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清華大學 98 學年度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98 年 10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地  點：行政大樓二樓 第 1 會議室 
主  席：唐教務長傳義 記錄：李美蕙  
出席人員：(以姓氏筆畫排序) 

王家祥委員、呂平江委員、李大中教授(代理程守慶委員)、沈宗瑞委員、 

施純寬委員、胡啟章委員、耿朝強委員、黃朝熙教授（代理莊慧玲委員）、 

葉廷仁委員、劉承慧委員、戴念華委員、謝小芩委員、林民和同學、 

黃士修同學(代理王端龍同學) 

列席人員：學務處王俊程副學務長、教發中心王小川主任、醫環系吳劍侯副教授、 
註冊組許淑美組長、課務組李美蕙組長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錄-97 學年度第 1 次課程委員會紀錄(內容詳如議程資料附件 1)。 
貳、討論與決議事項： 
一、「大學部教育白皮書草案」討論(內容詳如議程資料附件 2)。 

(一)進行教育改革創新如繁星計畫、院招生..等措施後，希望能依據實際執行結果更進一

步調修整體架構，以達成原改革之核心精神，如： 
1.研訂院招生延後分流相關配套方式，如調整入學招生模式或新設載物書院將全校院

學士班納入輔導，以落實引導學生依志趣選擇符合的專長別。 
2.跨學院學分學程可考慮設置引導指標，使學生不以完成學程規範領取證書為目的

時，仍能主動選修其中部份課程受益。 
(二)因部份系/班將自由選修學分範圍限定為該系/院之專業課程，故學生較難在最低畢業

學分規定下發展其他領域專長，建議部份跨領域專業基礎課程，可以認抵為通識學分。 
(三)對開放作為全校選修的專業課程，其審核方式建議應建立各院系認定專業基礎課程抵

通識課程學分的規範及設限等準則，不需由通識教育中心依據修課學生背景作審核。 
(四)現有服務學習課程透過外聘專家、數位學習及大班活動輔導，其成效深獲好評，未來

應考慮由教師開設，並研議授課學分數計算及交通、保險..等資源挹注，並設置校級

單位以發展服務學習教育。 
二、申請變更 99 學年度入學學生之「必修科目、學分數暨畢業總學分表」的校定必修科目「勞

作服務」改列為「勞作服務/服務學習」二選一，學分數及修習學期數不變(0 學分，必修

2 學期)。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內容詳如議程資料附件 3) 
(一)決議：全票通過，99 學年度入學學生之「必修科目、學分數暨畢業總學分表」變更

內容修正為--校定必修科目「勞作服務」備註欄增列「修『服務學習』可抵本科」。 
(二)請依「服務學習」必/選修別優先處理亂數，以避免名額不足造成加簽困擾。 
(三)「服務學習」應徵詢系/班合適的選課人限，其選課名額以學士班一年級學生總量之

1/4 為原則。 
三、決議：全票通過，申請異動「學士學位學程(97、98 學年度入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第

二專長科目表之選修類別備註欄為「左列課程至少選修 5 科」；另此標準認定若與 97、
98 學年入學新生標準不一時，以最有利學生之標準為準。提案單位：醫環系(內容詳如議

程資料附件 4)。 
參、散會（14：10） 

 

http://my.nthu.edu.tw/%7Ecurricul/980617/980617.pdf
http://my.nthu.edu.tw/%7Ecurricul/980617/980617.pdf
http://my.nthu.edu.tw/%7Ecurricul/981021/2.pdf
http://my.nthu.edu.tw/%7Ecurricul/981021/2.pdf
http://my.nthu.edu.tw/%7Ecurricul/981021/3.pdf
http://my.nthu.edu.tw/%7Ecurricul/981021/3.pdf
http://my.nthu.edu.tw/%7Ecurricul/981021/4.pdf
http://my.nthu.edu.tw/%7Ecurricul/98102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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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教育改進白皮書

報告人：教務長
 

唐傳義

2009.10.22

李美蕙
文字方塊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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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簡報內容

目次：
一、課程改進

二、改善教學環境

三、改善學習環境

四、發展住宿學院

五、強化師資結構

六、招生改進

七、兩岸交流

八、合校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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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部教育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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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服務性課程（1/3）

