： 

竹夢少年：中輟生如何被培力，包

括教養與專業（美容師），擴大共

善關係圈，再造共善循環。 

 2 

 

10 

期中考：行動規劃 

共善行動之設計規劃與討論 

為遊民社會而設計：遊民成遊俠、

人家成家人 

2  

 

11 

身心障礙者友善社會： 

多扶接送：在復康巴士與救護車之

間看到限制，開啟了溫馨接送情的

社會企業，搶回身心障礙者失去的

生活權，嘉惠更多的共善關係人，

特別是家人。 

 2 

 

12 
公平貿易社會： 

生態綠：彰顯出生態保育是最好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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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每一項公平

貿易的後面都有一段共善的故事。 

13 

共善論述： 

為風險社會而設計（太刀川英輔）

個䅁之社會設計討論 

2  

 

14 

小農與土地友善社會： 

綠農之家（屏東環保聯盟、彩虹餐

廳）：號召土地友善耕作 200 公

頃之小農，連結支持家庭，每週一

箱菜，再用其食材開了兩家彩虹餐

廳，餐廳樓上設立太陽能公民發電

廠，自主發電。 

 2 

 

15 
共善論述。 

個䅁之社會設計討論 
 2 

 

16 
共善行動： 

社會設計思考，在地共善行動 
2  

 

17 
行動期末考：分組共善行動的報告

與討論 
2  

 

18 
行動期末考：分組共善行動的報告

與討論 
2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18＿小時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學習資訊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1. E-mail：jujuwang2@gmail.com  

2. 面授時間：星期一，第七、八節 

3. 南不倒學堂社會設計 https://www.facebook.com/SDforSD/ 

 

http://ace.moe.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SDfor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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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線上測驗 

    4.成績查詢 

 

八  成績評量方式  課堂參與 20％：自帶筷子是共善的開始，因此採用筷子點名

（人筷一體），15 分為點名分（9 堂面授課抽點三次），未請假

四次未到，本課程以零分計。其他 5 分為課堂內主動參與程度

（分 5,3,0 三級) 

 小作業 30%：八個個案心得報告 24 分（0-3 分），讀書報告 6 

分。 

 分組社會設計行動期中考之規劃（ppt）15%：包括設計思考意

識、文獻與個案探討、規劃策略與步驟、預期成果（Social 

Impact, 共善度,共善關係人） 

 分組社會設計行動期末考之規劃（ppt＋word 檔）35%：延續期

中考的脈絡，預期成果（Social Impact, 共善度,共善關係人）轉

成實踐成果，外加討論與建議、個人感想、佈展、PEOPO 發表。 

 為處理分組搭便車的不公平事宜，本課程有組間互評與組內互評

之機制。 

 另有自我舉證，被認為有學習企圖心者，額外給分。 

九  上課注意事項 實踐為學習者社會而設計，課堂上課會分組討論擺設不同行態的桌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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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第 6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4 月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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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德副教授、陳舜文副教授、 

     趙之振副教授、馬雅貞副教授、鄭志鵬副教授、梅韻秋助理教授 

主    席：翁曉玲主任 

記  錄：林虹君                     (依職級與姓氏筆畫排列)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討論事項 

1. 非同步遠距課程審核／核備。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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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擬申請於校本部與南大校區各開授 1 班，課程大綱請見附件

一。 

(2) 王俊秀老師開設之社會科學領域選修通識「共善的社會設計」課程，申請非同

步遠距教學討論，課程大綱請見附件二。 

(3) 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委會會議核備。 

(4) 105 學年度第 7 次中心課委會決議：未來課程規劃若無變動，僅需經中心課程

委員會備查即可，不需以討論案每學期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略 

三、 臨時動議(略) 

四、 散會(12:30) 



106學年度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議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4月 19日(週四)11:00-12:40 

地點：校本部教育館 2樓 225會議室 

主席：林福仁執行副院長                                           記錄：楊雅惠 

出席：翁曉玲主任、王聖惟代主任(于連鑫教官代)、江怡瑩主任(賴小秋老師代)、李清福主

任、徐憶萍主任、陳素燕執行長、李紫原主任、李安明教授、劉奕蘭教授、蔣秉翰同

學、潘美娟同學 

請假：邱文信主任、吳泉源教授、林崇熙教授 

(應出席 15人，實際出席 12人，請假 3人) 

列席：戴念華教務長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單位課務重要事項報告(略)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王俊秀老師開設之向度二核心通識「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與選修通識「共善

的社會設計」課程，申請非同步遠距教學。 

 說明： 

     (一)「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課程為錄製MOOCs之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課程大綱詳如附

件 1-1，107上學期擬規劃於校本部與南大校區各開授 1班。此課程於 104學年第 1學期

開始以非同步遠距方式授課，包含本學期(106下)在內目前已經開授 6次課程。 

     (二)「共善的社會設計」課程為錄製MOOCs之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課程大綱詳如附件 1-

2。此課程於 105學年第 2學期開始以非同步遠距方式授課，包含本學期(106下)在內目

前已經開授 3次課程。 

     (三)近期教學意見調查量化資料詳如附件 1-3;歷年授課科目如附件 1-4。 

     (四)遠距課程每學期需通過三級課程委員會會議核備，此案業經 107年 4月 9日通識中心課

程委員會通過，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1-5。 

決議：照案通過。 

 ※校方鼓勵錄製MOOCs之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建請通識教育中心可就教學意見調查統計

結果及學生意見，提供進一步的原因結果分析。 

 …….(略)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2:40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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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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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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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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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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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開課期間：＿107＿學年度＿01＿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 

1.  課程名稱 計算神經科學 

2.  課程英文名稱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羅中泉 副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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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時數 1(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5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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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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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貳、課程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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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複雜的物質。為了研究大腦的運作，理論科學家們建構了許多數學描

述與電腦模型來解釋神經科學實驗結果，希望能發展出神經系統運作

的基本理論。本課程從細胞膜與離子通道出發，到單一神經細胞，神經

細胞網路，乃至於大腦，介紹各個尺度上的理論與模型。本課程適合理

工學院研究生以及大學部三年級以上之學生，亦適合主修生命科學並

擁有良好普通物理與普通微積分基礎的學生。 

二  適合修習對象 研究所或大學部高年級學生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1. Membrane potential and Nernst 

equation 

2. Leaky integrate-and-fire model 

 V  

2 Discussion, Q&A V   

3 
1. Synapses & channels 

2. Hodgkin-Huxley model 
 V  

4 Discussion, Q&A V   

5 Signal propagation in single neurons  V  

6 Neural network simulators  V  

7 Discussion, Q&A V   

8 期中考 V   

9 
1. Stability 

2. Bifurcation 

3. Matrix analysis and linear algebra 

 V  

10 Discussion, Q&A V   

11 

1. Firing rate model and small 

networks 

2. Stability in two-dimensional 

systems 

3. Recurrent network 

 V  

12 
1. Memory. 

2. Oscillation 

3. Synaptic plasticity 

 V  

13 Discussion Q&A V   

14 
1. Hebbian learning 

2. Unsupervised learning 

3. Classical conditioning 

 V  

15 Discussion Q&A V   

16 
1. Operant conditioning 

2. Decision making 
 V  

17 Discussion Q&A V   



18 期末考 V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18＿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18＿小時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V 個人資料 

□V 課程資訊 

□V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V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V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V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V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V 學習資訊 

□V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V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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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室面授時間：週二第七八節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V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V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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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國立清華大學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06 學年度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20 分 

地  點：生命科學二館 218 會議室 

主持人：焦傳金 所長 

出席人員：王歐力老師(請假)、江安世老師、汪宏達老師、周姽嫄老師、 

桑自剛老師、郭崇涵老師、張壯榮老師、張兗君老師、 

張鈞惠老師、張慧雲老師、陳令儀老師、羅中泉老師 

學生代表：李宛儒同學(羅中泉老師實驗室)、 

          曾子育同學、鄭怡鍇同學(張慧雲老師實驗室) 

紀  錄：洪雅雯小姐 

 

一、主席報告：略 

二、討論事項 

    案由ㄧ：審查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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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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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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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課程亦全數通過。 

            3.本案將依規定提送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審議。 

 

    案由二~四：略 

  

三、臨時動議：略 

四、散會：中午 12 時 45 分



記錄:林佐玲小姐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議生科院所屬 ih 、班、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間授之課程 。

說 明:一、依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檢附生科院二 jh 、-J)王、五

所間諜課程表，宜。附件 1 '會議記錄如附件 4 。

二、開設 2 門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生科 jh 「 生命科學- J' ~神所 「 計

算神經科學 J '依規定每次問諜均須擬具教學計畫，送諜罪呈委員會審

議，提教務會議通過，遠Jlé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如附件 2 。

三、 醫科 ih 開設「 醫療法律與研究倫理」選修課程，本課程與科技法

律研究所共同授課，並採雙科號方式間諜，依規定每次間諜須送院諜

罪呈委員會審議 。

四、新開課程 8 門 ， 課程大綱如附件 3 。

開課單位 科目 教師

生科 jh 新農業產業跨領域關鍵技術 殷袱生、黃負祥

生科 ih 行為神經科學 張鈞息

醫科 YK 學士論文 指導教j受

分醫所 腫，扇微環境特論一 王群超

分醫戶丹 高階醫儀設計及實作 陳令f義、高茂傑、周裕單是

生技所 分子診斷 周裕芳是、陳令儀、高茂傑

生技所 遠端轉移的分子機制特論一 林愷梯

胡芝生資所 創傷癒合與痞症療法特論一 莊永4二

USER
螢光標示



決 議:通過本院二jk 、一班、五所開授課程 。

案由二: (略)

案由三:生科玲、、醫科 ih 及院學士班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不開設「服務學習」

課程 。

說 明:本案經二jh 、一班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相關資料如附件 6 。

決 議:由生科院統籌開設一門「服務學習 J -並請彭明德、委員於校級相關會議

說明開課規畫IJ -並爭取任課教師之授課學分 。

案由四:審議生科院所屬 ih 、班、所、學程 107 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數暨辜

