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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八樓會議室 

主    席：賀陳弘校長                                       記錄：古雅瑄 

出(列)席：應出席人數 116 位，實際出席人數 93 位（詳如出席名單) 

 

壹、 主席報告 

一、本校深耕計畫於 107年 1 月 5日至教育部進行第一部分簡報，1 月中進行第二部

分簡報。 

二、科技部現對常態性研究補助之資源減少，傾向集中於特定政策，如 AI。本校為

國內四個 AI研究總中心之一、並獲近 20個 AI計畫補助，於國際產學大聯盟也

獲得許多挹注。 

三、學校募款截至 12 月底已實收 2 億 3,000 多萬、承諾捐助 1 億 8,000 多萬；在校

產運用及爭取方面，月涵堂一部分可於今年暑假後開始運用；南校區 6 公頃新

增校地，現正與市政府協商，期於過年前辦理墓主公告登記並陸續進行遷葬；

兩學院大樓新建案，已報送教育部審查，相關審查意見業已回復。 

四、南校區草坪大型公共藝術品「葉子」已落成，歡迎大家前往觀賞。 

貳、 各委員會報告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呂平江主任秘書報告） 

106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業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召開，共計 1 個報告

事項、14 個討論事項，其中已排入本次校務會議者共計 12 案，包含核備事項

6 案，以及 6 個討論事項已分排入本次議程之第 3、4、6、7、8、9 案。 

二、校務監督委員會（楊長謀主席報告） 

辦理接受委託查詢案、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監督追蹤執行情形，以及本校校本

部、南大校區校務基金情形等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參、 各單位業務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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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一、案由：新訂「國立清華大學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案。 

說明：  

（一）為落實本校學術倫理政策，並完善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涉及

屬於違反學術倫理不當研究行為時之處理，本校特訂定「國立清華大

學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業經 106 年 10 月 5 日、12 月 5 日

研究發展會議、106 年 10 月 17 日校務會報、106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13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依程序提校務會議備查。 

（二）檢附辦法全文如附件 1。 
提案單位：研發處研究倫理辦公室 

結論：備查。 
 

二、年度稽核報告(秘書處) 

結論：備查。 

 

伍、 核備事項 

一、案由：106 學年度增設科技管理學院「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案，提

請核備。 

說明： 

（一）為建立學習型社會，配合產業用人需求，培養第二專長及提供跨領

域學習機會，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

學程審核作業要點」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以強化民

眾職場就業能力，並獲教育部 106年 1月 16日臺教技(一)字第

1060000877J號審議通過在案。 

（二）檢附開班計畫書與相關會議紀錄、教育部審定文件如附件 2、3、4，

本案經 106年 10月 25日科管院 106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106

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

程序提請校務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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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科管院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105 學年度增設科技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深圳境外碩士在職專

班」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本案學位學程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

點」規定提出申請，並獲教育部 104 年 6 月 17 日臺教高(四)字

第 1040074082 號函及 104 年 12 月 2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80984 號函審議通過在案。 

（二）本學程合作大學為北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兩岸清華同根同源，

此專班將提供兩岸清華優秀師資與管理課程，培育台、港兩地高階

管理人才。 

（三）檢附開班計畫書與相關會議紀錄、教育部審定文件如附件 5、6、7，

本案經 106年 10月 25日科管院 106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106

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

程序提請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科管院 

決議：通過（贊成 71票；反對 0票）。 

 

三、案由：設置「國立清華大學人工智慧研發中心」校級研究中心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鑒於現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帶來的新

契機與新挑戰，國家前瞻政策大力推動 AI專案。「人工智慧研發中

心」創立之主要目標為建立 AI創新環境機制、培育 AI領導人才、

研發 AI尖端技術、育成國際級 AI創新研究中心。 

（二）為響應國家 AI前瞻目標，面對跨領域人工智慧研究發展需求，人工

智慧研發中心將扮演整合研究角色，成為產學合作之聯絡橋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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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及各界校友於人工智慧議題上促成合作，創造雙贏局面。  

（三）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三點：「…如為校層級，但未納入組織規

程及附錄者，其設置計畫書須提送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

議討論，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檢附中心設置要點、設置計畫

書、研發會議紀錄如附件 8、9、10 

（四）本案業經 106年 12月 5日研究發展會議、106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程序提請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研發處電腦與通訊科技研發中心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案由：師資培育中心下設「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原名永齡數位學習研究發展中心)

於合校前原依據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類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成立，

營運有年。 

（二）「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於 104年設立於新竹教育大學副

校長室之下，因應合校後組織重整，擬依其教育服務性質歸屬於師

資培育中心下繼續營運。 

（三）本中心為編制外單位，檢附營運計畫書如附件 11，本案業經 106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程序

提請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五、案由：師資培育中心下設「華德福教育中心」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華德福教育中心」於合校前原依據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類中心設

置及管理辦法成立，營運有年。 

（二）「華德福教育中心」於 101年設立於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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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合校後組織重整，擬依其教育服務性質歸屬於師資培育中心下

繼續營運。 

（三）本中心為編制外單位，檢附營運計畫書如附件 12，本案業經 106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程

序提請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決議：通過（贊成 63票；反對 0票）。 

 

六、案由：師資培育中心下設「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中心」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為打造開放式大學學習環境與倍數擴大生物多樣性領域之教學能量，

「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中心」將以創新的教學研發策略與運用高效

能的學習科技，逐步整合校園與大新竹地區濕地、植物園、自然博物

館和生態區，成為培訓修課學生、中小學教師和環保公民終生學習場

域，推動永續環境的社會責任。 

（二）本中心為編制外單位，檢附營運計畫書如附件 13，本案業經 106年 12

月 19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程序提請

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決議：通過（贊成 55票；反對 0票）。 

陸、 討論事項 

一、案由：新訂「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草案）一項學校章則及

廢止「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案程序」、「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

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等二項學校章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 105 年 6 月 7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案由一決議

「由法規小組研擬校務會議議事規則，於下次校務會議時提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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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完成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訂定前，準用內政部『會議規範』，校

務會議既有決議規定優先適用。（贊成 57 票，反對 0 票）。」及 106
年 1 月 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討論校監會提案「有關變更

校務會議決議投票方式」決議「由法規小組研議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時併予研議。」 
（二） 承上，為辦理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新訂事宜，法規小組經 105 年

8 月 10 日、10 月 5 日、12 月 8 日、106 年 3 月 7 日、106 年 5 月 17
日會議討論及研訂議事規則（草案），並分別提送 105 年 1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106 年 3 月 28 日 105 學年度

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106 年 5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

展委員會討論，全條文共計 13 條業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經 106 學年

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逐條說明及全條文（草案）如

附件 14、15。 
（三） 併附「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案程序」、「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

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兩項章則如附件 16、17，因前開二章則所訂

程序及內容，業已整合於新訂之議事規則，於議事規則草案審議通

過後，同時廢止此二項章則。 

（四） 本案經提 106 年 11 月 7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

因校務會議代表提議清點人數，經清點在場人數未達應出席法定人

數，主席宣布散會。 

提案單位：法規小組/秘書處 

討論過程： 
（一）第 8條： 

1.科管院莊慧玲院長： 

（1）提案修正第 8條第 2項為：「本會議議案之決議，除組織規程

另有規定外，以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修正通過（贊

成 42票；反對 1票）。 

（2）提案增列第 8條第 3項為：「針對顯無爭議之事項，得由主席

徵詢議場無異議後，以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修正通過（贊

成 50票；反對 1票）。 

2.學生代表卜憲鵬同學： 

（1）提案修正第 8條第 1項為：「本會議議案表決方式含舉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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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離席、電子、紙本表決等，並以舉手表決為原則。」修正

未通過（贊成 8票；反對 28票）。 

（2）提案修正第 8條第 2項為：「本會議議案之決議，除組織規程

另有規定外，以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未參加表決者不納

入表決額數計算。惟若議案經認定為特殊重大事項者，則依組

織規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特殊重大事項之認定由

出席成員提出並經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修正未通過（贊

成 3票；反對 34票）。 

3.材料系教師代表楊長謀教授：為提升議事效率及兼顧校務會議代表

於投票時之隱私，提請評估電子計票可行性，一年後運用於校務會

議。 

4.科管院莊慧玲院長：106年 3月 7日法規小組會議曾就電子計票事宜

提出討論並邀請廠商估價，然考量校務會議議案多屬對事之表決，

具備公共性，舉手表決為對事負責之展現，建議維持原案以舉手表

決為原則之作法。 

5.電資院黃能富院長：AMAZON曾推出 DASH BUTTON，調整後應可作為

電子表決之應用系統，可先於小型會議中演練，試行流暢度後再至

大型會議評估應用。 

6.校長：相關意見如非本案條文之修正動議，請於通案表決時提出具

體措施建議公決做為附帶決議。 

（二）第 10條： 

1.化學系教師代表游靜惠教授：校務會議性質為可公開、可確認，第

10條所敘僅得由秘書處錄音，排除會眾錄音及錄影權利，甚或校務

會議代表仍得於會後要求刪除其發言之作法缺乏責任性，提案第 10

條全條文刪除。 

2.化學系教師代表楊家銘教授：校務會議需專責單位負責錄音，惟不

應排擠他人錄音。 

3.人社院學士班教師代表陳瑞樺副教授：提案第 10條第 2項及第 3項

刪除。 

4.研究人員代表許文勝副研究員：贊成校務會議應有專責單位錄影及

錄音，惟反對直播，提案修正第 10條第 1項為：「本會議之錄音及

錄影由秘書處負責，並應將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三至七日內於本校

網頁公布…」並刪除第 2項及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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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長：就與會代表討論意見逐次修正第 10條，共計 3項修正案提付

表決，如下： 

（1）第一修正案：第 10條整條刪除。 

（2）第二修正案：第 10條第 1項保留，第 2項及第 3項刪除。 

（3）第三修正案：第 10條第 1項修正為：「本會議之錄音及錄影

由秘書處負責，並應將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三至七日內於本校

網頁公布…」並刪除第 2項及第 3項。 

（4）表決順序依次為：第三修正案、第二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後

修正案如經可決，即納入該項之修正案。 

6.表決結果：第三修正案未通過（贊成 7票；反對 34票）；第二修正

案通過（贊成 20票；反對 16票）。 

（三）第 11條修正案： 

1.化學系教師代表游靜惠教授：會議紀錄應載明出席人員，提案修正

第 11條第 1項為：「本會議之會議紀錄應包含會議時間及出席人員，

文字稿應於會議後透過電子郵件寄送會議成員限期校閱…」，本提

案無人附議，未提付表決。 

2.學生代表徐光成同學：因光碟片保存方式已過於老舊，提案修正第

11條第 2項為：「經會議成員確認後之會議紀錄文字檔應公布於本

校網頁，同時並應將原依第十條第一項公布之錄音檔自網頁移除，

轉以光碟電子檔或其他方式由總務處文書組及圖書館特藏組保存

之。」修正通過（贊成 48票；反對 0票）。 

（四）經充分討論，將第 8條、第 10條、第 11條通過之修正案，納入本

題通案提付表決，本案通過（贊成 49票；反對 1票）。 

決議：「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修正通過如附件（贊成 49票；

反對 1票）公告實施；「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案程序」、「國

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公告廢止。 

二、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係依據 106年 11月 22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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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 106 年 11 月 7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討論內容，

本案係送回校教評會對於「教師申請升等時，應於其專門著作中自

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

作升等時之代表作」以及是否針對藝術作品增列細部規定等事項再

行研議。 

（三）謹就前開事項說明如下： 

1.代表著作部份： 

（1）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第 21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略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

報告，由送審人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屬系列

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

作升等時之代表作（如附件 18）。 

（2）復依教育部 106年 6月 21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902822號函

略以，有關本校外審作業由各學院將教師研究及專業表現等成

果送外審(專門著作僅為其一面向)，外審就全面成果作審查，

於教師升等案通過後(校教評會通過後)，再擇一篇作為代表著

作並填寫教師資格履歷表，與審定辦法規定不符，爰請本校辦

理教師資格審查時仍應依上開審定辦法規定辦理（如附件

19）。 

2.藝術作品送審部份：審定辦法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

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 20）附註第四點：「送審作品經審查

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次以作品送審」，

爰此，有關作品再次送審之規定，教育部母法已有明文規定。 

（四）爰此，本案擬於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5條之 1增列「教師提出

升等時即應區分代表作及參考作」之相關規定，以符教育部函釋。

其中，於第 2 項修正條文之「著作」，依審定辦法之文字，修改為

「專門著作」，敘明係對「專門著作」之規定，並增列「作品、成

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文字，亦即修正為「…應於其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中自行擇一為代表作…」，以符教育部審定辦

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另復增列第 13條「其他未盡事項，

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以臻明確。 

（五）檢附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1、22。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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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贊成 29票；反對 1票）。 

 

三、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學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南大校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於暑期開課，與一般碩士班不同，故於

學則第 57條新增該班修業年限。  

（二）教育部開放各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

放寛該班之修業年限、畢業學分、學分時數、學期劃分、學位授予、

跨系所（校）修讀等，新增學則第 65-1條規範相關內容。  

（三）教育部 106年 5月 19日函請各校於學則增訂「參加『青年教育與

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學校後，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 3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

入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等文字，及相關執行細節與作業方式，

爰新增學則第 65-2條以授權另定方式為之。  

（四）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業經教育部 106年 9月 14日臺教高(二)

字第 1060098134號函准予備查修正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故修正學則第 67-1條。  

（五）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3、24。本案業經 106年

10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106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後，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教學單位評鑑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品質，協助各教學單位之發展，落實自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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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訂定旨揭辦法；又依據 106 年 9 月 13 日 108-112 年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第 1 次策略會議，以院為本位是本校發展目標，爰將學

院納入應接受評鑑單位。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5、26。本修正案業經

106 年 11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報、106年 12月 19日本

校106學年度第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通過（贊成 33票；反對 0票）。 

 

五、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評量辦法」

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6 年 11 月 7 日 106 學年度第 14 次兩校整合協調會議、

同年 12 月 11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通過及 12
月 21 日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提送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7、28。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通過（贊成 34票；反對 0票）。 

 

六、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教育部 106 年 8 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13855 號函核定，師培中心原屬於清華學院二級教學單位，現

依組織規程已調整為一級行政單位，推動中等、小教、特教、幼教

師資培育類科，下設課程、實習輔導、地方教育、教育實驗等四組

及特殊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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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辦法統整本校與原竹教大師培中心設置辦法內涵，融合教學與

行政單位性質，調整組織架構並修正相關文字。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9、30，依據大學設立師資培

育中心辦法，本案業經 106 年 12 月 19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送

校務會議審議，後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七、案由：「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

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合校，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配合

調整相關內容以符現況，修正重點如下： 

1.名稱修正：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為「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

會設置辦法」。 

2.增訂適用對象（第一條）。 

3.組織成員調整（第二條、第三條）。 

4.決行層級調整，原經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為經教務會議通過（第九

條）。 

5.文字酌整。 

（二）檢附修正對照表、修正後原文如附件 31、32，本案業經 106年 1月

19日教務會議通過，於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

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通過（贊成 34票；反對 0票）。 

八、案由：本校「招生策略中心」與「招生組」合併為「招生策略中心」，並

擬列入組織規程附錄組織架構表乙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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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校招生組為 92 年成立編制單位，招生策略中心為 104 年納入

教務處下非編制單位，因應招生專業化，為達到招生永續發展及

策略精進，應以組織化方式運作，方能擴大組織任務之影響力，

又目前教務處設有招生組負責辦理招生試（事）務相關工作，為

達到招生專業化及提升作業效率，擬整合組織、合併兩單位隸屬

於教務處，並將招生策略中心列入組織規程附錄組織架構表中。 
（二）「招生策略中心」設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由教務長就

本校專任教師薦請校長聘兼之。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8 月 1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報、106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

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無異議通過。 

 

九、案由：修改「課外活動指導組」組名為「課外活動組」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務會議暨交通安全教育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組名修改係因與學生之互動注重雙向溝通，為

避免組名讓學生產生距離感擬刪除「指導」字眼，故提案將「課

外活動指導組」修改為「課外活動組」。 
（二）本案經 106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審議通過，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後修改組名，組織規程附表

併予修正。 

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通過（贊成 33票；反對 1票）。 

十、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

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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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係依據 106年 11月 22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辦理。 

（二）依教育部106年10月17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143780、1060143780A

號函（如附件 33、34），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之相關規定如附件

35、36，配合修正本校要點。 

（三）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第十一點： 

（1）本點第 2項第 1款處分年限業由「1年至 3年」提高為「1年至

5年」。 

（2）本點第 2項所引述之審定辦法條號，由第 33、37條分別變更為

第 39、43條。 

（3）增列本點第 3、4項有關處分年限如何起計等規定。 

2.第十六點：本校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增列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理之規定。 

（四）檢附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37、38。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無異議通過。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18 時 0 分。 



  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    點：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R721 

主    席：賀陳弘校長                                            記錄：陳靜琦 

出(列)席：應出席委員 39 人，實際出席委員 24 人（出列席人員詳簽名單) 

壹、主席報告 

一、 本校深耕計畫書已提送教育部審查，將於 107年 1 月份赴部簡報，感謝各位主管與

同仁過去一段時間共同的辛苦與努力。 

二、 教育部對教育大樓及藝術與人文社會大樓新建工程構想書已提供審查意見，本校將

於近期函覆。 

三、 南校區二期校地與新竹市政府積極協調有進展，明年初將開始辦理墓主公告事宜。 

四、 本校近幾年落成六棟建築，依公共工程規定辦理公共藝術「葉子」，已矗立於南校

區大草坪，為本校新的地景之一。 

五、 本校 106 年截至 10 月底之募款約為 2億元，年底前預估將持續增加 2～3千萬。 

貳、報告事項 

一、案由：「國立清華大學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民國 103年 1月至 107年 12月）106

年滾動式修正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本校 103-107 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經送各級會議審議修改，並於 103年

1月 7日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定稿。  

（二）本計畫書透過滾動式機制與 PDCA 改善循環，逐年向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簡

報成果及未來展望，並進行策略及資源配置檢討與諮詢。106 年 10月 17日

106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報審議通過，並送校務發展諮詢委員審查。  

（三）檢附 106 年修正版計畫書如附件 1，修正情形詳見計畫書中修正對照表。 

說明人員：呂平江主秘。 

結論：洽悉。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學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南大校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於暑期開課，與一般碩士班不同，故於學則第 57

條新增該班修業年限。  

（二）教育部開放各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放寛該

班之修業年限、畢業學分、學分時數、學期劃分、學位授予、跨系所（校）

修讀等，新增學則第 65-1條規範相關內容。  

（三）教育部 106年 5月 19日函請各校於學則增訂「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學校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學

後申請休學，期間以 3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

等文字，及相關執行細節與作業方式，爰新增學則第 65-2條以授權另定方式

為之。  

（四）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業經教育部 106年 9月 14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98134號函准予備查修正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學則，故修正學則第 67-1 條。  

（五）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3。本案業經 106年 10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無異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案由：「國立清華大學教學單位評鑑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品質，協助各教學單位之發展，落實自我改善機制，訂

定旨揭辦法；又依據 106年 9 月 13 日 108-112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1

次策略會議，以院為本位是本校發展目標，爰將學院納入應接受評鑑單位。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4、5。本修正案業經 106年 11月

14日 106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報通過；本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續送校

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4、5 (贊成 20票，反對 0 票) ，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案由：本校「招生策略中心」與「招生組」合併為「招生策略中心」，並擬列入組織



規程附錄組織架構表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招生組為 92年成立編制單位，招生策略中心為 104 年納入教務處下非

編制單位，因應招生專業化，為達到招生永續發展及策略精進，應以組織化

方式運作，方能擴大組織任務之影響力，又目前教務處設有招生組負責辦理

招生試（事）務相關工作，為達到招生專業化及提升作業效率，擬整合組織、

合併兩單位隸屬於教務處，並將招生策略中心列入組織規程附錄組織架構表

中。 

（二）「招生策略中心」設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由教務長就本校專任教

師薦請校長聘兼之。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8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報通過，經提 106 年 10

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因時間不足留至本次會

議討論，本案通過後，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無異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四、案由：本校「學習評鑑中心」列入組織規程附錄組織架構表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學習評鑑中心」於 100年成立，為國內首度且唯一結合「行政服務」與「學

術研究」的大學單位，專責持續推展本校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以及校務研究推

展，運作已上軌道並具相當規模，因應未來業務發展需要，擬隸屬於教務處

列入組織規程附錄組織架構表中。 

（二）「學習評鑑中心」設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有關業務，由教務長就本校專任教

師薦請校長聘兼之，中心並依實際需要，設置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各若干

人。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8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報通過，經提 106 年 10

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因時間不足留至本次會議

討論，本案通過後，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討論意見： 

（一） 中心名稱建議變更為「校務研究中心」，利於瞭解其涵蓋校務研究之功能；

修正案：名稱修正為「校務研究中心」，提付表決（贊成 17票，反對 0票）。 

（二） 建議請提案單位教務處與相關單位進一步研討「校務研究中心」的發展面向、

功能及組織位階，再行提案。 



（三） 無其他修正案，名稱修正為「校務研究中心」納入本題，提付表決。 

決議：不通過（贊成 13票，反對 1票，在場 23位，未獲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員同意）。 

五、案由：修改「課外活動指導組」組名為「課外活動組」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學務會議暨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組名修改係因與學生之互動注重雙向溝通，為避免組名讓學生產生距

離感擬刪除「指導」字眼，故提案將「課外活動指導組」修改為「課外活動

組」。 

（二）有關改名乙案業於 106 年 6月 26 日專簽核准先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並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提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因時間不

足留至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無異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六、案由： 106 學年度增設科技管理學院「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建立學習型社會，配合產業用人需求，培養第二專長及提供跨領域學習機

會，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要點」

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以強化民眾職場就業能力，並獲教育部

106年 1 月 16日臺教技(一)字第 1060000877J號審議通過在案。 

（二）檢附開班計畫書與相關會議紀錄、教育部審定文件如附件 6、7、8，本案經

106年 10 月 25 日 科管院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提請追認。 

提案單位：科管院 

討論意見： 

（一） 本案為教育部通過後，事後請校發會追認事項，請教務處盤點相關類似案件

及標準作業程序，下次向校發會報告。 

（二） 因應高教政策，各學院為爭取各類資源之申請時效，校內程序應靈活變通，

以利及時爭取。 

決議：通過（贊成 18票，反對 0票），提送校務會議核備。 

七、案由：105 學年度增設科技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深圳境外碩士在職專班」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學位學程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提

出申請，並獲教育部 104 年 6 月 17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074082 號函及

104 年 12 月 2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80984 號函審議通過在案。 

（二）本學程合作大學為北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兩岸清華同根同源，此專班

將提供兩岸清華優秀師資與管理課程，培育台、港兩地高階管理人才。 

（三）檢附開班計畫書與相關會議紀錄、教育部審定文件如附件 9、10、11，本案

經 106年 10月 25日科管院 106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單位：科管院 

決議：通過（贊成 16票，反對 0票），提送校務會議核備。 

八、案由：有關設置「國立清華大學人工智慧研發中心」校級研究中心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鑒於現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帶來的新契機與

新挑戰，國家前瞻政策大力推動 AI 專案。「人工智慧研發中心」創立之主要

目標為建立 AI 創新環境機制、培育 AI領導人才、研發 AI尖端技術、育成國

際級 AI 創新研究中心。 

（二）為響應國家 AI前瞻目標，面對跨領域人工智慧研究發展需求，人工智慧研

發中心將扮演整合研究角色，成為產學合作之聯絡橋樑，為本校及各界校友

於人工智慧議題上促成合作，創造雙贏局面。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12月 5日研發會議通過，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三點：

「…如為校層級，但未納入組織規程及附錄者，其設置計畫書須提送研究發

展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檢附中心設置

要點、設置計畫書、研發會議紀錄如附件 12、13、14，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審

查後，送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研發處電腦與通訊科技研發中心 

決議：通過（贊成 19票，反對 0票），提送校務會議核備。 

九、案由：有關師資培育中心下設「跨領域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跨領域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原名永齡數位學習研究發展中心)



於合校前原依據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類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成立，營運有

年。 

（二）「跨領域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於 104年設立於新竹教育大學副校

長室之下，因應合校後組織重整，擬依其教育服務性質歸屬於師資培育中心

下繼續營運。 

（三）本中心為編制外單位，檢附營運計畫書如附件 15，本案經提 106 年 10 月 24

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因時間不足留至本次會議討論，

依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運作細則第 10條規定，於校發會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

備。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討論意見： 

（一） 中心名稱宜較簡潔；修正案：名稱修正為「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

提付表決（贊成 11 票，反對 0票）。 

（二） 無其他修正案，名稱修正為「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納入本題，提

付表決。 

決議：通過（贊成 14票，反對 0票），送校務會議核備。 

十、案由：有關師資培育中心下設「華德福教育中心」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華德福教育中心」於合校前原依據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類中心設置及管理

辦法成立，營運有年。 

（二）「華德福教育中心」於 101年設立於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院之下，因應合校

後組織重整，擬依其教育服務性質歸屬於師資培育中心下繼續營運。 

（三）本中心為編制外單位，檢附營運計畫書如附件 16，本案經提 106 年 10 月 24

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因時間不足留至本次會議討論，

依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運作細則第 10條規定，於校發會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

備。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決議：無異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核備。 

十一、案由：有關師資培育中心下設「清華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中心」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打造開放式大學學習環境與倍數擴大生物多樣性領域之教學能量，「清華

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中心」將以創新的教學研發策略與運用高效能的學習



科技，逐步整合校園與大新竹地區濕地、植物園、自然博物館和生態區，成

為培訓修課學生、中小學教師和環保公民終生學習場域，推動永續環境的社

會責任。 

（二）本中心為編制外單位，檢附營運計畫書如附件 17，依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運

作細則第 10條規定，於校發會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討論意見： 

（一） 中心名稱建議刪除「清華」2 字；修正案：名稱修正為「生物多樣性探索與

學習中心」，提付表決（贊成 17票，反對 0票）。 

（二） 無其他修正案，名稱修正為「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中心」納入本題，提付

表決。 

決議：通過（贊成 16票，反對 0票），提送校務會議核備。 

十二、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教育部 106 年 8 月 2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13855號函

核定，師培中心原屬於清華學院二級教學單位，現依組織規程已調整為一級

行政單位，推動中等、小教、特教、幼教師資培育類科，下設課程、實習輔

導、地方教育、教育實驗等四組及特殊教育中心。 

（二）本案辦法統整本校與原竹教大師培中心設置辦法內涵，融合教學與行政單位

性質，調整組織架構並修正相關文字。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8、19，依據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

法，本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後續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8、19（贊成 18 票，反對 0票），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十三、案由：「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合校，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配合調整相關

內容以符現況，修正重點如下： 



1.名稱修正：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為「國立

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2.增訂適用對象（第一條）。 

3.組織成員調整（第二條、第三條）。 

4.決行層級調整，原經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為經教務會議通過（第九條）。 

5.文字酌整。 

（二）檢附修正對照表、修正後原文如附件 20、21，本案業經 106年 1月 19日教

務會議通過，於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20、21（贊成 17 票，反對 0票），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十四、案由：請重新檢討大學修習學分安排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目前大學部學生修課學分大抵可分為三大類:校必修通識及院系專業學分。

此一架構始立於 1980當清華僅有原科、理學及三個學院的年代，為此設共同

教育中心後，改為通識教育中心。 

（二）通識原意在提供理工學生在其他領域課程之不足。現今清大以發展為 10個

學院的綜合大學，過往由 3個學院的理工大學發展出來的架構有討論調整空

間。 

（三）建議 

      1. 資訊豐富的年代應給學生更的選課自主權。 

      2. 學生修課學分改分為：校必修跨領域學習及院系專業學分。 

      3. 跨領域學習包括其他學院及通識中心所提供之課程。 

（四）本案經提 106 年 10月 24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因時間不足留至本次會議

討論。 

提案單位：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林士傑教授 

決議：邀請提案委員參與本校通識課程相關會議再作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5時 40分）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 

107.1.2 

校務監督委員會業務報告 

一、有關接受委託查詢案： 

同仁委託查詢「學院教師升等審查作業違法情事」乙案，本案係因同仁反應該院教

師升等案逕送院級審議疑義以及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12條申覆以一

次為限適用疑義，向本委員會提出委託查詢，案經本委員會 106年 12月 25日討論

並邀請相關單位列席說明後，瞭解該院係依教育部 105年 5月 25日修訂頒布之「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5條第1項及教育部105年11月2日臺教人（三）

字第 1050142481號函釋，經同一教師申訴受理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

由高一級之教評會重為審查程序辦理教師升等審查案；該院並於 106年 5月 15日

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訂「該院教師升等審查細則」明

定再經救濟機關判定違法者之處理機制。另有關「申覆以一次為限」適用疑義，經

校教評會討論取得共識後認定，重為升等決定之處分「每次決議均經重新討論，爰

均認定為新案，教師均得提出申覆。」瞭解每次升等決議，若有不服均得提出申覆。 

二、有關「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監督」：追蹤執行情形請參閱附表。 

會議日期 追蹤事項 執行單位 決議/指示事項 

1050607 討論事項（案

由一）：訂定

校務會議之

議事規則。 

法規小組 決議：由法規小組研擬校務會議議事規

則，於下次校務會議時提出報告進度。

完成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訂定前，準用內

政部「會議規範」，校務會議既有決議規

定優先適用。 

執行情形 

法規小組研議之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草

案，經 105 年 1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106 年 3 月 28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及 106 年 10 月 24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發會審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中。 

1060103 討論事項（案

由五）：有關

變更校務會

議決議投票

方式，提請 

討論。 

法規小組 決議：由法規小組研議校務會議議事規

則時併予研議。 

執行情形 
併同議事規則草案研議。 

三、本校校務基金（106年 1月至 9月底止），財務收支執行狀況報告（校本部）： 

（一）106年 1月至 11月底止收支餘絀情形：收入實際數 5,008,281千元，與累計分配

數 5,042,184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99.33%，支出數 5,339,021千元，與累計分配

數 5,379,306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99.25%，收支短絀 330,740千元，其中已認列

「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744,838千元（詳如表 1）。 

（二）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資本支出情形：資本支出執行數 728,224千元，與累計預

算分配數 658,448千元比較，執行率 110.60%，與全年可用預算數 787,612千元比

較，達成率 92.46%，其中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累計預算分配數 219,943千元，執

行數 175,436千元，執行率 79.76%，其他各項設備累計預算分配數 438,505千元，

執行數 552,788千元，執行率 126.06%（詳如表 2）。 

（三）為落實公教分離政策及國立大學校院之人事鬆綁，教育部規定各校「不發生財務



實質短絀及不增加國庫負擔」之前提下，得以學雜費收入等 6項自籌收入 50％比率

範圍內，支應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等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

人員人事費及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經依教育部所擬定的

「不發生財務短絀工作底稿」計算，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調

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之財務實質賸餘數為 25,358

千元，主要係因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收入已入帳，惟尚需支付 12月之人事

費及各單位教學、研究、行政等各項支出，為利整體校務發展及降低財務風險，建

請學校積極執行開源節流措施，以避免發生財務實質短絀。 

（四）可用資金部分：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30 條略以，年度決算實質短絀、可

用資金過低，致影響學校校務基金健全，教育部得令學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視情節輕重，調降學校依管監辦法第 9條第 1項所定比率上限或限制不得支給。 

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可用資金為 61,927千元，惟未來尚需支付清華實驗室等工程

及例行性相關支出，為避免因可用資金過低而無法發放相關人事支出，建請學校撙

節支出並積極執行開源節流相關措施。 

最近年度決算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出 273,077千元，可用資金占最近年度決算平均

每月現金經常支出倍數為 0.23。 

（五）資產負債情況：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資產總額 23,651,834千元，其中流動資

產 3,023,311千元，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1,270,753千元，固定資

產 10,109,588千元，無形資產 74,870千元，遞延借項 293,322千元，其他資產

8,879,990千元；負債總額 13,485,289千元，其中流動負債 2,940,579千元，長期

負債 391,731千元，其他負債 9,310,785千元，遞延貸項 842,194千元；淨值

10,166,545千元，其中基金6,233,201千元，公積4,135,004千元，累積短絀469,927

千元，淨值其他項目 268,267千元（詳如表 3） 



四、本校校務基金（106年 1月至 9月底止），財務收支執行狀況報告（南大校區）： 

（一）106年 1月至 11月底止收支餘絀情形：收入實際數 847,878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849,420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99.82%，支出數 841,882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869,506

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96.82%，收支賸餘 5,996千元，其中已認列「折舊、折耗及

攤銷費用」73,962千元（詳如表 1）。 

（二）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資本支出情形：資本支出執行數 41,659千元，與累計預算

分配數 48,229千元比較，執行率 86.38%，與全年可用預算數 51,097千元比較，達

成率 81.53%（詳如表 2）。 

（三）為落實公教分離政策及國立大學校院之人事鬆綁，教育部規定各校「不發生財務

實質短絀及不增加國庫負擔」之前提下，得以學雜費收入等 6項自籌收入 50％比率

範圍內，支應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等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

人員人事費及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經依教育部所擬定的

「不發生財務短絀工作底稿」計算，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調

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之財務實質賸餘數為 46,158

千元。(本項不包含本校附設實驗小學) 

（四）可用資金部分(本項不包含本校附設實驗小學)：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可用資金

為 915,818千元。最近年度決算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出 50,054千元，可用資金占

最近年度決算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出倍數為 18.30。 

（五）資產負債情況：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資產總額 4,135,497千元，其中流動資

產 1,162,795千元，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139,941千元，固定資產

1,049,129千元，無形資產 5,290千元，遞延借項 21,812千元，其他資產 1,756,530

千元；負債總額 1,918,831千元，其中流動負債 145,699千元，其他負債 1,766,624

千元，遞延貸項6,508千元；淨值2,216,666，其中基金1,009,224千元，公積892,727

千元，累積賸餘 312,829元，淨值其他項目 1,886千元（詳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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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107.01.02 

秘書處  業務報告 

一、 106 年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議已於 12 月 4 日召開，共有 10 位重量級學者專家蒞校

指導，在專業激盪下，提供校務發展及中長程發展策略許多寶貴建議。 

二、 103-107 年中長程校務發展五年計畫(106 年滾動式修正)業於 106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

會報中審議並獲通過，並送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發會報告備查。 

三、 「深耕計畫第一部分計畫書及第二部分全校型計畫」及第二部分特色領域中心申請

案已於 11 月 27 日送教育部審查，依教育部所訂時程，預計於 1 月底公告結果。 

四、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自我評鑑說明會已辦理完竣，各行政單位應於 107 年 2 月 6 日前

完成撰寫及資料初稿準備工作，俾利後續計畫書撰寫工作。 

五、  「曾繁城先生名譽博士頒授典禮」訂於 107 年 1 月 24 日(三)上午 10 時 30 分於名

人堂舉行。 

六、 本校「創校 107 週年暨在臺建校 62 週年校慶」籌備會議業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召

開，各單位提交活動項目、經費及 SLOGAN 等相關資訊，將開始進行後續彙整審

查作業。 

七、 積極活絡本校 Facebook 粉絲專頁，強化正面形象。日前台積館前草坪公共藝術「葉

子」揭幕的影片，達到 20000 人的觸擊率。 

八、 為促進本校師生與社會大眾深入認識南大校區的系所特色與優秀表現，企劃多次報

導，包含本校體育系學生陳念琴與杜柏緯在國際拳擊賽獲得亮眼的表現，以及日前

藝術學院的白傘計畫行動數位藝術等，皆獲得不錯的迴響。 

九、 校友會贊助推廣「第一屆清華大學創意短片競賽-電影‧故事‧清華拍」，已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頒獎，活動圓滿完成。 

十、 將製作「2017 年捐款徵信年報」與「2018 年清華大學發展基金募款計畫書」，已

請各單位協助提交相關內容至財務規劃室彙整。 

 

校園規劃室  業務報告 

一、 有關「教育大樓新建工程」構想書審查事宜，業已完成意見回應作業，並已於 106
年 12 月 22 日再次檢送構想書送教育部審查。 

二、 今年辦理污水放流口解除列管事宜，新竹市政府已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核准本校學

齋學生宿舍、學齋管理員室、儒齋學生宿舍、儒齋管理員室等四處，解除廢（污）

水排放口許可；尚有清華會館、台達館、校友體育館及北校區廢水處理廠等四處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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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南大校區活化利用或轉型為清華創意園區之使用規劃，依教育部函文於 3 個月

內，提報具體、可行之計畫，已通知各單位協助配合本計畫所需之內容，如整體發

展、校區定位、運用方式、細部空間使用、使用單位、使用頻率與預期效益等。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107.1.2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依據教育部 12 月 4 日來函，原自 106 學年度授權部分學校自審博士班計畫暫緩辦

理；108 學年度博士班增設/調整案，仍由教育部進行專業審查，為吸引優秀人才就

讀博士班，教育部自 108 學年度起停止統一扣除博士班招生名額，並保留博士班招

生名額之 30%，授權給學校（校長）配合學校特色與發展統籌分配，期能及時彈性

提供產業前瞻技術所需之博士級研發人才。 
二、馬來西亞清華盃化學科、物理科能力競賽日期已暫訂於 2018 年 7 月 14 日辦理，將

依據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所提供之建議，由教務處相關單位與化學系、物理系

共同研議相關細節。 
三、2018 年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主辦之大學博覽會（寒假大博）訂於 2 月 24 日及 25 日，

本校預計參加台北、台中、高雄三場，除依往例由課指組徵詢各院系學生代表於攤

位解說、招生組徵詢各院系遴派教師參加宣傳外，並請課指組另徵詢去年紫荊季得

獎學系於固定時段動態展示之意願，以提高本校展出之亮點。 
四、為加強印尼招生，已蒐集印尼華僑較多高中的聯絡方式，並進行招生文宣之翻譯印

尼語版，寄送印尼 16 所重點高中參考。 
五、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選課自 12 月 29 日起至 107 年 1 月 2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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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學期起將課程大綱維護日期記錄於校務資訊系統內，研議做為教師升等參考資料之

一。 
六、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刻正進行中，至 107 年 1 月 7 日止，為鼓勵學生

填卷，今年援例安排至小吃部前野台、旺宏館、台達館及宿舍區等地，針對完成全

部課程問卷之學生發放紀念品並宣傳，以期增加學生填卷意願。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得分原 4.5 以上（修課人數 5 人（含）以上及填卷率達 50%（含）以上始納入統計）

的課程，顯示其教學效果獲學生高度認同，循例由教務長致函感謝教師的付出。經

校務會報研議，自 106 學年度起，教務長致函感謝「得分排名前 30%的課程」教師。

其「得分排名前 30%」以院或以系所為基準計算，由各學院自行決定，結果如下： 
排名方式 學院 

以院為基準 原科院、人社院、生科院 
以院內各系所為基準 理學院、工學院、電資院、科管院、教育學

院、藝術學院、清華學院 
七、學士班校定必修通識課程修課制度修改業於 12 月 15 日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維持核心通識六選四，取消核心通識必修 10 學分，通識課程總學分數維持 20 學分。 
八、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通過本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處理要點」、「教學獎助生權益保障原則」。依上開相關原則，業於 12 月 15 日校

課程委員會議討論教學獎助生修習課程，通過之規劃如下： 
（一）各系所開設課名為教學實務（教學實習或教學研究亦可），供教學獎助生修

習。 
（二）研究所科號，教師列「授課教師」。 



（三）1 學分課程，計入畢業總學分，惟不計入各系所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系所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四）成績得採通過、不通過之考評方式。 
（五）每學期擔任教學獎助生皆需點選就讀系所科號之課程，可跨學期重覆修習。 
（六）為培養學生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由教發中心提供教學獎助生研習課程： 

1、與系所規劃之正式學分課程配合，由系所決定是否必須參加教發中心提

供之研習課程。 
2、研習營辦理時間原則上為開學前寒、暑假期間，針對來不及在開學前參

加研習營的學生（學生可能開學後才確定擔任助教），可以等到寒假或暑

假再補。※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助理研習營將於 107 年 1 月 17 日至

19 日辦理。 
九、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一）建置審查委員資料庫，目前分為 10 個領域（教育、社會、法學、文史哲、

藝術與設計、商管、工學、理學、生物、醫護與生理），共建置 905 筆教師

資料。 
（二）因應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新業務，規劃教學實務研究相關業務之網

頁平台。 
（三）為因應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過渡軌升等法規不予修改」之決議，擬定併

校後「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學型教師升等送審資格審查原則」執行方式送 12
月 22 日校特審會審議，決議由校長指定一名副校長、教務長、竹師教育學

院院長、藝術學院院長和副教務長為教學成果外審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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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107 .01.02 

學生事務處業務報告 
處本部 
一、 106 年 12 月 5 日邀請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孟瑛如教授演說「是偏差行為還是情緒行為障礙~~淺

談 DSM-5 診斷準則」，40 位同仁參與。 
二、 106 年 12 月 22 日召開學務會議於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三、 12 月 26 日與課指組於名人堂協同辦理「與校長有約－誰來午餐」活動，共 10 位同學報名參

加活動。 
綜學組 
一、106 年 11 月 24 日於新竹縣五峰國小辦理「NTHU 下鄉活動」這次活動共有海地、宏都拉斯、

印尼、印度、馬來西亞、瑞典、貝里斯七個國家國際學生與台灣學生共同參與。 
二、106 年畢業流向追蹤已於 106 年 11 月 10 日結束，已達回收率目標值，其追蹤結果如下： 

追蹤年度 
回收率 
目標值 

校本部 南大校區 兩校區 

學生

總數 已追蹤 拒

答 

不含拒填

的回收比

率 

學生

總數 已追蹤 拒

答 

不含拒填

的回收比

率 

學生

總數 已追蹤 拒

答 

不含拒填

的回收比

率 

104 學年度 
畢業生 

(畢業滿一

年) 

大學：

25% 
1378 439 1 31.86% 558 304 21 54.48% 1936 743 22 38.38% 

碩士：

25% 
1452 414 1 28.51% 295 129 17 43.73% 1747 543 18 31.08% 

博士：

30% 
223 87 0 39.01% 4 3 0 75.00% 227 90 0 39.65% 

102 學年度 
畢業生 

(畢業滿三

年) 

大學：

22% 
1439 349 2 24.25% 582 246 25 42.27% 2021 595 27 29.44% 

碩士：

22% 
1485 349 3 23.50% 331 102 13 30.82% 1816 451 16 24.83% 

博士：

25% 
255 68 0 26.67% 6 5 0 83.33% 261 73 0 27.97% 

100 學年度 
畢業生 

(畢業滿五

年) 

大學：

10% 
1401 226 1 16.13% 558 195 39 34.95% 1959 421 40 21.49% 

碩士：

15% 
1454 239 2 16.44% 401 123 15 30.67% 1855 362 17 19.51% 

博士：

20% 
289 61 1 21.11% 9 6 0 66.67% 298 67 1 22.48% 

小計 9376 2232 11 23.81% 2744 1113 130 40.56% 12120 3345 141 27.60% 

備註：1. 畢業生流向追蹤執行期間：自 106 年 7 月 21 日起至 11 月 9 日止。 
      2. 調查對象為畢滿 1 年、3 年、5 年之畢業生，不含境外學生。 

三、2018 校園徵才 106 年 11 月 1 日早上 9 點開放網路報名，目前共計 170 個攤位及 52 場說明會，

並於當日早上 10 點已全數售完。 
住宿組 
一、106 學年度下學期轉學生住宿申請登記，申請日期：106 年 12 月 18 日 00：00 ~ 12 月 24 日 24：

00。床位統一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公告於住宿組網頁，床位公告後欲放棄住宿的同學，應於 107
年 1 月 9 日前提出申請。 

二、106 學年度校本部下學期床位已於公告，如欲放棄住宿的同學，應於 107 年 1 月 3 日前提出申

請，另安排作業春季班及第二學期交換生床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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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 年齋長改選於 12 月 12 日辦理完畢，除仁、實齋自行辦理選舉外，另靜齋無人參選，當選

