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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4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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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雪蘭 

出(列)席：應出席人數 95 位，實際出席人數 68 位（詳如簽名單) 

壹、 主席報告 

一、 本校本(106)年度經費 

（一） 後頂大 106 年度銜接經費各校均逐年減少，本校 105 年約 8.2 億、106 年

約 7.7 億，但本校另有因合校規模擴大額外核給約 1.3 億，因此總額度尚

較去年略增。 

（二） 延續性工程的支出(如清華實驗室)持續反映於 106 年度經費，因此校內預

算仍顯吃緊，各單位如有新增項目經費仍感到不足。106 年度各教學單位

經費比照 105 年度運作需求編列。 

（三） 節電成效方面， 105 年較 104 年用電總量少 5.1%，現在全校總用電量較

103 年度少 500 萬度，節省費用一年一千多萬元，6、7、8 月為用電高峰

期，希望大家持續努力。 

（四） 過去頂大計畫強調研究導向，而新推動計畫著重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及社

會連結。 

二、 QS 今年全球大學學科排名，本校較去年進步，其中有 3 個學門進入前 50

名，有 6 個學門進入前 51-100 名，主要學門都在 200 名以內。 

三、 有關承諾書事件，因教育部立法院未了解各大學情形，經五大協會共同說明

後，行政立法與媒體方面已不再誤導社會。學校老師學生的教學研究自由，

一向為本校所維護。 

四、 合校進展 

（一） 合校經費在上述第一(一)項之外，資本門新建築物已啟動提報程序。經常

門分年期撥辦，第一期 5 千多萬教育部已撥付使用，第二期經費近期提報，

可供支應目前兩校整合費用，如南大校區教學研究單位編列基準需提高、

學生獎補助、社團經費增加等。南大校區建築物維護部分另有分年期共 1

億經費。 

（二） 招生入學成績提升較原先預期快，可望提前 1 至 2 年拉齊招生水準。 

（三） 南大校區班制進行調整，部分系所停招，碩士班以獨立研究所分設於理學

院、人文社會學院、竹師教育學院等。竹師教育學院、藝術學院如同校本

部以雙專長模式成立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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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委員會報告 

一、 校務展委員會(李敏主任秘書報告) 

3 月 28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發會紀錄如檔案所附，請各位校務會議代表

參閱。審議通過之議案已排入本次校務會議核備事項 1 案、討論事項第 1 至

8 案。另有竹師教育學院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校務研究專業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未獲通過；有關組織規程本文及附錄修正案，因議事小組決議請就原

擬修正內容與網路登載現行組織規程版本之差異關聯性予以釐清，再排入下

次議程；此外，尚有 4 案因時間不足未討論完成。 

二、 校務監督委員會(呂忠津主席報告) 

辦理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作業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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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會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治會合併既組織章程修

訂，提請校務會議備查。〈學生會〉 

說明： 

(一) 由於併校之故，南大校區將成立清大學生會的行政部門，兩校學生會

組織架構整併。 

(二)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 

結論：備查。 

肆、 各單位業務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伍、 核備事項 

案由：規劃於教務處下成立非編制內單位「印度中心」，提請  核備。 

說明： 

(一) 「印度中心」將專責進行及提倡與印度相關研究，涵蓋印度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哲學、文學及語言研究等各面向。該中心設立目的、任務

及組織規劃詳如簡報如附件 2。 

(二) 本中心設主任及副主任各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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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

核備。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通過(贊成 52 票，反對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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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事項 

一、 案由：科技管理學院計量財務金融學系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乙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 為了培養高階金融人才，同時考量國內博士就業現況，並積極配合政府

南向政策，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將設立第一間以招收國外為主、國內為輔

的財務金融博士班，培養出具有扎實學術素養且為企業所愛的高階金融

人才。 

(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增設博士班，於科技管理學院中長程發展早已納入規

劃，經科管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105 年 12 月 28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並經本校 106 年 3 月 20 日博士班增設調整專業審查委員會 106 年第 1

次會議、同年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 

(三) 檢附科管院院務會議紀錄、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申請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

班計畫書乙份如附件 3。 

提案單位：科技管理學院 

決議：通過(贊成 52 票，反對 0 票)。 

二、 案由：生命科學院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乙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05 年 12 月 8 日清綜教字第 1059006690 號書函辦理。 

(二) 本案經 106 年 1 月 12 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

議及 106 年 1 月 19 日生命科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並經本校 106 年 3 月 20 日博士班增設調整專業審查委員會 106 年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計畫書、外審意見與回覆及會議紀錄如附件 4。 

(四) 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

審議。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決議：通過(贊成 50 票，反對 0 票)。 

三、 案由：竹師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乙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博士班增設、調整及停辦作業細則第四條第一款「申請案應經

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審查」及本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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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8 日清綜教字第 1059006690 號書函之說明二辦理。 

(二) 本案經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5 年 12 月 23 日第 105N02 次系務會議及

106 年 1 月 5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同意

通過，並於 106 年 2 月 24 日簽准同意辦理外審。依據 5 位外審委員所

提供之意見補充相關說明及修正計畫書。 

(三) 本案業經本校 106 年 3 月 20 日博士班增設調整專業審查委員會 106 年

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 106 年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四) 檢附依外審委員意見修正之增設博士班計畫書及補充說明表如附件 5。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決議：通過(贊成 33 票，反對 10 票)。 

四、 案由：工學院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前瞻功能材料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學程係依「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補助要

點」辦理，並獲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2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42359I

號及臺教高(二)字第 1050099763L 號函核定通過。 

(二) 本學程培育方式為邀請材料產業合作夥伴參與規畫，以「碩博士五年研

發一貫」方式，（一）招收碩士一年級新生，輔導學生於碩士班進行一

年後申請逕行修讀博士班，博士第一年及第二年於學校修課，第三年及

第四年於產業或法人實作研發並完成論文，及「博士四年研發模式」方

式，（二）招收博士一年級新生，以博士班第一年及第二年於學校修課，

第三年及第四年於產業或法人實作研發並完成論文，（三）招收碩士班

二年級以上學生，以逕修讀博士班機制成為博士新生，博士班第一年及

第二年於學校修課，第三年及第四年於產業或法人實作研發並完成論

文，提供學生就學期間產學合作研究及產業實習機會，以強化其職涯發

展競爭力。 

(三) 本學程設立目標 

1. 深化與鄰近地區高科技前瞻功能材料產業之產學合作機制。 

2. 推廣前瞻功能材料科技研發成果之產業開發應用。 

3. 加速博士級人才之產業分流動能並提升人才之職涯發展競爭力。修習本

學程之學生將培養之特色核心能力包括：(1)具備前瞻功能材料產業知

識與應用技能；(2)具備創新研發與成果應用推廣能力；(3)具備團隊合

作精神、領導能力與專業倫理。 

(四) 本案業經 105 年 12 月 8 日工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 106 年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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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附計畫書、會議紀錄及教育部核定公文如附件 6。 

提案單位：工學院材料科學系 

決議：通過(贊成 48 票，反對 0 票)。 

五、 案由：藝術學院音樂學系音樂碩士在職專班於 107 學年度停招事宜，提請 

審議。 

說明：本案經 106 年 1 月 16 日 105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 年 3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8 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7，並經 106

年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藝術學院音樂學系 

決議：通過(贊成 45 票，反對 0 票)。 

六、 案由：修正「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十八點、第十九點、第二十點、第二十三點及第二十五點規定乙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5 年 11 月 25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42366C 號來函，有關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部分規定，業經該部於中華民

國 105 年 11 月 25 日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42366B 號令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校規定，因修正條文甚多，有關修正條文及修正說明，敬請

詳閱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 8，本案經校發會審

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 本案經 106 年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通過(贊成 44 票，反對 0 票)，公告實施。 

七、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旨揭修正業經 106 年 1 月 19 日、同年 3 月 9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次、

第 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 106 年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9。 

(三) 本案通過後提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通過(贊成 46 票，反對 0 票)，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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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案由：修正「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三、九條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重點為第三條刪除推選臨時委員之規定，第九條參酌「國立清

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十五點及教育部「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修正有關迴避之規定。 

(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1 日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 檢附「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三、九條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

文如附件 10。 

(四) 本案經 106 年 3 月 2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 

提案單位：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決議：修正通過如下(贊成 38 票、反對 0 票) 

(一) 第三條刪除推選臨時委員之規定，並於第一項後段增列「……；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具有境外學生輔導經驗者至少

一人。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

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二) 第九條修正照案通過。 

九、 案由：有關組織規程修正「校長遴選制度乙、丁案」、「校長同意權人納入研

究員、副研究員」以及「增訂遴委會於校長任期屆滿日之 2 個月前，

或出缺後 7 個月內完成校長遴選程序為原則」等，修法方案詳如附

件 11，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校研議校長遴選、續任制度專案小組承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命研議校長

遴選、續任制度，歷經103年11月13日、104年1月7日、2月6日、3月13

日及5月8日等5次會議討論，撰寫報告書(如附件A)，業於104年6月2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報告在案，並於104年9月1日、9月15日、11月10日、105

年10月4日校務會報、105年5月24日、105年10月25日校務發展委員會、

105年11月8、15日校務會議討論，以及105年12月20日校務發展委員會

報告、106年1月3日校務會議討論。 

(二) 專案小組討論共識，基於前次(100年11月1日校務會議)修改後之校長續

任制度尚未有實例經驗，原則上不予更動(僅就校長同意權人建議納入

研究員、副研究員)。就本校校長遴選制度，以候選人不曝光俾擴大遴

選機會爲前提，兼顧及改變現狀之漸進，研提遴選修法方案計4案，經

校務會報、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以乙、丁2案(乙案再酌修文字)提送校

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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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案小組建議遴委會組成修法部分，經校務會報、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1. 遴委會人數維持15人(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維持列席參與)。 

2. 增訂遴委會於校長任期屆滿日之2個月前，或出缺後7個月內完成校長

遴選程序為原則，遴委會作業要點維持由遴委會訂定。 

3. 校友代表與社會公正人士人選，維持原推選方式 

(四) 前經辦理與各院、職技同仁、學生座談，以及一場全校型座談會蒐集意

見，如106年1月3日校務會議紀錄附件5-2。 

(五) 106年1月3日校務會議討論意見：「(一)建議各院可以院內投票、提出意

見。(二)有關新任校長校內同意權行使機制，可考慮不列入組織規程，

由校務會議另訂方案。(三)建議理學院或其他代表審酌後提出修正案。」

決議：「本案涉及修改組織規程，決議門檻需達總額(95位)3分之2出席

(64位)始得審議，因現場未達法定人數，本案下次會議再議。」 

(六) 本案相關附件如下供參酌： 

1. 教育部106年1月23日函如附件11-1，重申各校辦理校長遴選教育部之

重要規定，並請各校於校長遴選委員會議定校長遴選相關作業規定

後，將該規定報教育部備查。 

2. 106年1月3日校務會議審議資料如附件11-2： 

（1） 本校研議校長遴選、續任制度專案小組報告書如附件 A。 

（2） 校務會報、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建議修正方案(含校長遴選制度

乙、丁案)之組織規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B。 

（3）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如附件 C。 

（4）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作業要點」如附件 D。 

3. 理學院建議修正案： 

（1） 依據 106年 1月 3日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案由六討論意見   

（三）：建議理學院或其他代表審酌後提出修正案，爰此，理學

院組成修法小組建議「校長遴選制度」組織規程修正如附件

11-3；「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草案）

修正如附件 11-4。 

（2） 理學院修法小組建議採用甲、乙兩案之優點，對乙案稍作修正，

並建議推出一位候選人時需加入三項限制：a.需經校長遴選委員

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之同意。b.僅限於校外候選人。

c.此方式僅限於 1次。 

提案單位： 秘書處 

決議：本案擱置，俟教育部研議進展再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贊成 39 票、

反對 0 票)。 

十、 案由：對本校教職員工與學生進行本校與新竹教育大學併校過程程序的滿意

度調查，並委由校監會主辦在校務資訊系統進行，提請  討論。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7 頁，共 378 頁



8 

 

說明： 

(一) 此併校過程自啟動迄今，已進行一段時間，多項事務陸續進行中，確實

了解各方意見為成功執行之基礎，值得做此調查。 

(二) 此調查將提供未來進行全校性重要事件執行之重要參考。 

提案人：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游靜惠教授 

決議：修正通過如下(贊成 26 票、反對 1 票) 

(一) 合校一年後於 6 年內於每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報告合校執行進度及

成果。 

(二) 建請校監會討論是否對本校教職員工生定期進行合校執行程序、成果與

建言之調查。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5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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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紀錄 

時    間：106 年 3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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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雪蘭 

出(列)席：應出席委員 35 人，實際出席委員 31 人（出列席人員詳簽名單)  

壹、 主席報告 

一、 本校本(106)年度經費，除例行預算外，3 項額外經費，包含頂大 106 年延續

性計畫各校皆刪減(本校 105 年約 8.2 億、106 年約 7.7 億)、頂大計畫為合校

規模擴大額外核給(約 1.3 億)、已核定合校計畫經費分期撥辦（第一梯次經費

5 千多萬已撥用，第二梯次經費近期提報）。合校計畫的建築物已開始例行重

大工程申請程序、基本需求額度 107 年度開始編列、南大校區建築物維護分

年共有 1 億經費。整體而言，106 年度既有運作經費與 105 年度持平，不受

合校影響。教學單位經費與 105 年度相同，未隨頂大計畫而減少。各單位或

有新增項目經費感到不足，係因本校人事費已佔總預算一半影響其他類項，

頂大經費又規定需有 20%為教學創新之用所致。另，科技部教育部都將提出

新計畫，希望各單位積極把握提出申請 

二、 QS 今年最新全球大學學科排名，本校較去年進步，主要學科都在 200 名以

內，其中有 3 個學科進入前 50 名，有 6 個學科進入前 51-100 名 

三、 合校後招生依本年度繁星計畫及申請入學情形看來，入學成績較原先預期為

佳，可望提前於 1 至 2 年內拉齊招生水準。 

四、 有關承諾書事件，因教育部立法院未了解各大學情形，即做出嚴厲批判，影

響本校社會觀感。經五大協會共同說明後，行政立法與媒體方面現已不再誤

導社會。 

貳、 報告事項 

一、 案由：教育部新南向計畫〈全球處〉 

結論：全球處會後即通知提出計畫方式，請各學院合作積極提出申請。 

二、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會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治會合併既組織章程修

訂，提請校務會議備查。〈學生會〉 

說明： 

(一) 由於併校之故，南大校區將成立清大學生會的行政部門，兩校學生會

組織架構整併。 

(二)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 

結論：由校務會議備查。 

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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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由：科技管理學院計量財務金融學系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乙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 為了培養高階金融人才，同時考量國內博士就業現況，並積極配合政府

南向政策，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將設立第一間以招收國外為主、國內為輔

的財務金融博士班，培養出具有扎實學術素養且為企業所愛的高階金融

人才。 

(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增設博士班，於科技管理學院中長程發展早已納入規

劃，並經科管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105 年 12 月 28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

過。 

(三) 檢附科管院院務會議紀錄、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申請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

班計畫書乙份如附件 2。 

提案單位：科技管理學院 

決議：無異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 案由：生命科學院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乙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05 年 12 月 8 日清綜教字第 1059006690 號書函辦理。 

(二) 本案經 106 年 1 月 12 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

議及 106 年 1 月 19 日生命科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 本案業經本校 106 年 3 月 20 日博士班增設調整專業審查委員會 106 年

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 

(四) 檢附計畫書、外審意見與回覆及會議紀錄如附件 3。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決議：通過（贊成 28 票，反對 0 票），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 案由：竹師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乙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博士班增設、調整及停辦作業細則第四條第一款「申請案應經

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審查」及本校 105

年 12 月 08 日清綜教字第 1059006690 號書函之說明二辦理。 

(二) 本案經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5 年 12 月 23 日第 105N02 次系務會議及

106 年 1 月 5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同意

通過，並於本年 2 月 24 日簽准同意辦理外審。依據 5 位外審委員所提

供之意見補充相關說明及修正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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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業經本校 106 年 3 月 20 日博士班增設調整專業審查委員會 106 年

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 

(四) 檢附依外審委員意見修正之增設博士班計畫書及補充說明表如附件 4。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決議：通過（贊成 24 票，反對 0 票），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四、 案由：工學院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學程係依「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補助要

點」辦理，並獲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2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42359I

號及臺教高(二)字第 1050099763L 號函核定通過。 

(二) 本學程培育方式為邀請材料產業合作夥伴參與規畫，以「碩博士五年研

發一貫」方式，（一）招收碩士一年級新生，輔導學生於碩士班進行一

年後申請逕行修讀博士班，博士第一年及第二年於學校修課，第三年及

第四年於產業或法人實作研發並完成論文，及「博士四年研發模式」方

式，（二）招收博士一年級新生，以博士班第一年及第二年於學校修課，

第三年及第四年於產業或法人實作研發並完成論文，（三）招收碩士班

二年級以上學生，以逕修讀博士班機制成為博士新生，博士班第一年及

第二年於學校修課，第三年及第四年於產業或法人實作研發並完成論

文，提供學生就學期間產學合作研究及產業實習機會，以強化其職涯發

展競爭力。 

(三) 本學程設立目標 

1. 深化與鄰近地區高科技前瞻功能材料產業之產學合作機制。 

2. 推廣前瞻功能材料科技研發成果之產業開發應用。 

3. 加速博士級人才之產業分流動能並提升人才之職涯發展競爭力。修習本

學程之學生將培養之特色核心能力包括：(1)具備前瞻功能材料產業知

識與應用技能；(2)具備創新研發與成果應用推廣能力；(3)具備團隊合

作精神、領導能力與專業倫理。 

(四) 本案業經 105 年 12 月 8 日工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五) 檢附計畫書、會議紀錄及教育部核定公文如附件 5。 

提案單位：工學院材料科學系 

決議：無異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五、 案由：藝術學院音樂學系音樂碩士在職專班於 107 學年度停招事宜，提請 

審議。 

說明：本案經 106 年 1 月 16 日 105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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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 105 學年度第 8 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6。 

提案單位：藝術學院音樂學系 

決議：通過（贊成 28 票，反對 0 票），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六、 案由：竹師教育學院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校務研究專業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7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

會議通過經簽准送外審。 

(二) 增設計畫書及會議記錄、外審結果等如附件 7。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決議：不通過（贊成 18 票，反對 7 票，在場 30 位，未達校發會通過規定）。 

七、 案由：修正「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 37 條第 1、6 項及第 58 條之 1 第

2 項條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1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50144744 號函辦理。 

(二)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 第 37 條第 1 及第 6 項，有關主管資格條件及行政主管總辭之規定，增

列「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 

2. 基於實務運作及法規適用之明確性，刪除第 58 條之 1 第 2 項「得」字。 

(三) 檢附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8。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通過（贊成 23 票，反對 0 票），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八、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附錄組織架構表，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1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50144744 號函辦理。 

(二) 本次修正係為因應南大校區運作需要及保障併校後公務人員權益，調整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二級行政單位，並依教學單位設置現狀，修正或新

增教學單位。相關單位未來視運作情形定期檢討是否調整。 

(三) 檢附組織架構表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9。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通過（贊成 21 票，反對 0 票），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九、 案由：「國立清華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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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旨揭修正業經 106 年 1 月 19 日、同年 3 月 9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次、

第 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0。 

(三) 本案通過後，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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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附記：「國立清華大學學則」修正草案第 67 條之 1 與「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

程」修正草案第 58 條之 1 所述「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與「國立

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之用語一致性及修

正情形，請教務處協同人事室釐處。 

十、 案由：規劃於教務處下成立非編制內單位「印度中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印度中心」將專責進行及提倡與印度相關研究，涵蓋印度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哲學、文學及語言研究等各面向。該中心設立目的、任務

及組織規劃詳如簡報如附件 11。 

(二) 本中心設主任及副主任各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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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程序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無異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核備。 

十一、 修正「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

十八點、第十九點、第二十點、第二十三點及第二十五點規定乙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5 年 11 月 25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42366C 號來函，有關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部分規定，業經該部於中華民

國 105 年 11 月 25 日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42366B 號令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校規定，因修正條文甚多，有關修正條文及修正說明，敬請

詳閱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 12，本案經校發會

審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無異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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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案由：修正「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三、九條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重點為第三條刪除推選臨時委員之規定，第九條參酌「國立清

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十五點及教育部「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修正有關迴避之規定。 

(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1 日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 檢附「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三、九條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

文如附件 13，本案經校發會審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決議：通過（贊成 21 票，反對 0 票），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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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法規小組經 105 年 8 月 10 日、10 月 5 日、12 月 8 日等 3 次會議討論，

研擬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草案提送 105 年 1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

發會審議，討論意見請法規小組就以下內容再為研議：1.會議規範第 59

條有關特定數額之規範內容，是否可具體化規範於本議事規則中。2.

有關組織變動或重大事件之審議，採較彈性或較剛性規範之抉擇，可參

考國內其他大學之規定，以及整理本校過去組織變動之事例做為參考。

決議「請法規小組依討論意見再為研議後，提送本會審議。」同時將修

正「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乙案決議「暫時依原

要點施行，本案與第三案再同時提送本會審議。」 

(三)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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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意見如下，並決議「由法規小組研

議校務會議議事規則時併予研議。」 

1. 參考幾所學校校務會議多以舉手投票方式表決，不記名則以紙本方式投

票；中研院雖然有開計票自動化作業系統，但近幾年也多以紙本、舉手

方式表決。 

2. 建議可於學校經費許可時設置系統提供電子投票使用。 

3. 基於經費考量，建議可由校內自行開發 app 或於校務資訊系統內建置投

票系統，經反覆測試上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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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使用網路現有資源，如 Google 表單等，提昇效率。 

5. 電子投票在技術上是有可運用處理之方式，但需審慎考量執行細節。例

如，投票人使用權限之確認、IP 確認與追蹤問題、手機系統版本相容性、

即時顯示結果之可行性、投票結果正確度、記名與不記名之個資保護處

理、系統持續更新維護等。 

6. 舉手表決為一含蓄之記名投票方式，舉手放下後就無可追蹤，但電子投

票方式有記錄則一直存在。 

(四) 因應前述校發會、校務會議討論意見，法規小組於 106 年 3 月 7 日續召

開會議，經蒐集國內其他大學有組織變動或重大事件之審議規範如附件

14-1，並整理本校過去組織變動之事例，以及 106 年 1 月 3 日校務會議

討論表決系統補充資料等續以研議後決議如下： 

1. 有關 105 年 1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發會討論意見，本小組經充

分討論再為研議，有關決議門檻之規範，考量校務會議審議事項均為本

校重要事項，原擬草案第八條內容，不另以重大事項為特別額數規範，

於第二項後段以較為彈性之決議門檻規範，即「若經出席成員提出其他

表決額數之動議並經表決通過，即改以其他表決額數同意為之。」將該

原擬草案內容列為甲案；再擬一剛性內容為乙案，即「議案經認定為特

殊重大事項者，其通過則以參加表決達三分之二同意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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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該第二

項後段規範並改列為第三項。甲乙二方案提請校發會審議決定。另，有

關會議規範第 59 條特定額數之內容，對於學校議案之適用性有限，不

建議將其類別具體化規範於本議事規則中。 

2. 有關 106 年 1 月 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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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組經參酌是次校務會議討論意見並以充分討論，審酌校務會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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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擬議案之表決以舉手表決為原則，尚無改以電子投

票方式進行議案表決之急迫性與需求。 

3. 修改「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草案)」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14-2，

提請校發會審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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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及附件 15，因其業已整合於新

訂議事規則規範，於議事規則草案審議通過後，擬同時將此兩項章則予

以廢止。 

(六) 本案經校發會審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 法規小組/秘書處 

討論意見及過程：  

(一) （許志楧委員要求發言列入紀錄如下）李鴻禧教授於憲法教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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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提出多數決有其界限，如憲法及政黨法、選罷法、議事規則(範)

等不以多數決為通過，因為議事規範為希望參與討論者遵守的規

定。有關組織變動依目前草案之甲案或乙案，只要二分之一多一

票就可以決定，與前述精神不符。會議規範第 59 條第二款之甲、

丁、戊、己等目在校務會議均曾使用過，其以參加表決之三分之

二通過，相較沒有以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通過之剛性。依民主精

神，議事規則決議，不適合以多數決，有關組織變動可以會議規

範第 59 條第二款之規定為依據。 

(二) 許志楧委員提議本議事規則案以三分之二通過為表決數額；無人

附議。 

(三) 草案第一條至第四條提付討論暫無修正意見。 

決議：時間不足，下次會議繼續審議。 

十四、 案由：修正「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錄音電子檔公布要點」乙案，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 因應校務會議代表事後要求不公布其發言錄音，明訂相關作業程序規

範，於 105 年 11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議事小組會議討論，修正旨

揭第 2 點及第 4 點，並新增第 5 點規定。 

(二)  本案前經 105 年 1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發會決議「暫時依原

要點施行，本案與第三案再同時提送本會審議。」前述所稱第三案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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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案。 

(三) 檢附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5，依程序提送校發會審議通過

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 議事小組/秘書處 

決議：時間不足，下次會議審議。 

十五、 案由：校長遴選制度修法方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研議校長遴選、續任制度專案小組承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命研議校長

遴選、續任制度，歷經 103年 11月 13日、104年 1月 7 日、2 月 6 日、

3月 13日及 5 月 8日等 5次會議討論，撰寫報告書(如附件 A)，業於

104年 6 月 2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報告在案，並於 104年 9 月 1 日、9月

15日、11月 10日、105年 10 月 4日校務會報、105年 5 月 24 日、105

年 10月 25日校務發展委員會、105 年 11 月 8、15 日校務會議討論，

以及 105 年 12 月 20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報告、106 年 1月 3 日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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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二) 專案小組討論共識，基於前次(100 年 11 月 1日校務會議)修改後之校

長續任制度尚未有實例經驗，原則上不予更動(僅就校長同意權人建議

納入研究員、副研究員)。就本校校長遴選制度，以候選人不曝光俾擴

大遴選機會爲前提，兼顧及改變現狀之漸進，研提遴選修法方案計 4

案，經校務會報、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以乙、丁 2 案(乙案再酌修文字)

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三) 專案小組建議遴委會組成修法部分，經校務會報、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1. 遴委會人數維持 15 人(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維持列席參與)。 

2. 增訂遴委會於校長任期屆滿日之 2個月前，或出缺後 7 個月內完成校長

遴選程序為原則，遴委會作業要點維持由遴委會訂定。 

3. 校友代表與社會公正人士人選，維持原推選方式。 

(四) 依 106年 1月 3 日校務會議討論意見，另研擬校長遴選制度修法方案，

有關新任校長校內同意權行使機制不列入組織規程，由校務會議另訂之

方案。以現行校務會議訂定之「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

作業要點」，以及由遴委會自行訂定之「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作業要點」，整合改由校務會議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

織及運作要點(草案)」，並增訂校長遴選制度方案。 

(五) 本案相關附件如下供參酌： 

1. 依 106 年 1 月 3 日校務會議、106 年 1 月 17 日校務會報討論意見，研

擬校長遴選制度修法方案如附件 16-1。 

2. 教育部 106年 1 月 23日函如附件 16-2，重申各校辦理校長遴選教育部

之重要規定，並請各校於校長遴選委員會議定校長遴選相關作業規定

後，將該規定報教育部備查。 

3. 目前提送校務會議審議資料如附件 16-3： 

（1） 本校研議校長遴選、續任制度專案小組報告書如附件 A。 

（2） 校務會報、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建議修正方案(含校長遴選制度乙、

丁案)之組織規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B。 

（3）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如附件 C。 

（4）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作業要點」如附件 D。 

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時間不足，下次會議審議。 

十六、 案由：新訂「國立清華大學校務監督委員會辦理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作業要

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及第三十二條、本委員會運作細則第五條、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四條及教育部辦理國立大學

校長續任評鑑作業要點，訂定本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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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2 月 13 日、106 年 3 月 20 日校務監督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 檢附「國立清華大學校務監督委員會辦理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作業要點

(草案)」如附件 17，本案經校發會審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校務監督委員會 

決議：時間不足，下次會議審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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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 
106.4.11 

校務監督委員會業務報告 

一、 校務監督委員會辦理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作業報告： 

（一） 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作業過程：校務監督委員會(簡稱本委員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32條規定辦理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作業，投票期間為 106年 2月 24日 13時起至

106年 3月 15日中午 12時止，並於 106年 3月 15日 14時在行政中心會議室公

開進行開票與計票作業。共發出選票 674張，同意權人簽名領取選票 615張，未

領取選票 59張，收回選票 601張，未繳回選票 14張。經本委員會公開討論後合

法選票為 593張，不合法選票為 8張，決議投票總數為 593張。本委員會於開票

完成後即行製作開票紀錄，並接續召開 105學年度第 8次校務監督委員會議，決

議確認開票紀錄，將開票紀錄公告本校教職員工生，以信函致校長通知開票結

果，將本次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作業中，投票單、計票單封存至 106年 9月 15日

中午 12時止，隨後即以銷毀。 

（二） 校長續任領、投票方式與現行公民投票的領、投票方式之比較： 

現行公民投票之領、投票必須公民親自帶證件去投票所，在現場完成領取投票

單、秘密無記名於投票單上圈定、將投票單投入投票箱。因此每張投到投票箱之

投票單皆為合法的選票。這些選票在開票、計票時再分別判定為有效票或無效票

（行政院有圖示公告如何判定）。有效票又分為同意（贊成）票與不同意（不贊

成）票。投票總數為全部投到投票箱之投票單(合法選票)的總和，包含有效票與

無效票。 

清大校長續任同意權人之領、投票在期限內（約兩星期）先到系所辦公室簽名領

票(相當於完成公民投票之領取投票單)，之後再將選票繳回系所辦公室。繳回時

必須將投票單置入小信封密封勿簽名，再將密封小信封置入中信封密封要簽名。

這樣的設計是在保障秘密無記名投票之進行(相當於進行公民投票之秘密無記名

於投票單上圈定)。各系所在領、投票期限截止後，將所繳回之選票送到校務監

督委員會。校務監督委員會進行開票、計票作業，首先必須進行選票是否合法的

驗證程序並據以決定投票總數。也就是要驗證中信封是否密封、其上之簽名是否

與系所辦公室領票紀錄上的簽名一致，小信封是否密封、是否勿簽名，只要有ㄧ

為否定者，經校務監督委員會判定後即為不合法之選票，不計入投票總數。再將

密封且未簽名及未作任何註記的小信封全數集中投入一整理箱中加以充分攪拌

混合(相當於完成公民投票之秘密無記名於投票單上圈定以及完成將投票單投入

投票箱)。驗證的最後一個程序為取出整理箱中之小信封，開封並抽出投票單，

檢查投票單是否蓋有校務監督委員會戳章以及監製票人印章。通過所有驗證程序

之投票單即為合法選票，合法選票總數即為投票總數。 

（三） 不合法選票之判定： 

為確保秘密且不記名投票之進行，校長續任投票同意權人必須將投票單置入小信

封密封勿簽名，再將密封小信封置入中信封密封要簽名。並且校務監督委員會進

行開票、計票作業時，必須先進行選票是否合法的驗證程序並據以決定投票總

數。也就是要驗證中信封是否密封、其上之簽名是否與系所辦公室領票紀錄上的

簽名一致，小信封是否密封、是否勿簽名，只要有ㄧ為否定者，經校務監督委員

會判定後即為不合法之選票，不計入投票總數。 

本委員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14條第一項第三款與第 32條規定授權辦理對校長續

任之同意投票作業，本於權責處理與議決所有選務相關工作，完成交付之任務。

本委員會辦理校長續任之同意投票，參考現行公民投票精神，並以歷次辦理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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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累積所成方式進行。本次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之開票與計票作業係公開舉

行，有校長推派之代表及各學院、職員與學生推派之代表以及關心校長續任同意

投票結果之教職員工生共同參與開票與計票作業過程，本委員會依前述（二）所

述標準下，經公開討論後判定 8封未密封之小信封為不合法選票，並在前述參與

者無人當場提出異議之情況下加以封存。為提升未來執行選務工作品質，校務監

督委員會已研擬新制定【國立清華大學校務監督委員會辦理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作

業要點(草案)】。然，仍難免遇及選務工作的不確定性因素，校務監督委員會未

來辦理校長續任之同意投票，仍將被授權處理與議決未於明文中規定的選務相關

工作。 

（四） 開票與計票過程之人為疏失不影響開票結果之正確性： 

在開票與計票過程中，有ㄧ張投票單未從已開封的小信封中抽出，計數選票又發

生錯誤，沒有即時更正未將該投票單從已開封的小信封中抽出的疏失，直到開完

所有從小信封中抽出的投票單後發現少了一張投票單，才從集中放置已開封的小

信封的整理箱中找到內有該投票單的小信封並抽出選票。經再次確認放置於整理

箱中的已開封小信封的數量無誤後，到此時才更正未將該投票單從已開封的小信

封中抽出的疏失。繼續開票與計票作業並完成開票與計票作業。開票結果之正確

性殆無疑義。 

本次校長續任同意投票之開票與計票作業公開舉行，有校長推派之代表以及各學

院、職員工與學生推派的校務會議代表參與，更有關心校長續任同意投票結果的

教職員工與學生主動前來共同參與整個開票與計票作業過程，不論各自對校長續

任同意的立場為何，對開票與計票作業完成後之開票結果，現場所有參予者並無

任何異議。開票紀錄並經本會第 8次會議決議確認後對全校教職員工與學生公告。 

二、有關接受委託查詢案： 

（一）本校與竹教大合校案自 105年 4月 12日 10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

考量學校未來發展性且為協助本委員會釐清相關疑義，原訂 106年 3月 20日將邀

請學校決策當局列席會議說明，因時間不足，爰擇日再行討論。 

（二）本委員會收悉同仁反應申請科技部計畫經費時，學校書面承諾提供一定比例配合

款，配合款是否依承諾支應以因應科技部之查核乙案，本委員會 106年 3月 20日

105學年度第 9次會議通過成立查詢案，將由本委員會與相關單位進行瞭解。 

（三）有關勞動基準法修法已正式上路，本委員會收悉本校同仁委託查詢學校相關因應

措施及決策情形，本委員會 106年 3月 20日 105學年度第 9次會議通過成立查詢

案，將由本委員會與相關單位進行瞭解。 

（四）有關校園基地臺之架設案，前經 105年 12月 29日本委員會主席報告處理過程，

並有會議結論：「建議新體育館樓頂基地臺設置程序，參照 103 年設置流程，提送

校務會報及行政會議報告以完備程序，本委員會將持續追蹤執行情形。」經向委託

同仁回覆，同仁希請本委員會成立查詢案。本委員會 106年 3月 20日 105學年度

第 9次會議通過成立查詢案，將由本委員會與相關單位進行瞭解。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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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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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追蹤事項 執行單位 決議/指示事項 

一、議事規則草案經 105 年 1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發會初

審，討論意見及決議如下： 

(一)討論意見：請法規小組就以下內

容再為研議： 

1. 會議規範第 59 條有關特定數額之

規範內容，是否可具體化規範於

本議事規則中。 

2. 有關組織變動或重大事件之審

議，採較彈性或較剛性規範之抉

擇，可參考國內其他大學之規

定，以及整理本校過去組織變動

之事例做為參考。 

(二)決議：請法規小組依討論意見再

為研議後，提送本會審議。 

二、法規小組已再為研議，並將議事

規則草案提送 106 年 3 月 28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發會初審，

尚未審議完成，續提送校發會初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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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法規小組併同議事規則草案研

議，議事規則草案提送 106 年 3 月

28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發會初審。 

四、本校校務基金（校本部）： 

106年 1月至 2月底止，財務收支執行狀況報告 

(一) 收支餘絀情形：收入實際數 992,699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861,643千元比較，預算

執行率 115.21%，支出數 1,005,330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1,043,223千元比較，預

算執行率 96.37%，收支短絀 12,631千元，其中已認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

137,500千元（詳如表 1）。 

(二) 資本支出情形：截至 106 年 2 月底止資本支出執行數 87,287 千元，與累計預算分

配數 148,470 千元比較，執行率 58.79%，與全年可用預算數 750,780 千元比較，

達成率 11.63%，其中房屋建築累計預算分配數 110,013千元，執行數 49,058千元，

執行率 44.59%，其他各項設備累計預算分配數 38,457千元，執行數 38,229 千元，

執行率 9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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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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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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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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22

千元。 

(四) 資產負債情況：截至 106 年 2 月底止，資產總額 23,711,876 千元，其中流動資產

2,712,913千元，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1,293,123千元，固定資產

10,223,022 千元，無形資產 53,612 千元，遞延借項 265,604 千元，其他資產

9,163,602 千元；負債總額 13,530,851 千元，其中流動負債 2,670,571 千元，長

期負債 391,731千元，其他負債 9,372,131千元，遞延貸項 1,096,418千元；淨值

10,181,025 千元，其中基金 5,923,538 千元，公積 4,159,304 千元，累積短絀

151,818千元，淨值其他項目 250,001千元（詳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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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校務基金（南大校區）： 

106年 1月至 2月底止，財務收支執行狀況報告 

(一) 收支餘絀情形：收入實際數 150,218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163,959千元比較，預算

執行率 91.62%，支出數 183,138 千元，與累計分配數 207,959 千元比較，預算執

行率 88.06%，收支短絀 32,920千元，其中已認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13,606

千元（詳如表 1）。 

(二) 資本支出情形：截至 106年 2月底止資本支出執行數 1,037千元，與累計預算分配

數 2,553千元比較，執行率 40.61%，與全年可用預算數 51,097千元比較，達成率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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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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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絀數為 22,315

千元，建請學校積極推動開源節流相關措施。(本項不包含本校附設實驗小學) 

(四) 資產負債情況：截至 106 年 2 月底止，資產總額 4,148,132 千元，其中流動資產

1,261,904 千元，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37,875 千元，固定資產

1,050,490千元，無形資產 7,303千元，遞延借項 24,961千元，其他資產 1,765,599

千元；負債總額 2,000,182千元，其中流動負債 137,630千元，其他負債 1,855,478

千元，遞延貸項 7,074 千元；淨值 2,147,950 千元，其中基金 990,317千元，公積

883,720千元，累積賸餘 273,913千元（詳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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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 
106.04.11 

秘書處  業務報告 

一、 本校創校106週年暨在臺建校61週年校慶活動日（校慶大會）訂於4月 23日（日）

舉行，活動節目單業已完成印刷。 

二、 校慶系列活動-校友名人講堂於 4 月 15 日、4 月 27 日舉行，共邀請 12 位海內外

校友返校分享人生職場經驗，歡迎轉知活動訊息並踴躍參加。 

三、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106 年延續性計畫經費已核定，將於 5月 1日前完成計畫書提

報作業。另外，教育部補助合併競爭型經費近期將另案提報申請書。 

四、  3 月 15 日頒授「辜成允先生名譽博士學位」，表彰其身體力行企業家社會責任，

關懷弱勢，慷慨濟世，為物種多樣性、地球生態環境保護及永續經營樹立典範。 

五、  106 年 3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開放填報，已通知校本部及南大校區相關單位依

限完成填報作業。 

六、 為期發揮校友資料庫效能，請系所持續充實校友資料庫資料，將賡續進行校友資

料庫獎勵活動，評比及獎勵方式再行公告。 

七、 本校成立新影音平台「清一下」，由公共事務組帶領學生製作較有趣、輕鬆的校

園短影音新聞，目前積極安排影音新聞製作相關課程，包含影片剪輯、影像概論

與隨手拍、配音與新聞稿寫作。 

八、 今逢西南聯合大學成立 80 週年，中央新聞紀錄電影製片廠刻正籌拍紀錄片，並

將到本校拍攝部分場景及史料，著重在與梅貽琦校長、西南聯大相關的文件資料

等。 

九、 梅花傲骨攝影比賽得獎名單於 3 月 29 日揭曉，共有 275 人參加，作品高達 2188
件，為近來最佳梅花攝影作品之比賽。 

 

校園規劃室  業務報告 

一、 提送教育部補助合校搬遷子計畫申請-計科所綜二館四樓空橋空間整修計畫。 

二、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構想書，預計於 4 月 12 日召開會議討論，將請各單位審

議後據以修改，以利後續外部之審查作業。 

三、  宜蘭縣政府 106 年 03 月 31 日函請教育部另邀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宜蘭縣政

府、宜蘭大學及本校等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共同討論「移撥宜蘭園區土地及地上

物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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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 
106.4.11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本部外籍生預計入學人數共計 62 人(含大學部 2 人、碩士

班 26 人、博士班 33 人、雙聯博士學位：英國利物浦大學 1 人)，實際入學人數

共計 39 人(含大學部 2 人、碩士班 13 人、博士班 23 人、雙聯博士學位：英國利

物浦大學 1 人)。 
二、依全校院學士班會議(105 年 12 月 8 日)建議：院學士班學生因修讀不同第二專長

之故，成績排名往往無法真實反映學習成效，影響學生申請碩士班甄試權益。建

議以課程為單位呈現成績百分比，再計算全班成績百分比排名，可行性及相關細

節由教務處研議。已委請計中協助修改報表程式，並已完成驗收上線，目前已可

提供學生申請｢單科成績單｣。｢單科成績單｣內有當科課程修課成績分布圖及各等

級定義，並依據目前申請成績單收費標準酌收每份 10 元。 

三、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將於 106 年 4 月 15 日上午 10：30 於大禮堂舉行書卷獎頒獎

典禮，校本部書卷獎總計 373 人獲獎，獲頒書卷獎同學之入學管道分別為：申請

191 人(51.21%)、指考 88 人(23.59%)、繁星 63 人(16.89%)、轉學 9 人(2.41%)、
陸生 4 人(1.07%)、僑生 6 人(1.61%)、外籍 1 人(0.27%)、資優 4 人(1.07%)、轉校

1 人(0.27%)、身心 1 人(0.27%)、特殊選才 3 人(0.80%)、原住民申請 1 人(0.27%)、
僑生獨招 1 人(0.27%)；南大校區學業成績優良奬總計 180 人獲獎，本次同學獲