服務性課程：課程服務結構及平衡

97學年度全校課程修課學生所屬學院分佈表
 

(單位：人科)
所屬
單位

去他院

修課

人社院 科管院 電資院 工學院 生科院 原科院 理學院 總和 被服務 服務
被服務

 超

人社院 53% 1718 1739 1989 375 816 1428 8065 721 8065 -7344

科管院 357 83% 412 440 90 93 256 1648 3360 1648 1712

電資院 180 158 91% 493 67 352 395 1651 4230 1651 2579

工學院 40 194 111 95% 25 306 222 903 8132 903 7229

生科院 61 154 267 816 75% 131 735 2164 1424 2164 -740

原科院 23 44 33 347 27 92% 114 626 3162 626 2536

理學院 60 1092 1668 4047 840 1464 56% 9217 3150 9217 -6067

總和 721 3360 4230 8132 1424 3162 3150 24274 24179 2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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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服務性課程（2/3）

服務性課程：專任教師服務密度
97學年度院屬專兼任教師服務學分統計表

院屬別

支援他院及通識服務學分

專任 兼任

總計

專任學分

 /3學分/4門
專任教師

 服務密度學分數 教師數 學分數 教師數

A B C D E=A/3/4 F=A/B-E
人社院 199.0 85 383.0 70 582.0 16.58 2.9 
科管院 46.0 59 3.0 29 49.0 3.83 0.8 
電資院 8.9 113 45.0 15 53.9 0.74 0.1 
工學院 18.1 122 0.0 10 18.1 1.51 0.2 
生科院 34.5 45 0.0 3 34.5 2.87 0.8 
原科院 5.7 50 0.0 13 5.7 0.47 0.1 
理學院 250.1 95 33.0 6 283.1 20.84 3.4 
總計 562.3 569 464.0 146 1026.3 46.84 1.1 

※服務課程學分數判讀說明如下

1.通識服務學分：院所屬教師所開科號有通識代號＊1-7。

2.支援他院服務學分：院所屬教師所開科號非列入本院學生必/選修或教師主聘院代碼≠科號學院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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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服務性課程（3/3）

97學年度院屬專兼任教師服務學分統計表

院屬別

通識服務學分※

專任 兼任

總計

專任教師服

 務密度
專任學分/3 
學分/4門教師數 學分數 學分數

B G H I=G/B-J J=G/3/4
人社院 85 169.0 102.0 271.0 2.4 14.08 
科管院 59.0 43.0 0.0 43.0 0.8 3.58 
電資院 113 2.3 0.0 2.3 0.0 0.19 
工學院 122.0 15.0 0.0 15.0 0.1 1.25 
生科院 45 18.7 0.0 18.7 0.4 1.56 
原科院 50.0 2.7 0.0 2.7 0.1 0.22 
理學院 95 20.0 0.0 20.0 0.2 1.67 
總計 569.0 270.7 102.0 372.7 0.5 22.56 

※通識服務課程學分數判讀說明如下

通識服務學分：院所屬教師所開科號有通識代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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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通識教育專任化（1/2）

目前通識核心課程修課規定：

核心必修10-15學分-7大向度中任選5向度，5向度各修習1門

98學年度通識課程核心必修需求總門數≒138門→
需增開51門
1650(98新生總招生數) ＊

 
5門(7選5向度，每向度1門課) ÷

 
60 

人/班＝ 137.5 ≒138門
98總需求138門

 
- 97實際開設數（通識中心1-5向度34門＋人

 社院6-7向度53門）= 51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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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通識教育專任化（2/2）

通識教育師資專任化：

策略：階段性加重專任教師服務課程密度

方法：
（一）以競爭性經費及獎助機制鼓勵專任教師開設服務

課程

（二）鼓勵理工領域老師開設核心通識課程（思維方式、

生命探索等向度）

（三）鼓勵開設社會科學領域之管理、資訊、經濟類課程

（四）通識中心合聘現有理工領域教師



國立清華大學 9

一、課程改進：通識與專業教育之結合

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結合：

策略
建立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的連結，培養學生紮實之核
心能力。

方法
（一）透過「課程地圖」，拉近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

距離，使學生透過自由選修延伸學習，構築紮實
的核心能力。

（二）提高學生自由選修的空間：學生可選修系所的部
分基礎專業課程或新設計的素養課程， 納入通識
學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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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自然科學素養課程（1/2）