名單於 12 月 15 日公告，交接及幹部訓練將於寒假期間辦理，另有關本校學生宿舍自治規程於

12 月 21 日學務會議討論修訂，會議決議為再議。 
生輔組 
一、弱勢助學金：經教育部平台第 1 次比對(11/15)初步資料如下： 

級距 家戶所得 補助金額 校本部人數 南大校區 

1 30 萬以下 16,500 103 26 
2 超過 30 萬-40 萬以下 12,500 16 9 
3 超過 40 萬-50 萬以下 10,000 9 12 
4 超過 50 萬-60 萬以下 7,500 12 3 
5 超過 60 萬-70 萬以下 5,000 4 5 

小計 144 55 
二、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 106 學年度共計 33 位（校本部 17 位、南大校區 16 位），獎助學金共計

586,000 元，簽文上呈，並且上網「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通報核備中，107 年 2 月份下學期，

辦理獎補助學金核發作業。 
三、學雜費減免：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內舊生學申請雜費於 106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8 日辦理作

業，計有 384 位同學申請。 
課指組 
一、2018 年校慶目前有 15 個社團提出擬辦理校慶活動，並將由本組籌辦校慶園遊會及演唱會。明

年校慶系列活動秘書處預定規劃於國際會議廳穿廊安排學生社團的動靜態展，已轉知各社團多

多參與。 
二、戊戌梅竹表演賽新增撞球、飛鏢、足球共 3 項比賽。106 年 12 月 18 日於校本部行政大樓 2F

第一會議會召開兩校諮議會裁決男籃與女籃正式賽之競賽規定爭議，並已審議 107 年兩校戊戌

梅竹賽經費。 
三、台灣應用材料公司捐贈本校國際志工團 150 台二手筆電，經協調後將分配貝里斯團 90 台、肯

亞團 60 台，但目前本組已無空間可提供國際志工團置放二手筆電及進行檢測，各單位若有多

餘空間可供使用請與本組聯絡。 
四、「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於 12 月 15 日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待 12 月 28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後施行。 
五、協助教務處辦理 2018 年紫荊季科系博覽會，於 12 月 20 日與各系學會開第一次籌備會議，並

於 12 月 22 日與校友會社團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後續將陸續處理規劃活動攤位、活動網頁、粉

絲專頁、文宣品文案設計等籌備事項。 
衛保組 
一、107 年清大附設診所限制性招標案，因 1-6 月新竹馬偕短缺藥師人力，為減少用藥疑慮，或因

藥品調劑產生醫療糾紛，將依法採醫藥分業，以釋出處方簽方式處理，由家醫科及心臟內科醫

師負責診斷、處置及開立處方箋，校外藥局藥師依處方簽調劑、交付藥品及提供藥物諮詢，清

大附設診所仍會提供現場施打疫苗的服務。 
二、106 年 11 月 29 日本校協助教育部於旺宏館國際會議廳辦理｢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園性教育

（含愛滋）推廣學校成果發表暨觀摩會｣，本校為全國 15 所性教育示範學校，會中提出成果分

享並榮獲協辦感謝獎座及 106 年度全國優等獎，感謝秘書處、圖書館、總務處等處室全力支援



3 
 

使會議圓滿完成。 
三、106 年 11 月 2、3 日於普化實驗課分別有兩位大一學生遭硫酸潑濺，其一外籍生未戴護目鏡左

臉頰及眼皮等共四處噴濺傷，緊急協助至急診與眼科處理後至 12 月 10 追蹤個案皮膚灼傷已復

原，偶有眼睛乾澀。另一學生疑似手套沾染硫酸，脫除手套時不小心碰觸到右手臂及手腕，造

成紅腫、水泡，協助急診就醫口服抗生素處理後 11 月 6 日追蹤已復原。 
四、接獲新竹東區衛生所通知，本校 106 年共已累計 4 例肺結核個案，衛生主管機關已著手調查本

校是否有群聚疑慮，已回報衛生主管機關此四例確診個案均分屬於不同館舍，過程中協助環境

衛生調查及診療衛教。 
五、106 年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3 至 8 日辦理列管實驗室特殊危害及在職勞工健康檢查應檢人數為

898 人，實際受檢人數為 844 人，列管實驗室人員到檢率達 100%，在職勞工到檢率達 71.4%，

後續將進行健康檢查異常報告追蹤管理。 
諮商中心 
一、 發送電子報-心窩報報 NO.139【選擇？選責？】，講述世界上沒有最好的選擇，反思選擇的價

值。及電子報-心窩報報 NO.140【為什麼睡不好】，檢視睡不好的成因與解決之道。 
二、 南大校區辦理「校園關懷輔導員」活動 11 月份團督，辦理三場次，共計 53 人參加；106 年

11 月 29 日辦理增能課程「校園常見精神疾病與處遇」共計 27 人參加。 
三、 資源教室本學期已提送特殊教育鑑定作業有 7 人（疑似生 5 人、放棄特教身份 2 人），已完成

線上登錄程序。 
體育室 
一、本校拳擊隊體育系二年級杜柏緯同學代表台灣參加 2018 塞爾維亞拳擊邀請賽奪得 49 公斤級冠

軍。 
二、本校桌球校隊榮獲第 22 屆輔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錦標賽一般大專組成績如下：（1）男子團

體組冠軍（2）女子團體組季軍（3）羅文傑獲男子單打亞軍（4）蔡有泰/鄭瑞翔獲男子雙打冠

軍。 
三、106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2 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成績： 

體育學系 杜柏緯 社會男子組 49kg 金牌 
體育學系 許城祐 社會男子組 52kg 金牌 
體育學系 周楚涵 社會女子組 48kg 銅牌 
體育學系 劉家君 社會女子組 64kg 銀牌 
體育學系 陳沛君 社會女子組 60kg 銀牌 
體育學系 陳念琴 社會女子組 75kg 金牌 

四、1061204~1208 年度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成績 
體育學系 李芳宜 大專女子團體對抗賽  銀牌 
體育學系 林明潔 大專女子團體對抗賽  銀牌 
體育學系 古芸飛 大專女子團體對抗賽  銀牌 
體育學系 林明良 大專男子團體對抗賽  銀牌 
體育學系 黃耀慶 大專男子團體對抗賽  銀牌 
體育學系 林保慶 大專男子團體對抗賽  銀牌 
體育學系 陳嗣濠 大專男子團體對抗賽 銀牌 
體育學系 古芸飛 大專混雙對抗賽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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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系 黃耀慶 大專混雙對抗賽  第七名 
五、106 學年大專聯賽各項賽程成績報告：（1）女子排球一般組晉入決賽、（2）男女排球一般組

晉入決賽、（3）籃球、足球、棒球賽程進行中 
六、桌球校隊打遍天下無敵手，於交通大學盃一般組全國錦標賽取得亮眼佳績如下：男團冠軍、

女團冠軍、女單冠軍陳奕君、男雙冠軍蔡有泰/鄭瑞翔。 
七、12 月 9 日（六）辦理 106 年創意啦啦舞競賽，圓滿成功，獲獎名單如下： 

名次 隊名 

第一名 特教一清 

第二名 體育一清 

第三名 幼教一華 

優選 英教一清 

優選 幼教一清 

最佳舞蹈動作獎 特教一清 

最佳創意設計獎 體育一清 

最佳服裝道具獎 英教一清 
八、106 年全校運動會攝影比賽得獎者：第一名：材料系博士班三年級蕭仲軒、第二名：電子所碩

二陳冠儒、第三名：清華學院學士班陳佐任。 
九、106 校運會破紀錄選手名單 

項目 選手姓名 系所別 成績 創/破紀錄 備註 

男生 1500m(甲) 林振國 體育系 大四 04：12.94 創校運男子甲組紀錄  

男生 200m(甲) 謝加義 體育系在職專班碩一 00：22.07 破全校最高紀錄及校 
運男子甲組紀錄 

原紀錄成績： 
00：22.16 

女生 100m(乙) 曾妍禎 分生所 碩二 00：12.88 破校運女子乙組紀錄 原紀錄成績： 
00：13.01 

女生 200m(乙) 曾妍禎 分生所 碩二 00：27.41 破校運女子乙組紀錄 原紀錄成績： 
00：27.57 

女生跳遠(乙) 薛宇涵 外語系 大三 04.80m 破校運女子乙組紀錄 原紀錄成績： 
04.70m 

大一 4000m  
大隊接力 

徐彩皓等

21 名 動機系大一清班 09：13.2 破校運最高紀錄 原紀錄成績： 
09：27.8 

學生工作組 
一、南大校區愛心義賣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11：00~下午 13：00 於女宿前廣場辦理完畢，參

與人數約 250 人次，義賣所得共計 3,726 元，將全數捐予本校急難助學金使用。 
二、駐警隊合校經費中所規劃的南大校區門禁建置計畫（含機車棚柵欄機管制）已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全部施工完畢，並於 11 月 29 日上午會同施工廠商逐一勘驗各門禁點。機車棚柵欄機業

已啟用，使用正常無問題。 
三、106 年 12 月 9 日於南大校區園遊會辦理紫錐花反毒宣導活動，參與人數約 220 人次，活動圓

滿完成。 
學務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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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團法人新代教育基金會 107 年度教育志工群星計畫，本校共獲補助 6 項計畫，包含小學英

語故事桌遊計畫、數學晨光時間、數學玩具體驗營、竹塹肇歲營與 IMOC plus 資優數學研習

營、十二年國教國小銜接國中夏令營，以及繪本教學對 ADHD 幼兒之情緒教育等計畫，合計

補助金額 58 萬元。 
二、 106 學年度南大校區仁愛助學金共計發放 88 位，父母雙亡或單親 13 位、低收入戶 9 位、原

住民 4 位、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6 位、僑生 55 位、非自願性失業致家境確有困難 1 位。 
三、 南大校區 106 年各項僑生獎學金申請獲獎人數：清寒僑生助學金 22 人、僑生研究生獎助學金

1 人、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 2 人、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1 人、新竹都城隍廟獎學金 2 人、華僑

協會總會-106 學年度大學僑生獎學金暨助學金（送審中）。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107.01.02 

總務處 業務報告 
一、已將原新竹教育大學分屬 3 個系統之電子檔案及電子目錄整合轉入校本部

電子公文系統，轉入之檔案目錄將依規定辦理彙送。 
二、事務組於 10.24 及 10.26 二天進行 106 年下半年門禁管理抽檢，本次抽查校

本部及南大校區共 23 個館舍單位、23 間空間 (包含實驗室、研究室及辦公

室等)，合格率 100%。  
三、荷塘旁 3 棵榕樹因嚴重感染褐根病，為避免樹木傾倒之可能，於 12.09 先予

移除，後續擬進行樹頭的挖掘、土壤病根撿除、土壤拌藥燻蒸等防治工作，

現場已豎立告示牌及發佈校務訊息。 
四、為了解顧客對於風雲樓餐廳之經營管理及各櫃位滿意度等，於 12.11~12.14

進行風雲樓二樓及三樓用餐滿意度調查。 
五、本校校務基金合作銀行玉山銀行與本校所簽訂之合約將於 107.07.31 到期，

綜合本校教職員工生問卷調查結果及評鑑分數結果為 97%，將另案簽陳校方

決定是否依約續予玉山銀行換文續約 3 年。 
六、配合主計室辦理本校(校本部)會計年度經費及各類計畫結帳及決算作業，校

本部有關酬勞類之經費核銷，如超過出納組年度所得稅登記扣繳作業期限，

將依給付時列入下年度個人所得。 
七、重申配合勞動法令修正基本工資調升，自 107.01.01 起，各單位申報於該課

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未滿 183 天之外籍人士所得時，全月薪資給付總額

超過 33,000 元（基本工資之 1.5 倍）者，應扣繳 18％稅額；未超過 33,000
元(含)者，則應扣繳 6％稅額。 

八、106 年二校區預算獨立，有關校本部 106 年學雜費暨其各項代收款帳務轉撥

之南大校區案，出納組依相關會議決議分別於 106.10.31、12.06 收帳完成後，

已提供收款情形通知各業務單位續予簽辦。 
九、106.12.06 配合人事室辦理新進人員研習，宣導辦理政府採購法規、科研採

購及本校採購作業程序之注意事項等相關事宜，另因應合校採購業務針對請

購流程進行教育訓練。 
十、採購組 106 年度(至 12.20) 財物採購 349 件、勞務採購 172 件及圖書採購 46

件，總計辦理 567 件採購案，採購總金額 406,897,241 元；另外，科研採購

計辦理 475 件採購案，採購總金額 213,220,015 元。 
十一、 與工研院換地案：國產署於 106.11.15 發文工研院，告知新竹市政府就光

復段 547 地號是否可指定建築線仍無定論及該地號有部分占用情形，工研院

已於 106.11.29 函覆國產署，請求光復段 547 地號被占用部分分割並交換

547-15 地號；為利本案續行，已委託建築師申辦建築線指定事宜，目前新竹

市政府公告中，俟公告閱覽一個月後臨地地上權人無異議情形，即可指列建

築線。 
十二、 月涵堂既有空間租賃案經評選由遠東航空股份公司取得場地經營權，於

106.12.6 完成議約(價)，106.12.26 完成契約公證。 



十三、 清華實驗室新建工程：已於 106.11.16 完成正式驗收相關作業，目前辦理

爭議事項協商及結算作業中。 
 

環安中心 業務報告 
一、10.12 召開 106 年第 3 次環安委員會，除報告環安衛工作執行狀況外，針對

生物安全運作管理辦法、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計畫等案進行提案討論。 
二、 106 年 1~10 月份總用電量(教學研究單位 27,482,333 度+行政單位及其他生

活設施 20,096,534 度=47,578,867 度)較 105 年同期總量(教學研究單位

27,441,712 度+行政單位及其他生活設施 20,123,334=47,565,046 度)增加

0.03%；統計新增館舍綠能及創新育成大樓 106 年 1~10 月新增用電量合計

為 586,507 度(佔去年全校同期用電量 1.23%)，倘扣除前述新增館舍用電後

106 年 1~10 月份全校總用電量較 105 年同期下降 1.20%。  
三、校園老舊鋼瓶處置案，11.09 已向環保署及教育部提送老舊不明氣體鋼瓶內

容物安全使用示範計畫，經環保署於 12.08 邀集教育部及本校進行計畫討論

會議，後續辦理計畫招標作業；針對經費補助部分，11.20 已另函向教育部

提送補助計畫申請事宜。 
四、校園安全通報網 106.05.26-106.10.30 共通報 5 件，已完成 4 件，未完成 1 件，

將持續追蹤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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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暨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業務報告 

一、 清華實驗室管理委員會於 106 年 12 月 7 日召開，討論管理費、委託研發處

代管空間說明、公共空間管理與建置(例如：捐款者芳名錄牆…)等。 

二、 科技部公告 107 年「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意

者請將申請案提送至延攬單位相關會議，進行學術審查。審查會議紀錄及

相關文件紙本請務必於 107 年 1 月 23 日(二)中午 12 點前將送至計畫管理組

(並至科技部完成線上繳交送出)。 

三、 科技部新南向「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心」計畫，本校通過 1 件。 

四、 科技部 107 年度科技部「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構想書審查結果，本校 2 件

構想書審查通過。 

五、 科技部「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計畫」之研究中心計畫，本校通過 1 件(全國

4 件)。 

六、 科技部「106 重點產業博士級訓儲菁英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業已核定本校

培訓博士生人數為 40 人。 

七、 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並於 106 年 12 月 6 日假旺宏國際會議廳舉

辦「國際產學聯盟誓師大會暨主題演講與論壇」活動。 

八、 智財技轉組於 106 年 12 月 7-10 日參加「2017 台灣醫療科技展」，展出地

點在南港展覽館，此活動與本校 Bio-APP 生物技術產學研聯盟、微流體產

學技術聯盟、TSPA 計畫以及育成中心進駐廠商之技術共同展出。另於 12
月 15 日至 18 日參加「南臺灣生物技術展」，展出校內多位教授之生技相

關成果，並一併展出校內產學小聯盟計畫相關成果。 

九、 TIX 計畫已陸續推動 2017 國際創業實習、青年創業計畫、產業學者計畫、

產學服務計畫及訪問學者計畫。 

十、 創新育成中心陸續辦理【新知講堂】、【新點子】論壇、說明會等活動。 

十一、 研究倫理辦公室：106 年度至 12 月 25 日止，共收案 216 件。106 學年

第 1 學期已舉辦 4 場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十二、 產學合作計畫：105 年計畫統計至 106 年 12 月 27 日共 387 件，金額達

637,894 千元(含 N 類)；106 年計畫統計至 106 年 12 月 27 日共 312 件，金

額達 599,166 千元(含 J 類)。 

十三、 技轉件數與金額：106 年 12 月為 4 件、364 萬元；106 年累計至 12 月共

116 件、4,496 萬元。(統計至 106 年 12 月 20 日) 



十四、 專利數：106 年 12 月申請計 86 件，歷年申請案於 12 月同時獲證了 11
件；106 年累計至 12 月申請共 236 件；歷年申請案於 106 年累計至 12
月獲證 217 件(統計至 106 年 12 月 20 日) 

十五、 各類合約審查：106 年累計至 12 月共有 96 件產學合作契約書、20 件技

轉合約書以及 533 件合作協議書、保密協定與委託研究合約等。另，106
年 12 月無召開技轉會議，累計至 12 月共召開 11 次。(統計至 106 年 12
月 20 日) 

十六、 智財組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召開 106 年第四次科技權益委員會，會中審

理因應政府及部會之政策而需對應調整之本校研發成果管理相關辦法。

另預計在 107 年 1 月中旬召開 107 年度第一次科技權益委員會，審理本

校研發成果之管理與運用相關業務。 

十七、 智財組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召開專利事務所評量及遴選會議，對 106 年

度之事務所服務品質作評量，並遴選出 107 年度之專利事務所(6 家)。有

關校內專利申請程序之專利提案評估作業，將於 107 年起，由原先兩家

專利事務所進行評估方式，改為委任專業專利檢索機構進行評估。 

十八、 智財組將於 107 年 1 月底辦理科技部補助專利費用作業，因應科技部系

統改版，此次預計提送約 150 筆專利程序費用補助，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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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 

全球事務處業務報告 

一、近期訪賓：東南亞地區國際共同研究暨合作培訓課程 30 人外賓(11/9)、韓國

梨花女子大學國際處專員(11/13)、江西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校長訪團 12 人

(11/15)、江西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校長訪團 12 人(11/15)、早稻田大學台北辦

公室經理(11/15)、韓國漢陽大學國際處主管等 2 人(11/16)、北京市高等教育

訪問團等 29 人(11/17)、印尼 BINUS 大學國際長等 2 人(11/21)、莆田學院學

生處吳繼云副處長等 3 人(11/21)、菲律賓 MCL 學院執行長等 4 人(11/24)、
捷克南波西米亞省及大學等 17 人(11/27)、2017 海峽兩岸人才交流合作年會

訪團等 6 人(11/28)、南京大學陳駿校長等 16 人(11/29)、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化學系 Prof. M. Cynthia Goh(11/30)、鞍山師範大學郭憲春工會主席等 6 人

(11/30)、立命館大學師生訪問團等 7 人(11/30-12/1)、馬來西亞太平華聯中學

師生訪問團等 31 人(12/1)、成都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學院徐濤黨委書記等

20 人 (12/1)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副校長 Dr. Alberto Ken Oyama 
Nakagawa(12/2-12/5)、韓國光州教育大學與春川教育大學師生訪團等 32 人

(12/17-12/23)、江西師範專科學校訪團(12/20)、西北師範大學研究生院張兵

院長(12/26)。 
二、新增校級合約：土耳其科克大學(Koc University)加簽 Erasmus agreement、菲

律賓大學洛斯巴諾斯校區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Los Banos)新簽 MOU+
交換生合約、日本上越教育大學(Joets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續簽 MOU+
交換生合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新簽 MOU、菲律賓德拉薩大學(De La Salle University)新簽 MO+交換生合約、

哈爾濱工業大學(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續簽碩博雙聯學制合作備忘

錄、日本東京工業大學(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續簽 MOU+交換生合

約。 
三、106 學年度春季班外國學位生入學確認已於 12 月 15 日截止，本次共 66 名

錄取者回覆同意入學，包括學士 1 名、碩士 21 名、博士 44 名。 
備註：105/106 春季學位生錄取人數統計表 

學位 錄取 
人數 

入學確認 
人數 

註冊

人數 
105 春 106 春 105 春 106春 105春 

學士 3 4 2 1 2 
碩士 33 32 19 21 13 
博士 44 63 31 44 21 
總計 80 99 52 66 36 



四、2018 秋 2019 春出國交換計畫共計 145 位同學確認參與，行前說明會已於 12
月 21 日中午於綜二館 8 樓會議廳舉辦。 

五、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陸港澳來訪交換生期末歡送會已於 12 月 18 日晚間於彭

園辦理，約有 210 位同學及 10 多位師長參加，圓滿結束。 
六、107 學年度秋季班外國學位生碩士、博士班入學申請自 1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受理申請。 
七、107 年教育部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即日起開始申請，校內截止收

件日為 2 月 1 日，本處將於 1 月 10 日舉辦校內說明會，歡迎各提案計畫主

持人參加了解學海築夢計畫意旨及校內排序原則。 
八、107 年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補助中低收入戶學生出國交換)即日起開始申請，

校內截止收件日為 2 月 1 日。 
九、各項獎學金及交流計畫之截止日期：107 年教育部與巴黎南區大學獎學金合

作設置「臺灣巴黎南區大學獎學金」(107/1/15)、科技部 2018 年與英國愛丁

堡皇家科學院雙邊人員交流合作計畫(107/1/17)、107 學年赴捷克高等教育機

構短期進修 /研究獎學金甄選 (107/1/29)、 107 年教育部歐盟獎學金

(10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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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 月 2 日 

清華學院業務報告 
一、清華學院 

1.教育館整建工程進度方面，奈材中心在教育館一樓的所有其他相關空間將

於今年底配合完成搬遷至清華實驗室。建築師持續進行消防改善規劃與協

調，並且提供室裝工程發包相關文件給營繕組準備上網公告招標。 

二、通識教育中心 
1.於 12/11(一)通識教育中心第 4 次中心會議進行優秀學生作品頒獎，邀請戴

念華教務長蒞臨擔任頒獎人，此次共有 26 組優秀學生作品，已將作品電

子資料檔放置於通識中心網站上，供師生相互學習交流。 
2.擬於 1/11(四)上午 10 點召開本學期通識教育會議，討論清華學院評鑑中之

大通識整合議題及院核心計畫中之清華學院展望。 
三、體育室 

1.截至 12 月 20 日止體育室各場館收入共 650 萬餘元，較去年收入 538 萬餘

元成長約 120%。 
2.重訓室第一階段器材更換工程已於 12 月 10 日完工，決標金額為 955,450
元，總共更換 7 台機器及重訓專用橡膠墊、槓鈴 2 組。 

四、軍訓室 
1.桃竹苗區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 106 學年第 1 學期夥伴學

校輔訪工作，已於 11 月 30 日 1430 時假本校軍訓室辦理，其成效良好。 
2.本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全民國防寒假授課計畫提報，定於12月28日1030
時假校安中心會議室辦理，此次提報主持人由軍訓室主任主持，提報人員

為全體軍訓人員；通過本次提報後之教官，始可授課，以維教學品質。 
五、藝術中心 

1.感謝各處室同仁共同協助，已於 12 月 8 日協助辦理完成西班牙藝術家

Juanjo Novella 公共藝術 Leaf 的揭幕儀式,歡迎各位師長同學撥冗前往觀

賞。 
2.1 月 22 日星期一本中心音樂組學生將至屏北高中原住民專班參加大小清

華音樂會演出，與屏北小清華進行音樂交流。 
六、清華學院學士班 

1.106 學年度上學期導師費已核發完畢。 
2.106 學年度上學期創新領導專題一授課鐘點費已核發。 

七、 語言中心 
1.12 月 9 日辦理 106 上多益校園團測，報名人數總計 617 人。 
2.多益英語測驗將於 107 年 3 月 11 日起全面實施更新題型，屆時多益系列

測驗到校舉辦之校園團測，將核發與官方舉辦之公開考試「不同樣式」的

成績單，且不提供證書申請及成績驗證服務。故持校園考試的成績單，對



本校以外之單位是否具效力，端視該單位是否承認校園團測成績單，亦即

校園團測成績僅供校內使用。有鑑於多益測驗此項變革，對參加校園團測

的學生影響甚鉅，故自 106 學年第 2 學期起，本校擬不再辦理多益校園團

測。 
3.共同英文課程：「英文一」及「英文三」分別訂於 107 年 1 月 11 日及 107
年 1 月 4 日假校本部及南大校區安排試場辦理期末考集中考試。 

4.106 學年度寒假擬開設 2 門主題式課程：「英文聽讀基礎訓練課程」(15 小

時)及「英文說寫基礎訓練課程」(15 小時)。 
5.106 下學期，第 38 期夜間推廣班(非學分班)，擬開設 31 門課程：英語 5
門、日語 8 門、韓語 6 門、法語 4 門、德語 5 門及西語 3 門。12 月 20 日

公告課程資訊並進行招生宣傳，12 月 26 日起開放報名至 107 年 1 月 25
日截止。 

八、寫作中心 
1.106 學年上學期共開 14 門 workshop、4 場講座、1 場 English corner，共計

753 人報名。 
2.「2017 秋季中文競寫」活動，已於 12/27 進行初賽，將於一月下旬繳交決

賽報告。 
3.本學期舉辦兩場簡報大賽系列活動相關統計如下： 

時間 類型 主題 
參與 
人數 

活動滿

意度 

11/10(五) 
9:30-16:30 

工作坊 
簡報化妝術- 

全方位的視覺化簡報設

計 
20 人 100% 

11/30(四) 
19:00-21:00 

演 講 
專業簡報力- 

簡報說話的技術 
220 人 96.48% 

九、住宿書院 
1.書院於寒假舉辦的各項活動已宣傳並開始報名，歡迎校內師生參加。 
2.厚德與載物書院為促進雙方院生交誼互動，聯合舉辦趣味體育競賽，許多

院生共襄盛舉，已於 12/19 熱烈閉幕。 



106 學年度第 8次校務會議 
107.1.2 

師資培育中心業務報告 

一、 課程組 

1. 106.12.9辦理完成肢體與聲音教學表達工作坊，邀請音樂精靈工作坊黃麗

卿老師帶領活動，共 15位學生參加。 

2. 教材教法專業教室完成驗收，於 106年 12月 19日辦理教育訓練，功能包含

分組錄影與教師錄影功能，開放教育學院老師參加使用。 

3. 配合教育部委託台師大發展師資生潛能測驗，邀集師獎生統一辦理測驗，預

計每學期開放一次測驗權限。 

二、 實習輔導組 

1. 106年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與實習課程計畫，本校

共計獲補助 2,156,880元，計有二項實習計畫及一項見習計畫，分別為： 

(1) 移動教育愛-印恥雅加達教育實習計畫(雅加達台灣學校)，綜合中小學類

科，選送 8位同學實習 6個月，補助經費 1,476,000元 

(2) 幼見教育愛-新加坡 E-bridge幼兒園教育實習計畫，幼兒園類科，選送

6位同學實習 2個月，補助經費 431,040元。 

(3) 探索幼教新視野：華東地區台商學校教育見習計畫(華東台商子女學校)，

幼兒園類科，選送 6位同學見習 15天，補助經費 249,840元。 

2. 106年 12月 8日教育實習實習返校結合教育部 12年國教新課綱宣導活動，

共計 315人參加。 

三、 教育實驗組 

107 年春季班課程規劃共 8 班,開課計畫書於 12/13 送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

組審議後招生。 

班別 開課日期 時數 招生名額 

2018年華德福英語教學工作坊 107.1.13-1.14 12 35(額滿) 

2018年華德福濕水彩工作坊 107.1.13-5.14 30 30 

2018年華德福幼教師資進階班 107.2.21-108.1.16 102 42 

2018年華德福師訓第二年(上海) 107.7.23-8.4 96 30 

107級華德福師訓第一年 107.3.24-108.1.31 256 50 

105級華德福師訓第三年 107.3.24-108.1.31 256 35 

2018年融合教育工作坊 107.3.31-11.30 72 40 



2018年 STEM教師主題工作坊 

(五主題可單選) 

107.3-6月 3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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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107.01.02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業務報告 

通訊、網路與伺服器 

一、 本校電話業務自 107 年起由計算機與通訊中心統一辦理；另為辦理南大校區各單

位 107 年度電信費用扣帳事宜，請南大校區各單位於主計室公布新（107）年度部

門經費 T 類報核代碼確定後一週內，填妥｢校內電話分機業務申請單｣送達校本部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辦理。 

二、 完成小吃部、水木生活中心及風雲樓等三處餐廳無線網路效能與涵蓋區域提升工

程。 

數位學習與數位內容 

一、 台聯大跨校諮詢輔導平台系統主機已於12/15架設完成，安裝於主機代管機櫃。驗

收項目由交大資訊中心提供，清大計通中心將配合於12/21執行驗收。 

二、 台北市政府將和亞馬遜公司合作，把台北市政府的數據透過 AWS 開放給學校，供

教學與研究使用，並提供使用的點數。預計明年一月公布使用方法，下學期開學

後可申請使用。所開放資料包含捷運列車及公車到站資料、施工資訊、車道流量

與流速、YouBike 各站即時資訊、停車場剩餘停車位數、空氣品質及環境輻射資料、

水質監測資訊、災害災情資料、營養午餐食材資料等。歡迎開授相關課程的教授

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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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107年1月2日 

   圖書館   業務報告 

一、 利用指引與推廣活動 

1. Book能的任務2017-清圖八Book‧Book Book精心 

2017圖書館週系列活動，以「Book能的任務2017」為主標題，

總計規劃八個系列活動，於11月13日由【讓書去旅行-好書交換

活動】展開序幕，活動內容精采，獲得熱烈迴響。 

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讓書去旅行－好書交

換 

收書 11/13(一)~11/28(二) 
換書 12/5(二) 13:00~17:00 

12/6(三) 13:00~17:00 
自由取書 12/7(四)～12/8(五) 

收書:總圖 1F 參考櫃檯 
換書、自由取書:旺宏館川

堂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冒險王 11/27(一) 09:00～12/10(日)18:00 總圖、人社分館、南大分

館 

書入你的正能量 11/27(一)～12/15(五) 人社分館 

南大闖關之尋寶遊戲 12/4(一)～12/8(五) 南大分館 

手作書‧書傳情 12/5(二) 14:00~16:00 
12/7(四) 14:00~16:00 

南大分館 
總圖 

南大闖關之萬卷尋書 12/7(四)18:30~19:30 南大分館 

「獨立出版在玩什

麼？」展覽 
(主講人:劉霽) 

展覽:2017/12/12(二)～2018/1/7(日) 
演講:2017/12/27(三)19:00 - 21:00 

展覽:總圖 1F 知識集 
演講:總圖 1F 清沙龍 

少年讀書追想錄 
(主講人:詹宏志) 

12/18(一)14:00~16:00 
 

總圖 1F 清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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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水講堂系列活動 
延續自104年7月起，於每月第三個週六下午2時舉辦「活水講堂」系列活動，迄106
年12月共辦理30場演講，計有1,483人次參加。106年度10月至12月已安排主題如

下: 

月 日 講者 講題 

10 21 徐瑞仙 六足與八腳的愛恨情仇 

11 18 常富寧 幻想‧夢想和理想 

12 16 陳守忠 壯遊體驗大世界 

二、 社會服務：為弱勢孩子募書—Books to BOYO 

本校李前校長家同教授為博幼基金會創辦人，一直為偏遠地區弱勢孩子們提供學習資

源，包括課輔及捐書，讓孩子們有閱讀的機會，享受閱讀的樂趣；期望弱勢的孩子，

長大後不會成為貧窮世襲的人。 

圖書館有機會參與此一社會服務，於10月24日至11月9日期間辦理「為弱勢孩子募書—

Books to BOYO」，收書種類為中英文兒童繪本、清少年讀物與科普書，共募得3,289

本書，已分別寄達博幼基金會四個中心(宜蘭中心大同國中辦公室、信義陳有蘭中心、

信義濁水中心、嘉義中心)。 

三、 校史與特藏活動 

1. 「葉榮鐘的臺灣史/傳書寫：蔡惠如、林幼春、蔣渭水」座談會暨文獻史料展 

圖書館於11月14日至30日於總圖書館1F知識集辦理「葉榮鐘的臺灣史/傳書寫：蔡惠

如、林幼春、蔣渭水」文獻史料展，展出內容以臺灣文化界名耆葉榮鐘筆下，治警

事件、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眾黨等日據時期民族運動過程中重要的事件與組織為

主，以及當時三位重要參與人物－蔡惠如、林幼春、蔣渭水的傳記書寫。 

並於11月27日10：00－12：00在總圖書館1F清沙龍舉辦座談會，會中由徐秀慧富教

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持，邀請林光輝（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董事）、

蔣朝根（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傅月庵（掃葉工房出版社發行人）、呂正惠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進行座談。 

四、 圖書館志工招募 

因應校方經費與人力縮減，為維持圖書館服務規模，規劃擴大志工招募，以期充分利

用校內外人力資源推動圖書館各項服務。自104年4月起至今，已完成5期志工招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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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下表： 
統計至 106.12.20 

期數 
報名表 錄取 完成試用

12HR(人) 發卡數 申請發

冊數 
擁有紀錄

冊數 在職人數 
(份) (人) 

既有志工     10 12 11 
104-01 27 26 22 21 17 19 11 
104-02 16 15 13 11 7 9 5 
104-03 24 14 8 10 8 10 9 
105-04 22 10 9 9 7 11 8 
106-05 11 9 8 8 6 8 6 
總計 100 74 60 51 55 50 50 

五、 圖書館借閱服務規則異動 

1. 新訂校友借書證管理要點，自107年1月1日起，校友於校友服務中心辦理校友證後，

如須加辦借書權益或申請退還保證金，改至總圖書館辦理。 

2. 新訂退休人員使用圖書館資源作業要點，自106年12月12日起，本校退休人員持原服

務證使用圖書館，105年11月1日前自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退休之教職員須至總圖書館

辦理借書證。退休人員經簽署後啟用各項借閱權限，每五年並須進行資料更新。 

3. 修訂閱覽規則，明列校外讀者換證入館總圖書館每日限額200名，南大校區圖書分館

每日限額50名。寒暑假僅總圖書館開放每日30名15-18歲校外讀者換證入館。 

六、 107年總圖書館開館日曆 
1. 閉館日：依政府機關定義之國定假日及投票日、旺宏館停電檢修日、圖書館歲修日。 

2. 學期間週間：8:00-22:00，週六日：10:00-18:00 

3. 寒暑假週間：8:00-20:00，週六日：10:00-18:00 

4. 107 年寒假期間 1 月 15 日至 2 月 20 日，2 月 14 日小年夜 18:00 閉館；暑假期間自 6
月 25 日開始，開學日待 107 學年度行事曆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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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二 月 三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1 2 3 1 2 3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小寒 二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7 8 9 10 11 12 13 4 5 6 7 8 9 10 4 5 6 7 8 9 10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立春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七 驚蟄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14 15 16 17 18 19 20 11 12 13 14 15 16 17 11 12 13 14 15 16 17

廿八 廿九 三十 十二月大 初二 初三 大寒 廿六 廿七 廿八
18:00

閉館
三十 正月小 初二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二月大

21 22 23 24 25 26 27 18 19 20 21 22 23 24 18 19 20 21 22 23 24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初三 雨水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二 初三 初四 春分 初六 初七 初八

28 29 30 31 25 26 27 28 25 26 27 28 29 30 31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1 2

十六 十七 十八 兒童節 二十           清

明
廿一 廿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立夏 十八 十九

8 9 10 11 12 13 14 6 7 8 9 10 11 12 3 4 5 6 7 8 9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二十 廿一 廿二 芒種 廿四 廿五 廿六

15 16 17 18 19 20 21 13 14 15 16 17 18 1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三十 三月小 初二 初三 初四 穀雨 初六 廿八 廿九 四月大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五月小 初二 初三

22 23 24 25 26 27 28 20 21 22 23 24 25 26 17 18 19 20 21 22 23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初六 小滿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初四 初五           端

午節
初六 初七 夏至 初九 初十

29 30 27 28 29 30 31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四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1 2 3 4 1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小暑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二

8 9 10 11 12 13 14 5 6 7 8 9 10 11 2 3 4 5 6 7 8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六月小 初二 廿四 廿五 立秋 廿七 廿八 廿九 七月大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白露

15 16 17 18 19 20 21 12 13 14 15 16 17 18 9 10 11 12 13 14 15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三十 八月小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22 23 24 25 26 27 28 19 20 21 22 23 24 25 16 17 18 19 20 21 22

初十 大暑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處暑 十四 十五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29 30 31 26 27 28 29 30 31 23 24 25 26 27 28 29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秋分 十五           中

秋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30

廿一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1 2 3 1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四

7 8 9 10 11 12 13 4 5 6 7 8 9 10 2 3 4 5 6 7 8

廿八 寒露 九月大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廿七 廿八 廿九 立冬 十月小 初二 初三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十一月大

大雪
初二

14 15 16 17 18 19 20 11 12 13 14 15 16 17 9 10 11 12 13 14 15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21 22 23 24 25 26 27 18 19 20 21 22 23 24 16 17 18 19 20 21 22

十三 十四 霜降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小雪 十六 十七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冬至

28 29 30 31 25 26 27 28 29 30 23 24 25 26 27 28 29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30 31

廿四 廿五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107年開館時間日曆表(總圖書館)

8:00-22:00 8:00-20:00 10:00-18:00 閉館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 
107.1.2 

人事室業務報告 

一、 員額編制表修正規劃事項： 

(一)依據合校計畫書「伍、規劃內容/二、發展願景/（四）擴增規模發揮整合效益」

內容：「.....改善生師比，並且成為近 1000位教師的綜合性大學...」，故研擬

將職等較低之職員員額減列 25員，增列為教師員額，如此預計教師員額將達 1008

人。 

(二)有關本校 105年 11月 1日生效之教師員額編制表、職員員額編制表之修正案，

本校業以 106年 11月 24日清人字函報教育部，後該部以 106年 12月 4日書函

表示將於另函回復。爰此，本案擬俟考試院核備本校 105年 11月 1日員額編制

表後，正式發函辦理上開教職員員額修正案相關事宜。 

二、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外審作業要點」業經 106年 11月 22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2次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同年 11月 24日校長核定，修正後之全文業置於人事

室網頁，並另函轉知各單位知悉。 

三、 教師及研究人員合聘辦法經 106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訂定，於 106年 12月 20

日簽奉核定施行，有關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依前開辦法辦理。 

四、 教育部於 106年 5月 3日以臺教人(一)字第 1060058691E號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本室業於 106年 5月 26日以清人字第 1069003380號書函

將該辦法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及修正對照表轉知全校各教學單位及中心週知。 

依據上開辦法第 4條規定，聘期起迄日期應以學期制或學年制為之。第 11條規定兼

任教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學校於聘約有

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爰重申聘任兼任教師務請於每

年２月１日及８月１日前完成聘任程序，以免影響兼任教師權益及違法情事發生。 

五、 有關教育部第 22屆國家講座申請案，本校業於 106年 12月 21日召開 106學年度第

4次教評會審議通過推薦數學系蔡孟傑教授、物理系張敬民教授、化學系胡紀如教

授、醫工所宋信文教授、化工系陳信龍教授、資工系許健平教授及人社院學士班黃

應貴教授等 7人，將於 106年 12月底前函報教育部推薦。 

六、 因應 106年結帳及決算作業，調整本校各類薪資作業、發放時間暨其作業注意事項

如下： 

(一)專任助理薪資於 106年 12月 14日關帳。 

(二)請各單位轉知所屬獎助生及兼任助理(勞僱型)學生於 106 年 12月 20 日前完成

登錄並經審核人(或主持人)審核通過，本室統一於 106年 12月 21日審核通過。 

(三)因應 107年 1月 1日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22,000元，請於人員處理表系

統選擇「薪資調整(聘用日期不變)」方式，循正常程序重新辦理。 

七、 辦理本校約用人員(含專題計畫人員)、約聘教師…等編制外人員 106年度年終工作

獎金作業事宜，預計於 106年 12月 22日發放各單位年終工作獎金清冊後，請主計

室進行校對清冊，最後再由本室進行校對作業。 

八、 因應「本校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要點」實行，助理登錄系統更新版本於 106年 12月

4日改版上線，舊版系統於 106年 11月 30日關閉，106年度薪資仍於舊版系統申請。

如聘期跨至 107年，請學生於 106年 12月 4日新版上線後重新登錄 107年 1月 1日



之聘期資料，並且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40元，循正常程序辦理。 

九、 為因應兼任教師自 106年 8月 1日起全面納勞保及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獎助

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本校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人數大幅增加問題，爰規劃「本校

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執行方案」，本執行方案經 106年 11月 14日校務會報通過，

自 107年 2月 1日起試辦 1年，試辦期間未足額進用單位所提撥身障進用人事費，

由學校及責任單位負擔各半。 

十、106年學校約用人員年終考核，業經 106年 12月 6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約用人員評

審委員會會議決議，考列優等計 50人、壹等計 432人、貳等計 12人，共計 494

人，並於 106年 12月 18日製發考核通知書。 

十一、106年職技人員年終考績，業於 106年 12月 5日通函各單位，並訂於 106年 12月

27日召開 106學年度第 3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會議。 

十二、本校 107年績優工友選拔活動，各單位推薦人選計 7人，應選 4人；訂於 107年 1

月 4 日召開績優工友評審委員會會議評選審議，俟決議簽奉核定後，於 107 年擇

期公開表揚。 

十三、本校學校約用人員 107年度續聘作業，於 106年 11月 28日製發續聘名冊送各一級

單位核對後並送交人事室彙整，並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辦理 107 年度晉薪審核作

業完竣。 

十四、勞動部 106年 9月 6日公告有關修正「基本工資」每小時為新臺幣 140元，每月為

新臺幣 22,000元，並自 107年 1月 1日起生效。 

十五、有關本校 106年 11月 28日召開工友人事評審委員會選拔工友晉升，共計 9名提出

申請，另於 106 年 12 月 13 日由校長圈選分別為營繕組田欽塘先生、事務組謝易

能先生及保管組林美蓮小姐晉升技工，相關行政作業業已辦理完畢。 

十六、本校 107年因應勞動基準法一例一休調整，作法如下 

(一)校約用人員之週休二日，原則以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日。(107 年行事

曆已於差勤系統設定完成) 

1.個別同仁臨時活動(當周調整例休)，請填寫例休調整申請書即可，不可跨

月申請。 

2. 異動涉及全校校約用同仁，需事先提勞資會議討論通過方可調整，通過後，

當事人與主管仍須簽屬例休調整申請書及提供當月排班表。 

(二)針對每年例行性活動，各單位請於新年度開始前將例休調整申請書送達人事

室進勞資會議討論， 

(三)有關本校本年度四月校慶日之例休調整，秘書處已統簽每年四月份全校勞工

均需彈性調整例休日，但因各單位出席支援人力日數無法確定，故人事室將

於三月後以書函公告，請各一級單位於所屬學校約用人員之四月排休作統一

彙整後，人事室俾憑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 
107.01.02 

主計室業務報告  

一、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2 月 6 日繼續審查教育部及所屬基金 107 年度

預算案，本校由校長出席，並由本室同仁陪同參加。 

二、 106年一切收支憑證(單據日期為 106年度)已關帳，如有國外旅費、工讀金、

活動辦理日期在 12月 26日後之特殊情形者，請務必於 107年 1月 4日前送

達主計室，逾期將不再受理。 

三、 本校南大校區為執行補助款計畫，本(106)年度購建固定資產預算額度不

足，因原編年度預算額度已定有用途無法調整容納，業經主管機關同意於本

年度先行辦理，並補辦 108年度預算。 

四、 為利 107年度收支估計表編製作業，已請相關單位就所管業務預估 107年度

預算收支估計分配情形，俾利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並呈報教育部。 

五、 為籌編 108年度概算，已請各單位就所管業務預估 108年度預算收支情形，

並由各院處一級單位彙整，俾利後續辦理 108年度概算籌編相關作業。 

六、 配合中央政府作業基金自 107 年度起導入企業會計準則(EAS)，107 年度單

據，各單位請於 107 年 1 月 10 日後，使用新修訂之科目代碼，相關檔案已

公告於本室網頁。 

七、 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專案辦公室委託正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106年 11