頒學業成績優良奬之入學管道分別為：申請 54 人(30.00%)、指考 65 人(36.11%)、
繁星 42 人(23.33%)、轉學 6 人(3.33%)、陸生 1 人(0.56%)、僑生 3 人(1.67%)、身

心 1 人(0.56%)、技專管道生 1 人(0.56%)、師保甄試 4 人(2.22%)、運動績優甄試

生 1 人(0.56%)、運動績優甄審生 1 人(0.56%)、運動績優獨招生 1 人(0.56%)。 
四、台灣聯合大學系統 106 學年度轉校招生今年由中央大學主辦，目前調查各系辦理

意願中，預定 5 月 5 日舉行 UST 轉校第一次視訊會議。 
五、科技部為強化獲補助資源之學研機構及研究人員對學術倫理應有認識及重視，凡

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之申請機構應辦理完成 1.訂定學術倫理管理及自律規

範 2.指定或成立學術倫理管理專責單位 3.建立學術倫理教育機制 4.訂定學術倫

理案件處理標準作業流程；自 106 年 12 月 1 日起，未辦理完成者，科技部得不

受理所申請之研究計畫，自 106 年 12 月 1 日起，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

申請書內所列首次執行計畫之參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申請研究計畫之

日前 3 年內，完成至少 6 小時之學術倫理教育課程訓練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

請機構備查。 
六、2017 年清華紫荊季訂於 4 月 29 日舉行，截至 4 月 7 日止，高中團體報名計有 1000

人、個人報名計有 256 人。 
七、「2017 年清華大學與馬來西亞獨中交流計畫」訂於 6 月 5 日至 6 月 9 日辦理，

分兩梯邀請 20 所學校校長，目前計有 5 校回覆出席。 
八、繁星推薦招生名額 317 名，3 月 6 日公告分發結果，本校分發 273 名，分發缺額

44 名，放棄 4 名，合計缺額 48 名。 
九、個人申請招生名額 1259 名，3 月 16 日公告第一階段篩選通過人數 4866 人，經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27 頁，共 378 頁



第二階段甄選報名共 4373 人報名，各學系班組已辦理第二階段甄選項目中，榜

示訂於 4 月 20 日。 

十、台灣聯合大學系統 106 年度第 1 次四校教務長視訊會議於已於 2 月 20 日舉行，

決議視招聯會推展「準大學生先修課程聯合認證平台」具體進度，再決定台聯大

是否共推先修課程。 
十一、 106 學年度本校學生赴境外修讀雙聯學位申請共選派 2 位同學（電機 1、材

料 1）至瑞典林雪平大學攻讀學碩雙聯。另選派 6 位同學(材料 2、動機 1、工工

1、工科 1、科法 1)至北京清華大學攻讀雙聯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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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 

106. 4.11 

學務處  業務報告  

學務處本部 
一、 1 月 19 日辦理媒體溝通與危機處理，邀請薛荷玉執行長演說，約 30 位同仁參與，獲益良多。 
二、 2 月 8 日辦理合校後學務處共識營，謝學務長主持活動，57 位同仁熱情參與，讓各組彼此了解目

前及未來合校後現象與建議。 

三、 2/17 與課指組協同辦理「與校長有約－誰來午餐」於名人堂，10 位同學參加，活動順利完成。 
綜學組  
一、僑生春節聯歡祭祖活動已於 106 年 2 月 18 日(星期六)中午 12:00 於彭園會館湘圓廳舉辦，教育

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楊敏玲司長、僑委會僑教處張景南處長與本校師長、僑生共 150 人參加 

二、3 月 17~20 日學務處與全球處一起參加越南河內教育展，校長亦親自蒞臨為同仁們加油打氣。感

謝越南校友用越南語幫忙解說，使得本校攤位吸引很多學生參觀，也讓參加學生更能了解清華。 

三、2017 年校園徵才已於 3月 18 日順利舉行完畢，因活動造成交通不便，感謝各單位協助及體諒。 

廠商回饋意見如下： 

(1) 今年參與人數十分踴躍，希望以後可以繼續在主幹道舉辦，但因雙邊設攤，導致參觀路線十

分擁擠，希望可以延伸更長的道路，讓活動更為寬暢。 

(2) 今年廠商履歷收件數均有大幅成長，因時間有限，先以電話調查幾家廠商履歷收件結果： 

 

 

 

(3) 105 年及 106 年校徵參與數比較表 

 

 

 

 

 

(4) 新增活動 APP 集點活動，參與人數為 1392 人。 

生輔組 
一、 106 學年大學部「新生領航營」：經 2次協調會議討論決議，106 學年新生領航營課程規劃，採

校本部與南大校區合併至校本部校區上課，將所有新生編組區分自強不息與厚德載物二隊分組同

時實施，確定合校後下學年新生領航辦理方式，俾利各單位先期準備。 

二、 生輔組學習生態第二期計畫(提升自治幹部功能)活動規劃： 

(1)大學部二、三年級自治幹部座談會時間：已於 106/3/16 日 1130～1330 時。以 106 學年住宿規

劃說明、宿舍安全維護、校外賃居租屋(訊息、安全)及反毒宣導為重點。 

(2)大學部一年級自治幹部座談會時間：訂於 106/4/13 日 1130～1330 時，以今年校慶典禮前準備

事宜及安全反應(通報)協處為重點。 

(3)大學部四年級自治幹部座談會時間：訂於 106/6/7 日 1130～1330 時，以畢業典禮前的準備工

校徵舉辦年度 說明會廠商家數 說明會參加人次 博覽會廠商家數 

105 年校徵 52 家 3701 人次 144 攤 

106 年校徵 56 家 5914 人次 156 攤 

 台積電 慧榮科技 聯電 

去年 1300 件 300 件 500 件 

今年 1600 件 500 件 8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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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重點。 

課指組 
一、 已於 2月 24-26 日舉辦丁酉梅竹賽，相關賽事與活動皆已圓滿落幕，正式賽清大得 3.5 點，交大

得 5.5 點，由交大獲勝。 

二、 3 月 15-17 日辦理 105學年度校本部社團評鑑，懷幼社代表參與 3月 25-26 日全國大專社團評選。 

三、 本校管樂社參加 105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榮獲大專團體 B組－管樂合奏特優第一名、銅管

五重奏優等第二名及打擊樂合奏優等第二名。 

衛保組 

一、2月份傷病報表統計：外傷服務對象，依序為：工學院 (21%)、教職員眷(20%)、理學院 (17%)；

受傷主因為汽機腳踏車所致、走路所致、運動傷害等原因。地點主要為校外、校園及自家等地點。

性質主要為擦傷、切割刮傷、灼燙傷等。緊急救護個案共 0人次，留置休息個案共 0人次。 

二、舉辦午後約會下午茶系列特展，展出內容包含健康選書、市售常見下午茶飲品展覽、臉書打卡按

讚及心得撰寫活動、宣導校內健康資訊系統之健檢報告查詢功能、健康生活型態線上檢測、健康

系列影展、線上有獎徵答活動，和減重相關海報展。 

三、教育部於 106 年 3 月 31 日至本校實施學校衛生輔導訪視，共有四位委員蒞校訪視，訪視業務除

衛生保健組外，另包含環境衛生、廢棄物處理、教室燈光、通風，及餐飲衛生管理業務。 

住宿組 
一、 宿舍植樹活動：已向林務局新竹林管處申請中，預定辦理場地為清齋廣場、新齋花圃，欲申請苗

木杜鵑、茶花、桂花、金露花共 750 棵。 

二、 106 學年舊生住宿申請於 3/13~3/17 辦理一般宿舍申請，大學部第一次候補男生共 501 人，女生

共 442 人有補上床位，第二次候補登記於 4/18-4/21 辦理。 

三、 106 學年度研究所申請優先住宿於 3/27-4/21 辦理繳件登記作業。 

諮商中心 
一、 材料系蔡同學不幸事件，諮商中心啟動校園輔導關懷機制，除發送全校關懷信，也提供主要接

觸的師生及家屬給予適時地陪伴與相關的協助，已針對材料系與社團同學辦理 3場創傷後心理

減壓團體，未來將持續追蹤關懷受事件影響的同學。 

二、 本學期新生身心適應測驗共有 159 人受測，其中寒轉生 29 人，提早入學研究生 130 人。篩檢後，

共有 12 人需後續追蹤關懷，其中寒轉生 4人，提早入學研究生 8人。 

三、 105 學年度全校各院「第九屆傑出導師獎」，推薦候選人名單已收件完畢，開始進行評選程序。 

四、 資源教室本學期辦理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共 7位學生提報，情緒行為障礙 3位，自閉症

2位，視覺障礙 1位，肢體障礙 1位。 

體育室 

一、男子排球隊公開組二級第七名、女子排球隊公開組二級第九名、女子籃球隊公開組二級第五名、

女子籃球隊一般組第九名。 

二、106 年全大運預賽晉入決賽項目:男女桌、男女羽、男網。 

南大校區 

一、 南大校區 6月 4日學士班畢業典禮主題：心築教大，乘瘋竹夢。畢業季活動目前規劃如下： 

106/4/1~106/5/5 畢業歌徵選、106/4/3~106/6/3 畢典倒數活動、106/4/27 畢業季講座、

106/4/10~4/14 畢業傳情、106/5/23~5/25 畢業二手市集、106/5/11 Running 南大校區、106/5/26

畢業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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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 
106.04.11 

總務處 業務報告 
一、為確保本校檔案安全並加強同仁緊急應變能力，106.04.10 舉辦水損檔案緊

急搶救演練。 
二、106 年度消防設備檢修申報工作於 106.01.03 開始進行，03.15 完成。106 年

各館舍消防設備維護作業開口合約，由二家公司得標，事務組 105.12.29 通

知各館舍廠商分區及聯絡方式，後續請逕自聯繫分區負責廠商進行維修，惟

自 106 年開始 24 小時消防設備緊急處理費用，由各館舍自行負擔，建議各

館舍定期汰換容易發生誤報區域之探測器等設備。 
三、校本部與南大校區區間車時刻表，已綜合蒐集 106.03.01 加退選結束跨校區

選課人數、學生社團搭車需求等參考資料，修正 03.13-04.14 期間區間車時

刻表，後續會依據搭車人數資料及搭車意見修正時刻表。 
四、106 年全校松樹松材線蟲及松毛蟲防治工作於 106.04.05-05.20 進行。 
五、配合五月報稅期間將至，本校外籍人士（非居住者）105 年所得之扣繳憑單

紙本已於 106.03.31 前交各系所轉發所得人簽收收執，請所得人儘速至系所

領取；此外，若年度中已變更為居住者，居住者期間所得之扣繳憑單，配合

國稅局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請所得人至校務資訊系統查詢或列印。 
六、保管組於 106.03.20-04.21 實施本年度財物初盤作業，提醒各單位於時限內確

實進行財物初盤，凡未依規定完成初盤者，將全面列為本年度財物複盤對象。 
七、106.04.12 配合人事室辦理新進人員研習，舉辦電子公文系統操作講習，並

宣導政府採購法規、科研採購法規及本校採購作業之注意事項等相關事宜。 
八、因應 106.03.13-03.14 審計部查訪及 106.03.21-03.29 科技部查帳，採購組配

合研發處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及主計室，提供本校有關產學合作計畫及科研

採購設備之相關資料，使查帳作業順利進行。 
 

環安中心 業務報告 
一、106.01.23 完成 106 年職業醫學專科醫師臨校服務採購，後續分別與職醫、

職護討論本校教職員工母性健康保護計畫細項執行流程及重複性工作危害

預防計畫之修定事宜。 
二、105 年 1-12 月份總用電量（教學研究單位 32,323,279 度+行政單位及其他生

活設施 23,749,481 度=56,072,760 度）較 104 年同期總量（教學研究單位

33,571,043 度+行政單位及其他生活設施 25,416,332=58,987,375 度）下降

4.94%。 
三、106.02.21 辦理 106 年預計推動節電事項及宣導調查會議，邀集各單位節能

管理員說明年度節能推動事項。 
四、立體機車停車塔太陽光電系統改採升壓併聯方式，完成重新挖掘佈線施工，

於 106.03.20 開始進行售電作業。 
五、106.03.20、03.21 辦理「毒性化學物質」新系統操作說明教育訓練，主要為

解決原 E 化管理系統之相關問題及因應法規修訂後之功能新增，重新建置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31 頁，共 378 頁



新 E 化管理系統後辦理教育訓練。 
六、校園安全通報網 105.12.24-106.03.30 共通報 16 件，已完成 12 件，未完成 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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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 
106.4.11 

研發處暨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業務報告 

一、賀本校六位教授榮獲 105 年度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物理系余怡德教授、化工

系呂世源教授、服科所徐茉莉教授、工工系簡禎富教授、材料系賴志煌教授

及葉均蔚教授。 

二、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國立清華大學補助單位及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人員」

自 4 月 10 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受理線上申請。 

三、研發處於 106 年 4 月 17 日至 4 月 23 日於旺宏館穿堂舉辦研究中心「研究成

果展-海報展」，歡迎參觀。 

四、科技部徵求 107 年度「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曜星計畫」構想書。申請機

構每一領域至多推薦 5 件計畫構想書。「數學及自然科學領域」、「生命科

學領域」、「工程及應用科學領域」、「社會科學領域（含人文學、科學教

育）」等四領域。校內截止日 106 年 5 月 8 日(一)17:00 前填妥校內申請表。 

五、技部「產學研發聯盟合作計畫-半導體領域試辦計畫」計有 5 件申請案，科

技部預計於 5 月進行初審作業。 

六、106 年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聯盟)構想書審查通過 1 件。 

七、產學合作計畫：105 年計畫統計至 106 年 4 月 5 日共 380 件，金額達 604,391
千元(含 N 類)；106 年計畫統計至 106 年 4 月 5 日共 54 件，金額達 94,820
千元。 

八、106 年 TIX 年度諮議會於 3 月 16 日假南育成大樓舉辦。委員提供許多寶貴

意見。 

九、六、106 年 TIX 國際創業實習說明會於 3 月 7 日假綠能館舉辦，共計 67 位

同學報名參加，至 3 月 26 日截止日共有 7 名學生提出國際創業實習申請，

將於 4 月公告錄取名單；另預計 4 月中在以色列舉辦來台實習說明會，5 月

中申請截止。 

十、創新育成中心陸續辦理「新知講堂」、「新點子論壇」等活動。 

十一、技轉件數與金額：106 年 3 月為 13 件、765 萬元；106 年累計至 3 月共 29
件、1,198 萬元(統計至 106 年 3 月 31 日)。 

十二、專利數：106 年 3 月申請計 11 件，歷年申請案於 3 月同時獲證了 5 件；

106 年累計至 3 月申請共 45 件；歷年申請案於 106 年累計至 3 月獲證 39
件(統計至 106 年 3 月 31 日)。 

十三、各類合約協商與審查：106 年累計至 3 月共有 26 件產學合作契約書、3 件

技轉合約書以及 102 件合作協議書、保密協定與委託研究合約等(統計至

106 年 3 月 31 日)。 

十四、智財組將於 4 月 12 日至 15 日參加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主辦之

LED Taiwan 發表會，預計展出校內 5 個研究團隊的 LED 相關技術成果，

推廣校內研發能量，提高技術曝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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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務處業務報告 
一、 近期訪賓：香港經濟貿易文化辦事處主任鄭偉源先生等 3 人(1/4)、中強光電

人力資源中心林行宜資深處長等 3 人(1/4)、日本福島高校師生訪團等 30 人

(1/4-1/6)、蒙古國立大學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Prof. 
Baatarbileg Nachin 等 6 人(1/19)、教育部陪同越南記者等 5 人(1/19)、印尼技

職講師博班生等 17 人(2/8)、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 教授團等 6 人(2/10)、南

非 Stellenbosch 大學營運長(3/2)、澳門聖若瑟中學第五校校長及師生團(3/9)、
學術交流基金會美國各大學國際處代表等 14 人(3/10)、愛爾蘭都柏林大學三

一學院國際處代表等 2 人(3/15)、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 國際長等 2
人(3/17)、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國際處代表(3/20)、瑞士蘇黎士大學、伯恩大

學及德國康斯坦茨大學國際處代表(3/20)、中國蘭州大學徐生誠副校長等 3 人

(3/23)、法國巴黎薩克雷大學國際長等 6 人(3/23)、土耳其科克大學校長等 3
人(3/23)、德國德勒斯登大學國際處代表(3/24)、義大利威尼斯大學國際處代

表(3/24)、亞太教育者年會暨教育展 APAIE Campus Tour 全球各大學國際處

代表 35 人(3/24)、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處代表(3/28)、福建省四川商會徐

朝暉理事長等 11 人 (3/29)、法國洛林大學教授 2 人(4/5)。 
二、 新增校級合約：法國尼斯大學(University of Nice Sophia Antipolis)續簽

Erasmus + Program Agreement、以色列魏茲曼科學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簽署學術合作備忘錄、越南胡志明市國際大學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Viet 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o Chi Minh City)簽署學術合作備忘

錄及交換學生協議書、中國華東理工大學續簽學術合作備忘錄、交換學生備

忘錄及自費研修生備忘錄、日本廣島大學 (Hiroshima University) 簽署學術合

作備忘錄及交換學生協議書、法國里昂第三大學(Universite Jean-Moulin Lyon 
3) 續簽交換學生協議書、中國香港城市大學續簽學術合作備忘錄、以色列赫

茲利亞跨學科研究中心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IDC) Herzliya)簽署學術合作

備忘錄及交換學生協議書、德國柏林工業大學(TU-Berlin)簽署學術合作備忘

錄、德國達姆城工業大學(TU- Darmstadt)簽署學術合作備忘錄、法國巴黎第

六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 VI, UPMC) 簽署學術合作備忘錄及交換學生協議

書。 
三、 10610 學期外國交換生入學申請 2 月 1 日起至 4 月 15 日止受理申請。 
四、 106 學年度陸港澳交換生 2 月 13 日起至 4 月 15 日止受理姊妹校推薦申請，

校本部(53 所)與南大校區(26 所)姊妹校統一由本處為聯繫窗口。 
五、 2017 四校(清大/中央/陽明/北藝)國際事務同仁交流已於 3 月 30 日在陽明大

學辦理，會議中討論四校未來可互相支援夏日課程及陸生交流活動。 
六、 配合校慶活動辦理全球姊妹校說明會：4/12(三) 12:20-13:10 留遊德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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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三)12:20-13:10 留遊法國講座、4/26(三) 12:30-13:20 2018/2019 赴海外交

換說明會，說明會地點：旺宏館一樓清沙龍。 
七、 本校與工研院合作暑期印度實習生計畫，共錄取 IIT 姐妹校學生 6 人。 
八、 第一屆『印度─臺灣印度華語教材雙邊共構論壇』於 3 月 11 日在印度尼赫

魯大學舉辦，近 200 人次共襄盛舉。 
九、 各項獎學金及交流計畫及截止日期：科技部公開甄選 2017 年國內博士生赴

西班牙暑期研習計畫學員(4/13)、106 學年度波蘭政府獎學金(4/20)、教育部

青年發展署「選送青年赴新南向國家深度研習計畫」第二階段徵件(4/21)、106
年教育部歐盟獎學金甄試(5/31)、科技部 107 年度「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及「赴

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申請(7/14)。 
十、 公告暑期營隊活動：上海交通大學與上海大學共同主辦之 2017 年“海峽杯＂

兩岸青年創新創業領袖成長營(7/6-7/18)及 2017 西北工業大學第五屆海峽兩

岸航空航天文化探索營(7/1-7/7)、東南大學 2017 海峽兩岸青年領袖長三角經

濟文化研習營(7/2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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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4 月 11 日 

清華學院業務報告 
一、清華學院 

1.清華學院近期將規劃與進行教育館一樓整修工程，為使工程順利推展，於

3月 7日由李敏主秘召集相關單位(清華學院、通識中心、校園規劃室、

營繕組、議事法規組、奈材中心、電子所、研發處)召開協調會議。 

2.清華學院於 3 月 16 日下午舉辦彭森明榮譽講座教授與師長們座談會，進

行通識教育意見交流、討論;並邀請彭森明教授加入通識中心「通識二三

事」的交流群組名單，惠賜專文分享。 
二、通識教育中心 

1.現正進行優秀學生作品推薦試行辦法，以表彰通識優秀作品，鼓勵老師與

學生投入通識教育，展現並累積優秀通識成果，初步階段以鼓勵方式進

行，頒發獎狀予學生，並將作品整理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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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已展開徵求應開而未開之課程相關徵課公告。 

三、體育室 

1.世大運場館修繕第一及第二階段已完工驗收，體育館二樓綜合球場目前可

供教學及校隊練習使用。 

2.預計於 5月 10日進行世大運場地維安演練預演，5月 11日進行正式演練。 

四、軍訓室 

1.105 學年度第 2學期全民國防課程授課教官，計有校本部 6員及南大校區

3員，合計 9員教官；授課科目計有國際情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防

衛動員及國防科技等五大領域，學生選課人數為 1051 人(校本部 901 人、

南大校區 150 人)。 

2.106 年大專程度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案，報名時間自 106 年

3 月 13 日至 4月 5日止，簡章已公告於軍訓室網頁上宣導，後續軍訓室

將綜整本校義務役預官預士報名資料送交考選會憑辦。 

3.南大校區為讓學生瞭解全民國防的重要性，特訂於 106 年 4 月 26 日至蘇

澳軍港實施參訪，預計有教官 3員、校安 4員、學生 120 員，共計 127

員參加此項活動。 

五、藝術中心 

1.4/18 晚間七點半校慶活動【優人神鼓-勇者之劍】將於大禮堂演出，敬請

各位師長踴躍索票入場。 

2.4/21 至 5/12 大小清華聯展，將由清華藝集與清大附小美術班一同展出，

敬請蒞臨欣賞。 

六、清華學院學士班 

1.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已結束，本班業已完成委員聘任之相關程序，並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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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於 106 年 3 月 30 日由相關招生單位舉行體育績優最低錄取標準審查會

議。 

七、 語言中心 

1.106 年 4 月 15 日(六)舉辦 105 學年度下學期第一場多益校園團測，報名

人數 496 人；106 年 6 月 17 日(六)舉辦第二場多益校園團測。 

2.本學期共同英文集中考試時間，英文二：4月 13 日(四)與 6 月 15 日（四）

晚上，進修英文：6月 8日(四)晚上。感謝系所協助提供場地。 

八、寫作中心 

1.105 學年下學期第一梯次開辦 7門短期英文寫作課程，第二梯次課程陸續

更新中，請轉知同學歡迎報名參加。 

2.2016 秋季中文競寫活動獲獎名單、作品及評語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歡

迎點閱。 

3.3/21 於旺宏館 R245 舉辦簡報大賽系列活動-「千萬講師的簡報說話課」

講座，報名十分踴躍，共近四百人報名，活動滿意度(非常滿意及滿意)

達 98.29%。 

九、住宿書院 

1.因應本單位名稱從清華學院改為住宿書院，原先單位簡介宣傳摺頁已發放

完畢，近期將重新製作。 

2.厚德、載物與天下書院 21 級招生第一階段將於 4/1 開始，6/15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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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1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業務報告 

通訊、網路與伺服器 

一、 無線網路改善工程與相關業務： 

1. 2/2 完成南大校區學生可申請無線網路帳號(南大校區教職員工已於 105 年 11 月

開放)，藉此方便南大校區教職員工生使用本校區無線網路之外，亦能在校外透

過 VPN 連線，如同在校內一般，使用那些原本限定校內 IP 位址（或因授權

限制、資安管理或其他原因）才能使用的各種網路資源與服務（如：電子期刊、

校園授權軟體下載等）。 

2. 完成人事室無線網路新建及學資中心 2F 課務組大型綜合教室區之無線網路效

能提升工程。 

3. 本中心於 3/6 發現研發大樓該區之校園無線網路服務中斷，經查為該大樓因有

滲水狀況造成本中心提供之網路交換器進水故障，連帶影響連接之無線網路基

地台運作，已於 3/9 恢復該區校園無線網路服務。 

4. 配合事務組將行政大樓 2F 第三會議室移至 1F 空間，完成行政大樓 1F 第三會議

室無線網路之新建工程。 

二、 學生宿網改善工程與相關業務： 

1. 完成南大校區學生可申請使用本校區之學生宿舍網路。 

2. 完成汰舊更新學生宿網文、實、禮等齋機房之 UPS 不斷電力監控系統。 

3. 協助住宿組完成雅齋學生宿舍之部分房間新設網路使用環境。 

4. 配合生輔組辦理學生助學貸款申請業務，完成代收就學貸款學生之「網路與軟

體使用費」相關作業，共計 62 萬 5000 元，869 人。 

三、 3/23 開放南大校區提前入學新生能申請各項中心網際網路服務，包括電子郵件信

箱帳號、Google App for Education（G-Suite）帳號以及無線網路帳號。 

四、 有關兩校區間之「電話交換機系統擴充暨整合案」，業於 106 年 4 月初整合完成。

另南大校區（原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代表號 03-5213132 自即日停止使用並播放已

改號之語音留言。請各單位注意爾後文宣資料應統一使用「國立清華大學代表號

03-5715131」。 

數位學習與數位內容 

一、 Turnitin Feedback Studio 即日起至2017年5月31日止提供試用，歡迎大家多加利用，

詳細內容請參考: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15010,r240-1.php?Lang=zh-tw 

二、 計通中心電腦教室儲值系統服務關閉，原辦理儲值師生請攜帶學生證或服務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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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晚上17:00)至計通中心二樓服務台辦理退款。 

南大校區報告 

一、 南大校區電腦教室自 2 月 2 日起，更新門禁系統使用清華新核發職員證與學生證，

統一以新核發證件進出計通中心電腦教室。 

二、 配合合校後，修改調整南大校區教務系統新增中午排課功能與畢業證書等相關證

明文件格式及報表列印格式。 

三、 南大校區網路 IP 與網域變更整併至校本部，各大樓使用端個人電腦與印表機皆已

轉換完成，重要校務系統資料庫及校園入口網、email、教務、學務、師培、通識、

教學平台、電子表單、服務學習計畫…等皆已修改調整完成。目前仍有少數涉及

外部資料交換或金流服務主機需變更調整。後續仍需再進行系統備援主機變更與

備份系統之設定。 

四、 南大校區 email 信箱原為 xx@mail.nhcue.edu.tw 已變更為 xx@mail.nd.nthu.edu.tw 
（寄至舊信箱 xx@mail.nhcue.edu.tw 之郵件仍可正常接收至新信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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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4月11日 

   圖書館   業務報告 

一、 利用指引與推廣活動 

1. 105學年度第2學期圖書館利用說明會課程 
時間 課程內容 上課地點 

2/20(一)12:10-13:10 資料檢索的第一步（館藏資源及服務介紹） 總圖 2F 電腦教室 

2/21(二)12:10-13:10 新版博碩士論文上傳系統說明會 總圖 2F 電腦教室 

2/21(二)15:10-16:00 新版博碩士論文上傳系統說明會 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2/22(三)12:10-13:10 資料檢索的第一步（館藏資源及服務介紹） 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2/23(四)12:10-13:10 資料檢索的第一步（館藏資源及服務介紹） 人社分館複合閱覽室 

3/7(二)12:10-13:30 論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 篇 (基礎課程) 總圖 2F 電腦教室 

3/7(二)14:30-16:20 論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 篇 (基礎課程) 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3/15(三)12:10-13:30 掌握最新研究趨勢！Web of Science 平臺介紹 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3/22(三)12:10-13:30 掌握最新研究趨勢！Web of Science 平臺介紹 總圖 2F 電腦教室 

3/28(二)12:10-13:30 論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 篇 (基礎課程) 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3/28(二)14:30-16:20 論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 篇 (基礎課程) 總圖 2F 電腦教室 

4/12(三)12:10-13:30 期刊排比資料庫 JCR + 學術表現評比資料庫 ESI 總圖 2F 電腦教室 

4/19(三)12:10-14:00 論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 篇 (疑難排解課程) 總圖 2F 電腦教室 

4/26(三)12:10-13:30 期刊排比資料庫 JCR + 學術表現評比資料庫 ESI 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5/23(二)12:10-13:10 清大博碩士論文上傳方式說明會（總圖） 總圖 2F 電腦教室 

5/24(三)12:10-13:10 清大博碩士論文上傳方式說明會（南大校區） 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5/25(二)12:10-13:10 清大博碩士論文上傳方式說明會（人社分館） 人社分館複合閱覽室 

2. 106年度上半年展覽@總圖1F知識集 
時間 展覽名稱 主辦單位 

1/1—2/28 畫中有話：南大校區繪本書展 圖書館 

3/1—3/31 午後約會 衛保組 

4/20—5/10 含弘光大－兩岸清華學人手札展 圖書館 

4/18—4/27 知識滙系統特展 圖書館 

5/15—6/15 重讀唐文標：一個數學家的社會關懷 圖書館 

6/12-6/30 公務人員專書閱讀 人事室 

3. 106年上半年活水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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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蒞臨參

加。 
時間 講者 講題 

1/14 【蘇琬婷】寵物訓練師、行為治療師 寵愛狗狗從訓練做起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40 頁，共 378 頁



2 
 

時間 講者 講題 

2/18 
【林群】 
蘇格貓底咖啡屋老板、唐吉訶德移動書屋司機

創業與書車的奇幻之旅 

3/18 【上官鼎(劉兆玄)】清華大學前校長 從台灣來-新書分享會 

4/15 【布魯諾】布魯諾國際品牌顧問執行總監 先聽話，再說話 

5/20 安排中(由修習「圖書館活動推廣」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生負責企劃) 

6/17 【蔡櫻茹】果陀劇場/活化歷史專案總監 戲劇與生活-從生活感受表演的溫度

4. 再會吧人間！陳映真特輯 
人社分館於 106 年 3 月 6 日至 3 月 31 日舉辦「再會吧人間！陳映真特輯」主題書展，除

陳映真著作外，亦完整展出圖書館所典藏由其創辦之《人間》雜誌。 
《人間》是臺灣首份以寫「民眾史」為定位的雜誌，以文字加上圖片影像的方式紀錄臺

灣邊緣社會需要關懷的各項議題。藉由此展除了希望讓讀者認識瞭解 
陳映真外，亦能夠喚醒更多人對不同的世代但同樣有苦的人間更多的善意與關懷。 

5. 華夏意匠－圓明園四十景圖與樣式房圖檔特展 
一件典藏於圖書館中的館藏，只有在被讀者閱讀、研究、欣賞後才真正地展現了價值，

如同撥去了塵埃的藝術品才能被清楚地看見！ 
「華夏意匠－圓明園四十景圖與樣式房圖檔特展」是人社分館首次與同學合作，透過同

學對館藏的研究利用分享，讓更多讀者可以看 
見圖書館館藏的豐富內容，透過同學的雙眼讓您看見館藏的內涵與趣味之處。 
展期：106 年 4 月 10 日至 4 月 20 日 
地點：圖書館人社分館複合閱覽室 

二、 校慶系列活動 

1. 106年校慶，圖書館推出系列活動如下表列 
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清知識：認識校史大小事」闖關活動 4.18(二)-4.27(四) 總圖書館 2 樓校史展示區 

復仇女神 Erinyes—密室脫逃中 4.22(六) 18:00-22:00 總圖書館 

圖書館 Open House Day 
4.23(日) 10:00-18:00 
4.23(日) 13:00-21:00 

總圖書館 

南大分館 

賴伯里(Library)定時導覽 4.23(日) 11:30-12:00 總圖書館 

知識滙系統展示 4.18(二)-4.27(四) 總圖書館 1 樓 

2017 校史特展：到此「藝」遊─清華校

園公共藝術之旅 
4.17- 總圖書館 2 樓校史展示區 

含弘光大：兩岸清華學人手札展 4.20(四)-5.10(三) 總圖書館 1 樓閱報區、知識集

俄羅斯典藏晚清木版年畫展 4.24(一)-6.16(五) 人社院、圖書館人社分館 

2. 2017校史特展：到此「藝」遊─清華公共藝術之旅（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An Overview 
of the Public Art at NTHU） 
2017 校史特展預計 4/17 日起開展，由圖書館主辦、通識教育中心協辦，在原有「清華

文化藝術地圖」的基礎上，挑選計 14 件公共藝術計畫及藝術創作，彙整、考證相關文獻

資料重新編撰而成一趟筆上行旅，希望藉此增進讀者對清華豐富藝文資產的認識，並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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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文化藝術地圖」（全國第一份校園藝術景觀導覽地圖）之效益。 
14 件公共藝術包含（依建置年代）：昇華、鳳凰、校門立柱、過程、痕、清鏡、日晷、

候鳥歸巢、媒嫁科技、無聲的對話、沉思者、世界家園─駐留的美感、對弈.對藝，及預

計 5 月完工的「樹葉」。挑選原則以依據「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定義，及高度展現藝術家

創作特色、理念之作品為準。 

3. 「含弘光大－兩岸清華學人手札展」展覽 
在清華大學百餘年的辦學歷程中，名師薈萃，從他們留下來的信札、講義、文稿中，仍

可感受大師風采之萬一。展覽將展出兩岸清華具重要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的清華學人手

札約 60 件，讓校內師生欣賞、品味大師們的手澤，喚起後輩學子對學術的嚮往，以及對

前賢的景仰與緬懷。 

4. 「熊青ㄟ校史」告訴你清華多有梗 
校史很學術很嚴肅，但校史也可以很有趣很好玩。超過百歲的清華校史不只在歷史論述

上舉足輕重，更可提供文化創意的新養分，以「清知識/輕知識」」的角度說不一樣的故

事。 
校慶期間，清華圖書館首次推出「熊青ㄟ校史之灰熊有意思」line 貼圖抽獎活動，4 月

18-27 日參與總圖 2F 校史展示區「清知識─認識校史大小事」闖關活動，即可參加限量

260 組貼圖抽獎（活動結束後抽出）。出生於清華總圖的熊貓阿清，性溫和，有點宅，

最愛 Cosplay 灰熊裝及讀校史，目前正朝「熊青」養成之路前進中。42 幅貼圖梗，主要

以清華的人、事、物發想，例如：梅竹賽、公共藝術、合校歷程等，也有適合一般大眾

的生活用圖，歡迎各界與清華歡渡校慶之際，也一同來校史探險，「解開七封印，召喚

熊青魂」！ 

5. 「俄羅斯典藏晚清木版年畫展」暨專題演講「民俗畫中的圖像解密」 
人社分館將於校慶期間展出 38 件典藏於俄羅斯宗教歷史博物館的晚清年畫(複製品)，這

批展出的年畫色彩鮮豔，內容吉祥喜氣，除了祈求一年的平安與福運，從年畫的豐富內

容中更可以感受大眾對未來生活的期盼與追求，亦相當符合校慶時熱鬧的氣氛。除了年

畫展覽，更邀請於中正大學中文系任教也是清大校友的楊玉君教授帶來的專題演講「民

俗畫中的圖像解密」，讓看展者不只是看熱鬧，還能進一步瞭解年畫中的豐富意涵。 
 
展覽主題：俄羅斯典藏晚清木版年畫展(106.4.24-6.16) 
展覽地點：人社院 A、B 區，圖書館人社分館 
 
專題演講：民俗畫中的圖像解密(106.4.25/(二)10:00~12:00) 
主 講 者：楊玉君/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演講地點：人社院 A202 演講廳 
主辦單位：國立清華大學圖書館 
合辦單位：國立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國立中正大學媽祖文化研究中心、俄羅斯國立

宗教歷史博物館 

三、 國立清華大學前校長劉兆玄新書《從台灣來》手稿捐贈給本校典藏 
國立清華大學前校長、現任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金會董事長劉兆玄3月18日下午在本校舉

行的《從台灣來》新書分享會中，將全書21餘萬字、十二冊珍貴手稿全部捐贈給清大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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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由前校長陳力俊教授代表賀陳弘校長接受。擔任與談人的清大前校長陳力俊教授與

林福仁教授相繼表示，書中描述的部分景觀以及熔鹽反應爐相關情境與清大在台建校初期

原子科學、能源科技關係密切，這份手稿納入校方典藏，不但珍貴更增添校史佳話。 

四、 建置「知識滙」 
在圖書館、研發處、計通中心同仁及合作廠商的共同努力下，知識滙平台已初步完成建

置。106年3月23日開始，陸續依系所需要赴各單位拍攝教師照片，俾呈現於知識滙平台之

教師個人簡歷。106年3月24日通知全校各單位指派知識滙聯絡人，以協助後續平台功能、

介面之精進及相關推廣。知識滙預計於106年4月中旬開放校內教師使用。 

五、 圖書館借閱服務調整 

1. 修訂規則-圖書館研究小間使用須知 
圖書館研究小間使用須知已整合南大分館研究小間使用規範，於 3 月 1 日完成修訂通過，

本校教師或大四以上學生可使用總校區、人社分館以及南大分館研究小間，校本部研究

小間以空間管理系統預約使用，南大分館研究小間則採人工預約方式，並依「國立清華

大學南大校區圖書分館研究小間使用須知」辦理。 

2. 修訂規則-圖書館討論室使用須知 
圖書館討論室使用須知已整合南大分館討論室使用規範，於 3 月 1 日完成修訂通過，本

校師生可使用總圖、人社分館及南大分館討論室，總圖討論室以空間管理系統預約使用，

人社分館與南大分館討論室採人工登記借用方式，洽各分館服務櫃台登記借用。 

3. 修訂規則-圖書館視聽聆賞空間使用須知 
圖書館視聽聆賞空間使用須知已整合南大分館非書資料使用規範，於 3 月 1 日完成修訂

通過，讀者可使用總圖與南大分館視聽媒體與聆賞空間，總圖以空間管理系統預約使用，

南大分館採人工登記借用。 

4. 修訂規則-圖書館縮影資料使用須知 
圖書館縮影資料使用須知已整合南大分館縮影資料使用規範，於 3 月 1 日完成修訂，南

大分館縮影資料可於圖書館館藏查詢系統中查詢，縮影資料僅限館內借閱，借用時須憑

本人證件（學生證、教職員服務證、身分證），至各館藏地登記使用。 

5. 合校館際間書籍流通 

(1) 106 年 2 月 13 日起，圖書館校內代還服務範圍新增南大分館，讀者於總圖、人社分

館及南大分館借閱之圖書，除自行歸還至館藏館外，亦可選擇歸還至前述任一館之

借還書櫃台。 

(2) 106年 3月 1日起南大校區教職員生持新證可親至台聯大系統其他三校圖書館使用，

亦可透過台聯大系統申請代借其他三校圖書館館藏，於校本部(總圖、人社分館)取件

或代還圖書。 

(3) 106 年 4 月 1 日起，圖書館校內代借服務範圍新增南大分館，本校教職員工生可利

用圖書館館藏查詢系統，對總圖、人社分館、南大分館『仍在館內』之圖書及其附

件進行預約，並選擇至至非館藏所屬館舍之櫃台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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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本館獲選為「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2017-2018年召集館 
「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為圖書館界之合作聯盟，以共建共享數位化論文資源，降低購置

成本，提昇資訊服務為宗旨，目前會員計有臺灣及香港地區近60所大學校院圖書館、學術

研究機構。經聯盟會員及工作委員會票選，本館獲選為2017-2018年聯盟召集館。 

七、 獲國家圖書館頒贈【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最佳學術典藏獎 
國家圖書館為宣導學術傳播之重要性，訂於106年3月31日舉辦「臺灣最具影響力學術資源

統計結果發布記者會」，藉由「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期刊論文索引系統」、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索引系統」等資料庫之數據統計，發佈及表揚最具學術影響力

之大學院校及學術期刊出版單位，以為各界學習典範。 

八、 博碩士論文系統新版上線 
為改善博碩士論文系統研究生建檔上傳、系所審核、圖書館審核之操作介面，提升各項作

業之流暢度，強化授權管理，圖書館著手進行系統升級，新版論文系統已於2月15日正式

上線。圖書館另安排系所助教說明會與研究生說明會，俾便瞭解與熟悉相關操作。 

九、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資料整併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為圖書館維運之核心系統，各類書刊資源從採購、組織整理到上架提供

借閱都需利用自動化系統進行作業及提供服務。 

合校後，為使兩校區圖書館同仁及讀者能使用同一系統進行相關作業及搜尋、使用圖書館

館藏，於106年1月25-26日完成兩校區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資料之初步整併，未來仍將持續

進行資料檢核及系統功能之調整，以提供讀者更優質的服務。 

十、 總圖書館增設閱覽席案 
因應合校後之教職員生人數增加，規劃於總圖書館四、五、六樓增設閱覽席220座；全案

包含新設席位之家具、相關照明改善、電力配線...等，並同步改善空調管線末端問題，以

維護良好空氣品質。 

十一、 志工招募 
圖書館於106年3月22日(三)下午2時辦理第五期志工招募說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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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如下表： 
統計至 106.3.30

期數	 報名表(份)	 錄取(人)	 完成試用(人) 發卡數 申請發冊數 擁有紀錄冊數	 在職人數

既有志工	  	  	  	  	 10	 12	 11	
104‐01	 27	 26	 22	 21	 17	 19	 11	
104‐02	 16	 15	 13	 11	 7	 9	 6	
104‐03	 24	 14	 8	 10	 8	 10	 10	
105‐04	 22	 13	 9 9 7 11	 11
105‐05	 11	 9	
總計	 100	 74	 52	 51	 49	 5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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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館務績效統計 

1. 館藏統計（統計迄105年12月31日止） 

類別  項目  分項  單位  數量  小計 

實體館藏 

圖書 
中日文圖書 

冊 
594,967 

1,952,842

西文圖書  373,516 

視聽資料  視聽資料  件  88,083 

微縮資料  微縮資料  件  566,607 

地圖  地圖  幅  945 

期刊合訂本 
中日文期刊合訂本

冊 
93,567 

西文期刊合訂本  235,157 

館藏期刊 
中日文期刊 

種 
5,761 

11,619
西文期刊  5,858 

現期期刊 
中日文現期期刊 

種 
1,372 

2,217西文現期期刊  820 

現刊報紙  中西文報紙  種  25 

電子館藏 

電子書  電子書  種  2,356,293 

2,479,187全文電子期刊  全文電子期刊  種  122,457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種  437 