業總學分表。

說 明:依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檢附生科院二 jh 、一班、五所、

神經科學博士學程及生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必修斜目、學分數暨畢業

總學分表如附件 7 。

決 議:大學部二jh 、一班校定必修由校方審吉丁不列入本會議討論，其餘照案

通過 。

案由五:審議 107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學程課程表 。

說 明: 107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學程課程表，課程表中基礎先修

科目不計入總學分 。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8-

案由六:審議 107 學年度暑期推廣教育學分班開班授課 。

說 明: 107 學年度開設五個班次學分班，名稱及主持人如下，間諜計畫表如何f

件 9 。

一、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垮育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藍忠呈

教授

二、智慧創新高值醫材人才培育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陳令儀教授

三、智慧創新高值醫材人才堵育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陳令儀教授

四、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人才培育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殷袱生教授

五、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人才培育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殷袱生教授

決議:照案通過 。

案由七~十一: (略)

參、 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2 



檔案下載網址 http://ace.moe.edu.tw/                                                                                               
105 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1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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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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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請填入教育部「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或「技專院校課程資源網」之「課程大綱」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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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開課期間：＿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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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一 
2.  課程英文名稱 Life Scienc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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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維、莊永仁、焦傳金、黃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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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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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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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527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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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下載網址 http://ace.moe.edu.tw/                                                                                               
105 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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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本課程為生命科學入門課程，由四位老師主講基礎生命科學知識，包

含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遺傳學、演化學等，藉由知識傳授與課堂

討論，本課程將可奠定學生未來學習進階生命科學的基礎。 
二  適合修習對象 生命科學院大學部一年級學生與其他學院對生命科學有興趣的學生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Life on Earth I - Ch01: Biology and 
Its Themes 

Life on Earth II - Ch25: 
Macroevolution 

1.5 2  

2 

Life on Earth I - Ch01: Biology and 
Its Themes 

Life on Earth II - Ch25: 
Macroevolution 

1.5 2  

3 
Ch02: The Chemical Context of Life 

Ch03: Water and Life 
1.5 2  

4 

Ch04: Carbon and the Molecular 
Diversity 

Ch05: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arge Biological Molecules 

1.5 2  

5 
Ch06: An Introduction to Metabolism 

Ch07: T tour of the Cell 
1.5 2  

6 
Ch08:Membran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Ch09: Cell Communication 

1.5 2  

7 
Ch10: Cellular Respiration and 

Fermentation 
Ch11: Photosynthesis 

1.5 2  

8 
Ch12: The Cell Cycle 

Ch13: Meiosis and Sexual Life 
Cycles 

1.5 2 
 

9 Midterm Exam 3   

10 
Ch14: Mendel and the Gene Idea 
Ch15: The Chromosomal Basis of 

Inheritance 
1.5 2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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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h16:The Molecular Basis of 

Inheritance 
Ch17: From Gene to Protein 

1.5 2  

12 
Ch18: Control of Gene Expression 

Ch26: Introduction to Viruses 
1.5 2  

13 Ch19: DNA Technology 1.5 2  
14 Ch20: Genomes and Their Evolution 1.5 2  

15 
Ch21: How Evolution Works  

Ch22: 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 
1.5 2  

16 
Ch23: Microevolution  

Ch24: Species and Speciation 
1.5 2  

17 Final Exam 3   
18 Final Project 3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15＿次，時數：22.5小時面授 
   （另 30 小時線上課程及 9 小時考試與專題，總時數：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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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學習資訊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1. E-
mail：cwli@life.nthu.edu.tw; yjchuang@life.nthu.edu.tw; ccchiao@life.nthu.edu.tw; gcsng
@life.nthu.edu.tw 
2. 教室面授時間：每週四第 7、8 節（第一節課：小考 15 分鐘、科學

新知補充 35 分鐘，第二節課：問題討論）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線上測驗 
    4.成績查詢 

http://ace.moe.edu.tw/
mailto:cwli@life.nthu.edu.tw
mailto:yjchuang@life.nthu.edu.tw
mailto:ccchiao@life.nthu.edu.tw
mailto:gcsng@life.nthu.edu.tw
mailto:gcsng@lif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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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成績評量方式 每週小考 30%、問題討論 10%、期中考 30%、期末考 3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課前務必上網觀看影片，每週面授時舉行 15 分鐘小考，其餘時間以

補充科學新知與課堂討論為主，每週小考為開書考，期中與期末考為

閉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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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次 

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    點：生科二館 204 會議室 

主    席：藍忠昱主任 

出席人員：徐瑞洲老師、焦傳金老師、楊嘉鈴老師、蘇士哲老師 

記    錄：楊雅婷小姐 

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議生科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課程。 

說  明：1.「LSC110100 生命科學一」本學期已錄製完成磨課師課程，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將向校方申請改為「非同步遠距教學」，

依規定每次開課均須擬具教學計畫，送系院校三級課程委

員會審核。(檢附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2.殷献生老師及黃貞祥老師共同新開授一門 3 學分選修課程

「LS314300 新農業產業跨領域關鍵技術」。(檢附課程大綱) 

       3.張鈞惠老師新開授一門以英語授課的 2 學分選修課程

「LS374300 行為神經科學」。(檢附課程大綱) 

       4.「書報討論」有 6 組，107 上預計修課人數約有 51 人。 

決  議：通過生科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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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C110100 生命科學一」改為「非同步遠距教學」。 

       2.通過殷献生老師及黃貞祥老師共同新開授一門 3 學分選修

課程「LS314300 新農業產業跨領域關鍵技術」。 

       3.通過張鈞惠老師新開授一門以英語授課的 2 學分選修課程

「LS374300 行為神經科學」。 

       4.協調有意願教授本系「書報討論」的其中一位教師改為協助

教授生科院學士班的「書報討論」。【後註：經協調後由王

翊青老師協助開授生科院學士班的「書報討論」課程】 

 

案由二：有關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ZY 科號的「服務學習」課程。 

說  明：校方為整併服務學習及勞作服務課程，擬自 107 學年度起實

施「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決  議：經出席人員討論後決定本系不開授「服務學習」課程。 

 

案由三：(略) 

 



案由四：(略) 

 

案由五：(略) 

 

案由六：(略) 

 



記錄:林佐玲小姐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議生科院所屬 ih 、班、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間授之課程 。

說 明:一、依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檢附生科院二 jh 、-J)王、五

所間諜課程表，宜。附件 1 '會議記錄如附件 4 。

二、開設 2 門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生科 jh 「 生命科學- J' ~神所 「 計

算神經科學 J '依規定每次問諜均須擬具教學計畫，送諜罪呈委員會審

議，提教務會議通過，遠Jlé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如附件 2 。

三、 醫科 ih 開設「 醫療法律與研究倫理」選修課程，本課程與科技法

律研究所共同授課，並採雙科號方式間諜，依規定每次間諜須送院諜

罪呈委員會審議 。

四、新開課程 8 門 ， 課程大綱如附件 3 。

開課單位 科目 教師

生科 jh 新農業產業跨領域關鍵技術 殷袱生、黃負祥

生科 ih 行為神經科學 張鈞息

醫科 YK 學士論文 指導教j受

分醫所 腫，扇微環境特論一 王群超

分醫戶丹 高階醫儀設計及實作 陳令f義、高茂傑、周裕單是

生技所 分子診斷 周裕芳是、陳令儀、高茂傑

生技所 遠端轉移的分子機制特論一 林愷梯

胡芝生資所 創傷癒合與痞症療法特論一 莊永4二

USER
螢光標示



決 議:通過本院二jk 、一班、五所開授課程 。

案由二: (略)

案由三:生科玲、、醫科 ih 及院學士班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不開設「服務學習」

課程 。

說 明:本案經二jh 、一班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相關資料如附件 6 。

決 議:由生科院統籌開設一門「服務學習 J -並請彭明德、委員於校級相關會議

說明開課規畫IJ -並爭取任課教師之授課學分 。

案由四:審議生科院所屬 ih 、班、所、學程 107 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數暨辜

業總學分表。

說 明:依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檢附生科院二 jh 、一班、五所、

神經科學博士學程及生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必修斜目、學分數暨畢業

總學分表如附件 7 。

決 議:大學部二jh 、一班校定必修由校方審吉丁不列入本會議討論，其餘照案

通過 。

案由五:審議 107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學程課程表 。

說 明: 107 學年度入學院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學程課程表，課程表中基礎先修

科目不計入總學分 。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8-

案由六:審議 107 學年度暑期推廣教育學分班開班授課 。

說 明: 107 學年度開設五個班次學分班，名稱及主持人如下，間諜計畫表如何f

件 9 。

一、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垮育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藍忠呈

教授

二、智慧創新高值醫材人才培育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陳令儀教授

三、智慧創新高值醫材人才堵育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陳令儀教授

四、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人才培育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殷袱生教授

五、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人才培育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殷袱生教授

決議:照案通過 。

案由七~十一: (略)

參、 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2 



106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7年 5 月 7 日 

案由：有關 107學年度擬新增「華德福教育學分學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提案人：竹師教育學院 

說明： 

一、 竹師教育學院自 98學年度起設有「華德福學分學程」，適用對象為 105學年度(含)

前招生入學之學生，至畢業離校前修讀完成 10學分可發給學程證書，截至 107

年 4月共計有 143位學生申請，35位學生修讀完成。 

二、 本學程為國內大學唯一將華德福教育素養納入職前培育之學分學程，合校後 106

學年度修課人數顯示本學程仍有開課需求。 

學年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授課教師 選課人數 

106 1 華德福音樂教學 2 成虹飛 49 

106 1 華德福課程與教學 2 徐明佑 50 

106 2 華德福藝術教學 2 李貞儀 50 

106 2 華德福學校/園所見習 2 徐明佑 26 

三、 本學分學程草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依據本校學程設置原則之規定，考量國內外華德福實驗

教育發展現況與趨勢，重整課程規劃草案如附件 

辦法：本學分學程擬自 107學年度設置，106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在畢業前得有充裕時間

修畢。 

附件：請給予電子檔 



華德福教育學分學程規畫書 

 

一、設置宗旨:  