月 13日至本校進行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無藍害、色溫可調 OLED照明光源

計畫」帳務查核作業，查核期間感謝相關單位協助與配合。 

八、 關於請家人接送至出差地點，可否認定為自行駕車，報最高票價客運費一

案，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示，倘搭乘由親友駕駛之自用汽（機）車出差，其親

友或其他共乘者非政府機關員工奉派出差領有交通費等重複支用公款之情

事，可認屬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

之票價報支交通費。相關解釋案例業已發函轉知全校各單位。 

九、 教育部轉行政院主計總處通知，以 106基金 165號、168號及 174號通報請

各校查填「非營業 102至 106預算獎金及用人費用彙總表」、「非營業基金 102

至 106年度預算獎金費用彙總表－非以用人費用科目支應部分」及「管理用

公務車輛統計表」，已查填完畢，並依限回覆。 

十、 107 年度學校預算經費(不含高教深耕計畫)，主秘正密集與各單位進行預算

分配協調中，於預算分配未定案前，各單位 107 年度部門經費(T 類)基本維



持費之經常門（不含專項、專案計畫）、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工讀金，暫於 106

年度分配數 30%內執行。 

十一、 教育部為瞭解本校學雜費收入、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及未指定用途受贈

收入等收支狀況，請本校提供 104年至 106年相關資料，已依限回覆。 

十二、 教育部為瞭解各校務基金投資配置及資金配置狀況，請各校查填「100 至

106年各國立大專校院投資配置明細表」，已查填完畢並依限回覆。 

十三、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瞭解106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餘絀及繳庫數初估情

形，通知教育部以 106基金 171 號通報請各校查填「106 年度決算總收支

及繳庫數調查表」，已查填完畢並依限回覆。 

十四、 教育部轉行政院主計處通知，請各校查填「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債務利

息管理措施情形表」，已彙總總務處、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查填資料並依

限回覆。 

十五、 校本部校務基金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財務收支執行狀況如下： 

（一）收支餘絀及資本支出情形： 

1. 收支餘絀情形：收入實際數 5,008,281 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5,042,184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99.33%，支出數 5,339,021千元，

與累計分配數 5,379,306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99.25%，收支短絀

330,740 千元，其中已認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744,838 千

元。 

2. 資本支出情形：資本支出實際執行數 728,224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658,448 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110.60%（詳附件一），與全年預

算數 787,612 千元比較，預算達成率 92.46﹪，請各單位加強預算

及計畫之執行。 

（二）依據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於各校「不發生財務實質短絀及不增加

國庫負擔」之前提下，得以學雜費收入等 6 項自籌收入 50％比率範圍

內，支應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等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本（106）年度截至 11 月底止收支短絀數 330,740 千元，加計可加回

折舊數 356,098千元後，財務實質賸餘數為 25,358千元，可用資金為

61,927 千元，主要係因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收入已入帳，惟尚

需支付 12月之人事費、各單位教學、研究、行政及清華實驗室工程等

各項支出，為利整體校務發展及降低財務風險，建請學校積極執行開

源節流措施，以避免發生財務實質短絀。 



（三）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30條略以，年度決算實

質短絀、可用資金過低，致影響學校校務基金健全，教育部得令學校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視情節輕重，調降學校依管監辦法第 9

條第 1項所定比率上限或限制不得支給。 

十六、 南大校區校務基金截至 106年 11月底止，財務收支執行狀況如下： 

（一）收支餘絀及資本支出情形： 

1. 收支餘絀情形：收入實際數 847,878 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849,420

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99.82%，支出數 841,882千元，與累計分配

數 869,506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96.82%，收支賸餘 5,996 千元，

其中已認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73,962千元。 

2. 資本支出情形：資本支出實際執行數 41,659 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48,229千元比較，預算執行率 86.38%（詳附件二），與全年預算數

51,097千元比較，預算達成率 81.53﹪，請各單位加強預算及計畫

之執行。 

（二）截至 106 年 11 月底止可用資金為 915,818 千元，財務實質賸餘數為

46,158千元(不含附小）。 

十七、 本校 106年第 3季財務資訊已依規定於 106年 10月 30日前完成公告，可

於本校首頁之校務資訊公開專區查詢。  



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份 

單位：新臺幣千元 

 累計預算分配數

(A) 

實際執行數 

(B) 

執行率(%) 

(B/A) 

土地改良物 25,009 8,346 33.37 

房屋及建築 194,934 167,090 85.72 

機械及設備 319,959 431,222 134.77 

交通及運輸設備 2,762 4,319 156.37 

什項設備 115,784 117,247 101.26 

總計 658,448 728,224 110.60 

依秘書處、總務處提供之 11月份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及說明，摘陳如後： 

1. 清華實驗室新建工程：累計預算分配數 179,021千元，實際執行數 115,902

千元，執行率 65%，落後原因係釐清施工階段爭議事項及金額。 

2. 創新育成中心新建工程:累計預算分配數 3,900千元，實際執行數 3,873千元，

執行率 99%，落後原因係已完工並已支付尾款完畢。 

3. 生醫科學館新建工程:累計預算分配數 12,013千元，實際執行數 10,013千元，

執行率 83%，落後原因係因(1)本件先後已於工程會完成三次會議：105年 4

月 21日召開第 1次調解會議、105年 5月 24日召開第 2次調解會議、105年

7月 1日召開第 3次調解會議；因廠商不接受調解議件，工程會於 106年 5

月 2日函本件履約爭議調解案，依採購履約爭議調解規則第 10條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一、當事人不適格。二、已提起仲裁、申(聲)請調解或民事訴訟」，

工程會決議：當事人不適格，本會不予受理。故無法據以辦理支付該費用。 

(2)後續廠商續行民事訴訟程序，先後已於新竹地方法院完成三次開庭作業：

105年 3月 15日第 1次開庭、105年 5月 10日召開第 2次開庭，同時於 106

年 05月 18日提送民事訴訟更正狀。9月 22日召開第 3次開庭（辯論庭）。 

(3)有關 106年 9月 22日第三次開庭應回應事項：本校業已於 106年 10月

30日完成遞狀作業，同意先行給付廠商新台幣 69萬 6,971元；廠商依新竹

地院之意見彙整成提出民事準備三狀，有關損害賠償事件本校業已彙整答辯

理由如民事答辯三狀中，針對民事準備三狀謹再就其中之「停工期間勞工安

全管理費」及「營造綜合保險費」，補充答辯理由提出本校民事答辯四狀。 



  附件二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校務基金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份 

單位：千元 

 累計預算分配數 

(B) 

實際執行數 

(C) 

執行率(%) 

(C/B) 

機械及設備 18,470 16,916 91.59 

交通及運輸設備 1,950 1,618 82.95 

什項設備 27,809 23,125 83.16 

總計 48,229 41,659 86.38 

  依總務處提供之 11月份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及說明如下： 

1. 部分設備採購業已辦理請購程序，目前刻正辦理採購及驗收等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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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 

106 年 10月 5 日研發會議通過 

106 年 10月 17日校務會報修正通過 

106 年 11月 22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106 年 12 月 5 日研發會議通過 
106 年 12 月 13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待 107 年 1 月 2 日校務會議備查 

 

第一條 為落實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術倫理政策，並完善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及

學生涉及屬於違反學術倫理不當研究行為時之處理，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以及《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六條之規

定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之教師、研究人員、學生以及獲准於本校從事研究工作者。 

第三條 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學生以及獲准於本校從事研究工作者之學術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屬於違反學術倫理之不當研究行為：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情

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欺瞞：在撰擬、實施研究計畫或公開其研究成果時隱匿事實。 

五、在進行研究的過程，恣意、危險或過失的悖離一般公認而合法之研究方法；包括因

怠於遵循認可之研究規範而致生對於人類、其他生命或環境之不合理風險在內。 

六、由他人代寫。 

七、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八、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九、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

人證明。 

十一、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

之情事，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十二、透過勾結來協助或隱匿他人之不當研究行為；包括實施此類行為之規畫、共謀及

其未遂。 

十三、其他嚴重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第四條 違反學術倫理事件之通報，通報人應具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並具體指陳對象、內

容及檢附證據資料，經查證確為其所通報者，即進入處理程序；通報人提供之身分

資料有不實情事者，以未具名通報論。 

第五條 被通報違反學術倫理事件之處理程序，分為初步查證、初審與複審三個階段。初步

查證由被通報違反學術倫理事件行為人的系級單位負責，初審由行為人所在的院級

單位負責，複審由研發處負責。 

初步查證由被通報違反學術倫理事件行為人的系級單位主管與二名該單位教評會委員共

同審閱相關證據資料，做成是否成案之決議，並將決議之書面內容與相關證據資料送院

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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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單位主管依據初步查證決議，與系級單位主管討論是否成案或進行初審之決定。初

審由院級單位主管、被通報行為人的系級單位主管與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 2~3 名組成調

查小組進行審查，審查決議之書面內容與相關證據資料送研發處。初審之過程，必須邀

請被通報人，針對被通報違反學術倫理事件內容，進行說明。 

研發長依據初審決議，與校長指定負責的副校長討論是否成案或進行複審之決定。複審

由副校長、研發長、被通報行為人的院級單位主管、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 4 名與法律專

家 1 名組成調查小組進行審查，做成是否成案之決議。複審之過程，視需要得邀請被通

報人，針對被通報違反學術倫理事件內容，進行說明。 

當被通報違反學術倫理事件的行為人為系級單位主管時，由院級單位主管代行職責。當

被通報違反學術倫理事件的行為人為院級單位主管時，由研發長代行職責。當被通報違

反學術倫理事件的行為人為研發長時，由校長指定的副校長代行職責。當被通報違反學

術倫理事件的行為人為校長時，處理流程依教育部規定。 

第六條 參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過程中之人員，與被通報人有下列利害關係之一者，應自行

迴避： 

一、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被通報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 

 被通報人得申請下列人員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人員有第一項所訂情形而未自行迴避，或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查證或審議單

位應依職權命其迴避。其餘人員，亦得視必要自行申請迴避。受本校委託從事審查之專

家學者，其迴避準用原則之規定。 

第七條 學術倫理案件之各階段處理期限如下： 

一、單位查證：應於收件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完成。 

二、初審：應於收件之次日起六週內完成。 

三、複審：應於初審完成後六週內完成。 

前項各階段處理期限，必要時，得於獲得教育部許可後予以延長。 

第八條 學術倫理案件同時於其他機關審議者，得經校內行政程序暫時停止本校之查證、審

議或其他處理程序。 

第九條 學術倫理案件之查證、審議或其他處理過程、其參與人及查證、審議意見等相關資

料，應予保密；受理檢舉、參與查證、審議或其他處理程序之人員，亦應就所接觸

之資訊予以保密。通報人之真實姓名、地址及其他足資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本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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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必要之保障措施，避免通報人之身分曝光。 

第十條 被通報案件經處理程序有確定結論後，應將處理結論以書面通知通報人、被通報人

及其所屬學校單位或機關（構）。 

第十一條 經複審確認為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除了依據教育部《學位授予法》、《國立清

華大學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國立清華大學在學肄業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等相關辦法處分外，得按其情節輕重，由研發會議對被通報人作成下列各款之處分

或建議： 

一、書面告誡。 

二、參加一定時間之學術倫理相關課程，並取得證明。 

三、一定期間或終身停止擔任本校委員或學術行政職務、申請及執行本校自主資助計

畫、申請及領取本校補助費用、獎勵（費）。 

四、撤銷或廢止擔任本校委員或學術行政職務之資格、撤銷或廢止相關獎項，並追回部

分或全部補助費用、獎勵（費） 

第十二條 經認定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應以書面密件通知被通報人及其所屬單位或機

關（構）。處分通知，應載明審議結果、處分種類、理由，及被通報人不服時之救

濟單位及期限。對於違反學術倫理者，本校得要求被通報人所屬單位或機關（構）

提出說明，檢討問題癥結，提出改進方案，並將被通報人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處分

情形呈報副校長。 

第十三條 通報之學術倫理案件經認定無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者，就同一通報人就同一事件

再次提出之通報，除有具體新事實或新證據外，本校得依前次審議結果，逕復通

報人，不另行處理。 

第十四條 本校得設學術倫理辦公室，除協調辦理學術倫理相關事務外，並負責執行學術倫

理教育之推廣及諮詢、協助國內外相關資料之搜集、教育部及科技部案例彙編、

案件專業意見之提供及政策建議等。本辦公室之設置隸屬於研發處。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大學校院辦理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106 學年度申辦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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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年 9 月 25 日 
 

  



1 

目錄 

壹、學程基本資料 ....................................................................................... 2 
貳、開設目的 ............................................................................................... 3 
參、學程發展目標及優勢 ........................................................................... 6 
肆、產業參與情形 ....................................................................................... 7 
伍、單位及分工 ........................................................................................... 9 
陸、招生規劃 ............................................................................................... 9 
柒、課程規劃 ............................................................................................. 11 
捌、師資規劃 ............................................................................................. 16 
玖、收費規劃 ............................................................................................. 16 
拾、校內外相關資源投入 ......................................................................... 17 
拾壹、預期效益 ......................................................................................... 18 
拾貳、其他有助於學程開設或順利開班之補充說明 ............................. 18 
拾參、計畫書填寫人資料 ......................................................................... 19 
拾肆、附件 ................................................................................................. 20 

 



 

2 

壹、學程基本資料 

學程名稱 學士後法律學士學位學程 

招生人數 40 名 

上課時間 □日間  ■夜間  ■假日 

修業年限 2 年，至多延長 1 年 

畢業總學分數 50 學分 

支援開設系所 科技管理學院科技法律研究所 

專班聯絡人 

姓名/職稱：

單     位： 
聯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范建得教授兼所長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03-5742427 
lst@my.nthu.edu.tw 
03-5629380 

教務單位聯絡人 

姓名/職稱：

單     位： 
聯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戴念華教務長、綜合教務組陳明君組長 
教務處 
03-5719134 
nhtai@mx.nthu.edu.tw、

micchen@mx.nthu.edu.tw 
03-5722713 

合作產企業 
(或訓練單位) 

國立清華大學研究發展處技術移轉中心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中心 
元亨法律事務所 
令珩法律事務所 
衍義律師事務所 
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事務所 
眾勤德久法律事務所 
中天法律事務所 
廣州恆衛律師事務所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筑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3 

貳、開設目的 

 

  本校自於新竹復校以來，即以理工見長而聞名於國際，舉凡資訊

科學、化學工程與機械工程、電機工程以及冶金與材料科學等領域，

本校都位於世界前兩百名的地位；在此同時，也為我國在培育了大量

頂尖人才，帶動科技業的蓬勃發展。 

  惟本校在對我國科學理論發展與尖端科技的突破作出卓越貢獻之

餘，隨著思想之進步與對社會脈動的觀察，亦不忘肩負起培養具有跨

領域領導人才的責任，因此透過逐步拓展在人文與社會領域之研究能

量，以期能在堅實的理工學術基礎上，進一步將科學技術與人文社會

之思想作出跨領域之整合，以因應日新月異之科技發展對人類社會文

化、生活習慣所產生之衝擊。 

  在本校所引領之跨領域潮流中，作為關鍵發展的一步，即是於

2000 年在科技管理學院創立了科技法律研究所，為我國在科技與法學

領域之多元整合教育立下了里程碑。無論是過去為產業界所既有而未

能妥善保護的智慧財產；諸如生物科技、劃時代資訊通訊技術等過去

所未知而在近年有飛躍性成長的新技術領域；以及如能源與環境等攸

關下個世代生活的前瞻議題等，這些項目的發展並非單純仰賴對科學

知識的熟稔就能大步前進，而需要跨領域地讓科技與法律並進、匯

流，方能務實且多面向地整合社會資源，從而讓法律與科技自相互箝

制之現況中脫繭蛻變，轉為相輔相成的效果。這正是本校科技法律研

究所所培育人才所具備的時代意義。 

  發展至今，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除招收碩、博士生外，並配合學

院及學校發展所需，每年招收雙專長學程學位及全校性法律學分學程

班學生約 50 人。在整體十多年的努力下，本所不論在生物科技、資訊

通訊、環境能源法律、國際與比較法及智慧財產權等領域，均有具體

表現，且對於國家社會有實質之貢獻。即便自社會觀察的角度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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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表現也能客觀呈現在多年來的社會聲望調查與事業單位之雇主滿

意度調查，以及長期以來科技法律研究所師生在研究能量、出版、課

程規劃、社會服務以及相關學術活動的表現上。 

  例如 2011 年遠見雜誌即依據企業調查作出排名，指出清大在法律

與政治領域的排名急速上升係與致力發展科技法律研究有關。而近三

年科技法律研究所現任專任教師所發表之論文篇數合計 166 篇，另有

出版經專業審查之專書論著 10 本，詳細資料如下表所示： 

 期刊論文 專書 主編之專書 專書論文 研討會論文 

2013 
國際期刊：8 
TSSCI：4 
其他：21 

0 3 4 
國際研討會：7 
國內研討會：13 

2014 
國際期刊：5 
TSSCI：3 
其他：21 

1 3 11 
國際研討會：15 
國內研討會：9 

2015 
國際期刊：12 
TSSCI：5 
其他：11 

0 3 11 
國際研討會：4 
國內研討會：1 

 

  而除學術著作以外，科技法律研究所近三年亦承接了 20 件科技部

計畫，經費總額逾 8,700 萬，以及另有 12 件非科技部計畫。足見教師

不但具備深厚的研究能量，教師研究亦與專業表現與社會、經濟、文

化和科技發展需求成高度正相關，提供產、官、學、研界各項社會服

務。 

  而在學生表現方面，科技法律研究所學生每年平均有 1 至 2 位取

得校方提供之獎學金申請至其他國家擔任交換學生，2015 年則額外增

加 2 名自費交換之學生，以及 1 位赴北京清華大學修讀碩士雙聯學位

生，顯見學生已能更積極地拓展國際視野、增進其他法域之認識。另

外，學生近年亦在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論賽以及理律盃模擬法庭

辯論賽屢創佳績，成績如下： 

 

 2014 年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論賽傑出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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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年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優良辯士、團體組第三名  

 2015 年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優良辯士、團體組第四名、最佳

書狀獎 

 2016 年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論賽最佳辯士、傑出辯士、團

體組第三名 

 

  近年來隨著全球環境與國家社會發展的變動，以填補科技變遷所

帶動法治調適或革新需求為主的思維已嫌被動，如何以因應全球對跨

領域產業人才難覓之窘境，並提升國家在全球化、區域經濟衝擊與兩

岸競合下之競爭力，係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應接續發揮的新階段性任

務。 

  具體言之，經過十多年來師生的共同努力，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

的課程與教學能量已足以配合當前我國面臨的主要挑戰，包括 WTO

及其多邊體制，尤其智慧財產體制所帶動的國際貿易資源重分配、資

訊通訊匯流帶動知識經濟而開啟的社會與產業結構變化壓力、生命科

學快速邁入後基因體時代將帶給人本思維傳統的根本衝擊、氣候變遷

與環境永續思維啟動人、能源與環境正義之間的新互動，以及平行於

新興科技發展的探討，本諸國際人權發展，建構我國獨特文化元素並

能與國際接軌之原住民族規範研究；過去自初階法學教育訓練所累積

之研究與教學能量，應能進一步結合我國在高階學術上之需求，包括

訓練研究級人員支持國家社會因應這些挑戰，以期更深度滿足國家社

會以及產業需求，並啟迪具創業能力之治理人才在具備規範學術之訓

練與跨領域之視野下開創出新事業。 

  從而，若能協助產業及政府部門，以其現有之技術專業人才為基

礎，透過本所具特色之跨專業法律訓練使之具備法律這種具高度專業

性的第二專長，俾利其強化面向國內外新興挑戰的領導能力並拓展其

願景，自然切合於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培養跨領域人才以因應社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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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脈動的初衷。 

 

參、學程發展目標及優勢 
 

  本學程的發展重點在於強化校園的法律專業訓練與業界及職場之

連結，使得已投身其原受第一專長教育之相關職場者，能藉由接受法

律為其第二專長之訓練，提升其知識整合效益、滿足當前國內對跨領

域應用的要求，進而強化其在職場上之競爭力。 

  實則，培養以法律為第二專長之人才之教育制度，在我國已行之

有年。便以本所之創辦為例，即為我國繼東吳大學法律碩士乙組、台

北大學法律專業碩士等之後，較早提供科技背景（理、工、醫、農）

畢業生跨入法律領域學習的高等教育單位者。至於其餘近十所類似，

而強調科際整合為主軸的法學系、所，更代表了我國法學教育體制早

已對法律作為第二專長的重視。究其本質，這種對非法律背景之大學

畢業生提供高質量法學教育之體制，應可追溯至美國百年來其法學教

育的核心思維；亦即藉著學生多元的背景組成，讓不同的想法、觀念

和知識在法律學習的過程中激盪與融合，創造出更能具靈活思考能力

而能讓法律在各個領域能緊追社會變遷腳步的法律專業人才。 

  本學程的創新與特色即是在學生組成多元的宗旨下，讓各種科技

或人文社會領域的專業人士，能夠用合理的時間和費用，獲得高質量

的法學知識；而本校本諸教育單位的立場，則期待能讓多樣學術領域

的專業人士，得利用本學程，將法律與其既有之科技知識進行整合，

形塑其跨領域發揮之工作能力，同時滿足其個人進修和國家發展求才

若渴的需要。 

  本案之規劃，將充分借重本所培養非法律背景學生之經驗，導入

社會菁英、大新竹地區產業，以及重點研究機構的代表，參與課程規

劃，以具體強化學員與社會，尤其產業發展需求乃至全球化之需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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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結。在經歷 16 年的教學經驗後，本所畢業生除約有三成直接投入司

法或律師工作外，現已遍及主要科技廠商、重點研究機構、法學教育

單位以及政府部門等多元產業領域。準此，本所將能延續此教育目標

與方針，進一步追求跨學術或專業領域之理論與實務教育，並透過與

科產業及相關學研、政府部門之密切協力，擴大為國家培養具備跨領

域專長並能勝任實務挑戰之人才。 

  綜上，本所希望能在強化既有教學之設計，進一步導入實務及產

業專家參與規劃前提下，以具工作經驗或產業背景的在職工作者為主

要招生對象；除提供其紮實的法學教育訓練外，更將使其享有充分之

機會來接觸與參與法律實務相關之學術社群，特別是在智慧財產、資

訊通訊、生醫科技、環境能源及國際等法律專業領域的聯結。如此一

來，不僅使其所能處理的事務擴大到法律層面，提升競爭力；更能使

已屬公司管理階層者，強化其跨領域的優勢，使之能透過法律所鋪陳

出的良好決策思維，在領導上發揮更周延而重大的影響力。 

 

肆、產業參與情形 
 

  本案之規劃將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等研究單位之法律相關部門，以及長期提供本所實習機會、

從事交流活動的法律事務、企業、學研究機構合作，藉由其提供之相

關工作實習的機會或實務聯結，提升學員在實務面上的學習效益與價

值；另外，由於本案主要的招生對象，有很大的比重是在科技產業服

務的專業人才，因此在設計上，並將透過校方協助，與有合作意願之

科技公司洽談，促其透過公司內部一定程度的獎勵或補助條款，而給

予有跨領域發展潛力之科技人才作進修的動力與契機。而這種設計之

本身，可讓本案發展出蘇格蘭知識交換夥伴（Knowledge Exchange 

Partners）計劃在法律專業層面上的應用；一方面讓校園成為企業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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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的人力資源養成與解決前沿問題的夥伴，另一方面則讓企業與

社會賢達能引導法學教育貼近社會需求，讓本案能發展成為法學界與

產業界合作的一種創新模式。 

  此外，本學程的授課教師將以具備豐富實務經驗的法官、檢察

官、資深律師以及科技公司高階法務主管為主。其中，更將針對大新

竹地區的全球化需求，開設英文課程及英美法律文件寫作；這種型態

的師資陣容較適合於針對來自產業界進修的專業人才，同時也讓學有

專精、又具備豐富實務歷練的實務人才，能透過這個學程真正受益，

也能確實增進並培植我國面對新技術、新議題、新爭端挑戰時，專業

人士應具備的基礎法律對應能力和應對技巧。 

 

  目前與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存在密切合作關係之校內單位與校外

機構列舉如下： 

 校內單位名單：  

　    清大研究倫理專案辦公室  

　    研究發展處技術移轉中心  

　    秘書處議事及法規組  

　    圖書館  

 校外機構名單：  

　    工業技術研究院兩岸工作小組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中心  

　    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與環境研究所  

　    元亨法律事務所  

　    令珩法律事務所  

　    衍義律師事務所  

　    承展商務法律事務所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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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勤德久法律事務所  

　    中天法律事務所  

　    上海金茂律師事務所  

　    廣州恆衛律師事務所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湯森路透 Thomson Reuters  

　    筑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地方法院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院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伍、單位及分工 

 

  基於尊重專業之考量，本學程之規劃以及執行係由本校科技管理

學院科技法律研究所負責。惟在師資補強、提供教學設備、場地或必

要之行政資源等部門，雖係由科技法律研究所進行聯繫、安排，但仍

然必須由校方及院方協助提供。 

 

陸、招生規劃 

 

（一）學生來源與宣傳機制 

  由於本學程係以強化民眾職場就業能力為核心目的之一，因此在

招生上係以欲透過進修而強化其法律知識及專業能力的在職人士為主

要目標，以發揮較高之進修效益；並且，在學生已有較為明確的職涯

規劃下，教師也便於就學生之第一專長或是其職場需求，在課程內容

上作出適度之調整，發揮最佳的知識整合、跨領域加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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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基於本校校園地理位置理想，鄰近國家衛生研究院、工業

技術研究院、食品工業研究所、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及國家實驗研究院之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國

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國家太空中心等，

原本就處於可就近與我國其他學術研究單位、主要產業研發機構及主

要產業園區，做緊密的產學研合作之地位。從而可在此地利之便上，

吸引這些單位的人才申請就讀本學程，而這也符合本校科技法律研究

所欲成就跨領域知識整合的設立初衷，並啟迪具創業能力之治理人才

在具備規範學術之訓練與跨領域之視野下開創出新事業。 

  再者，新竹為我國科技重鎮，本校有大量的理工科系畢業生係於

新竹地區就業，而在近年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開設大學生修習法律學

程之下，每學年至少有 30 位受審核通過之大學部學生參與科技法律研

究所規劃與執行的法律學分學程，在大學階段就修有部分基礎法律課

程。本學程因此對於該些在新竹工作的科技人才應該同樣具有高吸引

力，因為其可透過學分抵免的制度而降低修習本學程的課業負擔，又

可藉此學程完備其法律專業的成形，並取得相應之學士學位，這對拓

展其職涯發展和競爭力都有極正面的影響，可視為是鼓勵校友終身學

習的良好制度之一。 

  而在宣傳機制上，本學程規劃以新竹地區的科技公司和研發單位

為首要的宣傳對象，且本校與該些科技公司和研發單位已存在順暢的

溝通管道及高度的合作默契。透過宣傳，除了可吸引本學程所預期的

主要招生對象之外，本校認為這些在科技產業當中已具備科技背景之

專業人才，也因此能在招生的初期階段，有更充裕的時間能確認其生

涯規劃、公司支持意願或補助措施是否合宜，確保其未來在報名、報

考、入學與修習期間的作業順暢，以及為學業及事業得兼顧完成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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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學資格 

1. 參照《大學院校辦理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要點》，

凡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具有學士學位，且

已服畢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均可報考本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

學程。 

2. 同等學力者不符合報考資格。 

3. 本學位學程依「外國學生來台就學辦法」第 10 條及「僑生回國就學

及輔導辦法」第 5 條規定招收外國學生及僑生，係為外國學生或僑

生在臺已具合法居留身分者始得報考。 

 

（三）入學考試 

  由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組成入學評選委員會，斟酌使用筆試、書

面審查或口試等方式評定成績，擇優錄取，其中各項目佔總成績之比

例及有關規定，將由後續招生委員會視情況而定，並於招生簡章中說

明之。 

 

（四） 擬招生人數 

  本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預計錄取總名額為 40 人。 

  惟本學程招生報名人數若未達 25 人，經招生委員會同意，得不辦

理招生，報名費無息退還。 

 

柒、課程規劃 
 

（一） 課程規劃理念 

    本學程之必修學分共計有 50 學分，其設計與規劃目的係在建立非法

律背景學生之各領域法學基礎，藉以奠定在實體法、程序法及方法論

各方面之法律學識能力。由於本學程的招生對象為已具有學士學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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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律背景學生，因此本學程之課程安排可確實滿足學生的需求，以

和其第一專長作結合。 

  進一步而言，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規劃的基礎法學課程約莫可分

為如下體系： 

1. 公法體系：公法乃規範國家組織、人民與政府間權利義務互動關

係，課程上以憲法及行政法為主，目的在使學生能熟

悉我國憲法保障人權之任務與內涵、國家及行政組織

架構、憲法解釋與實務、行政法的架構與內涵、公法

與私法間之關係、行政裁量與行政判斷，期能引導學

生逐步進入公法的世界。 

2. 刑法體系：刑法乃關於犯罪問題之規範，總則編使學生瞭解刑事

法規範之基本原則及意義，以助於對具體案例之犯罪

判斷；分則編則針對特定犯罪之具體規範，包括妨害

公務罪、妨害秩序罪、妨害風化罪、殺人罪或傷害罪

等各類犯罪類型之構成要件與法律效果。 

3. 民法體系：民法係規範私人間權利義務互動關係之根本，在我國

民法典之架構下，包括總則、債篇、物權及親屬繼

承。民法總則乃建構民法體系之基本原則與規範；債

法以探討實務上各種契約類型及當事人關係為主；物

權法的規範與經濟生活息息相關，諸如抵押權設定及

不動產所有權之取得；有別於債法與物權法之財產法

性質，親屬編與繼承編合稱身份法，旨在規範親屬關

係及由此衍生的各種權利義務與人民死亡後遺留財產

之歸屬問題。 

4. 訴訟法體系：學生對於法律制度之實體規範有所瞭解後，進而應

掌握各該領域具體案件之程序進行。除了公法體系之

行政程序、行政救濟內容併於行政法課程中講述外，



 

13 

針對刑事法及民事法另有獨立的民刑事訴訟課程，藉

以使學生能瞭解訴訟制度之脈動，並就我國刑事與民

事訴訟制度之理論基礎及實務運作有正確之認識。 

 

  學生在研習過上述課程後，雖已能掌握我國法律制度運作之核

心，惟欲將所學之法律理論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及工商交易，仍有其

不足，從而乃進一步有商事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等課程之安排。

商事法係以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與保險法四大科目為主，並視課

程內容及進度適時加入銀行法、證券交易法、破產法與動產擔保交易

法等與交易及商業活動息息相關之學說、規範與實務個案討論；國際

公法在於透過古典規範體系與案例之研習，協助學生建立理解與應用

與科技法律相關－包括生醫科技、國際貿易、智慧財產與環境能源保

護之國際規範的知識基礎，而國際私法則在統合民法、訴訟法與公法

等基礎學習成果，使學生理解遇有涉外因素之各種法律問題時應採取

的程序與實體規則，藉以應用於處理國際組織、跨國性契約、涉外財

產關係、商業組織、國際租稅、跨國財務融資或勞動契約等議題，以

達成分析與解決實務困難之能力為目的。 

  另外，本學程將視學生學習情況而納入實作課程（Field 

Placements）；其內容係以我國律師應具備之基本職能為核心，洽請律

師公會、司法單位及專利代理人協會來協助設計課程，並透過外部實

習的設計或法律服務社（in-house Clinics）的規劃，讓學生能更自主性

的投入其專業職能之養成，並透過其過程，培養其處理或因應新興

（國內外）法律議題之能力。 

  總而言之，本學程所規劃之必修學分充分涵蓋了實務上展現法律

專業所必需之訓練，得以滿足在其他領域已學有專精、希望強化其法

學知識，以和其既有專長作結合之學員需求；學員在修畢 50 個必修學

分後，應具有足夠的能力處理在實務上可能面臨的法律議題，也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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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學員職涯發展的深度與廣度。 

  除了必修學分以外，本學程也開放學員得視自身需求而參與本校

科技法律研究所提供之優質選修課程。例如若學員另有興趣增進其法

學研究與寫作能力，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亦提供相關之選修課程，以

訓練學生法學寫作之資料搜尋、論述建構及引注技巧；關於專題演講

課程其目的在於創造本所師生與法學界各領域最具權威的學者或實務

界人士對話的機會，增加本所學生對於法律這門科學理解的深度與廣

度；此外，由於學生畢業後，係首次將法律專業帶入職場，因此課程

規劃上也安排得選修法律倫理學，以使學生能掌握當前重要的法學分

析工具，並能明確知曉從事法律工作所應遵循之職業倫理與道德。 

 

（二）課程規劃表 

課程名稱 必⁄選修 開課年級 學分數 小計 預定授課教師

憲法一 必修 

一上 

2 

12 

賈文宇 

行政法一 必修 3 陳仲嶙 

刑法總則 必修 3 陳重言 

民法總則 必修 4 陳宛妤 

憲法二 必修 

一下 

2 

14 

賈文宇 

行政法二 必修 3 陳仲嶙 

刑法分則 必修 3 陳重言 

民法債編一 必修 3 謝進益 

民法物權 必修 3 傅金圳 

民法債編二 必修 

二上 

3 

13 

謝進益 

民事訴訟法一 必修 3 林家祺 

刑事訴訟法一 必修 2 陳宏兆 

商事法一 必修 2 陳豐年 

國際公法 必修 3 林勤富 

親屬繼承 必修 二下 2 11 林盷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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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二 必修 3 林家祺 

刑事訴訟法二 必修 2 陳宏兆 

商事法二 必修 2 陳豐年 

國際私法 必修 2 黃居正 

專題製作 必修 0 指導老師 

 畢業最低學分數： 50 學分（必修：50 學分，選修：0 學分） 

 
 

  法律專業之專業證照係在於國家律師考試，而本學程所提供之必

修課程已滿足律師考試的需求。參考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目前招收之

碩士班甲組學生亦非具備法律背景，而該些碩士班甲組學生在律師考

試上亦有優秀表現，足證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既有的課程規劃和授課

模式即得讓本學程學生於 2 年時間修畢學分後，其所具備的法律知識

與能力應足以適應業界的法律專業需求。 

 

（三）規劃授課時段及修業年限 

  本學程規劃於夜間及假日開課，除了可因此配合修課學生平日的

日間時段可能有工作的安排，同時也考量到本學程的授課教師是以實

務界專家為主，如法官、檢察官、資深律師等，因此本學程在夜間及

假日開課亦較符合授課教師的時間規劃。另外，本學程也因此得與現

有碩士班學生以及大學部法律專業學程學生的上課時間錯開，避免教

室使用的調度產生困難。 

  本學程必修 50 個學分，如前表所示預期可分散於 4 個學期（2

年）修畢。惟學生得有 1 年的延長修業期間。 

 

（四）學位授予 

本學程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學士學

位，並加註「學士後法律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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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師資規劃 
 

項

次 教師姓名 專/兼
任 職級 聘任系所 專長 任教科目 備註 

1 陳仲嶙 專 教授 科法所 憲法、行政法 行政法  

2 黃居正 專 副教授 科法所 國際私法、國

際公法 國際私法  

3 林盷嫺 專 副教授 科法所 親屬繼承、性

別與法律 親屬繼承  

4 陳宛妤 專 助理教授 科法所 民事財產法、

法律史 

民法總

則、民法

債編 

或另行聘請

企業法務長

5 林勤富 專 助理教授 科法所 國際衛生法、

國際組織法 國際公法  

6 林家祺 兼 副教授 科法所 民事程序法 民事訴訟

法 
真理大學法

律學系專任

7 賈文宇 兼 助理教授 科法所 憲法與民主理

論 憲法  

8 陳豐年 兼 助理教授 科法所 商事法、刑事

法 商事法 檢察官 

9 陳重言 兼 助理教授

級專家 科法所 刑事法理論與

實務 

刑法總

則、刑法

分則 
執業律師 

10 謝進益 兼 助理教授

級專家 科法所 民事財產法、

兩岸仲裁 民法債編 執業律師 

11 傅金圳 兼 講師 科法所 物權編 民法物權 司法官 

12 陳宏兆 兼 講師 科法所 刑事法理論與

實務 
刑事訴訟

法 檢察官 

 
 

玖、收費規劃 
 

  本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之費用，為每學期收取學費及雜

費新台幣 28,000 元，不另收取學分費。學程延畢生亦收取全額學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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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若學生參與科技法律研究所另行安排之實習、實作課程，學生須

額外繳交費用。 

  本校科技管理學院大學部之學費及雜費收費標準為每學期新台幣

24,370 元，雖按《大學院校辦理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

業要點》第 7 條之規定，本學程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數額

係以比照大學部四年制規定辦理為原則，惟本學程為維持法律專業訓

練之高授課品質，特別規劃自新竹或新竹以北地區聘請法官、檢察

官、資深律師等之實務界菁英為兼任教師，並視情況邀請新竹地區科

技公司之高階法務主管講授特定法律實務主題，以在對實務問題的充

分討論與意見交流下，確保本學程能將法律理論與實務運作結合；基

於對該些師資本身專業及經驗的尊重，開設本學程的課程需要負擔較

高的人事費用，以及夜間開課本身的成本較高，因此酌量提高學雜費

約 15%，而非採前述作業要點所揭示之原則。 

 

拾、校內外相關資源投入 

 

  就人力資源方面，開設本學程所需之教師與處理相關業務之行政

人員，係由本校科技法律研究所提供。 

  硬體資源方面，本學程係使用科技管理學院所在之清華大學台積

館之現有空間及設備。本學程之開課時間為夜間及假日，此些為台積

館教室使用率較低的時段，因此不會增加台積館硬體資源在使用安排

上的困難，也不衝擊現有學生的權益。本學程得於夜間及假日使用空

閒之教室，例如 1、2 樓之普通教室，並由科技法律研究所依《國立清

華大學科技管理學院台積館場地借用與收費要點》之規定，向科技管

理學院支付使用費用。 

  經費方面，本學程係規劃由科技法律研究所自負盈虧。因此科技

法律研究所係使用本校分配後的學雜費餘額，支付包含學程必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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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費用（包含授課教師鐘點費、車馬費、勞保費、停車費、演講費

等），以及支付使用科技管理學院硬體設備的費用。若有不足則由科技

法律研究所自行籌款因應；若有餘額則歸屬科技法律研究所為充實所

務之用。 

  就校外資源方面，為了本學程的進展順利，需要仰賴實務界的人

力資源（如本申請計畫書第捌點所列舉之兼任師資陣容），此部分係由

科技法律研究所依其過往之合作經驗，邀請合適的實務界人才加入本

學程的授課師資規劃。 

 

拾壹、預期效益 

 

  本學程係規劃學生來自本校優秀理工背景校友或產業界科技專業

人才，並對其給予專業法律技能知識以培養其跨領域領導能力及拓展

視野，從而讓學生修畢學程後，得以因應社會和科技發展脈動的快速

變遷。 

  透過本學程，學生可以用兩年的時間取得第二專長與第二張大學

文憑，增強基本專業學識與就業競爭力，同時因此具備解決在科技發

展實務上所面臨之法律問題的能力；換言之，本學程能讓傳統之科技

人能夠更了解法律，藉此將科技與法律可能存在的衝突經過內化與調

和，走向新的發展道路。若更實際地來說，我國科技的發展將得避免

因法律知識不足而徒增紛爭，也可協助業界降低因而產生之訴訟；而

就學生本身而言，本學程得協助學生考取律師資格而增加就業競爭

力，並提升個人自我價值，增加就業機會。 

 

拾貳、其他有助於學程開設或順利開班之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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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係欠缺重點大學法學院之大新竹地區中，首先由頂尖大學

開設，而以法律作為第二專業發展的學士學位學程，更進一步而言，

這將是我國頂尖大學中，唯一開辦的一個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

程；在獲得國立清華大學法律專業學士學位的可預期職涯加分效果之

下，本學程的開設，自然基於市場的獨佔性及話題性而勢必引起科技

業的轟動，有可觀的吸引力。 

  再者，本學程在制度上，並不等同於傳統所認知的科技法律研究

所在職專班。本學程並不要求學生在修課之餘完成學術研究取向的碩

士論文，這當然對於那些對學術研究較不感興趣的科技專業人才而

言，是其法律進修的完美選擇。此外，本學程的收費也僅略高於國立

大學的大學部學雜費標準，而未採取在職專班以高額的學分費計價，

所以在學生財力負擔的面向上，也不會對有志拓展法律專業的青年才

俊形成難以跨越的階級門檻。 

  基於上述理由及本計畫書各點的優勢陳列，本校係相當樂觀看待

本學程的順利開設。 

 

拾參、計畫書填寫人資料 
 

姓    名：范建得 

電子郵件：lst@my.nthu.edu.tw 

單位/職稱：科技法律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聯絡電話：03-5742427 

 



 

20 

拾肆、附件 

【合作產企業或訓練單位基本資料表】 

本計畫合作產企業或訓練單位共計 12 家，基本資料如下表： 

編號 1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地址 新竹市食品路 331 號 

產業別 食品綜合研究機構 

主要產品與服務 

一、主要研究領域： 
 1.農產品保存 
 2.食品加工 
 3.食品工程 
 4.包裝 
 5.食品調配料 
 6.菌種保存、開發 
 7.基因體 
 8.動物細胞 
 9.食品資訊等 
二、訓練服務領域： 
 1.技術服務(委託分析、CAS、GMP 推動輔導、罐頭熱穿透

等) 
 2.專業人才培訓服務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N/A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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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筑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竹縣竹北市台元街 28 號 2 樓之 1 

產業別 通訊機械器材相關業 

主要產品與服務 

以客戶為導向，致力於無線通訊系統、RF 量測儀器設備、高頻

配件、電子元件/模組等系統軟、硬體的設計整合測試與技術解

決方案，包含所需的軟體、硬體、治具、儀控及其電腦界面週

邊設備，並提供相關的服務。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已舉辦科技產學交流工作坊 6 次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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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廣州恆衛律師事務所 

地址 中國廣州市越秀區寺貝通津路 38 號 

產業別 法律服務機構 

主要產品與服務 

1.相關法律諮詢與顧問 
2.家族企業繼任計畫的策劃與設計 
3.家族企業繼任過程中的法律服務 
4.家族企業的公司化改制 
5.相關行政審批工作的代辦 
6.公司股權架構的設計與調整 
7.家族企業公司治理的完善 
8.家族企業常年法律顧問服務等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2015/07-08，暑期合作計畫，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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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元亨法律事務所 

地址 台北市中正區羅斯福路二段 100 號 25 樓之一 

產業別 法律服務機構 

主要產品與服務 

公司投資 
智慧財產權 
爭端解決 
保險領域  
新創產業與產業創新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N/A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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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分所） 

地址 新竹市工業東二路 1 號 

產業別 法律服務機構 

主要產品與服務 

金融暨資本市場 
公司投資 
訴訟及爭端處理 
專利暨科技 
商標著作權 
大陸、日本案件 
跨 PG 爭端處理案件小組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每學期提供 2 個名額予科法所學生實習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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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中心 

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路四段 195 號 

產業別 科學及技術業 

主要產品與服務 

工研院的智權管理，包括策略、作業及權利維護 
協助院內各單位專利布局並提升專利品質 
協助院內各單位的智權加值與技術商業化 
智權推廣並提供專業的智權服務 
推動智權國際合作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每年開放科法所在校生暑期實習申請或學期實習申請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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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地址 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9 樓 

產業別 資訊服務業 

主要產品與服務 

1.智庫幕僚-協助政府規劃研擬具前瞻性的產業發展策略。 
2.產業推動-提供中小企業創業與創新服務。 
3.技術研發-協助業者提升技術層次，深化產業效益。 
4.人才培育-培育各類資通訊、科技化服務、數位內容、半導

體、產業分析、科技法律與智財管理等領域之專業人才。 
5.應用推廣-引進國際新 ICT 資訊科技整合技術與方法。 
6.國際合作-為協助我國軟產業國際化，有國際合作、拓展國際