總館藏量  冊件種 4,445,865

2. 服務統計（自105年1月1日至105年12月31日止） 

類別  單位  小計 

每週開館時數

總圖書館 

小時 

92

夜讀區   112

人社分館   78.5

數學分館  88

物理分館  87

化學圖書室  35

總圖入館人次  人次  1,025,365

分館入館人次  人次  228,805

圖書媒體流通  冊件次   685,057

館際合作  冊件次  33,691

推廣活動  場次  412

電子資源利用  次  194,115

網路服務  人次  91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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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3次校務會議 
106.4.11 

人事室業務報告 

一、 有關 106 學年教師續聘及晉級作業，人事室將函知各單位，名冊並以電子郵

件寄送至承辦人或單位信箱，請務必將紙本完成後於 4/24 下班前擲還本室，

俾利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二、 本校各教學單位及中心 106 學年度擬續聘之外籍專、兼任教師，如有因展延

居留簽證，而需提早取得新學期聘書者，請單位專簽申請提前製發聘書，簽

經  校長核准後，將准簽影本送人事室，俾利協助製發聘書，本室並將辦理

後續展延聘僱工作許可事宜。 

三、 教師職前年資採計提敘辦法於 105 年 12 月 13 日發布施行，有關新進教師(含

106 年 2 月 1 日起聘)年資採計應依前開辦法辦理。本校配合該辦法修正新進

教師提敘作業事項業先以電子郵件轉致本校各單位，並於 106 年 2 月 20 日以

清人字第 1069001067 號書函通知各單位，敬請各單位依該辦法辦理教師年資

採計提敘事宜。 

四、 為維護新進人員勞、健保權益，提醒本校各單位聘用專題計畫約用人員或客

座科技人才時，應依其實際工作日辦理加入勞、健保事宜，避免衍生聘用與

加保日期不一之情事。 

五、 依教育部 105 年 11 月 25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42366C 號來函，有關「公

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部分規定，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 105 年

11月25日以臺教人(二)字第1050142366B號令修正發布。爰配合修正本校「教

師借調兼職兼課處理要點」。 

六、 中研院 106 年度第 2 梯次獎勵國內學人短期訪問研究申請案，請有意申請之

教師，於本(106)年 4 月 5 日前送本室彙辦，並請依規定完成教師進修及休假

申請。 

七、 本校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進修、教授休假研究申請案，請於本(106)年 5

月 31 日前送本室彙辦，各單位進修、休假研究人數之比例，請確實符合「本

校教師進修及休假研究辦法」第 6條之規定。 

八、 本校 106 年績優職技人員、技工友及約用人員業於 106 年 3月 14 日公開表揚，

刻正辦理獎勵金發放後續相關等事宜。 

九、 為利新進人員瞭解學校概況，增進工作所需知能，訂於本(106)年 4 月 12 日

辦理本校 106 年度第一梯次新進人員研習，調訓對象為本校 105 年 12 月後新

進職技人員與約用人員，共 27 人；另專兼任及專案計畫同仁亦歡迎踴躍參加。 

十、 本室於 106 年 3 月 22 日上午十時假行政大樓綜二八會議室辦理勞基法新制-

本校相關因應措施座談會，參與人數相當踴躍，會後並將座談會簡報等各項

資料放置本校人事室網站之勞動基準法新制專區內供同仁參閱。 

十一、 本校 106 年契約進用人員升級名額有助理管理師 6名、助理工程師 2名、

副管理師 3 名及副工程師 1 名，管理師及工程師各 1 名。 2 月底前已辦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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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升級副管理師及副工程師面試，106 年 3 月 15 日辦理約評會審議職務升級

案，相關各項行政作業擬於 3 月底前完竣，預計於四月初於人事室網站公告

升級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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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3次校務會議 
106.04.11 

主計室業務報告  

一、 科技部於本（106）年 3 月 21 至 23 日及 27 至 29 日派員至本校查核該部補助

104 年度計畫財務收支情形，業已完成查核相關作業。查核期間感謝研發處、

各計畫主持人及各相關單位的全力協助與配合。 

二、 106 年度校內經費分配金額業已確定，其中院系所分配部分，已於本年 3月底

時優先通知核定結果，至於其他部分，將視秘書處合併競爭型、邁頂計畫經費

核定情形調整後，立即通知全校各單位執行。 

三、 本校 107 年度概算需求會議，已於 3 月 28 日由主秘召集各一級行政單位就經

常收支及資本門等進行討論確認完畢，將依限函送教育部相關預算書表。 

四、 本校「研究計畫經典秘笈」業已與各單位合作編訂完畢並發送各相關單位，歡

迎同仁多加利用，本秘笈內容整體呈現研究計畫從申請、執行到結案所需的流

程、法規及表格填寫，並列舉常見問題及注意事項等，方便老師及同仁快速查

詢使用，期能提高計畫業務品質、加速行政效率，並讓執行計畫的同仁可以順

利傳承，無縫接軌。本書同時登載於本室網頁/檔案下載/作業手冊，網址為：

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1-1098-3342.php?Lang=zh-tw，供

需用者自行下載使用。 

五、 因目前實務上交通費少有「領有優待票而仍需全價」及因應市場交易型態改變

及多元化與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已有規定等情形，爰行政院 105 年 12 月 16

日修正「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並自 106 年 1 月 1 日生效，相關規定函示

業已發函全校各單位查照辦理。 

六、 本校 105 年度邁向頂尖計畫--全校汙水納管與機電管路工程未及執行之預算

數計 12,008,774 元，行政院已同意本校轉入 106 年度繼續辦理。 

七、 行政院 105 年 12 月 23 日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並自 106 年 1 月 1 日生效，相關規定函示業已發函全校同仁查照辦理。 

八、 106 年度預算第 1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業經教育部同意核定，並已另案轉

請行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及財政部備查。 

九、 教育部轉行政院主計總處通知，為立法委員問政需要，以 106 基金 005 號通報，

請各校查填「106 年度預算接受政府補助金額調查表」，已查填完畢並依限回

覆。 

十、 105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業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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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11631 號令公布，各基金法定預算應於完成法定程

序後一個月內公布完整內容，教育部以 106 基金 020 號通報查填「105 年度法

定預算公布情形調查表」，已查填完畢並依限回覆。 

十一、 有關 105 年度法定預算書彙送作業，已依教育部 106 基金 019 號通報通知依

限彙送立法院、行政院、監察院、審計部、財政部、教育部等單位。 

十二、 接獲教育部轉審計部來函，為瞭解各國立大專校院舉借自償性公共債務及處

理被占用或閒置不動產情形，需查填：民國 104 及 105 年度中央政府非營業

特種基金自償性公共債務審議情形考核表、被占用不動產處理情形考核表及

閒置及低度利用不動產處理情形考核表，已彙整總務處查填資料並依限回

覆。 

十三、 教育部為應業務需要，請學校查填「國立大專校院 105 年度教育成本分析調

查表」、「101-105 年度經資門收支情形調查表」、「104 年度各學院教育

成本分析調查表」、「104 年度獎助學金提撥情形調查表」、「各校務基金以自

籌收入支應人事費情形調查表」，已查填完畢並依限回覆。 

十四、 接獲教育部轉審計部來函，為應審計業務需要，需查填：各年度決算收支、

固定資產預決算收支、資金轉投資情形、創新育成中心學校執行績效、各年

度產學合作及專利暨技轉情形、稽核人員（單位）設置情形等調查表，已彙

整各單位查填資料並依限回覆，感謝各單位配合辦理。 

十五、 教育部為瞭解各校將 104 年度原列 A版之學雜費等收入中，屬設置條例修正

通過後之現金移列 B 版情形，請學校查填「因應設置條例修正ＡＢ版現金調

整情形調查表」，已查填完畢並依限回覆。 

十六、 監察院監察調查處為調查國立大學校務發展及基金運作狀況，於本(106)年

2 月 21 日請本校及相關學校辦理簡報及座談會，簡報資料及座談議題已請

秘書處、教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全球事務處

及南大校區等單位提供，會議當日由主任秘書代表出席，並由本室同仁陪同

參加，感謝各單位配合辦理。 

十七、 校本部校務基金截至 106 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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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699 千元，與累計分配數 861,643 千

元比較，預算執行率 115.21%，支出數 1,005,330 千元，與累計分配

數 1,043,223 千元比較，預算執行率 96.37%，收支短絀 12,631 千元，

其中已認列「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137,500 千元。 

2. 資本支出情形：資本支出實際執行數 87,287 千元，與累計分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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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70 千元比較，預算執行率 58.79%（詳附件一），與全年預算數

750,780 千元比較，預算達成率 1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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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底止收支短絀數 12,631 千元，加計可加回折舊數 66,053

千元後，財務實質賸餘數為 53,422 千元，建請學校積極推動開源節流相

關措施。 

十八、 本校 105 年第 4 季財務資訊已依規定於 106 年 3 月 31 日前完成公告，可於

本校首頁之校務資訊公開專區查詢。 

十九、 南大校區校務基金截至 106 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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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18 千元，與累計分配數 163,959

千元比較，預算執行率 91.62%，支出數 183,138 千元，與累計分

配數 207,959 千元比較，預算執行率 88.06%，收支短絀 32,920

千元，其中已認列「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13,606 千元。 

2. 資本支出情形：資本支出實際執行數 1,037 千元，與累計分配數 2,553

千元比較，預算執行率 40.61%（詳附件二），與全年預算數 51,907 千

元比較，預算達成率 2.03﹪，請各單位加強預算及計畫之執行。 

（二）本（106）年度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國立清華大學)校務基金(大學)截至 2

月底止收支短絀數 29,760 千元，加計可加回折舊數 7,445 千元後，財務

實質短絀數為 22,315 千元(本項不包含本校附設實驗小學)，建請學校積

極推動開源節流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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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清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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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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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房屋及建築 110,013 49,058 44.59

機械及設備 26,078 37,268 142.91

交通及運輸設備 256 178 69.49

什項設備 12,123 783 6.46

總計 148,470 87,287 58.79

依總務處提供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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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千元，實際執行數 36,592 千

元，執行率 37%，落後原因係工程契約應辦工項已完成辦理變更設計議價程

序中，將請承商儘速依約辦理末期估驗計價作業。 

2. 生醫科學館新建工程: 累計預算分配數 10,013 千元，實際執行數 10,013 千

元，執行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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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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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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 1,037 119.18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1 - -

什項設備 1,582 - -

總計 2,553 1,037 40.61

  依總務處提供之 2月份固定資產計畫執行情形及說明如下： 

1. 教科系建置遠距視訊會議室，已辦理採購但尚未付款。 

2. 體育系購置教學儀器-動脈壓行動監測儀，已辦理採購但尚未付款。 

3. 部分系所係因學期剛開始尚未提出請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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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學生會組織章程修正（提請校務會議備查）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第十一條【副會長】 

本會設副會長二人，由會

長任命，任期與會長同。

一位副會長輔佐會長處

理光復校區會務，一位副

會長輔佐會長處理南大

校區會務。會長不克行使

職權時，指派其中一位副

會長代行其職權。 

第十一條【副會長】 

本會設副會長一至二

人，由會長任命，任期與

會長同。副會長輔佐會長

處理會務，並於會長不克

行使職權時，代行其職

權。 

為保留南大校區行政業

務執行的完整性，增設一

位副會長專責處理南大

校區相關業務。 

第十九條【行政部門之常

設部會】 

行政部門下設各常設部

會及其職掌如左列： 

一、祕書處：光復及南大

校區各置祕書長一人，祕

書若干人，負責會議記錄

及通知、各類文件、信函

之撰寫、收發及分送、文

書撰擬編制、印信保管與

使用。處理會長交辦事項

和不屬於其他部會之事

務。 

二、活動部：光復及南大

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事

若干人，負責策劃並執行

本會主辦之活動。 

三、財政部：光復及南大

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事

若干人，負責本會之會

計、出納、內部稽核及經

第十九條【行政部門之常

設部會】 

行政部門下設各常設部

會及其職掌如左列： 

一、祕書處：置祕書長一

人，祕書若干人，負責會

議記錄及通知、各類文

件、信函之撰寫、收發及

分送、文書撰擬編制、印

信保管與使用。處理會長

交辦事項和不屬於其他

部會之事務。 

二、活動部：置部長一

人，幹事若干人，負責策

劃並執行本會主辦之活

動。 

三、財政部：置部長一

人，幹事若干人，負責本

會之會計、出納、內部稽

核及經費補助之申請，預

算之編列及決算之提出。 

新增南大校區行政部

門，由會長統籌運作，兩

位副會長分別協助兩校

區行政部門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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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之申請，預算之編

列及決算之提出。 

四、公關部：光復及南大

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事

若干人，負責本會對外之

公共關係。 

五、文資部：光復及南大

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事

若干人，負責本會各類文

資系統規劃及保管、刊物

出版及美宣事宜。 

六、權服部：光復及南大

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事

若干人，負責規劃及執行

學生權益相關之事務。 

七、網路部：光復及南大

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事

若干人，負責本會網路資

訊傳達及維護。 

四、公關部：置部長一

人，幹事若干人，負責本

會對外之公共關係。 

五、文資部：置部長一

人，幹事若干人，負責本

會各類文資系統規劃及

保管、刊物出版及美宣事

宜。 

六、權服部：置部長一

人，幹事若干人，負責規

劃及執行學生權益相關

之事務。 

七、網路部：置部長一

人，幹事若干人，負責本

會網路資訊傳達及維護。 

第二十五條【學生議會之

組成】 

由各系所推薦之學生議

員與院普選之學生議員

組成。 

第二十五條【學生議會之

組成】 

一、 學生議員共一百零

八人。 

二、 由各系所及清華學

院學士班經百分之五學

生連署推舉學生議員一

名。若該單位人數百分之

五不足五人者 ,以五人

計。 

三、 其餘名額由選舉委

員會依照各院在學人數

比例,於各院普選出學生

議員。 

與二十八、二十九條重

複，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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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八十三年十月制訂 

                                           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修訂 

                                                  九十二年十二月修訂 

                                 九十四年六月二日學務會議核備通過 

                           九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學生會、學生議會修訂 

                                    98 年 12 月 21 日學務會議核備 

                                    100 年 2 月 18 日學生議會修訂 

                                100 年 4 月 19 日學務會議核備通過 

                                    101 年 3 月 13 日學生議會修訂 

                                101 年 4 月 18 日學務會議核備通過 

104 年 3 月 29 日學生議會修訂 

104 年 6 月 7 日學生議會修訂 

104 年 11 月 8 日學生議會修訂 

105 年 4 月 10 日學生議會修訂 

105 年 6 月 7 日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106 年 3 月 14 日學生議會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依據】 

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之精神及「國立清華

大學組織規程」第五十五條之規定，訂定本章程。 

  

第二條【名稱】 

本組織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

本會)。 

  

第三條【宗旨】 

本會宗旨為綜理學生自治組織，作為校方與學生

之溝通管道，爭取學生權益，並實踐校園民主精

神。 

  

第四條【組成】 

本會由行政部門、學生議會、評議委員會所組成。 

  

第五條【位階】 

本會為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稱本校）學生之最高

學生自治組織。本校之各學生單行辦法與本章程

牴觸者無效，本章程與會員複決牴觸，本章程無

效。 

 

第二章 會員之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六條【會員資格】 

凡擁有本校學籍之學生皆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會員之權利】 

凡本會會員享有使用本會所提供之服務、參與本

會所舉辦活動之權利，並享有選舉、被選舉及罷

免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之權利，以及享有創制、

複決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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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會員之義務】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各學生單行辦法及繳交會

費之義務。 

 

第三章 會長、副會長 

第九條【會長任期及產生方式】 

本會設會長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由全

體會員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選舉產

生。學生會長選舉罷免辦法由學生議會另訂之。 

  

第十條【會長】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行政部門、處理會

務。 

 

第十一條【副會長】 

本會設副會長二人，由會長任命，任期與會長同。

一位副會長輔佐會長處理光復校區會務，一位副

會長輔佐會長處理南大校區會務。會長不克行使

職權時，指派其中一位副會長代行其職權。 

  

第十二條【會長職權之代行】 

一、會長及副會長皆不克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部

門秘書處召集行政會議，由部會部長內部推選會

長職權代行人，並送交學生議會審核之。若會長

所剩任期超過三個月時，應於兩週內辦理補選。 

二、如遇本章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義

之情況，即行政部門業已解散，應由學生議會議

長代行會長職權。議長代行會長職權時即喪失學

生議員資格，議會應即推選新任議長。若會長所

剩任期超過三個月時，應於兩週內舉辦補選。 

  

第十三條【會長職權】 

會長職權如下： 

一、任命、解任副會長及行政部門幹部。 

二、要求召開學生議會臨時會。 

三、對學生議會提案。 

四、得擔任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及列席學校之相關

行政會議。 

五、得代表會員參與學校公共事務與相關會議。 

  

第十四條【覆議案】 

會長若無法接受學生議會之決議，有權向學生議

會提出覆議案。覆議案若經學生議員法定人數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維持原決議，

會長須由下列途徑擇一為之： 

一、接受學生議會之原決議。 

二、辭職並解散行政部門。 

三、提交會員複決，若仍維持原議，會長須辭職

並解散行政部門。 

 

第十五條【正副會長解職條款】 

若學生會正副會長在任期間有無學籍之情況產生，

則自動解職，學生會正副會長之再選由第十二條

規範之。 

 

第四章 行政部門 

第十六條【行政部門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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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為本會之最高行政機構，處理本會之行

政業務。會長為行政部門之最高首長。 

  

第十七條【行政部門之職權】 

行政部門得向學生議會提案，惟提案須於學生議

會開會前一週以書面方式提出。 

  

第十八條【行政部門之義務】 

行政部門有列席學生議會大會、常會、臨時會備

詢及提出工作報告之義務，並有執行學生議會決

議之義務。 

一、部長須出席學生議會期初大會備詢。 

  

第十九條【行政部門之常設部會】 

行政部門下設各常設部會及其職掌如左列： 

一、祕書處：光復及南大校區各置祕書長一人，

祕書若干人，負責會議記錄及通知、各類文件、

信函之撰寫、收發及分送、文書撰擬編制、印信

保管與使用。處理會長交辦事項和不屬於其他部

會之事務。 

二、活動部：光復及南大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

事若干人，負責策劃並執行本會主辦之活動。 

三、財政部：光復及南大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

事若干人，負責本會之會計、出納、內部稽核及

經費補助之申請，預算之編列及決算之提出。 

四、公關部：光復及南大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

事若干人，負責本會對外之公共關係。 

五、文資部：光復及南大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

事若干人，負責本會各類文資系統規劃及保管、

刊物出版及美宣事宜。 

六、權服部：光復及南大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

事若干人，負責規劃及執行學生權益相關之事

務。 

七、網路部：光復及南大校區各置部長一人，幹

事若干人，負責本會網路資訊傳達及維護。 

  

第二十條【特別工作組織】 

會長得依實際需要成立特別工作組織，送學生議

會審核。若特別工作組織之成立晚於總預算之審

查，則行政部門需向學生議會交付特別工作組織

之追加預算，經議會審查通過後方得動用。 

 

第二十一條【選委會】 

負責學生會選舉及罷免事務，置委員若干人，並

推派一人為主任委員。處理選舉事務時需確認候

選人是否具備選舉之資格應留待選委會組織細

則。 

 

第二十二條【行政會議】 

行政部門設行政會議，由會長、副會長及各部會

首長組成，會長為主席，協調各部會之業務，並

議決各議案。 

  

第二十三條【組織細則】 

行政部門之組織細則由學生議會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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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學生議會 

第二十四條【學生議會之角色】 

學生議會為本會之立法及監督機構，並負責各校

級會議學生代表之推派與選舉。 

 

第二十五條【學生議會之組成】 

由各系所推薦之學生議員與院普選之學生議員組

成。 

 

第二十六條【學生議員之資格】 

擁有本會會員資格者，皆有學生議員之被選舉權，

惟該屆被選舉人不得擔任該屆選舉委員會之職務。

業已當選學生議員者不得擔任行政部門部長、行

政部門部員或評議委員。 

 

第二十七條【學生議員之任期】 

學生議員之任期自公告當選起計算，為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八條【系所推薦之學生議員】 

由各系所及清華學院學士班經百分之五學生連署

推舉學生議員一名。若該系所人數百分之五不足

五人者，以五人計；非獨立所與其大學部各自推

舉及計算。 

 

第二十九條【院普選之學生議員】 

學生代表之選區為各學院，各選區學生每三百名

選出學生代表一名；餘額一百五十名以上者，增

加一名。 

 

第三十條【學生議員之罷免】 

各系所及清華學院學士班推舉之學生議員罷免案

應由該單位全體會員表決為之。各院普選之學生

議員罷免案應由該院全體會員表決為之。 

  

第三十一條【學生議會之職責】 

學生議會之職責如下︰ 

一、制定、修訂本章程。 

二、制定、修訂各學生單行辦法。 

三、監督學生會行政部門之施政和運作，並行使

質詢權。 

四、推選學校各級會議之學生代表。 

五、審查學生會行政部門所提之預算與決算。 

六、審核學生會會長所提之特別工作組織。 

七、對學生會行政部門之正副會長與部會部長提

出彈劾案與糾正案。 

八、對學生會行政部門提案並要求執行。 

九、蒐集並反映各單位、學院學生之意見，代為

爭取權益。 

十、維護本校學生利益，針對學校相關事務舉辦

公聽會、聽證會。 

十一、得推行其他合於校園民主精神，且不與本

章程宗旨違背之施為。 

十二、得彈劾、糾舉有失職、瀆職之行政部門幹

部。  

 

第三十二條【正副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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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議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任期一年，由

學生議員互選之。 

  

第三十三條【議長職權】 

議長職權如下︰ 

一、召集並主持學生議會大會、常會、臨時會。 

二、會長得於常會間隔期間、寒暑假休會期間處

理緊急事務，惟需於下次常會中提請追認。 

  

第三十四條【議長職權之代行】 

議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議長代行其職權。副

議長亦不克行使職權時，於全體學生議員中選舉

其職權代理人。 

  

第三十五條【議會委員會】 

學生議會下設各常設委員會及其職掌如左列： 

一、程序委員會：負責於議會各級會議召開前，

整理本會各部門與各學生議員之提案、報告案並

排定會議議程。 

二、財政委員會：負責對行政部門所提交之年度

總預決算案、臨時預算案、追加預算案與特別預

算案進行審查。 

三、章程委員會：負責對本會章程與各單行辦法

進行制定與修正。 

四、學生權利委員會：負責學生權利相關事務，

如交通、膳食、住宿、社團活動、性／別平等、

校園安全等，得針對上述學權事務向行政部門提

案並要求執行。 

五、除前四項常設委員會外，議長得依實際需要

增列委員會，或由三分之一以上學生議員連署申

請新設委員會，並經學生議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出席代表過半數贊成後通過新設委員會。 

  

第三十六條【會議】 

學生議會之各級會議與召集方式如左列︰ 

一、大會：於各學期期初與期末各召開一次。 

二、常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寒暑假則不在此

限。 

三、臨時會︰由學生會長諮請或全體學生議員五

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議長須於一週內召

開。 

四、委員會；由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召開，每月至

少召開一次，寒暑假不在此限。 

 

第三十七條【學生議員解職條款】 

若學生議員在任期期間有無學籍之情況產生，則

議員職位自動解職，不另行補選。 

  

第三十八條【組織細則】 

學生議會之組織方式、選舉罷免辦法等細則由學

生議會另訂之。 

  

第三十九條【議事規則】 

學生議會之運作應遵照符合民主原則與精神之議

事規則。議事規則由學生議會另訂之。 

 

第六章 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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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評議委員會之角色】 

評議委員會為本會之協調、仲裁機構，解釋及仲

裁與本會章程及各單行辦法相關之一切爭議。並

有監督學生會行政部門及學生議會之職責。 

  

第四十一條【評議委員會之組成】 

評議委員會由十五位委員組成，組成如左列： 

一、由前一屆之會長提名五人，經學生議會審查

通過後任命之。 

二、由前一屆之議長提名五人，經學生議會審查

通過後任命之。 

三、由當屆會長提名三人，經學生議會審查通過

後任命之。 

四、經一百人以上連署提名，經學生議會審查通

過後任命之。 

五、前上述四項提名程序應於學生議會期初大會

舉辦前完成，並於學生議會期初大會進行資格審

查與任命。 

六、若本條文第四點之途徑產生不足額評議委員，

得由前一屆之會長、議長共同提名，經學生議會

審查通過後任命之。 

七、若前一屆會長或議長和當屆會長為同一人時，

共可提名八人，其中五人須經兩百人以上連署方

得提名，經學生議會審查通過後任命之。 

 

第四十二條【評議委員之任期】 

評議委員之任期自任命起計算，為期一年。 

  

第四十三條【評議委員之提名資格】 

受提名擔任評議委員者需符合資格如左列： 

一、受提名者需為本會會員。 

二、受提名者不得同時擔任該屆行政部門之正副

會長或各部部長。 

三、受提名者不得同時擔任該屆學生議員。 

  

第四十四條【評議委員會召集人與職責】 

評議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負責召集與主持會議。

評議委員會召集人由全體評議委員推選之。 

  

第四十五條【評議委員之職責】 

評議委員之職責如左列： 

一、仲裁與調解爭議：本會會員、行政部門與立

法部門間若有與本會章程及各單行辦法相關之爭

議者，得請評議委員會進行仲裁或調解。 

二、召開釋法法庭：本會會員、行政部門、立法

部門之間若有對本會章程及各單行辦法之解釋有

疑義者，得請求召開釋法會議。 

 

第四十六條【評議會議之召集】 

評議委員會之會議分為例會與評議委員會，說明

如左列： 

一、例會：每月舉行一次，議決一般事務。 

二、評議會議：如遇仲裁、調解、釋法、彈劾與

糾舉案之申請，或遇對已判決之案件申請重新審

理者，評議委員會召集人應於一週內召開評議會

議審理申請案，申請案需經現有評議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受理案

件方得成立。申請案受理後，亦應於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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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之，決議之確立需經現有評議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決議方得

確立。 

  

第四十七條【利益迴避與獨立性原則】 

當案件與特定評議委員有利害關係時，該評議委

員應行迴避。評議委員審查案件時，應秉持獨立

性原則，不受外力干涉。針對爭議案件，評議委

員得撰寫補充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 

  

第四十八條【組織細則】 

評議委員會之組織細則由學生議會另訂之。 

 

第七章 經費與預決算 

第四十九條【經費來源】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前屆學生會所移交之財產。 

二、本會會員繳交之會費。 

三、本會舉辦活動之盈餘。 

四、教育機關與學校單位所提供之補助經費。 

五、企業贊助。 

六、各界之合法捐款。 

七、存款孳息。 

八、其他合法之收入。 

  

第五十條【預決算之編列】 

行政部門、學生議會及評議委員會之預算、決算

皆獨立編列，交由財政部收集並節制，送交學生

議會審查。 

  

第五十一條【預決算之編列與審查】 

一、行政部門應於每學期學生議會期初大會前將

該學期總預算案編列完畢，並交付學生議會審查。

行政部門應於學生議會之期末大會前將該學期總

決算案編列完畢，並交付學生議會審查。 

二、學生議會應於期初大會與期末大會中將行政

部門交付之總預決算案交付學生議會財政委員會

審查，並應於一週內審理完畢且完成三讀程序。 

三、若行政部門未於期限內將總預算案送交議會

審查，學生議會得暫行凍結該學期之年度預算，

直至完成審查程序止。 

四、若學生議會未於期限內完成總預算案之審查，

應制定該學期總預算案之暫時支用辦法，議決可

先行支用之預算部份與認定標準，待完成總預算

案審查程序後，再於學生議會進行追認。 

五、若遇本條第三項、第四項所定義之情況，即

總預算案尚未完成編列或審查程序而會計年度業

已開始時，行政部門得向學生議會提交臨時預算

案，學生議會應於受理後一週內完成審議，惟臨

時預算案之金額不得超過總預算案五分之一。 

  

第五十二條【細則】 

本會預決算之編列與審查細則由學生議會另訂

之。 

 

第八章 附則 

第五十三條【章程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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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程由學生議會通過，學生會長公佈後實施，

後送校務會議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五十四條【章程之修訂】 

本章程之修訂應依左列規定為之︰ 

一、經學生議員法定人數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

成案後於議會常會中由主席宣讀條文並送交學生

議會章程委員會審查。章程委員會審查完畢後，

應送交議會常會完成二讀與三讀程序，經學生議

員法定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人數半數以

上同意則決議之。 

二、經全體會員百分之五以上連署成案並舉行會

員創制或複決。經全體會員百分之三十以上之投

票率，並獲過半同意則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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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印度中心簡報 

   

報告人:王偉中教授 

 

10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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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說明 

• 配合國家政策: 因應「新南向政策」，協助本校
推動與印度相關交流 

 

• 國際趨勢:面對印度國際崛起的趨勢，強化對印
度的瞭解及認識，協助社會培養相關人才資源 

 

• 發揮本校優勢:本校與印度已有堅實合作交流基
礎 

 

• 彌補現況不足:目前國內無任何實質運作的印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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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南向」教育政策 

• 行政院於105年9月5日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
」，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
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強化與印度等國關
係。 

 

• 在「人才交流」方面，具體政策包括擴編臺灣獎
學金，吸引東協及南亞學生；配合國內產業需求
，建立「產學合作專班」、「外國青年技術訓練
班」；鼓勵大學校院赴海外開設分校或專班，或
開辦先修銜接教育課程；鼓勵大學校院強化東南
亞語言及區域貿易人才培育；鼓勵大專院校開設
南向專業科系或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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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應印度崛起，培養相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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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校與印度交流為全國之冠 

•本校有全臺灣最多的印籍學生，多為研究
生 

 

•本校受教育部委託已在印度設立7所臺灣教
育中心，今年預計將增設2所 

 

•本校已與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等18所印
度大學簽署合作交流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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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灣大專院校中，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印
度研究系所，也無實質運作的印度中心(政
大早先曾成立，但已無運作) 

 

•本中心成立後，將是全國唯一的印度中心
，具有指標性質；並具綜合性質，涵蓋推
廣研究、教學與交流業務。 

 

1-4  指標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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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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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建立印度研究之共
同平臺，以提升印度政治、經濟、文化、社會、
哲學、文學及語言研究等領域之重要議題研究。 

 

•教學:規劃及推廣相關印度教學課程，以培養社
會所需之相關領域人力資源。 

 

•交流:推動本校與其它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就
印度領域建立學術研究與教學交流合作機制，吸
引印度生來校就讀。 

目標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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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編制 

  主任 

  副主任 

    研究人員 行政人員     

 

執行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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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說明 

• 主任一名，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任之，任期
三年。 

• 副主任一名，襄助中心主任推展業務，由校長聘
任之，任期三年。 

• 視需要設置研究人員及執行秘書若干，協助處理
本中心各項事務。 

• 設置執行委員會，推動本中心之各項業務發展。
其委員由中心主任聘任之，任期一年。 

• 設置諮詢委員會，提供本中心運作、發展方向之
專業意見，其委員由中心主任提名，校長聘任之
，任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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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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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系 

申請增設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計畫書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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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國立清華大學申請博士班增設、調整(更名、分組)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第一部份：摘要表 

國立清華大學 107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博士班 

申請案名 
中文名稱：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英文名稱：Ph.D. Program, Department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全英語授課                                         

□全英語授課 

 
曾經申請年度：■曾於 104 學年度申請□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計量財務金融博士學位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經濟學系 72 465 48 24 537 

研究

所 

科技管理研究所 89 - 62 34 96 

研究

所 

科技法律研究所 89 - 110 5 115 

研究

所 

服務科學研究所 102 - 53 9 62 

學系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69 271 195 49 515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2.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3.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 

4. 國立交通大財務金融研究所 

5.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招生管道 
與本校其他博士班同時辦理，獨立招生 

擬招生名額 
每年招收 5名 (國內生與國際生)。 

招生名額來源 
2名國內生由學校統合調配、3 名國際生。  

是否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

生就業情形 

是 

http://info.web.nthu.edu.tw/files/11-1890-8514.php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主任 姓名 林哲群 

電話 03-5742422 傳真 03-5621823 

Email chclin@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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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1  學系申請設立博士班自我檢核表 
申請案名：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 

■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104 年通過

AACSB（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評鑑。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設立年限 

■以學系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日間學制碩士班達3年以上。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於

96學年度設立，至 104年 9

月止已成立 8年。 

核定公文：95 年 10月 3日 

台高（一）字第 0950147577

號 

■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並請詳列

於基本資料

表) 

■以學系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11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實聘專任教師 14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4位 

2.副教授以上 13位 

■ 符合 

□ 不符 

學術條件 

 

■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播類)及管

理領域：近五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

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以上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

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

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

論著二本以上。 

1. 近 5年專任教師每人平均學術

期刊論文 8.3/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

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 8.3/人；或出版經學校

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_0.2_本/人。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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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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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 105年 10月 15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5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

業技術人員) 
A：專任師資小

計

=a+b+c+d(教

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 

B：軍訓

教官及擔

任軍訓課

程之護理

教師數 

C：合計

=A+B 

D：兼任師

資數 

E=D/4(即兼

任師資可折

算專任師資

數) 

F=C/3(即

專任師資

數的三分

之一) 

G：計算生師

比之師資數

(如 F大於 E

則 G 為

C+E+L，如 F

小於E則G為

C+F+L)(另 L

之計算，參見

乙表) 

全校生師

比 

日間部生

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

(全校日間、進修

學制碩士班、博

士班學生數除以

全校專任助理教

授級以上師資數

總和)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學年度 425 250 115 11 801 12 813 458 114.5 271.0  963.5 20.3 18.9 6.62 

               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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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

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H：藝術及設計

類專任師資小

計=a+b+c+d 

I:藝術及

設計類兼

任師資數 

J=I/4(即藝

術及設計類

兼任師資可

折算專任師

資數) 

K=H/2(即

藝術及設

計類專任

師資數的

二分之一) 

L：藝術及設計

類系所計算生

師比之師資數

(如K大於 J則

L為 H+J，如 K

小於 J則 L為

H+K)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學年度 10 7 7 0 24 89 22.25 12 36 
     

               表 2： 105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1.計算 105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5年 10月 15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

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延畢生人數請於下一行填列）， 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不予列計為學生數；

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者，則予計列。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日間學制學生數 

日間學制學

生總數

Q=M+N+O+P 

進修學制學生數 

進修學制學

生總數

U=R+S+T 

日間、進

修學制學

生總數

=Q+U 

V： 

碩、博士生加

權後日夜間學

制學生總數

(碩士生加權

二倍，博士生

加權三倍，本

欄作為計算全

碩、博士生

加權後日間

學制學生總

數(碩士生

加權二倍，

博士生加權

三倍，本欄

作為計算日

全校日

間、進修學

制碩士

班、博士班

學生總數

(B+C+F)，

本欄作為

計算研究

 

M：專

科部學

生總數 

N：大學

部學生

總數 

O：碩

士班學

生總數 

P：博士

班學生

數總計 

R：專科

部學生總

數（進修

部二年

制、在職

專班） 

S：大學部

學生總數

（進修學

士班、進修

部二年制

學系、二年

制在職專

T：碩士在

職專班學

生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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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等） 校生師比之學

生數) 

間部生師比

之學生數) 

生生師比

之學生數 

在學生數 
 

8434 3537 687 12658 
  

843 843 13501 18917.8 17569 5067 
 

延畢生人數 
 

347 222 33 602 
  

63 63 665 665 602 318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W=V〈105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

附表 1 之規定〉 
W=524.7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

＝ 
155.1 

  

※ 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一般大學應低於 27。 
  

※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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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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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 
      

表 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 
     

現有專任師資 14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3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4 員；兼任師資 9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1 專任 講座教授 鍾經樊 

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麥迪遜校區經

濟系博士 

風險管理、財務工程、財務

計量經濟學 

財務風險管理、衍生性金融市場、衍

生性商品訂價、隨機財務理論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2 專任 教授 余士迪 
美國羅徹斯特大

學經濟學博士 

會計與財務實證研究、個體

財務計量 統計學一、統計學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3 專任 
特聘講座

教授 
馬可立 

加拿大皇后大學

經濟學博士 

計量經濟學、計量財務金

融、時間序列分析、財務計

量經濟學、統計學、風險管

理、財務模型、財務管理 

財務計量經濟學、進階財務計量經濟

學、研究方法論一、研究方法論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4 專任 
特聘研究

講座教授 
蕭政 

美國史丹福大學

經濟學博士 
追蹤資料分析、計量經濟學 

進階計量分析與資料追蹤 

理論及應用追蹤資料分析 

美國南加州大學 

主聘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合聘 

5 專任 教授 何泰寬 
德國波昂大學經

濟學系 博士 

國際金融、總體經濟、貨幣

銀行 
線性代數、國際金融、金融危機預測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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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任 教授 林哲群 

美國德州大學阿

靈頓分校財務管

理博士 

金融資產證券化、住宅抵押

貸款衍生性金融商品 
財務管理、不動產財務管理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7 專任 教授 黃裕烈 
國立台灣大學經

濟學博士 
數理金融、經濟計量方法 

數理金融、財務時間序列分析一、財

務時間序列分析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8 專任 副教授 張焯然 
國立台灣大學財

務金融博士 
資產訂價、風險管理 

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市場、投資

學、金融商品設計與評價、統計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9 專任 副教授 韓傳祥 

美國北卡羅萊納

州立大學應用數

學博士 

財務工程、應用機率 
衍生性商品訂價、連續時間財務、隨

機財務理論、財務工程專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王馨徽 
美國南加州大學

經濟博士 

時間序列分析、投資組合管

理、資產訂價 

數理統計學一、數理統計學二、國際

金融實證研究一、國際金融實證研究

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11 專任 副教授 索樂晴 
國立台灣大學國

際企業學博士 

資產訂價、財務工程、國際

財管 

投資學、衍生性金融市場、衍生性商

品訂價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蔡子晧 

國立台灣大學財

務金融研究所博

士 

保險定價、長壽風險管理、

金融機構管理 

財務管理、公司理財、衍生性商品與

程式交易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13 專任 副教授 謝佩芳 

國立中央大學財

務金融學系博士 
衍生性金融商品、公司理

財、實證研究 
公司理財、財務管理、公司理財專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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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專任 助理教授 曾祺峰 
英國蘭開斯特大

學財金所博士 

財務工程、財務計量、風險

管理 

國際財務管理、財務計量實證專題、

衍生性金融市場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主聘 

15 兼任 
教授級實

務教師 
呂桔誠 

美國西北大學管

理碩士 
財務、金融管理、創新 

金融機構策略與管理、金融市場，機

構，工具與創新 
  

16 兼任 
副教授級

實務教師 
馬瑞辰 

北京大學政府管

理學院博士 
循環經濟、房地產金融學 

房地產實務金融一、房地產實務金融

二 
  

17 兼任 
副教授級

實務教師 
許智強 

美國賓夕法尼亞

大學華頓商學院

企管碩士 

財務分析、私募與創投、跨

國企業管理 
財務分析與企業估值   

18 兼任 副教授 張建鴻 
羅徹斯特大學數

學系博士 
財務工程 波動率商品模型、波動率商品應用   

19 兼任 助理教授 許素珠 
國立政治大學金

融學系博士  
金融保險機構管理 會計學一、會計學二   

20 兼任 助理教授 許志仲 
國立清華大學電

機工程系博士 

機器學習、電腦視覺、影像

視訊處理 
資料結構   

21 兼任 助理教授 鄧筱蓉 
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學系博士 

房地產市場分析、房地產投

資分析、不動產管理 
房地產投資與市場分析 

 

22 兼任 講師 蔡麗雯 
國立政治大學會

計系博士 
審計學、稅務會計、會計  

會計學一、會計學二、中級會計學

一、中級會計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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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兼任 講師 李政廷 

國立交通大學電

信工程研究所碩

士 

無線感測平台開發、物聯網

應用、無線系統軟硬整合 
資訊工程導論 

 

 

 

 

 

 

 

 

 

基本資料表 
      

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數員，其中具博士學位者數員。 
   

專兼任 職稱 學 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專任 

助理教

授級(含)

以上 

博士 
財務學各領域

以及會計學 
財務學、會計學 會計學、財務管理 

公開徵聘(網路公告、刊登校

訊、登錄國際徵才網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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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表 5-3：教育、社會及管理領域     

校名：國立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一、列計原則 
     

1.得列計之期間：101 年 2 月 1 日~106 年 1 月 31 日。 
     

 2.論文作者：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3.同論文、專書，若為一位以上教師共同著作者，僅列計一次。 
    

二、專任教師：14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 3相符） 
    

1.論文篇數：合計 116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8.3 
    

2.其中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論文計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篇 
   

3.或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116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8.3 
   

4.或出版經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計 3本，每人平均(總書本數/專任教師數)：0.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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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最近五年期刊論文發表情形 

 

 

 

 

 

 

 

 

 

 

 

 

 

 

 

 

 

 

 

 

 

姓名 職稱 
近五年期刊論文發表情形 小計

篇數 105 104 103 102 101 

鍾經樊 教授 0 0 0 1 0 1 

余士迪 教授 0 0 0 3 0 3 

馬可立 教授 9 3 11 18 4 45 

蕭政 教授 0 0 2 0 5 7 

何泰寬 教授 1 1 5 2 2 11 

林哲群 教授 0 0 1 3 1 5 

黃裕烈 教授 1 1 6 0 1 9 

張焯然 副教授 2 0 1 1 0 4 

韓傳祥 副教授 0 1 3 1 0 5 

王馨徽 副教授 0 0 1 7 0 8 

索樂晴 副教授 0 1 3 0 2 6 

蔡子晧 副教授 0 0 2 1 0 3 

謝佩芳 副教授 1 0 1 2 0 4 

曾祺峰 助理教授 1 0 4 0 0 5 

合計篇數  15 7 40 39 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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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 
       

 

序號 年度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名

稱 

是否發表於具

公信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1 105.01.02 

Chang Chia-Lin, 

Maasoumi Esfandiar, 

Mcaleer Michael(馬可立) 

教授 
Robust Ranking of Journal Quality: An 

Application to Economics 

 Econometric Reviews, Taylor 

& Francis Journals 
  ■是□否 通訊 

2 105.06.21 

David E. Allen,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Robert 

J. Powell , Abhay K. 

Singh  

教授 

Down-Side Risk Metrics as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acros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是□否 第二 

3 105.04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教授 

Quality weighted citations versus total 

citations in the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finance 

and accounting 

Managerial Finance   ■是□否 第二 

4 105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Xiao-Guang Yue 
教授 

Editorial note and statement of intent: 

IETI Transactions on Sciences 
IETI Transactions on Sciences   ■是□否 

第一 

5 105.03.16 

David E. Allen,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Shelton 

Peiris, Abhay K. Singh 

教授 

Nonlinear time series and neural-network 

models of exchange rates between the 

US dollar and major currencies 

 Risks   ■是□否 通訊 

6 105.03.29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John Suen, Wing 

Keung Wong 

教授 

Profiteering from the dot-com bubble, 

sub-prime crisis and Asian financial 

crisis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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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5.04.27 
Michael McAleer 

(馬可立) 
教授 From disorder to order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   ■是□否 通訊 

8 105.06.30 
Michael McAleer 

(馬可立) 
教授 

A fractionally integrated Wishart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 
Econometric Reviews   ■是□否 第二 

9 105.07.04 
Michael McAleer 

(馬可立) 
教授 

Management Science, Economics and 

Finance: A conn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是□否 第二 

10 105.07.03 Tai-kuang Ho(何泰寬) 教授 

Money doctors and their reform 

proposals for China reconsidered, 

1903–2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s Current 
  ■是□否 第一 

11 105.03.01 

Tsung-Hsun Lu, Yu Lieh 

Huang(黃裕烈), Jow-Ran 

Chang(張焯然) 

教授 

副教

授 

Can Anomalies be Explained by 

Technical Analysis? Evidence From 

Candlestick Patterns 

Advances in Investment 

Analysi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是□否 
第二 

通訊 

12 105.06.01 
J. R. Chang(張焯然), J. T. 