華德福教育源自於德國已有百年歷史，遍及各大洲為全球發展最快速的實

驗教育體系。2014年底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實驗教育自此具有完備法治基礎並

迅速成長。目前台灣公辦與民辦的華德福教育實驗教育已超過三十所，需要具

備實驗教育素養及專業訓練之師資投入。華德福教育具有深厚的哲學理論基礎

與實踐經驗，強調思考、情感與意志統合發展的全人教育，將專業的知識技能

與倫理美學的實踐融為一體，本學分學程的規劃動機，即在於將此革新的動能

深耕於高等教育，為國內唯一將實驗教育素養納入職前培育的大學，並回應青

年後期全人發展的需要，復育學生對於科學、藝術與社會實踐的融會能力，開

啟對於自我、他人與世界的學習熱情和關懷承擔，培育「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真君子。 

 

二、修課規定： 

本學程之學分規定，以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在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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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理論辯證」面向課程應修至少 3 學

分。 

2.至少9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輔系及其他學程應修科目。 

 

三、課程規劃  

本學程對應華德福教育核心三元性要素規劃包含「理論辯證」、「生命發展與

藝術陶冶」、「社會實踐」三個面向。 

1.思考（Thinking）—理論辯證 

2.情感(Feeling)—生命發展與藝術陶冶 

3.意志(Willing)—社會實踐 

面向 科目名稱 
學

分 
開課單位 備註 

理論辯證 

(應修至

少3學分) 

  

華德福教育專題探究 3 教育學院學士班   

華德福教育 2 師培中心(中等教程)  

人智學與華德福教育 2 師培中心(中等教程)  

*華德福教育學 2 教育學院 為合校前原有

華德福學程科

目,原則上開課

至108學年。 

*華德福課程與教學 2 教育學院 

生命發展 *華德福藝術教學 2 教育學院  



與藝術陶

冶 

 

*華德福教育典籍導讀 2 教育學院  

*華德福音樂教學 2 教育學院  

*華德福感官與教學 2 教育學院  

優律思美 2 教育學院    
華德福手工教學與創作 2 教育學院  

社會實踐 

戶外探索教學 2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社區發展與教育 2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農耕與生命發展 2 教育學院  

*華德福學校/園所見習 2 教育學院  

華德福教育實作方案 2 教育學院   

 

四、學程委員  

教師所屬系所  委員姓名  電子郵件  備註 

教科系 成虹飛 hcherng@mail.nd.nthu.edu.tw   召集人 

教科系 林紀慧 chihuilster2@gmail.com   
師培中心/學科所 謝小芩 hhc@mx.nthu.edu.tw    
資工系 陳宜欣 yishin@cs.nthu.edu.tw   

特教系 李翠玲 Ynnad165@gmail.com  

 聯絡人：師培中心葛雅琴,分機76254  natsuki@mail.nd.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4 月 26 日(四)上午 10 點 00 分 
地點：南大校區第一會議室 
主席：院長林紀慧教授                                   紀錄:藍翊慈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報告事項(略) 

貳、 核備事項(略) 

參、 討論事項 

 (其餘提案略) 

提案五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 107 學年度擬新增「華德福教育基本素養學分學程」設置學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各學程之設置由相關教學單位擬定其設置宗旨、課程規劃、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

分、修讀學程相關規定，將學程規劃書送教務處，由教務處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核

通過，由教務處送「教務會議」核定，通過後公告。 
二、 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須符合：1.學程應修學分至少為十五學分。2.學程應修科目至少有

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華德福教育基本素養學分學

程」符合兩項規定。 
三、 「華德福教育基本素養學分學程」草案及「本校學程設置原則」、「學分學程作業準

則」如附件 6(P.395)。 
擬辦：本案通過後，由教務處彙整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核。 
決議：為避免混淆，刪除學程名稱「基本素養」四字，學程名稱改為「華德福教育學分學程」，

修正後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106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7年 5月 4日 

案由：提請設置「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跨領域學分學程」案。 

提案單位/提案人：人類學研究所/顧坤惠副教授 

說明：清華大學與竹教大於 2016 年 11 月 1 日併校，原住民學生人數上升到 150-170 人之譜。 

學生對於原住民相關議題課程的需求也浮上檯面，同時對於打造友善校園的多元文化知識教育的急

迫性自不在話下。本學分學程由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規劃，該中心自 2015 年秋季的籌備過程中

即積極整合校內相關授課資源及研究人員間的謀合，並於 2016 年 12 月 20 通過校發會議正式成立。

當時委員建議應納入南大校區人員，而本跨領域學分學程即為該建議的具體體現。本學程提供對於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有興趣的學生有系統而深入的跨領域學科訓練，其內容涵蓋人類學、語言學、

歷史、文學、教育與法學。希望藉由這個學程的專業訓練，提升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社會的認識和理

解的觀點，以及培養分析和反思的能力，進而增強清華大學對於社會的影響力。 
 

辦法：本學程的授課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同學、台聯大大學部同學。  

修讀學程相關規定為:（一）凡修滿本學程課程 18 學分者，即授予學程修讀證明，其中需包括必修課 
程 6 學分及選修課程 12 學分。必修課：”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東南亞族群與文化”、”大洋洲社會

與文化” 三選二。  （二）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有 9 學分不屬於本人之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應 
修之課目。亦即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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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學程學分之認定如有爭議，由本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決定之。   
 

附件：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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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書 

2018.1.17. 

一、設置宗旨 

本學程為國內第一個跨領域「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學程。本學程的成立

構想源自於2015年規劃籌辦的「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已於2016年12月

經校方核定通過。本中心積極整合目前清華大學現有的師資人力來規劃本學

程，提供對於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有興趣的學生，能夠建立有系統而深入的跨

領域學科訓練，其內容涵蓋人類學、語言學、歷史、文學、教育與法學。希望

藉由這個學程的專業訓練，提升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社會的認識和理解的觀點，

以及培養分析和反思的能力，進而增強清華大學對於社會的影響力。 

台灣南島語族由於特殊的殖民史，一直鮮少為外界所認識，因而南島台灣

研究也就長期被學術區域研究所邊緣化，例如：有地理位置上親源關係的「亞

洲研究」或具語言學上，基因學上乃至於文化上親緣性的「太平洋島嶼研

究」。晚近在考古學與語言學上，對於南島原鄉以及南島語族擴散的爭論確實

有助於台灣南島語族在較廣大的學術社群中的能見度。本學程希望能夠集結對

於世界南島及台灣原住民族有興趣的學者及學生，將既有的基礎置於較廣的大

洋洲與東南亞區域研究來對話，並凸顯出台灣在該領域的重要性。本校為台灣

重要的研究型大學，應負起此一主要領域的教育啟發、研究發展和社會責任。 

二、修讀學程相關規定 

（一）凡修滿本學程課程18學分者，即授予學程修讀證明，其中需包括必修課

程6學分及選修課程12學分。 

（二）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有9學分不屬於本人之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應

修之課目。亦即至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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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學程學分之認定如有爭議，由本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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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程的授課對象 

本校大學部同學、台聯大大學部同學。 

四、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及學分數 

（一）本學程課程18學分，需包括必修課程6學分及選修課程12學分。 

（二）必修：三選二（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東南亞族群與文化、大洋洲社會

與文化）。 

（三）選修：如表一和表二。 
 

表一  課程規劃：開設給大學部選修之課程 
開設系所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授課教師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52600 東南亞族群與文化 3 蔣    斌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52300 台灣原住民專題 3 顧坤惠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51100 經典民族誌選讀 3 顧坤惠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50400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3 顧坤惠 

人社院學士班 HSS 251800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2 顧坤惠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50700 大洋洲社會與文化 3 林浩立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50600 世界民族誌 3 黃應貴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11500 台灣原住民歷史研究 3 邱馨慧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30100 世界語言通論 3 廖秀娟 

人社院學士班 HSS  291500 族群與書寫 3 陳芷凡 

師培中心 TE 250800 原住民族文化 2 傅麗玉 

師培中心 CHSA  0109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語法 2 吳新生 

華語中心 CLC  100900 基礎太魯閣族語一 2 許韋晟 

華語中心 CLC  100901 基礎太魯閣族語二 2 許韋晟 

華語中心 CLC  101001 基礎布農族語一 2 全茂永 

華語中心 CLC  101001 基礎布農族語二 2 全茂永 

華語中心 CLC  100700 基礎排灣族語一 2 戴佳豪 

南大人社 CHSA  0105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論 2 許韋晟 

南大人社 CHSA  0111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 吳新生 

南大人社 CHSA  0115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2 吳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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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課程規劃：開放高年級選修之研究所課程 

 

開設系所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授課教師 

人類所 ANTH666801 東南亞社會與文化 3 蔣    斌 

人類所 ANTH652000 南島語系社會與文化 3 顧坤惠 

臺語所 KTLT730900 原住民族語教學 3 葉美利 

臺語所 KTLT502000 臺灣南島語綜論 3 葉美利 

臺語所 KTLT721200 臺灣南島語句法研究 3 葉美利 

台文所 TL 580100 台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 3 陳芷凡 

科法所 LST 562100 原住民法 2 黃居正 
 
 

五、學程召集人與委員 

（一）學程召集人 

顧坤惠（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二）學程委員 

蔣  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傅麗玉（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林宗宏（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黃居正（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葉美利（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黃應貴（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 

邱馨慧（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廖秀娟（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陳芷凡（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林浩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林文蘭（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106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7 年 3 月 23 日 

案由：本校英文免修標準修正案(107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

用)(外語系、英教系學生不適用) 

提案單位/提案人：語言中心 

說明： 

(一) 多益測驗未列入本校英文免修之參照標準，乃因該項測驗當時僅有聽力與閱

讀二項測驗，無法提供學生英語口說與寫作能力之參照。但依據目前該測驗型

式，擬加入多益測驗及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兩項測驗均達標準，亦可申請英

文免修。 

(二) 將「外國學生、僑生、教育部分發之派外人員子女，持高中成績

單正本 (英文科成績總平均至少 B+以上 )及其他相關英文程度證明

至語言中心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之規定修改為「畢業於國外全

英文授課之高中或國際學校學生，持高中全期成績單正本(英文科成績全期總

平均至少 B+以上 )，向語言中心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三) 增加「持其它足以證明英文相當程度之有效證明文件，向語言中心

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四) 本案業經 106 年 11 月 7 日語言中心委員會(系級)會議及 107 年 3 月 16 日清華