自然科學素養課程

策略：

提供適合人社、科管學院同學修習之自然科學素養課

程，使其於完成清華大學部教育同時，得兼具自然科

學與人文社會素養。

「自然科學素養課程」範圍包含

（一）理工學院原有之基礎專業課程

（二）通識中屬於自然科學相關課程

（三）新設計之自然科學課程

同學可由以上範圍自由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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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自然科學素養課程（2/2）

方法

1. 由既有部分自然科學通識課程進行整頓與精進

2. 由校方擬定執行策略，與各系進行溝通，開放基礎

課程供外系同學選修

3. 建議禮聘教學經驗豐富的退休教師主持新課程規劃

4. 由「教學發展中心」協助課程設計與教材教法之規劃

5. 新設計課程設計與教材編撰等所需經費得以計畫形

式向教務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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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提昇共同必修課程（1/2）

提昇「共同必修課程」之教學成效

（一）近期工作

1. 推動「大班教學，小班輔導」

2. 由「校課程委員會」審查課程設計與開課協調

3. 輔導各開課學系統一課程內容（分級）、進度、考

試範圍等

4. 強化助教培訓制度、證照制度

5. 各實驗課程設備及時更新

6. 增設「程式設計」課程（供非電資院學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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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提昇共同必修課程（2/2）

提昇「共同必修課程」之教學成效

（二）中長程規劃

建議建立專任教學師資制度，專門負責共同必

修課程之教學，以減少開課學系的負擔。專任

教學教師的職掌建議包含課程與教材之規劃，

助教之考核，學習成效之評量（考試或其他評

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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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開設高需求課程

註：自98學年度上學期第二階段選課超額分析摘錄

代碼加課名
人數

超額比例 代碼加課名
人數

超額比例
超額 選上 超額 選上

FL高級日語一 59 60 98.3% LANG科技英文寫作 89 80 111.3%

FL中級日語一 74 194 38.1% LANG基礎英文寫作一 60 80 75.0%

FL初級日語一 201 686 29.3% LANG中級英語聽講二 61 88 69.3%

FL初級西班牙語一 72 120 60.0% LANG中級英語聽講一 49 123 39.8%

FL初級法語一 52 140 37.1% ECON經濟學原理一 269 410 65.6%

FL初級德語一 51 145 35.2% ECON經濟學原理二 52 100 52.0%

FL初級韓語一 21 60 35.0% ECON會計學一 83 174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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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建立寫作資料庫

建立寫作資料庫

（一）「大學中文教學資料庫」 ：

建置有關中文閱讀與寫作作品資料庫，其次將
 以資料庫為研究工具，持續開發中文閱讀與寫
 作教學的知識。

（二）「英文學術寫作資料庫」：

建立一個具有領域專屬性、能提供教師授課教
 材以及協助學生撰寫英文期刊論文的資料庫，
 內容包括文章結構、措辭、詞彙組合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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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改進大一英文

改進「大一英文」
（一）近期工作

1. 課程規劃延伸至大二：

原大一修習英文一、二 8 學分課程改為英文一（大一4
學分）、英文二（大二4學分），以延續英語學習。

2. 差異教學：

（1）規劃課後諮詢輔導，協助程度差的學生提升程度。

（2）研議恢復「基礎英文」課程

（二）中長程規劃：增加約聘講師名額

為因應開課數量增加，建議增加約聘講師名額，不僅得以確保固定的

開課量，並更專職處理學校所有相關行政與各領域課程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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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服務學習（1/3）

服務學習

（一）98學年度實施現況

1. 96學年以來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在校內既有的

「勞作服務」架構下，試辦以社會關懷與反思服務為
 主的「勞作服務-服務學習」課程，由於試辦成效良

 好，自98學年度起，課外活動指導組將繼續與「清華
 學院」協助學校推動「服務學習」課程，讓更多學生
 參與體驗「服務學習從做中學」，培養「帶得走」的
 「核心能力」。

2. 自98學年度起，「勞作服務」可以「服務學習」抵免
 之。

（二）未來規劃：推動「專業」 +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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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服務學習（2/3）