Tsay, and C. C. Lin 

副教

授 

教授 

Simplifying the valuation of reverse 

annuity mortgages (不動產逆向抵押貸

款年金的簡化評價方法) 

Corporate Management Review   ■是□否 第一 

13 105.7.13 J. R. Chang(張焯然) 
副教

授 

Rollover Effect in Stock Index Futures 

Contracts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是□否 通訊 

14 105.03.01 
Pei-Fang Hsieh(謝佩芳), 

Pei-Wen Lin 

副教

授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tock 

Repurchase Announcements: A New 

Perspective from Warrants Trades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是□否 第一 

15 105.03.31 
Chi-Feng Tzeng(曾祺峰), 

Stephen J. Taylor, Martin 

助理

教授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option-implied 

densities from high-frequency data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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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dicks 

16 104.01.30 
Michael McAleer 

(馬可立) 
教授 

Ranking the leading journals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based on quantity and 

quality cit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1st 

Electronic Conference MDPI 

Editors-in-Chief/1 

  ■是□否 第一 

17 104.01.22 

Felix Chan,                 

Micahael McAleer(馬可

立),             

Marcelo C. Medeiros 

教授 
Structure and asymptotic theory for 

nonlinear models with GARCH errors 
EconomiA/16(1)   ■是□否 第二 

18 104.05.25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教授 

Bibliometric rankings of journals based 

on the Thomson Reuters citations 

database 

Journal of Reviews on Global 

Economics/4 
  ■是□否 第二 

19 104.01.20 
Tai-kuang Ho 

(何泰寬) 
教授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 

Revisiting the Cross-Country Causes of 

the 2008-9 Crisis by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Economica   ■是□否 第一 

20 104.10 
Chen, S.L., Y.L. 

Huang(黃裕烈) 
教授 

Taiwan Business Reference Series 

Re-examination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是□否 第二 

21 104 
C.H. Han 

(韓傳祥) 

副教

授 

Instantaneous Volatility Estimation by 

Fourier Transform Methods. To appear 

on Handbook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s (C.F. Lee eds.) 

Springer-Verlag,New York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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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4.09.09 So, L*(索樂晴), J. Yu 
副教

授 

Improved Detection of Rare Event Risk 

of a Portfolio with U.S. REITs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EconLit) 
  ■是□否 第一 

23 103.07.11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教授 

Just how good are the top three journals 

in finance? An assessment based on 

quantity and quality citations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9(1) 
  ■是□否 第二 

24 103.06.23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Christian M. Hafner 
教授 A one line derivation of EGARCH Econometrics/2(2)   ■是□否 第一 

25 103.06.25 

David E. Allen,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Marcel 

Scharth 

教授 Asymmetric realized volatility risk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7(2) 
  ■是□否 第二 

26 103.06 

Kazumitsu Nawat,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教授 

The maximum number of parameters for 

the Hausman test when the estimators are 

from different sets of equations 

Economics Letters/123(3) SSCI  ■是□否 第二 

27 103.04 
Michael McAleer 

(馬可立) 
教授 

Comment on ‘Principal volatility 

component analysis’ by Yu-Pin Hu and 

Ruey Tsay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32(2) 
  ■是□否 第一 

28 103.03.20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教授 

How should journal quality be ranked? 

An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al, 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Journal of Reviews on Global 

Economics/3 
  ■是□否 第二 

29 103.04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教授 

Ranking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ISI Journals by Quality Weighted 

Cit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65(1)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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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3.09.24 
Michael McAleer 

(馬可立) 
教授 

Asymmetry and leverage in conditional 

volatility models 
Econometrics/2(3)   ■是□否 第一 

31 103.11.24 
Michael McAleer 

(馬可立) 
教授 

Editorial note: Introduction to the 

inaugural special issue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9(2) 
  ■是□否 第一 

32 103.08 

Massimiliano Caporin,  

Michael McAleer (馬可

立) 

教授 
Robust ranking of multivariate GARCH 

models by problem dimension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Data 

Analysis/76 
SCI  

  ■是□否 第二 

33 103.04 

Philip Hans 

Franses,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Rianne 

Legerstee 

教授 

Evaluating macroeconomic forecasts: A 

concise review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8(2) 
SSCI   ■是□否 第二 

34 103.01 
Cheng Hsiao(蕭政), Shui 

Ki Wan 
教授 Is there an optimal forecast combina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78(2)   ■是□否 第一 

35 103.01 
L. Gan, Cheng Hsiao(蕭

政), S. Xu 
教授 

Model Specification Test with Correlated 

but not Cointegrated Variable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78(1)   ■是□否 第二 

36 103.10.01 
Tai-kuang Ho 

(何泰寬) 
教授 

Dilemma of the Silver Standard 

Economies: The Case of China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81(2) 
  ■是□否 第一 

37 103.03 
Tai-kuang Ho(何泰寬),        

Kuo-chun Yeh 
教授 

The Effects of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on Domestic Asset Pric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iwan 

Quarterly Bulletin/36(1)   ■是□否 第一 

38 103.03.01 
Tai-kuang Ho (何泰寬),      

Cheng-chung Lai 
教授 

A silver lifeboat, not silver fetters: Why 

and how the silveer standard insulated 

China from the 1929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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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3.01.20 
Tai-kuang Ho 

(何泰寬) 
教授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 

Revisiting the Cross-Country Causes of 

the 2008-09 Crisis by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Economica   ■是□否 第一 

40 103.03.11 
Tai-kuang Ho(何泰寬), 

Kuo-chun Yeh 
教授 

The Post-Asian Crisis Drop in 

Investment: The Cases of Indonesia, 

Korea, Malaysia and Thail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32(3)  
  ■是□否 第一 

41 103.09 

Jing-Tang Tsay,                   

Che-Chun Lin (林哲群),                  

Larry J. Prather,                 

Richard J. Buttimer 

教授 
An Approximation Approach for Valuing 

Reverse Mortgages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25 
  ■是□否 第二 

42 103.11.24 
Chen, S.L., Y.L. 

Huang(黃裕烈) 
教授 

Actuarial Im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 

Index Dynamics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9(2) 
  ■是□否 第二 

43 103.10 
Huang, Y.L.(黃裕烈),  

C.H. Huang 
教授 

Uncertain Effect of Shocks vs. Uncertain 

Unit Root: An Alternative View of U.S. 

Real GDP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是□否 第一 

44 103.12 
Huang, Y.L 

(黃裕烈) 
教授 Testing Markov Switching Models Applied Economics/46   ■是□否 第一 

45 103.03 
Chen, S.L., Y.L. 

Huang(黃裕烈) 
教授 

An Evaluation of Component Series of 

Business Indicators: An Application of 

LARS Method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44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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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03.03 

Huang, Y.L.(黃裕烈), J.T. 

Tsai,* S.S. Yang, H.W. 

Cheng 

教授 
Price Bounds of Mortality-Linked 

Security in Incomplete Insurance Market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55 

SSCI 

國科會 A 
 ■是□否 第一 

47 103.03 
Chen, S.L., Y.L. 

Huang(黃裕烈) 
教授 

An Evaluation of Component Series of 

Business Indicators: An Application of 

LARS Method (in Chinese)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44(2)  
  ■是□否 第二 

48 103.10.29 

Chang, B. J., J. R. 

Chang(張焯然), M. W. 

Hung 

副教

授 

Searching for Landmines in Equity 

Markets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9(2) 
  ■是□否 第二 

49 103.09 
C.H. Han (韓傳祥),               

G. Molina, J.P. Fouque 

副教

授 

McMC Estimation of Multiscale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 with 

Application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103 
  ■是□否 第一 

50 103.04.28 
C.H. Han(韓傳祥),                     

W.H. Liu, T.Y. Chen 

副教

授 

VaR/CVaR Estimation under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 Applied 

Finance/17(2) 

  ■是□否 第一 

51 103.11 

C.H. Han(韓傳祥), C.-H. 

Chang, C.-S. Kuo, S.-T. 

Yu(余士迪) 

副教

授 

Robust Hedging Performance and 

Volatility Risk in Option Mark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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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第一 

52 103.03.10 

Cindy Shin-Huei 

Wang(王馨徽),                      

Shui-Ki Wan 

副教

授 

Prediction of A Multivariate Long 

Memory Processes Subject to Structural 

Brea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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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03.03.25 
Wei-ling Chen, Leh-chyan 

So(索樂晴) 

副教

授 

Validation of the Merton Distance to the 

Default Model under Ambiguity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7(1) 
  ■是□否 第二 

54 103.06 L. So(索樂晴), Y. Lee 
副教

授 

Are Real Options “Real”? Isolating 

Uncertainty from Risk in Real Options 

Analysis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9(1) 
EconLit   ■是□否 第一 

55 103.04.01 Lee, Y., L. So(索樂晴) 
副教

授 

Enemies or Allies: Pricing Counterparty 

Credit Risk for Synthetic CDO Tranches 

Advances in Investment 

Analysi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6  

FLI, EconLit   ■是□否 第二 

56 103.01 
Chang, V.Y., J.T., Tsai(蔡

子晧) 

副教

授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rporate Liquidity: Evidence from the 

U.S.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Issues and 

Practice/39 

SSCI  ■是□否 第二 

57 103.06.30 
Chang, Vincent Y., Jeffrey 

T. Tsai(蔡子晧) 

副教

授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rporate Liquidity: Evidence from U.S.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Issues and 

Practice/39 

SSCI   ■是□否 第二 

58 103.03.31 

Huang, Y.L., J.T. Tsai,(蔡

子晧) S.S. Yang, and H.W. 

Cheng  

副教

授 

Price Bounds of Mortality-Linked 

Security in Incomplete Insurance Market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是□否 第二 

59 103.06 

Hung-Wen Cheng, 

Chi-Feng Tzeng(曾祺峰), 

Min-Hua Hsieh, Jeffrey 

Tzu-Hao Tsai(蔡子晧) 

助理

教授 

Pricing 

Mortality-Linked  Securities  with 

Transformed Gamma Distribution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42(2) 
SSCI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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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3.10.29 
Chi-Feng Tzeng 

(曾祺峰) 

助理

教授 

Credit spreads and banktuptcy 

information from options data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9(2) 
  ■是□否 第一 

61 103.12 

Taylor, Stephen; Tzeng, 

Chi-Feng(曾祺峰); 

Widdicks, Martin 

助理

教授 

Bankruptcy probability inferred from 

options data 
Dournal of Derivatives/22(2)   ■是□否 第二 

62 103.06 

Cheng, Hung-Wen; Tzeng, 

Chi-Feng(曾祺峰); Hsieh, 

Min-Hua; Tsai, Tzuhao 

助理

教授 

Pricing mortality-linked securities with 

transformed Gamma distribution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經

濟論文/42(2) 
  ■是□否 第二 

63 102.03 
Liu W.H., C.F. Chung(鍾

經樊) and K.L. Chang 
教授 

Inventory Change,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ycle 
Economic Modelling/31 SSCI   ■是□否 第二 

64 102.09 
Chang K.L. and S.T. 

Yu(余士迪) 
教授 

Does crude oil pri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stock return behavior? 
Energy Economics/39 SSCI   ■是□否 第二 

65 102.03.01 
Kuo, C. S. and S. T. 

Yu(余士迪) 
教授 

Market Valuation of Disclosed and 

Recognized Employee Stock Option 

Expenses- Evidence from Taiwan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25(1)  
TSSCI   ■是□否 第二 

66 102.12 
Kuo, C. S. and S. T. 

Yu(余士迪) 
教授 

The non-uniform pricing effect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s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6 
SSCI    ■是□否 第二 

67 102.10.01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教授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Open Access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6(1)  
  ■是□否 第一 

68 102.12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教授 

Editorial for the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AFE)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8(2) 
Econlit   ■是□否 第一 

69 102.11.18 Chia-Lin Chang, Michael 教授 Ranking leading econometric journals Econometrics/1(3)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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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leer(馬可立) using citations data from ISI and RePEc 

70 102.02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教授 

Ranking journal quality by harmonic 

mean of ranks: An application to ISI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Statistica Neerlandica/67(1) SCI   ■是□否 第二 

71 102.07.09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教授 

What do experts know about forecasting 

journal quality? A comparison with ISI 

research impact in finance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8(1) 
 Econlit   ■是□否 第二 

72 102.07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Les 

Oxley 

教授 

Coercive journal self citations, impact 

factor, journal influence and article 

influence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93 
SCI   ■是□否 第二 

73 102.08 

Chia-Lin Chang,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Roengchai Tansuchat 

教授 

Conditional correlations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s between crude oil and stock 

index return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5 
SSCI   ■是□否 第二 

74 102.10.21 

David E. Allen,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Robert 

Powell, Abhay K. Singh 

教授 

A non-parametric and entropy based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X and S&P 500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6(1) 
    ■是□否 第二 

75 102.12.09 

Guorui Bian,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Wing-Keung Wong 

教授 
Robust estimation and forecasting of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8(2) 
 Econlit   ■是□否 第二 

76 102.08 

Juan-Angel 

Jimenez-Martin,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Teodosio Pérez-Amaral, 

教授 

GFC-robust risk management under the 

Basel Accord using extreme value 

methodologie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94 
SCI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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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o Araújo Santos 

77 102.02 

Lan-Fen Chu, Michael 

McAleer(馬可立), 

Szu-Hua Wang  

教授 
Statistical modelling of recent changes in 

extreme rainfall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Development/4(1) 

    ■是□否 第二 

78 102.06.21 

Massimiliano 

Caporin   and  Michael 

McAleer (馬可立) 

教授 

Ten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representation 

Econometrics/1(1)     ■是□否 第二 

79 102.07.29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and  Kim Radalj 
教授 

Herding, information cascades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s in futures markets 

Journal of Reviews on Global 

Economics/2 
    ■是□否 第一 

80 102.07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Felix Chan, Les 

Oxley 

教授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An overview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93 
SCI   ■是□否 第一 

81 102.06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Juan-Á ngel 

Jiménez-Martín*, Teodosio 

Pérez-Amaral 

教授 
GFC-robust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under the Basel Accor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7 
SSCI   ■是□否 第一 

82 102.04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Juan-Á ngel 

Jiménez-Martín, Teodosio 

Pérez-Amaral* 

教授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GFC-robust 

forecasts for risk management under the 

Basel Accord 

Journal of Forecasting/32(3) SSCI   ■是□否 第一 

83 102.12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Juan-Angel 

Jimenez-Martin, Teodosio 

教授 

Has the Basel Accord improved risk 

management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6 
SSCI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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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ez-Amaral 

84 102.08 

Shawkat Hammoudeh,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教授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 overview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5 
SSCI   ■是□否 第二 

85 102.07 
Tai-kuang Ho(何泰寬) 

and Cheng-chung Lai 
教授 

Silver Fett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Price Level 1928-3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50 
    ■是□否 第一 

86 102.01 

Tai-kuang Ho(何泰寬), 

Cheng-chung Lai and 

Joshua Jr-shiang Gau 

教授 

Equilibrium and adjustment of exchange 

rates in the Chinese silver standard 

economy, 1928-1935 

Cliometrica/7(1)     ■是□否 第一 

87 102.12 

Larry J. Prather, 

Che-Chun Lin*(林哲群), 

Ting-Heng Chu 

教授 
What Homebuyers Need to Know about 

the Differential Risk of Mortgages 

Financial Services 

Review/22(4) 
  ■是□否 第二 

88 102.04 

Che-Chun Lin*(林哲群), 

Larry J. Prather, 

Ting-Heng Chu, and 

Jing-Tang Tsay 

教授 

Differential Default Risk among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Mortgage Products and 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7 
EconLit   ■是□否 第一 

89 102.11.01 

Che-Chun Lin(林哲群), 

Jow-Ran Chang*(張焯

然), Ting-Heng Chu, and 

Larry J. Prather 

教授 

副教

授 

Sizing and Performance of Fixed-Rate 

Residential Mortgage Asset-Backed 

Securities Tranches 

Review of Pacific Bas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cies/16(4) 

EconLit   ■是□否 
第一 

第二 

90 102.02 

Kuo, C. S., J. R. 

Chang(張焯然), and S. T. 

Yu(余士迪) 

副教

授 

教授 

Effect of Mandatory Pro Forma Earnings 

Disclosur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EO 

Share Bonuses and Firm Performance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40(2) 

國科會會計類

期刊分類 A(-)

級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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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02.03 C.H. Han(韓傳祥) 
副教

授 
金融中波動率的數學問題 數學傳播季刊/37(1)     ■是□否 第一 

92 102.07 
Wan, S.K., S.H. Wang(王

馨徽) and C.K. Woo 

副教

授 

Aggregate or Disaggregate Forecast: 

Case of Hong Ko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42 SSCI   ■是□否 第二 

93 102.04 
Wan, S.K., S.H. Wang(王

馨徽) and Y.M. Xie 

副教

授 

The time-varying approach to 

reexamining the Chinese RMB 

Empirical Economics 

Letters/12(4) 
    ■是□否 第二 

94 102.02.02 
Wang S.H(王馨徽). and 

C. Hsiao 

副教

授 

“ The Real Time Monitoring Tests for 

Realized Volatilities 

Journal of Time Series 

Econometrics/5(1) 
    ■是□否 第一 

95 102 
Wang, S. H.(王馨徽), and 

C. Hafner 

副教

授 

A Simple Solution to Spurious 

Regression Problems 
Journal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是□否 第一 

96 102.02 
Wang, S. H.(王馨徽), and 

C. Vasilakis 

副教

授 

Recursive Structural Break Tests for 

Structural Change of Long Memory 

ARFIMA Processes with Unknown 

Break Points 

Economics Letters/118(2)     ■是□否 第一 

97 102.12 
Wang, S. H.(王馨徽), L. 

Bauwens and C. Hsiao 

副教

授 

Forecasting the long memory processes 

with structural break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77(2)     ■是□否 第一 

98 102.08.09 
Wang, S.H. 

(王馨徽) 

副教

授 
Structural Change and Monitoring Tests 

The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s/Chapter 31 
    ■是□否 第一 

99 102.10.31 
Tsai, Jeffrey T.(蔡子晧), 

and Larry.Y. Tzeng 

副教

授 

The Pricing of Mortality-linked 

Contingent Claims: an Equilibrium 

Approach 

Astin Bulletin/43(2) 
SSCI 

國科會 A-  
  ■是□否 第一 

100 102.05 

C.C. Chang, P.F. 

Hsieh(謝佩芳), C.W. 

Tang and Y.H. Wang 

副教

授 

The Intraday Behavior of Information 

Misreaction across Various Categories of 

Investors in the Taiwan Options Market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16 
NSC-A 

SSCI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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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01 
C.C. Chan, P.F. Hsieh(謝

佩芳) and H.N. Lai 

副教

授 

The Price Impact of Options and Futures 

Volume in After-hours Stock Market 

Trading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1(1) 

NSC-A 

SSCI 
  ■是□否 第二 

102 101.03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B. da Veiga and F. 

Chan 

教授 

It pays to violate: How effective are the 

Basel Accord penalties in encouraging 

risk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e/52(1)     ■是□否 第一 

103 101.02.01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C.-L. Chang and T. 

Khamkaew 

教授 

IV estimation of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of tourism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urism Economics/18(1)     ■是□否 第一 

104 101.09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J. Huang , M. 

Kobayashi 

教授 
Testing for the Box-Cox parameter for an 

integrated proces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83 
    ■是□否 第一 

105 101.05.18 

Michael McAleer(馬可

立), W.S. Chen, R. 

Gerlach , B.K. Hwang 

教授 

Forecasting value-at-risk using nonlinear 

regression quantiles and the intra-day 

r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28 
    ■是□否 第一 

106 101.12 
H.S. Ching, Cheng 

Hsiao(蕭政), S. Wan 
教授 

Impact of CEPA on the Labor Market of 

Hong Kong 
China Economic Review/23   ■是□否 第二 

107 101.09.18 
Cheng Hsiao 

(蕭政) 
教授 

The Creative Tension Between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57   ■是□否 第一 

108 101.06 
S.N. Chen, Cheng 

Hsiao(蕭政),  L. Wang 
教授 

Measurement Errors and Censored 

Structural Latent Variable Models 
Econometric Theory/28   ■是□否 第二 

109 101.08 
Cheng Hsiao(蕭政), H.S. 

Ching,  S. Wan 
教授 

A Panel Data Approach for Program 

Evaluation - Measuring the Benefit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7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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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with Mainland China 

110 101.04 
Cheng Hsiao(蕭政), 

M.H. Pesaran, A. Pick 
教授 

Diagnostic Tests of Cross-Section 

Independence for Nonlinear Panel Data 

Model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74 
  ■是□否 第一 

111 101.09 
Tai-kuang Ho(何泰寬) 

and Kuo-chun Yeh 
教授 

Magnitude and Volatility of Taiwan’s 

Net Foreign Assets against Mainland 

China: 1981-2009 

China Economic Review/23(3)     ■是□否 第一 

112 101.11 
Tai-kuang Ho(何泰寬) 

and Ming-yen Wu 
教授 

Third-person effect and financial 

contagion in the context of a global game 
Open Economies Review/23(5)     ■是□否 第一 

113 101.12.01 

Che-Chun Lin*(林哲群), 

Yu-Lieh Huang, and 

Chiuling Lu 

教授 
Estimating Mortgage Prepayment Rates 

using the Gibbs-Sampling Approach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5 
FLI   ■是□否 第一 

114 101.03 
Yu-Lieh Huang 

(黃裕烈) 
教授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A Temporal 

Disaggregation Model with Regime 

Switching 

Economic Modelling/29(2)     ■是□否 第一 

115 101.04.01 
Leh-chyan So*(索樂晴), 

Y. Lee 

副教

授 

Enemies or Allies: Pricing Counterparty 

Credit Risk for Synthetic CDO Tranches 

Advances in Investment 

Analysi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6  

FLI, EconLit   ■是□否 第一 

116 101.03.01 
Leh-chyan So*(索樂晴), 

Y. Shih 

副教

授 

Does Volatility or Jump Risk Premium 

Exist in the Taiwan Options Market?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24(1) 
TSSCI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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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書 

序號 

出版日期

(年/月/

日) 

教師姓名 教師職稱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

出版單

位名稱 

專書之國際書

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105.11.24 
Lee, C.-F., Lee, J.C., 

Chang, J.-R., Tai, T. 
副教授 

Essentials of Excel, Excel VBA, SAS and 

Minitab for Statistical and Financial 

Analyses 

Springer, 

U.S.A. 
9783319388656  

2 103.01.27 
黃裕烈                    

管中閔 
教授 

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計量方法與 R 程

式 

雙葉書

廊 

9789866018718 

3 101.02.01 C.H. Han(韓傳祥) 副教授 金融隨機計算 
新陸書

局 

978957418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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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近年，推動台灣的金融產業進軍亞洲，跳脫本土銀行的思維，成為亞洲地區具有競爭力的金融機

構，是金管會的首要的發展策略，這樣子的模式也被稱作「亞洲盃」，一場屬於金融業彼此競爭淘汰

的商業大戰。然而，綜觀亞洲各國的金融業領先者香港與新加坡除了在金融商品、金融服務、技術上，

都遠遠領先台灣外，在人才培訓上，也吸引許多國際優秀人才前往攻讀學位，無形中建立了的是一條

國際優秀人才互通的橋樑，「人才」將會是金融業者成功布局亞洲，首要的核心競爭力，因應著亞洲

各國不同的風土名情，宗教禮俗上極大的差異，培養具有國際觀的優秀人才會是各個業者在訂立策略

方針時，首要的目標，然而以高等教育的政策規劃上，也不能再僅僅著眼於培養本國的優秀人才，應

放眼全亞洲，吸引外國的優秀人才，一方面使台灣高等教育能在國際間顯露頭角，另一方面也搭配政

府的「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各國建立雙向的人才交流與培養。 

事實上，現在國內的金融業者，對優秀人才的需求極為龐大，對於近幾年，不斷祭出高薪的職位

吸引台灣優秀人才加入，也使得金融從業者的平均年薪不斷成長，如今已經不下於高科技專業技術人

員了。但是台灣財金專業博士的人才仍然極為缺乏，且同質性極大，主要歸因：招生對象主要仍為本

國人，在國際觀的認知上大同小異，也因為招生的對象大多為本國人，使台灣財金方面的博士教育走

不出台灣。 

搭配政府南向政策在教育上的方針，為高階金融人才建立良好的雙向人才培養與交流的管道，也

同時考量未來國內企業進軍亞洲，外國優秀國際人才的需求，為本所設立博士班的目的，本所設立博

士班，有別於傳統國內導向的博士班，而是設立第一間為了吸引國際優秀人才就讀的國立大學金融博

士班。搭配本校與資源與本系師資專長，訓練博士生具備財務工程、風險管理、商品設計與資產訂價

的專業能力。以下將動機與目的整理成下列五點。 

 

一、培育國際高階財務金融博士 

 

本系可說是國內國立大學中第一個計畫成立以招收外國人才為主的財金博士班，本系成立此博士

班將有助於確立本系在財金業界與學術界的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將本系的博士高等教育推廣至國際。

本所的專長領域(財務工程與金融設計)，對於金融行業正要蓬勃發展的東南亞各國，像是越南、緬甸、

柬埔寨、馬來西亞、菲律賓、寮國等等國家而言，不論是對其政府或是業界，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競

爭力。 

 

近年來本系在校方的鼎力相助下得以大幅改善師資質量，也因此有能力推出高品質而又有特色的

博士班課程，特別是在量化財金分析相關領域。值得一提的，本系碩士班前年開始招收大陸生，報名

相當踴躍，而招入的陸生就讀情況也十分良好，還對臺生形成良性競爭機制。有了招收陸生的經驗，

招收外國人才的博士班，不僅僅為本所帶來更好的研究動能，也會對本所在學術界的研究地位更有顯

著的增長。 

 

二、搭配南向政策，瞄準東南亞 

 

要發展台灣的金融服務業具國際競爭力，並且能夠在亞洲盃下，保有高度競爭力最重要的是培養

能夠幫助企業進軍亞洲的金融高階人才。以政府南向政策為本所博士班招生策略的規劃核心，本所博

士班的對象將以吸引高階的東南亞人才前往就讀為首要目標，像是越南、緬甸、馬來西亞、柬埔寨、

菲律賓、寮國等等。而這些國家也正是目前國內外金融業積極爭取想要進軍開發的重要商業據點，期

望藉由教育上的推廣，能夠助台灣的金融業者一臂之力，加強彼此高階人才的往來，讓企業在人才選

擇上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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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南亞金融環境 

 

以東南亞各國的觀點而言，東南亞各國面對自己的國家金融產業即將高度成長，勢必需要高階的

國際金融人才，進行政策制定或是投入業界，但是在當地本系博士班的訓練與培養，不若完整，勢必

需要前往海外就讀。以台灣而言，清華大學雖是以理工科系起家，但是本所自民國八十九年正式成立

大學部以來，已為業界或是學術界培養許多優秀的人才，之後又成立了碩士班並在近幾年開放陸生就

讀，不論在業界或是學術界，都具有良好知名度與學術地位，面對東南亞各國對於高等教育的需求，

相信本所的博士班，一定會是他們首要的選擇。本所期許，透過招收國外的博士生至本所就讀，能夠

為本所帶來不一樣的觀點，並且也增加這些優秀國際人才對於台灣的熟識與了解，建立一條與將台灣

與高階國際人才鍊結的管道。 

 

四、協助金融產業發展 
 

考量國內金融服務業所面對之環境，以其所具備的優勢與機會納入科技化、國際化與特色化政策，

配合金管會提出之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策略，本系之研究重心將著重於資產訂價、財務會計、公司理財、

保險財務、財務工程、國際金融、財務風險管理、不動產財務管理等相關領域。博士班的設立無疑是

為計財系提供更大的研究動能、提升清大在財金領域的國際知名度，吸引優秀的學者成為師資，而外

國的優秀人才在計財完成博士學位後，勢必成為國際各大企業延攬的目標，對於企業而言是近水樓台

先得月，相對於國外企業有更好的先機。 

 

五、協助政府對金融產業的政策發展及南向政策的落實 
 

現在全球金融服務業所面對的是一場大變革，面對新金融革命，在高科技的領頭下，許多過去的

銀行業務產生了質變與量變，再加上競爭激烈的國際競爭，甚至有了「亞洲盃」、「全球盃」的名詞產

生，本所希望就由博士班的設立，增加國內財金領域的研究動能外，也希望提升國際競爭力，成為國

內金融服務業業者進軍全球良好的後盾，為其提供理論技術層面的幫助以及人才的孕育。在不久的將

來，可以預知的是，政治穩定的東南亞各國即將快速的發展與成長，成為各國不只是金融業所關注的

焦點，然而金融業往往是最國家發展的根基，希望設立國際招生的博士班，瞄準東南亞高階優秀人才，

可以幫助政府在金融產業發展及南向政策的推動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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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系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願景與發展目標 

 

除了培養台灣財金學術界人才外，本系更希望在未來可以培養出多元能力且具國際觀的頂尖人才 

，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之教育發展計畫，積極爭取東南亞各國的優秀人才，透過經貿往來及學術交

流，深化雙邊未來的經濟發展，進而使台灣的企業在南向發展上能有更多東南亞等國之人才。 

現代的經濟、財務金融學術與實務界，皆需大量依靠計量和數學分析進研究，金融新革命亦指日

可待的環境下，清大計量財務金融學系期許學生能擁有扎實的財金學術及資訊技術，進而提升創新能

力，並透過與東南亞學生之交流，讓本國成熟的金融市場經驗引導至東南亞各國。  

為實現願景，本系設立博士班之發展目標為： 

(一) 精進計量研究方法，探討財務金融內涵，促進計量財務金融領域在理論與應用上的發展。 

(二) 培養具有財金、科技與人文素養的素養，並透過與各國人才交流，學習多元文化與知識。 

(三) 爭取國內外優秀之學者、學生並深入連結世界趨勢的產業議題與研究主題，促進南向發展的願

景。 

(四) 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社群，以提升國際學術競爭力，成為計量財務金融領域國際級研究重鎮。 

 

二、能力發展與培養 

 

計量財務金融是一個跨領域的學門，學生來自於不同學術背景，突顯出跨領域知識整合的學習效

益。因此，本所招生對象將不僅侷限於來自商學管理背景，其他如理工科、文科等非傳統商學相關領

域之優秀學生，都是本所重要的招收的對象。 

    基於國際金融化的競爭日劇，計量財務金融的研究與教育具有國際先驅的優勢，本系預期招生對

象，除台灣本地學生外，也把東南亞區以及各國際學生作為主要招生目標。除了帶進國際上的優秀人

才，除了提升研究能量外，也有機會將本系所相關的知識，經由國際學生返國，達到國際化的效益。 

目前本系教師的研究橫跨了國際金融、財務管理、計量經濟、財務計量、財務工程、風險管理、

精算保險、與金融資產證券化等相關領域。本系在跨領域的基礎上，以財金專業的培養為核心，整合

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經濟四個領域的理論、技術，與方法，對財務金融的基本理論與實務分析應用

等議題展開研究與教學，如圖 1所示。 

 

 
圖 1 結合不同構面的計量財務金融 

 

博士生的修習課程由這些構面議題所圍繞。課程安排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財務金融學的核

心知識以及使用計量方法的整合能力，並透過與東南亞等各國學生交流，將所學知識帶往國際市場。 

綜合上述觀點，在修習課程與各項的學習活動後，本所博士畢業生除具備管理學院中財金專業的

素養外，期望擁有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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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定價及設計能力；(2)財金資料分析與資訊科技能力；(3)企業的財務與決策

分析能力；(4)國際化與溝通協調能力。 

 

 

三、計量財務金融的研究領域 

目前本系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主要為二大領域： 

1. 財務經濟暨財務工程理論 

2. 風險管理與新金融革命理論與實務 

各研究領域科目分述如下： 

 

(一) 財務經濟暨財務工程理論領域為包含國際金融市場經濟等財務管理理論、數理與金融之結合

的學科，詳細內容如下: 

1. 資產訂價：資產定價理論是金融經濟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為解釋不確定條件下未來支付的資產

價格或者價值，而資產通常是指金融市場交易之工具或商品，而價格是其市場均衡時的價格。 

因此，所有資產定價理論都基於一種簡單思想：資產價格等於未來收益的預期折現；或者以無風

險收益率去折現未來的收益，再加上一個代表風險溢價的誤差因數。為此，資產定價理論中最重

要的問題是如何將表示整個市場的變動情況或系統風險總體變動的隨機變數暴露出來。目前存在

著兩大類資產定價方法，通常稱為均衡定價與套利定價。 

 

2. 數理金融：針對重要的金融問題，提出數理模型，應用或發展數學方法加以分析，以期在理論上

能夠提出有影響性的結論。由於數理金融所可能使用到的工具相當廣泛，至少包括了機率與隨機

過程、微分方程、數值方法、最佳化等理論與應用數學的許多分枝，因此在這方面的研究發展上，

除了一方面須繼續強化師資外，另一方面與數學系、統計系、資工系等相關科系的合作也是重要

的環節。數理金融的領域內容至少涵蓋了機率理論、隨機過程( Brownian motion、Levy process、

random walk)、 間斷時間模型、平賭過程, Black-Scholes模型, 風險中立定價, 市場完備性,避險

策略、Monte Carlo 模擬,偏微分方程數值解,傅利葉轉換、奇異選擇權、期間結構模型、信用風險

分析、資產配置等。針對重要的金融問題，提出數理模型，應用或發展數學方法加以分析，以期

在理論上能夠提出有影響性的結論。由於數理金融所可能使用到的工具相當廣泛，至少包括了機

率與隨機過程、微分方程、數值方法、最佳化等理論與應用數學的許多分枝，因此在這方面的研

究發展上，除了一方面須繼續強化師資外，另一方面與數學系、統計系、資工系等相關科系的合

作也是重要的環節。為了持續掌握國際上重要金融問題的發展，鼓勵經常性地參與國際大型或專

業會議，保持國際合作等，使能確保數理金融的發展能夠與時俱進。 

 

3. 公司理財：公司理財專業課程包含財務理論以及實證研究兩部分，財務理論部分包括近代財務學

之重要理論，包括效用理論、狀態偏好理論(State-Preference Theory) 、投資組合均異理論、資本

資產訂價模型、無套利訂價理論、選擇權訂價理論以及 Modigliani-Miller 定理。效用理論為分析

理性投資人面對風險性資產之決策的基礎，而風險性資產之投資決策的選擇則根據狀態偏好理論

投資組合均異理論、資本資產訂價模型、無套利訂價理論以及選擇權訂價理論，結合這些理論可

發展出風險性資產之合理訂價。最後，根據上述基礎，發展至以公司為單位如何選擇風險性投資

機會及融資機會，亦即以 Modigliani-Miller定理為出發點發展之資本結構理論以及股利政策。在

實證研究部分，包括資本預算、資本結構、股利政策以及合併與購併主題之重要實證研究論文，

瞭解理論與實際資料之驗證關係。最後，將公司理財之觀念應用於公司治理之議題，已達成公司

理財之最終目標最大化公司價值。 

4. 財務工程：凡是運用數學方法以解決金融問題均可視為財務工程。本系在財工領域著重於財務信

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研究，以及運用數量方法的解決方案。例如對衍生性金融商品或融資工具的

設計，交易與避險策略的形成，以及風險控管分析等相關議題。財務工程的領域內容至少涵蓋了

隨機微積分, Black-Scholes-Merton 定價理論,希臘字母,選擇權市場, 波動度分析,數值方法,風險值,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109 頁，共 378 頁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7%91%E8%9E%8D%E7%BB%8F%E6%B5%8E%E5%AD%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4%BA%A7%E4%BB%B7%E6%A0%BC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4%BA%A7%E4%BB%B7%E6%A0%BC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4%BA%A7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7%91%E8%9E%8D%E5%B7%A5%E5%85%B7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5%9D%87%E8%A1%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7%A0%E9%A3%8E%E9%99%A9%E6%94%B6%E7%9B%8A%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7%A0%E9%A3%8E%E9%99%A9%E6%94%B6%E7%9B%8A%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3%BB%E7%BB%9F%E9%A3%8E%E9%99%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A%8F%E6%9C%BA%E5%8F%98%E9%87%8F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9D%87%E8%A1%A1%E5%AE%9A%E4%BB%B7&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5%97%E5%88%A9%E5%AE%9A%E4%BB%B7


35 

 

回顧測試,信用風險與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奇異選擇權,資產配置等。此外也結合金融業、資料

庫公司、相關軟硬體等資訊公司、政府單位等，分別或共同在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訓或實習上能夠

合作，以期提供全面並具整合性的專業特色。此課程提供現代化的交易人才、計量分析師 

(Quantitative Analyst) 與風險管理人才所需的金融、數理與資訊等專業綜合訓練。 

 

5. 計算金融：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訂價中，有許多模型是無法獲得衍生性金融商品價格的精確解

(Exact Solution)，進而需要數值方法來求取數值解(Numerical Solution)，金融計算便是一種透過電

腦的計算方法協助處理財務問題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方法包括樹型圖解、蒙第卡羅法以及有

限差分法，我們可以針對不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訂價模型，透過以上不同的方法來求取解。 

 

6. 不動產財務管理：本課程研究主題結合不動產以及資本市場，為不動產財務管理的進階課程，內

容涵蓋各種不同結構之住宅證券的評價及分析，包括: 住宅抵押貸款證券、抵押擔保債務憑證、

住宅抵押債權事務性服務權利、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以及住宅抵押貸款衍生性商品。課程目標強

調說明不動產財務管理及投資既存的風險與報酬；探討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市場；了解如何評價

具有高度路徑相依的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及審視政府在住宅融資體系扮演的角色。 

 

7. 國際金融：本課程以國際金融理論與歷史為基礎，內容包括國際金融基本觀念（國民所得帳、國

際收支帳、經常帳、資本帳、名目匯率、實質匯率、外匯干預與貨幣供給）、國際金融古典模型

（購買力平價學說、利率平價學說、貨幣模型、Mundell-Fleming模型、Dornbusch模型、Portfolio 

Balance模型、通貨替代、Redux Model、匯率目標區模型）、匯率制度分類與選擇（固定匯率、

浮動匯率、管理浮動、爬行釘住、de Jure分類、de Facto 分類、匯率制度決定）、最適貨幣區域理

論（採用共同貨幣的先決條件、歐元與馬斯垂克條約、亞元的探討）、國際金融制度（1870-1914

國際金本位、國際銀本位、1945-1973 Bretton Woods 體系、美國與英國的貨幣角力、全球黃金風

潮、浮動匯率時期）、全球貿易失衡的癥結與解決（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美國經常帳赤字調整、

美元的前景預測）、歐元的未來（歐洲債務危機與歐元的前途）、人民幣的國際化、全球準備貨幣、

以及主權財富基金。本課程以各個主題為軸線，逐一介紹每個主題的歷史背景、重要的觀點與文

獻、以及政策意涵。本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完成本課程後應該能夠具備分析國際金融議題的基

礎知識。 

 

8. 財務會計：隨著商業環境因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創新的金融商品不斷地推陳出新，使得世

界經濟已邁入知識經濟時代，為了溝通並將企業經濟活動的財務資訊傳達予報表使用者，裨益其

適當地運用財務報表做出最佳的投資和授信決策，從而使社會經濟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財務會

計在這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商業語言」角色。財務會計這門課程的設計，主要目的係幫助修課者

瞭解與學習財務會計制定的原理原則，認列、衡量與記錄企業的經濟交易結果，並對於編製財務

報表的目的、財務報表的功能，及其內涵具有基本的瞭解，以利日後結合其他財務金融相關專業

領域的知識，提高決策與分析之效率與準確度。 

 

 

(二) 風險管理與新金融革命理論與實務可包含風險管理的方法及應用、創新的金融商業模式暨相

關的程式開發。詳細內容如下: 

 

1. 財務風險管理：本課程以各類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與金融監理為基礎，內容包括金融體系與銀行財