學院課程委員會(通訊)會議審議通過。 

(五) 檢附資料： 

1. 104 學年度起及 107 學年度起「英文免修標準」對照表。 

2. 106 年 11 月 7 日語言中心委員會(系級)會議紀錄。 

3. 107 年 3 月 16 日清華學院課程委員會(通訊)會議紀錄。 

 

 

 

 

 

 



附件：  

104 學年度起及 107 學年度起「英文免修標準」對照表 

107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4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說明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EPT)中高級初試及

複試 (含 )以上  

2.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92 分

(含 )以上  

3.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6.5 級 (含 )以

上  

4.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

文認證分級測驗

CAE(含 )以上  

5. 多益測驗 (TOEIC)860

分 (含 )以上且多益口

說與寫作測驗各 180

分 (含 )以上  

6. 畢業於國外全英文授課

之高中或國際學校學生，

持高中全期成績單正本

(英文科成績全期總平均

至少 B+以上 )，向語言

中心申請，個案審理

通過者。  

7. 持其它足以證明英文

相當程度之有效證明

文件，向語言中心申

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EPT)中高級初試及

複試 (含 )以上  

2.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92 分

(含 )以上  

3.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6.5 級 (含 )以

上  

4.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

文認證分級測驗

CAE(含 )以上  

5. 外國學生、僑生、教

育部分發之派外人員

子女，持高中成績單

正本 (英文科成績總

平均至少 B+以上 )及

其他相關英文程度證

明至語言中心申請，

個案審理通過者。  

 

1. 多益測驗未列入本校英文

免修之參照標準，乃因該

項測驗當時僅有聽力與閱

讀二項測驗，無法提供學

生英語口說與寫作能力之

參照。但依據目前該測驗

型式，擬加入多益測驗及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兩

項測驗均達標準，亦可申

請英文免修。 

2. 將「外國學生、僑生、

教育部分發之派外人

員子女，持高中成績單

正本 (英文科成績總平

均至少 B+以上 )及其他

相關英文程度證明至

語言中心申請，個案審

理通過者。」之規定修改

為「畢業於國外全英文授

課之高中或國際學校學

生，持高中全期成績單正

本(英文科成績全期總平均

至少 B+以上 )，向語言

中心申請，個案審理通

過者。」 

3. 增加「持其它足以證明

英文相當程度之有效

證明文件，向語言中心

申請，個案審理通過

者。」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中心 

106 學年度第 3 次中心委員會議(系級)紀錄 

時間：10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 08:30 

地點：教育館 225 會議室  

主席：李清福主任 

出席委員：依姓氏筆劃排列 

(應出席委員：12 位，實際出席委員：9 位，請假委員：3 位) 

江怡瑩委員(請假)、巫勇賢委員、高茂傑委員、高銘志委員、孫德宜委員(請

假)、陳宜欣委員、陳淑芬委員、傅士珍委員、劉怡維委員、劉承慧委員、

蔡宏營委員(請假)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報告事項：(略)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略)  

案由五：修訂學士班學生英文免修標準，自 107 學年度開始施行，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多益測驗未列入本校英文免修之參照標準，乃因該項測驗當時僅有聽力與閱

讀二項測驗，無法提供學生英語口說與寫作能力之參照。但依據目前該測驗型

式，擬加入多益測驗及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兩項測驗均達標準，亦可申請英

文免修。 

(二) 將「外國學生、僑生、教育部分發之派外人員子女，持高中成績

單正本 (英文科成績總平均至少 B+以上 )及其他相關英文程度證明

至語言中心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之規定修改為「英語系國家或全

英文授課之國際學校學生、教育部分發之派外人員子女，持高中全期成績單正

本(英文科成績全期總平均至少 B+以上 )，向語言中心申請，個案審理

通過者。」 

(三) 增加「持其它足以證明英文相當程度之有效證明文件，向語言中心

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決議： 

(一) 104 學年度起之免修標準第 5 點，係針對非本國高中學校之學生而作成之規

定，故 107 學年度起之免修標準第 6 點，亦比照其精神修改為「畢業於國外

全英文授課之高中或國際學校學生…」 

(二) 修正後通過。(附件 6)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0:00) 



附件 6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免修標準 

(外語系、南大校區英教系學生不適用) 

適用 

學年度 
104 學年度起 107 學年度起 

免修 

標準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EPT)中高級初試及複試

(含 )以上  

2.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92 分 (含 )以上  

3.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6.5 級 (含 )以上  

4.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

分級測驗 CAE(含 )以上  

5. 外國學生、僑生、教育部分

發之派外人員子女，持高中

成績單正本 (英文科成績總

平均至少 B+以上 )及其他相

關英文程度證明至語言中心

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EPT)中高級初試及複試

(含 )以上  

2.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92 分 (含 )以上  

3.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6.5 級 (含 )以上  

4.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

分級測驗 CAE(含 )以上  

5. 多益測驗 (TOEIC)860 分 (含 )

以上且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各 180 分 (含 )以上  

6. 畢業於國外全英文授課之高中

或國際學校學生，持高中全期成績

單正本(英文科成績全期總平均至

少 B+以上 )，向語言中心申

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7. 持其它足以證明英文相當程

度之有效證明文件，向語言

中心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106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107年  05月   日 

案由：邏輯思考與運算課程（programming）擬納入 107學年度入

學學士班學生必修課程，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提案人：教務處 

說明：教育部為提高大學校院學生(不限資訊科技相關專業領域)修

讀程式設計課程機會，強化學生邏輯運算思維及未來參與數

位經濟之能力，已將大學程式設計教學納入高教深耕計畫之

「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目標中推動，並已明定績效

指標，後續將透過教育部校務資料庫持續調查各校各學年度

學生修課情形。 

 



課程規劃報告案

清華大學資工系 陳宜欣



邏輯思考與運算課程納入全校
必修科目的規劃及資源需求

Computational Thinking/Programming Courses



現況與困境

清華大學部每年入學人數約2000人
目前大約38%的學生會修習程式設計課程

預估邏輯思考與運算課程納入必修

每年需要加開相關課程容納1200學生

以一班100名學生計算，需要再開12班
各系所需求不同



各領域所需程式語言
電資學院*: C, C++, Matlab
工學院*: Java, C++, Python
科管院*: Java, C++, Python, Matlab, Stata, Eviews
理學院*: Python, C, R
原科院: Fortran, C, Matlab
生科院: Python, R, Matlab
人文社會: Python, R
藝術學院: Arduino, PHP, Max/MSP, Javascript, Python
教育學院: 運算思維導論，培養學生在程式設計領域的

運算思維。



目前規劃
全校必修
 邏輯思考與運算課程 (2學分) or
 程式設計導論 (2學分) or
 通識開課 or
 各系、學士班、院各自開課

原則:
 各院系得提出符合自身規劃的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抵修

 教務處協助補助相關助教費用

 待收集各系抵修課程名單後，教務處會公告可抵修的所有課程

 並不是大一必修，畢業前修畢即可。



舉例:

程式設計導論 (2學分)
可用下列課程折抵：
 CS Python 程式設計
 CS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EECS 計算機程式設計
 QF 計算機程式設計
 IEEM 計算機程式語言
 BMES 計算機概論與程式語言
 JMU 聲音合成與MSP程式設計
 MATH Linux程式設計
 PME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導論

翻轉教室策略

如：程式設計導論 (線上課程)+上機課程(助教+老師)
 https://goo.gl/qXWBrh



所需資源

專案教師：協助規劃課程以及設計上機練習題目

助教資源

 根據資工系，一門程式設計課(100人)會給予9萬助教費(4名)
 假設全校性程式設計課程一堂2名助教，一門約5.4萬
 假設邏輯思考課程助教費只配一名助教，一門課約3萬助教費

 全校加開4班程式設計＋8班邏輯思考課程  45萬

增設/汰換電腦教室

 初期改建成本（佈線、改裝、桌椅、冷氣）：約280萬
 每年汰換電腦：約175萬
 每年新增電費若干



設置AI學分學程及專長學程
之規劃



教育部人工智慧人才培育計畫：課程地圖



課程規劃

人工智慧與應用學分學程

人工智慧專長學程

學程委員

已在2018/5/7開學程委員會議

名字 系所 附註
蘇豐文 電機資訊學院 資工系
賴尚宏 電機資訊學院 資工系
陳煥宗 電機資訊學院 資工系
陳宜欣 電機資訊學院 資工系 召集人
丁川康 工學院 動機系
韓傳祥 科管院 財務金融系
鄭又仁 理學院 統計系



課程規劃原則

盡量利用清華教師已開出的線上課程

比照課程地圖，將課程分為

 核心課程

 選修課程（進階選修、應用選修）



人工智慧與應用學分學程

核心課程共12學分

選修課程6學分

選別 課名 學分

核心課程

程式設計導論 (線上課程 by陳煥宗)
https://goo.gl/qXWBrh

2

資料結構導論(線上課程 by韓永楷)
https://goo.gl/GMCg3W

2

機率/統計 3
人工智慧與智慧代理人
(線上課程 by蘇豐文) 2

CS機器學習/資料探勘 3



人工智慧專長學程

核心課程15學分

選別 課名 學分

核心課程

程式設計導論 (線上課程 by陳煥宗)
https://goo.gl/qXWBrh

2

資料結構導論(線上課程 by韓永楷)
https://goo.gl/GMCg3W

2

機率/統計 3
人工智慧與智慧代理人
(線上課程 by蘇豐文) 2

CS機器學習 3
CS資料科學/資料探勘 3



人工智慧專長學程 -進階選修

進階選修12學分

選別 課名 學分數 開課系所

進階選修

巨量資料技術與應用 3 CS
平行計算概論 3 CS
大數據資料分析 3 KLST
智慧型代理程式 3 ISA 
雲端計算 3 CS
深度學習 3 CS
模糊理論與應用 3 IEEM
演化計算 3 PME/COE/ISA
深度學習硬體加速器設計 3 CS
前瞻深度學習 3 ISA



人工智慧專長學程 -應用選修課程

應用選修課程9學分
選別 課名 學分

數 開課教師/系所

應用選
修課程

從自然語言到文字探勘(線上課程) 1 陳宜欣
Fintech-大數據分析與機器人理財(線上課程) 1 陳宜欣/韓傳祥
Fintech-資訊安全與身分辨識(線上課程) 1 孫宏民/賴尚宏
IOT-物聯網雲端數據分析平台(線上課程) 1 黃能富
計算神經科學(線上課程) 2 羅中泉
機器學習與財務智能 3 MFB
人工智慧與音樂導論 3 ISA
計算機視覺理論 3 CS
計算機視覺 3 EE
自然語言處理實作 3 ISA
生物資訊 3 LS
金融科技創新與應用 3 ISA
統計學習與財務智能 3 QF
機器人學 3 PME
人工智慧的跨領域探索 ? ??