專業服務學習
在河岸上撿垃圾是

 
服務。

 在顯微鏡下檢視水樣本是

 
學習。

當學習生命科學的學生，收集、分析水樣本、証明他們的

 檢驗結果，並將研究結果呈現給當地環保署的時候…那是

 「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是一種豐富的教學方法，它幫助學生有意

 義地服務學校和社區。
年輕人學習並運用在學校學到的技能，解決真實的問題。
他們連結了學習目標以及社會的需要。
與成年人成為夥伴，學習主導流程。
他們運用批判思考的方式，並配合問題解決的技巧，
關心如饑餓、污染等多元議題。

“服務-學習是行動教育” — Sen. John Gl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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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進：服務學習（3/3）

http://english.moe.gov.tw/ct.asp?xItem=9514&CtNode=10946&mp=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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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教學環境：教學發展與助教培訓

教學發展與助教培訓
（一）近期工作

1. 推動「Mentor & Mentee 計畫」

2. 規劃Individualized Teaching Development Program  
3. 籌辦「教學工作坊」

4. 教學助理制度改進

（二）中長程規劃

1. 提供教師完善的教學資源相關服務

2. 規劃全面性（全校各系所）的教學助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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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教學環境：補助大班授課

補助大班授課助教經費專案
•

 
為體恤教師大班上課之辛勞，提高學習成效，自98學年度起針對以下標準，補助

 大班授課助教經費。

•

 
加退選截止後，若學生數為101~300人時，以每50人為一級距，補助9000元助教費

 (每學期每名助教工時為75小時*120元)；除專案辦理外，排除論文、書報討論、

 專題演講、實作專題、專題討論、研究方法、任課教師為指導教授、專班課程。

※統計不含：無同期可比較之課程（2門)、新聘教師教授課程（1門）、未成長課程（1門）、增加開班數

 
之經濟學原理一、二（3門）(經原一以往除96上開設4班,其餘均只開3班，98上增開為5班)

正激勵效果統計（90人以上相同課程比較) 
98上達補助標準班級數為 72 班

呈現正激勵效果
總修課

 人數
班平均

 人數
98上-97上

 人數
班平均

 增加人數

46班 (達補助標準) 5951
129人

739
16人

(5951/46) (739/46) 

12班(未達補助標準) 平均人數

 1133人
94人

 (1133/12) 332
28人

(3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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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學習環境：學習促進與研究規劃

學習促進與研究規劃
（一）近期工作

1. 持續推動「學生讀書會計畫」及其他學習合作模式

2. 持續推動「課程與教學經費補助活動」

3. 籌辦「學習技巧工作坊」

4. 籌辦「學習生涯規劃大師演講」

5. 籌辦「校園學習資源簡介」

6. 與學習科技組合作建構「學生個人學習檔案系統」

7. 持續試辦「基礎科目個別輔導」（微積分、普通物理）

（二）中長程規劃
1. 規劃期中、畢業生學習意見調查

2. 籌建「清華學習資料庫」保存與推廣本校舉辦之學習型專題演

講、系列講座與研討會資源

3. 規劃、檢討並改進教學評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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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學習環境：開放式課程（1/2）

開放式課程（OCW）
實施現況
1. 籌組數位教材製作團隊

 
2. 使用全校性數位學習平台

3.  教材分享
 

4. 參與校際間之學術交流活動

策略：將開放式課程納入全校開課機制及國際化

方法：
1. 由數位教材製作團隊協助老師

2. 開放性課程自動以2倍計算老師授課時數

3. 預定於99年10月成立亞洲開放式課程聯盟（Asian
Chapter of OCWC），使清華優良教學資源得與國際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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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學習環境：開放式課程（2/2）

開放式課程（OCW）

1.輔助清大學生學習：累積建置影音教材為主
2.分享為輔

http://www.ocwconsortium.org/
http://tocwc.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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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學習環境：預警制度