務、風險衡量與損失分配、資本管理與經濟資本、壓力測試、巴塞爾資本協議、金融商品的價格、

市場風險的衡量與資本管理、巴塞爾資本協議的市場風險資本計提、信用風險的衡量與解析、巴

塞爾資本協議的信用風險資本計提、信用風險成份：違約機率、違約損失率、與違約曝險額的分

析、信用評分模型、信用風險損失分配與違約相關性、信用曝險之風險貢獻的計算、交易對手信

用風險、資產證券化、資產負債管理、流動性風險、作業風險、風險調整後的績效指標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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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由金融市場與機構的組織結構與歷史沿革出發，以各種量化風險模型為主軸，著重來自金

融機構實際資料的分析及對應實證模型的建置，理論與實務並重，完成本課程後應能勝任各類金

融機構對主要風險類型的風險管理及金融監理人員。 

 

2. 財務實證：財務理論的發展，必湏通過實證研究的檢驗。財務領域中所用的資料，由專業資料收

集公司，在金融市場上收集實際的交易產生資料。面對複雜的金融環境及人為因素，這些資料包

含著各種訊息，透過計量的分析方法，將這些訊息解開，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證的檢驗。在財務

實證課程中，我們提供各式總體計量、時間序列分析、個體計量、財務數學、追蹤資料分析等課

程。 

 

3. 保險財務：保險財務結合資產訂價模型及精算模型(Actuarial Pricing Model)，運用於保險保單之訂

價及保險公司價值的評定。古典精算模型，對於未來的預期保額支付做無風險的現值計算。基於

保單風險實務考量，財務定價模型將合理的風險溢酬考慮在內，得出一個適當的折現率。當財務

訂價模型運用於保單及公司價值的衡量，保單損失分配的特質也必需考慮。例如運用選擇權定價

模型時，除了保險公司資產的隨機過程性質之外，其負債的隨機過程也是另一重要的定價因子。

保險證券化是另一例子說明與財務金融相結合的保險議題。在產險方面的例子是巨災債券

(Catastrophe Bonds)發行，在壽險方面則為死亡率債券(Mortality Bond)問世。此外，保單的連結資

本市場標的物的價格波動(如:Guaranteed Minimum Death Benefit)與長壽風險管理(Longevity Risk- 

Management)蓬勃發展，皆為保險與財務觀念結合的例子。 

 

金融科技：因應全球金融之未來發展趨勢，或是金管會所提倡的金融 3.0，引領學生了解金融科

技的本質與學能，除了一般的資訊工程 C++、Matlab、Python、SQL 以外，著重重點亦在於手機的

APP 開發等能力，除了聘任資訊工程領域專業的講師，本系計畫與業界結合，積極邀請相關產業之

專業人士至本所分享經驗及技術合作，讓學生了解實務上的應用，並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加強學生在

Fintech 方面所需的資訊能力並與所學的財務觀念結合。 

 
 

四、研究發展策略 

本所之研究發展策略主要是與東南亞各國之學術單位合作，積極引領並參與計量財務金融研究社

群，同時結合經貿往來及政府之資源，協助雙邊的金融產業升級及教育政策發展。 

為了實行策略，本所希望藉以清大厚實的理工資源，強化本系對於資訊領域的訓練，使本所在眾

多商學科系中獨具不同之特色，持續培養跨領域能力之人才。 

我們預計每年邀請數名在計量財務金融領域之知名國內外學者到本系進行短期博士班課程講授，提升

本系師生的研究與國際化能力；並積極與東南亞等國相關之研究機構與單位簽訂學術合作協議；而透

過博士生的交換，以增加本系研究能量及資源，進而提昇本系在國際學術上之合作性與競爭力；此外，

我們亦將積極主辦或參與重要之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期清大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在通過國際-AACSB認

證後，成為下一個計量金融領域發展之國際級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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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潮流之趨勢 

全球化與金融深化，是世界發展的趨勢，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金

融機構風險管理與量化分析的能力被大大強調，本博士班的培育目標，正好符合上述潮流，站在時代

的尖端。 

從世界潮流及國家發展面向，來討設置本學程的必要性。一、區域整合與人才交流：擴大與周邊

國家之交流與合作已是世界的趨勢，透過雙向協商與鏈結創造雙贏局面。本所擁有堅實的教師陣容，

透過教學與經驗傳承搭起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的合作橋梁，深化雙邊青年學者與學生的交流與培育。本

博士班學程之設立，除了培養基礎研究能力以外，更提供學生成為高階金融人才所需要具備的專業知

識。二、國家發展面向：根據 Global Insight 預估，東協十國在未來六年(2017-2021年)平均年經濟成

長率為 4.9%，加上台灣經濟放緩，因此台灣金融業近幾年受到政府鼓勵，積極前進東南亞市場大打

亞洲盃，未來台灣金融人才就業市場也將涵蓋東南亞等國。本博士班學程培養之學生畢業後勢必成為

當地金融機構之高階金融人才，將有助於台灣金融機構在東南亞各國之拓展，間接讓我國金融人才前

進東南亞市場，不僅就業市場更加多元，更有助於與區域國家間的互利雙贏局面。 

 

 

肆、本系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本系自成立初期即是招收第二類組學生，方展方向強調數理能力、程式能力與財金知識結合 

有別於目前一般財務金融博士班訓練，因此相關領域學生均可能前來報考，加上未來將會是

金融科技的世代，與本系的專業訓練相符合，學生畢業後即可投入職場一展長才，故學生來

源廣泛不虞匱乏。本學程預期可以招收到東南亞、大陸及本國優秀的學生前來就讀，經過一

段時間建立口碑後，相信會有越來越多優秀的國際人才選擇本系博士班就讀。 

目前規劃每年招收博班生 3名，待博士班學程推動一段時間，漸有成效後，將考慮增加招生 

人數。 

 (二)就業市場狀況 

雖然國內金融人才漸趨飽和，但是仍然缺乏金融與資訊兼具的專業人才，未來跨領域結合將    

會是顯學，因此本系畢業的博士班學生將能夠具備一般財金博士班畢業生所沒有的跨領域競爭

力。本學程之國際生畢業後可以選擇留在台灣成為台灣產業界的生力軍，抑或投入台灣學術界，

為孕育更多的金融人才盡一份心力，又抑或是回到母國從事研究工作、擔任高階金融人才職務。

不論是哪種情況相信對於台灣金融市場市場都會有助益，即便是國際博士生選擇回到母國求職

或是投入研究，原因來自政府目前正在推動新南向政策，加強與東南亞各國區域鏈結與人才交

流，然而國內銀行前進東南亞市場設立分行屢遭碰壁，如果能有台灣財金國際博士班畢業之學

生回當地金融機構服務，也有助於東南亞市場更加了解台灣的產業的專業與良好的業界口碑，

將有助於台灣金融業進軍東南亞，增強產業競爭力。 

 

二、補充說明: 

1. 加強程式訓練與大數據(Big Data)處理能力 

未來金融技術人才，相當依賴數據處理與科學運算，正為計量財務金融之專長。本博士班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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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金融商品設計與訂價」、「財務風險管理」與「財務計量經濟學」都會相當程度的加強

學生的程式能力、大型資料處理與建模能力。金融海嘯過後，全球金融業對風險管理的需求大

增，本博士班能提供此方面專長之學生，與業界之需求相輔相成。 

2. 提升金融服務科學之能力 

隨社會越高度發展，「人」的服務問題越被關心，惟有跨領域的專長才可做到最完善的服務。

本博士班結合科技管理學院的資源，包括服務科學研究所、科技法律研究所與科技管理研究所，

博士生可獲得多元發展的資源與機會，得到更好的跨領域知識。例如：科技管理研究所推出的

老人長期照護計畫，本所博士生即可協助規劃醫療支出（分析健保大型資料庫）、保險與退休

金等財務規劃。整合分析與政策建言的視野，都將非碩士生所具有的高度，本所博士生將具備

此多元發展之能力。 

 

訓練博士生成為金融業的高階技術人才而非只是進入學術界，是國內財務金融相關博士班

首例。根據香港大學經驗，其博士班畢業生 65%進入金融業界工作，35%進入學術界，是很好

的借鏡對象。雖然國內金融業成熟度不如香港、新加坡發達，但人才培育不應該有落後，相信

本所博士班將以此為目標，創造出學界與業界雙贏的人才。 

 

伍、本系博士班之課程規劃--全英語授課 

本博士班課程規劃係本著培養理論分析與新金融科技並重之財務金融專業人才之理念，依據專

業化、國際化、與資訊化之發展特色，配合本所發展之重點方向所設計。規劃每年招收國內外

共 3名學生。 

現將針對本博士班修業方式、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及課程內容架構說明之：  

 

一、 修業方式  

 

本博士班修業期限為二年至七年，主要招收之學生對象為教育部認可以之海內外碩士班畢業者

（或同等學歷證明），入學資格經由申請程序及本校篩選通過，即可註冊修習本博士班之課程。修讀

本博士班之學生，於修業年間，至少修滿 30 學分(不含博士論文、基礎必修、財務金融研討)，並完

成博士學位論文的撰寫，待通過論文口試後，便可獲得博士學位。  

 

二、 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致力於國際高科技財務金融相關領域人力資源的培育，為了兼顧理

論和實務的課程，開設的課程內容可分為三部份，基礎必修、核心必修及專業選修。  

 

(一) 基礎必修 

 

為提升修課品質，本博士班研究生於學士班與碩士班時未曾修過財務管理、衍生性商品市場之相

關課程者，應至大學部補修上述領域之相關課程，其學分數不計入本系要求之博士班畢業學分

30學分中。 

 

(二) 核心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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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基本必修課程之設計，著重理論分析與研究工具課程，核心必修課程簡

述如下：  

 

高階經濟理論 教導學生金融經濟分析，提供學生進行金融理論分析的工具 

資本市場 教導學生資本市場理論，提供學生進行資本市場分析的工具 

財務計量經濟學 教導學生計量經濟理論與方法，提供學生進行實證分析的工具 

金融商品設計與定價 教導學生設計金融商品，並進而對所設計之商品訂價 

財務風險管理 介紹財務相關之風險管理的理論與實證工具 

財務金融研討 每週財金議題的演講，提升學生對財務觀念與架構 

 

 

(三) 專業選修  

 

學生可依其背景與志趣，修習本所設計之三大專長選修課程： 

  

企業財務管理專長 
必修課程外可選修企業財務管理理論、財務實證分析

等課程 

財務工程專長 
必修課程外可選修、財務計量分析、財務時間數列專

題、風險管理等課程 

風險管理與保險專長 
必修課程外可選修保險專題、企業財務管理理論等課

程 

 

三、課程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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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博士學位 

博士論文 

專業選修 

企業財務管理： 

企業財務管理理論、財務實
證分析等課程。 

財務工程： 

隨機財務理論、財務時間數
列專題等課程。 

風險管理與保險: 

保險專題、企業財務管理理
論等課程。 

核心必修 

個體經濟理論 

財務計量經濟學 

金融商品設計與定
價 

資本市場 

財務風險管理 
財務金融研討 

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系博士班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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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心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學期 必／選 任課教師 

高階經濟理論 3 一上學期 必 余士迪、何泰寬 

資本市場 3 一上學期 必 王馨徽、索樂晴 

財務計量經濟學(一) 3 一上學期 必 鍾經樊、McAleer 

財務計量經濟學(二) 3 一下學期 必 鍾經樊、McAleer 

財務風險管理 3 一下學期 必 鍾經樊、蔡子皓 

金融商品設計與定價 3 一下學期 必 張焯然、韓傳祥 

財務金融研討(一) 0  必 全體教師 

財務金融研討(二) 0  必 全體教師 

財務金融研討(三) 0  必 全體教師 

財務金融研討(四) 0  必 全體教師 

博士論文 0  必 指導教授 

 

(二) 企業財務管理專長(專業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學期 必／選 任課教師 

企業財務管理理論 3 二上學期 選 林哲群、謝佩芳 

財務實證分析 3 二下學期 選 余士迪、王馨徽 

 

 

(三) 財務工程專長(專業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學期 必／選 任課教師 

隨機財務理論 3 二上學期 選 鍾經樊、韓傳祥 

財務時間數列專題 3 二下學期 選 McAleer、黃裕烈 

 

(四) 風險管理與保險專長(專業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學期 必／選 任課教師 

企業財務管理理論 3 二上學期 選 林哲群、謝佩芳 

保險專題 3 二下學期 選 蔡子皓 

 

針對博士班有特色的財務金融研討(三) (四)實務課程，附上課程大綱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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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計量財務金融博士班 財務金融研討（三）（四） 

課程大綱 
 

課程代碼 
 

上課學制 研究所博士班 

課程名稱 
財務金融研討(三) 

(四) 
授課教師  

 

學分(時數) 3.0 (3.0) 
實習企業/ 

業界導師 
 

先修科目 
 

上課班級 計財系博士班三四年級 

實習地點 
 

必選修別 必修 

課程關係 
本課程科目為業界實

習課程之一 
實習時間 每週實習時數必須滿 32小時 

課程大網網

址  

備 註 
 

 

◎本學科學習目標： 

教育目標：  

(1) 培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定價及設計能力； 

(2) 財金資料分析與資訊科技能力； 

(3) 企業融資策略與財務分析的能力； 

(4) 國際化與溝通協調能力。 

 

發展特色：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發展的方向，係以培養具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經濟分析能力之財務金融實務人才

為目的。有別於目前一般的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學術訓練，本所特別強調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經濟理論的

實作與應用能力，以期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有較深厚的財務與經濟理論基礎，以及資訊應用的能力，解決實

務上面對的問題。另一方面，亦因具備較一般博士生更為深厚的財金理論與數理基礎，可直接投入就業市場，

滿足金融服務業界所切需的專業知識與高階技術，將會勝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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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請勾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分比） 

Percentage 

 

以堅實理論為基礎，理解財金體系運作機制，應用財金分析技術，

實際解決財金問題。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finance system through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o apply quantitative financial analysis to 

solve real-world financial issues. 

% 

 

具備厚實財金基礎知識，包括財務管理與公司理財、衍生性商品訂

價與風險管理 

To learn the knowledg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corporate finance,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risk management. 

% 

 

具備創新管理，開發新領域的能力 

To acquire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integrate, and develop new research 

areas. 

% 

 

培養跨領域工作的能力 

T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work across different disciplines. 
% 

 

具備團隊合作的精神，有效溝通的能力，以及人文素養與國際觀。 

To develop teamwork spirit, to acquire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nd to have broad knowledge acros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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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鍾經樊 

鄭潤澤 
基於巴塞爾 III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框架下的信用估值調整（CVA）及其風險

值計算 

湯益萍 基於 BaselIII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架構下的信用估值調整研究 

許哲綸 衍生性金融商品在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和錯向風險下的風險值 

楊國軍 有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之銀行金融商品的實證分析 

周玉驕 股價波動與債券市場風險的關聯性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余士迪 

林瑋 
檢驗薪酬委員會監督效果之於主要經理人選擇權價值與公司未來表現相關

性—以台灣電子產業為例 

駱荻茜 以樣本選擇模型探討企業型態對公司價值影響 

徐偉倫 R&D支出比例對公司股價報酬率影響–以台灣電子業為例 

陳旭峰 庫藏股買回對股價的影響-追蹤資料的樣本選擇與內生性問題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馬可立 

李怡穎 
Volatility Spillovers Between Energy and Agricultural Market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劉家秉 Spillovers in the Energy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王陽暉庭 
利用動態條件共變異數模型檢驗天然氣現貨, 期貨及指數股票型基金市場

之聯合風險溢出效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林哲群 

陳芊如 Optimal Time to Sell the House with Filter Decisions 

吳文揚 The break-even contract rate for HAPNs from bank’s perspective 

劉洧綺 配對方法在不動產市場之應用-以新北市為例 

葉莉琪 台北地區不動產價格指數及時間、地點特徵對房價影響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黃裕烈 

王敏如 考慮模型不確定下以極小化期望損失角度解釋本國偏誤現象 

李季芳 從現金流量和股價看多國籍企業對外匯曝險程度 

洪振哲 導入市場投資人情緒解釋訂價核心難題 

戴婉淳 隨機利率下證券借貸的訂價 

池凡 金融泡沫檢定方法之比較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張焯然 

向上 週選擇權對波動率指數 VIX的影響及其信息內容 

朱如怡 境外基金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持有部位風險控管 

蔡宜穎 流動性風險對選擇權之評價 

王俐縈 以 R2預測共同基金績效 

張景盛 利用模擬方法--分析跨期下動態的資產配置最適投資決策 

陳育宏 群眾募資(Crowdfunding)之實證研究-以台灣 FlyingV為例 

周雅清 台灣個股期貨知情與不知情交易達到率研究 

陳婧 持有衍生品之境外基金的績效評價 

陳怡慧 目標可贖回遠期合約在馬可夫狀態轉換模型下的價格比較 

朱佩瑜 隱含遠期波動率，以標準普爾 500指數選擇權及台指選擇權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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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傳祥 

簡嘉佑 Entropy-Based Importance Sampling for Levy Processes 

陳君品 
Implementation of Ross Recovery Theorem and Application in Black-Litterman 

Model 

陳重吉 以線性伸縮方法進行股價型態辨識 

劉杰 機器學習在演算法交易中的應用—技術分析 

石磊 
Calibration of Multifactor Heston Model with Applications in Credit Spreads, 

Equity Options, and Risk Management 

王坤 Portfolio Optimization with Scaling Effect Under Semi-Nonparametric Models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王馨徽 

傅叢禕 避險比例的蒙地卡羅模擬綜合研究 

廖芳誼 新現代計量模型在預測股價報酬率溢酬上之全面性研究 

李宛懌 
Is Pearson Sam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lways Feasible To Test For 

Correlations ?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索樂晴 

余俊揚 
美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投資組合風險分析 – 以 copula-GARCH模型探

討 

黃哲政 Copula-GARCH 模型於信用違約交換投資組合風險評估之應用 

林孟憲 第 34號公報的實施對公司盈餘管理的影響 

沈盈君 在台發行之中國 ETF 折溢價原因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蔡子晧 

簡忠源 台指選擇權價格區間實證研究 

蔡靜文 腦中風商業保單設計與評價─全民健保資料之運用 

葉家豪 台指選擇權投資組合策略與實證研究 

劉亞蕾 基於 U形定價核與兩因子模型的波動率溢酬與選擇權定價研究 

陳威 歐元選擇權定價與交易策略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謝佩芳 

劉超智 資產替代行為與公司個別風險 

鄭珪欣 從選擇權限價單修正率檢視投資人交易之隱含資訊 - 以台指選擇權為例 

陳婉瑜 改單、下單積極度與獲利表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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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系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現有社會科學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101,838 冊，外文圖書 48,445 冊， 106學年度擬

增購  財務  類圖書 100 冊；中文期刊 0 種，外文期刊 5 種。 
 

 

捌、本系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140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43.56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230 平方公尺。 

(三)座落 科管院 大樓，第 五、七 樓層。 

二、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除非增蓋二館，否則近五年都不會增加。 

 

玖、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本所最早於 1997年，以經濟學系計量財務組參與大學聯招第二類組的招生，隨後於 2000年在科

技管理學院之下成立獨立科系。隔年，設立科技管理研究所計財組，並於 2007年成立計量財務金融

學系碩士班。篳路藍縷，發展至今已 19年，相較於國內其他財金相關系所，我們的生命週期正處於

朝氣蓬發的中生代階段。不僅累積相當的辦學經驗，教師們的研究實力也是相當堅強。清華大學的教

學與研究實力不僅在國內備受肯定，且根據 QS 世界大學排名(2016-2017)本校排名為 151名，位於亞

洲學校前段班。再者，東南亞國家高等教育尚不如台灣成熟，因此當地優秀學生傾向離鄉背井前往國

外求學，因此本系所設立的博士班將會是其就學的首要選擇。 

未來將會是金融革命的世代，全世界各大金融機構將面對這波浪潮，未來要能夠在這波浪潮下生

存下去的首要關鍵就是競爭力。而本所擁有許多金融科技與大數據專業教師，搭配本系數理與程式等

專業課程，成立博士班之後將培養金融科技專業人才，成為招生上一大優勢。我們是一群對於研究與

教學有極大熱忱的教育執行者，對於社會責任的實踐深具使命感，對於創新與變革也摩拳擦掌、躍躍

欲試。展望本系未來發展，申請博士班是關鍵的轉捩點，就我們而言，自是於對的時機，做一件對的

事情。對於這次博士班的設立，更是全體同心一致，積極爭取。也深自期許我們的成功設立能帶來示

範效果，彰顯運用彈性活化的思維，發掘逆勢價值的創新觀念，為本系發展史寫下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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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專任師資近五年的科技部研究計畫 

鍾經樊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2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S&P 

COMPUSTAT 企業財務分析

資料庫專案 

計畫主持人 246,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Datastream 財經資訊資料庫

專案 

計畫主持人 173,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

計畫) 

財務 
市場風險損失分配與壓力風

險值的實證研究 
計畫主持人 343,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

計畫) 

財務 
利用壓力測試衡量台灣金融

系統的流動性風險 
計畫主持人 520,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S&P 

COMPUSTAT 企業財務分析

資料庫專案 

計畫主持人 241,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Datastream 財經資訊資料庫

專案 

計畫主持人 173,000 

    
核定經費 

總計 
1,696,000 

 

 

余士迪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S&P Capital IQ Research 

Insight 企業財務分析」資料

庫專案 

計畫主持人 312,000 

105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Datastream 財經資訊」資

料庫專案 

計畫主持人 176,000 

105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2016金融科技與管理論壇 計畫主持人 300,000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
財務 

追縱資料的聯立方程式中具

截斷資料的估計：財務資料
計畫主持人 2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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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的應用 

104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S&P Capital IQ Research 

Insight 企業財務分析」資料

庫專案 

計畫主持人 285,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Datastream 財經資訊」資

料庫專案 

計畫主持人 176,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

計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探討台灣薪酬委員會對高階

經理人薪酬的影響：級距造

成的估計問題 

計畫主持人 475,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 

財務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S&P 

COMPUSTAT企業財務分析

資料庫專案 

計畫主持人 262,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

計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具內生性的截斷追蹤資料模

型的估計 
計畫主持人 485,000 

103  財務 
2014年臺灣財務金融學會

年會 
計畫主持人 500,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

計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使用二階段分量迴歸估計聯

立 Tobit 模型及研究員工股

票選擇權對市場評價的內生

性問題 

計畫主持人 566,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

計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應用樣本選擇模型及門檻模

型探討公司揭露員工股票選

擇權費用的市場評價 

計畫主持人 408,000 

    
核定經費 

總計 
4,226,000 

 

 

馬可立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利用風險指數有效地管理財

務風險(3/3) 
計畫主持人 1,005,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利用風險指數有效地管理財

務風險(2/3) 
計畫主持人 1,143,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利用風險指數有效地管理財

務風險(1/3) 
計畫主持人 1,125,000 

    
核定經費 

總計 
3,2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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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泰寬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國際經

濟學 

金圈套：金本位熱潮如何損

害世界經濟，1717-1914(1/3) 
計畫主持人 782,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國際經

濟學 

不穩定匯率下的貨幣改革：

銀本位與中國經，
1900-1937(2/2) 

計畫主持人 659,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國際經

濟學 

不穩定匯率下的貨幣改革：

銀本位與中國經，

1900-1937(1/2) 

計畫主持人 857,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國際經

濟學 

匯率制度對於產出成長的不

對稱與異質性效果 2/2 
計畫主持人 519,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國際經

濟學 

匯率制度對於產出成長的不

對稱與異質性效果 1/2 
計畫主持人 519,000 

    
核定經費 

總計 
3,336,000 

 

林哲群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地政 
房屋自動估價相關議題研

究 
計畫主持人 763,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地政 
房屋持有期間相關議題研

究 
計畫主持人 969,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地政 
住宅抵押貸款衍生性金融

商品相關議題研究 
計畫主持人 883,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地政 
住宅抵押貸款提前清償相

關議題研究 
計畫主持人 937,000 

101 出席國際會議 地政 
2012 American Real Estate 

Society Annual Meeting 
計畫主持人 80,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地政 
另類房貸衍生商品相關議

題研究 
計畫主持人 657,000 

    
核定經費 

總計 
4,2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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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裕烈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混合頻率全球自我相關迴

歸模型 
計畫主持人 768,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馬可夫轉換模型之新檢定

方式 
計畫主持人 759,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在模型誤設且市場不完備

情形下的資產訂價 
計畫主持人 769,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衝擊效果之不確定性: 以

美、英兩國為例 
計畫主持人 556,000 

    
核定經費 

總計 
2,852,000 

 

 

韓傳祥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數

學 

金融科技下的證券投資
(1/2) 

計畫主持人 430,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數

學 

q-最佳重要抽樣法的稀有

事件模擬 
計畫主持人 464,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數

學 

最佳變異極小化：高維度嵌

入的新重要抽樣法 
計畫主持人 354,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應用機

率 

投資組合違約機率估計的

一些研究：程式分析，GPU 

平行化運算，以及實證資料

分析 

計畫主持人 469,000 

102 
科技人員研究

及進修 
 

蒙地卡羅法對隱含波動率

曲面的模型校準 
計畫主持人 528,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李代數 
對隱含波動率曲面與信用

違約交換的聯合模型校準 
計畫主持人 421,000 

    
核定經費 

總計 
2,6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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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馨徽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皮爾森相關係數之重新檢

視及其於財金重要議題上

之全面性研究 

計畫主持人 907,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新現代計量模型估計法的

建立及其在金融學上四個

仍待議的問題之應用(2/2) 

計畫主持人 882,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數理與

數量方

法 

新現代計量模型估計法的

建立及其在金融學上四個

仍待議的問題之應用(1/2) 

計畫主持人 1,008,000 

    
核定經費 

總計 
2,797,000 

 

 

索樂晴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美國不動產投資信託與股

票市場之關聯--利用以

Copula為基礎之GARCH模

型分析 2/2 

計畫主持人 629,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美國不動產投資信託與股

票市場之關聯--利用以

Copula為基礎之GARCH模

型分析 1/2 

計畫主持人 709,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以選擇權闡釋展望理論效

用(2/2) 
計畫主持人 630,000 

    
核定經費總

計 
1,968,000 

 

 

蔡子皓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美國產險業各險種聯合損

紙分佈風險值估計 
計畫主持人 713,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財務 

產險業承保循環與保費均

衡結構-縱橫資料之研究
(2/2) 

計畫主持人 6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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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財務 

產險業承保循環與保費均

衡結構-縱橫資料之研究

(1/2) 

計畫主持人 648,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財務 
產險定價核與隱含風險趨

避研究 2/2 
計畫主持人 446,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財務 
產險定價核與隱含風險趨

避研究 1/2 
計畫主持人 446,000 

    
核定經費總

計 
2,855,000 

 

 

謝佩芳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交易行為，交易績效與價格

發現：以公司財務事件宣吿

為例(1/2) 

計畫主持人 1,039,000 

104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資訊交易者之交易策略與

其對應之下單策略(2/2) 
計畫主持人 1,010,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資訊交易者之交易策略與

其對應之下單策略(1/2) 
計畫主持人 1,170,000 

10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外資總是贏家而散戶總是

輸家嗎？檢視台指期貨選

擇權市場相同類別投資人

間交易型態，交易績效及價

格預測能力之異質性 2/2 

計畫主持人 590,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財務 

外資總是贏家而散戶總是

輸家嗎？檢視台指期貨選

擇權市場相同類別投資人

間交易型態，交易績效及價

格預測能力之異質性 1/2 

計畫主持人 716,000 

    
核定經費總

計 
4,525,000 

 

 

曾祺峰 

年度 補助類別 
學門分

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核定經費 

(新台幣) 

105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財務 

躍動前後日內衍生性指數

市場特徵及新聞發佈 
計畫主持人 5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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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104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財務 
隱含連續及躍動波動部份

之訊息內涵 
計畫主持人 559,000 

103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財務 
投資人情緒與隱含破產機

會 
計畫主持人 547,000 

101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財務 
信用價差與選擇權資料隱

含之破產訊息 
計畫主持人 429,000 

    
核定經費總

計 
2,0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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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  

院務會議 紀錄 

時  間：105 年 12 月 28（星期三）中午 12：10~13:10 

地  點：台積館 530A 會議室 

主持人：莊慧玲院長                                     記錄：盧妙卿 

出席者： 彭心儀副院長、吳世英主任、林哲群主任、林博文所長、嚴秀茹所長、

祁玉蘭主任、劉玉雯主任、周嗣文委員、張焯然委員(蔡子晧代理)、索

樂晴委員(何泰寬代理)、胡美智委員、陳仲嶙委員、林福仁委員、許裴

舫委員 

請假委員：丘宏昌副院長、范建得所長、廖肇寧委員、高銘志委員 

壹、 報告案：略(檢附南校區調整方案圖供參考) 

貳、 討論案 

一、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擬於 107學年度增設博士班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了培養高階金融人才，同時考量國內博士就業現況，並積極配合

政府南向政策，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將設立第一間以招收國外為主、

國內為輔的財務金融博士班，培養出具有扎實學術素養且為企業所

愛的高階金融人才。 

(二)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增設博士班，經計財系105.12.22系務會議審議通

過，依程序送院務會議審議。 
(三) 檢附系務會議紀錄、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申請107學年度增設博士班計

畫書壹份。 
決議：在場委員不記名投票，全數通過本案。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3:10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129 頁，共 378 頁



國立清華大學 107 學年度增設博士班審查意見表 
一、審查案由：107 學年度增設「計量財務金融學系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見（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立此博士班可行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計畫書之優點如下： 

1. 申請單位師資優良，整體研究成果豐富，多位教授研究成果傑出，且

教師研究領域集中於計量經濟與財務工程，與國內其他機構比較有相

對優勢。 

2. 目標明確可行。該博士班規劃強調：與新南向政策配合、跨領域整合

以及對金融業界高階人才之培養，在目標上相當務實，且切合申請單

位之師資專長。 

3. 招生名額適當。由計畫書摘要表，該博士班名額為每年 5 人，其中 3
人為國際生；在人力評估部分則指出預計開始時每年招收 3 名學生，

未來再增加人數。考量國內目前博士班招生狀況普遍不佳，以及東南

亞確有不少優質且上進之學生有意願來台就學，此名額安排應屬合理。 

4. 課程規劃詳實。計畫書中列出將開設的詳細課程與授課教授，共有六

門教授授課之必修課、四門財務金融研討與五門選修課，其中財務金

融研討中有兩門為企業實習。必修與選修課程已涵蓋該博士班所強調

之重要領域，且課程內容與授課教師專長相符，設計應屬適當。 

該計畫書無特別的缺點或應修改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立此博士班可行性之建議。 

由於對前一問題之意見，貴校設立該博士班的可行性相當高。 

 

（三）其他建議 

以下是對於該博士班規劃與課程設計的一些建議與提醒。由於這些建議具有

主觀性，故未列於前兩個問題的答案中。謹提供貴校與申請單位參考。 

1. 該博士班特色之一是金融業界高階人才的培養，此在國內博士班為一新嘗

試。以國內博士生就業狀況困難的現況來看，是值得一試的方向。課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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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中有兩門財務金融研討為企業實習也凸顯了此特色。 

然而，此是否代表該所所有博士班學生均將朝業界發展? 若不是的話，則

一個博士班要同時兼顧學術人才與高階業界人才的培養將是相當大的挑

戰，因為這兩種方向所要求的學生心態與訓練有非常大的差異。若往學術

界發展，則學生高年級之後大部分的心力將投入學術期刊論文之寫作、投

稿與學術會議之參與。相對的，若是往業界發展，則企業實習、業界新知、

業界人脈將是學生在意的重點。要同時兼顧兩類學生的需求，則該博士班

在各項要求（資格考、畢業發表論文條件等）最好能有較大的彈性，而教

師在授課時對於學術嚴謹程度應該要求多高亦需費心斟酌。此外，對於要

往學術界發展的同學來說，一年的企業實習是否真的有必要也值得再考

慮。相對的，一般博士班以學術訓練為主，希望往業界發展的同學需自行

準備相關事宜，故在整個博士班的氛圍與要求上一致，較無上述考量。 

2. 在課程設計上，每門必修課均由專任師資開設，且科目眾多。這可能會有

兩個問題。第一是由於該博士班招生人數不多，若招生或就讀狀況不如預

期（這在國內博士班來說常常發生），可能會有修課學生過少導致教師資

源使用無效率、甚至無法開課的風險。第二是增開博士班之後可能會顯著

提高該系教師的授課負擔（除非能增加數名教師員額）。或許該博士班可

參考一般博士班的做法，對基礎經濟課程（如高階經濟理論或計量經濟學）

請同學至經研所修課，而該系教師則教授整合性課程，並適度減少開課數

量，以降低教師負擔。 

3. 一個相關的意見是：目前該博士班預計分為三個方向（企業財務、財務工

程、風險管理與保險）。考量每年招生人數不多，同時有三個方向可能會

造成每個方向學生人數相當少，以致造成師資資源運用缺乏效率的狀況。

4. 該博士班配合新南向政策的做法在目前來看應屬合宜。但世界局勢變動相

當快，數年之後若東南亞經濟與學術迅速發展，是否仍有足夠的優秀東南

亞學生願意來台就讀博士班可能有不確定性。建議該博士班對於未來的不

確定性應有適當的應變規劃。 

5. 在該系師資中，蕭政教授的研究成果尤為傑出，若能請蕭教授開設部分博

士班課程，相信對於學生將有相當大的助益。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 學年度增設「計量財務金融學系博士班」？ 

V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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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 學年度增設「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The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Ph.D program in quantity finance (Q.F.) is a good one. 
Students well trained in QF have good job prospect.  NTHU has a leading group of 
productive scholar in QF in Taiwan.  It is time establish the Ph.D. program to train high 
quality experts in QA and to help retaining and recruiting top scholars.  The expected 
enrollment of five Ph.D. students a year is reasonable given the currently small faculty 
size.  However, a size of 11 regular faculty is very small by comparison with leading 
schools. Perhaps the department can consider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schools or 
departments to offer a broader range of choices and strengthen the basic training classed.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 學年度增設「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ˇ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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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 學年度增設「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I think it is a brave undertaking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at this 
time, when competition is fierce i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 
also think that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in finance is beneficial to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Both need to exp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sustain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health. 
 
The proposal has outlined the academic content of the program. However, I think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what kinds professionals the program 
wants to produce: academic or industry (this is briefly mentioned in page 38). 
Moreover, the proposal should state the strength of the proposed program relative 
to those offered in Taiwa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China. This is related to 
the targeted students and countries where the students are from. 
 
For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it will be great if some practical element is added. 
As it is now, all courses are academic oriented and the proposal emphasizes 
academic training. 
 
The program to recruit 3 students. The scale of the program will be too small 
relative to the fixed costs.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 學年度增設「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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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 學年度增設「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此計量財務金融系設立博士班的目的，在於為培育國際高階財務金融博士，

配合當前政府南向政策，同時考量未來國內企業進軍亞洲，外國優秀國際人

才的需求。此博士班，有別於傳統國內導向的博士班，而是設立第一間為了

吸引國際優秀人才就讀的國立大學金融博士班。 
此系設立博士班有清楚目的，也有極佳的師資素質以培養出優秀博士人才。

但仍有以下幾點，為此系在推動此博班需考量之處。 
1. 此計畫書內四的研究發展策略提到，「預計每年邀請數名在計量財務金融

領域之知名國內外學者到本系進行短期博士班課程講授，…積極與東南亞等

國相關之研究機構與單位簽訂學術合作協議，…積極主辦或參與重要之國際

學術研討會，以期清大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在通過國際-AACSB 認證後，成為

下一個計量金融領域發展之國際級研究機構。」這些似乎是因應此博士班的

設立而開始採取的行動。假若如此，系上是否可以如此大幅轉變而產生出此

能量，需要系上老師共同積極投入，系上老師需要有極大的向心力去投入。

2. 相信清華老師英文授課能力絕無問題，但需留意是，博士班是僅服務少

數幾個同學，但投入成本相當大，因要求系上老師英文授課僅服務幾名學生，

需可考慮到老師的負擔，在課程上如何調配以避免過度加重老師在博班負

擔，相對可能造成學士班與碩士班授課品質下降，是需要留意之處。 
3. 針對外籍生，系上辦法、seminar、系上活動、研究支援、生活服務都需

英文化服務，初期投入會相當大，需要留意。 
4. 過去其他學校同時也在招生外籍生，而此系如何更有能力以吸引外籍

生，應有具體辦法。 
5. 東南亞的學生，極優秀或有經濟能力學生會到歐美國家，願意到台灣者

可能多需要有財務支持，如何給予獎學金，是必要考量的。 
6. 台灣其他相關系所博士班同樣面臨生員不足，也同樣在找尋人才，除台

大外，均面臨嚴重問題，此系在設立時，應對此有了解。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 學年度增設「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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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 學年度增設「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系有鑑於台灣財金學界培養出來具有專業的博士人士

仍缺乏，且同質性較大，該系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招生對象主要為本國學生為

主，在國際觀的認知上大同小異，也因為招生的對象大多為本國人，使台灣

財金方面的博士教育較難走出台灣。該系預計設立國內第一間為了吸引國際

優秀人才就讀的國立大學財務金融博士班。搭配學校資源與該系師資專長，

訓練博士生具備財務工程、風險管理、商品設計與資產訂價等專業的能力。 
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於 96 學年度設立，至 104 年 9 月

已成立 8 年。共有專任教師 14 位,研究專長涵蓋風險管理、財務工程、財

務計量經濟學、個體財務計量 、追蹤資料分析、資產訂價等領域，師資陣容

堅強，研究能力十分傑出，近 5 年專任教師每人平均學術期刊論文發表高過

8 篇以上，同時該系 104 年 通 過 AACSB 評鑑，在教學及研究方面均有國

際水準。相信該系在結合大數據的研究與該系教師財務計量的專長後，應能

訓練出十分傑出的博士班畢業，計畫書中提到該系規劃每年招收國內外博士

生 3 名，由於目前國際間財務相關領域博士生就業市場的競爭仍然十分激

烈，建議該系在成立博士班初期，招收學生宜採菁英制，寧缺勿濫，方能達

到該系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博士生的初衷。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 學年度增設「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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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外審意見-申請單位補充說明表 

申請案名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填報人/職稱 林哲群/教授兼系主任 

外審意見 補充說明 

1. 以下是對於該博士班規劃與課程

設計的一些建議與提醒。由於這些建

議具有主觀性，故未列於前兩個問題

的答案中。謹提供貴校與申請單位參

考。 

(1) 該博士班特色之一是金融業界

高階人才的培養，此在國內博士班為

一新嘗試。以國內博士生就業狀況困

難的現況來看，是值得一試的方向。

課程設計中有兩門財務金融研討為

企業實習也凸顯了此特色。 

然而，此是否代表該所所有博士班學

生均將朝業界發展? 若不是的話，則

一個博士班要同時兼顧學術人才與

高階業界人才的培養將是相當大的

挑戰，因為這兩種方向所要求的學生

心態與訓練有非常大的差異。若往學

術界發展，則學生高年級之後大部分

的心力將投入學術期刊論文之寫

作、投稿與學術會議之參與。相對

的，若是往業界發展，則企業實習、

業界新知、業界人脈將是學生在意的

重點。要同時兼顧兩類學生的需求，

則該博士班在各項要求（資格考、畢

業發表論文條件等）最好能有較大的

彈性，而教師在授課時對於學術嚴謹

程度應該要求多高亦需費心斟酌。 

關於博士班的訓練規劃，以學術研究為主；

實務為輔為方針，並依未來國際情勢或是政

府政策的變動，連同招生計畫一併進行全面

的動態調整。若有招生狀況不理想，使得開

課人數過少的問題，將規劃開設碩博士學生

共同課程，其中對於博士生的考核與要求更

加嚴格，以作為評分上的區隔。另外對於研

究方向過於廣泛，難以達到系上資源有效利

用的問題，會再招集委員會討論研究方向，

最後會極力爭取蕭政教授開設博士班的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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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要往學術界發展的同學來

說，一年的企業實習是否真的有必要

也值得再考慮。相對的，一般博士班

以學術訓練為主，希望往業界發展的

同學需自行準備相關事宜，故在整個

博士班的氛圍與要求上一致，較無上

述考量。 

(2) 在課程設計上，每門必修課均由

專任師資開設，且科目眾多。這可能

會有兩個問題。第一是由於該博士班

招生人數不多，若招生或就讀狀況不

如預期（這在國內博士班來說常常發

生），可能會有修課學生過少導致教

師資源使用無效率、甚至無法開課的

風險。第二是增開博士班之後可能會

顯著提高該系教師的授課負擔（除非

能增加數名教師員額）。或許該博士

班可參考一般博士班的做法，對基礎

經濟課程（如高階經濟理論或計量經

濟學）請同學至經研所修課，而該系

教師則教授整合性課程，並適度減少

開課數量，以降低教師負擔。 

(3) 一個相關的意見是：目前該博士

班預計分為三個方向（企業財務、財

務工程、風險管理與保險）。考量每

年招生人數不多，同時有三個方向可

能會造成每個方向學生人數相當

少，以致造成師資資源運用缺乏效率

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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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博士班配合新南向政策的做

法在目前來看應屬合宜。但世界局勢

變動相當快，數年之後若東南亞經濟

與學術迅速發展，是否仍有足夠的優

秀東南亞學生願意來台就讀博士班

可能有不確定性。建議該博士班對於

未來的不確定性應有適當的應變規

劃。 

(5) 在該系師資中，蕭政教授的研究

成果尤為傑出，若能請蕭教授開設部

分博士班課程，相信對於學生將有相

當大的助益。 

2. The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Ph.D 

program in quantity finance (Q.F.) is a 

good one. Students well trained in QF 

have good job prospect. NTHU has a 

leading group of productive scholar in 

QF in Taiwan. It is time establish the 

Ph.D. program to train high quality 

experts in QA and to help retaining 

and recruiting top scholars. The 

expected enrollment of five Ph.D. 

students a year is reasonable given the 

currently small faculty size. However, 

a size of 11 regular faculty is very 

small by comparison with leading 

schools. Perhaps the department can 

consider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schools or departments to offer a 

broader range of choices and 

strengthen the basic training classed. 