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議程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107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含系、院學士班)學生校定必修科目學分

數及其餘選修學分數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9。 

說明： 

(一) 本校校定必修科目分為大學中文、英文領域、通識課程、體

育、服務學習及操行，共六個科目。因 106 學年度第 2次校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自 107學年度起(含)入學之學士班學生

英文領域已由 6 學分改為 8學分。依校定必修各負責單位回

傳資料(如附件 9)，107學年度校定必修總學分數共為 30 學

分 (中國文學系為 34學分)。敬請審議並擬請同意於本會議

通過後，依決議內容授權由註冊組逕行修正提案八各學士班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內之

校定必修內容及學分數為 30 學分(中國文學系為 34 學分)。 

(二) 為不增加學生修課負擔，擬各學士班(含系、院學士班)其餘

選修皆減少 2 學分，敬請審議並擬請同意於本會議通過後，

依決議內容授權由註冊組逕行修正提案八各學士班 107學年

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一、一般學系、院學士班(不含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系、中國文學系、體育學系)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校  

定  

必  

修  

︵ 
30 

學 

分 

︶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8 
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者，得免修選讀

英文 2 學分 

通  

識  

課  

程  

核心必修  8-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至少

修習 1 門課程，核心通識總學分數須修滿足 8-12

學分。 

選修科目  8-12 
各系學生須滿足相關學科領域分配的要求請參照

附件表格所列。 

合  計  20  

體育  0 1 至 3 年級必修 

服務學習  0 畢業前必修 60 小時。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二、外國語文學系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校  

定  

必  

修  

︵ 
30 

學 

分 

︶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8 

本系學生須以本系開設之英文一、二(6學分)另

加本系專業課程 2學分滿足英文領域學分要求。

本系專業課程包含核心課程與專業選修課程。 

通  

識  

課  

程  

核心必修  8-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至

少修習 1 門課程，核心通識總學分數須修滿足

8-12學分。 

選修科目  8-12 
各系學生須滿足相關學科領域分配的要求請參照

附件表格所列。 

合  計  20  

體育  0 1 至 3 年級必修 

服務學習  0 畢業前必修 60 小時。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三、英語教學系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校  

定  

必  

修  

︵ 
30 

學 

分 

︶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8 

1.開設給非英教系修習之英文領域課程不得計為

英教系英文領域學分。 

2.本系開設之英文領域課程為「英文一」、「英文

二」、「英文三」各在大一上學期、大一下學期及大

二上學期開設。 

通  

識  

課  

程  

核心必修  8-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至少

修習 1 門課程，核心通識總學分數須修滿足 8-12

學分。 

選修科目  8-12 
各系學生須滿足相關學科領域分配的要求請參照

附件表格所列。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合  計  20  

體育  0 1 至 3 年級必修 

服務學習  0 畢業前必修 60 小時。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四、中國文學系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校  

定  

必  

修  

︵ 
34 

學 

分 

︶ 

基礎寫作一、二 3 3  

英文領域 8 
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者，得免修選讀

英文 2 學分 

通  

識  

課  

程  

核心必修  8-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至少

修習 1 門課程，核心通識總學分數須修滿足 8-12

學分。 

選修科目  8-12 
各系學生須滿足相關學科領域分配的要求請參照

附件表格所列。 

合  計  20  

體育  0 1 至 3 年級必修 

服務學習  0 畢業前必修 60 小時。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五、體育學系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校  

定  

必  

修  

︵ 
30 

學 

分 

︶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8 
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者，得免修選讀

英文 2 學分 

通  

識  

課  

程  

核心必修  8-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至少

修習 1 門課程，核心通識總學分數須修滿足 8-12

學分。 

選修科目  8-12 
各系學生須滿足相關學科領域分配的要求請參照

附件表格所列。 

合  計  20  

體育  0 

1.一至三年級必修。  

2.開設給非體育系修習之體育課程不得計為體

育系體育。  

3.本系之校隊學生，一年級下學期起，依其校隊

所屬專長，修習「校隊體育」5 學期。  

4.本系之非校隊學生，一年級下學期起，自本系

「術科」類別之選修課中，每學期自選 1 門，共

5 門課，抵認為「體育」課。  

5. 抵認為「體育」課之課程，不可同時採記為

「專業選修」。 

服務學習  0 畢業前必修 60 小時。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通識選修課程領域與對象規定 

  各不同入學年度同學應修學分如下，各系學生須滿足相關學科領域分配的要求。 

106 學年度(含)起 

對象 / 領域 核心通識 

選修通識(至少應修學分) 總計學分 

(核心通識+ 

選修通識) 自然科學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人文學領域 

藝術學院、外語系、 中文

系、幼兒教育學系、英語教

學系 

6 大向度中

任選 4 向度， 

並於 4 向度

中各修習 1

門課 

(8~1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 

至少 20 學分 

科管院、教育與學習科技

系、特殊教育學系、體育學

系、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2 學分 － 2 學分 

人社學士班 2 學分 － － 

理、工、生科、原科、電資

院、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 

－ 2 學分 2 學分 

**每位學生選修藝術操作性質(通識課程表內標示)，最多只有 2 學分可列入通識選修科目學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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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各院學士班「第一專長」、「第二專長」與106學年度相較變更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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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學

院 

物理系 

第二專長 (物

理) 
變更 

普通物理一、二或普通

物理 A 一、A 二或普通

物理 B 一、B 二 

普通物理一、二 第二專長物理基礎先修科目 

第二專長 (天

文物理) 
新增 請參見學程課程表 N/A 第二專長天文物理 

理學院學士班 第一專長 刪除 N/A 普通物理實驗二 
第一專長為數學者必修改為選

修 

數學系 學士班 刪除 N/A 
普通物理實 

驗二 
N/A 

統計學研究所 第二專長 

刪除 N/A 統計計算(研) N/A 

新增 

資料科學 N/A N/A 

類別資料分析 N/A N/A 

統計學習 N/A N/A 

新增 N/A N/A 

註 4: 針對選修課程，若 

科目名稱與現行表列科 目名稱

相似且課程內容相同者，可代替

現行表 格中的選修科目。例:服

科所之【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

析】及【計算統計用於商業分析

之應用】，此兩門課僅課名不

同，但課程內容相同就可代替。 

註 5: 科目名稱不同但課 程內

容相似之科目，至多承認一門。

如註 4 例 所列。 

註 6: 針對註 4 及註 5 所列之

課程認定，請於選 課前事先向所

辦提出申 

請。 

工
學
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

系 

學士班必修

科目 

刪除 機動學 N/A 

自 107 學年度起改為選修。學士

班系定必修改為 64 學分；其餘

選修改為 22 學分。 

修改 N/A N/A 其餘選修學分改為 22 學分。 

專業學程 修改 非線性控制系統 非線性系統控制 電控學程-選修課程(研究所) 

專業學程 變更 微奈米製造技術 製造技術專題 
精密機械學程 -選修課程 (研究

所) 

第一專長 新增 

工程圖學 N/A N/A 

應用力學一 N/A N/A 

材料力學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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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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機械工程學

系 

第一專長 

刪除 B.應用力學二 B.應用力學一、二 刪除應用力學一 

更換 
B.振動學 B.材料力學 N/A 

D.機械設計 D.機動學 N/A 

修改(備註) N/A N/A 

電控學程、奈微米學程、能源學
程、精密機械學程 

*同時修習 B 組及奈微米學程之

選修 15 學分不包含振動學。 

第二專長 

新增 

工程圖學 N/A N/A 

應用力學一 N/A N/A 

材料力學 N/A N/A 

刪除 B.應用力學二 B.應用力學一、二 刪除應用力學一 

更換 
B.振動學 B.材料力學 N/A 

D.機械設計 D.機動學 N/A 

修改(備註) N/A N/A 

除工程圖學、應用力學ㄧ、材料
力學外，於 A、B、C、D 四組課
程中選擇一組修習 

電控學程、奈微米學程、能源學
程、精密機械學程 

*同時修習 B 組及奈微米學程之

選修 15 學分不包含振動學。 

第二專長基

礎先修表 
刪除 工程圖學 N/A N/A 

碩士班 修改 書報討論 N/A 應修學期數改為 2 

博士班 修改 書報討論 N/A 應修學期數改為 2 

工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新增備註 N/A N/A 

院學士班必修科目「領航專題

一」、「領航專題二」新增備註文

字為可修 CHE、PME、MSE 或

IEEM 課號之大學部專題課程，

並參加 IPE 12 月舉辦之專題成

果競賽即可抵免。 

新增 工程圖學 N/A 
新增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必修科目 

新增 應用力學一 N/A 
新增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必修科目 

新增 材料力學 N/A 
新增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必修科目 

刪除 N/A 程式設計 
刪除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必修科目 

刪除 N/A 機械設計 
刪除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必修科目 

新增 振動學 N/A 
新增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 B 組課程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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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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應用力學一 
刪除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 B 組課程必修科目 