預警制度
策略：透過成績預警制度使學生自我掌握學習狀況
方法：
（一）近期工作：

1. 規劃「期中成績預警系統」於 98 年 10 月底上線。
2. 針對已經一次1/2的同學其各科成績，主動追蹤以落

實期中預警之效
3. 結合教學發展中心「基礎科目個別輔導」

（二）中長程規劃：

希望藉由期中預警制度建立完整學生學習輔導機制，透過
 學系導師、教學單位及家長的配合，有效提升學習效果，
 降低學生成績不及格比例，進而減少因學業因素不佳退學
 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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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學習環境：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
使學生在大學的大學四年中經由修習各類課程，獲得

各式各樣的核心能力（由學生依照自身之學習成效確

認是否具備能力），完成學習歷程（畢業）後得統整

各項核心能力以應求職所需。

方法：

目前由清華學院與學習科技組試辦，確立各項核心能

力之定義，並完成資訊系統之建置、導入、上線等工

作，未來希望能推行至全校。



國立清華大學 2727

三、改善學習環境：教室改進（1/2）

全校普通教室現況調查 清查教室設備項目內容
教室變更及可用性實況
評估課桌椅及教學施備設置彈性

使用狀況 數量 分類總計

普通教室或可供授課使用之演講廳/研討室 67間

162間
設施老舊待更新 11間
與課務系統數不符或數量及品質可供調整 82間
整修尚未完工 2間
中大型表演廳目前不提供授課 14間 14間
研討簡報會議型無法提供授課 41間

154間已變更用途致無法上課 91間
空間消失或更名 22間
特殊功能教室非供一般授課 54間 5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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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學習環境：教室改進（2/2）

執行「全校教室改進計畫」
98年 3月 全校普通教室現況調查彙編(改進前)

5月 設置雙軌多媒體全腦學習示範教室

6月 全校教室設計及改進計畫說明會

7月 審定系所申請教室設計及改進計畫預算

7-11月 進行第一期「全校教室設計及改進工作」

11月 電腦教室大型聯播教學說明會

99年 1-2月 進行第二期「全校教室設計及改進工作」

3月 全校普通教室現況調查彙編(改進後)
4-12月 全校共同必修課程教室規劃設計

100年 1-3月 建置全校語言及資訊實驗教室

3-12月 進行增設全校共同必修課程教室工程

1-2月 統一管理共同必修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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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學習環境

其他措施

1. 課業輔導活動：圖書館一樓「輕閱讀區」

2. 學習技巧工作坊與生涯規畫大師演講：與師培中

心及通識中心商借場地

3. 學生讀書會活動：與語言中心及寫作中心商借場

地

4. 未來將與圖書館合作規劃學習開放空間，內部規

劃諮詢小間、開放式討論區等空間，提供學生讀

書會、課業輔導、語言交換、團體課業討論、無

線上網等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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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住宿學院（1/2）

（一）清華學院辦理成效

1. 特色課程的開創

結合「生涯探索、服務學習、社會探究與跨界探索」
 等4類課程，培養同學三種能力：自我對話、獨立思考
 與團隊合作，以及兩個視野：社會理想與全球視野。

2.學習家族的建置

發展多元導師與學長姐制度，營造學院大家庭的氛
 圍，形成每位同學相互陪伴與支持的互動關係。

3.教育指標的建立

針對學院教育目標：三種能力與兩項視野，擬定了27
 項指標，以及32個體驗與學習項目，提供同學自我紀
 錄與檢視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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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住宿學院（2/2）

（二）未來規劃

1.穩定發展清華學院，建立住宿學院基本模式

（1）聘任專任師資，以開設特色課程

（2）與共同教育委員會合作研究住宿教育之模式與成效

（3）與系所合作建立專業發展與社會議題的結合

2.由清華學院擴展為「厚德書院」與「載物書院」

「厚德書院」為原清華學院，「載物書院」則與院學士班

結合，著重延後分流與雙專長等輔導工作。



國立清華大學 32

五、強化師資結構

通識中心合聘現有理工領域教師

研擬「專任教學師資制度」，支援全校共

同必修課程之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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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改進

（一）系所招生人數合理化

（二）擴大辦理甄選入學

（三）指考減科分析

（四）檢討繁星計畫檢定及標準

（五）改進招生宣傳策略

（六）建立各入學管道學生長期追蹤評估及

互動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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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改進（一）系所招生人數合理化（1/2）