短期之內與其他學校共同開課，尚屬困難，

由於過去沒有太多校與校層級的共同開

課，但是與同校的其他科系共同開課，會是

勢在必行，目前系上已經有跟經濟所共同開

課，在未來將會比照相同模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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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think it is a brave undertaking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at this time, when 

competition is fierce i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 

also think that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in finance 

is beneficial to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Both need 

to exp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sustain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health. 

The proposal has outlined the 

academic content of the program. 

However, I think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what kinds 

professionals the program 

wants to produce: academic or 

industry (this is briefly mentioned in 

page 38). Moreover, the proposal 

should state the strength of the 

proposed program relative to those 

offered in Taiwa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China. This is related 

to the targeted students and countries 

where the students are from. 

For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it will 

be great if some practical element is 

added. As it is now, all courses are 

academic oriented and the proposal 

emphasizes academic training. 

The program to recruit 3 students. The 

scale of the program will be too small 

relative to the fixed costs. 

關於博士班的訓練規劃，將以學術研究為

主；實務為輔為方針，依未來國際情勢或是

政府政策的變動，進行動態調整。博士班招

生人數僅三人，為免造成資源的不效率使

用，將會規劃部分課程對碩博共同開課，其

中對於博士生的考核與要求更加嚴格，以作

為評分上的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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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計量財務金融系設立博士班的

目的，在於為培育國際高階財務金融

博士，配合當前政府南向政策，同時

考量未來國內企業進軍亞洲，外國優

秀國際人才的需求。此博士班，有別

於傳統國內導向的博士班，而是設立

第一間為了吸引國際優秀人才就讀

的國立大學金融博士班。 

此系設立博士班有清楚目的，也有極

佳的師資素質以培養出優秀博士人

才。 

但仍有以下幾點，為此系在推動此博

班需考量之處。 

(1) 此計畫書內四的研究發展策略

提到，「預計每年邀請數名在計量財

務金融領域之知名國內外學者到本

系進行短期博士班課程講授，…積極

與東南亞等國相關之研究機構與單

位簽訂學術合作協議，…積極主辦或

參與重要之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期清

大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在通過國際

-AACSB 認證後，成為下一個計量

金融領域發展之國際級研究機構。」

這些似乎是因應此博士班的設立而

開始採取的行動。假若如此，系上是

否可以如此大幅轉變而產生出此 

能量，需要系上老師共同積極投入，

系上老師需要有極大的向心力去投

入。 

對於博士班課程的深度與廣度方面，首先會

積極爭取蕭政老師開設課程，並推薦、邀請

知名計量學者來訪，開設課程或是進行演

講。由於建置博士班課程的難度較高，會給

予老師一些獎勵制度，並且更進一步規劃多

元課程，像是發展工作室、研討會、專案指

導等等類型，不限於單向講授式的課程設

計。清大的其他系所在招收外籍生有一定的

經驗與做法，會與之接洽，傳承一些作法與

經驗。最後，學校已經有設置給予博士班學

生的獎學金，另外為鼓勵國際優秀人才就

讀，若有必要，將由指導教師的計畫經費，

財金在職專班的結餘，系上募款，以工讀金

或是獎學金的形式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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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信清華老師英文授課能力絕

無問題，但需留意是，博士班是僅服

務少數幾個同學，但投入成本相當

大，因要求系上老師英文授課僅服務

幾名學生，需可考慮到老師的負擔，

在課程上如何調配以避免過度加重

老師在博班負擔，相對可能造成學士

班與碩士班授課品質下降，是需要留

意之處。 

(3) 針對外籍生，系上辦法、

seminar、系上活動、研究支援、生

活服務都需英文化服務，初期投入會

相當大，需要留意。 

(4) 過去其他學校同時也在招生外

籍生，而此系如何更有能力以吸引外

籍生，應有具體辦法。 

(5) 東南亞的學生，極優秀或有經濟

能力學生會到歐美國家，願意到台灣

者可能多需要有財務支持，如何給予

獎學金，是必要考量的。 

(6) 台灣其他相關系所博士班同樣

面臨生員不足，也同樣在找尋人才，

除台大外，均面臨嚴重問題，此系在

設立時，應對此有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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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以再精進之處 

(1) 課程內容與傳統財博相似，課程

內容缺少財務工程基本的演算法與

數值分析法之課程，欠缺獨特性。 

(2) 清大有如此堅強理工實力，應該

結合校內強項，發展出有特色的博士

課程。 

(3) 近來快速發展的金融科技 (Fin 

Tech)是未來數十年的發展大趨勢，

課程內容完全未觸及，殊為可惜。建

議應該結合校內理工相關學院專

長，發展符合產業大趨勢之博士班課

程。 

金融科技儼然是未來的趨勢之一，將積極爭

取與電資學院共同開設相關課程，並強化演

算法與數值方法，結合清大的理工大學的優

勢，發展出與傳統財金博士班不同的定位。 

6. 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系有鑑於

台灣財金學界培養出來具有專業的

博士人士仍缺乏，且同質性較大，該

系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招生對象主要

為本國學生為主，在國際觀的認知上

大同小異，也因為招生的對象大多為

本國人，使台灣財金方面的博士教育

較難走出台灣。該系預計設立國內第

一間為了吸引國際優秀人才就讀的

國立大學財務金融博士班。搭配學校

資源與該系師資專長，訓練博士生具

備財務工程、風險管理、商品設計與

資產訂價等專業的能力。 

感謝外審委員寶貴的建議與指教，在博士班

成立的初期，招收學生方面一定嚴格把關，

以寧缺勿濫的態度進行招生，以達到培養具

國際競爭力的博士生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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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於96 學年度設立，至 104 年 9 月 

已成立 8 年。共有專任教師 14 位,

研究專長涵蓋風險管理、財務工程、

財務計量經濟學、個體財務計量 、

追蹤資料分析、資產訂價等領域，師

資陣容堅強，研究能力十分傑出，近 

5 年專任教師每人平均學術期刊論

文發表高過8 篇以上，同時該系104 

年 通 過AACSB 評鑑，在教學及研

究方面均有國際水準。相信該系在結

合大數據的研究與該系教師財務計

量的專長後，應能訓練出十分傑出的

博士班畢業，計畫書中提到該系規劃

每年招收國內外博士生3 名，由於目

前國際間財務相關領域博士生就業

市場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建議該系

在成立博士班初期，招收學生宜採菁

英制，寧缺勿濫，方能達到該系培養

具國際競爭力的博士生的初衷。 

 

 

 

單位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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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國立清華大學申請博士班增設、調整(更名、分組)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第一部份、摘要表 

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博士班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英文名稱：Ph.D. program in Institute of Systems Neuroscience   □全英語授課 

 曾經申請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理學博士學位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生命科學系 80 218 0 0 218 

醫學科學系 99 79 0 0 79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97 121 0 0 121 

研究所 

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 91 0 36 33 69 

分子醫學研究所 91 0 35 34 69 

生物科技研究所 91 0 65 55 120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

究所 
91 0 48 69 117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97 0 25 0 25 

學位 

學程 
生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105 0 0 5 5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國立政治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2.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3.國立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 

4.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5.私立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 

6.國立臺灣大學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私立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招生管道 公開招生 

擬招生名額 3 名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

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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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本校博士班當學年度招生總量名額內調整。 

※（請明確告知，本案若申請通過，該案招生名額係由何系所調整而來） 

是否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

生就業情形 

※（若填列「是」，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未公開則填「否」） 

是 

http://info.web.nthu.edu.tw/files/11-1890-8514.php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姓名 焦傳金 

電話 03-5742464 傳真 03-5715934 

Email ccchiao@lif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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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2 類表，請擇一

適當表格填寫，例如申請以學系設立博士班者，請填寫「表 1 學系申請設立博士班自我檢核表」，

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填列，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者（包括整併、更名、停

招、裁撤等）免填。 

  

表 1  學系/研究所申請設立博士班自我檢核表 
申請案名：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

核 

評鑑

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學校

之校務評鑑及非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之系所評鑑結

果為通過。（不含第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

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05 年評鑑結果為 通

過 。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設立

年限 

■以研究所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日間學制碩士班達 3 年以上。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無設立年限規定。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於 97 

學年度設立，至 105 年 9 月止已

成立 8 年。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 

■ 符合 

□ 不符 

 

師資

結構 

(並請

詳列

於基

本資

料表) 

■以研究所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其中 3 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 實聘專任教師 7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7 位 

2.副教授以上 5 位 

二、 擬聘專任教師 2 位。 

三、 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計 9 

位。 

 

■ 符合 

□ 不符 

 

學術

條件2 

（請

擇一

勾選

檢

核，

並填

寫表

1）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類)、工學、電資、醫

學領域：近五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

師3平均每人發表4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

准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

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篇發表於國內

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

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

予計入）。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

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

權件數為 10.5 篇（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7.4 篇。 

 

■ 符合 

□ 不符 

 

2 所提學術條件應與申請案件之主領域相符。 
3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4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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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 105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5 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

人員) 

A：專任師資小

計=a+b+c+d(教

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 

B：軍訓

教官及擔

任軍訓課

程之護理

教師數 

C：合計

=A+B 

D：兼任

師資數 

E=D/4(即兼任

師資可折算專

任師資數) 

F=C/3(即專任

師資數的三

分之一) 

G：計算生師

比之師資數(如

F 大於 E 則 G

為 C+E+L，如

F 小於 E 則 G

為 C+F+L)(另

L 之計算，參

見乙表) 

全校

生師

比 

日間

部生

師比 

研究生生

師比(全校

日間、進

修學制碩

士班、博

士班學生

數除以全

校專任助

理教授級

以上師資

數總和)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5 學年度 425 250 115 11 801 12 813 458 114.5 271.0  963.5 20.3  18.9  6.62  

               

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H：藝術及設計

類專任師資小

計=a+b+c+d 

I:藝術及

設計類兼

任師資數 

J=I/4(即藝

術及設計類

兼任師資可

折算專任師

資數) 

K=H/2(即

藝術及設

計類專任

師資數的

二分之一) 

L：藝術及設計

類系所計算生

師比之師資數

(如 K 大於 J 則

L 為 H+J，如

K 小於 J 則 L

為 H+K)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5 學年度 10 7 7 0 24 89 22.25 12 36      

 

表 2： 105 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1.計算 105 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5 年 10 月 15 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

構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延畢生人數請於下一行填列）， 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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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陸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不予列計

為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者，則予計列。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日間學制學生數 
日間學制學

生總數
Q=M+N+O+

P 

進修學制學生

數 

進修學制

學生總數
U=R+S+

T 

日

間、

進修

學制

學生

總數
=Q+

U 

V： 

碩、博

士生加

權後日

夜間學

制學生

總數(碩

士生加

權二

倍，博

士生加

權三

倍，本

欄作為

計算全

校生師

比之學

生數) 

碩、

博士

生加

權後

日間

學制

學生

總數

(碩士

生加

權二

倍，

博士

生加

權三

倍，

本欄

作為

計算

日間

部生

師比

之學

生數) 

全校日

間、進修

學制碩士

班、博士

班學生總

數

(B+C+F)

，本欄作

為計算研

究生生師

比之學生

數 

 

M：專

科部學

生總數 

N：大

學部學

生總數 

O：碩

士班學

生總數 

P：博士班學生數總計 R：

專科

部學

生總

數

（進

修部

二年

制、

在職

專

班） 

S：

大學

部學

生總

數

（進

修學

士

班、

進修

部二

年制

學

系、

二年

制在

職專

班

等） 

T：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

生

總

數 

 

在學生數   
8434 3537 687 12658     843 843 13501 

18917.

8 

1756

9 
5067  

延畢生人數 
  

347 222 33 602     63 63 665 665 602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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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

(W) 

W=V〈105 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 1 之規

定〉 
W=524.7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155.1   

※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一般大學應低於 27。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 
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 7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5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7 員；兼任師資 0 員。(按職級與姓氏筆劃排序)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

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 江安世 
美國羅格斯大學昆

蟲學系博士 

腦科學、分子影像、

行為遺傳學 

神經網路與行為、共軛焦顯微鏡

技術、果蠅學習記憶專題討論 
神經網路與行為 

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張兗君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

學大學 

生物化學與生物物

理博士 

神經生化 
動物生理學、神經科學一、興奮

性神經傳導受器、神經科學二 
神經科學書報討論 

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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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

課程 
備註 

3 專任 教授 焦傳金 
美國馬利蘭大學 

生物學系博士 

視覺神經科學、神經

行為學 

當代認知神經科學：腦與心智、

細胞神經科學、生命科學一、當

代生命科學、系統神經科學、生

命科學二、神經科學二 

神經科學專題討論 
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主聘 

4 專任 副教授 張慧雲 
美國普渡大學 

生命科學系博士 

分子遺傳、神經生

物、生物科技 

醫學科學實驗、普通生物學實

驗、神經傳導與精神分析特論

一、專題討論、神經傳導物與行

為分析特論二 

神經藥理學、神經發

育學 

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羅中泉 
美國波士頓大學 

物理學系博士 

理論神經科學、神經

資訊學、認知神經科

學 

生物物理化學、計算神經科學 

、神經體研究專題一、神經生物

學、神經生物學輔導、神經體研

究專題二 

理論神經科學特論、

認知計算神經科學 

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主聘 

6 專任 
助理教

授 
郭崇涵 

美國貝勒醫學院 

分子與遺傳所博士 

行為遺傳學、行為神

經學 
書報討論、生科研究導讀二 動物行為學 

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主聘 

7 專任 
助理教

授 
張鈞惠 

美國密西根大學心

理系，生理心理學

組博士 

生理心理學、神經電

生理 

醫學科學導論、書報討論、行為

神經科學特論一、神經生物學、

神經生物學輔導、行為、認知與

心理學、行為神經科學特論二 

神經心理藥物學、學

習行為神經科學 

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主聘 

本所院內合聘師資 6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6 員；院外合聘師資 2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

課程 
備註 

1 
合聘/

專任 
教授 汪宏達 

美國南加州大學分

子藥物毒物學系博

士 

老化分子生物學、分

子遺傳學 

高等分子生物學、老化分子生物

學特論、遺傳學、果蠅之老化與

壓力研究 

模式生物科技特論 
生物科技研究

所主聘 

2 
合聘/

專任 
教授 周姽嫄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

學遺傳學研究所博

士 

分子神經生物學 

神經科學一、醫學遺傳學、分子

生物學技術簡介、興奮性神經傳

導受器、遺傳學、書報討論 

神經科學書報討論 
分子與細胞生

物研究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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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

課程 
備註 

3 
合聘/

專任 
教授 陳令儀 

美國韋恩大學藥理

學研究所博士 

細胞分子生物、訊息

傳導、細胞分化機制 

高等細胞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書報討論、細胞生物學實驗、專

題討論 

細胞分化與凋亡專題 
分子醫學研究

所主聘 

4 
合聘/

專任 
副教授 王歐力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

生物系博士 

分子細胞生物學、神

經科學 

高等細胞生物學、生命科學之模

式生物、專題討論、分子與細胞

生物學一 

利用線蟲模型研究神

經系統疾病特論 

分子與細胞生

物研究所主聘 

5 
合聘/

專任 
副教授 桑自剛 

美國普渡大學生物

科學系博士 
神經生物學 

高等細胞生物學、生命科學之模

式生物、書報討論、神經體研究

專題一 

內質網恆常調控特論 
生物科技研究

所主聘 

6 
合聘/

專任 
副教授 張壯榮 

美國羅格斯大學博

士 

表態遺傳學、酵母菌

遺傳學、胞器傳輸 

高等分子生物學、人體生理與解

剖學、胞器的形成與傳輸、書報

討論、分子與細胞生物學三 

細胞自噬與疾病特論 
生物科技研究

所主聘 

7 
合聘/

兼任 
教授 彭筱明 

美國普度大學生物

科學博士 

神經生物學、發育生

物學、細胞生物學 
神經生物學、神經生物學輔導 無 

香港科技大學

名譽教授 

8 
合聘/

兼任 
教授 

Ralph J. 

Greenspan 

絡富 葛

林斯班 

美國布蘭迪斯大學

博士 
系統神經學 無 無 

美國加州聖地

牙哥分校 Kavli

腦與心智研究

所資深研究員

兼副所長 

註 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 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 2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0 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2 員；兼任師資 0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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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兼任 職稱 學 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

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專任 2 名 助理教授以上(含) 博士 
神經行為學/神經

工程學 

具神經生理學、神經

科技相關領域博士學

位，並有兩年以上博

士後研究經驗 

感覺與運動系統整

合、神經系統控制

與模擬、腦機介面 

國內外公開徵聘 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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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表 5-1：理學、工學、電資、醫學領域 

校名：國立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一、列計原則 

1. 得列計之期間：101 年 1 月 31 日~106 年 2 月 1 日。 

2. 論文作者：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3. 同一論文、產學合作成果，若為一位以上教師共同著作或完成者，僅列計一次。 

二、專任教師：7 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 3 相符） 

1. 論文篇數(含產學合作成果)：合計 74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10.5 篇 

2. 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52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7.4 篇 

 

※ 期刊論文 

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1 105/3/11 江安世 教授 
Optogenetic Manipulation of Selective 

Neural Activity in Free-Moving Drosophila 

Adults.  

Methods Mol Biol. / 

1408:377-387 
Methods Mol Biol. SCI ■是□否 通訊 

2 104/10/13 江安世 教授 
Non-invasive manipulation of Drosophila 

behavior by two-photon excited red-

activatable channelrhodopsin. 

Biomed. Opt. Express / 

6(11):4344-4352 

Biomed. Opt. 

Express  
SCI ■是□否 通訊 

3 104/7/16 江安世 教授 
Parallel circuits control temperature 

preference in Drosophila during ageing. 
Nat Commun / 6:7775 Nat Commun SCI ■是□否 通訊 

4 104/5/18 江安世 教授 
Connectomics-Based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Flow in the Drosophila Brain. 

Curr Biol / 25(10):1249-

1258 
Curr Biol SCI ■是□否 通訊 

5 104/10/13 江安世 教授 
Noninvasive manipulation of Drosophila 

behavior by two-photon excited 

redactivatable channelrhodopsin. 

Biomedical Optics Express 

/ 6(11):4344-4352 

Biomedical Optics 

Expres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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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6 103/12/1 江安世 教授 
Diversity and wiring variability of visual 

local neurons in the Drosophila medulla M6 

stratum. 

J Comp Neurol / 

522(17):3795-816 
J Comp Neurol SCI ■是□否 通訊 

7 103/12/1 江安世 教授 
Optogenetic control of selective neural 

activity in multiple freely moving 

Drosophila adult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 

111(14):5367-72 

Proc Natl Acad Sci 

USA 
SCI ■是□否 通訊 

8 102/12/2 江安世 教授 
An Octopamine–Mushroom Body Circuit 

Modulates the Formation of Anesthesia-

Resistant Memory in Drosophila.  

Curr biol / 23(23):2346-54 Curr biol SCI ■是□否 通訊 

9 102/6/14 江安世 教授 
Parallel neural pathways mediate CO2 

avoidance responses in Drosophila. 

Science / 340(6138):1338-

1341 
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 

10 102/5/30 江安世 教授 
A comprehensive wiring diagram of the 

protocerebral bridge for vis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Drosophila brain. 

Cell Rep / 3(5):1739-53 Cell Rep SCI ■是□否 通訊 

11 102/5/7 江安世 教授 
Drosophila ORB protein in two mushroom 

body-output neurons is necessary for long-

term memory form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 

110(19):7898-903 

Proc Natl Acad Sci 

USA 
SCI ■是□否 通訊 

12 102/2 江安世 教授 
Systems memory consolidation in 

Drosophila.  

Curr Opin Neurobiol / 

23(1):84-91 

Curr Opin 

Neurobiol 
SCI ■是□否 通訊 

13 102/2/10 江安世 教授 
Visualizing long-term memory formation in 

two neurons of the Drosophila brain. 

Science / 355(6069):678-

685 
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 

14 101/2/14 江安世 教授 Auditory circuit in the Drosophila brai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 

109(7):2607-12 

Proc Natl Acad Sci 

USA 
SCI ■是□否 通訊 

15 104/8/21 張兗君 教授 

Glutamate Stimulates Local Protein 

Synthesis in the Axons of Rat Cortical 

Neurons by Activating AMPA Receptors 

and Metab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s. 

J Biol Chem. / 

290(34):20748-60 
J Biol Chem.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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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16 103/7 張兗君 教授 

In vitro growth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affect 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s of RNA in 

axonal growth cones and shafts of cultured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Neuroscience / 61:141-151 

Molecular and 

Cellular 

Neuro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 

17 101/8/1 張兗君 教授 
A chip-based method for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exogenous proteins on neuronal axons.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 

427(1):1-9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18 105/12/7 焦傳金 教授 
Mosaic organization of body pattern control 

in the optic lobe of squid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 

pii: 0768-16. [Epub ahead 

of print]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19 105/12/1 焦傳金 教授 
Short-term alteration of developmental 

neural activity enhances neurite outgrowth of 

retinal explants. 

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 / 57(15):6496-

6506 

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20 105/8/24 焦傳金 教授 
Number sense and state-dependent valuation 

in cuttlefish.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 283(1837). pii: 

20161379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21 105/5 焦傳金 教授 
Cx36 expression in the AII-mediated rod 

pathway is activity dependent in the 

developing rabbit retina.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 76(5):473-

86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22 104/9 焦傳金 教授 
A review of visual perception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 rapid adaptive camouflage in 

cuttlefis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 / 

201(9):933-4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23 103/1/17 焦傳金 教授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citatory synapses on 

the dendrites of ganglion cells in the mouse 

retina. 

PLoS ONE / 9:e8615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24 102/7 焦傳金 教授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eferred directions of 

the ON-OFF direction selective ganglion 

cells in the rabbit retina requires refinement 

after eye opening. 

Physiological Reports / 

1(2):e00013 

Physiological 

Reports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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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25 102/9 焦傳金 教授 

Early visual experience of background 

contrast affects the expression of NMDA-

like glutamate receptors in the optic lobe of 

cuttlefish, Sepia pharaon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arine Biology and 

Ecology / 447:86-92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arine Biology 

and Ecology  

SCI ■是□否 通訊 

26 102/7 焦傳金 教授 
A fish-eye view of cuttlefish camouflage 

using in-situ spectrometry.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 

109(3):535-551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SCI ■是□否 第二 

27 102/5/3 焦傳金 教授 
How visual edge features influence cuttlefish 

camouflage patterning. 

Vision Research / 83:40-

47 
Vision Research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28 102/5 焦傳金 教授 Can cuttlefish learn by observing others? 
Animal Cognition / 

16(3):313-320 
Animal Cognition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29 101/6 焦傳金 教授 
Neural responses evoked b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 solar cell based subretinal 

prosthesi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engineering / 

1(1):42-47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engineering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30 101/10/22 焦傳金 教授 
The effects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n 

neurite outgrowth of goldfish retinal 

explants. 

Brain Research / 1480:22-

29 
Brain Research  SCI ■是□否 通訊 

31 101/10/23 焦傳金 教授 
Effects of early visual experience on the 

background preference in juvenile cuttlefish 

Sepia pharaonis. 

Biology Letters / 8(5): 

740-743 
Biology Letters SCI ■是□否 通訊 

32 103/11/1 張慧雲 
副教

授 

Genetic dissection reveals that Akt is the 

critical kinase downstream of LRRK2 to 

phosphorylate and inhibit FOXO1, and 

promotes neuron survival. 

Hum. Mol. Genet. / 

23(21):5649-58 
Hum. Mol. Genet. SCI ■是□否 通訊 

33 102/5 張慧雲 
副教

授 

Loss of vesicular dopamine release precedes 

tauopathy in degenerative dopaminergic 

neurons in a Drosophila model expressing 

human tau. 

Acta Neuropathol / 

125(5):711-25 
Acta Neuropathol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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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34 105/11/9 羅中泉 
副教

授 
Toward Whole-Body Connectomic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 

36 (45):11375-11383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35 105/11 羅中泉 
副教

授 

Estimating Sensorimotor Mapping From 

Stimuli to Behaviors to Infer C. Elegans 

Movements by Neural Transmission Ability 

Through Connectome Databases.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 

27(11):2229-2241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SCI ■是□否 第二 

36 105/8/23 羅中泉 
副教

授 

Conflict Resolution as Near-Threshold 

Decision-Making: A Spiking Neural Circuit 

Model with Two-Stage Competition for 

Antisaccadic Task.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 12:8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37 104/11/1 羅中泉 
副教

授 

Robust Sensorimotor Control of Human Arm 

Model under State-Dependent Noises, 

Control-Dependent Noises and Additive 

Noises. 

Neurocomputing / 167:61-

75 
Neurocomputing SCI ■是□否 第二 

38 104/7/1 羅中泉 
副教

授 
Speed-accuracy tradeoff by a control signal 

with balanced excitation and inhibition.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 

114(1):650-661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39 103/3/17 羅中泉 
副教

授 
Polarity-specific high-level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in neural networks. 

Frontiers in 

Neuroinformatics / 8: 27 

Frontiers in 

Neur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40 103/7 羅中泉 
副教

授 
SPIN: A Method of Skeleton-based Polarity 

Identification for Neurons. 

Neurinformatics / 

12(3):487-507 
Neur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41 102/12 羅中泉 
副教

授 
A Plastic Cortico-Striatal Circuit Model of 

Adaptation in Perceptual Decision. 

Frontiers in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 7:178 

Frontiers in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42 102/4/23 羅中泉 
副教

授 

Top-Down Modulation on Perceptual 

Decision with Balanced Inhibition through 

Feedforward and Feedback Inhibitory 

Neurons. 

PLoS ONE / 8(4):e6237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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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43 102/4/1 羅中泉 
副教

授 
Asymmetry and basic pathways in sleep-

stage transitions. 

Europhysics Letters/ 

102(1):10008 

Europhysics 

Letters 
SCI ■是□否 第一 

44 104/1 郭崇涵 
助理

教授 
Mammalian pheromones: emerging 

properties and mechanisms of detection. 

Curr Opin Neurobiol. / 

34:103-109 

Curr Opin 

Neurobiol. 
SCI ■是□否 

通訊、第

二 

45 103/1/31 郭崇涵 
助理

教授 
Drosophila life span and physiology are 

modulated by sexual perception and reward. 
Science / 343(6170):544-8  Science SCI ■是□否 第一 

46 101/12/5 郭崇涵 
助理

教授 
Dietary effects on cuticular hydrocarbons 

and sexual attractiveness in Drosophila. 
PLoS One / 7(12):e49799 PLoS One SCI ■是□否 第二 

47 101/4/26 郭崇涵 
助理

教授 
Insulin signaling modulates sexual 

attractiveness in Drosophila. 

PloS Genet. / 

8(4):e1002684 
PloS Genet. SCI ■是□否 第一 

48 101/2 郭崇涵 
助理

教授 
Aging modulates cuticular hydrocarbons and 

sexual attractiveness in Drosophila.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 

215:814-821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SCI ■是□否 第一 

49 105/11/23 張鈞惠 
助理

教授 

Inhibitory modulation of orbitofrontal cortex 

on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amygdala 

information flow. 

Cereb Cortex / doi: 

10.1093/cercor/bhw342  
Cereb Cortex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50 104/2/25 張鈞惠 
助理

教授 

Dopaminergic modulation of lateral 

amygdala neuronal activity: Differential D1 

and D2 receptor effects on thalamic and 

cortical afferent inputs. 

Int J Neuropsychopharm /  

doi: 10.1093/ijnp/pyv015 

Int J 

Neuropsychopharm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51 103/8/1 張鈞惠 
助理

教授 

Amygdala-ventral pallidum pathway 

decreases dopamine activity following 

chronic mild stress in rats. 

Biol Psychiatry / 76(3): 

223-230 
Biol Psychiatry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52 102/1/23 張鈞惠 
助理

教授 

Amygdala β - noradrenergic receptors 

modulate delayed downregulation of 

dopamine activity following restraint. 

J Neurosci / 33(4):1441-

1450  
J Neurosci SCI ■是□否 

通訊、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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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成果 

序號 
完成日期 

(年/月/日) 
教師姓名 教師職稱 產學合作計畫名稱 

產學合作成果類別 

(例：專利、已完成技轉

或授權之成果) 

產學合作成效收

益(千元，以契約

金額計) 

產學合作廠商 

1 105/3 江安世 教授 國合計畫 Dart Project (2016) 技轉 652 

Dart 

NeuroScience, 

LLC 

2 104/7 江安世 教授 國合計畫 Dart Project (2015) 技轉 634 

Dart 

NeuroScience, 

LLC 

3 103/7 江安世 教授 
Further clarify whether ove-

expressing creb2-b in the MB 

impairs LTM 

技轉 605 

Dart 

Neuroscience 

LCC 

4 102/12 江安世 教授 
開發組織透明澄清液在侵入

式臨床醫學領域之應用 
技轉 45 

細探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5 102/10 江安世 教授 國合計畫 技轉 591 

Dart 

NeuroScience, 

LLC 

6 101/5 江安世 教授 DART Project 技轉 590 

DART 

NEUROSCIENC

E LCC 

7 105/7 江安世 教授 
高動態範圍感測裝置及其感

測方法 
專利 - - 

8 104/4/1 江安世 教授 
具高解析度之共軛焦顯微鏡

影像拼接方法 
專利 - - 

9 104/1 江安世 教授 
一種提高三維影像資訊密度

之方法 
專利 - - 

10 103/11/1 江安世 教授 三維影像資料處理方法 專利 - - 

11 103/7/1 江安世 教授 微小昆蟲自動分類系統 專利 - - 

12 103/4/21 江安世 教授 
一種提高三維影像資訊密度

之方法 
專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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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完成日期 

(年/月/日) 
教師姓名 教師職稱 產學合作計畫名稱 

產學合作成果類別 

(例：專利、已完成技轉

或授權之成果) 

產學合作成效收

益(千元，以契約

金額計) 

產學合作廠商 

13 103/3/4 江安世 教授 
Image processing method for 

feature retention and the 

system of the same 

專利(美國) - - 

14 103/2/21 江安世 教授 觀察厚組織三維結構之方法 專利 - - 

15 103/2 江安世 教授 
具可翻轉樣本功能之樣本承

宰設備 
專利(美國) - - 

16 102/2 江安世 教授 
具可翻轉樣本功能之樣本承

宰設備 
專利 - - 

17 102/5/11 江安世 教授 一種三維影像補密重建方法 專利 - - 

18 102/4/11 江安世 教授 
可保留影像特徵之影像處理

方法及系統 
專利 - - 

19 102/1/1 江安世 教授 

具有用以產生標準果蠅腦模

型及其座標系統之模組之生

物表現系統 

專利 - - 

20 101/12/1 江安世 教授 
用於三維影像資料庫建構之

影像預處理系統 
專利 - - 

21 101/2/28 江安世 教授 
Image Preprocessing System 

for 3D Image Database 

Construction 

專利(美國) - - 

22 105/5 焦傳金 教授 
BRM421 Mechanism of Action 

Imaging Study 研究 
技轉 50 

全福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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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合聘教授研究成果: 

期刊論文 

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1 104/7/1 汪宏達 教授 
Ribose-5-phosphate Isomerase A Modulates 

Hepatocarcinogenesis via PP2A and ERK 

Sign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 137(1):104-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SCI ■是□否 通訊 

2 103/9/30 汪宏達 教授 

The prerequisite of nuclear localization for 

heat shock protein 27 in modulation of 

starvation adaption and longevity in 

Drosophila. 

Adaptive Medicine / 

6(3):118-123 

Adaptive 

Medicine 
SCI ■是□否 通訊 

3 103/8 汪宏達 教授 

Diaclyglycerol Lipase Regulates Lifespan 

and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by Inversely 

Modulating TOR Signaling in Drosophila 

and C. elegans. 

Aging Cell / 13(4):755-764 Aging Cell SCI ■是□否 通訊 

4 101/5/23 汪宏達 教授 

Autophagy-related gene 7 is downstream of 

heat shock protein 27 in the regulation of 

eye morphology, polyglutamine toxicity, and 

lifespan in Drosophila.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 19(1):52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 

5 101/2 汪宏達 教授 

Reduced neuronal expression of ribose-5-

phosphate isomerase enhances tolerance to 

oxidative stress, extends lifespan, and 

attenuates polyglutamine toxicity in 

Drosophila.  

Aging Cell / 11(1):93-103 Aging Cell SCI ■是□否 通訊 

6 103/5/12 周姽嫄 教授 

Zebrafish Adar2 edits the Q/R site of AMPA 

receptor subunit gria2a transcript to ensure 

normal development of nervous system and 

cranial neural crest. 

PLoS ONE / 9(5): e97133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7 103/7 周姽嫄 教授 
In vitro growth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affect 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s of RNA in 

Molecular and Cellular 

Neuroscience / 61: 141-

151 

Molecular and 

Cellular 

Neuro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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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axonal growth cones and shafts of cultured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8 106/2 陳令儀 教授 
SH2B1 modulates chromatin state and 

MyoD occupancy to enhance expressions of 

myogenic genes.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Gene Regulatory 

Mechanisms / 1860 

(2):270-281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Gene Regulatory 

Mechanisms 

SCI ■是□否 通訊 

9 104/10/13 陳令儀 教授 

Low-dose ionizing radiation induces 

mitochondrial fusion and increases 

expression of mitochondrial complexes I and 

III in hippocampal neurons. 

Oncotarget / 6(31):30628-

30639 
Oncotarget SCI ■是□否 通訊 

10 104/8/31 陳令儀 教授 
SH2B1 orchestrates signaling events to 

filopodium formation during neurite 

outgrowth. 

Communicative & 

Integrative Biology / 

8(4):e1044189 

Communicative & 

Integrative 

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1 104/3/6 陳令儀 教授 
SH2B1 and IRSp53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dendrites and dendritic branches.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 290:6010-

6021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12 103/12 陳令儀 教授 
SH2B1 increases the numbers of IRSp53-

induced filopodia.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General Subjects / 

1840(12):3335-3344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General Subjects 

SCI ■是□否 通訊 

13 103/3 陳令儀 教授 
SH2B1β interacts with STAT3 and enhances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induced gene 

expression during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 34(6):1003-1019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4 102/11/15 陳令儀 教授 
New function of the adaptor protein SH2B1 

in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induced 

neurite outgrowth.  

PLoS ONE / 8(11):e7961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5 102/8 陳令儀 教授 
Electrical stimulation promotes nerve 

growth factor-induced neurite outgrowth and 

signaling.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General Subjects / 

1830(8):4130-4136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General Subject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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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表日期 

(年/月/

日)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SCI、

EI…等)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16 101/4/23 陳令儀 教授 

Interplay between cell migration and neurite 

outgrowth determines SH2B1bβ-enhanced 

neurite regeneration of differentiated PC12 

cells. 

PLoS ONE / 7(4):e3499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7 103/9/25 桑自剛 
副教

授 

Derlin-1 Regulates Mutant VCP-Linked 

Pathogenesis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Induced Apoptosis.  

PLoS Genetics / 10(9): 

e1004675 
PLoS Genetics SCI ■是□否 通訊 

18 103/8/6 張壯榮 
副教

授 
Resveratrol modulates mitochondria 

dynamics in replicative senescent yeast cells.  
PLoS One / 9(8):e104345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9 102/11/7 張壯榮 
副教

授 

Long-term effects on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after 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Radiation Oncology / 

8(1):261 

Radiation 

Oncology 
SCI ■是□否 通訊 

20 101/2/17 張壯榮 
副教

授 
Spt4 is selectively required for transcription 

of extended trinucleotide repeats. 
Cell / 148(4):690-701 Cell SCI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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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一、系統神經科學簡介及國際現況 

神經科學結合數個不同領域──包括物理、化學、生理、細胞學、分子生物學、

醫學、解剖、藥理、心理學、數學、資訊科學、工程、哲學等──以研究神經、腦、

行為與認知間之關聯性。在過去二十年間，由於分析工具及方法學的進步，促進我們

對神經系統基礎特性之深入瞭解，並更進一步建立模型及假說，刺激跨領域研究人員

的合作及創新研究。基於基礎神經科學在醫學領域的運用價值，美國國會曾將二十世

紀最後十年稱為「腦的十年」，而神經科學更為「二十一世紀的前瞻科學」，最近幾年

世界各國更紛紛宣布大型「腦科學研究計畫」或「人類腦圖譜研究計畫」，投入極高

的研究經費在神經科學的基礎研究上。神經科學的研究可分為多種層次，若從最基礎

到最尖端約可分為：分子、細胞、系統、行為及認知等，每個層次均有其特定的研究

範疇以及適用的工具。神經科學在分子及細胞層次的知識已漸趨完備，然而在系統以

上層次的研究，則尚在萌芽階段中。 

由於人類平均壽命增長及社會逐漸老化，罹患神經系統病變，例如阿茲海默症、

巴金森氏症、神經受損疾病、腦腫瘤及腦中風等患者，在開發國家中老年人口之比例

日益趨升。目前醫界對於身罹上述種種神經病變之病患，僅能採保守性醫療方法防止

其進一步惡化，而無法預防、修補、或取代損毁之神經組織。基於神經系統病變造成

之社會及醫療支出已達不容忽視的程度，積極的瞭解及治療神經系統病變乃為當務

之急。神經系統病變的研究顯示上述疾病的致病機轉非常複雜，往往與腦中許多基因

與蛋白質及廣泛的神經網路失常相關。因此，目前國際神經科學的研究正漸漸往高度

整合型的「系統神經科學」方向演進(如圖一)。 

 

 

 

 

 

 
 

 

系統神經科學（Systems Neuroscience）一般定義為「研究完整生物體中與特定生

理功能相關神經網路的運作機能」。系統神經生物學研究可從分子、細胞、組織、至

腦部功能，例如語言、視覺等方面切入。目前許多國際知名的研究單位均陸續成立系

統神經科學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進一步推動跨領域的系統神經科學研究。 

 

 

神經疾病資料庫 

神經疾病的分子細胞機轉研究 

行為及認知系統研究 

整合性系統神經科學 

神經結構及功能研究 

神經工程產學合作 

圖一：整合性系統神經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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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華大學成立「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之優勢 

過去二十年內，在生命科學院及校內不同領域教授群的努力下，清大已具備發展

系統神經科學領域在基因體與蛋白體層次所需的軟硬體設備與人力資源。生命科學

院自二十年前就以神經科學為主要發展目標之一，並且將本所之設立列為本院路線

圖（Roadmap）之最優先工作。目前本院已有 13 位神經科學領域專任及合聘教授，

分別針對不同模式動物中的神經網路利用光學、電生理學、蛋白體學、分子細胞生物

學及基因體學進行深入研究，而目前研究成果十分豐碩。 

優勢的系統神經科學研究除了需要優秀的神經生物學家外，必須開發嶄新科技

以克服多項研究瓶頸。主要瓶頸係源於系統神經科學所研究之對象(基因、蛋白、細

胞)數目相當龐大，需要摘取大量訊號、儲藏、分析，並依此建立模式、模擬與測試

相關訊息，其皆有賴於電腦、工程、數學家等參與，以克服諸多困難；同時亦亟須仰

仗具 High throughput 及多管道(Multi-channel)檢測能力的微奈米級的機電工程儀器。

電機、資訊、奈米科技、微機電科技、電腦科學、數學及材料科學、語言、人社等均

為本校能自傲於國際的領域。在過去十年生命科學院系統神經科學領域教授長期與

電機、數學、微機電等系所相關教授進行合作研究並推展新興領域，雖然時間短促，

但已有令人滿意的研發成果陸續呈現。之外，清大的「腦科學研究中心」是世界級果

蠅腦神經系統的資料庫中心，更成功地與美國冷泉港建立國際合作且落實跨領域研

發，並建立了世界第一個果蠅腦神經網絡圖，這樣之領先國際的研究成果，將是本所

未來組織發展的典範。 

清大臨近位於竹北的生醫園區及位於竹南的國家衛生研究院，亦和新竹各教學

與地區醫院有教學與研究之密切合作關係，本校無疑將成為大桃竹苗區域生醫科技

的重鎮。本所博士班的成立將可扮演串聯基礎神經科學、臨床診療、資訊及電機工程

等產學研究樞紐角色，進而培養神經醫學工程人才。  

貳、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發展方向與重點 

目前國內的神經科學研究所著重分子細胞神經科學(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認知神經科學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及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神經生

理、心理及病理學(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和神經系統相關疾病之致病機轉（台大腦

與心智科學研究所）。本計畫擬成立之「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將會是國內第

一所整合基礎分子細胞神經學、腦神經網路、神經科學工程及電機材料工程之研究所

博士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已在數個歐美大學生根茁壯，台灣應急起直追，刻不容

緩地投入研發與教學。 

本計畫擬成立之「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將在研究所的組織架構內更有系

統的結合清大校園內神經科學、工程、電機、資訊、數學、認知（語言）、人社行為

科學領域之人力、物力進行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有別於其他多由神經生物及神經醫學

研究人員組成與主導之國內外類似研究單位，清華大學「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

班將成為一個具有清華特色、跨領域、競爭力強的研究與教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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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將在本校現有願景：「發展為具國際水準的一

流大學」下，設立終極目標為，培養「利用神經疾病資料庫及病理機轉之研究來研發

可取代或修補損毁的神經組織之科技」的博士級人才。為達成此一目標，本所博士班

學生將以跨領域方式研究（1）神經網路之發育及運作機轉、（2）類神經機電網路、

（3）生物神經系統與機電神經系統訊號交流界面、（4）幹細胞/神經細胞/機電混合神

經組織、（5）以人造神經組織取代或修補生物體神經系統組織、（6）認知科學。 

 