刪除 N/A 材料力學 
刪除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 B 組課程必修科目 

新增 機械設計 N/A 
新增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 D 組課程必修科目 

 刪除 N/A 機動學 
刪除動力機械工程學程第一專

長 D 組課程必修科目 

奈米工程與微系

統研究所 
博士班 

新增 微奈米科技 N/A N/A 

刪除 N/A 多領域耦合學 N/A 

全球營運管理碩

士雙聯學位學程 
碩士班 

異動 

全球營運管理專題 
科技管理大數據專題研

究 
課名異動 

科技專案 專案管理  課名異動 

現代運輸系統與物流 供應鏈管理 課名異動 

新增 新興技術科技分析 N/A 新增必修 

刪除 N/A 計畫管理 刪除課程 

新增 N/A N/A 

科技專案、現代運輸系統與物

流、工程經濟、網路電子商務 4

科必修 3 科 

原
子
科
學
院 

核子工程與科學

研究所 

博士班 

新增 

輻射度量 

核電廠水化學 

蒙特卡羅計算 

N/A 新增 3 門課程，十選一必修 

碩士班 
核電廠水化學 

蒙特卡羅計算 
N/A 新增 2 門課程，十選二必修 

生醫工程與環境

科學系 

博士班 新增 專題演講 N/A 應修學期數 0 學分 4 學期 

碩士班 變更 書報討論 N/A 應修學期數 1 學分 2 學期 

碩士班 新增 專題演講 N/A 應修學期數 0 學分 4 學期 

環境科技博士學

位學程（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 

博士班 
變更 N/A 專題書報討論 

應修學期數由 6 學期更改為 4 學

期。 

新增 專題演講 N/A 應修學期數 0學分 4學期 

工程與系統科學

系 
第二專長 變更 原子科學導論 核工導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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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社
會
學
院 

中國文學系 

第一專長 變更 當代文學理論 現代詩 
與「近現代小說與文化」2 科選

1 科 

第二專長 變更 近現代文學史 現代詩 
與「近現代小說與文化」2 科選

1 科 

外國語文學系 

學士班必修

科目 

變 更 備 註

(英文領域) 
N/A N/A 

1 . 如未通過本系英文畢業門檻，則須進

行補救教學，方能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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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學生須以本系開設之英文一、二(6

學分)另加本系專業課程 2 學分滿足英

文領域學分要求。本系專業課程包含核

心課程與專業選修課程。 

學士班必修

科目 

變 更 備 註

(專業選修) 
N/A N/A 

除以FL 為始科號之科目外，另可修習

語言學研究所及人社院學士班語言學

學程課程，最高6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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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系訂

必修) 

莎士比亞 N/A N/A 

音韻學 N/A N/A 

變更備註 N/A N/A 

5. (2)入學時已通過外語系畢業門檻

*規定下列英語能力檢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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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分(含)以上 

(2) IELTS 6 級(含)以上 

(3) TOEIC聽力及閱讀 785分(含)

以上，口說及寫作 385 分(含)以

上，此兩項均須通過。 

(4)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複試。 

第一專長 新增(選修) 
莎士比亞 N/A N/A 

 
音韻學 N/A N/A 

第二專長 新增(選修) 
莎士比亞 N/A N/A 

 
音韻學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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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院學士班 

本班在學生

及 107 學年

(含 )後入學

新生 

新增(備註) N/A N/A 

6.修習各專業學程開設之支援通

識課程，若非以該學程為主修或

副修者，得列入通識學分計算。 

第二專長(哲

學) 
新增 當代思潮 N/A 與哲學基本問題二擇一 

社會所 
碩士班 修改 N/A 清華社會學 應修學期數更改為兩學期 

博士班 修改 N/A 清華社會學 應修學期數更改為兩學期 

人類所 
碩士班 

修改 考古田野實習 考古田野方法與實習 N/A 

 

新增 考古學方法論 N/A 與人類學方法論二擇一 

修改 文化田野實習 人類學田野工作與實習 N/A 

新增 區域考古學 N/A 
包含:東南亞考古學、台灣考古

學、中國考古學等 

博士班 新增 當代考古學 N/A 與當代人類處境專題二擇一 

生
科
院 

醫學科學系 學士班 刪除 N/A 行為、認知與心理學 N/A 

生科院學士班 學士班 刪除 N/A 行為、認知與心理學 N/A 

神經科學博士學

程 
博士班 

刪除 

N/A 基礎神經科學入門 N/A 

N/A 基礎科學論文撰寫 N/A 

N/A 專題討論 N/A 

新增 

神經生物學導讑 N/A 

五科選二科 

認知神經科學總論 N/A 

神經工程 N/A 

基礎神經科學 N/A 

神經科學 N/A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 

數理 

必選 

生命科學一 

生命科學二 

生命科學一 

生命科學二 
科號更正 

系定 

必修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微積分 A 一 

微積分 A 二 
數學系變更課程名稱 

邏輯設計 邏輯設計 科號更正 

常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 科號更正 

線性代數 線性代數 科號更正 

訊號與系統 訊號與系統 科號更正 

機率 機率 科號更正 

一專 

邏輯設計 邏輯設計 
科號更正，且建議修課學期不限

定於一年級上學期 

計算機程式設計或計

算機程式設計(I) 

計算機程式設計或計算

機程式設計(I) 
EE2310 科號更正 

線性代數 線性代數 科號更正 

機率 機率 科號更正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 系定必修 
資料結構 資料結構 變更科號為 EECS2040 

線性代數 線性代數 變更科號為 EECS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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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 機率 變更科號為 EECS3030 

離散數學 離散數學 變更科號為 EECS2060 

邏輯設計 數位邏輯設計 變更科號為 EECS1010 

專業課程限

制選修 

常微分方程 工程數學 變更科號為 EECS2030 

訊號與系統 訊號與系統 變更科號為 EECS2020 

數位系統設計 數位系統設計 變更科號為 EECS4010 

計算機網路概論 計算機網路概論 變更科號為 EECS3020 

一專 

常微分方程 工程數學 變更科號為 EECS2030 

訊號與系統 訊號與系統 變更科號為 EECS2020 

數位系統設計 數位系統設計 變更科號為 EECS4010 

計算機網路概論 計算機網路概論 變更科號為 EECS3020 

多專長 

必修 

邏輯設計 數位邏輯設計 變更科號為 EECS1010 

線性代數 線性代數 變更科號為 EECS2050 

機率 機率 變更科號為 EECS3030 

二專必修 邏輯設計 數位邏輯設計 變更科號為 EECS1010 

電資院學士班 學士班 

系定必修 

計算機程式設計 
計算機程式設計或程式

設計 
N/A 

邏輯設計 
邏輯設計或數位邏輯設

計 
增加：科號為 EECS1010 

離散數學 
電資工程實務概論或數

位系統設計 

增加：科號為 EECS2060，一年

級或二年級(建議) 

常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 
增加：科號為 EECS2030，一年

級或二年級(建議) 

線性代數 線性代數 
增加：科號為 EECS2050，一年

級或二年級(建議) 

機率 機率或機率與統計 
增加：科號為 EECS3030，二年

級或三年級(建議) 

訊號與系統 訊號與系統 
增加：科號為 EECS2020，二年

級或三年級(建議) 

核心選修 

資料結構 資料結構 增加：科號為 EECS2040 

計算機結構 計算機結構 
增加：科號為 EECS3040，二年

級或三年級(建議) 

計算機網路概論 離散數學 
增加：科號為 EECS3020，二年

級或三年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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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管
理
學
院 

計量財務金融學

系 

學士班 

變更 

金融大數據 資料結構 N/A 

第一專長 投資學 計算機程式設計 N/A 

第二專長 金融大數據 計算機程式設計 N/A 

科管院學士班 第一專長 

變更 金融大數據 計算機程式設計 計量財務金融學程 

刪除 N/A 

資訊管理導論/管理資訊

系統(2 選 1) 

組織行為 

管理學程必修課程刪除 2 門 

刪除 N/A 

服務科學導論 

消費者行為 

跨文化行銷溝通 

創新與領導 

技術商品化實作 

創新與技術策略 

管理學程選修課程刪除 6 門 

新增 

管理資訊系統 

組織行為 

媒體與社會行銷 

台灣社會流變解讀 

資訊服務理論與實務 

智慧財產權管理 

能源經濟政策與社會 

企業社會責任 

N/A 管理學程選修課程新增 8 門 

變更 

數位創新與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 管理學程選修課程 

計算統計與商業分析

之應用 

應用統計模式於商業分

析 
管理學程選修課程 

EMBA深圳境外專

班 

碩士在職專

班 
變更 

企業管理實務 宏觀經濟分析 N/A 

經濟學 領導力與組織發展 N/A 

服務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 刪除 

研究方法 

服務科學理論 

服務科學專題研討一 

服務科學專題研討二 

N/A 刪除 4 門必修課程 

竹
師
教
育
學
院 

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班 /碩士

在職專班 

刪除 N/A 教育統計 必修改選修 

變更 
N/A N/A 畢業學分降為 31學分 (因 教育

統計 改為選修) 

學士班 

刪除 N/A 幼兒舞台劇技術與製作 N/A 

變更 

N/A N/A 因「幼兒舞台劇技術與製作」刪

除系定必修學分由 50 學分降為

47 學分 

變更 
N/A N/A 專業選修學分由 30 學分增為 33

學分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變更 N/A 

N/A 師培組 60→55 

非師培組 50→45 

（系專業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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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N/A 

師培組 10→15 

非師培組 20→25 

（其餘選修學分） 

碩士班 變更 N/A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研

究 
必修改選修 

學前特殊教育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在職專班 變更 

N/A 
特殊需求幼兒鑑定與評

量專題研究 

由必修改為選修。 

本課程 106 學年度為必修課程，

107 學年度起改列選修課程 

N/A 論文研討 

更改修課學期。 

本課程 106 學年度為上下兩學期

各 1 學分之課程，107 學年度起

改為一學期 2 學分。 

體育學系 學士班 變更 N/A N/A 

1.一至三年級必修。  

2.開設給非體育系修習之體育

課程不得計為體育系體育。  

3.本系之校隊學生，一年級下

學期起，依其校隊所屬專長，

修習「校隊體育」5 學期。  

4.本系之非校隊學生，一年級

下學期起，自本系「術科」類

別之選修課中，每學期自選 1

門，共 5 門課，抵認為「體育」

課。  

5. 抵認為「體育」課之課程，

不可同時採記為「專業選修」。 

教育心理與諮商

學系 

學士班 變更 N/A N/A 

畢業學分架構 

1.「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課程

學分由 3 學分調降為 2 學分，系

定必修由 60 學分調降為 59 學

分。 

2.專業選修學分調整為 18 學分。 

3.其餘選修學分調整為 23 學分。 

4.「輔導原理與實務」、「發展心

理學」、「團體動力學」、「諮商與

心理治療理論」、「神經心理

學」、「社區心理學」6 門課程調

整至下學期開課。 

5.「社會心理學」、「心理測驗實

務」、「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3

門課程調整至上學期開課。 

心理學第一

專長及第二

專長 

變更 

心理實驗法 實驗心理學 並刪除「先修科目：認知心理學」 

N/A N/A 

1.「發展心理學」、「神經心理學」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組織

心理學」調整至下學期開課。 

2. 「社會心理學」調整至上學期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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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第一