業務、及縮減國際數位落差等三項重點工作。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開放申請寒假實習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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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令珩法律事務所 

地址 台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二段 91 號 4 樓之 2 (台北所) 
新竹市國光街 68 號 (新竹所) 

產業別 法律服務業 

主要產品與服務 

民事、刑事、商務及行政訴訟 契約撰擬及審閱 
婚姻事件訴訟及諮詢 
家庭暴力防治法 
保護令聲請 
智慧財產權法 
公司法、公司登記等相關法律 
商業權益危機處理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N/A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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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衍義律師事務所 

地址 台北市大同區承德路一段 70-1 號 5 樓 

產業別 法律服務業 

主要產品與服務 

租稅法律服務  
能源法律服務  
不動產開發整合相關法律服務  
都市更新法律服務  
公共工程法律服務  
勞資法律服務  
公平交易法律服務  
消費者保護法律服務  
個人資料保護法律服務  
中國大陸地區事務服務  
家事事件服務  
教育訓練服務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N/A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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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中天法律事務所 

地址 台北市中山區民生東路二段 149 號 7 樓 

產業別 法律服務業 

主要產品與服務 

1. 一般法律事務 
2. 國際貿易專業 
3. 涉外商務專業 
4. 企業經營與稅務金融專業 
5. 智慧財產權專業 
6. 工業科技專業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N/A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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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1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眾勤德久法律事務所 

地址 台北市中正區新生南路一段 50 號 5 樓 5 室 

產業別 法律服務業 

主要產品與服務 

1. 一般法律事務 
2. 國際貿易專業 
3. 涉外商務專業 
4. 企業經營與稅務金融專業 
5. 智慧財產權專業 
6. 工業科技專業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N/A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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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 

產企業名稱 
(或訓練單位) 國立清華大學研究發展處技術移轉中心 

地址  新竹市 300 光復路二段 101 號 

產業別 科學及技術業 

主要產品與服務 

研發成果管理 
研發成果專利申請與維護 
研發成果技術轉移 
研發成果商品化諮詢與推廣 
智慧財產權諮詢與推廣 
法律諮詢與教授學生創業輔導 
產學合作與智財權推廣 
智財權課程與教育訓練 

相關產學合作 
辦理經驗 開放科法所學生工讀實習 

有無合作意願書 □ 已簽訂「合作意願書」或「合作契約書」； 
■ 未簽訂； 

 
 



 1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105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 

會議紀錄 

 

壹、 時 間：105 年 10 月 13 日（四）12:10 

貳、 地 點：台積館 548 會議室 

參、 主 席：范建得教授兼所長               紀錄：顏淑瑩 

肆、 出席者：林昀嫺副教授、林勤富助理教授、高銘志副教授（請

假）、連孟琦助理教授、陳仲嶙教授、陳宛妤助理教授（請假）、

彭心儀教授、黃居正副教授（請假）、黃忠正副教授、劉漢威助

理教授、蔡昌憲副教授（依姓氏筆劃排列） 

 

伍、 報告事項： 

1. 本所 104 學年第 2 學期書卷獎：碩三甲賴羿慈、碩二甲林梓翔。 

2. 本所改制法律專業學院推動進度報告。 

3. 本所申設學士後法律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班核備。 

4. 106 學年招生試務工作提醒。 

5. 105 年科法所教師補助標準報告。 

 

陸、 討論議題： 

提案一：105 年度理律文教基金會獎助金審查，提請討論。 

決 議：碩二甲組劉冠佳同學獲理律文教基金會獎助金。 

 

提案二：2016 年海外交換生獎學金系所初審，提請討論。 

決 議：陳思妤同學語言成績未達標準，不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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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修讀雙聯學位生之學分抵免事宜，提請討論。 

決 議：考量雙聯學位生之修業年限問題及其所需之專業訓練，同意

其修習「法學研究與寫作二」1 學分以抵免「專題演講」1

學分。 

 

提案四：本所課程助教獎助金金額調整與否，提請討論。 

決 議：本所課程助教獎助金依支援外系與否以及修課人數級距調整

如下表，每學期均核發 4 個月，自 105 學年第 2 學期起實施。 

分類 80 人以下 81-100 人 101-150 人 151 人以上

本所一般課程 2,000 元/月 3,000 元/月 － － 

支援外系課程 4,000 元/月 5,000 元/月 6,000 元/月 8,000 元/月

 

 

柒、 臨時動議 

 

捌、 散    會 



 1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 

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 

 

壹、 時 間：106年 1月 24日（四）上午 10：00 

貳、 地 點：台積館 548會議室 

參、 主 席：范建得教授兼所長                  紀錄：林庭薇 

肆、 出席者：林昀嫺副教授、高銘志副教授、陳仲嶙教授、蔡昌憲

副教授（依姓氏筆劃排列） 

 

伍、 報告事項： 

1. 105學年第 2學期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通過事宜，請參考【附

件一：教育部核可公文】。 

 

陸、 討論議題： 

提案一：配合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通過事宜，擬籌備諮詢委員，

提請討論。 

說 明：諮詢委員會組成擬籌備 5人。 

決  議：5位諮詢委員為：林昀嫺副教授、范建得教授、高銘志副教

授、陳仲嶙教授、蔡昌憲副教授(依姓氏筆畫排列)。 

 

提案二：配合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通過事宜，擬推舉學位學程主

任 1名，提請討論。 

說 明：學程主任將擔任往後諮詢委員會議之召集人兼主席。 

決  議：經諮詢委員推舉，決定由林昀嫺副教授擔任第一任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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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時擔任諮詢委員會議主席。 

 

提案三：針對第二專長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完備相關表格與資

訊，提請討論。 

說 明：學程相關資料如附件，請參考【附件二：學士後法律學士學

位學程招生簡章制定說明】。 

決  議：學程相關資訊與日程擬定如表，考生資料審核將由諮詢委員

於線上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簡章公告 報名日期 審查資料送出 初試日期 

106.02 106.03.23-106.04.05 106.04.12 106.05.15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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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 

會議議程 

 

壹、時  間：106 年 3 月 9 日（四）中午 12：10 

 

貳、主  席：范建得教授兼所長                紀錄：林庭薇 

叁、出 席 者：彭心儀教授(請假)、黃居正副教授、林昀嫺副教授、

陳仲嶙教授、黃忠正副教授、蔡昌憲副教授、高銘志副教授、陳宛妤

助理教授、劉漢威助理教授、林勤富助理教授、連孟琦助理教授 

 

肆、 報告事項： 

1. 本所成立第二專長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事宜報告。 

2. 本所改制法律專業學院進度報告。 

3. 106 學年度科技法律研究所甲組（科技專業組）碩士班考試複試

日程提醒，請參考【附件一：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科法所

碩士班考試入學複試日程】、【附件二：複試通知單】。 

 

伍、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所 105 第 1 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請參考【附件三：10501

書卷獎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本所於 98 學年起設立「清大科法所書卷獎」獎學金制度，

每學期頒給甲組一、二年級學期成績第一名同學各 5,000 元

獎學金以茲鼓勵。惟以實得學分數達 10 學分以上之同學為

原則，若有同分情形需經討論決定獲獎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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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卷獎獲獎同學：碩一甲謝博任、碩二甲

黃以政、劉冠佳。依規定書卷獎學金為每人各 5,000 元整，

惟碩二甲組有同分情形，經審議，同分者每人將發放 3,000

元書卷獎學金。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    會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106學年度第 1次  

院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  間：106年 10月 25（星期三）中午 12：10~14:30 

地  點：台積館 530A會議室 

主持人：莊慧玲院長                  記錄：盧妙卿 

當然委員：彭心儀副院長、丘宏昌副院長、吳世英主任、林哲群主任、范建

得所長、王俊程所長、祁玉蘭主任、劉玉雯主任 

推選委員：李 宜委員、周瑞賢委員、余士迪委員、謝英哲委員、蔡昌憲委員、

林昀嫺委員、林福仁委員、許裴舫委員 

請假委員：胡美智所長、張焯然委員 

壹、 報告 

貳、 討論案 

一、 105 學年度增設「科技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深圳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案，依校內新增系所程序提請討論。(附件一：開班計劃書、相關會議

記錄、教育部審定文件) 

決議：在場委員(總計 16位)投票結果，全數通過，同意本案。 

 

二、 106學年度增設「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案，依校內新增系所程

序提請討論。(附件二：開班計劃書、相關會議記錄、教育部審定文件) 

決議： 

(一) 在場委員(總計 16位)投票結果，14票贊成、2票反對，同意本

案。 

(二) 附帶決議：本案配合校方政策成立，請校方適度提供班主任與行

政人力配置以協助班務運作。 

 

三、 科管院 2017-2022年中長程計畫書(如附件三)，提請討論。 



決議：原則通過本計畫書，並依討論意見適度修正計畫書內容(如附件，

第 56頁粗體字)。 

 

四、 科法所提案：科技法律研究所申請增設法律專業學院(院中院)事宜。 

說明：配合 2006年本所自評(詳附件四-1)、2007年教育部評鑑結果(詳

附件四-2)、科技管理學院於 2012中長程發展會議之結論(詳附

件四-3)以及本所擬稿之國立清華大學專業學院設置要點(附件

四-4)，本所擬參考台大醫學院牙醫專業學院(詳附件四-5)及台

大農學院獸醫專業學院(詳附件四-6)之院中院設計，於不改變

科法所於科管院之組織定位前提下，增設法律專業學院，敬請

討論。 

決議：有委員提出對院中院作法之疑慮，另有委員提議規劃直接成立法

律專業學院之可行性等建議；此外，因委員陸續離席，在場委員

人數未過半，建請科法所將前述委員之意見帶回所上再行討論。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4:30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1

聯絡人：施吟秋

電　話：02-7736-5859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060000877J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貴校申請辦理106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

程之核定結果一份，請查照。

說明：

一、復105年9月30日清綜教字第1059005049號函。

二、審查結論如下: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為通過。

三、每學程招生以60人為上限，有關學程名稱、課程、授課時

段、收費原則、修業年限及應修學分數等事項，請依「大

學校院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四、本部請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進行各校招生資訊連結(網

址:http://www.techadmi.edu.tw/search/4plus/)，請於

招生簡章完成後，將連結網址及簡章內容提供至該會(連絡

電話:02-27773827分機20傅先生)。

五、對於本學程如有相關疑問，請洽高教司廖英琦小姐(電話:

02-77365878)。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017-01-16
14: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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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106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通訊) 

會議記錄 

 

壹、 時 間：106年 10月 23日（一）開票時間：中午 12:10 

貳、 地 點：台積館 548會議室 

參、 主 席：范建得教授兼所長               紀錄：林庭薇 

肆、 出席者：林昀嫺副教授、林勤富助理教授、高銘志副教授、連

孟琦助理教授、陳仲嶙教授、陳宛妤助理教授、彭心儀教授、

黃居正教授、黃忠正副教授、劉漢威助理教授、蔡昌憲教授（依

姓氏筆劃排列） 

 

伍、 討論議題： 

提案一：106學年度增設「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案，依校內程

序提請核備，提請討論。 

說 明：請參考【附件一：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申請計劃書】、【附

件二：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紀錄】、【附件三：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紀錄】。 

決  議：本案以 9票同意，1票棄權，1票未回覆，獲得通過。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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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上 106.09.20 科管院在職專班(EMBA/MBA/MFB/MPM) 
會議記錄 (摘錄) 

時 間：106 年 09 月 20 日（三）12:30 
地 點：台積館 549 
主 席：丘宏昌                                                           紀錄：王玉梅 
出席人員：余士迪、李傳楷、林世昌、張焯然、王淑貞、吳嘉玲、李梓玹(金門連線)、彭美婷、程郁霖、

潘素瓊、羅宥婕 

壹、 報告事項(略) 

貳、 討論事項 

一、 105 學年度增設「科技管理學院高階經營管理深圳境外碩士在職專班」案，依校內程序提

請核備。(附件：學程設置計劃書、教育部審定文件) 

說明： 
1. 本學位學程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提出申請，並

獲教育部 104 年 6 月 17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074082 號函及 104 年 12 月 29 日臺教

高(四)字第 1040180984 號函審議通過在案，合先敘明。 
2. 本學程合作大學為北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兩岸清華同根同源，此專班將提供兩

岸清華優秀師資與管理課程，培育台、港兩地高階管理人才。 

決議：無異議通過 

參、 臨時動議 

肆、 散會(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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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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計畫書 

 

 

 

 

 

 

 

 招生學院、系/所：科技管理學院 

 聯絡人：丘宏昌教授 

 電  話：03-5742253 

 Email :hcchiu@mx.nthu.edu.tw 

  

單位主管： 

 教 務 長： 

 校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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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開設境外專班提報開班計畫自我檢核表 

符合 

請打 

要點 

項次 
要點內容 

說明 

頁數 

 3-1 本校財務及會計制度健全，且最近一年內無重大違規事件。  

 3-2 
為本校現有之學院及系/所所開設，且該學院、系所最近一

次評鑑結果為ㄧ等或通過。 
4 

 3-3 已簽署雙方學校之合作協議，並已檢附於計畫書之內。 6、29-36 

 4 

招生學制與規劃招生名額： 

□日間學士班(二技)      名。 

□日間學士班(四技)      名。 

□進修學制學士班(二技)      名，□係為在職專班。 

□進修學制學士班(四技)      名，□係為在職專班。 

□日間碩士班     名。 

進修學制碩士班 30 名，係為在職專班。 

8 

 5-1 
合作學校為經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大學或相當等級

之學校，並已於計畫書內詳加敘述。 
6-7 

 5-2 
合作學校能提供適切之教學場地或足夠教學之師資、圖

書、儀器及設備，並已於計畫書內詳以敘明。 
6-7 

 8 

業依規定規劃全部授課時數之 1/2以上由本校專、兼任教

師進行授課，由雙方兼任教師授課之時數，業依規定合計

不超過全部授課時數之 1/4。  

9-11、 

37-54 

 10-1 業依規定規劃每學分授課時數達 18小時。 12-14 

面授 10-2 
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已符合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 
 

 13 
業依大學法第 24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9條及要點第 14點

之相關規定，檢附招生規定。 

5-6、 

16-19 

本表請附於開班計畫書目錄之前，各項自我檢核事項務必開班計畫書內容一致，如有差異

致審查不予通過應由各校自行負責。 

 

 

單位主管： 

 

教 務 長：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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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自我檢核資料 

本校科技管理學院規劃赴深圳開設高階經營管理境外碩士在職專班，該班由本校現有之

學院及系所所開設。本校科技管理學院所屬各系所於 96年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95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及本校教學單位評鑑辦法，進行自我評鑑，除

當時成立未滿 3年之系所外，其他系所皆完成自我評鑑工作。96年 6月各系所完成實地訪評

後，繼而於 97年 4月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執行外部評鑑，評鑑結果皆為通過。 

依據本校「教學單位評鑑辦法」第八條：「各單位之評鑑以每隔三至五年一次為原則」，

原本已規劃依教育部期程於 103年 6月前辦理各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復依教育部 102年 2月

1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20021676 號函延後期程，將於 105 年 6 月前完成評鑑工作。本校

科技管理學院所屬各系所評鑑結果詳如下表。 

評鑑成績 

自我檢核 現況 

符合規定 

經濟學系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目前進行 AACSB 國際認證中。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目前進行 AACSB 國際認證

中。 

科技管理研究所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目前進行 AACSB國際認證中。 

科技法律研究所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後續將於 105年完成評鑑。 

國際專業管理碩士班 100 年評鑑結果為極力推薦，目前進行 AACSB

國際認證中。 

服務科學研究所：97學年度成立，目前進行 AACSB 國際認證中。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目前進行 AACSB

國際認證中。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96學年度成立，目前進行 AACSB國際認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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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計畫內容 

一、開班依據 

為辦理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招生事務，本校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訂定「國立清華大學辦理各項入

學招生規定」(詳附錄一)，分別就前揭招生規定之招生委員會組成方式、招生簡章應載內容、

報考資格、錄取原則、試務工作處理原則、授課地區等項目擇要說明如下： 

(一)招生委員會組成方式：本校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辦理各項

招生事務。校招生委員會由教務長、辦理各項學制招生各系（所、班、學位學程）主管

及其所屬學院（中心）主管組成，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招生委員會會議須有應出席委

員半數（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採多數決議。 

(二)招生簡章應載內容：招生方式、招生系所、修業年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報名手續、

考試項目、佔分比例（權重）、考試日期、錄取原則、流用原則、報到事項、招生紛爭處

理方式及其他相關考生權利義務事項，考試規則、複查成績辦法、招生考試項目(得採筆

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進行)等均明列於招生簡章中，並最遲應於受理

報名或申請前二十日公告。 

(三)報考資格：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及相關法規規定，持境外

學歷報考者須符合相關學歷採認法規規定。報考碩、博士班在職生除必須具備該學制資

格外，在職且工作年資滿二年以上（含）始得報考，各系（所、學位學程）得視需要增

訂在職生報考之限制條件，並明列於各招生簡章中。報考者是否需要相關科系畢業，以

及報考在職生者是否需要與各系（所、班、學位學程）碩、博士班性質相關之工作年資

或經歷，得由各系（所、班、學位學程）自行規定，並載明於簡章中。 

(四)錄取原則：最低錄取標準於放榜前由各系（所、班、學位學程）訂定並經招生委員會議

通過。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列為備取生。考生成績

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送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足額

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甄試招生之缺額得納入考試招生補足。 

(五)試務工作處理原則：辦理試務工作時，對於命題、印製試卷、製卷、閱卷、彌封、監試、

核計成績、放榜、報到及遞補等事宜，均將妥慎處理；與考生具利害關係者之迴避原則

另列於本校辦理招生試務作業要點中。參與人員對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所有應試評

分資料須妥予保存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

結束為止。 

(六)各系（所、班、學位學程）招生對於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於評分表件中註明理由。如

採口試、術科或實作方式，其過程應以錄音、錄影或詳細文字記錄。文字紀錄應於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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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前完成。 

(七)授課地區：各學制班別應於本校或經教育部核准之分部、校區上課。因特殊情形經專案

報部核准者(如境外專班)，不在此限。 

二、當地許可開班之法令規定 

本專班開設於中國大陸深圳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相關規定辦

理，詳如附錄二。 

三、與當地合作學校簽訂之合作協議 

    本校與北京清華大學已簽立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並經教育部 98年 11月 30日台陸字

第 0980192355號函同意，詳附錄三。另本校科技管理學院與北京清華大學於深圳設置之學院

欲於 2015年簽署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備忘錄，詳附錄四，目前備忘錄簽署事宜正在進行中。 

四、合作學校現況 

(一)校名(冠以地區全稱)：北京清華大學 

(二)立案情形： 

    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是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坐落於北京西北郊風景秀麗的

清華園，是中國高層次人才培養和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基地。  

(三)現有系所及學生人數： 

    目前北京清華大學設有 19 個學院，55 個系，已成為一所具有理學、工學、文學、藝術

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教育學和醫學等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型、開放

式大學。目前在校全日制大學生 15,600餘人，研究生 18,200餘人，博士生 11,200餘人。 

(四)師資情形： 

    北京清華大學現有教師 3300餘人，其中 45歲以下青年教師 1850餘人。現有教師中有諾

貝爾獎獲得者 1名，圖靈獎獲得者 1名，中國科學院院士 43名，中國工程院院士 33名，15

名教授榮獲國家級「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138 人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畫」特聘

教授，58人入選講座教授。 

(五)圖儀設備： 

    北京清華大學是一所多科性工業大學，重點為中國培養工程技術人才，被譽為「紅色工

程師的搖籃」，校內各項學術設施儀器俱足，其中圖書館藏書量豐富，目前現有館藏約 478

萬冊。 

此外，北京清華大學於深圳設立之學院有關經營管理領域專業圖書之藏書如下: 

1.中文圖書：116.5萬冊，外文圖書：11.5萬冊。 

2.中文期刊：3367種，外文期刊：38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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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電子期刊 5.8萬種，電子書：165.5萬冊。 

(六)空間規劃（含專班開設地點、場地規模與可使用資源）： 

    本校科技管理學院將於 2015年與北京清華大學於深圳設立之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簽署

事宜目前正在進行中，該學院未來將提供師生優良的教學環境，並提供下列空間設施供學生

上課及討論使用：教室 30 間、討論室 13 間、會議室 9 間、學生休憩室及交誼廳 3 間。 

 

 

 

 

 

 

 

 

 

 

 

 

 

五、本校招生學院、系/所現況 

本高階經營管理境外碩士在職專班由本校科技管理學院開設，科技管理學院專、兼任教

師數及現有班級、學生數如下: 

學院、系/所名稱 科技管理學院 

專任教師數 

教授 27 名 

副教授 25 名 

助理教授 12 名 
兼任教師數 

教授 5 名 

副教授 4 名 

助理教授 10 名 

講師 13 名 

現有班級與學生數 博士班 5 班 52 名 碩士班 12班 333 名 

在職專班 6班 172名  

學士班 16 班 88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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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規劃 

(一)招生學制：碩士在職專班 

(二)招生對象：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臺灣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具外國國籍者 

(三)招生起始年度與季別：2016年 2月(2016年春季班) 

(四)開學日期：2016年 2月 

(五)招生名額：30名（採外加方式） 

(六)報考資格： 

1. 教育部認可之本國或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者。 

2. 具 5年（含）以上工作年資者。 

3. 具備個人事業與公益活動傑出表現，專業領域成就卓越，有具體事蹟。【依此項資格

報考之考生須填寫考生資格審查申請書，並經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才得以同

等學力報考。】 

 (七)報考及考試日期： 

報名時間：2015年 10月起至 2016年 1月 15日止(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但本校

得視報名狀況彈性延長報名時間。 

七、甄試方式及錄取標準 

        本高階經營管理境外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評選委員會，依「資料審查」及「口試」2 種方

式評定成績，擇優錄取，而各項目佔總成績之比例及相關規定如下表。 

甄試項目 
錄取總成績

佔分比例 
說明 

初試 資料審查 50% 

1.審查指定繳交資料。 

2.初試審查中視必要性得進行面談。 

3.初試結果公告日期：2016 年 1月 

複試 口試 50% 

1. 初試成績特優者，免複試逕行錄取。其餘

初試通過者始得參加複試，並以口試為之。 

2. 複試日期：2016年 1 月，詳細時間於口試

前公告於本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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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班之授課師資 

(一﹚師資整體規劃(限實際授課教師數) 

職稱 
授課教師 

專任 兼任 

教授 16 4 

副教授 6 2 

助理教授 1 0 

合計 23 6 

本專班畢業學分門檻為 39學分（外加論文 4學分），其中必修 27學分（10門課），選修

12學分（6門課）。科技管理學院計約 83名專兼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在本專班授課之

老師以至多一門課為原則，故不論是對學院整體教師授課鐘點，或個別教師授課鐘點均

未額外造成太多負擔。此外，部分課程亦將邀請合作學校之師資進行演講或實務研討。 

﹙二﹚授課師資名冊(限實際授課教師與實際授課時數) 

1.本校專任教師 

姓名 專/兼任 職稱 學歷 任教科目 學分數 
授課

時數 

黃朝熙 專任 
教授 

科管院院長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

學經濟學博士 
必/高階主管經濟 1 18 

洪世章 專任 

教授 

科管院副院長 

EMBA/MBA/EDP執行長 

英國華威克大學商學

院策略管理博士 
必/策略 3 54 

金聯舫 專任 
教授 

科管院副院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核

子工程暨應用物理博

士 

必/行銷管理 1 18 

選/商務溝通 1 18 

丘宏昌 專任 
教授 

EMBA/MBA/EDP副執行長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

究所博士 
必/行銷管理 2 36 

嚴秀茹 專任 

教授 

服科所所長 

EMBA主任 

美國羅格斯大學心理

學博士 
必/團隊建立與管理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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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欽泰 專任 張忠謀講座教授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電

機博士 

必/科技與產業 2 36 

選/科技與服務產業

專題 
1 18 

林博文 專任 
教授 

科管所所長 

美國壬色列理工學院

科技管理博士暨理工

學院決策科學博士 

必/創新與創業 1 18 

張元杰 專任 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

技政策研究所科技政

策與管理博士 

必/創新與創業 1 18 

林福仁 專任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

校區企管系資管組博

士 

必/服務科學 3 54 

王俊程 專任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

迪遜校區資訊管理博

士 

選/企業個案分析方

法 
1 18 

范建得 專任 
教授 

科法所所長 

美國普捷桑大學法學

博士 
選/科技與法律 2 36 

劉瑞華 專任 
教授 

經濟系系主任 

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

學博士 
選/全球經濟 2 36 

余士迪 專任 
教授 

計財系系主任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

濟學博士 
選/論文研究方法 2 36 

林哲群 專任 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

分校財務管理博士 
必/財務管理 2 36 

林則孟 專任 教授 
美國理海大學工業工

程博士 

選/供應鏈策略與管

理 
2 36 

簡禎富 專任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

迪遜分校決策科學與

作業研究博士 

選/決策分析 2 36 

張焯然 專任 
副教授 

MBA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

融博士 

必/財務管理 1 18 

選/企業個案分析方

法 
2 36 

張寶塔 專任 副教授 
美國西北大學管理經

濟學博士 
必/高階主管經濟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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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嗣文 專任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經濟學博士 
選/管理經濟 2 36 

蔡昌憲 專任 副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

校區法學博士 

選/資本市場法制及

公司治理 
2 36 

劉玉雯 專任 副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人

力資源發展博士 

必/策略性人力資源

管理 
2 36 

吳泉源 專任 副教授 
美國賓州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 
選/科技與社會 2 36 

謝英哲 專任 助理教授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必/策略性人力資源

管理 
1 18 

2.本校兼任教師 

姓名 專/兼任 職稱 學歷 任教科目 學分數 
授課

時數 

陳信宏 兼任 教授 
英國新堡大學經濟學

博士 
必/創新與創業 1 18 

呂桔誠 兼任 教授 
美國西北大學管理碩

士 

選/財務金融策略管

理 
2 36 

苑廣寧 兼任 教授 
美國密蘇里州華盛頓

大學化學工程博士 
選/組織權力與領導 2 36 

羅達賢 兼任 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博

士 

必/科技與產業 1 18 

選/科技與服務產業

專題 
1 18 

周文德 兼任 副教授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 
選/談判與策略銷售 2 36 

薛明玲 兼任 副教授 

美 國 賓 州 州 立

Bloomsburg 大學企管

碩士 

必/高階主管會計 2 36 



 12 

九、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數 

(一)修業年限：碩士在職專班修業年限為二至五年。 

(二)畢業學分：39學分(必修 27學分、選修 12學分)，外加論文 4學分。 

(三)學位考試成績評定： 

    碩士論文考試成績以論文內容及口試（及其他方式之考試）成績綜合評定，以出席委員

無記名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評定以 1次為限，以 70分(或等級制 B-)為及格。但有二分之

一（含）以上委員評定為不及格者，即以不及格論。不及格者，若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

均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考，重考以 1次為限。碩士學位考試置考試委員 3人至 5人，

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但不得為主持人，主持人由出席委員互推舉之；指導教授以外之考試

委員人數應達二分之一（含）以上。考試委員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本專班學位論文研究主

題，鼓勵以實務問題解決為導向，並由指導教授協助學生將產學合作計畫之成果以符合學術

標準的論文格式呈現。 

(四)畢業、學位：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1. 在規定年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 

2. 通過本所規定之各項考試。 

3. 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畢業成績及格，包括修習各項科目之成績及學位考試成績。 

(五)碩士學位授予：合於前條規定之在職專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授予經營管理

碩士學位。 

十、課程規劃 

課程涵蓋科技管理學科的各個層面。強調整合性和決策導向，密切關聯實際操作面與國

際競爭環境。總體而言，課程分 3大模組，以培育出兼具科技、人文、管理、經濟思維與全

球視野之企業高階管理人才。 

(一)本課程重點：  

1. 科技創新與策略思考能力養成：科技與產業、創業與創新、財務管理、行銷管理、

研發管理、資訊管理、決策分析、策略管理、人力資源規劃。 

2. 人文科學與誠信管理氣質涵養：科技與法律、科技與社會、企業倫理。 

3. 國際觀與競爭能力育成：全球經濟、國際企業策略、全球供應鏈策略。  

4. 教學方式除採用課堂講授外，特別強調個案研討、名人論壇、企業考察、管理實戰、

情景模擬等多種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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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程規劃如下 

必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老師 

必修 團隊建立與管理 2 嚴秀茹 

必修 高階主管經濟 2 黃朝熙、張寶塔 

必修 高階主管會計 2 薛明玲 

必修 財務管理 3 林哲群、張焯然 

必修 科技與產業 3 史欽泰、羅達賢 

必修 策略 3 洪世章 

必修 行銷管理 3 金聯舫、丘宏昌 

必修 服務科學 3 林福仁 

必修 創新與創業 3 林博文、張元杰、陳信宏 

必修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3 劉玉雯、謝英哲 

選修 科技與社會 2 吳泉源 

選修 商務溝通 1 金聯舫 

選修 組織權力與領導/企業在中國 2 苑廣寧 

選修 供應鏈策略與管理/作業管理 2 林則孟 

選修 財務金融策略管理 2 呂桔誠 

選修 科技與法律 2 范建得 

選修 全球經濟 2 劉瑞華 

選修 企業個案分析方法 3 張焯然、王俊程 

選修 管理經濟 2 周嗣文 

選修 資本市場法制及公司治理 2 蔡昌憲 

選修 談判與策略銷售 2 周文德 

選修 科技與服務產業專題 2 史欽泰、羅達賢 

選修 論文研究方法 2 余士迪 

選修 決策分析 2 簡禎富 

選修 產業與社會 2 深圳研究生院-楊君游 

選修 組織行為 2 深圳研究生院-陳國權 

選修 企業社會責任 2 深圳研究生院-錢小軍 

6. 選修課規劃：本專班學生畢業學分門檻為 39學分（外加論文 4學分），其中核心必

修 27學分，選修 12學分。為充分運用本校科技管理學院內不同專長之師資，每學

期之選修課程安排含括經濟類、金融類、法律類、產業類、溝通談判類等不同領域，

期使選修類別多元化，以滿足各種面向之學生需求。 

(二)本專班授課地點：北京清華大學於深圳設置之學院 

本校與北京清華大學為促進兩校學術計畫之交流與合作，兩校已共同簽署教師與學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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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協議。本校科技管理學院與北京清華大學於深圳設置之學院亦將於 2015年簽署學術交

流與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簽署事宜正在進行中，依據此備忘錄本專班學生將可使用之

空間、圖儀如下： 

1. 圖儀： 

北京清華大學於深圳設立之學院有關經營管理領域專業圖書: 

 中文圖書：116.5萬冊，外文圖書：11.5萬冊。 

 中文期刊：3367種，外文期刊：384種。 

 其他：電子期刊 5.8萬種，電子書：165.5萬冊。 

2. 空間設備（含專班開設地點、場地規模與可使用資源）： 

    教室 30間、討論室 13 間、會議室 9 間、學生休憩室及交誼廳 3 間。 

(三)授課時間：週末上課，每月上課 4天 

(四)授課方式：▓面授 

     □遠距教學(應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辦理並詳與敘明)  

    □實習 

(五)授課語言：▓中文、□英文、□當地國語言 (     ) 

授課老師以中文授課為主，英文為輔，各課程均會適當地加入英文教材；於入學口試時

安排口試委員以英文進行問答，留意報考學生之英文能力。 

(六)課程表 

 暑期 第一年上學期 第一年下學期 第二年上學期 第二年下學期 

必

修 

團隊建立與管理（2） 

嚴秀茹 

財務管理（3） 

林哲群、張焯然 

策略（3） 

洪世章 

服務科學（3） 

林福仁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3） 

劉玉雯、謝英哲 

高階主管經濟（2） 

黃朝熙、張寶塔 

科技與產業（3） 

史欽泰、羅達賢 

行銷管理（3） 

金聯舫、丘宏昌 

創新與創業（3） 

林博文、張元杰、陳信宏 
 

高階主管會計（2） 

薛明玲 
    

選

修 

  科技與法律(2)/范建得 

 商務溝通(1)/金聯舫 

 企業在中國(2)/苑廣寧 

 全球經濟(2)/劉瑞華 

 論文研究方法(2)/余士

迪 

 決策分析(2)/簡禎富 

 產業與社會(2)/楊君游 

 企業個案分析方法(3)/

張焯然、王俊程 

 財務金融策略管理(2)/

呂桔誠 

 作業管理(2)/林則孟 

 科技與服務產業專題

(2)/史欽泰、羅達賢 

 談判與策略銷售(2)/周

文德 

 組織行為(2)/陳國權 

 科技與社會(2)/吳泉源 

 商務溝通(2)/金聯舫 

 組織權力與領導(2)/苑

廣寧 

 管理經濟(2)/周嗣文 

 資本市場法制與公司

治理(2)/蔡昌憲 

 企業社會責任(2)/錢

小軍 

 企業個案分析方法(3)/

張焯然、王俊程 

 財務金融策略管理(2)/

呂桔誠 

 供應鏈策略與管理(2)/

林則孟 

 科技與服務產業專題

(2)/史欽泰、羅達賢 

 談判與策略銷售(2)/周

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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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費標準  

    完成學業所需之學雜費，暫定酌收約 125萬元新臺幣。此部分不包含學生個人書籍、個

人交通、食宿等其他個人支出費用。 

十二、學業輔導措施 

    除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前往深圳授課之外，亦邀請合作學校教師及業界師資進行演講或實

務研討。此外，固定安排學生至國立清華大學上課，不僅促進兩岸學生的情感交流，亦提供

兩岸企業互動機會，增進學生對清華的認同感。 

    本專班部分課程將邀請實務界老師（如：薛明玲老師、苑廣寧老師、呂桔誠老師、周文

德老師）及合作學校師資（如：楊君游教授、陳國權教授、錢小軍教授）進行演講或實務研

討。此外，學生入學後第一門課及畢業前最後一門課將安排至國立清華大學上課。入學後第

一門課將配合舉行開學典禮，畢業前最後一門課將配合舉行畢業典禮。 

    本專班設置專班主任一名，行政助理一名，專責處理境外專班學務、課務等相關行政事

務。每班每學期定期召開班會，實施導師生制度，由專班主任擔任新生導師，主動了解學生

各階段學習情況，適時給予協助。自 2年級起學生亦須尋找論文指導教授，因此學生在課業

上如遭遇困難，皆可尋求導師或指導教授協助。如能確實依照課程規劃執行，2年即可順利

完成畢業規定之學分；如因故需延後畢業，在修業期限內，指導教授可協助學生至論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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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招生規定 

國立清華大學辦理各項入學招生規定 

100 年 11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101 年 4 月 10 日教育部臺高（一）字第 1010062269 號函核定 

102 年 9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102 年 12 月 20 日教育部臺高（四）字第 1020192013 號函核定 

103 年 9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30163261 號函核定 

 

一、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招生事

務，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訂定本規定。 

二、本校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辦理各項招生事務。 

本校招生委員會由教務長、辦理各項學制招生各系（所、班、學位學程）主 

管及其所屬學院（中心）主管組成，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招生委員會會議須有應出席委員半數（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採多數決 

議。 

三、各項入學招生方式： 

（一）學士班依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辦理;對於特殊選才等各式單獨招生試辦計畫，除依

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重要招生決定並需經本校招生委員會通過。 

（二）學士班轉學、碩士班、博士班等除辦理招生考試入學外，得視需要以推薦甄選之

公開方式辦理甄試招生，甄試申請條件由各系（所、班、學位學程）自訂並載明

於招生簡章中。 

（三）本校各系（所、班、學位學程）加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聯合招生時，其招生規定

另定之。 

（四）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外國學生入學之規定另定之。 

（五）僑生、港澳生、海外蒙藏生及大陸地區居民等，依各聯合招生委員會及其相關規

定辦理。 

四、招生簡章應載明招生方式、招生系所、修業年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報名手續、考

試項目、佔分比例（權重）、考試日期、錄取原則、流用原則、 

報到事項、招生紛爭處理方式及其他相關考生權利義務事項，並最遲應於受 

理報名或申請前二十日公告。 

五、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規定辦理，報

請教育部核定之。 

（一）碩士班、博士班之招生名額得包含一般生及在職生。如有招收在職生者，應將一

般生及在職生招生名額分別規定於招生簡章內。在職生之考試科目及錄取標準得

根據在職生之特性另外訂定，並將個人工作經驗及成就納入考量；若與一般生相

同時，其招生名額亦得與一般生名額合併訂定。 

同一系所內之一般生及在職生或各組（不含學籍分組）招生名額由各系所根據教

育部核定招生總額範圍內自行合理分配，其缺額流用原則明列於招生簡章內。 

（二）學士班轉學招生名額，以各學系學生招生、退學所產生之缺額為限，不含保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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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格、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各學系（班、學位學程）實際錄取名額得

以當年度考試舉行當日公告之各學系缺額為準，並於招生簡章中附註說明之。 

一年級及應屆畢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 

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碩士班甄試、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以不超過當學年度教育部規定

為原則。各學制班別除教育部核定分組外，得為教學、研究需要，另行區分組別（如：

甲、乙、丙等組），其考試科目及各組招生名額應明定於招生簡章內。 

六、報考資格： 

（一）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入學大學同等

學力認定標準及相關法規規定。 

報考碩士班在職生、博士班在職生，除必須具備該學制資格外，在職且工作年資

滿二年以上（含）始得報考，各系（所、學位學程）得視需要增訂在職生報考之

限制條件，並明列於各招生簡章中。 

報考者是否需要相關科系畢業，以及報考在職生者是否需要與各系（所、班、學

位學程）碩、博士班性質相關之工作年資或經歷，得由各系（所、班、學位學程）

自行規定，並載明於簡章中。 

（二）學士班轉學考： 

1、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肄業生，修業

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者。 

2、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3、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報考： 

（1）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專科肄業生。 

（2）持有專科同等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明書。 

4、 年滿二十二歲、持有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證書或已修業期滿者，修習下列不

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2）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3）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5、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大學辦理

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前，已修習前目所定課程

學分者，不受二十二歲年齡之限制。 

6、 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修得

七十二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7、 凡本校學生因操行成績不及格退學者，不得報考本校轉學考試。 

前項同等學力資格之認定，除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外，應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

規定辦理。 

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服役）規定者（如：師資培育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

警察等），得否報考及就讀，應由考生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該等考生如無法獲准就

讀，得否保留入學資格，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居民及未在臺領有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之外國學生，得否

以其身分報考轉學及碩士在職專班，應依各該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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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境外學歷報考者須符合相關學歷採認法規規定。 

七、各學制班別之招生考試項目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 

進行。 

筆試之科目、科數及各考試項目成績所佔比例由各系（所、班、學位學程） 

自訂，經招生委員會同意後明列於招生簡章中。 

八、學士班新生各項入學考試依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及各相關甄試（甄選）入學委 

員會之期程辦理。碩、博士班甄試訂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舉行；碩士在職專班、碩、博士

班入學考試訂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行，並於六月三十日前放榜；學士班轉學生甄試於寒

假辦理為原則，學士班轉學考訂於暑假辦理，如與他校辦理聯合招生，其相關之期程及

招生規定另訂之。 

詳細日期以該學年度招生簡章公布為準。 

九、（一）最低錄取標準於放榜前由各系（所、班、學位學程）訂定並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列為備取生。考生成績達

最低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送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足

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甄試招生之缺額得納入考試招生補足。 

（二）錄取名單應提經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式公告。 

（三）碩、博士班甄試招生錄取且報到者，可報考本校碩、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惟錄

取本校多系（所、班、學位學程）組之考生，非經系（所、班、學位學程）同意，

僅能擇一系（所、班、學位學程）組登記報到並註冊入學。 

（四）簡章中應規定各系（所、班、學位學程）錄取學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

分數相同及備取生總成績分數相同時，錄取或遞補正取生缺額之處理方式。 

（五）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以備取生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碩、博士班甄

試、學士班轉學生甄試之遞補期限不得逾第二學期校曆所定開始上課日；碩、博

士班考試入學、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轉學考遞補期限不得逾入學年度當學期校

曆所定開始上課日。 

十、 本校招生遇有特殊情形須增額錄取者，經由招生委員會議決議後，將會議紀錄連同有

關證明文件，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屬同分致須增額錄取者，應於註冊後報教育部備查。但辦理特殊人才遴選，如有

二人以上錄取生之各項成績經比序仍同分，須再提該系招生委員會議定錄取之先

後順序。 

（二） 屬行政疏失致須增額錄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理。 

十一、 本校招生委員會辦理試務工作時，對於命題、印製試卷、製卷、閱卷、彌封、監試、

核計成績、放榜、報到及遞補等事宜，均將妥慎處理。 

各系（所、班、學位學程）招生對於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於評分表件中註明理由。

如採口試、術科或實作方式，其過程應以錄音、錄影或詳細文字記錄。文字紀錄應於

招生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前完成。 

與考生具利害關係者之迴避原則另列於本校辦理招生試務作業要點中。參與人員對試

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所有應試評分資料須妥予保存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

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結束為止。 

十二、 各學制班別應於本校或經教育部核准之分部、校區上課。因特殊情形經專案報部核准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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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本校各項招生報名費之訂定及收支編列，均應經過招生委員會決議通過，依相關會計

作業規定辦理。 

十四、 本校各項招生之考試規則、複查成績辦法、報到相關規定等，均明列於各招生簡章中。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應於放榜後一星期內向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招生委

員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

政救濟程序。 

十五、 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 本規定經本校招生委員會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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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 372 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已經 2003年 2月 19日國務院第 68次常務會議

通過，現予公佈，自 2003 年 9月 1日起施行。 

                     總 理  朱鎔基   二○○三年三月一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規範中外合作辦學活動,加強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促進教育事業的發

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教育機構(以下簡稱中外合作辦學者)在中國境內合作舉

辦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教育機構(以下簡稱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活動，適用本條

例。 

  第三條 中外合作辦學屬於公益性事業，是中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 

    國家對中外合作辦學實行擴大開放、規範辦學、依法管理、促進發展的方針。 

  國家鼓勵引進外國優質教育資源的中外合作辦學。 

  國家鼓勵在高等教育、職業教育領域開展中外合作辦學，鼓勵中國高等教育機構與外

國知名的高等教育機構合作辦學。 

  第四條 中外合作辦學者、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合法權益，受中國法律保護。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依法享受國家規定的優惠政策，依法自主開展教育教學活動。 

  第五條 中外合作辦學必須遵守中國法律，貫徹中國的教育方針，符合中國的公共道

德，不得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 

   中外合作辦學應當符合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保證教育教學品質，致力於培養中

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各類人才。 

  第六條 中外合作辦學者可以合作舉辦各級各類教育機構。但是，不得舉辦實施義務

教育和實施軍事、員警、政治等特殊性質教育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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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外國宗教組織、宗教機構、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職人員不得在中國境內從事合

作辦學活動。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不得進行宗教教育和開展宗教活動。 

  第八條 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負責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工作的統籌規劃、綜合協調和宏

觀管理。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和其他有關行政部門在國務院規定的職責範

圍內負責有關的中外合作辦學工作。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中外合作辦學工作的統

籌規劃、綜合協調和宏觀管理。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

門和其他有關行政部門在其職責範圍內負責本行政區域內有關的中外合作辦學工作。 

第二章 設  立 

  第九條 申請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教育機構應當具有法人資格。 

  第十條 中外合作辦學者可以用資金、實物、土地使用權、智慧財產權以及其他財產

作為辦學投入。 

  中外合作辦學者的智慧財產權投入不得超過各自投入的 1/3。但是，接受國務院教育

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邀請前來中國合作辦學的外國

教育機構的智慧財產權投入可以超過其投入的 1/3。 

  第十一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職業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和有關行政法規規定的基本條件，

並具有法人資格。但是，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實施學歷教育的高等學校設立的實施高等教

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可以不具有法人資格。 

  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參照國家舉辦的同級同類教育機構的設置標準執行。 

  第十二條 申請設立實施本科以上高等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由國務院教育

行政部門審批；申請設立實施高等專科教育和非學歷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由擬

設立機構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審批。 

  申請設立實施中等學歷教育和自學考試助學、文化補習、學前教育等的中外合作辦學

機構，由擬設立機構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審批。 

  申請設立實施職業技能培訓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由擬設立機構所在地的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審批。 