（一）系所招生人數合理化

擬依據各學系生師比、各管道招生名額、報名人

數、錄取人數、報到人數、報名錄取率、錄取報

到率、以及各項管道招生經費分配使用狀況，將

上述統計資料提交招生委員會訂立各項數值合理

指標，以調整各項管道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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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改進（一）系所招生人數合理化（2/2）

各學院生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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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改進（二）擴大辦理甄選入學（1/2）

（二）擴大辦理甄

選入學
–甄試生表現優異：全

 校甄試生的畢業成績
 表現佔全校畢業生

 40.74％，顯示甄試生
 在學四年的整體學業

 表現優於考試分發
 生。

–低收入戶生由甄選入
 學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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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辦理甄選入學

– 99學年度申請擴大甄選入學招生名額比率至60%，為擴
 大名額比率，提出下列6點方式之因應方式：

1. 甄試項目型態之調整建議

2. 定期檢討修正試務作業流程

3. 定期辦理試務檢討會

4. 落實社會責任：

成立「校級甄選委員會」，弱勢學生（低收入戶或身

心障礙生）通過第一階段甄選即錄取。

5. 建置考生基本學習資料登錄平台

6. 提高甄選入學報到率

六、招生改進（二）擴大辦理甄選入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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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改進（三）指考減科分析（1/2）

（三）指考減科分析
•建議各學系考量指考考科與入學後學業表現之相關性，減少

 無直接相關之指考考科，亦可改採搭配學測相關考科成績作
 為檢定，以保障學生具備具大學之基本能力。

指考單科成績 VS 大一平均成績相關性比較

單科科目成績 pearson相關性係數 備註

國文 0.023

英文 0.451 略為正相關

數學甲 -0.467 略為負相關

物理 0.051

化學 0.441 略為正相關

生物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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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改進（三）指考減科分析（2/2）

（三）指考減科分析
– 以97指考入學A班及B班為樣本

以指考總分在該系之排名 vs

 
大一系排名相關性比較

總分組合 pearson相關性係數 備註

5科總分 0.034

4科總分(無數乙) 0.373 略為正相關

指考單科成績 VS 大一平均成績相關性比較

單科科目成績 pearson相關性係數 備註

國文 0.044

英文 0.417 略為正相關

數學乙 -0.334 略為負相關

歷史 -0.108

地理 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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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改進（四）檢討繁星檢定及標準

（四）檢討繁星計畫檢定及標準
本校擬改善繁星計畫缺額情況，提出二項因應機制：

1. 調整全校繁星計畫總招生名額

–調降全校調降繁星計畫名額比率至8.34%(其中特別針
 對繁星缺額較多之學系，建議其調整繁星計畫招生名
 額，將部分招生名額挪至該系甄選入學之用，一方面
 可擴大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比率，另一方面也減少繁
 星缺額之機會。

2. 調整招生檢定標準

–全校修訂分類為三學群，請各學系考量所屬學群之妥
 適性，俾利招收學習相符學科及志趣之學生。

–開放各系自訂檢定標準及分發比序，尤其請缺額較多
 之學系考量適度調降學測檢定標準，以吸引較多考生
 選填，俾利減少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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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改進

（五）改進招生宣傳策略

1. 高中宣傳

–配合各高中輔導室安排各學系前往各重點高中，進行校
 系介紹、學涯規劃、招生宣傳及輔導高中學生選填志願
 等。

2. 舉辦「清大校園導覽」、「一日清華人」及「高中教師

清華營」等活動，爭取優秀高中生

（六）建立各入學管道學生長期追蹤評估及互動查詢

介面

–將納入各種入學管道學生學業表現之進行研究及評估，
 列為本校長期性之追踨工作。

–建立資料庫、設計網頁，提供各系進行各項學業指標之
 互動式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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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兩岸交流（1/2）

兩岸學生合作培養模式

（一）近期工作

1. 選派學生赴大陸學校交流一學期或一學年（最快於

98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實施）

2. 與其他合作學校儘快簽訂校際合作之協議文

3. 審慎並積極增加大陸交流學校，期能拓展本校師生

之交流面向，與大陸一流大學加強合作

（二）中長程規劃

1. 與北京清華商談兩岸清華雙學位合作模式

2. 規劃設立兩岸清華學術合作計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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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
（學位別）