專長 
變更 心理與教育統計 心理教育統計 心理學基礎必修課程敘述修正 

人力資源管

理第二專長 

刪除 N/A 組織心理學 
原必修改選修，必修學分數調降

為 7 學分。 

變更 

訓練與發展 教育訓練與發展 N/A 

員工關係 員工關係與協助 N/A 

N/A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應

用 
原 3 學分改 2 學分 

N/A N/A 

1.「人力資源管理」、「訓練與發

展」、「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團

隊領導與學習」調整至上學期開

課。 

2.「組織心理學」、「工作分析與

職能發展」調整至下學期開課。 

碩士班 變更 N/A N/A 

專精心理組畢業學分調降為 26

學分，學分組成為「必修 5 學分、

專業選修 15 學分、跨組/所/校至

多 6」 

 

環境與文化資源

學系 

學士班 

新增 行政學 N/A N/A 

刪除 

N/A 公共行政學 N/A 

N/A 文化資源導論 N/A 

N/A 職場實習 N/A 

修改 N/A 
文 化 資 產 概 論 與 法

規  
原列核心必修改為基礎必修 

修改 N/A 文化與地方產業 原列核心必修改為選修 

第一專長 

新增 行政學 N/A N/A 

刪除 

N/A 公共行政學 N/A 

N/A 文化資源導論 

原必修 18 學分，選修 12 學分(5

科中任選 4 科)，修改為 10 門課

全部必修(30 學分) 

第二專長 修改 N/A 文化與地方產業 

1.原列必修改為選修。 

2.必修改為 3 門課。 

3.選修改為 8 科中任選 7 科。 

碩士班 
刪除 N/A 文化資源管理專論 N/A 

修改 N/A 文化資產管理專論 原列選修改為必修 (必選-3 選 2) 

學習科學與科技

研究所 
碩士班 

變更 教育統計 初等統計與實驗設計 N/A 

刪除 N/A 研究方法 
原必修改選修，必修學分調減為

8 學分 

藝
術
學
院 

藝術與設計學系 第一專長 
刪除 

N/A 古典油畫技法一、二 N/A 

N/A 複合媒材創作一、二 N/A 

N/A 繪畫圖像與構成一、二 N/A 

新增 進階油畫一、二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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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素材與造形一、二 N/A N/A 

圖像與媒材一、二 N/A N/A 

第二專長 

刪除 

N/A 古典油畫技法一、二 N/A 

N/A 複合媒材創作一、二 N/A 

N/A 繪畫圖像與構成一、二 N/A 

新增 

進階油畫一、二 N/A N/A 

進階素材與造形一、二 N/A N/A 

圖像與媒材一、二 N/A N/A 

藝
術
學
院 

音樂學系 

碩士班 

變更 N/A 西洋音樂史專題研究 由 3學分改為 2 學分 

刪除 N/A 數位資訊分析與合成 N/A 

變更 N/A 

研究方法 

音樂產業創新與營運 

音樂治療理論與實務 

原必修改共同選修 

學士班 

變更 N/A 

音樂基礎訓練三、四 

高級和聲學一、二 

對位法三、四 

西洋音樂史三、四 

音樂美學 

二十世紀音樂研究 

原系定必修改專業選修 

變更 中國音樂史 
中國音樂史一 

中國音樂史二 

中國音樂史一、二(各 2學分)改

為中國音樂史 2 學分 

第一專長 刪除 N/A 音樂美學 N/A 

第二專長 刪除 N/A 音樂美學 N/A 

全
校
不
分
院 

跨院國際博士班

學位學程 
博士班 異動 N/A N/A 

原畢業應修學分為 24，107學年
度起依招生分組區分為一般
組、人文組、教育與公共政策
組、人工智慧組畢業應修學分不
同。一般組、人文組畢業應修學
分為 24，教育與公共政策組畢業
應修學分為 18，人工智慧組畢業
應修學分為 22 

跨院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班 異動 N/A N/A 

原畢業應修學分為 30，107 學年
度起依招生分組區分為華語教
學組、藝術與創新科技組畢業應
修學分不同。華語教學組畢業應
修學分為 30，藝術與創新科技組
畢業應修學分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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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壹、時間：107 年 4 月 18 日(三)12:10 

貳、地點：南大校區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參、主席：許素朱院長                                         

肆、出席委員：蕭銘屯主任、謝鴻均老師、江怡瑩老師(公假)、蔣茉莉主任、張芳宇老師、

程瓊瑩老師 

伍、主席報告：                           記錄：王貴冠 

陸、宣讀 106 年 10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辦理情形： 

提案內容 決議 辦理情形 

一、有關音樂系 107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士班必修課程

及學分修訂案 

同意，修正後通

過。 
同決議。 

柒、報告事項： 

一、關於教師教學意見調查表，本學院總平均 4.28 是全校倒數第二（理學院 4.22），未

來仍鼓勵老師們提昇教學質量。若有老師是低於 3，則會收到教務處關切信函。 

二、教師課程大綱將納入學校教學資料庫系統，未來教師升等，則會由系統帶出近幾年

授課大綱。所以，務必請老師們確切上傳課程大綱。 

三、教務處有「海外移地教學」之經費補助與相關措施，原則上每位學生補助 2 萬元，

請教師們踴躍申請，詳細可洽教務處。 

 

捌、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一：藝設系 107學年度專門課程表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如附件)。 

二、檢附 107學年度專門課程表乙份，大學部(如附件一)、碩士班(如附件二、三)、美

勞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如附件四)。 

決  議：檢視課程中英文名稱內含 A、B、I…等字樣是否統一，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二：藝設系大學部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分結構表、第一專長、

第二專長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案由一附件)。 

二、檢附 107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如附件五)、畢業學分結構表(如附件六)、第一專長(附

件七)、第二專長(附件八)、異動單(附件九)。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三：藝設系研究所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案，敬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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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案由一附件)。 

二、檢附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如附件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四：藝設系美勞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107 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案，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案由一附件)。 

二、檢附美勞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107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如附件十

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五：藝設系 107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案由一附件)。 

二、檢附服務學習課程大綱(如附件十二、十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音樂系 

案由六：音樂系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分結構表、第一專長、第二專長，

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9日 106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附件十四)。 

二、檢附 107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附件十五)、畢業學分結構表(附件十六)、第一專長(附

件十七)、第二專長(附件十八)、異動單(附件十九)。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音樂系 

案由七：音樂系 107學年度必選修課程表，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本系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附件二十) 決議及 106第 4次系課

程委員會議（附件二十一）決議辦理。 

二、檢附 107學年度專門課程表，大學部(附件二十二)、碩士班(附件二十三)。 

決  議：檢視學分數筆誤與加註大三、大四可認抵備註，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音樂系 

案由八：音樂系 107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附件十四)。 

二、檢附服務學習課程大綱(附件二十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院學士班 

案由九：院學士班之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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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業經 107年 3月 8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班務會議通過(附件二十五)。 

二、檢附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逐條說明(同附件二十五)。 

決  議：修正草案逐條說明之條文第三點為「班課委員會之執掌項目」，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院學士班 

案由十：學士班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分結構表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班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如附件二十六)  

二、檢附 107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如附件二十七)、畢業學分結構表(如附件二十八)。 

決  議：一、調整畢業總學分表/校定必修/英文領域之備註欄位，以字樣可完整呈現為主。 

    二、調整表格文字大小一致。 

    三、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院學士班 

案由十一：學士班 107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班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附件二十六)  

二、檢附服務學習課程大綱(如附件二十九)。 

決  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3:30) 

 

















































 

 

107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各院學士班「第一專長」、「第二專長」與 106學年度相較無異動一覽表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理學院 物理系(學、碩、博必修科目表)、化學系、天文所、先進光源、計科所 

工學院 化工系、材料系、工工系、工工在職、醫工所 

原子科學院 原科院學士班、工科系、醫環系(學士班必修科目表) 

人文社會學院 中文系(學、碩、博必修科目表)、外文系(碩、博必修科目表)、人社院

學士班(第一專長)、台文所、歷史所、亞際文化、哲學所、台研教、語

言所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分生所、分醫所、系神所、生技所、生資所、生技產業博士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碩、博必修科目表)、資工系(碩、博必修科目表)、資應所、社

群人智國際學程、光電所、光電博士學程、通訊所、電子所、積電設計

與製程開發產業專班 

科技管理學院 經濟系、法律學程、IMBA、科法所、科管所、公共政策專班、財金專班、

MBA、EMBA、 

竹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特教系一專及二專、體育系、英語教學系、環境

與文化資源學系社區與社會學習領域碩士在職專班、臺灣語言研究與教

學研究所、數理所 

藝術學院 藝設系學士班必修科目表、碩士班必修科目表 

 







































































































































































































































































































































































































































- 1 -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壹、時間：107 年 4 月 18 日(三)12:10 

貳、地點：南大校區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參、主席：許素朱院長                                         

肆、出席委員：蕭銘屯主任、謝鴻均老師、江怡瑩老師(公假)、蔣茉莉主任、張芳宇老師、

程瓊瑩老師 

伍、主席報告：                           記錄：王貴冠 

陸、宣讀 106 年 10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辦理情形： 

提案內容 決議 辦理情形 

一、有關音樂系 107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士班必修課程

及學分修訂案 

同意，修正後通

過。 
同決議。 

柒、報告事項： 

一、關於教師教學意見調查表，本學院總平均 4.28 是全校倒數第二（理學院 4.22），未

來仍鼓勵老師們提昇教學質量。若有老師是低於 3，則會收到教務處關切信函。 

二、教師課程大綱將納入學校教學資料庫系統，未來教師升等，則會由系統帶出近幾年

授課大綱。所以，務必請老師們確切上傳課程大綱。 

三、教務處有「海外移地教學」之經費補助與相關措施，原則上每位學生補助 2 萬元，

請教師們踴躍申請，詳細可洽教務處。 

 