  第十三條 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分為籌備設立和正式設立兩個步驟。但是，具備

辦學條件，達到設置標準的，可以直接申請正式設立。 

  第十四條 申請籌備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提交下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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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辦報告，內容應當主要包括：中外合作辦學者、擬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名

稱、培養目標、辦學規模、辦學層次、辦學形式、辦學條件、內部管理體制、經費籌措與

管理使用等； 

  (二)合作協定，內容應當包括：合作期限、爭議解決辦法等； 

  (三)資產來源、資金數額及有效證明文件，並載明產權； 

  (四)屬捐贈性質的校產須提交捐贈協議，載明捐贈人的姓名、所捐資產的數額、用途

和管理辦法及相關有效證明文件； 

  (五)不低於中外合作辦學者資金投入 15%的啟動資金到位證明。 

  第十五條 申請籌備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審批機關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45 個

工作日內作出是否批准的決定。批准的，發給籌備設立批准書；不批准的，應當書面說明

理由。 

  第十六條 經批准籌備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應當自批准之日起 3 年內提出正式

設立申請；超過 3年的，中外合作辦學者應當重新申報。 

  籌備設立期內，不得招生。 

  第十七條 完成籌備設立申請正式設立的，應當提交下列檔： 

  (一)正式設立申請書； 

  (二)籌備設立批准書； 

  (三)籌備設立情況報告； 

  (四)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章程，首屆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組成人員名

單； 

  (五)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資產的有效證明檔； 

  (六)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教師、財會人員的資格證明文件。 

  直接申請正式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應當提交前款第(一)項、第(四)項、第(五)

項、第(六)項和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所列文件。 

  第十八條 申請正式設立實施非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審批機關應當自受

理申請之日起 3 個月內作出是否批准的決定；申請正式設立實施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

機構的，審批機關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6 個月內作出是否批准的決定。批准的，頒發統

一格式、統一編號的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不批准的，應當書面說明理由。 

  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制定式樣，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和勞動

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分別組織印製；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統一編

號，具體辦法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會同勞動行政部門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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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申請正式設立實施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審批機關受理申請

後，應當組織專家委員會評議，由專家委員會提出諮詢意見。 

  第二十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取得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後，應當依照有關的法律、行

政法規進行登記，登記機關應當依照有關規定即時予以辦理。  

第三章 組織與管理 

  第二十一條 具有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設立理事會或者董事會，不具有

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設立聯合管理委員會。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

員會的中方組成人員不得少於 1/2。 

  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由 5人以上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董事長、

副董事長或者主任、副主任各 1人。中外合作辦學者一方擔任理事長、董事長或者主任的，

由另一方擔任副理事長、副董事長或者副主任。 

  具有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法定代表人，由中外合作辦學者協商，在理事長、

董事長或者校長中確定。 

  第二十二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由中外合作辦

學者的代表、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教職工代表等組成，其中 1/3 以上組成人員應當

具有 5年以上教育、教學經驗。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應當報審批機

關備案。 

  第二十三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改選或者補選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組成人員； 

  (二)聘任、解聘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 

  (三)修改章程，制定規章制度； 

  (四)制定發展規劃，批准年度工作計畫； 

  (五)籌集辦學經費，審核預算、決算； 

  (六)決定教職工的編制定額和工資標準； 

  (七)決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分立、合併、終止； 

  (八)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 

  第二十四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會議。經 1/3 以上組成人員提議，可以召開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臨時

會議。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討論下列重大事項，應當經

2/3以上組成人員同意方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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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聘任、解聘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 

  (二)修改章程； 

  (三)制定發展規劃； 

  (四)決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分立、合併、終止； 

  (五)章程規定的其他重大事項。 

  第二十五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應當具有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籍，在中國境內定居，熱愛祖國，品行良好，具有教育、教學經驗，並具備相應的專

業水準。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聘任的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應當經審批機關核准。 

  第二十六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行使下列職權： 

  (一)執行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的決定； 

  (二)實施發展規劃，擬訂年度工作計畫、財務預算和規章制度； 

  (三)聘任和解聘工作人員，實施獎懲； 

  (四)組織教育教學、科學研究活動，保證教育教學品質； 

  (五)負責日常管理工作； 

  (六)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 

  第二十七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依法對教師、學生進行管理。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聘任的外籍教師和外籍管理人員，應當具備學士以上學位和相應的

職業證書，並具有 2年以上教育、教學經驗。 

  外方合作辦學者應當從本教育機構中選派一定數量的教師到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任教。 

  第二十八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依法維護教師、學生的合法權益，保障教職工的

工資、福利待遇，並為教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教職工依法建立工會等組織，並通過教職工代表大會等形式，參

與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民主管理。 

  第二十九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外籍人員應當遵守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的有關規定。 

第四章 教育教學 

  第三十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按照中國對同級同類教育機構的要求開設關於憲

法、法律、公民道德、國情等內容的課程。 

  國家鼓勵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引進國內急需、在國際上具有先進性的課程和教材。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將所開設的課程和引進的教材報審批機關備案。 

  第三十一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根據需要，可以使用外國語言文字教學，但應當以普

通話和規範漢字為基本教學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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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 實施高等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招收學生，納入國家高等學校招

生計畫。實施其他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招收學生，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規定執行。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招收境外學生，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第三十三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招生簡章和廣告應當報審批機關備案。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將辦學類型和層次、專業設置、課程內容和招生規模等有關情

況，定期向社會公佈。 

  第三十四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實施學歷教育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

者其他學業證書；實施非學歷教育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頒發培訓證書或者結業證書。對

於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學生，經政府批准的職業技能鑒定機構鑒定合格的，可以按照國家

有關規定頒發相應的國家職業資格證書。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實施高等學歷教育的，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頒發中國相應的學位

證書。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頒發的外國教育機構的學歷、學位證書，應當與該教育機構在其所

屬國頒發的學歷、學位證書相同，並在該國獲得承認。 

  中國對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頒發的外國教育機構的學歷、學位證書的承認，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加入的國際條約辦理，或者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及

勞動行政部門等其他有關行政部門應當加強對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日常監督，組織或者委

託社會仲介組織對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辦學水準和教育品質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向社

會公佈。 

第五章 資產與財務 

  第三十六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依法建立健全財務、會計制度和資產管理制度，

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設置會計帳簿。 

  第三十七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存續期間，所有資產由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依法享有法

人財產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佔。 

  第三十八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收費專案和標準，依照國家有關政府定價的規定確

定並公佈；未經批准，不得增加項目或者提高標準。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以人民幣計收學費和其他費用，不得以外匯計收學費和其他費

用。 

  第三十九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收取的費用應當主要用於教育教學活動和改善辦學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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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外匯收支活動以及開設和使用外匯帳戶，應當遵守國

家外匯管理規定。 

  第四十一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製作財務會計報告，委託

社會審計機構依法進行審計，向社會公佈審計結果，並報審批機關備案。 

第六章 變更與終止 

  第四十二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分立、合併，在進行財務清算後，由該機構理事會、

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報審批機關批准。 

  申請分立、合併實施非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審批機關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

起 3 個月內以書面形式答覆；申請分立、合併實施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審批

機關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6個月內以書面形式答覆。 

  第四十三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合作辦學者的變更，應當由合作辦學者提出，在進行

財務清算後，經該機構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同意，報審批機關核准，並辦

理相應的變更手續。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住所、法定代表人、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的變更，應當經審批

機關核准，並辦理相應的變更手續。 

  第四十四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名稱、層次、類別的變更，由該機構理事會、董事會

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報審批機關批准。 

  申請變更為實施非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審批機關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3

個月內以書面形式答覆；申請變更為實施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審批機關應當

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6個月內以書面形式答覆。 

  第四十五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終止： 

  (一)根據章程規定要求終止，並經審批機關批准的； 

  (二)被吊銷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的； 

  (三)因資不抵債無法繼續辦學，並經審批機關批准的。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終止，應當妥善安置在校學生；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提出終止申請時，

應當同時提交妥善安置在校學生的方案。 

  第四十六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終止時，應當依法進行財務清算。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自己要求終止的，由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組織清算；被審批機關依法

撤銷的，由審批機關組織清算；因資不抵債無法繼續辦學而被終止的，依法請求人民法院

組織清算。 

  第四十七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清算時，應當按照下列順序清償： 

  (一)應當退還學生的學費和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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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當支付給教職工的工資和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用； 

  (三)應當償還的其他債務。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清償上述債務後的剩餘財產，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理。 

  第四十八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經批准終止或者被吊銷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的，應當

將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和印章交回審批機關，依法辦理註銷登記。 

第七章 法律責任 

  第四十九條 中外合作辦學審批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財物

或者獲取其他利益，濫用職權、怠忽職守，對不符合本條例規定條件者頒發中外合作辦學

許可證，或者發現違法行為不予以查處，造成嚴重後果，觸犯刑律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

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關於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怠忽職守罪或者其他罪的

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五十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超越職權審批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其批准檔無效，

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關於濫用職權罪或者其他罪的

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五十一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未經批准擅自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者以不正

當手段騙取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的，由教育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予以取

締或者會同公安機關予以取締，責令退還向學生收取的費用，並處以 10 萬元以下的罰款；

觸犯刑律的，依照刑法關於詐騙罪或者其他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五十二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在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籌備設立期間招收學生的，由

教育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停止招生，責令退還向學生收取的費用，

並處以 1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拒不停止招生的，由審批機關撤銷籌備設立批准書。 

  第五十三條 中外合作辦學者虛假出資或者在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成立後抽逃出資的，

由教育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教育行政

部門、勞動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處以虛假出資金額或者抽逃出資金額 2倍以下的罰款。 

  第五十四條 偽造、變造和買賣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的，依照刑法關於偽造、變造、

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或者其他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五十五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未經批准增加收費專案或者提高收費標準的，由教育

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退還多收的費用，並由價格主管部門依照有關

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予以處罰。 

  第五十六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管理混亂、教育教學品質低下，造成惡劣影響的，由

教育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限期整頓並予以公告；情節嚴重、逾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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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或者經整頓仍達不到要求的，由教育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停止

招生、吊銷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 

  第五十七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發佈虛假招生簡章，騙取錢財的，由教育行政部門、

勞動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限期改正並予以警告；有違法所得的，退還所收費用後

沒收違法所得，並可處以 1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止招生、吊銷中外合作

辦學許可證；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關於詐騙罪或者其他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發佈虛假招生廣告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有關規定

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五十八條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被處以吊銷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行政處罰的，其理事

長或者董事長、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自中外合作辦學許可證被吊銷之日起 10年內不得

擔任任何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理事長或者董事長、校長或者主要行政負責人。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觸犯刑律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自刑罰執行期滿之日起 10年內

不得從事中外合作辦學活動。 

第八章 附  則 

  第五十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的教育機構與內地教育機

構合作辦學的，參照本條例的規定執行。 

  第六十條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註冊的經營性的中外合作舉辦的培訓機構的管理

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第六十一條 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教育機構在中國境內合作舉辦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

生對象的實施學歷教育和自學考試助學、文化補習、學前教育等的合作辦學專案的具體審

批和管理辦法，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制定。 

  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教育機構在中國境內合作舉辦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實施

職業技能培訓的合作辦學專案的具體審批和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勞動行政部門制定。 

  第六十二條 外國教育機構、其他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中國境內單獨設立以中國公民

為主要招生對象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第六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前依法設立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補辦本條例規定的中

外合作辦學許可證。其中，不完全具備本條例所規定條件的，應當在本條例施行之日起 2

年內達到本條例規定的條件；逾期未達到本條例規定條件的，由審批機關予以撤銷。 

第六十四條 本條例自 2003年 9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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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本校與北京清華大學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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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校科技管理學院與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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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本校專任師資近五年學術著作 

黃朝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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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ag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World: A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Approach,”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40, 343-375. 

6. 吳易樺、黃朝熙 (2014) “時間序列模型對我國產業成長預測之優劣比較,” 應用經濟論

叢, forthcoming. 

7. Huang, Chao-Hsi and Yang, Chih-Yuan (2015) “European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 Empirical Study on ElevenEurozone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35, 100-109. 

8. Huang, Yu-Lieh and Huang, Chao-Hsi (2015) “Uncertain Effects of Shocks vs. Uncertain Unit 

Root: An Alternative View of U.S. Real GDP,”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9. 黃朝熙、黃裕烈、黃淑君、謝依珊、楊茜文 (2015) “資產價格與信用循環對金融穩定之影

響效果分析,” 中央銀行季刊, forthcoming. 

專書及專書論文 

1. 毛慶生，朱敬一，林全，許松根，陳思寬，陳添枝，黃朝熙 (2010)經濟學 (六版)，華泰書

局。 

2. 毛慶生，朱敬一，林全，許松根，陳思寬，陳添枝，黃朝熙 (2010)基礎經濟學 (五版)，華

泰書局。 

3. 毛慶生，朱敬一，林全，許松根，陳思寬，陳添枝，黃朝熙 (2010)經濟學概要 (三版)，華

泰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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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世章教授 

期刊論文 

1. 洪世章（2009）「台灣的管理學術研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組織與管理，2（2）：

3-15。[管理一學門推薦期刊] 

2. 洪世章、周婉婷（2010）「服務業整合式創新：台灣企業之比較個案研究」，科技管理學

刊，15（1）：51-80。[管理一學門推薦期刊] 

3. 黃振豊、洪世章（2011）「管理控制制度之跨國比較個案分析：以台灣資訊業為例」，台

大管理論叢，21（2）：287-314。（TSSCI） 

4. Hung, S.-C. and Y.-C. Hsu (2011) “Managing TFT-LCDs under Uncertainty: When Crystal 

Cycles Meet Business Cycles”,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78(7): 1104-1114. 

(SSCI) 

5. 許瓊文、洪世章 ( 2011 )「科技計畫績效評估指標的剖析」，科技管理學刊，16（3）：29-51。

[管理一學門推薦期刊] 

6. Hung, S.-C. and M.-F. Tu (2011) “Technological Change as Chaotic Process”, R&D 

Management, 41(4): 378-392. (SSCI) 

7. Hung, S.-C. and R. Whittington (2011). “Agency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aiwanese IT”, Research Policy, 40(4): 

526-538. (SSCI) 

8. 涂敏芬、洪世章（2012）「『有』中生『有』：工研院如何運用 B.B.C.策略改造科專制度」，

管理學報，29（3）：229-254。（TSSCI） 

9. 洪世章、許瓊文、何泰宇（2013）「建構創新系統績效衡量指標」，科技管理學刊 ，18

（3）：57-92。[管理一學門推薦期刊] 

10. Lee, C.-K. and Hung, S.-C. (2013)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China’s Shan-zhai Mobile Phone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Accepted). 

專書及專書論文 

1. 洪世章、涂敏芬（2011），「供需交會：尖端 LED 醫療照明群聚聯盟」，收錄於：中小

企業創新升級的 15 把金鑰：34-50 頁。台北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 洪世章、李傳楷（2011），「科技發展：從賽先生到東方的矽谷」，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

心編，中華民國發展史：419-442 頁，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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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宏昌教授 

期刊論文 

1. Chiu, H. C., A. Pant, Y. C. Hsieh, M. Lee, Y. T. Hsiao, and J. Roan (2013), “Snowball to 

Avalanche: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Predictors of the Intention to Propagate Online 

Marketing Messages,”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Accepted, SSCI) 

2. Hsieh, J. K., H. C. Chiu, C. P. Wei, R. H. J. Yen, and Y. C. Cheng (2013),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ervice Innovations,”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Accepted, SSCI) 

3. 嚴秀茹、魏志平、王玟凱、丘宏昌（2013），「夥伴合作還是顧客共創？－探討台灣企業

之新服務協同發展」，產業與管理論壇，第 15 卷第 1 期，頁 4-22（TSSCI） 

4. Chiu, H. C., Y. C. Hsieh, and Y. C. Kuo (2012), “How to Align Your Brand Stories with Your 

Products,” Journal of Retailing, 88(2), 262 - 275 (SSCI) 

5. Yen, R. H. J., W. K. Wang, C. P. Wei, H. Y. Hsu, and H. C. Chiu (2012), “Service Innovation 

Readiness: Dimension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53(4), 

813-824 (SCI) 

6. Hsieh, J. K., Y. C. Hsieh, H. C. Chiu, and Y. C. Feng (2012), “Post-adoption switching behavior 

for online service substitutes: A perspective of the push–pull–mooring framewor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 (5), 1912-1920 (SSCI) 

7. Hsieh, Y. C., J. Roan, A. Pant, J. K. Hsieh, W. Y. Chen, M. Lee, H. C. Chiu (2012), “All for 

One But does One Strategy Work for All? Building Consumer Loyalty in Multi-Channel 

Distribution,” Managing Service Quality, 22(3), 310 - 335 (SSCI) 

8. Chiu, H. C., Y. C. Hsieh, H. J. Yeh, C. L. Kuo, M. Lee, and D. J. Yu (2011),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appiness and Service Businesses: 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5), 841-860 (SSCI) 

9. Chiu, H. C., Y. C. Hsieh, J. Roan, K. J. Tseng, and J. K. Hsieh (2010), “The Challenge for 

Multichannel Services: Cross-Channel Free-Riding Behavior”,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10(2), 268-277 (SSCI) 

10. Chiu, H. C., Y. C. Hsieh, S. H. Chang, and W. R. Lee (2009),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Anticounterfeiting Strategies on Customer Values and Loyalty”, Ethics & Behavior, 19(5), 

403-413. (SSCI) 

11. Chen, Y. L. and H. C. Chiu (2009), “The Effects of Relational Bonds on Online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9(11), 1581-1595. (SSCI)  

專書及專書論文 

1. 丘宏昌，「策略行銷規劃」，策略管理精論之第 10 章，于卓民、李吉仁主編，前程，台

北，民 102。 

2. 丘宏昌、謝依靜，服務行銷與管理（第二版），雙葉書廊，台北，民 100。 

3. 金聯舫、丘宏昌，「台灣半導體業縱覽與台積電的經營/台積電的發展與服務的關係」，服

務科學入門 10 講之第 2 講，智勝，台北，民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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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秀茹教授 

期刊論文 

1. Cheng, Y.H., Yen, H.R.,* Chuang, S.C., and Chang, C.J. (in press). Product option fram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promotion versus prevention focu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available online;SSCI; 2011 Impact Factor: 1.081; 5-Year Impact Factor: 1.749) 

2. Li, E.Y., Liao, C.H., and Yen, H.R.* (2013). Co-authorship networks and research impac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Research Policy, 42, 1515-1530. (SSCI; 2011 Impact Factor: 2.850; 

5-Year Impact Factor: 4.387; 國科會管理一學門推薦第一級期刊) 

3. 王玟凱,嚴秀茹*,魏志平, 丘宏昌 (2013), 夥伴合作還是顧客共創? – 探討台灣企業之新服

務協同發展, 產業管理論壇 , 15(1), 4-22. (TSSCI) 

4. Hsieh, JK, Chiu, H.C., Wei, C.P., Yen, H.R., Cheng, Y. (2013).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ervice innovation”,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25(5), 371-384 

(SSCI; 2011 Impact Factor=0.615/ 5-Year Impact Factor =N/A) 

5. Chang, Y.C., and Yen, H.R. (2012),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cluster on managing 

technology-service fusion innovation, Technovation, 32, 415-418. (SSCI; 2011 Impact 

Factor=3.287/5-Year Impact Factor: 2.76; IF Rank 3/77 in Operation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6. Yen, H.R.*, Wang, W., Wei, C.P., Hsu, H.Y., and Chiu, H.C. (2012). Service Innovation 

Readiness: Dimension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53(4), 813-824. 

(SCI; 2011 Impact Factor=1.687/ 5-Year IF=2.331 IF Rank 12/77 in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7. Hsaio, C.C. Yen, H.R., and Li, E.Y. (2012), “Exploring Consumer Value of Multi-Channel 

Shopping: A Perspective of Means-End Theory,” Internet Research, Vol. 22 (3), 318-339 

(SSCI; 2011 Impact Factor=1.115/5-Year Impact Factor=1.090) 

8. Liao, C.H., and Yen, H.R. (2012), “Quantifying the Degree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aborative Measures,”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Vol. 6, 27-33 (SSCI, 

5-Year Impact Factor: 3.586; IF Rank 3/77; IF Top 3.9 %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ibrary 

Science) 

9. Liao, C.H., Yen, H.R., and Li, E.Y. (2011), “The effect of channel quality inconsistency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Internet Research, Vol.21 

(4), 458-478 (SSCI; 2011 Impact Factor=1.115; 5 Year Impact Factor=1.090) 

10. Yen, H.R.*, Hsu, S.Y., and Huang, C.Y. (2011), “Good Soldiers on the Web: Understanding the 

drivers of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community of consump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Vol. 15 (4), 89-12 (SSCI; 2011 Impact Factor=1.550; 5 Year Impact 

Factor: 2.426; 國科會公佈電子商務領域排名第一期刊) 

11. Hsu, S.Y., Yeh, Y.T., and Yen, H.R. (2011), “Exploring user participative behavior and its 

antecedents in virtual community of consump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

管理學報), Vol. 18 (4), 43-69 (TSSCI) 

12. Chen, J.S., Yen, H.R., Li, E.Y., and Ching, R.K.H. (2009), "Measuring CRM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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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process-Oriented Model,"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Vol. 20 (3), 283-299 (SSCI; 2011 Impact Factor: 0.387; 

5-Year Impact Factor: 0.822) 

13. Li, E.Y., Cheng, C.Y.J., Yen, H.R., and Lin, H.F.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 and Programming Performance under Pair-Programm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管理學報), Vol. 16(3), 

143-169. (TSSCI) 

專書及專書論文 

1. 嚴秀茹 (民 98)。轉型為顧客導向、創造服務價值 (藍色巨人 IBM 如何打造全方位的服務組

織之個案解讀)，服務科學入門 10 講。智勝出版社。 

2. 嚴秀茹 (民 98)。前言，服務科學入門 10 講。智勝出版社。 

史欽泰教授 

期刊論文 

1. Willy Shih, Chen-Fu Chien, Chintay Shih, and Jack Chang (2009), The TSMC Way: Meeting 

Customer Needs at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610-003 

2. 張元杰,史欽泰,簡文強,柯盈兆(2009), 國家型研發計畫評估：企業研發總部觀點, 科技管理

學刊, 14 (1), 1-28 

3. 張元杰,史欽泰,簡文強,蘇千豪(2009), 國家型研發計畫評估與政策管理：以研發國際化的觀

點, 管理與系統, 第 16 卷,第 1 期, 25-51 

4. Chang, Y.-C., Chintay Shih, Chiang, W.-C. & Shu, C.-H. (2010), Evaluating impacts of MNC 

R&D centre programme o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aiwan, Research Evaluation, 19 (1), 

67-93. 

5. 簡禎富,史欽泰,陳亭蓁(2010), 晶圓的專業健檢--欣銓晶圓測試服務,管理評論, 29(2),1-18 

林博文教授 

期刊論文 

1. Lee, Yikuan, Bou-Wen Lin, Roger Calantone, and Yim-Yu Wong, (2010)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 Launc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accepted) (SSCI) 

2. Lin, Bou-Wen (2010) “Knowledge diversity as a moderator: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R&D 

investment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 accepted) 

(SSCI) 

3. Lin, Edwin; Lin, Tom M.Y. and Lin, Bou-Wen, (2010) “New high-tech venturing as process of 

resource accumulation”, Management Decision, 48(8), 1230-46.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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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n, Bou-Wen and Wu, J-H (2010) “How Does Knowledge Depth Moderate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ing Strategies?” Technovation, 30(11/12), 582-589. 

(SSCI) 

張元杰教授 

 期刊論文 

1. Chang, YC, Miles, I. and Hung, S.-C. (2014),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Managing Technology-Service Convergence, Technovation, 34 (9), 499-504. [SSCI, IF 

(2012)= 3.177, Rank 23/174 (Top 13%) in Management]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2. 張元杰 ,陳明惠 ,蔡林彤飛 ,黃書韋 (2014),市場導向型企業創業：以 F 紡織公

司進入土木建築市場為例 ,  產業與管理論壇,第 16 卷第 1 期,頁 44-68 [TSSCI]  [國

科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 .  

3. 張元杰 ,周雅燕 ,高建 ,蔡林彤飛 ,范舜文 (2013),創業型大學的發展 :對大學評

鑑的省思 ,第 43 期 ,評鑑雙月刊 ,37-42 .  

4. 張元杰,蔡林彤飛,白植維(2013),傳統產業與破壞式創新-以無線遙控模型產業為例, 產業

與管理論壇,15(1), 44-64 [TSSCI]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 .  

5. 張元杰 ,李亭林 ,簡文強 &秦子閔 (2013) ,  區位優勢 ,吸收能力與創新績效 :研

發子公司觀點 ,台大管理論叢，第 23 卷第 2 期，頁 199-232.[TSSCI]  [國科

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 .  

6. 張元杰 ,蔡林彤飛 &邱文宏 (2012),  大學專利評價與加值策略 ,  管理與系統 ,

第 19 卷第 4 期 ,頁 625-648.[TSSCI]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 .  

7. 邱文宏 ,紀慧如 ,朱立聖 ,張元杰 ,張益彰 (2012),  探討醫院產業服務創新價值

創造與演進 :醫學倫理與顧客價值整合點 ,管理學報 ,  第 29 卷 ,第五期 ,頁

489-512.  [TSSCI]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 (2013 管理學報最佳論文獎 )  

8. Chang,  YC, Linton,  J .  and Chen ,  MN (2012),  Service Regim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novat ion pat terns  in  service f i rms,  Technological  Forecast ing 

and Social  Change ,  79 (9) ,  1569-1582 (Leading art icle)  [SSCI,  2012 IF= 

2.106,  Rank 7/55 (Top 13%)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  

9. Chang,  YC, Chen,  MH, Chang,  HT,  Chi ,  HR, Deng,  L.  (2012),  How do 

establ ished f i rms improve radical  innovat ion performance?  The 

organizat ional  capabi l i t ies  view, Technovat ion ,32(7) ,  441-45.[SSCI,  

2011IF= 3.287,  Rank 1/44 in  Engineering,  Industr ial ;  Rank 3/77 in  

Operat 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期

刊 ] (Leading art icle)  

10. Chang,  YC & Yen,  HJ  (2012),  Edi torial :  Int roduct ion to  special  issue on 

managing technology-service fusion innovat ion,  Technovat ion,  32(7) ,  

415-418 [SSCI,  2011IF= 3.287,  Rank 1/44 in  Engineer ing,  Industr ial ;  Rank 

3/77 in  Operat 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

期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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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hang, YC, Chen, MH, Lin, YB and Gao, YS (2012), Measur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The Case of Taiwan Science Parks, Special Issue: Explo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3(2), 

90-108. (Leading article). 

12. Chang,  YC& Chen,  M. -N.  (2011),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 ic Sector  

Research:  A Prel iminary Post -STBL Assessment  in  Taiwan,  Technological  

Forecast ing & Social  Change,  78,  498-513[SSCI,  IF (2011)=  1.709,  Top 

17%, Rank 9/54 i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  

13. 張元杰 ,邱文宏 ,蔡林彤飛  (2010),台灣科技管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書目計

量觀點 ,科技管理學刊 ,  第 15 卷第四期 (科技管理在台灣的發展紀念專

刊 ) ,  頁 1-28(Leading art icle) .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  

14. 張元杰與陳旻男(2010),新創事業成長策略：商機-資源-組織的共演, 科技管理學刊, 第一十

五期,第二卷 , 頁 83-116. [國科會管理一推薦期刊 ]  

15. Yang, P. and Chang, Y.-C. (2010), Academic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commitment, Scientometrics, 83 (2), 403-421 (corresponding author) [SSCI, IF (2010) = 1.905, 

Top 18% Journal, Rank 14/76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ibrary Science]. 

16. Chang,  Y. -C. ,  Shih,  C. -T. ,  Chiang,  W.-C.  (2010),  Evaluat ing the impacts  of  

MNE R&D center  programme on nat ional  innovat ion system in 

Taiwan,  Research Evaluation ,  19(1) ,  67-93.[SSCI,  IF (2010)= 0.939]  

17. 張元杰 ,張火燦 ,紀慧如 ,邱文宏 ,鄭祥壬  (2010),  公司特性與智慧資本揭

露 :  以台灣興櫃企業為例 ,  組織與管理 ,第三卷一期 ,頁 1-39 (Leading 

art icle)[國科會人文處管理一推薦期刊 ] .  

18. Chang, Y.-C. (2009), Systems of innovation, spatial knowledge links &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owards a national-global complementarity view, Regional Studies, 43 (9), 

1199-1224. [SSCI, IF (2007) = 1.797, Top 10%, Rank 5/52 in Environmental Studies]. 

19. Chang, Y.-C., Yang, P. Y. and Chen, M.-H. (2009), The determinants of academic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Towards an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Research Policy, 38, 

936-946. [SSCI, IF = 2.261, Top 5 %, Rank 2/44 i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國科會人文

處管理一推薦第一級期刊] 

20. Chang, Y.-C., Chen, Y-C. and Kuo, T.-K. (2009), Strategic technology sourcing in corporate 

ventures: a study of Taiwanese pharmaceutical fi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 Research, 15 (5), 497-517. 

21. 張元杰,史欽泰,簡文強,柯盈兆(2009), 國家型研發計畫評估：企業研發總部觀點, 科技管理

學刊, 14 (1), 1-28 (Leading article) [國科會人文處管理一推薦期刊] 

22. Chang, Y.-C., Lin, B.-W., Hung, S.-C. & Liu, M.-C. (2009),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networks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evidences from the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Vol. 9, Nos. 1-2, 84-103. 

http://www.tm.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2#bio_personal_writing
http://www.tm.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2#bio_personal_writing
http://www.tm.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2#bio_personal_writing
http://www.tm.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2#bio_personal_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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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張元杰 ,史欽泰 ,簡文強 ,蘇千豪 (2009),國家型研發計畫評估與政策管理 :以

研發國際化的觀點 ,管理與系統 ,第 16 卷 ,第 1 期 ,  頁  25-51 [TSSCI] . [國科會

人文處管理一推薦期刊 ]  

專書及專書論文 

1. Chang, Y.-C., Yu, P.-J. and Chi, H.-R. (2010), Chapter 10: Prioritizing Corporate R&D 

capabilities: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perspective, In P. Saez et al. (Eds.)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nowledge-Based Theory and Practice, IGI Global: Hershey, PA, 

pp. 209-232. 

2. Chang, Y.-C. and Kan, C. (2010), Chapter 3: Measuring S&T in Panama: Towards a na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framework, In P. Saez et al. (Eds.)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nowledge-Based Theory and Practice, IGI Global: Hershey, PA, pp. 55-75. 

林福仁教授 

期刊論文 

1. Fu-ren Lin, Rung-Wei Po, Min-chen Lin, Wen-ya Lin, and Benjamin Chang, An exploration of 

capitation payments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using a multi-agent simulation, Pacific Asia Journal 

of AIS, 6(2):1-20, June 2014. 

2. Fu-ren Lin and Peishan Hsien, Analyz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a newly developed service: an 

A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Technovation, 34(2): 113-125, 2014. 

3. Ke Xing, David Ness, Fu-ren Lin, A service innovation model for synergistic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systems theory and product-service system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43, March 2013, pp. 93-102. 

4. Fu-ren Lin, Hui-yi Huang, Why people share knowledge in virtual communities? ─ the use 

of Yahoo! Kimo Knowledge+ as an example, Internet Research, 23(2), pp.133 – 159. 

5. Fu-ren Lin and Pei-shan Hsieh, A SAT view on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Service Science, 3(2): 

2011. 

6. Fu-ren Lin, Rung-Wei Po, Claudia Valeria Cruz Orellan, Mining purchasing decision rules from 

service encounter data of retail chain stores”,Information Systems and e-Business Management, 

Accepted (October 4, 2010). 

7. Fu-ren Lin, Sheng-cheng Lin and Ching-ming Tsai, 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es and Factors of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The Business Review, 

Cambridge, Vol.14, No.1, pp.157-165, 2009 

8. Fu-ren Lin, Lu-shih Hsieh, Fu-tai Chuang, Discovering genres of on-line discussion threads via 

text mining, Computer and Education, 52(2): 481-495, 2009 (SSCI) 

9. Fu-ren Lin, Jen-Hung Yu, Visualized cognitive knowledge map integration for P2P 

network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46(4): 774-785, 2009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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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程教授 

期刊論文 

1. Wang, Jyun-Cheng, and Ming-Jiin Chiang (2009),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in Online Auction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Forthcoming. (SCI, Impact Factor: 1.119) 

2. 王俊程 (2009), “輔助專利價值評估之創新管理決策支援系統”，資管學報，Forthcoming. 

(TSSCI) 

3. Wang, Jyun-Cheng, G. Klein, J. Jiang, and P. Cheney (2009),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Networks: Creating and Sharing Diverse Knowledge,” Pacific Asi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1 (1), pp. 55-80. 

4. 王俊程，江明錦 (2009). "促進拍賣社群成員持續互動之整合模式:結合滿意度與社會構面因

素"，電子商務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119-142 頁. (TSSCI) 

范建得教授 

期刊論文 

1. Chien Te Fan、Wu Chun-yan，2014，〈INFORMED CONSENT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GENETIC RESOURCES: EVOLUTIONARY CHANGE IN CHINESE 

LEGISLATION〉, 《 Türkiye Klinikleri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Volume 34  Issue 

2. (已接獲刊登） 

2. 范建得、方肇頤，2013.12，〈建構符合國際規範的 NAMAs 政策—以 MRV 為基礎的減緩

行動〉，《法學的實踐與創新》（陳猷龍教授六秩華誕祝壽論文集下冊），頁 29-64。 

3. 范建得、侯門，2013.12，〈論基因檢測技術之倫理與法律意涵-以安潔莉娜裘莉因應乳癌

風險之經驗為例〉，《月旦法學雜誌》，223 期，頁 79-90。（法學論述/邀稿） 

4. John R Williams, Dominique Sprumont, Marie Hirtle, et al.，2013.08，〈Consensus standards for 

introductory e-learning courses in human participants research ethics〉, Williams JR, et al. J 

Med Ethics 2013;0:1–3. （共同作者）(SCI) 

5. FAN Chien Te、FANG Chao Yi，2013.05，〈NAMAs as a Practical Mechanism in the 

Post-Kyoto, Anti-GHG Development –Taiwan’s Perspective〉,《YONSEI LAW JOURNAL》, 

P43-62, VOL. 4 NO. 1（有匿名外審制度） 

6. 范建得、林宛萱，2013.04，〈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與「人體研究法」之適用關係

初探〉，《月旦法學》，第 215 期，頁 5-16 

7. 范建得、陳丁章，2012.12，〈從傳統知識保護趨勢談我國傳統中草藥保護〉，《全國律

師》，第 16 卷第 12 期，第 6-15 頁。 

8. 吳瑞南、張建國、范建得，2012.12，〈因應除核之能源政策調和與能源管理研究〉，《臺

灣科技法律與政策論叢》，第 9 卷第 2 期，頁 1-37 

9. 范建得、吳瑞南、吳依佩、蕭宇君，2012.06，〈我國風力發電補貼政策模式評介〉，《中

原財經法學》，第 28 期，第 183-230 頁。 （TSSCI） （有匿名外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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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范建得、田永彬，2012.04，〈我國對釣魚台列嶼領土主權論據之評析〉，《東海大學法

學研究》，第 36 期，第 1-16 頁。（TSSCI）（有匿名外審制度） 

11. Chien-Te FAN，2012.04，〈A Reconciliation consideration of the energy Policy adapting to 

Abolish Nuclear Power in Taiwan〉,《Asian Journal of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aw,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25-46, Volume 1, Number 1（Korea） 

12. 范建得、洪子洵，2011.12，〈生物科技發展之法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99

期，頁 41-61 

13. Chien-Te FAN, Wan-Shiuan Lin, 2011.06，The Legalization of Ethical Governance in Taiwan 

Biobank Development，Asian Bioethics Review ，Volume 3, Issue 2 （as the finalist of ABR 

prize, waiting for the result and under publication） （A UNESCO sponsored Journal） 

14. 范建得、林瑞珠、邱永和、林少尹、徐若珣，2011.06，〈專利預測與產業經濟分析在前

沿科技發展上的搭配應用-以燃料電池政策與兩岸合作為例〉，《台灣科技法律與政策論

叢》，Vol 8, No 1，頁 107-168 

15. 范建得、羅雅之，2010.12，〈台灣政府鼓勵民間參與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作為〉，《台

灣科技法律與政策論叢》，Vol 7, No 2，頁 175-202 

16. 范建得，2010.10，〈天平上的生物資料庫--社會福祉與風險之衡平 〉，《法律與生命科

學》，Vol 4, No 4，頁 7-10 

17. 楊屯山、范建得，2010.06，〈國企治理與利益輸送--臺灣經驗（SOE Governance and Asset 

Tunnelling – Experience in Taiwan）〉，《臺灣財務金融學刊》，Vol 19, No 2，頁 111-153

（TSSCI） 

18. 范建得，2010.06，〈自美國與西班牙的風能科技發展獎補助措施看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之實施〉，《台灣科技法律與政策論叢》，第六卷第一期。（有匿名外審制度） 

19. 范建得、林宛萱，2010.05，〈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之架構及適用問題〉，《科技法

律透析》，頁 26-31。 

20. 范建得、廖嘉成，2010.05，〈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評釋〉，《月旦法學雜誌》，頁

207-219。 

21. 范建得、簡彗貞、石信智、吳奕霖，2010.04，〈論碳交易的概念及其應有之法律規制〉，

《永續產業發展》，第 49 期，頁 18-35。 

22. 范建得，2010.02，〈科學與法學的對話---以胚胎幹細胞的研究規範為例〉，《月旦法學

雜誌》，177 期，頁 262-286。 

23. 范建得、鄭緯綸，2010.01，〈論資訊軟體產業市場力量之管制—以微軟案為主軸〉，《公

平交易季刊》，18 卷第 1 期。（TSSCI）  

24. 范建得、鄭緯綸，2010.01，〈自 Web2.0 的應用論資訊時代的反壟斷分析〉，《法令月刊》，

61 卷 1 期，頁 88-104。 

25. 周志鴻、胡均立、范建得、石信智，2010.01，〈影響台電公司火力電廠燃煤汽力機組熱

效率因素之研究：以台中電廠為例〉，《台電工程月刊》，737 期，頁 1-11（有匿名外審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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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士迪教授 

期刊論文 

1. Lin, C. Y., J. Y. Lee, and S. T. Yu, 2010, The Competi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 Application of CMS Model, Taiwanese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15:2, 29-57。(in Chinese) TSSCI 

2. Chen, H. C., K. L. Chang, and S. T. Yu, 2012, Application of Tobit-GARCH Model for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4, 274-282. SSCI 

3. Kuo, C. S., J. R. Chang, and S. T. Yu, 2013, Effect of Mandatory Pro Forma Earnings 

Disclosur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EO Share Bonuses and Firm Performance,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Vol. 40 (2), 189-215.  

4. Kuo, C. S. and S. T. Yu, 2013, Market Valuation of Disclosed and Recognized Employee Stock 

Option Expenses- Evidence from Taiwan,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25:1, 

115-158. TSSCI 

5. Kuo, C. S. and S. T. Yu, 2013,The non-uniform pricing effect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s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6, 400-415. SSCI 

6. Chang, K. L. and S. T. Yu, 2013, Does crude oil pri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stock 

return behavior? Energy Economics, 39, 159-168. SSCI 

7. Han, C. H., C. H. Chang, C. S. Kuo, S. T. Yu, 2013, Robust Hedging Performance and Volatility 

Risk in Option Markets: Application to Standard and Poor's 500 and Taiwan index op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SCI (Forthcoming) 

林則孟教授 

期刊論文 

1. Cheng-Hung Wu, James T. Lin, and Hua-Hsuan Wu, 2010 “Robust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 TFT-LCD Industry under Demand and Price Uncertainties”, 

Accepted b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 Tzu-Li Chen, James T. Lin and Shu-Cherng Fang, 2010 “A Shadow-Price Based Heuristic for 

Capacity Planning of TFT-LCD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Vol.6, No.1, pp.209-239 

3. Cheng-Hung Wu, James T. Lin and Wen-Chi Chien, 2010 “Dynamic Production Control in a 

Serial Line with Process Queue Time Constrai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Vol.48, Issue 13, pp.3823-3843 

4. James T. Lin, I-Hsuan Hong,, Cheng-Hung Wu, Kai-Sheng Wang, 2010 “A Model for Batch 

Available-to-Promise in Order Fulfillment Processes for TFT-LCD Production Chains”, 

Accepted by Computer and IE 

5. Sonia M. Lo, Yin-Yann Chen and James T. Lin, 2009 “One Stop Service: The Case of Senao 

International Co., Lt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Business Management, Vol.7, No.4, 

pp.225-239 

http://mx.nthu.edu.tw/~chhan/HE_2013.pdf
http://mx.nthu.edu.tw/~chhan/HE_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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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ames T. Lin, Tzu-Li Chen, Yen-Ting Lin, 2009“Critical material planning for TFT-LCD 

production industry”, Int. J.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122, No.2, pp.639-655 

7. Yin-Yann Chen, and James T. Lin, 2009 “A modifi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production 

planning problems in the TFT Array process”,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Vol.36, 

pp.12264-12271 

簡禎富教授 

期刊論文 

1. Lee, C.-Y. and Chien, Chen-Fu (forthcoming), " Stochastic programming for vendor portfolio 

selection and order allocation under delivery uncertainty," OR Spectrum.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41) (DOI: 10.1007/s00291-013-0342-7) 

2. Hao, X.-C., Wu, J.-Z., Chien, Chen-Fu, and Gen, M. (forthcoming), "The cooperative 

estimation of distribution algorithm: a novel approach for semiconductor final test scheduling 

problems,"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278) (DOI: 

10.1007/s10845-013-0746-x) 

3. Chien, Chen-Fu, Chang, K.-H., and Wang, W.-C. (forthcom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design-of-experiment data mining for yield-loss diagnosis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278) (DOI: 

10.1007/s10845-013-0791-5) 

4. Yu, H.-C., Lin, K.-Y., and Chien, Chen-Fu (forthcoming), "Hierarchical indices to detect 

equipment condition changes with high dimensional data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278) (DOI: 

10.1007/s10845-013-0785-3)  

5. Liao, C.-S., Hsieh, T.-J., Huang, Y.-S., and Chien, Chen-Fu (forthcoming), "Similarity 

Searching for Defective Wafer Bin Maps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674) (DOI: 

10.1109/TASE.2013.2277603) 

6. Chien, Chen-Fu, Chen, Y.-J., Hsu, C.-Y., and Wang, H.-K. (forthcoming), “Overlay Error 

Compensation using Advanced Process Control with Dynamically Adjusted 

Proportional-Integral R2R Controller,”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674) (DOI: 10.1109/TASE.2013.2280618) 

7. Chen, C.-P., Chien, Chen-Fu, and Lin, C.-T. (forthcoming), “Cluster Policie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A Retrospective Review after 30 Years,” 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 Practice. (NSC99-3011-P007-001; 98e-012) (SSCI) (2012 Impact 

Factor: 0.529) (DOI: 10.5172/impp.2013.2094) 

8. Chien, Chen-Fu, Zheng, J.-N., and Lin, Y.-J. (forthcoming), "Determining the 

operator-machine assignment for machineinterference problem and an empirical study in 

semiconductor test facility,"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278) (DOI: 10.1007/s10845-013-0777-3) 

9. Li, X., Chien, Chen-Fu, Yang L., and Gao, Z. (forthcoming), “The train fueling cost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00291-013-0342-7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00291-013-0342-7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46-x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46-x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46-x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91-5#page-1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91-5#page-1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85-3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85-3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articleDetails.jsp?tp=&arnumber=6587837&queryText%3DSimilarity+Searching+for+Defective+Wafer+Bin+Maps+in+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articleDetails.jsp?tp=&arnumber=6587837&queryText%3DSimilarity+Searching+for+Defective+Wafer+Bin+Maps+in+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
http://www.sciencedirect.com.nthulib-oc.nthu.edu.tw/science/article/pii/S0377221706003328
http://www.sciencedirect.com.nthulib-oc.nthu.edu.tw/science/article/pii/S0377221706003328
http://www.sciencedirect.com.nthulib-oc.nthu.edu.tw/science/article/pii/S0377221706003328
http://www.innovation-enterprise.com/archives/vol/15/issue/4/article/5187/cluster-policies-and-industry-development-in-the
http://www.innovation-enterprise.com/archives/vol/15/issue/4/article/5187/cluster-policies-and-industry-development-in-the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77-3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77-3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845-013-0777-3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2-915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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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zation problem with fuzzy fuel prices,” Flexible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Journal. 