二、「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的籌備與運作 

本所將成立諮議委員會，成員包括蒲慕明院士(召集人，UC Berkeley, USA)、何

志明院士(UCLA, USA)、蔡立慧院士(MIT, USA)、吳春放院士(U Iowa, USA)、Terry 

Sejnowski 教授(UCSD, USA)與 Miquel Nicolelis 教授（Duke Univ., USA）。其中，蒲

慕明院士之專長為生物物理學及神經生物學，是清大校友也是清大生命科學院諮詢

委員，熟悉清大的地理環境及學術定位，對本所博士班的籌備與成立將有莫大的助益。

何志明院士之專長為流體力學及精微機械，曾為清大生命科學院諮詢委員，他將導引

本所跨領域研究。蔡立慧院士之專長為學習與記憶的神經生物學，她與本院幾位教授

經常有研究上的討論，她將協助本所發展治療阿茲海默症的研究方向。吳春放院士之

專長是果蠅的遺傳行為學，他也是清大生命科學院諮詢委員，他將協助本所推動行為

神經科學的研究領域。Terry Sejnowski 是利用電腦、數學模擬來解讀複雜的神經網路

資訊的先驅，將加惠本所電腦神經網路人才的培育。Miquel Nicolelis 發展電生理技術

以作為神經網絡之探討，他將不只引導本所在神經訊息傳遞網絡之認識與建立，還將

協助神經訊息傳遞與網絡偵測所需儀器與元件之開發。此委員會主要工作為協助（1）

擬訂研究方向與策略、（2）新進人員招募聘任及建立研發團隊、（3）評議團隊研發

成果、及（4）建立國際合作機制。 

在籌備期間，將組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張兗君、

江安世、周姽嫄、焦傳金、汪宏達、陳令儀、羅中泉、張慧雲、王歐力、桑自剛、張

壯榮、張鈞惠、郭崇涵，執行各項業務，並且在籌備期間定期召開小型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會議或 retreat（如下表所示），與會者包括諮議委員會成員、籌備委員會成員、

系統神經科學國內相關學者。研討會除了交流研究成果外，主要將邀集各相關成員對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發展方向、各研究團隊組成及其特定目標等議題凝聚

共識。新設研究所博士班成立後，相關工作之推動將依學校規定執行。 

籌備會議 暫定日期 

系統神經學術會議 106 年七月中旬 

籌備會議 I 106 年七月中旬 

課程籌備會議 107 年二月中旬 

籌備會議 II 107 年二月中旬 

 

本所博士班在籌劃期間各現有教授們就已經進行了許多實質的研究與指導學生

的合作關係，但因為本所尚無博士班，因此只能以合聘方式以生科院其他研究所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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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博士班學生，這種方式對學生學位證書上的神經科學專業無法清楚呈現，因此本

所亟需要成立博士班，讓這些研究生能夠得到專業的肯定。 

 

參、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本所博士班之教學研究發展以神經科學為主軸，並以基礎神經科學及應用為教

學之基礎。因應世界學術潮流及領域趨勢，將著重基礎神經科學、臨床與應用神經

科學之整合研究。本博士班成立後預期將有助於提升國家神經科學之研究，並與國

際學術潮流接軌。此外也將因結合國內基礎科學研究及臨床醫學團隊，訓練跨領域

的神經科學研究人才，貢獻於國家醫學研發及產業的產能發展，進而建立臺灣在神

經科學之相關領域之能見度與影響力。 

國際化是研究所向上提升的必要途徑之一，世界各國已成立許多頂尖的神經科

學相關的研究單位或教學系所，而神經科學研究本即為一跨領域之學門，極需不同

專長之研究團隊合作，台灣本身即具有很好的醫療研究及基礎研究師資，因此結合

既有的資源並與國際接軌是本所博士班努力的方向。 

除了邀請國際學者來台交流外，本所之教師也積極出國進修、訪問和參與國際

研討會，另外亦積極尋找國際合作對象，希望能提供博士班研究生到國外大學短期

進修研究的機會。對於博士班研究生出國參加研討會的補助，除了鼓勵學生從校外

和校內各種管道爭取補助資源外，本所也將提供額外補助。 

 

肆、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5） 

1.學生來源： 

為培育現代神經科學研究之跨領域人才，本所博士班規劃招收不同領域的

學生。結合本校其他學院優良的研究條件進行跨院共同合作，集結各單位的資

源與專長，統合出最能聚焦的「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方向。本所博士班也將同

時積極招收國際學生，期望延攬具有研究發展潛力的國際學生就讀，加強學術

國際化並提升跨領域神經科學的國際能見度，使國內腦科學與神經科學的研究

邁向國際頂尖之林。 

2.規劃招生名額：3 名（含國際學生） 

3.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國內相近系所計有：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陽明大學「神經科

學研究所」與「腦科學研究所」、臺灣大學「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政治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等。 

5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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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部大專校院科系別學生數（104 學年度）資料，神經科學相近系所

招生名額約計 270 名。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6、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6、就業領域主管

之中央機關7） 

1.畢業生就業進路： 

在明確的教育目標下，本所博士班規劃從基礎到專門到多元跨領域的豐富

課程，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與進行研究的能力。經過本所的專業訓練

後，畢業生將能夠學以致用，未來有長足的機會至國內外學術單位擔任研究人

員或教職、醫療機構或兒福中心研究員與技術員、科學期刊讀物編輯等，預期

發展可符合所學知識及技能發揮到學術研究和實務應用等方面的目標。 

依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相符的對應領域大略有以下幾項： 

3141  生命科學技術員 

2131  生物、植物及動物學有關專業人員 

3211  醫學影像及治療設備技術員  

3292  醫學紀錄及保健資訊技術員 

2634  心理學專業人員 

2.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業領域與場域分布多元，市場需求數視實際市場波

動增減。 

3.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教育部、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疾病管制署、衛生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本所博士班將招收國內與國際研究生，由於跨領域整合的特性，學生來源

包括醫學院、生物科學、化學科學、物理科學、資訊工程等領域。學生職涯的

規畫包括學術研究、臨床醫學、藥物研發、醫療研發、生物技術開發等，日後

將可任職於包括學校、研究機構、醫療機構、生物技術公司與醫藥開發公司。

再者有鑑於全球罹患神經疾病人數與日俱增，我國及國際上對此類人材的需求

日增，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機會，將因本所之跨領域的特質而更加寬廣。 

 

伍、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

形） 

清華大學為全國頂尖大學，本所自 97 年成立以來，與全校各學院神經科學相關

教學研究活動(包括生物醫學科技研發中心及腦科學研究中心) 緊密配合，凝聚校相

關人力物力推動各項神經科學相關領域之研究。並配合生命科學院其他研究所，深入

研究神經科學在分子及細胞與認知層次的課題。此外，結合本校電機、資訊、微機電、

材料、電子、數學與統計、原科、人社等人才，研發神經工程科學之應用。 

 

6 可參考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填列。 
7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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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

並條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

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 

系統神經科學課程的特色包括：(1)跨領域研究範圍廣泛、(2)研發進展快速、(3)

著重實際操作的實驗科學。本所的碩士班規劃四門必修課程：基礎神經生物學、系統

神經生物學、神經科學研究方法以及書報討論。博士班除了上述四門必修課外，須選

修二門相關課程：神經工程學、高等細胞生物學、高等分子生物學、高等生物化學、

生物資料庫，並將依學生之論文研究需要，規劃下列選修課程及電機系、微機電所開

授之相關課程。各學科間的關係如圖二所示。 

 

 

 

 

 

 

 

 

 

 

 

 

 

 

 

 

 

 

 

 

 

 

 

神經工程學 

高等細胞生物學 

高等分子生物 

高等生物化學 

神經訊號傳遞 

神經電腦科學 

結構神經科學 

神經生物物理模式 

基礎電子學及實習 

基礎微製成及實習 

神經科學研究方法 

基礎光學及實習 

電腦科學 

行為神經學 

認知神經學 

學習與記憶科學 

行為神經藥理學 

蛋白體學 

基因體學 

物理生物化學 

系統神經生物學 

基礎神經生物學 

圖二：系統神經科學與各學科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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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年級 任課教師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年級 任課教師 

基礎神經生物學 I 

(碩，博) 
4 1 專任老師 計算神經科學 2  專任老師 

基礎神經生物學 II 

(碩，博) 
4 1 專任老師 

神經傳導與精神分

析特論 
2  專任老師 

系統神經生物學 

(碩，博) 
3 1 專任老師 神經體研究專題 2  專任老師 

神經科學研究方法

(碩，博) 
2  專任老師 行為神經科學特論 2  專任老師 

神經工程學(碩，

博) 
3  專任老師 神經訊號傳遞 2  專任老師 

書報討論(碩，博) 1 1，2 專任老師 神經電腦科學 2  專任老師 

專題討論(碩，博) 1 1，2 專任老師 結構神經科學 2  專任老師 

高等細胞生物學

(博) 
3  專任老師 

神經生物物理模式

建立 
2  專任老師 

高等分子生物學

(博) 
3  專任老師 基礎電子學及實習 2  專任老師 

高等生物化學(博) 3  專任老師 基礎微製成及實習 2  專任老師 

生物資料庫(博) 3  專任老師 基礎光學及實習 2  專任老師 

    電腦科學 3  專任老師 

    行為神經學 2  專任老師 

    認知神經學 2  專任老師 

    學習與記憶科學 2  專任老師 

    行為神經藥理學 3  專任老師 

    蛋白體學 3  專任老師 

    基因體學 3  專任老師 

    物理生物化學 3  專任老師 

  

此博士班將吸引不同知識背景之學生加入這充滿創新及挑戰性的研究領域，訓

練出之學員將兼具基礎神經科學、神經工程學和系統神經科學的專長，會是具有國際

競爭力且能主導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潮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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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師資現況及延攬規劃含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

形：(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江安世 蕭伯彥(博) 果蠅行為的自動化分析 

朱麗安(博) 果蠅濕度感測神經系統 

李彥蓁 建構果蠅全身神經網路圖譜 

楊其璉 果蠅神經行為圖譜之建構 

周妙珍 果蠅腦中橢圓體單神經元之歸類 

林奇文(博) 果蠅原位腦自動取像術於神經網路體之建構 

林萱文(博) 蕈狀體-血清素神經迴路對果蠅長期記憶之調控 

石翔文(博) 
果蠅腦中調控溫度喜好之神經網路於老化過程中的

變化 

謝涵羽 尋找影響果蠅長期記憶形成的腦不對稱體神經元 

馮冠霖(博) 
探討蕈狀體早期蛋白質合成在果蠅記憶形成中扮演

之角色 

江孟軒 利用基因表現交集來製造果蠅神經網路的操控工具 

邱彥智 果蠅腦內蕈狀體外接神經網路圖譜 

施詠馨 建構果蠅側號角腦區的神經網路圖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3 名 

張兗君 
梁允聰 

利用細胞培養裝置分離並收集中樞神經細胞軸突以

進行蛋白質體研究 

巫芝岳 

使用 Azidohomoalanine (AHA) 進行之 Bioorthogonal 

Noncanonical Amino Acid Tagging (BONCAT) 對細

胞培養研究的限制性 

吳承威 
探討視丘下核腦深層電刺激活化帕金森氏症模式鼠

運動皮質的作用機制 

金稚恩 
研究 mRNA 在大腦皮質與海馬迴軸突上的表現量與

組成差異 

許瑋倫(博) 中樞神經軸突局部蛋白質的新生機轉 

何星樺 發展ㄧ個研究中樞神經細胞軸突的細胞培養裝置 

翁若甄 
分析含有 hnRNP-Q 的顆粒蛋白質在大鼠皮質神經

細胞軸突的表現與組成 

王怡筠(博) 
軸突核糖核酸及 tau 異構物在神經生長錐中的分佈

隨體外發育過程變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焦傳金 施秉宏 軟絲與烏賊體色改變的週邊神經調控 

楊明鎧 小鼠視網膜星狀無軸突細胞中 Gβ5 剔除對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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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區域與方向選擇性的影響不顯著 

楊璨伊 烏賊的數感與攝食決策 

涂宏雅(博) 
干擾哺乳類視網膜外層神經功能對無軸突細胞網絡

之影響 

李孟蓉 
短期改變發育中的神經活性促進視網膜神經纖維的

生長 

孫琦雲 
鼠視網膜節細胞中 GB5 剔除對興奮性突觸的空間分

佈影響不顯著 

劉翼鳴 烏賊是否了解「相同」的抽象概念？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 名 

張慧雲 
黃伊駿 

研究 LRRK2 和 tau protein 對果蠅兩種神經系統之突

觸傳遞及抗氧化機制之交互作用 

蔡忠衡 
在果蠅中表現人類 LRRK2 蛋白影響其 SOD2 及氧

化壓力 

張 煒 
在果蠅 AD 模型上觀察澱粉樣蛋白的堆積及其細胞

毒性 

楊嶧樺 
在果蠅複眼中研究阿爾茲海默症與帕金森氏症候選

基因的交互作用 

黃郁涵 
利用人類 Aβ42 轉基因果蠅建立阿茲海默症模式之

研究 

曹姿萱 
研究人類 Aβ42 對果蠅不同神經的影響及其與人類

LRRK2 和 tau 間的交互作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 名 

羅中泉 高聖淵 果蠅光髓質內局部神經元的動態調諧神經模型 

謝方桂 
計算神經行為學 ─ 發展虛擬蟲系統以及其體內能

量恆定機制 

蘇大舜 果蠅空間方向感的神經迴路機制 

顏宏修 未受訓練之黑腹果蠅的短期空間記憶 

蕭寶岳(博) 
在感知決策時關於決策之優化及適應的可塑性皮質-

紋狀體迴路模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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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1680 冊，外文圖書 2085 冊，106 學年度擬

增購生物類圖書 4 冊；中文期刊 0 種，外文期刊 0 種。 

二、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無增購設備計畫。 

 

玖、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5295.89 平方公尺。(生命科學院教師研究空間

為 1737.58 坪=5744.09 平方公尺，不含教室、研究空間、會議室等公共

區域) 

(二)單位學生面積 13.08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97.73 平方公尺。 

備註：生命科學院 5 所研究生共 405 位、教師 56 位。 

(三)座落生命科學院一館、第 1-5 樓層，及生命科學院二館、第 1-6 樓層。 

備註：生命科學院為 5 所 2 系 1 班共用兩棟大樓作為教學及研究用。 

二、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之改變

等) 

預期將有 2 名新進教師加入本所，碩士班學生人數將成長至每年 20 名，博士

班學生人數將以每年 3 人成長。預期在清華實驗室大樓落成後，本所將有部

分實驗室遷至清華實驗室大樓。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配合未來生命科學院三館新建，本所將成立核心實驗室，有效分享儀器資源。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一、區域合作條件優異： 

在清華大學成立「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的另一項優勢為研發結

果可與毗鄰之新竹科學園區、竹南科學園區及竹北生醫園區的應用科學研發

單位，如：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

路與計算中心、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及國

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等合作，研究進一步的應用與發展，本所所培養之研發

人才能充實相關單位之研發人力。本所與其他相關單位之關係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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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合作關係佳： 

本校「腦科學研究中心」已與美國冷泉港實驗室有國際合作計畫，互相

交換研究人員與學生。我們也建立與日本 RIKEN 的合作關係。另外，柏克萊

加州大學的蒲慕明院士、愛荷華大學的吳春放院士等，都與本校關係密切。

本所將來在國際化方面一定有很突出的表現。 

 

工業技術

研究院 

國家衛生

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農業科技

研究院  

動物科技

研究所 

國家同步

輻射研究

中心 

清華大學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 

圖三：本所與其他相關單位之關係 

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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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I strongly endors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hD program at the Institute of Systems Neuroscience 
(ISN) to fully develop this outstanding research area at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current faculty composition and research output has established ISN among the very top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stitutions in Neuroscience and related fields in Taiwan.  The institute 
was founded in 2008 with a reorganization of the faculty in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Even 
though the ISN is the youngest among the current institutes, it has established an outstanding 
record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collaborations with oth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y 
firms, and securing external funding sources.   
 
I. Outstanding proposal, timely and fully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strengths of ISN. 
 
The PhD program proposal is timely and well justified.  The current ISN faculty members are 
highly successful in competing with their peers for government funding and contract with 
private sectors.  The current MS degree students have been well trained in several areas of 
neuroscience, as indicated by their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conference 
posters.  They have either continued their research pursuits, earned positions in the private 
sector, or gone on to education posts.  These performance records confer much confidence that 
the proposed PhD program will have excellent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rigorous training 
curriculum in addition to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my opinion, the current composition of research areas can readily out compete with other 
PhD programs in Taiwan. The faculty is very strong, with three well-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enior professors and four highly productive younger colleagues at the levels of 
associate and assistant professor. In addition, another group of adjunct appointments from the 
sister institutes who worked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nervous system provide excellent 
support for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PhD Program.   
 
II. Establishing a highly promising PhD program in Systems Neuroscience to enhance the 
visibility of Tsing Hua 
 
The missions of the ISN are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basic science and biomedical training 
curricula in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ystems Neuroscience is also a highly integrative, 
fast-developing discipline. It attracts students from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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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as well as many branches of basic science.  This new PhD program will likely benefit 
from the strength in electrical, computational and other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on campus, as 
well as from the nearby National Computation Center that has existing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urrent faculty, including Professor Chiang.  It will enhance the visibility of Tsing Hua, and 
likely attract top applicants to the University.  
 
III.  Additional hiring of highly promising junior facul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SN 
 
I recommend that the ISN be allowed to recruit 2 to 3 faculty members.  This is requir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SN and sustain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With its current standing 
and reputation, it is expected to attract top candidates from applications worldwide.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V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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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 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神經科學是近年來全世界科技大國一致強力發展的重點方向，並且無論神經計算

（歐盟），神經網路（日本、美國），腦疾病與腦機智能技術（中國）都與系統神經科

學有密切關聯。在科技大國強力推動下，神經科學領域將在基礎與應用上有爆炸性的

成長。未來二十年將是個關鍵的時間點，決定台灣是否還能維持我們在此領域的競爭

力。清華系統神經科學博士班的籌設正是時機，對本國神經科學的發展十分重要。清

華生命科學院五個研究所中只有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尚未有博士班，本博士班的成立

也補足了清大生科院的不足。 

清華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師資在申請案中，有專任教師七位，其中副教授以上五

位，包括江安世院士及張兗君、焦傳金等重量級教授，陣容堅強。並且學校在申請案

中也應允新聘兩位神經行為及神經工程學教師來增強該所師資陣容，這些內外的因素

是本計畫的優點。 

本計畫可能看到的問題有三： 

1.五位副教授絕大部分都是生科院在近年中抽調進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未來是否

會繼續以本所為其主聘，或將再度改編，令人擔憂。 

2.新聘教師人數太少，在神經網路、神經計算及腦機智能等重要領域中，缺乏 critical 
mass，無法產生實質的影響力。 
3.硬體設備包括系統神經科學必備的設備與空間極度落後，難以與世界一流研究機構

競爭與合作。這些設備包括近代光學設備、功能影像設備、動物中心、行為電生理設

備…等等，極需學校強力協助盡速設置。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 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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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 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支持本案，設立「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清華大學在過去的基礎上，包括傑出的教師，優異的研究成果，與工程與資

訊領域的跨界合作團隊等，有很好的利基可以為國內培養系統神經科學領域

人才。 

 

根據目前的計畫書，師資仍以生命科學院為主，建議延攬更多其他學院師資，

同時招收的學生對象應可擴展的非生命科學領域。所開的課程，可以邀請不

同領域老師共同設計與開授。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 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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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神經科學為跨領域神經科學，結合多領域研究人才乃現今研究趨勢。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已有相當好的神經科學研究專才，如能輔已校內理工數理人才，成

立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對國內神經科學教育，樂觀其成。 

然計畫書內提及結合將系統性結合校內部同領域，但計畫書內師資皆以系統神

經科學研究所現有師資為主，未能含括工程、電機等領域人才於師資名單內，

無法看出於未來學生於該所內，能有多少跨領域研究之結合，實屬可惜。計畫

書於發展重點提及之”博士班將跨領域研究（1）神經網路之發育及運作機轉、
（2）類神經機電網路、（3）生物神經系統與機電神經系統訊號交流界面、（4）
幹細胞/神經細胞/機電混合神經組織、（5）以人造神經組織取代或修補生物體
神經系統組織、（6）認知科學”，然於計劃書內之師資專長及必選修課程規劃，
對於是否能達到此五大研究項目之目標不夠明確。如計畫書能有跨領域師資加

入，並針對師資專長及可能合作稍加著墨，對於此博士班成立方向及目標能更

顯明確。博士班招收人數共三人(含國際學生)，如有國際學生，相關必選修課
程是否能配合英文授課，亦應考量，以確保國際學生之權益。 

計畫書應針對相關師資及專長多所著墨及發揮。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神經科學研究於近幾年蓬勃發展，清華大學目前於該領域亦有極為優秀的研究

團隊，鑒於國內目前神經科學相關研究所目前多為碩士班，仍有博士班成立之

需求。結合清華大學於生命科學及理工領域，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之成

立樂觀其成。 

（三）其他建議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x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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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審查意見表 
一、審查案由：107 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二、請就計畫書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可另頁書寫）：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清華大學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擬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的計畫將結合校內既

有的與神經科學相關的學門研究所，包括基礎分子細胞神經學、腦神經網路、神經科學工

程及電機材料工程，具有跨領域的優勢，也已擁有堅強的神經科學師資陣容與亮麗的神經

科學研究成果。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將具有整合不同領域，以開拓研發神經科學創

新議題的潛力。因神經科學是國際生醫研究與生技產業發展的熱門領域，以清華大學現有

的優勢，特別是工程專業的注入，此一神經科學博士班將對國內外研究生具有高度的吸引

力，學成的神經科學博士在學術或企業界之發展，也將有燦爛的前景可預期。本計畫籌劃

過程相當週延，但是沒有特別強調神經科學的研究與發展，最後不管是學術面或企業面，

還是以提昇人類神經系統功能與治療神經系統疾病為最終目標。如果此一神經科學博士學

程完全沒有引進神經科學研發對改進神經系統功能與治療神經系統疾病之貢獻，將使研發

與應用脫節，也可能影響畢業生未來職場之規劃。此一神經科學博士學程如能包含與改進

神經系統功能以及治療神經系統疾病有關之課程與研究，將大幅度提昇本神經科學博士學

程之價值與吸引力，也會使畢業生更具未來發展的潛力。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本計畫極具可行性，如能引入改進神經系統功能與治療神經系統疾病之相關課題，特別是

讓博士生有接觸臨床神經系統功能變化與產生神經系統疾病議題的實務經驗，將讓畢業生

更具前景。 
 

（三）其他建議 

本計畫可以考慮與華大附近的醫院如新竹馬階醫院、台大新竹醫院、榮總竹東醫院等有建

教合作關係，讓博士生有更廣闊的神經科學學習與研發經驗。  

三、總評：是否同意 107 學年度增設「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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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外審意見-申請單位補充說明表 

請就外審委員意見分點論述，並以標楷體 14、固定行高 21pt撰擬，若無補充說明，仍須核章後擲回。 

申請案名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

士班 

填報人/職稱 焦傳金/教授兼所長 

外審意見 補充說明 

1.外審委員一 

I strongly endors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hD program at 

the Institute of Systems Neuroscience (ISN) to fully 

develop this outstanding research area at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current faculty composition 

and research output has established ISN among the very 

top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stitutions in Neuroscience 

and related fields in Taiwan. The institute was founded in 

2008 with a reorganization of the faculty in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Even though the ISN is the youngest among 

the current institutes, it has established an outstanding 

record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collaborations with oth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y firms, and securing 

external funding sources. 

I. Outstanding proposal, timely and fully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strengths of ISN. 

    The PhD program proposal is timely and well 

justified. The current ISN faculty members are highly 

successful in competing with their peers for government 

funding and contract with private sectors. The current MS 

degree students have been well trained in several areas of 

neuroscience, as indicated by their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conference posters. They have 

either continued their research pursuits, earned positions 

in the private sector, or gone on to education posts. These 

performance records confer much confidence that the 

proposed PhD program will have excellent intellectual 

感謝審查委員的肯定，我

們未來會努力增聘 2-3 位

頂尖神經科學家加入本

所，並持續提升現階段的

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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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rigorous training curriculum in addition to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my opinion, the current composition of research 

areas can readily out compete with other PhD programs in 

Taiwan. The faculty is very strong, with three 

well-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enior 

professors and four highly productive younger colleagues 

at the levels of associate and assistant professor. In 

addition, another group of adjunct appointments from the 

sister institutes who worked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nervous system provide excellent support for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PhD Program. 

 

II. Establishing a highly promising PhD program in 

Systems Neuroscience to enhance the visibility of Tsing 

Hua 

    The missions of the ISN are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basic science and biomedical training curricula in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ystems Neuroscience is also a 

highly integrative, fast-developing discipline. It attracts 

students from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 

areas, as well as many branches of basic science. This 

new PhD program will likely benefit from the strength in 

electrical, computational and other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on campus, as well as from the nearby 

National Computation Center that has existing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urrent faculty, including Professor 

Chiang. It will enhance the visibility of Tsing Hua, and 

likely attract top applicants to the University. 

 

III. Additional hiring of highly promising junior facul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SN 

    I recommend that the ISN be allowed to recruit 2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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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culty members. This is requir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SN and sustain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With its 

current standing and reputation, it is expected to attract 

top candidates from applications worldwide. 

 

2.外審委員二 

    神經科學是近年來全世界科技大國一致強力發展

的重點方向，並且無論神經計算（歐盟），神經網路（日

本、美國），腦疾病與腦機智能技術（中國）都與系統

神經科學有密切關聯。在科技大國強力推動下，神經

科學領域將在基礎與應用上有爆炸性的成長。未來二

十年將是個關鍵的時間點，決定台灣是否還能維持我

們在此領域的競爭力。清華系統神經科學博士班的籌

設正是時機，對本國神經科學的發展十分重要。清華

生命科學院五個研究所中只有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尚

未有博士班，本博士班的成立也補足了清大生科院的

不足。 

    清華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師資在申請案中，有專

任教師七位，其中副教授以上五位，包括江安世院士

及張兗君、焦傳金等重量級教授，陣容堅強。並且學

校在申請案中也應允新聘兩位神經行為及神經工程學

教師來增強該所師資陣容，這些內外的因素是本計畫

的優點。 

    本計畫可能看到的問題有三： 

(1)五位副教授絕大部分都是生科院在近年中抽調進入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未來是否會繼續以本所為其主

聘，或將再度改編，令人擔憂。 

(2)新聘教師人數太少，在神經網路、神經計算及腦機

智能等重要領域中，缺乏 critical mass，無法產生實質

的影響力。 

(3)硬體設備包括系統神經科學必備的設備與空間極度

落後，難以與世界一流研究機構競爭與合作。這些設

備包括近代光學設備、功能影像設備、動物中心、行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本

所目前五位副教授以上

教師不會轉聘至其他

所，未來亦會將其他所神

經科學領域相關教師轉

聘至系神所，以完成生科

院神經科學領域教師的

整合。本所將積極增聘教

師，加強在神經網路、神

經計算及腦機智能等重

要領域的發展，期望能達

到研究的 critical mass。本

院最近剛添購四台共軛

焦顯微鏡，行為電生理實

驗室亦剛設立，學校目前

積極協助實驗動物房的

整建，預期在五年內將可

逐步提高本所研究設備

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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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生理設備…等等，極需學校強力協助盡速設置。 

3.外審委員三 

    支持本案，設立「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清華大學在過去的基礎上，包括傑出的教師，優異的

研究成果，與工程與資訊領域的跨界合作團隊等，有

很好的利基可以為國內培養系統神經科學領域人才。 

    根據目前的計畫書，師資仍以生命科學院為主，

建議延攬更多其他學院師資，同時招收的學生對象應

可擴展的非生命科學領域。所開的課程，可以邀請不

同領域老師共同設計與開授。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本

院目前與本校動機系試

辦雙聯博士學位，共同培

育跨領域人才，目前亦有

本校其他理工科系老師

與本所老師共同指導學

生，未來會積極邀請其他

領域老師來本所開課，提

供更多元的課程選擇。在

學生來源方面，目前已有

幾位學生來自物理或電

機背景，未來將以申請推

甄方式廣收各領域的頂

尖學生加入本所，並鼓勵

學生跨院選課與共同指

導。 

4.外審委員四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方向。 

    神經科學為跨領域神經科學，結合多領域研究人

才乃現今研究趨勢。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已有相當好

的神經科學研究專才，如能輔已校內理工數理人才，

成立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對國內神經科學教

育，樂觀其成。 

    然計畫書內提及結合將系統性結合校內部同領

域，但計畫書內師資皆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現有師

資為主，未能含括工程、電機等領域人才於師資名單

內，無法看出於未來學生於該所內，能有多少跨領域

研究之結合，實屬可惜。計畫書於發展重點提及之”

博士班將跨領域研究 (1)神經網路之發育及運作機

轉、(2)類神經機電網路、(3)神經系統與機電神經系統

訊號交流界面、(4)幹細胞/神經細胞/機電混合神經組

織、(5)以人造神經組織取代或修補生物體神經系統組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本

計畫書依規定只能列出

專任教師的課程規劃，因

此未能將跨領域合授或

共授課程明列，未來將積

極邀請本校其他學院師

資來本所開課，並加強跨

領域合作。 

本所目前已有數門課程

以英語授課，未來會積極

推動全英語課程，以增加

國際生的申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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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6)認知科學”然於計劃書內之師資專長及必選修

課程規劃，對於是否能達到此五大研究項目之目標不

夠明確。如計畫書能有跨領域師資加入，並針對師資專

長及可能合作稍加著墨，對於此博士班成立方向及目

標能更 顯明確。博士班招收人數共三人(含國際學

生)，如有國際學生，相關必選修課程是否能配合英

文授課，亦應考量，以確保國際學生之權益。 

    計畫書應針對相關師資及專長多所著墨及發揮。 

 

（二）對本校籌劃設立此博士班可行性之建議。 

    神經科學研究於近幾年蓬勃發展，清華大學目前

於該領域亦有極為優秀的研究團隊，鑒於國內目前神

經科學相關研究所目前多為碩士班，仍有博士班成立

之需求。結合清華大學於生命科學及理工領域，系統

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之成立樂觀其成。 

 

5.外審委員五 

（一）計畫書之優缺點與修改之方向  

清華大學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擬增設「系統神經科學

研究所博士班」的計畫將結合校內既有的與神經科學

相關的學門研究所，包括基礎分子細胞神經學、腦神

經網路、神經科學工程及電機材料工程，具有跨領域

的優勢，也已擁有堅強的神經科學師資陣容與亮麗的

神經科學研究成果。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將具

有整合不同領域，以開拓研發神經科學創新議題的潛

力。因神經科學是國際生醫研究與生技產業發展的熱

門領域，以清華大學現有的優勢，特別是工程專業的

注入，此一神經科學博士班將對國內外研究生具有高

度的吸引力，學成的神經科學博士在學術或企業界之

發展，也將有燦爛的前景可預期。本計畫籌劃過程相

當週延，但是沒有特別強調神經科學的研究與發展，

最後不管是學術面或企業面，還是以提昇人類神經系

統功能與治療神經系統疾病為最終目標。如果此一神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本

所目前已有幾位老師與

新竹馬偕、台大新竹、林

口長庚等醫院醫師進行

神經疾病的研究，未來將

利用本院醫師博士學位

學程招收相關醫師科學

家與本所老師進行合作

研究，同時也會安排學生

前往醫院進行臨床實

習，增加學習經驗。另

外，我們也會邀請教授級

醫師來本所開課，加強學

生在臨床神經疾病領域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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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國立清華大學申請博士班增設、調整(更名、分組)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第一部份、摘要表 

國立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博士班 

申請案名1
（請

依註 1 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博士班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Doctoral Program)                                             

□全英語授課  

 
曾經申請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哲學博士(依據高教司學位授予名稱英文為 Doctor of Philosophy) 

所屬學類 ※心理學門:綜合心理學類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

度 

現有學生數(105 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94 180 0 0 180 

研究所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94 0 83 0 83 

研究所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輔導諮商組/工商心理組 103 0 97 0 97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班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班 

3. 國立暨南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學系博士班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班 

5.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系一般心理組（基礎心理學與工商心理學） 

招生管道 推甄入學 

擬招生名額 
採招生分組(教學分組)招生 3 名 

(學校心理與諮商組、社區心理與諮商組、組織心理與諮詢組各 1 名)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請明確告知，本案若申請通過，該案招生名額係由何系所調整而來） 

擬由校內博士生或其他釋出名額調撥 

是否公開既有畢

業生就業情形 
※暫無資料提供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教授兼系主任 姓名 許育光 

電話 (03)5213132 分機 3800 傳真 (03)5252205 

Email kevin@mail.nhcue.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

○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

○○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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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2 類表，

請擇一適當表格填寫，例如申請以學系設立博士班者，請填寫「表 1 學系申請設立博士班

自我檢核表」，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填列，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者（包

括整併、更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表 1  學系/研究所申請設立博士班自我檢核表 

申請案名：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

核 

評鑑

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學校

之校務評鑑及非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之系所評鑑結

果為通過。（不含第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

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1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設立

年限 

以學系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日間學制碩士班 

達 3 年以上。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於

90 學年度設立，至 105 年 9 月

止已成立 16 年。 

核定公文：90 年 2 月 9 日台 (九

0)師(二)字第九 000 九二八三號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於94學年

度設立，至 105 年 9 月止已成

立 12 年。 

核定公文：93年 11月 4日台中(二)

字第 0930138425E 號 

符合 

□ 不符 

□以研究所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日間學制碩士班達 3 年以上。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無設立年限規定。 

□○○研究所碩士班於___學年度設

立，至 105 年 9 月止已成立___年。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 

□ 符合 

□ 不符 

師資

結構 

(並請

詳列

於基

本資

料表) 

以學系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11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實聘專任教師 17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7 位 

2.副教授以上 12 位 

 符合 

□ 不符 

□以研究所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其中 3 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 實聘專任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 擬聘專任教師    位。 

三、 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計    

位。 

 

□ 符合 

□ 不符 

學術

條件2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類)、工學、電資、醫

學領域：近五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

□ 符合 

□ 不符 

                                                      
2 所提學術條件應與申請案件之主領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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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擇一

勾選

檢

核，並

填寫

表 1） 

3平均每人發表4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

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十篇

（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

信力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

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

權件數為      篇（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___篇。 

 
□ 人文領域：近五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

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或專書論文五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

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

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5經專

業審查6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每人平均學術期刊

論文___篇/人或專書論著___本/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

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

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___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

查之專書論著__本/人。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播類)及管理領域：近

五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

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

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

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

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每人平均學術期

刊論文 6.47 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

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

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3.94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

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0.64 本/人。 

 

 
□ 法律領域：近五年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

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五

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制之學術專書論文），且

其中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

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具有審

查機制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每人平均學術期刊

論文___篇/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

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

本/人。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含設計類)領域：近五年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

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

書論文合計五項以上，且其中展演場次二場以上應為

個人性展演，或其中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

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

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

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

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項/人，其中展演場次   場/人，為個

人性展演，或其中   篇/人，發表於

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

刊論文。 

 

                                                      
3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4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5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6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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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 

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 

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 17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2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7 員；合聘師資 2 員，兼任

師資 11 員。 

 

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 2) 

擬於本申請案開

授之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兼 

系主任 
許育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博

士 

兒童臨床心理學、團體實

務、敘說與成長、人際動

力諮商、早療與家庭諮詢 

團體諮商理論與

實務、方案設計與

評估 

社區心理學專題

研討、團體動力與

介入專題研究、社

區心理衛生研究 

 

2 專任 教授 施香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博

士 

諮商理論及實務、團體諮

商、諮商督導、生涯輔導

與諮商、網路心理與行

為、憂鬱自殺防治 

生涯輔導與諮

商、危機處理與自

傷防治（專題）、

諮商與心理治療

理論、諮商與心理

治療實務 

生涯諮商專題、諮

商專業督導 
 

3 專任 教授 高登第 
國立中央大學 

企管系管理博士  

工商心理（消費心理）、品

牌管理、廣告心理、組織

行為、行為決策 

社會心理學、組織

與管理概論、消費

心理學（專題研

究）、廣告與品牌

管理、品牌管理專

題研究、廣告管理

專題研究 

品牌管理專題研

究、消費心理學專

題、廣告心理學專

題 

 

4 專任 教授 張婉菁 
國立中央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博士 

組織心理學、人力資源管

理與發展、職場心理健

康、複雜科學在組織與管

理研究的應用 

人力資源管理、教

育訓練與發展、組

織心理學（專

題）、人事心理學

專題 

組織心理學專題

研討、訓練與發展

專題、人事心理學

專題 

 

5 專任 教授 曾文志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

學 

諮商與教育心理學

系哲學博士 

正向心理學與復原力、阿

德勒諮商與治療、樂高治

療及認真玩 

正向心理與健

康、遊戲諮商、心

理衛生研究、諮商

與心理治療專題

研究 

學校心理學專題

研討、正向心理學

研究、 

 

6 專任 
副教

授 
王振世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

檳校區 

教育心理學博士 

心理與教育測驗、測驗編

製、高等統計、量的研究

法 

心理與教育統

計、心理與教育測

驗、心理測驗與評

量實務、測驗理論

與編製 

測驗理論與編

製、多變項統計分

析 

 

7 專任 
副教

授 
江旭新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博士 

品牌人力資源、行銷管

理、組織行為 

績效評析、創新管

理研究、組織行為

研究 
組織發展與創新  

8 專任 
副教

授 
高淑芳 

美國愛荷華大學 

心理學博士  

認知心理學、實驗心理

學、心理與教育統計、量

的研究法 

普通心理學、認知

心理學、實驗心理

學、統計套裝軟體 

高等統計與套裝

軟體、高等認知心

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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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 2) 

擬於本申請案開

授之課程 
 

9 專任 
副教

授 
陳殷哲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博士 

人力資源發展、教育訓練

與發展、生涯發展與規

劃、職能發展 

質的研究法、團隊

管理專題、生涯規

劃與發展研究、職

能發展研究 

質的研究法、生涯

與職能發展專

題、團隊管理專題 

 

10 專任 
副教

授 
陳舜文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系博士 

社會心理學、學習與動

機、心理學知識論、道德

心理學 

心理學與現代生

活、研究方法、社

會心理學與學

習、心理學與現代

生活 

心理學知識論專

題、高等社會心理

學、文化心理學專

題、華人本土心理

專題 

 

11 專任 
副教

授 
劉政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博士 

教育心理學、社會心理

學、心理與教育統計、認

知與學習 

教育心理學、公民

/社會學習領域教

材教法、人際關係

與溝通、認知與學

習、教育社會心理

學 

心理學研究方

法：設計與科技應

用、高等教育心理

學、學習評量與輔

導研究 

 

12 專任 
副教

授 
劉淑瀅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博

士 

輔導與諮商實習、性別教

育、學校輔導與諮商、諮

詢心理、行動研究 

諮商與輔導行

政、諮商輔導技術

與策略、性別與家

庭專題研究 

行動研究、性別與

家庭專題研究、心

理諮詢實務專題

研究 

 

13 專任 
助理 

教授 
朱惠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諮商組博士 

藝術治療、夢工作研究、

家族與婚姻諮商研究、員

工協助與職場健康 

兒童與青少年輔

導、團體諮商、婚

姻與家庭專題研

究、兒童與青少年

適應問題研究、表

達性治療專題 

員工協助與職場

健康、婚姻與家庭

諮商專題 

 

14 專任 
助理 

教授 
吳怡珍 

喬治亞大學 

諮商心理學系博士 

多元文化諮商及心理諮商

督導、多元化教學及心理

諮商治療法、認知行為治

療、物質成癮治療、 

發展心理學(專題

研究)、諮商與心

理治療理論、多元

文化與家庭輔導 

高等發展心理

學、成人發展與家

庭關係 

 

15 專任 
助理

教授 
吳淑鈴 

國立中山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博士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組

織行為、組織理論、國際

人力資源管理、管理心理

學 

高等統計、組織溝

通專題、國際人力

資源管理、企業人

力資源管理、組織

理論與管理 

領導心理學專

題、國際人力資源

與管理 

 

16 專任 
助理 

教授 
姜兆眉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 

教育與諮商心理學

系博士 

質性研究、創傷與暴力議

題、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議題、性別議題、諮商督

導、諮商專業發展 

性格心理學、社會

科學研究法、學校

輔導與諮商專

題、諮商輔導技術

與策略 

高等性格心理

學、多元文化諮商

專題 

 

17 專任 
助理 

教授 
陳承德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博士 

心理計量、試題反應理

論、應用統計 

量表發展與統計

分析、教育統計

學、心理與教育測

驗、初等統計與實

驗設計、學習評量 

心理計量專題、試

題反應理論、結構

方程模式、電腦適

性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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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聘師資 

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 2) 

擬於本申請案開

授之課程 
 

18 專任 教授 林旖旎 

美國愛荷華大學 

心理諮商與人類發

展學系博士 

心理諮商與治療、心理社

會發展 

研究方法、教育議

題專題、青少年心

理學 

心理與諮商前瞻

議題研討、學務諮

商輔導專題 

師培中心

主聘、心

諮系從聘 

19 專任 
助理 

教授 
詹雨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博士 

認知神經心理學、幽默與

情緒、動機與記憶 

研究方法、幽默與

學習、心理學與現

代生活 

實驗設計、認知神

經科學分析方法

導論、認知神經科

學專題、情感神經

科學專題 

學習科學

與科技所

主聘、心

諮系從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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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師資 

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註 2) 

擬於本申請案開

授之課程 
備註 

20 兼任 教授 王文秀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諮商師教育系博士 

個別與團體諮商、諮商督

導、遊戲治療、諮商專業

倫理 

專業倫理與法

律、心理與諮商專

業倫理 

諮商與心理治療

研究 

 

21 兼任 
副教

授 
何秀珠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博士 

心理與教育測驗、生命教

育、生涯諮商、學校心理

學 

心理測驗實務、生

命議題與教育、機

構實習導論、心理

與教育測驗 

 

 

22 兼任 教授 古明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研

究所博士 

教育心理、學習輔導、班

級經營、教育實習 
服務學習  

 

23 兼任 
助理

教授 
許明輝 

紐約大學 

應用心理學系諮商

心理學哲學博士 

心理動力取向諮商、塔非

斯塔克團體動力訓練、多

元文化諮商、正念減壓團

體 

團體動力學、心理

學名著選讀 
 

 