捌、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一：藝設系 107學年度專門課程表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如附件)。 

二、檢附 107學年度專門課程表乙份，大學部(如附件一)、碩士班(如附件二、三)、美

勞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如附件四)。 

決  議：檢視課程中英文名稱內含 A、B、I…等字樣是否統一，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二：藝設系大學部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分結構表、第一專長、

第二專長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案由一附件)。 

二、檢附 107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如附件五)、畢業學分結構表(如附件六)、第一專長(附

件七)、第二專長(附件八)、異動單(附件九)。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三：藝設系研究所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案，敬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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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案由一附件)。 

二、檢附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如附件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四：藝設系美勞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107 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案，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案由一附件)。 

二、檢附美勞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107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如附件十

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藝設系 

案由五：藝設系 107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案由一附件)。 

二、檢附服務學習課程大綱(如附件十二、十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音樂系 

案由六：音樂系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分結構表、第一專長、第二專長，

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9日 106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附件十四)。 

二、檢附 107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附件十五)、畢業學分結構表(附件十六)、第一專長(附

件十七)、第二專長(附件十八)、異動單(附件十九)。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音樂系 

案由七：音樂系 107學年度必選修課程表，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本系 106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附件二十) 決議及 106第 4次系課

程委員會議（附件二十一）決議辦理。 

二、檢附 107學年度專門課程表，大學部(附件二十二)、碩士班(附件二十三)。 

決  議：檢視學分數筆誤與加註大三、大四可認抵備註，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音樂系 

案由八：音樂系 107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附件十四)。 

二、檢附服務學習課程大綱(附件二十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院學士班 

案由九：院學士班之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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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業經 107年 3月 8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班務會議通過(附件二十五)。 

二、檢附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逐條說明(同附件二十五)。 

決  議：修正草案逐條說明之條文第三點為「班課委員會之執掌項目」，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院學士班 

案由十：學士班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畢業學分結構表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班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如附件二十六)  

二、檢附 107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如附件二十七)、畢業學分結構表(如附件二十八)。 

決  議：一、調整畢業總學分表/校定必修/英文領域之備註欄位，以字樣可完整呈現為主。 

    二、調整表格文字大小一致。 

    三、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院學士班 

案由十一：學士班 107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7年 4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班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同附件二十六)  

二、檢附服務學習課程大綱(如附件二十九)。 

決  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3:30)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107 學年度新設系所(含學位學程及院學士班)之「必修科目、學分數

暨畢業總學分表」、「第一、第二專長課程表」及「研究生必修科目及

必修總學分數」案，提請  審訂。(提案單位:註冊組)-附件 11-1~7。 

說明： 

(一)案序 1業經 107 年 04 月 13 日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106 學年度下學期

第一次課程會議通過及107年 0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院106學年度下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1-1) 

(二)案序 2業經 107 年 04 月 13 日藝術學院學士班 106 學年度第 2次班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及107年 04月 18日藝術學院 106學年度第 2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1-2) 

(三)案序 3 業經 107 年 04 月 10 日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通過及人文社會學院 107 年 05 月 03

日 106 學年度第 3次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1-3) 

(四)案序 4 業經 107 年 03 月 22 日華文文學研究所 106 學年度下學期第 1

案

序 

提案單位 學位別 入學年度 新設內容 

1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附件11-1) 

學士班 107 「必修科目、學分數暨畢業總學分

表」、「第二專長課程表」 

2 藝術學院學士班 

(附件11-2) 

學士班 107 「必修科目、學分數暨畢業總學分

表」 

3 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

學位學程 

(附件11-3) 

學士班 107 「必修科目、學分數暨畢業總學分

表」 

4 華文文學研究所 

(附件11-4) 

碩士班 107 「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

數」 

5 藝術與設計學系美勞教師

碩士在職專班 

(附件11-5) 

碩士在職專

班 

107 「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

數」 

6 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 

(附件11-6) 

博士班 107 「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

數」 

7 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

位學程 

(附件11-7) 

博士班 107 「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

數」 



次課程會議通過及107年 05月 03日人文社會學院 106學年度第 3次

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1-4) 

(五)案序 5業經 107 年 04 月 10 日藝術與設計學系 106 學年度第 2次課程

發展會議通過及 107年 04月 18日藝術學院 106學年度第 2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1-5) 

(六)案序6業經107年04月11日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106學年度第10605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及107年 0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院106學年度

下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1-6) 

(七)案序 7業經材料系 107 年 03 月 29 日 106 學年度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及 107年 04月 27日工學院 106學年度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各系、所、學位學程申請異動歷年「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數」案，

提請  審訂。(提案單位:註冊組)-附件 12-1~6。 

說明： 

(一)案序 1業經 107 年 04月 16日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6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1次臨時系課程委員會、107 年 04 月 17 日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及 107 年 0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

院 106 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2-1) 

(二)案序 2業經 107 年 01月 30日學習科學與科技所 106學年度第 4次課

程委員會通過及 107年 04月 26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 12-2) 

(三)案序 3業經 107年 05月 07日體育學系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線

上臨時系課程發展委員通過及 107年 05月 08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

年度下學期第 1 次臨時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12-3) 

(四)案序 4業經 107 年 05月 04日數理教育研究所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所課發會會議通過及 107年 05 月 08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6 學年度

下學期第 1次臨時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12-4) 

(五)案序 5業經 107 年 04月 24日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106學

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及 107年 04月 27日工學院 106學年

度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12-5) 

案序 提案單位 學位別 入學年度 異動內容 

1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附

件12-1) 

學士班 105、106 異動105、106學年度「必修科目、學

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2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附件12-2) 

碩士班 106 異動106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

修總學分數」之必修科目。 

3 體育學系 

(附件12-3) 

碩士在職專

班 

106 修正 106 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目及

必修總學分數」為 32學分。 

4 數理教育研究所 

(附件12-4) 

碩士在職專

班 

106 修正106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

修總學分數」為32學分。 

5 全球營運管理 

(附件12-5) 

碩士雙聯學

位學程 

105、106 異動105、106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

目及必修總學分數」之必修科目。 

6 高階經營管理深圳境外

專班 

(附件12-6) 

碩士在職專

班 

105 修正105學年度「研究生必修科目及必

修總學分數」為32學分。 



(六)案序 6 業經 107 年 04 月 17 日科技管理學院在職專班 10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及 107年 04月 25日科技管理學院 106學年度

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12-6) 

 





















































































































































寄件者： 註冊組_溫秀雲
收件者： cc.yang@mx.nthu.edu.tw
副本： Jessie
主旨： FW: 有關修定105學年度EMBA境外專班必修科目
日期︰ 2018年5月14日下午 04:40:33

家琪：
有關EMBA境外專班修定105年必修科目之提案，
教務長指示由專班提出背景說明。

丘執行長說明如下，並請協助提送會議備查。
此專班為EMBA深圳第一屆，原訂36學分18門課必修課，但因為了更貼近學生學習需求，
開放2門課程為境外課程選修，讓學生可從北京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行之中國－絲
路、
北京清華來台與美國Stanford大學、義大利米蘭理工大學等課程中選擇符合需求的課程
學習。在不影響學生權益與修課下，學生已清楚且了解修課規定，並已全數修完此兩門
選修課程。

謝謝您

秀雲 敬上
--------------------------------
溫秀雲 Wen, Hsiu-yun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註冊組
校內分機：03-5715131#31388

-----Original Message-----
From: 清華EMBA/MBA 彭美婷 [mailto:mtpeng@mx.nthu.edu.tw]
Sent: Monday, May 14, 2018 4:31 PM
To: '註冊組_溫秀雲' <hywen@mx.nthu.edu.tw>
Cc: 'EMBA' <emba@my.nthu.edu.tw>; '科管所-丘宏昌教授(EMBA/MBA執行長)'
<hcchiu@mx.nthu.edu.tw>
Subject: RE: 有關修定105學年度EMBA境外專班必修科目

Dear 秀雲,

丘老師說明如下，請查收！ 謝謝您

此專班為EMBA深圳第一屆，原訂36學分18門課必修課，但因為了更貼近學生學習需求，
開放2門課程為境外課程選修，讓學生可從北京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行之中國－絲
路、
北京清華來台與美國Stanford大學、義大利米蘭理工大學等課程中選擇符合需求的課程
學習。在不影響學生權益與修課下，學生已清楚且了解修課規定，並已全數修完此兩門
選修課程。

============================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
高階經營管理深圳境外碩士在職專班(EMBA)
EMBA助理 彭美婷  Jessie Peng
TEL：+886-3-5162152
FAX：+886-3-5627046
Mail：mtpeng@mx.nthu.edu.tw
Web：http://emba.nthu.edu.tw
地址：30013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
(台積館9樓9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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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 Message-----
From: 註冊組_溫秀雲 [mailto:hywen@mx.nthu.edu.tw]
Sent: Monday, May 14, 2018 3:22 PM
To: Jessie; EMBA
Subject: 有關修定105學年度EMBA境外專班必修科目

美婷，您好：
附件「修正105學年度EMBA境外專班必修科目表提案」，
教務長已核准。
並指示：由丘執行長說明必修科目更動的背景。
再請提供說明文字(約200字內），敬請協助於5/17前提供。
謝謝您

秀雲 敬上
--------------------------------
溫秀雲 Wen, Hsiu-yun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註冊組
校內分機：03-5715131#31388



    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時間：2018年  5 月  9 日 

案由：取消教學實務課程認定教學獎助生  

提案單位/提案人：學生代表 劉樂永 

說明： 

1.緣由：教學實務課程認定教學獎助生的「學習性質」，在實際開

課課綱簡陋、匆促上路規劃不佳。 

2.必要性：學生需花學分費才能取得獎助生資格，各系所必須應付

開課，又違反本校學則第 21條相關規定，對師生均造成困擾。 

3.取消教學實務課程認定獎助生，能夠減少開課人力的浪費，以及

學生花學分費卻沒有學習事實的狀況。 

辦法：取消教學實務課程認定獎助生，交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修習課程，

並將助教改採兼任助理認定。 

附件：註：若需修正 XX辦法(要點)，請使用下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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