(SCI) (2012 Impact Factor: 0.857) (DOI 10.1007/s10696-012-9159-y)  

10. Xie, Y., Chien, Chen-Fu; and Tang, R.-Z., (2013), “A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cycle time of 

business processes with many-to-many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sources and activities based 

on individual worklists, ” Computers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Vol. 65, No. 2, pp. 194-206.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156) 

11. Chien, Chen-Fu, Wu, J.-Z., and Wu, C.-C. (2013), “A two-stage stochastic programming 

approach for new tape-out allocation decisions for demand fulfillment planning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Flexibl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Journal, Vol. 25, No. 3, 

pp. 286-309. (SCI) (NSC 97-2221-E-007-111-MY3; NSC 100-2410-H-031-011-MY2; 

NSC99RA13) (2012 Impact Factor: 0.857)  

12. Chien, Chen-Fu and Kuo, R.-T. (2013), “Beyond make-or-buy: cross-company short-term 

capacity backup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ecosystem,” Flexibl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Journal, Vol. 25, No. 3, pp. 310-342. (NSC 97-2221-E-007-111-MY3) (SCI) (2012 Impact 

Factor: 0.857)  

13. Chien, Chen-Fu, and Kuo, R.-T. (2013), “Service-embedded Manufacturing and TSMC Way 

for Wafer Foundry Service,” Industrial Engineering, Vol. 16, No. 2, pp. 1-10. (in Chinese) 

14. Chien, Chen-Fu, Zhao, L., and Chu, P.-C., (2013),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to Hospital Management in Taiwa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Vol. 16, No. 1, pp. 

1-8. (in Chinese) 

15. Chien, Chen-Fu, Chen, C.-P., and Lin, K.-Y. (2013), “An Investigation of Planning a Research 

Park in Hsinchu Science Park Area," (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及週邊規劃研究園區之研究)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Systems, Vol. 20, No. 2, pp. 227-255. (NSC 99-3011-P007-001、

98e-012) (TSSCI)  

16. Chien, Chen-Fu, Hsu, C.-Y., and Chen, P.-L. (2013), “Semiconductor Fault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for Yield Enhancement and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Flexibl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Journal, Vol. 25, No. 3, pp. 367-388. (SCI) (2012 Impact Factor: 0.857) 

17. Chien, Chen-Fu, Hsu C.-Y., and Chang, K.-H. (2013), “Overall wafer effectiveness (OWE): a 

novel industry standard for semiconductor ecosystem as a whole,” Computers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Vol. 65, No. 1, pp. 117-127. (NSC 99-2221-E-007 -047 -MY3)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156)  

18. Chien, Chen-Fu, Peng, J.-T., and Hsu, C.-Y. (2013), “Research on Framework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for Enhancing Sustainable Growth for NSC Science Park”, 

(產學合作模式之研究 -以科學工業園區固本精進產學合作計畫為例 )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Systems, Vol. 20, No. 1, pp. 27-54. (NSC 97-2221-E-007-111-MY3) (TSSCI) 

(管理與系統) 

19. Liu, C.-W. and Chien, Chen-Fu (2013), “An intelligent system for wafer bin map defect 

diagnosis: An empirical study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 26, No. 5-6, pp. 1479-1486. (NSC 100-2628-E-007-017 -MY3)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625)  

20. Chien, Chen-Fu, Hsu, S.-C., and Chen, Y.-J. (2013), “A System for online detection and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2-9159-y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83521300066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83521300066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835213000661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1-9109-0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1-9109-0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1-9109-0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1-9113-4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1-9113-4
http://iej.gdut.edu.cn/jwk_gygc/CN/abstract/abstract8695.shtml
http://iej.gdut.edu.cn/jwk_gygc/CN/abstract/abstract8695.shtml
http://iej.gdut.edu.cn/EN/abstract/abstract8669.shtml
http://iej.gdut.edu.cn/EN/abstract/abstract8669.shtml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articleView.aspx?jnlcattype=1&jnlptype=2&jnltype=13&jnliid=3204&issueiid=146091&atliid=2659727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articleView.aspx?jnlcattype=1&jnlptype=2&jnltype=13&jnliid=3204&issueiid=146091&atliid=2659727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2-9161-4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696-012-9161-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835211003470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835211003470
http://www.airiti.com/teps/ec_en/ecjnlarticleView.aspx?jnlcattype=1&jnlptype=2&jnltype=1295&jnliid=3204&issueiid=142395&atliid=2644283
http://www.airiti.com/teps/ec_en/ecjnlarticleView.aspx?jnlcattype=1&jnlptype=2&jnltype=1295&jnliid=3204&issueiid=142395&atliid=2644283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219761200304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2197612003041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207543.2012.737943#.UkP2VYanp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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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wafer bin map defect patterns for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Vol. 51, No. 8, pp. 2324-2338. (NSC 100-2628-E-007 -017 

-MY3) (SCI) (2012 Impact Factor: 1.46) 

21. Jin, H., Wang, Z., and Chien, Chen-Fu (2012), “A cut-to-order strategy for one-dimensional 

cable cutting and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Vol. 

29, No. 8, pp. 572-586 (NSC 100-2628-E-007-017-MY3) (EI/TSSCI) (工業工程學刊) 

22. Hsu, C.-Y., Chien, Chen-Fu, and Chen, P. (2012),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for early 

warning of key equipment excursion for advanced equipment control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 Vol. 29, No. 5, pp. 

303-313. (NSC 100-2628-E-007-017-MY3; NSC: 100-2218-E-155-003) (EI/TSSCI) (工業工

程學刊) 

23. Huang, Y.-C., Zheng, J.-N., and Chien, Chen-Fu (2012),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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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800
聯絡人：廖于萱
電　話：(02)77365879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四)字第10400740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貴校所送104年度申設「科技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深圳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修正計畫書一案，同意辦理，請查照

。

說明：

一、復104年5月29日清綜教字第1049003017號函。

二、核定旨揭專班104學年度春季班招生，招生名額30名。

三、為保障招生公平性，案內「招生規劃」敘及「本校得視報

名狀況彈性延長報名時間」規定，請予刪除。

四、為維持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之教學品質，請確實依照修正後

計畫書內容執行。

五、有關貴校科技管理學院就學術合作、研究發展及空間圖儀

等面向，與北京清華大學於深圳設置之學院欲於本(104)年

簽署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備忘錄一節，請儘速完成簽署作

業後備文到部。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06/17
1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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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廖英琦

電話：02-7736-5878

Email：ychi@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四)字第104018098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請「科技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深圳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104學年度春季班延至105學年度秋季班辦理招生案，同

意辦理，請查照。

說明：復貴校104年12月23日清綜教字第1049007191號函。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 2015-12-29
16:29:21



國立清華大學「人工智慧研發中心」設置要點 

 

一、依據：本要點依據國立清華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訂定。  

 

二、宗旨：國立清華大學「人工智慧研發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響應國家推

動人工智慧前瞻目標，面對跨領域人工智慧需求，扮演整合研究能量之角

色。本中心整合本校相關系所單位之資源，作為與校外相關產、官、學、研

機構之聯繫窗口與合作平台，擴展跨領域人工智慧研發之機會。 

 

三、組織架構與相關人員職責：  

(一)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名，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三年，得連任。 

(二) 本中心得另設副主任一至二名，協助主任處理教育訓練、研究發展、國際 

     合作交流、推動相關研究計畫等業務，由中心主任聘任之。 

(三) 本中心得設諮詢委員若干名，由校內外專業人士組成，由中心主任聘任之。 

(四) 本中心依需要得設置相關工作及研究人員，協助處理本中心各項事務。 

 

四、任務：  

(一) 整合校內人工智慧研發能量，作為與校外相關產、官、學、研機構之聯繫

窗口與合作平台，積極爭取各項資源，促進產學研發合作及技術移轉。 

(二) 規劃暨舉辦人工智慧相關國內外學術及產業交流活動，以提高本中心能見

度。 

(三) 規劃暨推動人工智慧之跨領域人才培育、相關課程及學程支援、及校內外

相關議題之教育推廣活動。 

 

五、考核：本中心每三年由研發處考核一次，考核意見將作為中心業務擴編或縮

編之參考。考核結果如未獲通過，執行規定之作業程序後終止之。 

 

六、實施與修正：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校

務會議核備。 



國立清華大學「人工智慧研發中心」設置計畫書 

 

提案人：張世杰主任  

一、中心名稱 

    「人工智慧研發中心」  

 

二、成立目的 

    鑒於現今人工智慧技術帶來的新契機與新挑戰，國家前瞻政策大力推動人工

智慧專案，「人工智慧研發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創立之主要目標為建立

人工智慧創新環境機制、培育人工智慧領導人才、研發人工智慧尖端技術、

育成國際級人工智慧創新研究中心。面對跨領域人工智慧研究發展需求，本

中心將扮演整合研究資源之角色，成為產學合作之聯絡橋樑，為本校及各界

校友於人工智慧議題上促成合作，創造雙贏局面。 

 

三、組織架構 

  本單位為隸屬清華大學研發處之校級中心，人員編制如下：  

1.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名，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三年，得連任。  

2. 本中心得另設副主任一至二名，協助主任處理教育訓練、研究發展、國際

合作交流、推動相關研究計畫等業務，由中心主任聘任之。 

3. 本中心得設諮詢委員若干名，由校內外專業人士組成，由中心主任聘任之。 

4. 本中心依需要得設置相關工作及研究人員，協助處理本中心各項事務。 

 

四、運作空間 

國立清華大學第二綜合大樓七樓。 

  

五、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中心營運經費自給自足，由執行中心工作項目之所得支付，主要來源管道以

產、官、學、研機構之合作經費。經費使用規劃包含計畫營運之行政管理費、

業務費、人力費、空間租借費、水電費、軟硬體設備費、以及學術交流與教

育推廣活動費等相關費用。  



六、短中長期發展目標 

1. 短期： 

整合本校相關系所單位之跨領域人力資源及研發能量，擔任校外相關產、官、

學、 

研機構之聯繫窗口與合作平台，積極促進各種合作計劃之推動與執行。 

2. 中期： 

致力規劃暨推動跨領域人工智慧人才培育、相關課程及學程支援、校內外相

關議題之教育推廣活動。並舉辦人工智慧相關學術與交流活動，以提高國內

外能見度。 

3. 長期： 

成為國際一流人工智慧創新與研究中心，帶領本校人工智慧研究走向世界舞

台。 

 

七、成立之必要性 

   本校為位於台灣科技命脈新竹科學園區所在地之重點研究型大學，擁有大量

高素質 

   人力與研發能量，且在產、官、學、研等各界累積眾多成功校友，其力量有

目共睹。 

   故本校應在人工智慧科技議題上結合各界力量，積極推動跨領域技術研發與

合作計 

   畫，為台灣產業升級作出實質且關鍵之貢獻。 

 

八、工作項目及預期成果 

 工作項目 

1. 協助本校相關系所單位推動人工智慧跨領域研究計畫之申請與執行。 

2. 辦理國內與國際學術和產業研討會，促進各式交流。 

3. 媒合人工智慧相關技術轉移。 

4. 舉辦教育推廣活動與提供相關課程支援，以培育人工智慧人才。 

5. 整合各種資源於校內孕育人工智慧相關新創公司。  

 預期成果 

   打造人工智慧創新研發環境機制、培育國際級人工智慧專才、研發人工智慧

尖端技 

   術移轉、促成人工智慧相關新創公司。 

 

九、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自我評鑑指標 



    產學合作、技術移轉、相關論文發表、就業表現、學術研討會、各界校友參

與狀況。 

 自我評鑑方式 

    本中心每三年由研發處考核一次，考核意見將作為中心業務擴編或縮編之參

考， 

    考核結果如未獲通過，執行規定之作業程序後終止之。 

 

十、相關單位配合措施 

 研究發展處協助校內人工智慧研究資源之整合。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協助產業交流與合作之推動。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節錄) 

時    間：10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曾繁根研發長                                   記錄：林芬 

出席人員：詳簽名單 (應出席 22 人，實際出席 19 人，請假 3 人) 

列席人員：詳簽名單 (出席 22 人)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一、國立清華大學「人工智慧研發中心」設置案 (附件一) 

決議：無異議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3:20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 

  
營運計畫書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一日 



 

一、中心名稱 
 
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二、設置宗旨 
 
 

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以下稱本中心)成立目的在於整合學術界與

實務教學教師，針對跨領域課程研發教材與進行學科教學，希望能夠藉由當前

資訊科技教育包含四大面向的學習表現：「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資訊科技

與合作共創」、「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以及「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以及六

大面向學習內容：「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台」、「資料表示、處理及

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等教育部設定之 108十二年

國民教育新課綱的內容，建立完整教學資源。整體而言本中心設置宗旨，為整

合學術界與實務教學教師資源，針對跨領域資訊科技有學習意願之學生研發有

效之教學模式。 
 

三、中心組織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負責召集本中心委員會議。 

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秉承委員會議決議，辦理會務相關工作。

設置諮詢與推動委員若干人，負責推動中心相關事宜。

設置助理若干人，負責協助整體營運及推動中心事務執行。

本中心得視需要聘請顧問、助理及工讀生若干人，協助整體營運及中心事

務運作。 
 

四、工作項目 
 

1. 完成與合作之國小共同參與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模組開發。 

2. 師資生實地至合作國小與幼兒園合作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 

3. 媒合學生用教育機器人上課，累積第一線教育現場教學經驗。 

4. 開始與合作之國小與幼兒園共同參與程式設計與語文、自然與數學學科關聯性

研究。 

5. 師資生應用資訊科技提供國小學童課後補救教學之服務。 

6. 有助於資訊科技教育推廣之工作。 

7. 其他有助於本中心維持與運作的工作。 

 

五、營運經費來源及使用 
1. 爭取校外單位委託計畫之執行。 

2. 爭取政府單位推動之計畫。 

3. 辦理營隊與研修課程。 

 

  



六、人員編制 

 
職稱 姓名 

中心主任  

執行秘書  

諮詢與推動委員 
(若干人) 

待聘 

兼任助理 
(若干人) 

待聘 

 

 

七、設置場所 
 
 

本中心暫定設置於行政大樓 1401 教室，空間規畫包括行政區域與會議區，

未來隨規模與經費擴增，擬請校方協助適當之場地統籌規劃與安排。 
 

 

八、短中長期發展目標 
 
 

短期目標：針對國小低年級的 1 套程式設計教學模組提出教案修改建議。規劃中

小學資訊科技應用相關營隊課程。 

中長期目標：與合作之國小共同開發程式設計或資訊科技相關課程，並引薦師資

生入班試教，藉由實際課程發展過程的參與，讓師資生根據第一線教育現場做臨

場反應，滾動式修改教學方式，最終成為程式設計專長之教育人才。 
 

 

九、自我評鑑方式 
 
 

1. 依據本校相關規定，定期接受評鑑。 
 

2.  每年自我評鑑一次，並提出自我評估報告與改善計畫 



國立清華大學華徳福教育中心 
營運計畫書 

壹、 名稱 

華德福教育中心 （Center for Waldorf Education） 

貳、設立宗旨 

本中心以研究及推廣史代納博士所創立之華德福教育，促

進臺灣及亞太地區教育發展與革新為宗旨。 

貳、 中心組織 

本中心為師資培育中心下設立之教學服務型中心，設置主任一人，

負責召集本中心委員會議。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秉承委員會議決議，

辦理會務相關工作。設置諮詢與推動委員若干人，負責推動中心相關事宜。

設置助理若干人，負責協助整體營運及推動中心事務執行。本中

心得視需要聘請副主任、顧問、助理及工讀生若干人，協助整體

營運及中心事務運作 

 

肆、工作項目 

ㄧ、與國內公私立華德福學校(及其他實驗型態)發展合作互助方案，

共享資源，促進華徳福教育在臺灣的整體發展。 

二、辦理華德福師資培訓班、學程班及相關主題工作坊，培養華徳

福師資，精進教學素養。 

三、舉辦研討會、座談會、討論會、教師研習、工作坊及演講會，

促進各界對於華徳福教育進行深入理解與相互對話。 

四、與國外華德福教育機構合作，增進國際交流。 

五、推動華徳福教育相關之研究、重要文獻之翻譯與出版。 

六、進行華徳福教育實驗計畫、實驗班或實驗學校之研擬規劃。 



伍、營運經費來源及使用 

本中心目前每年開設「華徳福師資培育推廣課程」三年制師

訓及兩年制「華德福幼教師資培訓班」以及其他長短期工作坊，

以及接受校外單位委託辦理之師訓研習計畫等，每年營運收入來

源由推廣教育招生收入及計畫委辦經費為主，年營運金額約 500

萬元，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陸、 人員編制 

本中心設主任一人，負責綜理中心業務。

中心主任得依營運狀況按自給自足原則支領工作費或主持人

費，或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減授鐘點。 

本中心設執行秘書一人，秉承委員會議決議，辦理相關工作。 

本中心得設諮詢或推動委員若干，由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華徳福

教育專業人士組成。 

本中心得視需要於計畫經費內自行聘請中心副主任、專兼任助理

及工讀生若干人，協助整體營運及中心事務運作，相關所需勞退、

健保、資遣及其他衍生費用由中心自行籌措。 

柒、設置場所 

本中心設置地點為南大校區行政大樓 1317辦公室暨 1319華德福

專科教室。 

捌、短中長期發展目標 

ㄧ、短期目標 

1. 穩定發展目前營運中之「華徳福教育師資培育推廣課程」非學分班，

並繼續.開設華德福教育相關課程、推廣課程、主題工作坊及教師研

習活動。 

2. 接受地方政府委託籌設公辦華德福實驗學校。 

3. 延聘國外華德福教師至本校任教。 



4. 發展與各縣市華德福學校互助合作關係。 

5. 協助培育具華德福教育專長之公費生。 

6. 輔導受託辦理之華德福實驗小學。 

二、中期目標。 

1. 辦理華徳福中學師資及療育師資培訓班。 

2. 與地方政府合作協助籌設公辦華德福中學。 

3. 申設跨領域華德福碩士學位專班。 

三、長期目標 

1. 協助地方政府經營華德福中小學。 

2. 籌設療育教育實驗班或學校。 

3. 出版華徳福中文圖書、翻譯著作。 

4. 發展與鄰近國家及中國大陸的合作交流方案。 

玖、 自我評鑑方式 

每年自我評鑑一次，並提出自我評估報告與改善計畫。 

附錄：歷年工作績效 

一、營運成果 

自 2010 年起與德國華德福師訓機構合作開辦台灣華德福

師資培訓課程，已開辦第五屆三年制華德福師訓課程及第三屆

二年制幼教師訓，並延伸培育中學數學及物理師資、療育教育、

藝術與優律思美課程工作坊等課程超過 45 班次，結訓學員超

過 1,400 人次，為國內唯一由大學主辦，自幼教至中學完整的

華德福師訓體系，並協助台灣目前由各小型私立華德福學校及

自學團體整合資源，安排歐美資深華德福教師進班觀課、辦理

親師工作坊、發展華德福師訓之見習、實習、課程研發與實務

研究，建立開放、接納與互助的學習典型。 

 

 

 



本校歷年華德福師資培訓成果 

 

 

 

 

 

 

 

 

本校的華德福夥伴學校 

 

階段 班別 班次 人次 

幼教 華德福幼教師訓-每年 102 小時,二年制 5 198 

國小 華德福師資培訓 (K1-K8)-每年 280 小時,三年制 15 615 

中學 華德福七年級數學教材教法工作坊 1 31 

在職教師 華德福在職教師社群研習 7 182 

社會大眾 療育教育、融合教育、藝術、優律思美工作坊 17 451 

總計  45 1,477 

區域 合作夥伴學校/機構 

北區 

新竹縣承山幼兒園、新竹市天堂鳥幼兒園 

同心華德福共學園、桃園市仁美華德福實驗中小學 

照海華德福實驗教育、新竹縣立北平國小、新竹華德福實驗小學 

 

中區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迦美地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雲林縣山峰國小、雲林縣潮厝國小、雲林縣古坑華德福實驗高中 

 

南區 
台南華德福共學園-臺灣百合教育協會、高雄市野人華德福中小

學、高雄市壽山國小、高雄人智學社群發展協會 



二、國際合作-與德國華德福教育體系一流大學及學術機構合作 

華德福教育自 1919 年起源於德國斯圖加特，由於其思想體系

完備，實踐經驗累積豐厚，重視身心靈全人發展的理念，強調人

與宇宙的有機聯繫，以及力圖扭轉人類科技文明過度物質化的危

機，因而受到許多國家有志之士的認同，迄今全世界已有超過一

千所以上經認證的華德福學校，近二十年來在亞洲華人地區亦蓬

勃發展，可以預期此種教育體系對於主流教育的革新將產生深遠

的影響。 

由於華德福師資並非由一般綜合型大學系所培育，而是由

獨立的專業培訓大學或機構擔負人才培育的任務，故本中心合

作的對象選擇德國兩所最具代表性的獨立華德福師培機構，分

別簡介如下： 

1.德國斯圖加特自由大學Freie Hochschule Stuttgart Seminar fur 

Waldorfpadagogik 

德國斯圖加特自由大學設立於1928年，為德國第一所成立華德福

教育碩士學程的專門大學，華德福教育專任之師資達25名，培育

大學及碩士生約350人，完成學位之學生即獲得德國政府認可為

合格之華德福教師，得任教於德國公私立中小學，且為德國唯一

設有全英語華德福教育碩士學程之大學，向全球招生。近九十年

來為德國境內234所及全球超過1000所華德福學校培育師資，為

全球華德福教育體系公認最具歷史及聲望的教育及研究大學，是

德國兩所被政府承認授與碩士、學士學位並可合作培育博士的華

德福高等教育機構之一。該校與本校與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

前即為姊妹校，兩校間多次交流並合作辦理華德福教師培訓與工

作坊。            

2.德國漢堡華德福師訓學院Seminar für Waldorfpädagogik Hamburg 

德國漢堡華德福師訓學院設立於1988年，為德國北部兩所主要的

專業華德福師資培訓及學術研究機構之一(另一研究機構位於基

爾)，歷史悠久且具有零至七歲幼教師資培訓、國小階段一至八年



級、中學階段九至十二年級完整師資培訓體系之華德福教育人才

培訓及研究機構。該學院於本校與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前即

訂有學術合作契約，同時為德國斯圖加特自由大學Freie 

Hochschule Stuttgart Seminar fur Waldorfpadagogik於德國北部主

要的學術合作機構，兩校共同合作碩士學位課程。學院負責人

Dr.Gunter Keller與本校華德福中心自2010年起共同規劃辦理三年

制華德福師資培訓及各類華德福主題教學工作坊，並協助輔導台

灣多所華德福中小學設立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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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中心名稱 

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中心 

（Tsinghua Biodiversity Exploration and Learning Center） 

 

貳、設立宗旨 

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中心 (以下稱本中心)旨在培育大學

具備生物多樣性學識的專業人才，以涵化新竹縣市公民的生物多樣性

保育認知與素養，祈達成維護當代文明與自然環境共生永續目標，落

實實踐大學教育追求世代公平與福祉的社會責任。 

 

參、中心組織 

本中心為師資培育中心下設立以實境生態場域為本的學習中

心，設置主任一人，負責召集本中心委員會議。

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秉承委員會議決議，辦理會務相關工作。

為有效負責推動本中心相關事宜，下設行政組、課程組、推廣組，

各組設組長一名及助理若干人。

本中心得視需要聘請副主任、顧問及工讀生若干人，協助中心整體營運及事務運

作。(附錄一) 

 

肆、工作項目 

一、 規劃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的課程架構，並於107 學年度開始

招生。(附錄二) 

二、 建置動物生態、植物生態、微生物生態、細胞與健康、語文生

態及環境化學等六大領域模式專業教室。教室設置以傳統實驗

室為藍本進行擴充，除了保留部分實驗器材之外，進一步佈置

實物，並擴展數位虛擬共構方式完成教室建構，教室建置的目

標以動手體驗導向為學習方式。 

三、 完成校內蝴蝶園及國家級香山溼地生物多樣性多媒體教材拍攝

並開發數位學習教材(多媒體影片、手機APP 等)。根據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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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累積之資料撰寫出版香山溼地生物多樣性專書，專書同時

成為教材。 

四、 設計生物多樣性探索學習活動並於暑期試辦兩梯次學習活動，

每一梯次上限60 人，活動費用為部分負擔的方式實施。 

五、 設計一般市民生物多樣性探索旅遊活動並於107 學年度寒假完

成試辦。 

六、 至砂拉越雨林學校探索實習，並邀請砂拉越雨林學校所在地本

南族主要部落成員至台灣參訪泰雅族斯馬庫斯及鎮西堡部落，

進行文化交流及生態旅遊經驗分享。根據活動成果進行檢討，

以試辦成效修正活動方式作為日後常規性境外實施探索學習活

動之依據。 

七、舉辦研討會、座談會、討論會、教師研習、工作坊及演講，精進

生物多樣性教與學的素養。 

 

伍、營運經費來源及使用 

本中心為申請新成立的單位，目前已參與校內107年度教育部補

助高教深耕計畫及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申請計畫金額分別為

500萬元及400萬元。此外，積極爭取政府與校外委辦計畫及企業的資

源挹注及協力，並與資訊產業開發生物多樣性數位教材或旅遊業發展

生物多樣性生態旅遊，同時也會接受校外單位委託辦理之師訓研習、

營隊等，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陸、 人員編制 

本中心設主任一人，負責綜理中心業務。

中心主任得依營運狀況按自給自足原則支領工作費或主持人費，或依

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減授鐘點。 

本中心設執行秘書一人，秉承委員會議決議，辦理相關工作。 

本中心得視需要於計畫經費內自行聘請中心副主任、諮詢或推

動委員、專兼任助理及工讀生，協助整體營運及中心事務運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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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勞退、健保、資遣及其他衍生費用由中心自行籌措。 

 

柒、設置場所 

本中心設置地點為南大校區行政大樓 2 樓師培中心辦公室

R1206。 

 

捌、短中長期發展目標 

ㄧ、短期目標 

1. 落實教學創新：以學群方式，共同備課、觀課，開設專業課程，

配合自主數位學習與翻轉教學，培育生物多樣性知識並優化教

學敘事力。 

2. 建構學習環境：設置與維護主題生物教室、專業研究實驗室、

清華校園生態與大新竹特殊棲地為學習地景，作為實境學習的

場域。 

二、中期目標 

1. 研發創新教材：每學期逐年共同規畫一門核心課程，重新審視

並深度剖析環境問題，以配合時勢研發教材，進而引導教育經

費落實於教學現場。 

  2. 善盡社會責任：協助K-12生物多樣性教育推廣，厚植下一世代

環境永續知識。(附錄三) 

3. 連結地方資源：規畫與經營在地生物多樣性學習場域及設施。 

三、長期目標 

1. 提升高教公共性：累積生物多樣性教學研究資料，多層次探索

區域生物多樣性資源。 

2. 發展學校特色：整合科學實驗教育與師資培育，成為卓越學 

    術深耕教育、貢獻社會的全國典範。 

3. 在地產業開發：協助地方政府就特殊棲地進行研究經營與教 

    育推廣。 

4. 國際合作交流: 發展與鄰近國家及中國大陸的合作交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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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自我評鑑方式 

每年自我評鑑一次，並提出自我評估報告與改善計畫。 

 

附錄： 

一、生物多樣性探索與學習中心成員名單與研究專長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研究專長 

楊樹森 教授 兼中心主任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分類學、生態學與演化 

林紀慧 教授 教育與科技學習系 數位學習、資訊融入教學 

李清福 教授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微生物遺傳、應用微生物 

孫毓章 教授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環境科學、分析化學 

王子華 教授 教育與科技學習系 科學教育、行動學習、學習評量 

周秀專 教授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細胞生物、生物資訊 

黃星凡 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植物分類、生物地理 

陳明蕾 副教授 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認知心理、學習心理 

 

           二、生物多樣性探索學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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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多樣性探索學習活動規劃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草案) 
 

106年 10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106年 0月 00日 106學年度第 0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法第十五、十六條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設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並依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

則」（以下簡稱本議事規則）。 

第 二 條    本會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審議與處理事項如下：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處、室、中心、組、

其他單位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發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之評鑑辦法。 

六、本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本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 三 條    本會議成員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產生。 

第 四 條    本會議成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不能出席時，依行政職務

產生之會議成員得由其職務代理人出席，其餘推選產生之會議成

員，得由原推選單位以書面委託同類別人員代理，並享有本會議

成員之權利及義務。非本會議成員始得擔任代理人，並以代理一

人為限。 

前項同類別人員係指教師代表之代理人應為同一學院之教

師，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之代

理人，應為各同一類別之人員。 

本會議之開議需有會議成員過半數之出席。 

第 五 條    本會議提案除校長提議事項及組織規程修訂案外，應遵循下

列程序之一： 

一、本會議之常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通過。 

二、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三、本會議成員提案。 

有關組織規程修訂之提案，應符合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之規

定。 

前兩項之提案均應於開會十四日前，以書面送達議事小組召集

人以利安排議程。 

第一項第三款之提案，應由議事小組經協調決定是否將之列入

議程。議事小組應於本會議開會十日前，將其決定通知提案人（連

絡人）。 

未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會十四日前送達，而有時效性之提案，

仍得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於本會議開會前提交議事小組召集

人，經議事小組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列入議程。 

第 六 條    臨時動議應有出席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附議始得成立。 

第 七 條    本會議成員對於同一議案之發言，以每人不超過兩次，每次

不超過三分鐘為原則，但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方式以舉手表決為原則。 

本會議議案之決議，除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

外，以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未參加表決或以投票方式表決

之空白票與廢票，均不納入參加表決額數之計算；惟若議案經認

定為特殊重大事項者，則依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辦

理。特殊重大事項之認定由出席成員提出並經參加表決過半數同

意為之。 

第 九 條    本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十 條    本會議之錄音由秘書處負責，並應將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三

至七日內於本校網頁公布。其他人員非經本會議同意不得從事錄

音、錄影、公開播送或其他有損與會人員個人隱私及人格權之行

為。 

本會議與會人員於發言時，聲明不公布其發言錄音於網頁

者，其發言不予公布。於發言時未聲明，但事後要求不公布其發

言錄音者，得於會議後二日內提出，經議事小組同意後不予公布。 

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聲明或事後要求且經議事小組同意不

公布其發言錄音者，該段錄音檔予以消音留白，並於錄音檔最後



加註敘明刪除發言者之姓名及其發言之錄音起訖時間。 

第十一條    本會議之會議紀錄文字稿，應於會後透過電子郵件寄送會議

成員限期校閱，如會議成員未於期限內表達修訂意見（無回信視

同無意見）即視為完成確認。 

經會議成員確認後之會議紀錄文字檔應公布於本校網頁，同

時並應將原依第十條第一項公布之錄音檔自網頁移除，轉以光碟

或其他方式由總務處文書組及圖書館特藏組保存之。 

本會議之正式紀錄，以經本會議確認之文字檔為準。 

第十二條    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政部頒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

大學法第十五、十六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八條之規定設本校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議），並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

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以下簡稱本議事規則）。 

本議事規則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會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

定審議與處理事項如下：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處、

室、中心、組、其他單位及附設機構

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發及其他

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

效之評鑑辦法。 

六、本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

項。 

七、本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敘明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校務會議審議

與處理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成員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規定產生。 

校務會議成員產生依據。 



第四條  本會議成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

不能出席時，依行政職務產生之會議成員

得由其職務代理人出席，其餘推選產生之

會議成員，得由原推選單位以書面委託同

類別人員代理，並享有本會議成員之權利

及義務。非本會議成員始得擔任代理人，

並以代理一人為限。 

前項同類別人員係指教師代表之代

理人應為同一學院之教師，研究人員代

表、職員代表、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

代表之代理人，應為各同一類別之人員。 

本會議之開議需有會議成員過半數

之出席。 

一、 第一項明訂校務會議成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並參酌 78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決

議明訂代理方式，分述如下。 

（一） 依行政職務產生之會議成員如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全球長、主任秘書、清華學院執

行副院長、各學院院長等，得由其職務

代理人出席。 

（二） 其餘推選產生之會議成員如教師代

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其他有

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等，得由原推選

單位以書面委託同類別人員代理。 

1. 原推選單位教師代表為各學院及清華

學院，研究人員代表為研發處，職員代

表為人事室，其他有關人員代表（依 94

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之附帶決議係

指軍訓教官代表）現為清華學院，學生

代表為學務處。 

2. 非校務會議成員始得擔任代理人，並以

代理一人為限。無論為職務代理或委託

代理出席，以出席一人一權計。若職務

代理人為校務會議成員者，其僅為會議

報告或說明之職務代理，非為會議成員

之職務代理。 

二、 第二項說明委託代理同類別人員之情

形。 

三、 第三項明訂校務會議開議需有會議成員

過半數之出席。 

第五條  本會議提案除校長提議事項及組

織規程修訂案外，應遵循下列程序之一： 

一、本會議之常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通

過。 

二、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三、本會議成員提案。 

有關組織規程修訂之提案，應符合組

織規程第五十七條之規定。 

前兩項之提案均應於開會十四日

前，以書面送達議事小組召集人以利安排

議程。 

第一項第三款之提案，應由議事小組

一、 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案程序」

之規定，整合於本條文規範，並將該提

案程序予以廢止。 

二、 第一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三點規定訂定。 

三、 第二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四點規定訂定。 

四、 第三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二點規定訂定。 

五、 第四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五點規定訂定。 

六、 第五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經協調決定是否將之列入議程。議事小組

應於本會議開會十日前，將其決定通知提

案人（連絡人）。 

未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會前十四日

前送達，而有時效性之提案，仍得依第一

項、第二項之規定，於本會議開會前提交

議事小組召集人，經議事小組出席成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列入議程。 

案程序」第六點規定訂定。 

第六條  臨時動議應有出席會議成員五分

之一以上附議始得成立。 

一、 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案程序」

第七點規定訂定。 

二、 於臨時動議中進行非屬動議之詢問討

論，得以「附記」方式列入紀錄。 

第七條  本會議成員對於同一議案之發

言，以每人不超過兩次，每次不超過三分

鐘為原則，但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發言秩序之規範。 

第八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方式以舉手表

決為原則。 

本會議議案之決議，除組織規程第五

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外，以參加表決過半

數同意為之，未參加表決或以投票方式表

決之空白票與廢票，均不納入參加表決額

數之計算；惟若議案經認定為特殊重大事

項者，則依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

規定辦理。特殊重大事項之認定由出席成

員提出並經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 

一、 第一項明訂議案表決方式之原則。校務

會議議案多為對事之表決，考量議事效

率及成本，以及舉手表決為相當程度對

事負責之展現，爰訂議案之表決以舉手

表決為原則。 

二、 第二項明訂議案之表決門檻，分述如下。 

（一） 第二項明訂除依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本規程各條文(不含附錄)

經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三分之二(含)以上

之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

通過，得修正其內容。」外，其餘以參

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未參加表決或

以投票方式表決之空白票與廢票，均不

納入參加表決額數之計算。 

（二） 若出席成員提出並經參加表決過半數

同意認定為「特殊重大事項」者，則依

組織規程第 57條第 2項之規定辦理，避

免出現同一事項因提案案由之差別，造

成一案二議甚至彼此衝突之僵局。 

（三） 以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乃以表

決之結果取決於贊成與反對雙方之票

數，棄權者可以保持中立、不必涉入。

若以出席過半數同意為表決通過之基

準，在表決時之三種選擇：贊成、反對、

棄權，則僅剩下兩種，即凡是未投贊成



票者即等於反對。 

第九條  本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明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十條  本會議之錄音由秘書處負責，並應

將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三至七日內於本

校網頁公布。其他人員非經本會議同意不

得從事錄音、錄影、公開播送或其他有損

與會人員個人隱私及人格權之行為。 

本會議與會人員於發言時，聲明不公

布其發言錄音於網頁者，其發言不予公

布。於發言時未聲明，但事後要求不公布

其發言錄音者，得於會議後二日內提出，

經議事小組同意後不予公布。 

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聲明或事後

要求且經議事小組同意不公布其發言錄

音者，該段錄音檔予以消音留白，並於錄

音檔最後加註敘明刪除發言者之姓名及

其發言之錄音起訖時間。 

一、 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

檔公布要點」之規定，整合於本條文規

範，並將該要點予以廢止。 

二、 第一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

音電子檔公布要點」第二項規定訂定，

並明訂非經校務會議同意不得從事錄

音、錄影或公開播送，以維護與會人員

之個人隱私及人格權。 

三、 第二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

音電子檔公布要點」第三、四點規定訂

定。 

四、 第三項參酌 105 年 11 月 22 日 105 學年

度第 2 次議事小組會議討論修正「國立

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布要

點」新增第五點規定訂定。 

第十一條  本會議之會議紀錄文字稿，應於

會後透過電子郵件寄送會議成員限期校

閱，如會議成員未於期限內表達修訂意見

（無回信視同無意見）即視為完成確認。 

經會議成員確認後之會議紀錄文字

檔應公布於本校網頁，同時並應將原依第

十條第一項公布之錄音檔自網頁移除，轉

以光碟或其他方式由總務處文書組及圖

書館特藏組保存之。 

本會議之正式紀錄，以經本會議確認

之文字檔為準。 

一、 第一項參酌 90 學年第一次校務會議紀

錄主席報告，訂定會議紀錄確認方式。 

二、 第二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

音電子檔公布要點」第五點規定訂定。 

三、 第三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

音電子檔公布要點」第六點規定訂定。 

第十二條  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

政部頒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明訂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政部頒

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明訂本議事規則之制定(含修正)程序。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案程序 
88年 3月 16日 87學年度第 5次校發會通過 

88年 4月 13日 8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96年 1月 9日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 6月 5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程序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第七款、第十五條及五十七條之規定訂

定之。 

二、校務會議之提案應於開會十四日前書面送交議事小組召集人安排議

程。 

三、會議之提案，除校長提議者及組織規程修訂案外，須經下列程序之一︰ 

1.校務會議之常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通過。 

2.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3.校務會議代表提案。 

四、有關組織規程修訂之提案，依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辦理。 

五、第三點第三款之提案，由議事小組協調是否列入議程。議事小組之決

議應於校務會議開會十 日前通知提案人（連絡人）。 

六、有時效性之提案，未能於開會前十四日前送件者，仍得依第三點、第

四點之規定程序，於校務會議開會前送交議事小組召集人，經議事小

組出席成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列入議程。 

七、校務會議進行中之臨時動議（提案），限屬程序動議（提案）及修正動

議（提案）。其他臨時動議（提案）須經出席人員五分之一（含）以上

附議始得成立。 

八、本程序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要點依本校93學年第4次校

務會議決議訂定。 

一、本要點依本校93學年第4次

校務會議決議訂定。 

本點不變，本點未修

正。 

二、本校校務會議由秘書處負責錄

音，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三至

七日內於本校網頁公布。 

二、本校校務會議由秘書室負責

錄音，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

七日內於本校網頁公布。 

酌作文字修正。 

三、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聲明

不公布其發言錄音於網頁

者，其發言不予公布。 

三、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聲

明不公布其發言錄音於網

頁者，其發言不予公布。 

本點不變，本點未修

正。 

四、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未聲

明，但事後要求不公布其發言

錄音者，得於會議後二日內提

出，經議事小組同意後不予公

布。 

四、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未聲

明，但事後要求不公布其發

言錄音者，經議事小組同意

後不予公布。 

明定事後要求不公

布發言錄音之提出

期限為會議後二日

內。 

五、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聲明或

事後要求且經議事小組同意

不公布其發言錄音者，該段錄

音檔予以消音留白，並於錄音

檔最後加註敘明刪除發言者

之姓名及其發言之錄音起訖

時間。 

 一、 本點新增。 

二、 明定錄音檔處

理相關事宜。 

六、校務會議紀錄(文字檔)經確認

公布於網頁後，錄音檔自網頁

移除，轉由檔案室及校史館以

光碟或其他方式保存，供校內

單位需要時調用及校史資料

之保存。 

五、校務會議紀錄(文字檔)經確

認公布於網頁後，錄音檔自

網頁移除，轉由檔案室及校

史館以光碟或其他方式保

存，供校內單位需要時調用

及校史資料之保存。 

一、 點次變更。 

二、 本點由現行第

五點移列。 

七、校務會議之正式紀錄，以校務

會議確認後之文字檔為準。 

六、校務會議之正式紀錄，以校

務會議確認後之文字檔為

準。 

一、 點次變更。 

二、 本點由現行第

六點移列。 

八、自94學年度起，校務會議之錄

音電子檔公布於本校網頁。 

七、自94學年度起，校務會議之

錄音電子檔公布於本校網

頁。 

一、 點次變更。 

二、 本點由現行第

七點移列。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修正後全文) 

94年 11月 8日 94學年度第 1次 校務會議核備 

一、 本要點依本校 93學年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訂定。 

二、 本校校務會議由秘書處負責錄音，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三至七日內於

本校網頁公布。 

三、 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聲明不公布其發言錄音於網頁者，其發言不

予公布。 

四、 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未聲明，但事後要求不公布其發言錄音者，得

於會議後二日內提出，經議事小組同意後不予公布。 

五、 校務會議代表於發言時聲明或事後要求且經議事小組同意不公布其發

言錄音者，該段錄音檔予以消音留白，並於錄音檔最後加註敘明刪除

發言者之姓名及其發言之錄音起訖時間。 

六、 校務會議紀錄(文字檔)經確認公布於網頁後，錄音檔自網頁移除，轉

由檔案室及校史館以光碟或其他方式保存，供校內單位需要時調用及

校史資料之保存。 

七、 校務會議之正式紀錄，以校務會議確認後之文字檔為準。 

八、 自 94學年度起，校務會議之錄音電子檔公布於本校網頁。 

九、 本要點經議事小組通過，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議事小組通過，校務

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八、本要點經議事小組通過，校

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一、 點次變更。 

二、 本點由現行第

八點移列。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106年 10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107年 1月 2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法第十五、十六條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設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並依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

則」（以下簡稱本議事規則）。 

第 二 條    本會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審議與處理事項如下：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處、室、中心、組、

其他單位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發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之評鑑辦法。 

六、本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本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 三 條    本會議成員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產生。 

第 四 條    本會議成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不能出席時，依行政職務

產生之會議成員得由其職務代理人出席，其餘推選產生之會議成

員，得由原推選單位以書面委託同類別人員代理，並享有本會議

成員之權利及義務。非本會議成員始得擔任代理人，並以代理一

人為限。 

前項同類別人員係指教師代表之代理人應為同一學院之教

師，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之代

理人，應為各同一類別之人員。 

本會議之開議需有會議成員過半數之出席。 

第 五 條    本會議提案除校長提議事項及組織規程修訂案外，應遵循下

列程序之一： 

一、本會議之常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通過。 

二、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三、本會議成員提案。 

有關組織規程修訂之提案，應符合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之規

定。 

前兩項之提案均應於開會十四日前，以書面送達議事小組召集

人以利安排議程。 

第一項第三款之提案，應由議事小組經協調決定是否將之列入

議程。議事小組應於本會議開會十日前，將其決定通知提案人（連

絡人）。 

未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會十四日前送達，而有時效性之提案，

仍得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於本會議開會前提交議事小組召集

人，經議事小組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列入議程。 

第 六 條    臨時動議應有出席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附議始得成立。 

第 七 條    本會議成員對於同一議案之發言，以每人不超過兩次，每次

不超過三分鐘為原則，但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方式以舉手表決為原則。 

本會議議案之決議，除組織規程另有規定外，以參加表決過

半數同意為之，未參加表決或以投票方式表決之空白票與廢票，

均不納入參加表決額數之計算；惟若議案經認定為特殊重大事項

者，則依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特殊重大事項

之認定由出席成員提出並經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 

針對顯無爭議之事項，得由主席徵詢議場無異議後，以無異

議認可之方式通過。 

第 九 條    本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十 條    本會議之錄音由秘書處負責，並應將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三