證明/修習證明

新竹清華 北京清華

給本校學生 給北京清華學生
給新竹清華學生

給本校學生

3.5年+0.5年
學士+修習證

 明

學士學位 修習(成績)證明 修習(成績)證明 學士學位

說明︰自2006年起北京大學等14所學校已選送學生於學期間至本

 校研修（每學期共約20名），而本校學生則於暑期前往大陸學

 校進行專題。規劃98學年度第2學期開始選送本校學生於學期

 間至大陸優秀學校研修1學期。

5年+1年
1個學士+1個

 碩士+修習

 證明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修習證明（現階

 段），未來

 視台灣政策

 而定。

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說明︰因現行政策規定，現階段規劃依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至大陸

 
開設學分班，以共同授課方式進行，突破本校學生赴大陸修課其學分無

 
法申請抵免之限制。優點是雙方可互派學生至對方學校實際參與研修，

 
且教師亦可藉此機會進行交流，缺點是修課仍屬推廣教育學分，須經系

 
所核准後方能成為正式學分。

七、兩岸交流（2/2）
兩岸清華雙學位現階段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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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1/9）

清華大學的發展願景

（一）邁向領域完整充實的綜合性大學，打造多元

豐富的學習環境。

（二）學術研究躋身國際一流，積極發展頂尖領域。

（三）培育「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具有影響力的菁

英人才，貢獻社會。

（四）10/100：十年之內進入世界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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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2/9）

達成清華願景與清竹合校SWOT分析

• 清華的優勢（S）
–研究風氣鼎盛，聲譽卓著。

–高品質專業教學與通識教育

–校務具開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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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3/9）

達成清華願景與清竹合校SWOT分析

• 清華的弱點（W）
–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領域不足，學習環境與

 資源不夠多元。

–師生規模較小，各種資源運用與行政運作效率
 難以提升。

–雖然有許多開創性作法，如繁星計畫、院學士
 班、清華學院等，仍需進一步制度化。

–受限於教育部對教師與學生人數的總量管制政
 策，難以發展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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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4/9）

達成清華願景與清竹合校SWOT分析

• 合校帶來的新機會之一（O）

–清華的「研究卓越」+ 竹教大的「教學卓越」
 →

 
研究、教學與服務全方位的一流大學。

–領域完整化：清華與竹教大的領域有高度互補
 性，加上教育部提供的額外員額，可開創或增
 強新領域（包括藝術設計、社會科學、生物醫
 學及能源環境等），邁向領域完整的綜合性大
 學。

–在大學延後選系的趨勢之下，藉由合校之契
 機，全面檢視、構思與規畫清華大學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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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5/9）

達成清華願景與清竹合校SWOT分析

• 合校帶來的新機會之二（O）

– 合校後，可首創從幼教、國小到中等教育及特
 殊教育的完整的師資培育體系，對國內中小學
 教育發揮全面性的影響力，亦可望對國內師資
 培育學術研究有重大貢獻。

– 教育部為鼓勵大學合併，提供額外經費，可充
 實本校所需之軟硬體設施與基礎建設。

– 合併過渡期間，有利於爭取相關競爭型經費
 （如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 有機會達成1,000名教授的目標，進入世界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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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6/9）

達成清華願景與清竹合校SWOT分析

• 合校可能帶來的外在威脅（T）
–短期內須融合兩校不同文化、傳統及制度，師生

 皆需要適應。如校內共識不足，資源未能妥善分
 配，將造成內部矛盾、合校願景成效不彰。

–短期內研究人均競爭力下降。

–校區增加，校際協調與溝通難度增加。

–校區整建、財務及人事成本等問題。

–如缺乏規劃周全友善之轉銜機制，使由原竹教大
 轉進之新同仁進入清華後適應不良，衍生後續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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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7/9）

教育部對合校之鼓勵措施與運用

• 合校後增聘教師

• 硬體建設經費需求預估：28億元

• 南校區土地清除費用

• 以合校後之規模爭取教育部「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集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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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8/9）
預期合校後之發展優勢之一

學術研究方面----
配合六大產業，建立領域完整之一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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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校的契機（9/9）

預期合校後之發展優勢之二

教學與大學部教育方面-- --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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