至七日內於本校網頁公布。其他人員非經本會議同意不得從事錄

音、錄影、公開播送或其他有損與會人員個人隱私及人格權之行

為。 

第十一條    本會議之會議紀錄文字稿，應於會後透過電子郵件寄送會議

成員限期校閱，如會議成員未於期限內表達修訂意見（無回信視

同無意見）即視為完成確認。 

經會議成員確認後之會議紀錄文字檔應公布於本校網頁，同



時並應將原依第十條第一項公布之錄音檔自網頁移除，轉以電子

檔或其他方式由總務處文書組及圖書館特藏組保存之。 

本會議之正式紀錄，以經本會議確認之文字檔為準。 

第十二條    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政部頒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

大學法第十五、十六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八條之規定設本校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議），並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

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以下簡稱本議事規則）。 

本議事規則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會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

定審議與處理事項如下：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處、

室、中心、組、其他單位及附設機構

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發及其他

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

效之評鑑辦法。 

六、本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

項。 

七、本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敘明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校務會議審議

與處理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成員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規定產生。 

校務會議成員產生依據。 

第四條  本會議成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

不能出席時，依行政職務產生之會議成員

得由其職務代理人出席，其餘推選產生之

會議成員，得由原推選單位以書面委託同

類別人員代理，並享有本會議成員之權利

及義務。非本會議成員始得擔任代理人，

一、 第一項明訂校務會議成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並參酌 78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決

議明訂代理方式，分述如下。 

（一） 依行政職務產生之會議成員如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全球長、主任秘書、清華學院執



並以代理一人為限。 

前項同類別人員係指教師代表之代

理人應為同一學院之教師，研究人員代

表、職員代表、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及學生

代表之代理人，應為各同一類別之人員。 

本會議之開議需有會議成員過半數

之出席。 

行副院長、各學院院長等，得由其職務

代理人出席。 

（二） 其餘推選產生之會議成員如教師代

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其他有

關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等，得由原推選

單位以書面委託同類別人員代理。 

1. 原推選單位教師代表為各學院及清華

學院，研究人員代表為研發處，職員代

表為人事室，其他有關人員代表（依 94

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之附帶決議係

指軍訓教官代表）現為清華學院，學生

代表為學務處。 

2. 非校務會議成員始得擔任代理人，並以

代理一人為限。無論為職務代理或委託

代理出席，以出席一人一權計。若職務

代理人為校務會議成員者，其僅為會議

報告或說明之職務代理，非為會議成員

之職務代理。 

二、 第二項說明委託代理同類別人員之情

形。 

三、 第三項明訂校務會議開議需有會議成員

過半數之出席。 

第五條  本會議提案除校長提議事項及組

織規程修訂案外，應遵循下列程序之一： 

一、本會議之常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通

過。 

二、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三、本會議成員提案。 

有關組織規程修訂之提案，應符合組

織規程第五十七條之規定。 

前兩項之提案均應於開會十四日

前，以書面送達議事小組召集人以利安排

議程。 

第一項第三款之提案，應由議事小組

經協調決定是否將之列入議程。議事小組

應於本會議開會十日前，將其決定通知提

案人（連絡人）。 

未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會前十四日

前送達，而有時效性之提案，仍得依第一

項、第二項之規定，於本會議開會前提交

一、 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案程序」

之規定，整合於本條文規範，並將該提

案程序予以廢止。 

二、 第一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三點規定訂定。 

三、 第二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四點規定訂定。 

四、 第三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二點規定訂定。 

五、 第四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五點規定訂定。 

六、 第五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

案程序」第六點規定訂定。 



議事小組召集人，經議事小組出席成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列入議程。 

第六條  臨時動議應有出席會議成員五分

之一以上附議始得成立。 

一、 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提案程序」

第七點規定訂定。 

二、 於臨時動議中進行非屬動議之詢問討

論，得以「附記」方式列入紀錄。 

第七條  本會議成員對於同一議案之發

言，以每人不超過兩次，每次不超過三分

鐘為原則，但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發言秩序之規範。 

第八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方式以舉手表

決為原則。 

本會議議案之決議，除組織規程另有

規定外，以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未

參加表決或以投票方式表決之空白票與

廢票，均不納入參加表決額數之計算；惟

若議案經認定為特殊重大事項者，則依組

織規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特

殊重大事項之認定由出席成員提出並經

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 

針對顯無爭議之事項，得由主席徵詢

議場無異議後，以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

過。 

一、 第一項明訂議案表決方式之原則。校務

會議議案多為對事之表決，考量議事效

率及成本，以及舉手表決為相當程度對

事負責之展現，爰訂議案之表決以舉手

表決為原則。 

二、 第二項明訂議案之表決門檻，分述如下。 

（一） 第二項明訂除組織規程另有規定

(如：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本規程各條文(不含附錄)經校務會議

成員總額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

席人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通過，得修

正其內容。」)外，其餘以參加表決過半

數同意為之，未參加表決或以投票方式

表決之空白票與廢票，均不納入參加表

決額數之計算。 

（二） 若出席成員提出並經參加表決過半數

同意認定為「特殊重大事項」者，則依

組織規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辦

理，避免出現同一事項因提案案由之差

別，造成一案二議甚至彼此衝突之僵局。 

（三） 以參加表決過半數同意為之，乃以表

決之結果取決於贊成與反對雙方之票

數，棄權者可以保持中立、不必涉入。

若以出席過半數同意為表決通過之基

準，在表決時之三種選擇：贊成、反對、

棄權，則僅剩下兩種，即凡是未投贊成

票者即等於反對。 

（四） 第三項明訂無異議認可之決議方式。

「無異議通過」之處理方式，是許多會

議為提昇會議效率加以運用之慣例，為

提昇校務會議議事效率，將其明訂為決



議方式之一。所稱顯無爭議之事項，包

含所有事項（包含議案本身）。 

第九條  本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明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十條  本會議之錄音由秘書處負責，並應

將錄音電子檔於會議後三至七日內於本

校網頁公布。其他人員非經本會議同意不

得從事錄音、錄影、公開播送或其他有損

與會人員個人隱私及人格權之行為。 

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

布要點」之規定，整合於本條文規範，並將

該要點予以廢止。 

第十一條  本會議之會議紀錄文字稿，應於

會後透過電子郵件寄送會議成員限期校

閱，如會議成員未於期限內表達修訂意見

（無回信視同無意見）即視為完成確認。 

經會議成員確認後之會議紀錄文字

檔應公布於本校網頁，同時並應將原依第

十條第一項公布之錄音檔自網頁移除，轉

以電子檔或其他方式由總務處文書組及

圖書館特藏組保存之。 

本會議之正式紀錄，以經本會議確認

之文字檔為準。 

一、 第一項參酌 90 學年第一次校務會議紀

錄主席報告，訂定會議紀錄確認方式。 

二、 第二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

音電子檔公布要點」第五點規定訂定。 

三、 第三項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

音電子檔公布要點」第六點規定訂定。 

第十二條  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

政部頒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明訂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政部頒

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明訂本議事規則之制定(含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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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5 年 05 月 25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教育部 ＞ 高等教育目

第 21 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 

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 

    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 

    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 

    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 

    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 

    擔任專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 

    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 

    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 

。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 

版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列印時間：106/11/17 15:28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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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4

聯絡人：陳翔營

電　話：02-77365889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五)字第10609028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民眾檢舉貴校教師OOO升等代表著作涉重複送審案

，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105年11月4日清人字第1059005822號函及同年12月

21日清人字第1059007013號函。

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第

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2項及第3項所定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由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屬系列之

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

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第4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

項)本部得授權學校自行辦理教師資格部分或全部之複審；

其授權基準、範圍、作業規定及教師證書年資核計方式，

由本部公告之。(第2項)自審學校得就下列事項，自行訂

定規定，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一、第15條及第16條有關

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二、第17條有關作品及成就證明，

除附表3以外之送審範圍、類別、送繳資料及審查基準。三

8



92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第21條第1項第3款有關送審著作件數及第2項有關專門

著作之出版方式。四、就曾於符合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

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並符合下列資格之教

師，另定其專門著作審查及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其資格如

下：(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二)國家級研究院

院士。(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四)在其他相當於前三目

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合先敘明。

三、有關本部授權自審學校得自行訂定項目，僅得依上開規定

辦理。有關貴校來函說明外審作業由各學院將教師研究及

專業表現等成果送外審(專門著作僅為其一面向)，外審就

全面成果作審查，於教師升等案通過後(校教評會通過後)

，再擇一篇作為代表著作並填寫教師資格履歷表，與上開

規定不符，請貴校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時仍應依上開規定辦

理，以符合審定辦法之意旨。

四、有關貴校教師資格送審時未區分代表作及參考作一節，對

於現行尚未結案及未來之案件，請貴校仍應依審定辦法之

意旨辦理。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 2017-06-21
1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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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之一 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於審查教師升

等案時，應就申請升等教

師之教學、服務與輔導及

研究成績作綜合考量。 

    教師申請升等時，應

於其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及技術報告中自

行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

為參考作；屬系列之相關

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

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

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

作。 

    申請升等教師如在

教學、服務與輔導或研究

等面向，任一項有具體傑

出成果時，得申請加重該

項審查比重。 

    各系(所)及院應將

評量方式明訂於升等審

查細則中。 

第五條之一 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於審查教師升

等案時，應就申請升等教

師之教學、服務與輔導及

研究成績作綜合考量。 

    申請升等教師如在

教學、服務與輔導或研究

等面向，任一項有具體傑

出成果時，得申請加重該

項審查比重。 

    各系(所)及院應將

評量方式明訂於升等審

查細則中。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第 21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審定辦法

第14 條第 2項及第 3 項所定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

報告，由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

並自行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

參考作；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

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

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

作。 

二、復依教育部 106 年 6 月 21 日臺

教高( 五) 字第 1060902822 號

函略以，有關本校外審作業由各

學院將教師研究及專業表現等

成果送外審(專門著作僅為其一

面向)，外審就全面成果作審查，

於教師升等案通過後(校教評會

通過後)，再擇一篇作為代表著

作並填寫教師資格履歷表，與審

定辦法規定不符，請本校辦理教

師資格審查時仍應依上開審定

辦法規定辦理。 

三、爰此，本案擬增列「教師提出升

等時即應區分代表作及參考作」

之規定，以符教育部函釋。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

項，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

辦理。 

 增列本條文，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

報告等即據以依教育部審定辦法附

表三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施行。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施行。 

原第 13 條之條號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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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中華民國 84 年 11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17 日 86 學年度第 4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88 年 4 月 22 日 87 學年度第 3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7 日 90 學年度第 5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6 日 93 學年度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1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26 日 93 學年度第 3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16 日 93 學年度第 4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1 日 96 學年度第 2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97 年 1月 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9 日 96 學年度第 6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月 6日 97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9 月 24 日 98 學年度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3日 98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24 日 98 學年度第 8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2日 99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5 日 99 學年度第 10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7日 99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3 日 99 學年度第 12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日 100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5日 100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9日 102 學年度第 4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6日 103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6 月 14 日 104 學年度臨時校教評會及 105 年 10 月 20 日 105 年度第 1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5 年 11 月 15 日 105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2日 105 學年度第 10 次校教評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13 日 105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年○月○日○學年度第○次校教評會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參照教育法例及本校組織規程訂定之，凡本校教師升等之提名，除法令另

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理。 

第 二 條 講師擬升助理教授者須符合下列條件： 

 一、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或得碩士學位後從事與所任教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四年

以上，或具有博士學位。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優良，有研究成果發表，其水準相當於博士論文。 

第 三 條 助理教授擬升副教授者須符合下列條件： 

 一、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或得博士學位後從事與所任教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

四年以上。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優良，並有相當價值之研究成果發表。 

第 四 條 副教授擬升教授者須符合下列條件： 

 一、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或得博士學位後從事與所任教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八

年以上。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優良，研究成績優異，有重要之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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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教師升等提名之審查程序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初審由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分別辦理，複審由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決審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之。

初審審查細則由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 

 複審審查細則由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送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 

第五條之一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於審查教師升等案時，應就申請升等教師之教學、服務與輔

導及研究成績作綜合考量。 
          教師申請升等時，應於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中自行擇一為代

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

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申請升等教師如在教學、服務與輔導或研究等面向，任一項有具體傑出成果時，

得申請加重該項審查比重。 
各系(所)及院應將評量方式明訂於升等審查細則中。 

第 六 條  (刪除) 
第 七 條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之升等採不記名投票，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同意票者，始得提名至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第 八 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之升等採不記名投票，得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票者為通過。 

第八條之一  各級教師升等評審委員會就教師升等未獲通過之案件，應以書面具體敘明不通

過之理由通知升等申請人。 

第 九 條  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之教師，其申請升等時，年資及條件得不受第二條至第四條

之限制。 

 引用本條文升等者，於各級審查之不記名投票中均須獲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同

意，並報教育部通過始能升等。 

第九條之一  本校新進助理教授到任後應於六年內完成升等。未能於六年期限內升等者，得

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改善計畫。若改善計畫獲得系所、中心教評會通過，升等

期限可延長為八年，並得於延長期內提出升等申請；若未提改善計畫或改善計畫

未獲通過，升等期限仍維持為六年。升等未通過者，於到任第八年期滿後，逕提

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依大學法第十九條規定，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

予以不續聘。 

 前述改善計畫應於六年期限之最後一學期結束前二個月(即五月三十一日或十

一月三十日之前)，或於第六年接獲任一級教評會升等未通過通知書之次日起一

個月內，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 

 女性因懷孕或分娩得延長升等年限，每次以二年為限。本校助理教授因配偶懷孕

或分娩、其他重大事由，得檢具證明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可後延長升等年限，

每次以二年為限。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提名經初審、複審後，於每年五月底前提出，俟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備，報部核備期間依規定應仍以原職任教及支領原職級薪

資，俟發給證書後，再補發正式聘書及補發薪資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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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聘任並繼續任教而未中斷之

講師，任滿三年，其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合於第三條第（二）款升副教授之規

定者，得申請自講師逕升副教授。因在職進修獲得博士學位，得申請自次學期起

改聘為助理教授，或申請經升等程序逕升為副教授。 

第十二條  申請升等教師如不服系級教評會之決定，應於該決定之書面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依各學院有關規定提出申覆。申請升等教師如不服學院申覆之決定者，應

於該決定之書面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校教評會召集人申覆，召集

人接獲申覆案應成立審查小組進行審理，審理結果並以書面函復申覆人。 
申請升等教師如不服院級教評會之決定，應於該決定之書面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以書面向校教評會召集人申覆，召集人接獲申覆案應成立審查小組進行審

理，審理結果並以書面函復申覆人。 
申請升等教師如不服任一級教評會之決定，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訴。 
申覆以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項，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

生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

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

修業年限一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

限為二年至七年，但在職

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

二年。 
教育部核准於暑期開

設之教師碩士在職專

班，其學生修業年限為二

年至八年，但有特殊情形

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

生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

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

修業年限一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

限為二年至七年，但在職

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

二年。 
 

1.南大校區於暑期開設有

教師碩士在職專班，該班

於以前教育部核准備查

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學則第 66 條：「……修業

年限為二至八暑期，……
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

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

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

者，……酌予延長其修業

期限，惟至多以二年為

限。」 
2.參酌大學法第 26 條文

字，將該班修業年限單位

由「暑期」改為「年」；

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修

業年限一年。 
第六十五條之一  依教育

部核准辦理之國內大學

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

位專班或專業學（課）

程，其修業年限、畢業

學分、學分時數、學期

劃分、學位授予、跨系

所（校）修讀等，依教

育部核准之計畫書內容

規定辦理。 

 1.本條新增。 
2.依據教育部「國內大學與

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

專班或專業學（課）程申

請作業須知｣，新增相關

內容。 

第六十五條之二  參加「青

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

畢業生考取學校後，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

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

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

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期

間之計算。相關執行細

 1.本條新增。 
2.依教育部 106 年 5 月 19
日 臺 教 技 通 字 第

1060053929 號函規定新

增相關內容。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節與作業方式另訂之。 

第六十七條之一  與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生效

學年度（含）已取得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

格者，適用國立清華大

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學則。 

第六十七條之一  與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生效學

年度（含）已取得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者，

適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

則。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

業經教育部 106 年 9 月 14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60098134 號函准予備查

修正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學則。 
 
  



國立清華大學學則 
(修正後全文) 

 

89 年 6 月 8 日 8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34、45 條 
89 年 10 月 24 日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 89135977 號函備查 

89 年 12 月 28 日 8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90 年 4 月 23 日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05564 號函備查 

90 年 7 月 19 日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100781 號函備查 
91 年 6 月 13 日 90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 

91 年 7 月 11 日教育部台（91）高（二）字第 91101363 號函備查 
91 年 10 月 31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61 條 

92 年 5 月 30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20080384 號函備查 
94 年 6 月 22 日 9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4 年 8 月 1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103835 號函備查 
96 年 6 月 12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6 年 7 月 6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00913 號函備查 
97 年 6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7 年 6 月 19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14018 號函備查 
98 年 6 月 9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8 年 7 月 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13412 號函備查 
99 年 6 月 8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9 年 7 月 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110501 號函備查 
99 年 7 月 2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123422 號函備查 

100 年 4 月 12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0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96339 號函備查 

101 年 6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1 年 7 月 2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10115940 號函備查 

102 年 6 月 4 日 10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2 年 6 月 26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094826 號備查 

102 年 7 月 22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110035 號函備查 
103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009681 號函備查 

103 年 4 月 8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7 條 
103 年 6 月 3 日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4、46 條 

103 年 7 月 8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096475 號函備查 
104 年 6 月 9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2、58、59 條 

104 年 7 月 1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93288 號函備查 
104 年 11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5 年 1 月 5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5 年 2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50021312 號函備查 

105 年 11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第 18、33 條 
105 年 12 月 1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50159627 號函備查 

106 年 4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6 年 6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068388 號備查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 

第一篇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學位授予法

施行細則」訂定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學籍及其有關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學則辦理。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依「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審核作業要點」及本學則辦理。 



學生因遭逢教育部認定之重大災害致使無法正常學習者，其相關彈性修業機

制，悉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理原則」，

專案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第二篇  學士班學生 

第一章  入學 

第  三  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本

校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學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第  四  條  在大學修滿一學年以上肄業，或大學畢業已服兵役期滿或無常備兵役義務，或

專科學校、專修科畢業，或具專科畢業同等學力，或空中大學全修生修滿規定

學分肄業，經本校入學考試錄取者，得轉入本校學士班相當年級就讀。 

第  五  條  外國學生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以申請方式入學本

校。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學士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規定｣入學本校，惟不接受以同等學力報考。 

第  六  條  新生及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到校辦理報到及註冊手續，逾期不到者，即取消

入學資格。因故無法如期註冊者，須於註冊日前申請延緩註冊（至多以二週為

限）。 

第  七  條  新生因重病、懷孕、生產、撫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參加教育實習或其他

特別事故，不能於當學年入學，得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經核准後，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服兵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

再申請延長保留入學資格，俟服役期滿檢具退伍證明，於次學期辦理入學。惟

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錄取生應於當學年度入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 

第  八  條  學生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學歷（力）證明文件入學者或入學考試舞弊行為，

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應開除學籍。開除學籍者，不發給與修業有關

之任何證明文件。如在本校畢業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

畢業資格。 

第八條之一  本校公費生修業期間依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其權利義務依「師資培育

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  九  條  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於學期註冊前公布之。 

第  十  條  學生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上課開始日（含）前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完成

後即完成註冊。 

學生若未能於上課開始日次日起五日內完成註冊者應申請延期註冊，延期註冊

以上課開始日（含）後兩週為原則，逾期未完成註冊者，除情況特殊經專案請

准延緩註冊外，應予退學。 

每學期加退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繳交各項學分費，逾繳費期限二

週且未辦理休學者，應予退學。 



第 十一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有關規定，接受所屬學系（組）、學位學程之導師輔導，並

於加退選截止日前輸入導師密碼，未輸入者次學期須先完成導師密碼輸入後，

始可網路選課。 

第 十二 條  學生當學期已註冊，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辦理選課，除因奉派出國進修、交換、 
修讀雙學位外，應令休學。休學年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核准 延
長休學年限外，應令退學。 

            學生每學期應修習學分數，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

於廿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但依本校 
「全時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辦理者、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生不受此限。 

學生若因情況特殊，經導師及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者，得超修或酌減當學期

應修習學分數。 

第 十三 條  本校因實際需要得於暑假開班授課，其作業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暑期開

課要點」辦理。 

第 十四 條  學生校際選課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辦理。 

第 十五 條  學生得依本校「學程設置原則」，修習跨院、系、所學分學程，修畢者，發給

學程學分證明。 

第 十六 條  學生不得同時修讀上課時間衝堂之科目，如有衝堂，須於各階段選課結束前，

調整至所選科目不衝堂，否則衝堂所修之科目皆視同未選。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獎懲、請假 

第 十七 條  本校採用學年學分制，各學系、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四學年，如未能修足規

定科目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四年。 

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一至二年，如未能修足規定科目

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四年。 

各學系、學位學程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一二八學分，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四十八學分，惟各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

程得視實際需要，酌予提高，以二十學分為限。 

校定必修科目、各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程專業（門）必修科目依相關規

定另定之。 

學生修讀教育學程、輔系或雙主修，其修業年限、必修科目與學分數，依照本

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輔系、雙主修辦法規定辦理之。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以同等學力就讀本校學士班者，除第二項規定之學分總數外，應另增加至

少十二學分；其修習科目由各學系、學位學程自訂。 

清華學院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及特殊選才招生入學學生之必修科目依相關規定

另定之。 

第 十八 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學系、（含學士後）學

位學程之科目與學分數，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繼續註冊入學，其應

修習學分數，依學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已修足該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程之科目與學分數，

並符合畢業之規定者，若因核准出國進修、交換、實習者，得繼續註冊入學，



其應修習學分數，依學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或未達成畢業條件，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

補修者，第一學期得辦理休學，免予註冊；休學期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

八條第二項核准延長休學年限外，應令退學。 

前項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否則應予退學。 

第 二十 條  學生入學前已修習或在校期間參加研習班所修習及格之相關科目及學分持有證

明者，得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學分；惟各學

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生抵免後，其實際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四十學

分。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科目之學分數依每週上課時數計算，每週上課一小時滿一學期（十八週

時）者為一學分，實習實驗科目每週上課二至三小時滿一學期（十八週時）者

為一學分。 

第二十二條  學生學業、操行成績均採等級計分法，以 C-為及格。 

性質特殊之科目，授課教師得於開課學期之前一學期第一次選課開始前，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經教務長同意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通過科目視同及

格，不及格或不通過科目不給學分；已修習及格或通過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

重複修習之科目選課無效。特定科目因全校整體課程規劃之需要，需採通過、

不通過之考評方式，教務處得主動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採行。 

有關成績等級制相關事宜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辦理。 

第二十三條  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各種考核計算成績。於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後

二週內，上網登錄成績或將成績登記表送交註冊組簽收、登錄。 

授課教師因故無法如期繳送成績者，應於期末考試開始日前填妥「延期繳交成

績申請表」，經開課單位主管、院長簽章同意，並送教務長核定；其繳交期限

最遲延至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 

成績未依規定申請延繳而逾期繳送者，將提送教務會議。 

第二十四條  教師提出更改學生學期成績最遲必須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後一週內提出；提出

時應以正式書面說明理由，向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主任提出，

經由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務會議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以書面

送交註冊組更改成績。 

第二十五條  學生對其個人學期成績如有疑義，依本校「學生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

之處理程序」辦理。 

第二十六條  學生獎懲辦法及操行成績評定辦法，於學務章則中訂定之。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每一科目之成績乘以該科之學分數後累加計算，為成績積分總和。 

二、學期（不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三、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平均成績。 

四、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五、採通過、不通過之方式評定者，僅列計學分數，不列入平均成績計算。 

前項學業成績之計算，含不及格科目成績。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累計兩次，應令退學；惟下列學生不受此限：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入學之外國學生。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定之僑生、蒙藏生、原住民學生及派外人員子女

學生。 

三、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僑生。 

四、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之學生。 

五、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會分發學生。 

六、依本校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入學學生，專案申請並經教務長核准者。 

第二十九條  學生全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二十八條之限制。 

第 三十 條  第四學年學期修習科目均不及格者，應令延長修習一學期；惟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已達二分之一，且累計二次者，應令退學。 

第三十一條  學生參加考試如有舞弊行為，除該次考試以零分（等級制 X）計算外，並視情

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第三十二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事前須向任課教師請假。惟情形特殊者，得於事後檢具

證明補請。請病假逾三日者，須經校醫或公立醫院證明。 

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辦理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任課教師得斟酌學生曠

課之情形扣分。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

假，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時，得以補考或其

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四章  轉系（組、學位學程）、輔系、雙主修、雙重學籍、雙學位 

第三十三條  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得申

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四年級或輔系三年級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

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 

轉系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轉組及轉學位學程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降級轉系（學位學程）者，其在二學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

高修業年限併計。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組、

學位學程。 

依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規定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組、學位

學程、雙主修。 

第三十四條  申請轉系（含轉組、學位學程）學生應依行事曆規定日期向註冊組申請，經有

關系、學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審核，提轉系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完成。

經核准轉系之學生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返原學系。 

第三十五條  各學系學生自二年級起，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申請修讀其他學系為輔系。 

第三十六條  各學系學生自二年級起，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申請修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 

第三十七條  學生申請雙重學籍，應於雙重學籍事實發生的當學期上課開始日前，向所屬系、

學位學程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具雙重學籍資格；未經同意而同時具有學籍

者，一經查獲應予退學。雙重學籍審核標準由各系、學位學程自訂。 

雙重學籍學生學分抵免事宜，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辦理。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

制實施辦法」之規定修讀（雙）學位。 

第五章  休學、復學、轉學、退學 

第三十八條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者，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學生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得申請

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經核准後，辦理離校手續。 

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明，或特

殊事故檢具相關證明者，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學生

休學年限，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 

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得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至服役期滿為止，

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服役期滿後，應檢具退伍令申請復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得檢具證明申請休學，不計入休學

年限。 

學生於學期中途申請休學，最遲須於期末考試開始當日完成申請手續。 

學生休學學期內之各項成績概不採計。 

第三十九條  學生如因重大事故請假，不能參加期末考試，亦無法如期補行考試，以致在次

學期加選截止日期前無法補登成績者，得檢具證明，向所屬系主任申請，經核

准並送教務處核備後，未參加期末考試之學期，追認作休學論。 

第 四十 條  學生如患有公共防治要求之疾病而危及校內人士健康及安全，經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需隔離治療者，必須辦理休學，否則應勒令休學。 

前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四十一條  學生休學期滿應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申請復學（學期中不得復學），如擬繼

續休學者，須於應復學學期上課開始日（含）前續辦休學手續，逾期者，須於

繳費註冊後始得再申請休學。 

復學學生應在原肄業院系（組）、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年級肄業，但學期中途休

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年級肄業。 

休學逾期未申請復學者以退學論。 

第四十二條  學生欲轉學他校，得申請自動退學，於辦妥離校手續後發給修業證明書。修業

證明書既經發給，學生不得請求重返本校肄業。 

第四十三條  學生除申請自動退學者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學業成績符合學則第二十八條之情形者。 
二、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逾期未註冊者。 

四、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規定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依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七、延長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八、未經本校學系、學位學程同意，同時具有雙重學籍者。 
九、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予退學者。 

第四十四條  學生申請自動退學，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學生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並向註冊

組辦理退學離校手續。 

第四十五條  退學學生，其學籍經本校核准且在校修有學期成績者，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

但因學則第八條或其他依規定開除學籍者，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第四十六條  學生於本校行事曆所訂註冊日（含）前休、退學者，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免繳學雜（分）費。註冊日後休、退學者，須繳費後始得辦理休、

退學，並依該辦法辦理退費。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七條  學生修業期滿，且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應予畢業。 

第四十八條  學生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犯校規行為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依學務

章則之規定，予以獎懲。 

第四十九條  學生符合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必修科目與學分全部修畢。 
二、學業平均成績（GPA）每學期均在3.40以上，或學業總平均成績（GPA）

3.80以上，或學業總平均成績名次在該學系、班、學位學程該年級學生數

前百分之十以內。 
三、操行成績每學期均在A-以上。 

入學後經提高編級後至三年級（含）以上之學生，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第 五十 條  學生畢業，由學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照所屬學院及學系、學位學程分別授予

學士學位，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至年月，第一學期畢業者為一月、第二學

期暨暑修後畢業者為六月。 

延長修業年限原因消失時，學生得專案提出畢業申請，經教務長核可後，其學

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為核可之畢業年月。 

第三篇  碩、博士班研究生 

第一章  入學 

第五十一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各大學各學系畢業具

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經本校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得入學本校修

讀碩士學位。 

第五十二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各大學畢業具有碩士

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學本校修讀



博士學位。 

第五十三條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或碩士班研究生合於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標準者，由原就讀或

相關系、所、學位學程教授二人以上推薦，系務、所務或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

過，經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作業規定另定之。 

碩士班研究生合於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標準者，依其作業規

定辦理。 

第五十四條  外國學生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以申請方式入學本

校碩、博士班修讀碩、博士學位。 

第二章  選課、指導教授 

第五十五條  研究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一門課程（含論文、論文研究），未依規定選課者，

應令休學。休學年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核准延長休學年限外，

應令退學。 

第五十六條  研究生應依系、所、學位學程規定選定指導教授，畢業前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提

出論文，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送教務處登記。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除須具備學位授予法規定之學位考試委員資格外，其餘由各系、所、

學位學程自行規定，但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退休，其退休前尚有已持續指導三學年（含）以上之博士生，或

持續指導三學期（含）以上之碩士生未完成學位考試者，經原服務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同意，不受前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限

制。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七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教育部核准於暑期開設之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其學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八年，

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五十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廿四學分。 

博士班研究生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其中專業課程不得少於十二學

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應修滿三十學分，其中專業課程不得少於廿

四學分。 

碩、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學分另計。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視需要提高學分數，或訂定必修科目與學分。 

依「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核准入學之境外博士班

學生，其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若雙方合約或備忘錄另有約定者，依合約或備

忘錄規定辦理，但不得低於就讀本校之系、所、學位學程博士班現行規定畢業

應修總學分數三分之一。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採用百分計分法，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操行成績

以六十分為及格。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成績採等級計分法，學業成績以 B-
為及格，操行成績以 C-為及格。 



性質特殊之科目，授課教師得於開課學期之前一學期第一次選課開始前，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經教務長同意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通過科目視同及

格，不及格或不通過之科目不給學分；非經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同意已

修習及格或通過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重複修習之科目選課無效。特定科目因

全校整體課程規劃之需要，需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教務處得主動提送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第 六十 條  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前項學業平均成績之核算，比照本學則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四章  轉系所（組、學位學程）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修業一學期以上，經原就讀系、所暨擬轉入之系、所雙方指導教授（或

導師）、主任（所長）同意得申請轉系、所。 

申請轉系、所研究生須依行事曆規定日期向教務處申請，經有關系、所審查，

提轉系、所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完成。經核准轉系、所之研究生不得再申請

更改或轉返原系、所。轉系、所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系、所規定之畢

業條件，方得畢業。 

同一系、所轉組及轉學位學程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所、

組、學位學程。 

第五章  退學 

第六十二條  研究生除申請自動退學者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四、依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五、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未通過本校學位考試細則規定之各項考核者。 

七、未經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同時具有雙重學籍者。 
八、除論文外，各科學期成績全部不及格，經系、所務、學位學程會議通過予

以退學者。 
九、已授學位之論文有抄襲、剽竊或偽造數據情形嚴重，經調查屬實者。 

十、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予退學者。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及「博士學位

考試細則」辦理。 
第六十四條  研究生在修業年限內修足應修科目及學分並通過論文考試及完成論文審定者，

由學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照所屬學院及系、所、學位學程分別授予碩、博士

學位，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規定如下： 



一、博士班：以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之年月為準。 
二、碩士班：每月發證一次，以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之年月為準。 

修讀教育學程研究生，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於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學生修習

教育學程辦法」中規定之。 

第七章  其  他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保留入學資格、繳費、註冊、選課、學分抵免、更改成績、請假、休學、

復學、雙重學籍、雙學位、開除學籍等規定，比照學士班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惟博士班學生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證明，或特殊事故檢具相關證明者，經系務、所務或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報請

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其休學年限總累計至多以六學年為限。如因懷孕、

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得檢具證明申請休學，不計入休學年限。 

雙重學籍學生於兩校提出之學位論文題目及內涵應有所不同，已取得學位之論

文經本校系、所、學位學程認定學位論文題目或內涵具相似性，應依本校「博、

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經學術倫理委員會審定確認

後，撤銷本校授予之學位，公告註銷及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在學肄業生另

依本校「在學肄業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處理。 

同時於本校兩個以上系、所、學位學程就讀者，除另有規定外，比照前項跨校

雙重學籍辦理。已取得學位之論文題目或內涵經任一系、所、學位學程認定具

相似性，由學術倫理委員會審定確認後撤銷其中一個學位。 

第六十五條之一  依教育部核准辦理之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

程，其修業年限、畢業學分、學分時數、學期劃分、學位授予、跨系所（校）

修讀等，依教育部核准之計畫書內容規定辦理。 

第六十五條之二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學校後，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

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相關執行細節與作業方式另訂之。 

第四篇  附則 

第六十六條  受退學處分或開除學籍學生，依規定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在校生

得繼續就讀。申訴結果獲撤銷原處分時，其申訴期間所修習之科目、成績予以

採認，若維持原處分，則不予採認亦不發給此期間就讀之任何證明文件。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而獲

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者，應於二年內復學，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得辦

理休學，此間休學不併計於本學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之休學年限內。 

第六十七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時，須繳交學籍卡及相關證明文件。 

本校學生學籍資料所登記學生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

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在校學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正）姓名或出生年月日者，應檢附戶政

機關發給之戶籍謄本或甲式戶口名簿。 
各項學籍、證明文件及相關申請文件保存期限由教務處另訂之。 

第六十七條之一  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生效學年度（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

資格者，適用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 



第六十八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國立清華大學教學單位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應接受評鑑

之教學單位包括各學

院、學系、學位學程、

研究所、中心及室（以

下簡稱各受評單位）。 

第二條  本校應接受評鑑

之教學單位包括各學

系、學位學程、研究

所、中心及室（以下簡

稱各受評單位）。 

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品

質，協助各教學單位之發

展，落實自我改善機制，

訂定本辦法；又依據 106
年 9 月 13 日 108-112 年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1 次

策略會議，以院為本位是

本校發展目標，爰將學院

納入應接受評鑑單位。 
第四條  校評鑑指導委員

會由校長、經校長指定

之副校長、教務長、研

發長及由校長聘任校

外對高等教育行政或

評鑑具研究或實務經

驗之資深教授，及對大

學事務熟稔之業界代

表組成之，並由校長擔

任召集人，教務長為執

行秘書，負責指導各單

位之評鑑。 
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五分之三以上。 
系級單位受評時，各學

院及清華學院院長得

列席。 

第四條  校評鑑指導委員

會由校長、經校長指定

之副校長、教務長、研

發長及由校長聘任校外

對高等教育行政或評鑑

具研究或實務經驗之資

深教授，及對大學事務

熟稔之業界代表組成

之，並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教務長為執行秘

書，負責指導各單位之

評鑑。 
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五分之三以上。 
各學院及清華學院院長

得列席。 

系級單位受評時，各學院

及清華學院院長得列席。 

第五條  評鑑工作小組負

責審議評鑑項目及效

標，由教務長擔任召集

人，各學院及清華學院

推派代表組成之。 

第五條  評鑑工作小組負

責執行各項評鑑業務，

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各學院及清華學院推派

代表組成之。 

依實務辦理情形調整文

字。 

第九條  各受評單位評鑑

項目就其單位性質，包

括下列項目之全部或

部份：規劃與發展方

向、行政支援與架構、

人力資源、圖書、設

第九條  各受評單位評鑑

項目就其單位性質，包

括下列項目之全部或部

份：規劃與發展方向、

行政支援與架構、人力

資源、圖書、設備、空

一、配合學院亦為受評單

位修正。 
二、增列評鑑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備、空間與經費、國內

外學術活動、國際化、

跨領域學習、教育目

標、課程與輔導、服務

與推廣工作、師資、教

學及研究成果、學習資

源、學習成效及畢業生

生涯追蹤機制等。各受

評單位並得視其自我

定位及發展自我特色

調整評鑑項目，並提送

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及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議（系級單位由所屬學

院提送）。 

間與經費、國內外學術

活動、教育目標、課程

與輔導、服務與推廣工

作、師資、教學及研究

成果、學習資源、學習

成效及畢業生生涯追蹤

機制等。各受評單位並

得視其自我定位及發展

自我特色調整評鑑項

目，並由所屬學院及清

華學院提送評鑑工作小

組會議及校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 

第十條  各受評單位評鑑

進行之程序如下： 
…… 

三、各受評單位於訪評

日期以前一個月依

照校評鑑指導委員

會核定之表格將評

鑑資料報校，同時

送請評鑑委員審

閱；系級單位須先

送所屬學院審議。 
…… 

七、各受評單位至遲應

於結束訪評二年

內，提出自我改善

成果報告送校評鑑

指導委員會審議；

系級單位須先送所

屬學院審議。 

第十條  各受評單位評鑑

進行之程序如下： 
…… 

三、各受評單位於訪評

日期以前二個月依

照校評鑑指導委員

會核定之表格將評

鑑資料報校，同時

送請評鑑委員審

閱。 
…… 

七、各受評單位至遲應

於結束訪評二年

內，提出自我改善

成果報告送所屬學

院與清華學院以及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 

一、依實務辦理情形調整

時程。 
二、配合學院亦為受評單

位調整作業。 

第十一條  評鑑結果應分

送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及研發長審閱，並送

受評單位作為改進之

參考。 

第十一條  評鑑結果應分

送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及研發長審閱，並送

受評單位作為改進之

參考。 

依據教育部 106 年 4 月 20
日 臺 教 高 ( 三 ) 字 第

1060055234 號函，自 106
年起教育部不再辦理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各受評單位對評鑑結

果所列缺失事項，應積

極改進並進行追蹤評

鑑；對未能改進事項，

應提出說明。改進結果

並應列為下次評鑑之

項目。 
各受評單位有關辦理

評鑑之會議紀錄、自我

評鑑報告、評鑑結果、

後續處理情形及改善

成果報告等資訊，應完

整建置及保存，並在各

作業階段適時適度公

開週知，俾供利害關係

人參考。 
本校得依據評鑑結果

作為調整招生名額，資

源分配及規劃校務發

展之依據。 

各受評單位對評鑑結

果所列缺失事項，應積

極改進並進行追蹤評

鑑；對未能改進事項，

應提出說明。改進結果

並應列為下次評鑑之

項目。 
各受評單位有關辦理

評鑑之會議紀錄、自我

評鑑報告、評鑑結果、

後續處理情形及改善

成果報告等資訊，應完

整建置及保存，並在各

作業階段適時適度公

開週知，俾供利害關係

人參考。評鑑結果經提

報教育部認定後公布。 
本校得依據評鑑結果

作為調整招生名額，資

源分配及規劃校務發

展之依據。 
  



國立清華大學教學單位評鑑辦法（修正後全文） 

87 年 12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1 月 6 日 101 學年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2 年 6 月 4 日 101 學年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3 年 4 月 8 日 102 學年度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9、10、11 條 

103 年 11 月 4 日 103 學年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11 條 
104 年 8 月 6 日清秘字第 1049004323 號函修正 

○年○月○日○學年度第○次校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之品質與水準，協助各教學單位之發展，特訂定教學單位評鑑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應接受評鑑之教學單位包括各學院、學系、學位學程、研究所、中心及室（以

下簡稱各受評單位）。 
第三條  為執行教學單位評鑑之工作，本校成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評鑑工作小組及各受評

單位評鑑委員會。 
第四條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由校長、經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及由校長聘任校

外對高等教育行政或評鑑具研究或實務經驗之資深教授，及對大學事務熟稔之業界

代表組成之，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為執行秘書，負責指導各單位之評鑑。 
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系級單位受評時，各學院及清華學院院長得列席。 

第五條  評鑑工作小組負責審議評鑑項目及效標，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及清華學院

推派代表組成之。 
第六條  各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由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之專家學者及業界代表四至六人組

成之，其中應有五分之四以上由校外人士擔任，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 
  一、與受評單位學術領域相關且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並曾擔任院長、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或相當職務者。 
  二、與受評單位領域相關且具專業聲望，並曾擔任部門主管或相當職務者。 

遴聘委員時應遵守利益迴避原則，由校評鑑指導委員會依上列原則並參考受評單位

之建議名單推薦校長敦聘之。 
第七條  各受評單位參加評鑑之校內相關人員（含規劃人員及執行人員）於每次實地訪評前

至少參加一次評鑑相關知能研習。 
第八條  各受評單位之評鑑以每隔三至五年一次為原則，評鑑應以實地訪問評鑑為之。 

新設立（不含更名）之系所成立未滿三年、以及申請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

機構評鑑之系所，得申請免評鑑，由校評鑑指導委員會認定之。 
第九條  各受評單位評鑑項目就其單位性質，包括下列項目之全部或部份：規劃與發展方向、

行政支援與架構、人力資源、圖書、設備、空間與經費、國內外學術活動、國際化、

跨領域學習、教育目標、課程與輔導、服務與推廣工作、師資、教學及研究成果、

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及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等。各受評單位並得視其自我定位及發

展自我特色調整評鑑項目，並提送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及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系

級單位由所屬學院提送）。 



第十條  各受評單位評鑑進行之程序如下： 
一、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於各受評單位接受訪評日期十二個月以前提出評鑑計畫與時

程，並即通知受評單位。 
二、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於各受評單位接受訪評日期三個月以前成立該單位之評鑑委

員會。 
三、各受評單位於訪評日期以前一個月依照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定之表格將評鑑資

料報校，同時送請評鑑委員審閱；系級單位須先送所屬學院審議。 
四、評鑑委員訪評之步驟包括聽取本校相關主管及受評單位報告說明、資料檢閱、

視察館舍、設備、教學及研究狀況、與師生及職技員工進行個別或團體訪談。

委員交換意見及綜合優缺點後完成訪問評鑑表，並於訪評結束離校前與本校相

關行政主管舉行座談，提出評鑑結果摘要口頭報告。 
五、各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會於結束訪評後一個月內向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詳細評

鑑結果書面報告。 
六、結束訪評後四個月內召開全校檢討會議，各受評單位針對評鑑委員意見提出具

體改進方案。 
七、各受評單位至遲應於結束訪評二年內，提出自我改善成果報告送校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系級單位須先送所屬學院審議。 
第十一條  評鑑結果應分送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及研發長審閱，並送受評單位作為改進之

參考。 
各受評單位對評鑑結果所列缺失事項，應積極改進並進行追蹤評鑑；對未能改進

事項，應提出說明。改進結果並應列為下次評鑑之項目。 
各受評單位有關辦理評鑑之會議紀錄、自我評鑑報告、評鑑結果、後續處理情形

及改善成果報告等資訊，應完整建置及保存，並在各作業階段適時適度公開週知，

俾供利害關係人參考。 
本校得依據評鑑結果作為調整招生名額，資源分配及規劃校務發展之依據。 

第十二條  評鑑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支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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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評量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

第二十一條訂定「南大校

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專任教師評量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期能提升教

師榮譽，增進教學、研究

（含展演）、輔導及服務之

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此法適用對象為 105
年 11 月 1 日合校前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教師於合校後

選擇過渡期模式之教師。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

第二十一條訂定本辦法，

期能提升教師榮譽，增進

教學、研究（含展演）、輔

導及服務之品質，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此法適用對

象為 105 年 11 月 1 日合校

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師

於合校後選擇過渡軌之教

師。 

依據合校計畫書修正文字。 

第二條 本校各系級、院級

之教學單位及師資培育中

心，若有選擇過渡期模式

之教師者應根據本辦法訂

定實施要點，經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或院特別學術審

查委員會通過，並報校特

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備及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第二條 本校各系級、院級

之教學單位、師資培育中

心或相關單位，若有選擇

過渡軌之教師者應根據本

辦法訂定實施要點，提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另各級教師評量委員

會以具終生免評資格為原

則。 

一、依據合校計畫書修正文

字。 
二、依據 106 年 11 月 7 日

106 年度第 14 次兩校區

協調整合會議決議修

正。 
三、依「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師評鑑辦法」第 3 條

修正文字。 
四、刪除另各級教師評量委

員會以具終生剛評資格

為原則敘述。 
第三條 凡適用本辦法之各

級專任教師均應依照本辦

法接受評量。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當次免接受

評量： 
…….. 
二、通過升等時或獲得彈

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 

第三條 凡適用本辦法之各

級專任教師均應依照本辦

法接受評量。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當次免接受

評量：  
…….. 
二、通過升等時或獲得彈

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時，當年度視同通過

評量，並重新計算其

應接受評量期程。 

各款均為當次免接受評量，

故刪除第二款文字說明。 

第四條 過渡期模式之教師

評量工作，由系評量委員

第四條 過渡軌之教師評量

工作，系級由系評量委員

依據 106 年 11 月 7 日 106
年度第 14 次兩校區協調整



 

 2 

會初審，院評量委員會或

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複

審，其審查結果須送校特

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備與

校教師評量委員會備查。 
系不在院不在之情形者則

逕送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

會初審，其審查結果須送

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

備與校教師評量委員會備

查。 
進行教師評量時，應秉持

嚴謹態度，採公開、公平、

公正方式辦理。 

會執行，院級由院評量委

員會或院評量特別審查委

員會執行，其審查結果須

送校評量特別審查委員會

核備與校教師評量委員會

備查。另，系不在院不在

之情形者則逕送院評量特

別審查委員會執行之。進

行教師評量時，應秉持嚴

謹態度，採公開、公平、

公正方式辦理。 

合會議決議修正。 

第五條 過渡期模式教師評

量之內容包括教學、研究

（含展演）、輔導及服務

績效三部分。本校各系

級、院級之教學單位、師

資培育中心或相關單位，

若有選擇過渡期模式之教

師者應針對前述三部分訂

出詳細的評量項目，並製

成表格，且規定評量之方

法與通過之標準。 
受評教師應自訂教學、研

究（含展演）、輔導及服

務績效的佔分比例：各部

分佔分比例最高不得超過

50%，教學部分不得低於

30%，研究（含展演）部

分不得低於 25%，輔導及

服務績效部分不得低於

15%。計算出之評量總分

的滿分為一百分，高於七

十分（含）者為通過評量。 
 

第五條 過渡軌教師評量之

內容包括教學、研究（含

展演）、輔導及服務績效

三部分。本校各系級、院

級之教學單位、師資培育

中心或相關單位，若有選

擇過渡軌之教師者應針對

這三部分訂出詳細的評量

項目，並製成表格，且規

定評量之方法與通過之標

準，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核備。 
受評教師應自訂教學、研

究（含展演）、輔導及服

務績效的佔分比例：各部

分佔分比例最高不得超過

50%，教學部分不得低於

30%，研究（含展演）部

分不得低於 25%，輔導及

服務績效部分不得低於

15%。計算出之評量總分

的滿分為一百分，高於七

十分（含）者為通過評量。

評量實施要點另訂之。 
受評教師應將評量內容之

研究展演相關著作、作

品，上傳至本校機構典藏

平台。 

系級、院級及師資培育中心

實施要點(含規範評量內容)
提送程序悉依第二條規範辦

理。 

第六條 各系級應於四月十

五日前完成初審，各院級

第六條 各系級應於四月十

五日前完成初審，初審通

執行單位已規範於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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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師資培育中心應於五月

十五日前完成複審。 
過者送院教師評量委員會

或院評量特別審查委員會

辦理複審。各院級、師資

培育中心或相關單位應於

五月十五日前完成複審。 
第七條 各級教師之評量及

評量結果依下列規定： 
…… 
二、評量不通過者，不得提

出升等、於次學年起不

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

並不得在校外兼課。評

量三次未通過者，由校

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送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討

論其是否適任。 
三、被評量不通過者，應於

二年內申請辦理「複

評」，自「複評」通過之

次學年起解除上述限

制。 
四、評量複評不通過者的處

理方式，應循原審議程

序辦理。 
五、教師應接受評量年數之

計算不包括借調、留職

停薪期間；女性因懷孕

分娩得延長評量年限，

每次一年。有特殊原因

者，得經系級及院級教

師評量委員會或院特別

學術審查委員會通過後

准予延長，每次一年，

以二次為限。 

第七條 各級教師之評量及

評量結果依下列規定： 
…… 
二、評量不通過者，不得提

出升等、於次學年起不

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

並不得在校外兼課。評

量三次未通過者，由校

評量特別審查委員會送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討

論其是否適任。 
三、被評量不通過者，應於

二年內申請辦理「複

評」，自「複評」通過之

次學年起解除上述限

制。 
四、評量複評不通過者的處

理方式，須由院級教師

評量委員會或院評量特

別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 
五、教師應接受評量年數之

計算不包括借調、留職

停薪期間；女性因懷孕

分娩得延長評量年限，

每次一年。有特殊原因

者，得經系級及院級教

師評量委員會或院評量

特別審查委員會通過後

准予延長，每次一年，

以二次為限。 

依據 106 年 11 月 7 日 106
年度第 14 次兩校區協調整

合會議決議修正。 

第八條 教師對於評量結果

有異議時，得於收到通知

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所

屬學院之院教師評量委員

會或院（校）特別學術審

查委員會提出申復一次。

申復案件受理後，該教師

評量委員會應於十五日內

第八條 教師對於評量結果

有異議時，得於收到通知

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所

屬學院之院教師評量委員

會或院（校）評量特別審

查委員會提出申復一次。

申復案件受理後，該教師

評量委員會應於十五日內

依據 106 年 11 月 7 日 106
年度第 14 次兩校區協調整

合會議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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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進行審議，並請

申復教師列席說明。 
召開會議進行審議，並請

申復教師列席說明。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特別

學術審查委員會審議、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與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依據 106 年 11 月 7 日 106
年度第 14 次兩校區協調整

合會議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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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評量辦法 

（修文後全文） 
民國 95 年 3 月 27 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12 月 25 日 9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6 年 10 月 29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7 年 3 月 24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8 年 5 月 25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5 月 24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10 月 25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 條第 2 項之修正於 103 學年度正式實施) 

民國 104 年 5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5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10 月 24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6 月 2 日 105 學年度第 10 次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6 年 6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12 月 1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審議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訂定「南大校區(原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評量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期能提升教師榮譽，

增進教學、研究（含展演）、輔導及服務之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此法適

用對象為 105 年 11 月 1 日合校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師於合校後選擇過渡期

模式之教師。 
 
第二條 本校各系級、院級之教學單位及師資培育中心，若有選擇過渡期模式之教師

者應根據本辦法訂定實施要點，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或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

會通過，並報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備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第三條 凡適用本辦法之各級專任教師均應依照本辦法接受評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當次免接受評量：  
一、 年滿六十歲者。 
二、 通過升等時或獲得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三、 助理教授未升等前不須接受評量，但六年升等條款辦法通過前已聘

任之助理教授，仍需接受評量。 
四、 曾獲頒以下獎助（勵）者，以積點方式計算，以當次評量年限起迄

為計算區間，累積達 20 點以上者當次免接受評量，且其採計點數不得重

覆使用與計算。 
(一) 研究成果或論文以本校校名在 SCI、SSCI、AHI、TSSCI 或 THCI 發

表者，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每篇計 2 點，共同作者每篇均分 1 點。 
(二) 研究成果或論文在本校認可期刊發表者且為第一作者每篇計 0.3 點。 
(三) 獲科技部核定通過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為主持人者，每 1 年每 1 件

計 2 點；有共同主持人者，每 1 年每 1 件共計 1 點，總點數依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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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數平均計之。 
(四) 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者，每次計 10 點。 
(五) 獲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者，每次計 8 點。 
(六) 獲教育部師資培育典範獎，每次計 4 點。 
(七) 獲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師獎，每次計 4 點。 
(八) 獲中山文藝獎或吳三連文藝獎者，每次計 10 點。 
(九) 獲教育部核定通過為模範教育人員者，每次計 4 點。 
(十) 獲本校教學傑出獎者，每次計 2 點。 
(十一) 獲本校教學傑出通識教師獎者，每次計 2 點。 
(十二) 獲本校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特優與優等者，每次

計 1 點，佳作者計 0.5 點。 
(十三) 獲本校教學意見反應調查各系獲前三名之教師，每次計 0.5 點。 
(十四) 獲本校優良導師者，每次計 0.5 點。 
(十五) 曾獲其他重要教學、研究(含展演)或服務獎勵或其成果具體卓

著，須提交教務協調會議討論並依決議計點。 
 

第四條 過渡期模式之教師評量工作，由系評量委員會初審，院評量委員會或院特別

學術審查委員會複審，其審查結果須送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備與校教師

評量委員會備查。 
系不在院不在之情形者則逕送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初審，其審查結果須送

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備與校教師評量委員會備查。 
進行教師評量時，應秉持嚴謹態度，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辦理。 

  
第五條 過渡期模式教師評量之內容包括教學、研究（含展演）、輔導及服務績效三

部分。本校各系級、院級之教學單位、師資培育中心或相關單位，若有選擇

過渡期模式之教師者應針對前述三部分訂出詳細的評量項目，並製成表格，

且規定評量之方法與通過之標準。 
受評教師應自訂教學、研究（含展演）、輔導及服務績效的佔分比例：各

部分佔分比例最高不得超過 50%，教學部分不得低於 30%，研究（含展演）

部分不得低於 25%，輔導及服務績效部分不得低於 15%。計算出之評量總

分的滿分為一百分，高於七十分（含）者為通過評量。 
 

第六條 各系級應於四月十五日前完成初審，各院級及師資培育中心應於五月十五日

前完成複審。 
 
第七條 各級教師之評量及評量結果依下列規定： 

ㄧ、副教授及教授須每五年評量一次，並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未提出者，

視同評量不通過。 
二、評量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於次學年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

並不得在校外兼課。評量三次未通過者，由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送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其是否適任。 
三、被評量不通過者，應於二年內申請辦理「複評」，自「複評」通過之次

學年起解除上述限制。 
四、評量複評不通過者的處理方式，應循原審議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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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不包括借調、留職停薪期間；女性因懷孕

分娩得延長評量年限，每次一年。有特殊原因者，得經系級及院級教

師評量委員會或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准予延長，每次一年，

以二次為限。 
 
第八條 教師對於評量結果有異議時，得於收到通知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所屬學院

之院教師評量委員會或院（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提出申復一次。申復案

件受理後，該教師評量委員會應於十五日內召開會議進行審議，並請申復教

師列席說明。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審議、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與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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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專任教師 
當次免評量申請表 

教師姓名：           到 校 時 間：    年     月 
現職職稱：           就任現職時間：    年     月 
所屬學院：           上次受評時間：    年     月 
所屬系所：           填 表 時 間：    年     月 
 
說明： 
(1) 凡適用本辦法之各級專任教師符合第一至四項條件者，得免參加評量。 
(2) 填表人請於符合條件之□內打，並填註相關資料。完成後請將本表與相關

書面佐證資料送至學院辦公室。 
□一、年滿六十歲者。(出生年月日，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二、通過升等時或獲得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 
□三、助理教授未升等前不須接受評量，但六年升等條款辦法通過前已聘任之助

理教授，仍需接受評量。 
□四、曾獲頒以下獎助（勵）者，以積點方式計算，以當次評量年限起迄為計算

區間，累積達 20 點以上者當次免接受評量，具其採計點數不得重覆計算。 
計點項目 計畫/獲獎年度 情形 計算標準 小計 附件編號 

1 

研究成果或

論文以本校

校 名 在

SCI 、

SSCI 、

AHI 、TSSCI
或  THCI 發

表，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

者 

 共 篇 每 篇 計 2 點  點 

 

2 

研究成果或

論文以本校

校 名 在

SCI 、

SSCI 、

AHI 、TSSCI
或  THCI 發

表，為共同

作者 

 

共 篇 
每篇依共同作者

人數均分 1 點 
點 

 

3 
研究成果或

論文在本校

認可期刊發

 
共 篇 每篇計 0 . 3 點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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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者且為第

一作者 

4 

獲科技部核

定通過研究

計畫(含產學

合作)之主持

人 

 

共 年 每年每件計 2 點 點 

 

5 

獲科技部核

定通過研究

計畫(含產學

合作)之共同

主持人 

 共 年 
每年每件計 1 點 
(總點數依共同主持

人數平均計之) 
點 

 

6 
獲科技部傑

出研究獎勵

者 
 共 次 每次計 1 0 點 點 

 

7 
獲科技部吳

大猷先生紀

念獎者 
 共 次 每 次 計 8 點 點 

 

8 
獲教育部師

資培育典範

獎 
 共 次 每 次 計 4 點 點 

 

9 
獲教育部全

國傑出通識

教師獎 
 共 次 每 次 計 4 點 點 

 

10 
獲中山文藝

獎或吳三連

文藝獎者 
 共 次 每次計 1 0 點 點 

 

11 

經教育部核

定通過為優

秀教育人員

者 

 共 次 每 次 計 4 點 點 

 

12 
獲本校教學

傑出獎者 
 共 次 每 次 計 2 點 點 

 

13 
獲本校傑出

通識教育教

師獎者 
 共 次 每 次 計 2 點 點 

 

14 

獲本校大學

教師優良創

新課程及教

學競賽特優

與優等者 

 共 次 每 次 計 1 點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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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獲本校大學

教師優良創

新課程及教

學競賽佳作

者 

 共 次 每次計 0 . 5 點 點 

 

16 

獲本校教學

意見反應調

查各系獲前

三名之教師 

 共 次 每次計 0 . 5 點 點 

 

17 
獲本校優良

導師者 
 共 次 每次計 0 . 5 點 點 

 

18 

其他成果，須

提交教務協

調會議討論

並決議計點

點數 

 共 次 每 次 計   點 點 

 

總計 點 
*本表有關科技部研究計畫部份(第 4、5 項)，同一件申請案不得重複計算。 

 
申請人簽名欄：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新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依據大學法第 11條、師

資培育法第 5條、大學設立

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 2 條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6 條規

定，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並設

置「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依據大學法第 11條、師

資培育法第 5條、大學設立

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以下簡

稱中心辦法)第 2 條及本校

組織規程第 7條等規定，設

置「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

心)，並訂定「國立清華大

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一、依據教育部 106年 8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13855 號核定本

校組織規程、大學設立

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4

條：各大學經核准設立

之師資培育中心者，其

組織及運作等相關規

定，應於學校組織規程

定之。 

二、原師資培育中心依據

組規第 7 條列為教學

單位，合校後單位性質

依據組規第 6 條改為

行政單位，其單位設立

目標不變，惟法源變

更，故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中心負責規劃辦理本校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育

實習、地方輔導、教育實驗

以及與師資培育學系整合

等相關業務。 

第二條 

本中心經教育部核准開設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

程，以培育中等學校優良師

資、提供本校學生參與教育

工作機會為宗旨。 

一、本中心目前包含中、

小、特、幼四項師資類

科，不以中等為限。 

二、補充說明本單位執行

業務內涵。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

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綜理

本中心各項業務，任期三

年，得連任一次。得置副主

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協助

主任辦理各項業務。應置五

名以上與任教學科專長相

符之專任教師，得與校內教

育相關研究所及師資培育

相關學系採合聘方式辦

理，其主聘單位須在本中

心。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於清華學院，其

位階視同所/系。 

 

第六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

中心各項業務。本中心主任

由本中心專任教授或經中

心會議審議通過之校內專

任教授，由本校共同教育委

員會主任委員簽請校長聘

任之。惟如本中心教授人數

在三人以下時，得由副教授

兼任本中心主任。本中心主

任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一、條文整併 

二、依組規所示，性質明確

為一級行政單位，不另

贅述。 

三、依照組規 36 條規定制

定中心主管聘任方式

與任期。 

四、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

中心辦法第 2 條訂

定，設置五名專任教

師。 



一次。 

 

第八條 
本中心應依中心辦法規定

及教育部核給教育學程教

學專用專任教師員額數，置

五名以上與任教學科專長

相符且主聘為本中心之專

任教師。本中心及與本校學

習科學研究所合聘之專任

教師，以本中心為主聘單位

者，每週於本中心授課時數

應達四小時以上。 
第四條  

中心依工作職掌，設下列四

組及特殊教育中心，置組長

四人及中心主任一人，得由

專任教師兼任或由本校職

級相當之職員擔任： 

一、 課程組：辦理教育學

程規劃與開設、師資

生甄選與輔導等相關

業務。 

二、 實習輔導組：辦理教

學實習、教育實習、

資格審核及其他輔導

措施與相關業務。 

三、 地方教育組：辦理地

方教育輔導、諮詢及

各項教師進修研習等

相關業務。 

四、 教育實驗組：辦理實

驗教育、創新教學、

教學研究等相關業

務。 

五、 特殊教育中心：促進

特殊教育之研究發

展，協助解決特殊教

第四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研擬規劃師資培育發

展計畫。 

二、訂定本校教育學程各

類相關規章，統籌辦理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

關事項。 

三、規劃並延聘專兼任教

師開設教育專業課程。 

四、辦理教育學程師資生

甄選，相關規定另訂定

之。 

五、協調各院系參與師資

培育相關事項之規劃

與執行。 

六、辦理師資生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及其學

分採認與資格審核等

相關事宜，相關規定另

訂定之。 

七、辦理教育實習及就業

輔導業務，相關規定另

訂定之。 

八、辦理教師在職進修及

地方教育輔導之業務。 

九、依據中心辦法之規

定，購置相關圖書儀器

設備。 

統整說明本單位分組與職

掌。 



育問題，增進教學效

能。 

十、辦理其他師資培育相

關業務。 

 

第九條 

本中心應置專任行政人員

數人，滿足師資培育業務所

需，負責推展本中心相關行

政業務。業務內容分工包

括：一、負責師資職前教育

之課程與教學、師資生輔

導、甄選及相關行政工作。

二、負責教育實習、就業輔

導、教師在職進修與地方教

育輔導等相關行政工作。 
第五條  

本中心設有以下會議： 

一、 師資培育委員會：中

心主任為主席，竹師

教育學院院長、師資

培育學系主任為當然

委員，其他委員就校

內外相關專長教師或

專家簽請中心主任聘

任之，負責規劃及審

議師資培育發展與重

大相關事宜。 

二、 中心會議：由中心主

任、副主任、二級主

管、師資培育學系主

任、師資生代表組

成，以中心主任為主

席，審議中心各項提

案，主任因事不克出

席時，得請本中心副

主任主持。 

三、 中心業務會議：由本

中心主任、專任教師

及合聘教師組成，以

第七條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本中

心全體專任教師及合聘教

師組成，中心主任為召集

人，審理各項議案，其設置

要點另訂定之。 
 
 

一、條次修正 

二、本單位兼具教學功

能，下設三種會議，分

別討論相關議題，不以

中心會議為限。 



中心主任為主席，審

議討論有關學術相關

事項。 

第六條  

本中心得視需要設置若干

委員會協助招生甄選、課程

規劃、學生輔導、教育實

習、地方輔導、實驗教育等

師培相關業務，設置要點另

訂之。 

第五條 

本中心得視需要設置若干

委員會協助課程規劃、實習

輔導、學生輔導、甄選及經

費稽核等相關業務，各委員

會之組織、職掌及開會方式

等，另訂設置規定。 

一、條次修正 

二、依單位需求設置委員

會，協助各類業務推

動。 

第七條 

本中心依大學設立師資培

育中心辦法購置師資培育

相關圖書與儀器設備。 

第十條 

本中心應有教育類圖書一

千種、教育專業期刊二十種

以上及教學、研究用之必需

儀器設備。 

一、條次修正 

二、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

中心辦法第 2條訂定。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師

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

定、本校組織規程等相關法

令及教育部函釋意旨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師

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

定、本校組織規程等相關規

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

辦理。 

條次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清華學

院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一、條次修正 

二、行質為行政單位，由校

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後) 

106年 3月 14日 105學年度第 3次中心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 11條、師資培育法第 5條、

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 2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6條規定，訂定「國

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並設置「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負責規劃辦理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育實習、地方輔導、

教育實驗以及與師資培育學系整合等相關業務。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

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得置副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之，協助主任辦理各項業務。應置五名以上與任教學科專長相

符之專任教師，得與校內教育相關研究所及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採合聘方

式辦理，其主聘單位須在本中心。 

第四條 中心依工作職掌，設下列四組及特殊教育中心，置組長四人及中心主任

一人，得由專任教師兼任或由本校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 

一、 課程組：辦理教育學程規劃與開設、師資生甄選與輔導等相關業

務。 

二、 實習輔導組：辦理教學實習、教育實習、資格審核及其他輔導措施

與相關業務。 

三、 地方教育組：辦理地方教育輔導、諮詢及各項教師進修研習等相關

業務。 

四、 教育實驗組：辦理實驗教育、創新教學、教學研究等相關業務。 

五、 特殊教育中心：促進特殊教育之研究發展，協助解決特殊教育問題，

增進教學效能。 

第五條 本中心設有以下會議： 

一、 師資培育委員會：中心主任為主席，竹師教育學院院長、師資培育

學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就校內外相關專長教師或專家簽請

中心主任聘任之，負責規劃及審議師資培育發展與重大相關事宜。 

二、 中心會議：由中心主任、副主任、二級主管、師資培育學系主任、

師資生代表組成，以中心主任為主席，審議中心各項提案，主任因

事不克出席時，得請本中心副主任主持。 

三、 中心業務會議：由本中心主任、專任教師及合聘教師組成，以中心

主任為主席，審議討論有關學術相關事項。 

第六條 本中心得視需要設置若干委員會協助招生甄選、課程規劃、學生輔導、

教育實習、地方輔導、實驗教育等師培相關業務，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七條 本中心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購置師資培育相關圖書與儀器設



備。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本校組織規程等

相關法令及教育部函釋意旨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

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

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

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因應合校，更改法規標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以下簡稱本校區)為規劃

及審議課程，設置本校區

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本辦法適用於審議原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

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之

課程事宜，辦法內原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名

稱，依國立清華大學相關

規定訂之。」 
 

第一條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為規劃

及審議課程，依據本校組織

規程第三十一條，設置「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ㄧ、因應合校，修正法規

內容。 
二、因應合校，增訂第一

條第二項適用對象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或教務

長指定之副教務長、竹師教

育學院院長、藝術學院院長

及兩院所屬各系所課程委

員會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

南大校區代表、通識教育中

心南大校區代表、學生會推

派之南大校區學生代表一

至二位及教務處南大校區

課務組組長組成，任期為一

年。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各學院

及各系所課程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

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全校學生代表三位及教務

處課務組組長組成，任期為

一年。 

配合組織調整併予修正法 
規內容。 



第三條   
本會置召集人，由教務 
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 
由教務處南大校區課務 
組長兼任。本會採任務 
型召開。 

第三條   
本會置召集人，由教務長 
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 
教務處課務組長兼任。本 
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 
一次。 

配合組織調整併予修正法 
規內容。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定期檢討並審議各學院

（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

班）專門課程及全校性各

類學程。 
二、審議其他與課程相關事

宜。 

第四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1.研議全校課程發展方向與

課程規劃之基本原則。 
2.全校普通課程之審議。 
3.定期檢討並審議各學院

（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

班）專門課程及全校性各

類學程。 
4.審議其他與課程相關事

宜。 

因合校後全校性課程併入 
校本部共同規劃，刪除第一 
項與第二項內容以符現況。 

第五條   
院級、系級課程委員會之

設置要點，由各院級、系

級教學單位自訂，送校課

程委員會核備；院級、系

級課程委員會得聘請學

生代表、校友、或校外學

者專家若干人為委員。 

第五條   
各院、系（所）得比照本辦

法訂定各院、系（所）課程

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簽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院
級、系級課程委員會之設置

要點，由各院級、系級教學

單位自訂，送校課程委員會

核備；院級、系級課程委員

會得聘請學生代表、校友、

或校外學者專家若干人為

委員。 

合校後需依校本部課程委 
員會相關法規定訂，故修正 
之。 



第八條   
本校各類師資培育課程 
之開設，由師培中心中心

會議、師資培育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後，提本會報 
告；各類學分學程或其他 
學程由各學系、研究所、 
學院負責規劃與審議通 
過後，再提本會審議。 

第八條   
本校各類師資培育課程 
之開設，由師培中心中心 
會議、師資培育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後，提本會報 
告；各類學分學程或其他 
學程由各學系、研究所、 
學院負責規劃與審議通 
過後，再提本會審議。 

刪除贅字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因應合校，參考校本部法規 
調整會議通過層級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96 年 3 月 26 日 9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 年 10 月 27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5 月 24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5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5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四、七、八條 

105.12.19 南大教務協調會議通過、106.1.19 教務會議備查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以下簡稱本校區)為規劃及審議課程，設置本

校區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辦法適用於審議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

用之課程事宜，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名稱，依國立清

華大學相關規定定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或教務長指定之副教務長、竹師教育學院院長、

藝術學院院長及兩院所屬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

南大校區代表、通識教育中心南大校區代表、學生會推派之南大校

區學生代表一至二位及教務處南大校區課務組組長組成，任期為一

年。 

第三條  本會置召集人，由教務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處南大校區

課務組組長兼任。本會採任務型召開。 

第四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定期檢討並審議各學院（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專門課程及全校

性各類學程。 
二、審議其他與課程相關事宜 

第五條  院級、系級課程委員會之設置要點，由各院級、系級教學單位自訂，

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院級、系級課程委員會得聘請學生代表、校

友、或校外學者專家若干人為委員。 

第六條  各學系及研究所課程之規劃與修訂，應先經系、所、院課發會議通

過，再提本會備查。 

第七條  本校通識課程之規劃與開設，由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發展委員會、通

識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本會報告。 

第八條  本校各類師資培育課程之開設，由師培中心中心會議、師資培育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提本會報告；各類學分學程或其他學程由各學

系、研究所、學院負責規劃與審議通過後，再提本會審議。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3

聯絡人：周君儀

電　話：02-77365790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五)字第10601437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各校自行訂定教師資格審查之處分規定案，詳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06年8月28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117561號函賡

續辦理。

二、106年2月1日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

簡稱審定辦法)」，有關送審教師違反相關事項致給予一

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規定，希冀送審

人應更審慎處理學術研究成果及維護學術倫理，爰將修正

前第37條第1項第4款(舊制)「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1

年至5年」併入修正後第43條第1項第1款，並將第1款處分

年限由「1年至3年」提高為「1年至5年」。

三、本部106年8月28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117561號通函大專

校院調查各校處分規定，經檢視貴校提供規定後，貴校所

定規定與106年2月1日修正審定辦法未符，爰請貴校儘速

循校內程序修正後，於106學年度第1學期結束前（107年1

月31日）報部備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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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國立聯合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中原大學

、逢甲大學、靜宜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南華大學、大同大學、慈濟學校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長榮大學、玄奘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臺北

基督學院、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中州學校財團

法人中州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東南科技

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

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聖

約翰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輔英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嶺東科

技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大漢技術學院、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

太創意技術學院、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

技術學院、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空中大學、國防醫學院、陸軍專科學校

副本：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高等教育司 2017-10-17
16: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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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3

聯絡人：周君儀

電　話：02-77365790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五)字第1060143780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各校自行訂定教師資格審查之相關規定案，詳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06年8月28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117561號函賡

續辦理。

二、本部業於106年2月1日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請各校依下列事項自行檢視

校內規定是否相符；未符者逕循校內程序修正，免予報部

：

(一)有關送審教師資格審定之相關規定，未盡事宜援引本部

規定時，應包括審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二)有關送審教師違反相關事項致給予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

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規定，審定辦法援引條次已由修

正前第37條變更為修正後第43條；另學校如有明定臚列

違反樣態，亦請配合審定辦法修正一致。

(三)有關審查程序中，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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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者，應

即停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通知送審人不受理其教師資

格審定之申請，其年限為自通知日起2年內。

三、依審定辦法第43條第6項規定，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

審定辦法第43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

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復依第46條第2項及第3項略以

，學校未依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定確實辦理審定，應納入

學校評鑑、扣減獎（補）助或行政考核之依據，並追究相

關人員責任；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有前開

規定情事，屆期未改善者，本部得廢止授權其自行審查教

師資格之部分或全部，並公告之。爰此，學校如受理民眾

檢舉或發現涉及審定辦法第43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併予敘明。

四、另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辦理教師資格案外

部審查後，外審委員於乙表如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

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其他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審定辦法第21條、

第22條、第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如有成績與審

查意見未相符者，應逕向外審委員釐清後，始得辦理後續

事宜。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軍警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高等教育司 2017-10-17
16: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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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5 年 05 月 25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教育部 ＞ 高等教育目

第 39 條   學校與本部評審過程、審查人及評審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以維持 

評審之公正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將評審過程及評審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不及格之評審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 

序情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通知送審人，並自通知日起 

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第 43 條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 

一，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日 

起，依各款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五年 

以上者，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 

    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 

    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 

    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 

    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 

    年至十年。 

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 

定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 

    其教師證書，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 

    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 

    定申請之處分。 

學校於報本部複審前，或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 

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本部審議。 

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之送審人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 

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 

規定處理，並依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間，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 

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 

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之一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 

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列印時間：106/11/17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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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 民國 101 年 12 月 24 日 修正 )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指送審人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
 

　　　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

　(四)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五)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
 

　　　查程序情節嚴重。

三、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應於校內章則及聘約中明定教師違反本規
 

　定之類型、情節輕重、懲處條款、審理單位及處理程序，並公告周知。

四、學校對於具名及具體指陳違反本規定之檢舉，應即進入校內處理程序，並
 

　以保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人及送審人曝光。

　學校對於未具名而具體指陳違反本規定之檢舉，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五、學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或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發現送審人有
 

　第二點所定各款情事之一，均由學校先行調查認定。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二點所定各款情事之
 

　一，由本部併同原審查程序處理。

六、學校審理單位成員、原審查人及校外學者專家，與送審人有下列關係之一
 

　者，應予以迴避：

　(一)師生。

　(二)三親等內之血親。

　(三)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七、學校對於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情事時，應由審理單位查證
 

　並認定之。

八、學校對於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二款或第四款所定情事時，應限期請送審人針
 

　對檢舉內容提出書面答辯後，併同檢舉內容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再審查，
 

　必要時得另送相關學者專家一人至三人審查，以為相互核對，並應尊重該
 

　專業領域之判斷。審查人及學者專家身分應予保密。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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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人及學者專家審查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作為學校審理時之依據。
 

　學校於依第一項規定審查完竣後，必要時得同意送審人於程序中再提出口
 

　頭答辯。

　學校審理時，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原審查人、
 

　相關學者專家審查。

九、學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五款所定情事
 

　時，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並作成通聯紀錄，送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召集人或主席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教評會審
 

　議；經教評會審議屬實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由學校通知送審
 

　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之申請，並報本部備查。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五款所定情事
 

　時，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並作成通聯紀錄後，送本部學術審議
 

　會工作小組該學術領域委員再與該審查人查證；經該委員查證屬實者，應
 

　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由本部通知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
 

　其教師資格之申請。

十、學校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四個月內作成具體結論後，提送教評會。遇有案
 

　情複雜、窒礙難行及寒、暑假之情形時，其處理期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
 

　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學校應於教評會審議後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送
 

　審人。

十一、非授權自審學校依本原則規定認定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一款至第四款情事
 

　之一者，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之建議，報本部審議。

　本部依前項學校之認定及處置建議或本部依第五點第二項所為之相關審查
 

　意見，送學術審議會工作小組該學術領域委員所邀集之同學術領域專家學
 

　者數人組成之小組審議決定，如認定有疑義者，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
 

　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再由審議小組審議後，由本部決定之，並將審議
 

　決定函送學校執行，並轉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經本部依本辦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之學校，送審人於
 

　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發現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一款至第四款情事
 

　之一者，應準用本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理後，將審議程
 

　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備查。

十二、違反本規定之懲處經本部審議或備查後，應公告並副知各學校，且不因
 

　被檢舉人提出申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行。

　前項公告並副知各學校，非授權自審學校案件，由本部為之；授權自審學
 

　校案件，由自審學校為之。

十三、案件經審議後判定未有違反本規定者，檢舉人如再次提出檢舉，應提校
 

　教評會審議；依第五點第二項辦理者，由本部審議。

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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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或本部經審議再次檢舉內容，無具體新事證者，得依前次審議決定逕
 

　復檢舉人；有具體新事證者，學校或本部應依本原則進行調查及處理。

　對於檢舉人濫行檢舉，致生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學校得訂定相關評議及
 

　處理原則。

十四、學校應參酌本原則規定，於校內章則明定教師送審教師資格以外之學術
 

　成果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之處理原則。



國立清華大學教師違反學術倫理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十一、 本校對於違反本規定

成立之案件，依違反規定之類

型及情節輕重，決議處置之建

議，其種類如下：  

(一)一定期間內不予晉薪、不

得申請升等、借調、在外

兼職或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教授

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

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

或學術行政主管職務。 

(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予

以解聘、停聘、不續聘。 

    除依前項決議懲處外，應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三條

規定決議一定期間不受理其教

師資格審定之申請，期間規定

如下：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合

著人證明故意登載不實、

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一年至五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

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

弊情事：五年至七年 

(三)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

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

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

十一、 本校對於違反本規定

成立之案件，依違反規定之類

型及情節輕重，決議處置之建

議，其種類如下：  

(一)一定期間內不予晉薪、不

得申請升等、借調、在外

兼職或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教授

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

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

或學術行政主管職務。 

(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予

以解聘、停聘、不續聘。

    除依前項決議懲處外，應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七條

規定決議一定期間不受理其教

師資格審定之申請，期間規定

如下：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合

著人證明故意登載不實、

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一年至三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

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

弊情事：五年至七年 

(三)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

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

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

一、依教育部 106 年 10 月

17 日臺教高(五)字

第 1060143780 號函

略以，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以下簡稱審定辦法）

第 43 條第 1 項第 1

款處分年限業由「1

年至 3年」提高為「1

年至 5年」，爰配合修

正本點第 2項第 1款

規定。 

二、復依教育部 106 年 10

月 17 日臺教高(五)

字第 1060143780A 號

函（以下簡稱教育部

函釋）說明二(二)指

示，配合修正本點第

2 項所引述之審定辦

法條號，由第 37 條變

更為第 43 條。另因審

定辦法原第 33 條規

定業調整條次為 39

條，爰併予修正。 

三、又依審定辦法第 43 條

第 5項規定，增列本

點第 3 項之年限規

定。 

四、再依教育部函釋說明

二(三）指示，及依專



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七

年至十年。 

(四)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

一年至五年。 

(五)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

託、關說、利誘、威脅或

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

程序情節嚴重：二年。 

    前項第一至四款年限自學

校審議決定之日起計。 

    第二項第五款所定情事經

校教評會審議屬實者，應即停

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通知送

審人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之

申請，其年限自通知日起計。 

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七

年至十年。 

(四)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

一年至五年。 

(五)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

託、關說、利誘、威脅或

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

程序情節嚴重：二年。 

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

理原則第 9點 1項規

定，增列本點第 4項

規定。 

 

十六、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處理原則」規定辦理。 

十六、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

則」規定辦理。 

依教育部函釋說明二(一）

指示，於本點增列「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文字。 

 



國立清華大學教師違反學術倫理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草案) 
98 年 12 月 17 日 98 學年度第 3次校教評會通過 
99 年 4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年 11 月 4 日 103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年○月○日○學年度第○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處理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案件，依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指送審

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不實、代表

著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

情事。 

（三）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

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 

（四）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 

（五）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說、利誘、威脅或其他干

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三、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為受理單位，

系(所、中心)、院、校三級教評會負責違反規定案件之查證、

審議事宜。 

四、 送審人違反本規定之檢舉案件，檢舉人應以書面具名向校教評

會召集人提出，並應具體指陳檢舉對象、內容及附證據資料。

學校知悉送審人有違反本規定情事，由校教評會召集人會同教

務長及人事室主任於二週內審議受理，並移請相關院教評會召

集人處理。 
五、 校教評會召集人應於接獲檢舉案後會同教務長及人事室主任

於二週內完成形式要件審查，確認是否受理檢舉案。因形式要

件不符不予受理者，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後結案；對於受理之檢

舉案件，應移請相關院教評會召集人處理。 

學校對於檢舉人及送審人之姓名、單位及其他足資辨識身分之

資料，應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 

六、 院教評會召集人接獲送審人違反第二點第一至四款案件後，

應於十日內會同系(所、中心)教評會召集人組成五至七人之

調查小組。調查小組除院、系(所、中心)教評會召集人為當

然成員，餘依個案專業領域自系(所、中心)、院教評會委員

遴聘之，並應聘請校內外非該院公正專家學者擔任。院教評

會召集人並為調查小組召集人及主席。 



本校對於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二款或第四款所定情事時，調查

小組應以書面通知送審人於二週內針對違反內容提出書面答

辯後，由小組召集人併同違反內容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再審

查，必要時得另送相關學者專家一至三人審查，以為相互核

對，並應尊重該專業領域之判斷。審查人及學者專家身分應

予保密。 

審查人及學者專家審查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供調查小

組做成調查結果報告及具體處理建議之依據。 

調查小組應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及處理建議，提送校教

評會審議。 

校教評會必要時得同意送審人於程序中提出再答辯。 

校教評會審理時，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列舉待澄清之事項，

再請原審查人、相關學者專家審查。 
七、 院教評會召集人接獲送審人涉有第二點第五款所定情事後，應

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聯繫並作成紀錄，送校教評會召集人

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校教評會審議。 

八、 本校教評會審議第六點及第七點案件，審議成立者，其屬情節

重大達解聘、停聘、不續聘程度，送三級教評會審議；其情節

輕微者，得由校教評會逕行決議懲處。經審議不成立者，應於

審議後十日內將其結果及理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校教評會應於受理之日起四個月內確認案件是否成立。如案情

複雜、窒礙難行或寒、暑假期間等情形時，其處理時間得延長

二個月，並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教評會作出懲處送審人之決議者，應於十日內，將處理結果、

懲處情形與理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送審人之通知，

應載明申訴之期限及受理單位。 
九、 各級教評會委員、調查小組成員、審查人及相關學者專家，與

送審人有下列關係之一者，於審議及懲處違反本規定案件時，

應予以迴避： 

（一）師生。 

（二）三親等內之血親。 

（三）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利害關係人。 

（六）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前項第五款相關利害關係人之認定，由本校教評會為之。 
十、 各級教評會審議或懲處違反本規定案件時，須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十一、 本校對於違反本規定成立之案件，依違反規定之類型及情節輕

重，決議處置之建議，其種類如下：  

(一)一定期間內不予晉薪、不得申請升等、借調、在外兼職或

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任校

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學術行政主管職務。 

 (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予以解聘、停聘、不續聘。 

除依前項決議懲處外，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三條規定決議一定期間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

定之申請，期間規定如下：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不實、代表

著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一年至五

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

情事：五年至七年 

（三）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

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七年至十年。

（四）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一年至五年。 

（五）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說、利誘、威脅或其他干

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二年。  
前項第一至四款年限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計。 

第二項第五款所定情事經校教評會審議屬實者，應即停止其資

格審定程序，及通知送審人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其

年限自通知日起計。 
十二、 本校依本要點規定認定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一款至第四款情事

後，應將其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教育部備查。 

前項對於送審人之處分涉及解聘、停聘、不續聘者，依教師法

相關規定，應報經教育部核准；如涉教師資格，並報請教育部

撤銷送審人教師資格。 
十三、 本校對於違反本規定之案件經教育部備查後，由教育部公告並

副知各學校，不因被檢舉人提出申訴或行政爭訟而暫緩執行。

十四、 檢舉案經審議後，判定未有違反本規定者，檢舉人若再次提出

檢舉，應提校教評會審議。 

校教評會經審議再次檢舉內容，如發現未有具體新事證，得依

前次審議決定，逕復檢舉人；如有具體新事證，應依本要點進

行調查及處理。 
十五、 濫行檢舉致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時，由本校教評會認定，並依

情節輕重向相關單位提出懲處建議。 



十六、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

則」規定辦理。 
十七、 本要點由本校校教評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代表出席名單 

107.01.02 

 
行政

主管 

理學

院 

工學

院 

原科

院 

人社

院 

生科

院 

電資

院 

科管

院 

竹師

教育

學院 

藝術

學院 

清華

學院 

研究

人員 
教官 

職技

人員 
學生 合計 

應出席

人數 
19 10 12 5 8 5 11 7 15 3 3 1 1 4 12 116 

實際出

席人數 
19 8 8 3 6 4 8 6 12 2 2 1 1 4 9 93 

 

單位 任期 代表姓名 

行政主管 

行政 

單位 

賀陳弘校長、周懷樸副校長、陳信文副校長、信世昌副校長、呂平江主任秘書、戴念華教務長、

謝小芩學務長、顏東勇總務長、曾繁根研發長、趙啟超全球長 

教學 

單位 

劉瑞雄院長、賴志煌院長、葉宗洸代理院長、蔡英俊院長、江安世院長、黃能富院長、莊慧玲

院長、林紀慧院長、許素朱院長、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待聘） 

理學院 
一年 陳國璋教授（請假）、王道維教授、林秀豪教授、游靜惠教授、銀慶剛教授、賴詩萍教授 

二年 張介玉教授、林登松教授（請假）、楊家銘教授、葉麗琴教授 

工學院 

一年 劉英麟教授（請假）、林士傑教授、楊長謀教授、洪一峯教授、許棟樑教授（請假） 

二年 
蘇安仲教授、劉通敏教授、江國寧教授（請假）、張守一教授、葉均蔚教授、林昭安教授（請假）、

鄭兆珉教授 

原科院 
一年 許榮鈞教授、蕭百沂教授、潘欽教授（請假）、許志楧教授（請假） 

二年 柳克強教授 

人社院 
一年 吳貞慧副教授、王憲群副教授、李卓穎副教授、沈秀華副教授 

二年 陳思廷教授、祝平次副教授（請假）、陳瑞樺副教授、謝豐帆副教授（請假） 



生科院 
一年 王歐力副教授、楊立威副教授 

二年 高茂傑副教授、張壯榮副教授（請假）、張慧雲副教授 

電資院 
一年 王晉良教授（請假）、張正尚教授（請假）、趙煦教授、黃衍介教授、陳朝欽教授、蘇豐文教授 

二年 吳財福教授（請假）、黃錫瑜教授、陳新教授、金仲達教授、李端興教授 

科管院 
一年 彭心儀教授、劉玉雯副教授（請假，張元杰教授代理）、李傳楷副教授（請假，張元杰教授代理） 

二年 高銘志副教授、王馨徽副教授、冼芻蕘教授、林聖芬教授 

清華學院 
一年 李大麟教授 

二年 翁曉玲副教授（請假）、張延彰副教授 

竹師教育

學院 

一年 
蘇宏仁教授、張婉菁教授、王鼎銘教授（請假）、許育光教授、黃星凡副教授、許建民副教授、

黃漢君副教授（請假）、鄭國泰副教授 

二年 
王子華教授、謝傳崇教授、顏國樑教授、江麗莉教授、朱思穎副教授、葉瑞娟副教授（請假）、

陳素燕教授 

藝術學院 
一年 江怡瑩教授、蔣苿莉教授（請假） 

二年 蕭銘芚教授 

研究人員 一年 許文勝副研究員 

職技人員 一年 王蓉瑄組長、李美蕙組長、董國新技士、馬明紀組長 

其他人員 一年 鄒明惠教官 

學生 一年 
張庭瑋同學、吳欣蓉同學、裔弘如同學、陳琪升同學（請假）、王韻棋同學（請假）、吳乃鈞同

學、徐光成同學、黃玄皓同學、陳昱均同學（請假）、林士豪同學、林柏嘉同學、卜憲鵬同學 

備註：任期一年為 106.08.01~107.07.31、二年為 106.08.01~108.07.31；校務會議代表未改選前，現任代表之任期得延

長至改選完成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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