24 兼任 
助理

教授 
蔡懷萱 

中央警察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博士 

校園霸凌防治、性別平等

教育、青少年犯罪、心理

測驗、兒少保護、犯罪學 

犯罪心理與防治  

 

25 兼任 
助理 

教授 
劉乃誌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博士 
臨床心理學、健康心理學 臨床心理學  

 

26 兼任 
助理 

教授 
朱春林 

美國 Forest 專業心

理學院 

臨床心理學博士 

心理病理學、臨床心理衡

鑑、動力取向心理治療、

性別心理學 

變態心理學、兒童

心理診斷與介入

研究 

兒童心理診斷與

介入研究、女性心

理諮商專題 

 

27 兼任 
助理 

教授 
錢美春 

Doctor of Strategic 

Leadership, Regent 

University 

人生教練、企業教練 
教練心理學專題

研究 
教練心理學專題 

 

28 兼任 
助理 

教授 
李正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博士 

心理諮商與治療 
質的研究法、敘說

心理與研究 
敘說心理與研究 

 

29 兼任 
副教

授 
吳青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研

究所博士 

教育心理學、學習心理

學、教育測驗與評量、諮

商與輔導 

教育心理學  

 

30 兼任 
助理 

教授 
李明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博士 

人際心理動力、情緒議題 社會科學研究法  

 

註 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 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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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 
 

表 4：擬邀請兼任師資規劃表 

擬邀請兼課之校內專任師資 6 員，校外兼任師資 5 員；共 11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0 員，

助理教授以上或具博士學位者 11 員。  

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 王子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資訊科學組博士 

數位學習、行動學習、數

位評量、評量素養、科學

教育、跨領域教育、數位

即時回饋策略、學習科技

融入教學 

數位學習與評量研究 

本校教育與學

習科技學系系

專任教師 

2 專任 
副教

授 
區國良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博

士 

人力資源發展、行動學

習、巨量資料分析、學習

科技、虛擬實境 

大數據分析應用 
本校學習科學

與科技研究所

專任教師 

3 專任 教授 孟瑛如 
美國匹茲堡大學特

殊教育博士 

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精神醫學研究） 

情緒行為障礙與輔導 
本校特殊教育

系專任教師 

4 專任 
副教

授 
朱思穎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特殊教育博

士 

應用行為分析、學前特殊

教育課程與教學、多元文

化回應教學與教師效能、

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持 

親師諮詢與家庭支持 
本校特殊教育

學系專任教師 

5 專任 
助理

教授 
陳湘淳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

學博士 

工作記憶發展與測量、學

習與記憶策略、眼動研

究、訓練研究 

兒童學習與記憶策略 
本校幼兒教育

學系專任教師 

6 專任 
副教

授 
張瑋琦 

日本國立千葉大學 

人間地球環境科學

專攻  學術博士 

應用人類學、在地食物系

統、食農教育、社區營造

與文化教育工作 

社區營造與終身教育

專題 

本校環境與文

化資源學系專

任教師 

7 兼任 
副教

授 
謝智謀 

印第安那大學休閒

行為哲學博士：主

修體驗教育與冒險

治療 

戶外冒險教育與領導、冒

險治療（野外心理治療） 

體驗教育引導反思、戶外

安全與風險管理 

戶外體驗教育專題研

究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公民訓育

與活動領導系

專任教師/亞洲

體驗教育學會

創會理事 

8 兼任 
副教

授 
黃植懋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大腦與認知

心理學博士 

認知神經科學、神經認知

老化、神經可塑性、腦造

影技術、神經電生理、銀

髮心理與生活 

老齡心理與生活專題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專任教師 

9 兼任 教授 蕭文 
美國密蘇里大學諮

商心理學博士 

諮商歷程專題研究、諮商

實務、短期諮商專題、諮

商督導、幽默諮商、企業

諮商 

企業諮商與諮詢專題 

前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教育學

院院長、副校長 

10 兼任 
副教

授 
蔡志浩 

伊利諾大學香檳校

區教育心理學系 

認知科學（認知心理學、

人工智慧、語言學）、閱讀

心理、使用者經驗設計與

研究、服務體驗研究、眼

球追蹤技術、實驗設計、

脈絡訪查 

使用者經驗專題 

悠識數位創新

設計總監/台灣

使用者體驗 UX

協會理監事 

11 兼任 教授 劉兆明 美國普渡大學博士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工作

動機、組織文化與發展 
組織諮詢實務專題 

輔仁大學前教

務長/台灣應用

心理學會理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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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表 5-3：教育、社會及管理領域 

 

校名：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博士班 

一、 列計原則 

1. 得列計之期間：101 年 1 月 31 日~106 年 2 月 1 日（2012.01.31~ 2017.02.01） 

2. 論文作者：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3. 同一論文、專書，若為一位以上教師共同著作者，僅列計一次。 

二、 專任教師：17 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 3 相符） 

1. 論文篇數：合計 110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6.47 篇 

2. 其中發表於科技部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論文或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共

計 67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3.94 篇 

3. 或出版經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計 11 本，每人平均(總書本數/專任教師數)：0.64 本 

 

※ 期刊論文 

依據科技部排序一二級期刊或具公信力資料庫等與否優先列出，內部順序依年份與作者姓名筆劃等依序排列。 

序
號 

發表 

日期 

(年/月) 

作者 
教師
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

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名稱
(SSCI、
SCI、EI
等)、以及科
技部排序等 
 

發表於
具公信
力之資
料庫 

作者順
位(通
訊、第
一、第
二) 

1 2017.01 高登第 教授 

The impact of construal 

level on brand preferences: 

Ad metaphors and brand 

biography as moderator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22 

College of 

Management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SSCI ■是□否 第一 

2 2017.01 劉政宏 
副教

授 

不同結果狀態對正、負向

回饋的注意與回憶效果 

教育心理學報

48(4) 

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學院
心理學系 

TSSCI ■是□否 第二 

3 2017.01 陳舜文 
副教

授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xertion on the Effects 

of Effort on Learning 

Virtues and Emotional 

Distress in Academic 

Failure in a Confucian 

Contex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7 

Frontiers 

Media S.A 
SSCI ■是□否 第二 

4 2017.03 曾文志 教授 
復原力的概念分析與評估

工具之建構 

教育與心理研究

(已審核通過，付印

中)*1:檢附證明 

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學院
心理學系 

TSSCI ■是□否 第一 

5 2017.06 曾文志 教授 

An intervention using 

LEGO Serious Play on 

fostering narrative identity 

among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已審核通過，付印

中)*1:檢附證明 

American 

College 

Personnel 

Association. 

SSCI ■是□否 第一 

6 2016.03 吳淑鈴 
助理

教授 

員工分紅費用化政策對高

科技產業獎酬制度影響之

探討 

科技管理學刊，

21（1） 

中華民國科
技管理學會 

TSSCI ■是□否 第一 

7 2016.12 施香如 教授 
網路成癮的診斷準則與評

估工具：發展歷史與未來

教育心理學報，

48（1）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

TSSCI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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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yacpa.org/
http://www.myacpa.org/
http://www.myacpa.org/
http://www.myacpa.org/
http://www.csmot.org.tw/Content/552
http://www.csmot.org.tw/Content/552
http://www.csmot.org.tw/Content/552
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bep/article/viewFile/1999/933
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bep/article/viewFile/199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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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心理與輔導
學系 

8 2016.12 施香如 教授 
女大學生網路親密友誼之

發展歷程 

中華輔導與諮商

學報，47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9 2016.03 高登第 教授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ad 

claim type and rhetorical 

style in the ads of 

competitor brands for 

diluting the consumers’ 

brand commitment to the 

existing brands.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21 

College of 

Management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SSCI ■是□否 第一 

10 2016.04 許育光 教授 

非結構式諮商團體不同歷

程階段成員氣氛知覺與自

我揭露因素之相關探究 

中華輔導與諮商

學報，45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TSSCI ■是□否 第一 

11 2016.05 陳殷哲 
副教

授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Level of an organizati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Taylor & 

Francis 
SSCI ■是□否 第一 

12 2016.07 陳殷哲 
副教

授 

Effect of using the attention, 

relevance, 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model of 

learning motiv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reverse 

mento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16

（3-4） 

Inderscience 

Enterprises 

Ltd. 

Scopus ■是□否 第一 

13 2016.09 陳舜文 
副教

授 

High-school teachers' 

beliefs about effort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struggling 

and smart students in a 

Confucian socie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Frontiers 

Media S.A 

SSCI、 

Scopus 
■是□否 第一 

14 

 
2016.12 陳承德 

助理

教授 

Theory of mind deficit is 

associated with pretend play 

performance, but not 

playfulnes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Hong Kong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28, 

43-52. 

Elsevier B.V. SCI ■是□否 第二 

15 2016.11 劉政宏 
副教

授 

Why do Easterners have 

lower well-being than 

Westerners? The role of 

others’ approval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in th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Vol.4

8(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

al 

Psychology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16 2016.03 劉政宏 
副教

授 

Evaluating arguments 

during instigations of 

defence motivation and 

accuracy motiv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108 

The British 

Psychologic

al Society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17 2016.02 劉政宏 
副教

授 

Do incompatible arguments 

cause extensive process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arguments? The role of 

congruence between 

argument compatibility and 

argument q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7 

The British 

Psychologic

al Society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18 2016.01 劉政宏 
副教

授 

Helpful or unhelpful? 

Self-affirmation on 

challenge-confronting 

tendencies for students who 

fear being laughed at.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5 

 Elsevier 

Ltd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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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5.10 江旭新 
副教

授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 

person-job fit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Human 

Performance, Vol. 

28 

Taylor & 

Francis 
SSCI ■是□否 第二 

20 2015.04 江旭新 
副教

授 

品牌文化、品牌契合、品

牌心理擁有感與品牌公民

行為之跨層次關係探討 

觀光休閒學報，

21（1） 

中華觀光管
理學會 

TSSCI ■是□否 第一 

21 2015.09 江旭新 
副教

授 

Investigating the 

dual-route-effects of 

corporate branding on brand 

equity.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Vol. 20 

College of 

Management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SSCI ■是□否 第二 

22 2015.08 施香如 教授 

諮商實務課程團體督導之

學習經驗初探－循環發展

督導模式及反饋小組的應

用 

中華輔導與諮商

學報，43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TSSCI ■是□否 第一 

23 2015.06 高登第 教授 

Is Cinderella resurging? The 

impact of consumers’ 

underdog disposition on 

brand preferences: 

Underdog brand biography 

and brand status as 

moderators.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14 

John Wiley 

& Sons Ltd 
SSCI ■是□否 第一 

24 2015.09 許育光 教授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rapy Group Members’ 

Hop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Small Group 

Research, 47  

SAGE 

Publications 

Inc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25 2015.09 張婉菁 教授 
以剝奪理論觀點探討失業

勞工之身心健康 

人力資源管理學

報，15（3） 

中華民國人
力資源發展
學會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26 2015.06 曾文志 教授 
I，在舞中：以舞．動超越

婚變傷痛的敘說探究 

諮商心理與復健

諮商學報，28 期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諮商
心理與復健
諮商研究所 

科技部-教

育學門二級

期刊*2、

ACI 

□是■否 第二 

27 2015.03 陳殷哲 
副教

授 

實習醫學生自我導向學習

與留任意願之相關研究—

以工作投入為中介變項 

醫務管理期刊，

16（1） 

臺灣醫務管
理學會 

科技部-管

理學門二級

期刊*2、

ACI 

□是■否 
通訊作

者 

28 2015.04 陳殷哲 
副教

授 

Establishing systematic 

modular courses for key 

teaching competencies of 

teachers in Hsinchu cit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8(5) 

Canadian 

Center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Scopus ■是□否 
通訊作

者 

29 2015.03 劉政宏 
副教

授 

成敗自我價值後效對於憂

鬱傾向的效果 

教育與心理研

究，38（1） 

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學院
心理學系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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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4.02 朱惠瓊 
助理

教授 

The study of Therapeutic 

Effect of Hill’s Dream Work 

in Art Therapy.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13 

Elsevier B.V. Scopus ■是□否 第一 

31 2014.05 施香如 教授 

有問題的網路使用：是外

在問題、也是自我／關係

修復的嘗試 

輔導與諮商學

報，36（1）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系 

科技部-教

育學門二級

期刊*2、

ACI 

□是■否 第二 

32 2014.11 高登第 教授 
投資者對銀行金融產品的

選擇行為研究 
金融論壇，227 

城市金融研
究所；中國
城市金融學
會 

CSSCI ■是□否 第二 

33 2014.09 許育光 教授 

Is It the Unexpected 

Experience That Keeps 

Them Coming Back? Group 

Climate and Session 

Attendance Examined 

Between Groups, Between 

Members, and Between 

Sess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 

61, No. 3, 325–

332. 

American 

Psychologic

al 

Association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34 2014.04 許育光 教授 

學校心理師服務實務與模

式建構初探：困境因應與

專業發展期待分析 

中華輔導與諮商

學報，39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35 2014.01 陳殷哲 
副教

授 

Examining 

traditional-mentoring 

functioning scale 

considering reverse 

mentoring and the work 

characteristics of 

millenn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Policy and 

Management, 

14(3) 

Inderscience 

Enterprises 

Ltd. 

EI ■是□否 第一 

36 2014.10 陳舜文 
副教

授 

The effect of university 

ranking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Social 

identities and self-identity 

as the suppressor and 

mediator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8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SSCI ■是□否 第二 

37 2014.05 陳承德 
助理

教授 

Is the long form of the 

Fugl-Meyer Motor Scale 

more responsive than the 

short form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95(5) 

American 

Congress of 

Rehabilitatio

n Medicine 

SCI ■是□否 第二 

38 2014.05 陳承德 
助理

教授 

Improving the control of 

Type I error rate in 

assessing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for 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when impact is presented.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8 

SAGE 

Publishing 
SSCI ■是□否 第二 

39 2014.06 劉政宏 
副教

授 

Helpful but insufficient: 

Incremental theory on 

challenge-confronting 

tendencies for students who 

fear being laughed a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8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otivation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40 2013.06 王振世 
副教

授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of Life and Marit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27(2), 

121-130. 

臺灣精神醫
學會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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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3.01 江旭新 
副教

授 

Corporate branding, br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brand citizenship 

behavior: Multilevel 

analysis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 Vol. 

39 No.1 

The 

Braybrooke 

Press Ltd 

Scopus ■是□否 第一 

42 2013.06 施香如 教授 

網路成癮是一種心理疾病

嗎？從實證與論述文獻的

脈絡檢視 

教育心理學報，

44（4）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
心理與輔導
學系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43 2013.10 高登第 教授 
Message framing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 

John Wiley 

& Sons Ltd 
SSCI ■是□否 第一 

44 2013.12 高登第 教授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focus on conformity 

behavior. 

臺大管理論叢，

24 

國立臺灣大
學管理學院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45 2013.09 高登第 教授 

The impacts of goal 

orientation, terminology 

effect and source credibility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 

John Wiley 

& Sons Ltd 
SSCI ■是□否 第一 

46 2013.03 高登第 教授 

The impacts of consumers’ 

need for uniqueness 

(CNFU) and brand 

personality on brand 

switching inten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Theory 

and Practice, 1(1) 

Journal of 

Scholink 
Scopus ■是□否 第一 

47 2013.03 高登第 教授 

Framing in healthcare 

advertis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gulatory focus 

and product category on 

advertising attitudes. 

Journal of 

Business Theory 

and Practice, 1(1) 

Journal of 

Scholink 
Scopus ■是□否 第一 

48 2013.01 許育光 教授 

Why Are We Disclosing in 

This Group? Using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o Examine Reasons for 

Self-Disclosure among 

Taiwanese Counseling 

Group Members.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Nov 

4 

APA 

Division 49 

（Society of 

Group 

Psychology 

and Group 

Psychothera

py）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49 2013.12 許育光 教授 

國小輔導教師實務內涵初

探：從困境與期待分析進

行對話 

中華輔導與諮商

學報，38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TSSCI ■是□否 第一 

50 2013.12 曾文志 教授 
經濟弱勢大學生的敘事認

同與復原力的關係研究 

教育與心理研

究，36（4） 

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學院
心理學系 

TSSCI ■是□否 第一 

51 2013.04 張婉菁 教授 
知識治理研究理論之反

思：活動基礎觀點 

台大管理論叢，

23（S1） 

國立臺灣大
學管理學院 

TSSCI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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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3.01 張婉菁 教授 

Work Design- Related 

Antecedents of Turnover 

Intention: A Multilevel 

Approac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52 

John Wiley 

& Sons Ltd 
SSCI ■是□否 第一 

53 2013.03 陳舜文 
副教

授 

大學生學習動機之「雙因

素模式」：學業認同與角色

認同之功能 

中華心理學刊，

55（1） 

台灣心理學
會 

TSSCI ■是□否 第一 

54 2013.03 劉政宏 
副教

授 

成功易喜，失敗易餒？雙

向度成敗自我價值後效之

檢驗 

中華心理學刊，

55（1） 

台灣心理學
會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55 2013.03 劉政宏 
副教

授 

害怕被嘲笑對國中生迎接

挑戰傾向的影響：智力自

我理論的調節效果 

教育心理學報，

44（3）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
心理與輔導
學系 

TSSCI ■是□否 第一 

56 2012.07 江旭新 
副教

授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relationships among 

brand-centered HRM, br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brand citizenship behaviors,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46 No. 5 

Emerald 

Marketing 

eJournals 

Collection 

SSCI ■是□否 第二 

57 2012.06 朱惠瓊 
助理

教授 

藝術治療團體在外籍配偶

子女校園生活適應之介入

效果 

臺東大學教育學

報，23（1） 

國立臺東大
學教育學報
編輯委員會 

TSSCI ■是□否 第二 

58 2012.03 高登第 教授 

The effect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n the 

compromise effect.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7 

John Wiley 

& Sons Ltd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59 2012.04 高登第 教授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focus on ad 

attitudes: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message sidedness 

and argument 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

al Science 

SSCI ■是□否 第一 

60 2012.04 許育光 教授 
團體領導能力量表之編制

與信、效度建構 

中華輔導與諮商

學報，32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TSSCI ■是□否 第二 

61 2012.11 許育光 教授 

碩士層級新手諮商師領導

非結構諮商團體之經驗分

析：個人議題映照與專業

發展初探 

輔導與諮商學

報，24 （2）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系 

科技部-教

育學門二級

期刊*2、

ACI 

□是■否 第一 

62 2012.06 曾文志 教授 

經濟弱勢大學生情意健康

之探討：易受傷害性與復

原力因子效果分析 

教育與心理研

究，35（2） 

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學院
心理學系 

TSSCI ■是□否 第一 

63 2012.12 陳殷哲 
副教

授 

The K-shape learning 

project for senior citizen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38(12) 

Taylor & 

Francis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64 2012.02 陳殷哲 
副教

授 

The study of second level of 

peopl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on the industrial 

control industry. 

Journal of 

Quality, 19(1) 

中華民國品
質學會 

EI ■是□否 第一 

65 2012.11 陳承德 
助理

教授 

Computer praise, 

attributional orientations, 

and gam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ASA theory relative 

to childre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 

 Elsevier 

Ltd 
SSCI ■是□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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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12.12 劉政宏 
副教

授 

Valuable but threatening: 

The reduced effect of 

incremental theory on 

challenge-confronting 

tendencies for students who 

fear being laughed at.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2 

 Elsevier 

Ltd 
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67 2012.03 劉政宏 
副教

授 

雙核心動機模式測量指標

的建立及跨年級的檢驗 

教育心理學報，

43（3）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
心理與輔導
學系 

TSSCI ■是□否 第一 

68 2016.11 姜兆眉 
助理

教授 

Diversity in dialogue: The 

intersectionality between 

faith and sexual orientation. 

COGNICA 

COGNICA,48（4） 

Canadian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

py 

Association 

 □是■否 第一 

69 2016.06 施香如 教授 
青少年網路使用的親職教

養 
輔導季刊，52（2）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ACI □是■否 第一 

70 2016.05 許育光 教授 

運用投射性視覺圖卡於喪

親青少年團體諮商：成效

初探與媒材運用衝擊或助

益分析 

臺灣遊戲治療學

報，5 

台灣遊戲治
療學會 

  □是■否 第一 

71 2016.09 許育光 教授 
桌遊媒材在家族遊戲治療

中的應用初探 
輔導季刊，52（3）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是■否 第二 

72 2016.04 曾文志 教授 

歷經創傷事件大一學生的

感恩在創傷後成長與知足

之間的調節作用 

育達科大學報，

24 期 

育達商業技
術學院 

  □是■否 第一 

73 2016.09 陳殷哲 
副教

授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

情緒勞務關聯性之研究 

學校行政雙月

刊，105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學校
行政研究學
會 

ACI □是■否 
通訊作

者 

74 2016.09 陳殷哲 
副教

授 
析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育脈動，7 

國家教育研
究院 

  □是■否 第二 

75 2016.03 陳殷哲 
副教

授 

新進短線領隊人員工作生

活品質與離職傾向之關聯

性研究 

島嶼觀光研究，9

（1） 

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觀光
休閒學院 

ACI □是■否 
通訊作

者 

76 2016.01 陳殷哲 
副教

授 

組織導入探索教育對於形

塑企業文化與提升教育訓

練層級之研究 

公民教育與活動

領導學報，24 

臺灣師範大
學公民訓育
學系 

 □是■否 第二 

77 2016.09 吳淑鈴 
助理

教授 

主動性人格對個人職涯發

展之影響：人力資本投資

觀點 

T&D 飛訊，222 
國家文官學
院 

  □是■否 第一 

78 2016.08 吳淑鈴 
助理

教授 

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績效關

係：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

調節效果 

管理資訊計算，5

（4） 

管理資訊計
算編輯委員
會 

  □是■否 第一 

79 2015.12 許育光 教授 
華語流行情歌之核心衝突

關係主題分析 
輔導季刊，51（4）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ACI □是■否 第一 

80 2015.09 許育光 教授 

社區災難現場心理協助團

體之領導者訓練模式與團

隊合作建構實務初探 

輔導季刊，51（3）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ACI □是■否 第一 

81 2015.09 許育光 教授 
團體領導能力量表之常模

建構與領導者能力分析 

臺灣諮商心理學

報，3（1） 

臺灣諮商心
理學會 

  □是■否 第二 

82 2015.10 江旭新 
副教

授 

The scale development of 

br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aiwan Journal 

of Marketing 

Science, 11(2) 

台灣行銷科
學學會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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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41608012000908?np=y&npKey=3fd3c5f8262e36db1c599b319bd5c075ddf600d10649372d1e06d17b4ead78d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41608012000908?np=y&npKey=3fd3c5f8262e36db1c599b319bd5c075ddf600d10649372d1e06d17b4ead78d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41608012000908?np=y&npKey=3fd3c5f8262e36db1c599b319bd5c075ddf600d10649372d1e06d17b4ead78d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41608012000908?np=y&npKey=3fd3c5f8262e36db1c599b319bd5c075ddf600d10649372d1e06d17b4ead78d4
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bep/article/view/1161
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bep/article/view/116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9966822-201606-201606160027-201606160027-62-74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9966822-201606-201606160027-201606160027-62-74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3067470-201612-201701180030-201701180030-64-8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3067470-201612-201701180030-201701180030-64-8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3067470-201612-201701180030-201701180030-64-8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3067470-201612-201701180030-201701180030-64-85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65524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65524
http://ir.ydu.edu.tw/retrieve/11855/7.pdf
http://ir.ydu.edu.tw/retrieve/11855/7.pdf
http://ir.ydu.edu.tw/retrieve/11855/7.pdf
http://nhcuer.lib.nhcue.edu.tw/bitstream/392440000Q/5591/1/05-%E5%8A%89%E9%A6%A5%E5%A4%A2%E3%80%81%E9%99%B3%E6%AE%B7%E5%93%B2-%E6%95%99%E4%BF%9D%E6%9C%8D%E5%8B%99%E4%BA%BA%E5%93%A1%E5%B7%A5%E4%BD%9C%E5%A3%93%E5%8A%9B%E8%88%87%E6%83%85%E7%B7%92%E5%8B%9E%E5%8B%99%E9%97%9C%E8%81%AF%E6%80%A7%E4%B9%8B%E7%A0%94%E7%A9%B6.pdf
http://nhcuer.lib.nhcue.edu.tw/bitstream/392440000Q/5591/1/05-%E5%8A%89%E9%A6%A5%E5%A4%A2%E3%80%81%E9%99%B3%E6%AE%B7%E5%93%B2-%E6%95%99%E4%BF%9D%E6%9C%8D%E5%8B%99%E4%BA%BA%E5%93%A1%E5%B7%A5%E4%BD%9C%E5%A3%93%E5%8A%9B%E8%88%87%E6%83%85%E7%B7%92%E5%8B%9E%E5%8B%99%E9%97%9C%E8%81%AF%E6%80%A7%E4%B9%8B%E7%A0%94%E7%A9%B6.pdf
http://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145&content_no=2739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0725388-201603-201604060021-201604060021-73-9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0725388-201603-201604060021-201604060021-73-9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0725388-201603-201604060021-201604060021-73-9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50430001-201601-201604270003-201604270003-141-182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50430001-201601-201604270003-201604270003-141-182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50430001-201601-201604270003-201604270003-141-182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2151786d413643525cabe80bee301697.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2151786d413643525cabe80bee301697.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2151786d413643525cabe80bee301697.pdf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879725&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879725&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879725&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w1.dorise.info/JCSE/paper_detail.php?pid=127820150510040028
http://w1.dorise.info/JCSE/paper_detail.php?pid=127820150510040028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65493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65493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6549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21015004-201509-201602250013-201602250013-27-5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21015004-201509-201602250013-201602250013-27-5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66601-201510-201509090026-201509090026-115-147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66601-201510-201509090026-201509090026-115-147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66601-201510-201509090026-201509090026-11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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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2015.11 陳殷哲 
副教

授 

人力資源成熟度模型第三

層級之執行策略 
TTQS 專刊，11 

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 

  □是■否 第一 

84 2015.03 陳殷哲 
副教

授 

以自我導向學習與職能發

展規劃訓練回流學習課程 
T&D 飛訊，204 

國家文官學
院 

  □是■否 第一 

85 2015.05 吳怡珍 
助理

教授 

別讓國家喪失更多人才－

孩子的心靈誰來救？ 

臺灣教育評論月

刊，4（5） 

臺灣教育評
論學會 

  □是■否 第一 

86 2015.05 吳怡珍 
助理

教授 

續探：文官多元培訓方法

之探索暨行動學習實驗課

程－以 102 年度初（薦）

任官等主管實驗課程為

例。 

T&D 飛訊，206 
國家文官學

院 
 □是■否 第二 

87 2015.12 吳淑鈴 
助理

教授 

服務業員工職場友誼對組

織公民行為之影響：組織

認同的中介效果 

管理研究學報，

15（2） 

淡江大學企
業管理系 

ACI □是■否 第二 

88 2015.03 姜兆眉 
助理

教授 

存在主義治療與塔羅牌結

合及對話 
輔導季刊，51（1） 

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 

ACI □是■否 第二 

89 2014.12 許育光 教授 

從探究一棵樹種到理解森

林樣貌：評論兒童讀書治

療團體個案研究之效果與

歷程效能的探究旨趣 

台灣遊戲治療學

報，4 

台灣遊戲治
療學會 

  □是■否 第一 

90 2014.09 陳殷哲 
副教

授 

研發人員心理資本與工作

投入之關連性研究 

全球商業經營管

理學報，6 

正修科技大
學管理學院 

  □是■否 
通訊作

者 

91 2014.07 陳殷哲 
副教

授 

公部門學習策略與應用–

雙向師徒制、ARCS 學習動

機與結構化在職訓練 

研習論壇月刊，

163 

地方行政研
習中心 

  □是■否 第一 

92 2013.09 張婉菁 教授 

影響使用微網誌的因素、

使用行為與使用滿足之關

係：以噗浪為例 

企業管理學報，

第 98 期 

國立臺北大
學企業管理
學系 

ACI □是■否 
通訊作

者 

93 2013.12 張婉菁 教授 
知識分享與個人創造力對

工作績效的影響 

管理研究學報，

第 13 卷第 2 期 

淡江大學企
業管理系 

ACI □是■否 
通訊作

者 

94 2013.12 陳殷哲 
副教

授 

3 維度職涯地圖-企業總部

替人才找方向 
能力雜誌，694 

中國生產力
中心 

  □是■否 第一 

95 2013.11 陳殷哲 
副教

授 

創意新世代成導師「反向

師徒制」企業再創高績效 
能力雜誌，693 

中國生產力
中心 

  □是■否 第一 

96 2013.09 陳殷哲 
副教

授 

提升組織人力資源成熟度

之策略：工作團隊發展與

授權工作團隊 

T&D 飛訊，174 
國家文官學
院 

  □是■否 
通訊作

者 

97 2013.03 陳殷哲 
副教

授 

知識密集型產業員工激勵

因素與工作壓力關聯性之

探討 

就業與勞動關係

季刊，3（1） 

中華勞動與
就業關係協
會 

  □是■否 
通訊作

者 

98 2013.06 陳殷哲 
副教

授 

大學教師評鑑制度與教師

專業成長之省思 

臺灣教育評論月

刊，2（6） 

臺灣教育評
論學會 

  □是■否 
通訊作

者 

99 2013.05 陳殷哲 
副教

授 

學前教育組織推動組織變

革型態與教職員工作滿意

度之研究 

學校行政雙月

刊，85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學校
行政研究學
會 

ACI □是■否 
通訊作

者 

100 2013.11 吳淑鈴 
助理

教授 

國小教師對學校心理契約

的期望與實踐知覺之探討 
學校行政，88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學校
行政研究學
會 

ACI □是■否 第一 

101 2013.09 吳淑鈴 
助理

教授 

影響高績效團隊成員展現

主動行為因素之探討 
T&D 飛訊，175 

國家文官學
院 

  □是■否 第一 

102 2013.06 吳淑鈴 
助理

教授 

從服務品質觀點論教師會

功能 

臺灣教育評論月

刊，2（6） 

臺灣教育評
論學會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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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tqs.wda.gov.tw/EDocs/2015011.pdf
https://ttqs.wda.gov.tw/EDocs/2015011.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5e8b63afcf8a465fc6821bc3b74ec124.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5e8b63afcf8a465fc6821bc3b74ec124.pdf
http://www.ater.org.tw/%E6%95%99%E8%A9%95%E6%9C%88%E5%88%8A/%E8%87%BA%E8%A9%95%E6%9C%88%E5%88%8A%E7%AC%AC%E5%9B%9B%E5%8D%B7%E7%AC%AC%E4%BA%94%E6%9C%9F%E7%B6%B2%E8%B7%AF%E5%85%AC%E5%91%8A%E7%89%88/018.%E7%AC%AC4%E5%8D%B7%E7%AC%AC5%E6%9C%9F%E5%85%A8%E6%96%87
http://www.ater.org.tw/%E6%95%99%E8%A9%95%E6%9C%88%E5%88%8A/%E8%87%BA%E8%A9%95%E6%9C%88%E5%88%8A%E7%AC%AC%E5%9B%9B%E5%8D%B7%E7%AC%AC%E4%BA%94%E6%9C%9F%E7%B6%B2%E8%B7%AF%E5%85%AC%E5%91%8A%E7%89%88/018.%E7%AC%AC4%E5%8D%B7%E7%AC%AC5%E6%9C%9F%E5%85%A8%E6%96%87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03315a31f6fa28520eed7dc8368d2e3e.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03315a31f6fa28520eed7dc8368d2e3e.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03315a31f6fa28520eed7dc8368d2e3e.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03315a31f6fa28520eed7dc8368d2e3e.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03315a31f6fa28520eed7dc8368d2e3e.pdf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881438&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E5%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881438&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E5%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881438&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E5%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12729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12729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3067470-201412-201508200030-201508200030-13-16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3067470-201412-201508200030-201508200030-13-16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3067470-201412-201508200030-201508200030-13-16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3067470-201412-201508200030-201508200030-13-16
http://cm.csu.edu.tw/wSite/public/Data/f1441682451941.pdf
http://cm.csu.edu.tw/wSite/public/Data/f1441682451941.pdf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88845&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88845&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88845&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259627-201309-201310040007-201310040007-77-108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259627-201309-201310040007-201310040007-77-108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259627-201309-201310040007-201310040007-77-108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6830881-201312-201409090011-201409090011-81-10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6830881-201312-201409090011-201409090011-81-101
http://mag.cnyes.com/Content/20131210/3BCE2FB5E6BF428AA669532FC416B6DE.shtml
http://mag.cnyes.com/Content/20131210/3BCE2FB5E6BF428AA669532FC416B6DE.shtml
https://store.cpc.org.tw/Magazine/Contents/MS0693
https://store.cpc.org.tw/Magazine/Contents/MS0693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f332cddda33986d07cbad47f7b1c4bb0.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f332cddda33986d07cbad47f7b1c4bb0.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f332cddda33986d07cbad47f7b1c4bb0.pdf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49498&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49498&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49498&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www.ater.org.tw/commentmonth2_6.html
http://www.ater.org.tw/commentmonth2_6.html
http://ericdata.com/tw/doi/?doi=10.3966/160683002013050085006
http://ericdata.com/tw/doi/?doi=10.3966/160683002013050085006
http://ericdata.com/tw/doi/?doi=10.3966/160683002013050085006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02494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02494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36531c2cde84978436d3426f9978bb08.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36531c2cde84978436d3426f9978bb08.pdf
http://www.ater.org.tw/commentmonth2_6.html
http://www.ater.org.tw/commentmonth2_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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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013.02 姜兆眉 
助理

教授 

創傷記憶與眼動身心重建

法(EMDR)：神經心理機制

初探 

諮商與輔導，356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系 

ACI □是■否 第一 

104 2012.09 陳殷哲 
副教

授 

科技研發人員工作與非工

作生活平衡之研究 

就業與勞動關係

季刊，2（2） 

中華勞動與
就業關係協
會 

  □是■否 
通訊作

者 

105 2012.09 陳殷哲 
副教

授 

從職能與組織承諾觀點探

討基層主管管理職能之發

展 

T&D 飛訊，150 
國家文官學
院 

  □是■否 
通訊作

者 

106 2012.03 劉政宏 
副教

授 

重視極限，跨越極限：工

作記憶與教學反思 

應用心理研究，

53 期 

應用心理研
究雜誌社 

ACI □是■否 第一 

107 2012.11 朱惠瓊 
助理

教授 

高中同儕輔導員訓練與督

導模式建立之行動研究 

教育部中部辦公

室輔導行動研究

成果集，101 年 

教育部   □是■否 第一 

108 2012.05 吳怡珍 
助理

教授 

 Admission Consider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mong 

Asian Americans. 

Ethnic Minority 

Affairs Ethnicity 

and Health in 

America Series 

American 

Psychologic

al 

Association 

  □是■否 第一 

109 2012.06 吳淑鈴 
助理

教授 

新僱用關係下的職涯發展

趨勢 
T&D 飛訊，145 

國家文官學
院 

  □是■否 第一 

110 2012.06 姜兆眉 
助理

教授 
性別平等的跨文化交流 

性別平等教育季

刊，58 
教育部   □是■否 第一 

*1: 參考 附錄一佐證資料檢附 

*2: 參考 https://www.most.gov.tw/hum/ch 科技部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網站  /期刊評比 /  

各學門期刊排序歷史報告資料 / 教育學門、管理學門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207 頁，共 378 頁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27772&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E5%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27772&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E5%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27772&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E5%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21052&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sysId=0006721052&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00b2dbf17a342c38746be043b85c660c.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00b2dbf17a342c38746be043b85c660c.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00b2dbf17a342c38746be043b85c660c.pdf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5609251-201203-201301160038-201301160038-1-4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5609251-201203-201301160038-201301160038-1-4
http://guidance.tcavs.tc.edu.tw/files/manager/zh_tw/userfile/all.pdf
http://guidance.tcavs.tc.edu.tw/files/manager/zh_tw/userfile/all.pdf
http://www.apa.org/pi/oema/resources/ethnicity-health/asian-american/article-admission.aspx
http://www.apa.org/pi/oema/resources/ethnicity-health/asian-american/article-admission.aspx
http://www.apa.org/pi/oema/resources/ethnicity-health/asian-american/article-admission.aspx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407aaa226b0424a4521bfd3a24748a0b.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407aaa226b0424a4521bfd3a24748a0b.pdf
https://www.gender.edu.tw/web/upload/society/Magazine/NO58%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8%88%87%E6%80%A7%E5%88%A5%E4%B8%BB%E6%B5%81%E5%8C%96.pdf
https://www.most.gov.tw/hum/ch
https://www.most.gov.tw/hum/ch?menu_id=c78723af-fa0e-11e4-9a55-b8ac6f2d65c0&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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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 

序號 
出版日期 
(年/月/日) 

教師 
姓名 

教師職稱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

名稱 
專書之國際書碼(或
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6/6/1  張婉菁 教授 

A Role Perspective on Turnover 
Intentions: Examining 
Behavioural Predictions. In G. 
Saridakis & C. Cooper(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Employee Turnover(pp. 
201-212). 

 Edward Elgar.  978-1-78471-114-6 

2 2016/1/5 陳殷哲 副教授 

Strategies to promote 
bidirectional mentoring in 
education: Teacher 
professional-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a structured 
on-the-job training model. In W. 
Slater (Ed.), Mentoring: 
Perspectiv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on school performance 
(pp. 109-120). 

Nova Science 978-1-63484-081-1 

3 2016/10/12 陳舜文 副教授 

Effort counts and goals matter: 
The effects of effort and 
achievement goals on moral 
image, approval, and disapproval 
in a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n R. B. King & A. B. I. 
Bernardo (Eds.), Psychology of 
Asian Learner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avid Watkins(pp. 
337-354). 

Springer Asia 978-981-287-576-1 

4 2015/11/26 姜兆眉 助理教授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
新手督導訓練 

雙葉書廊 9789865668402  

5 2014/9/29 高登第 教授 哈佛教你定策略 天下文化 9789868927728  

6 2014/2/1 朱惠瓊 助理教授 
高中生命教育教科日（第六
章），載於黃德祥編纂之生命
教育 

三民書局 9789571458618  

7 2014/8/1 朱惠瓊 助理教授 正向心理學（第二版） 
揚智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2981498  

8 2013/7/27 張婉菁 教授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aiwan. In A. 
Varma & P. S. Budhwar (Eds.),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in 
Asia Pacific (2nd edition)(pp. 
98-125). 

Routledge.  978-0-415-89865-2 

9 2013/1/1 許育光 教授 
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多元場
域應用實務 

五南文化事業
機構 

9789571168913  

10 2012/3/1 高登第 教授 消費心理學研究 
學富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9789866624735  

11 2012/2/1 高登第 教授 青少年文化、心理與輔導 
學富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978986662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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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所（以下簡稱心諮系）之發展，緣起於 88 學年度先設立研究所，

成立「輔導教學碩士班」，而後於 90 學年度成立「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93 學年度更名

為「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94 學年度與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系所合一，以「教育心理

與諮商學系」為名設系至今（105 年）；於 103 學年度起將原有之碩士在職專班，分為工商心

理及輔導諮商二組招生。系所發展目標：以培育學校教育心理與諮商輔導專業人員、社區心

理服務與諮商輔導專業，以及組織相關工商心理實務人才等為宗旨。 

在專業發展上為了充實各領域心理學之師資，心諮系分別於原有之師資外，自 94 學年度

至 99 學年度之間，聘任專長為諮商與臨床心理、工商心理學（包含人力資源、行銷品牌心理

等）之師資，朝向心理學、諮商輔導與工商組織議題之整合發展；105 年於兩校整合之際，

更邀請原清華大學相關心理學領域（包含諮商輔導、認知心理、社會心理、教育心理等）以

及原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領域（包含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之專業師資群加入。目前心諮

系共有專任師資 19 位，分屬與整合發展為「輔導與諮商心理」、「認知與教育心理」、「社會與

文化心理」、「工商與組織心理」等四個領域學群。大學部學士班規劃有提供校內跨領域之「心

理學」第一、二專長課程，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第二專長課程，另規劃有加註輔導專長培

育輔導教師之系列課程。研究所日間碩士班分為「諮商心理組」、「專精心理組」與「工商心

理組」三個教學分組。碩士在職專班目前分為「輔導諮商組」，以及「工商心理組」兩個分組。 

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所博士班之增設，主要考慮下列緣由與發展理念，茲分述如下： 

 

一、發展特定前瞻心理學應用領域之需要性 

 

奠基於特長領域學群，心諮系擬延續系所創設目標，從心理學的實務應用、專業模式之

研發與實踐，以及致力於實務導向研究之發展，將心理學與諮商輔導專業，融入到人群生活

的三個重要領域：學校、社區與組織；前瞻性的發展「學校心理與諮商」（school psychology & 

counseling）、「社區心理與諮商」（community psychology & counseling），以及「組織心理與諮

詢」（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 consultation）；著重於學群間的實務整合和研發，特別強化

原有之心理諮商、輔導和諮詢等專業助人領域，與其他三個學群之整合，跨域發展極具前瞻

性的心理學應用課題，並從博士班的在職培育、進階實務研發、發展前瞻領域研究之背景，

培育各級學校（K-12 與大專學務輔導）、社區（包括實體社區、團隊、文化群體與網絡社群）

和企業組織（工商企業、法人組織、社群機構）等心理學實踐、研究與領導人才。 

心諮系相關領域學群（教師之學術與實務研究合作小組）研究與教學專長，以及目前師

資共同關切之相關特色前瞻研究課題，摘要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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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結合教師教學研究專長領域課題摘要表 

學群歸類 結合教師教學研究專長領域課題 

認知與教育心理學群 

人類認知心理、實驗心理、神經心理、測驗與統計、心理評量、兒

童心理衡鑑、校園學務系統合作、學習與動機、神經心理、發展心

理、教育心理、應用認知、應用統計 

社會與文化心理學群 

社會心理、性格心理、社區心理衛生、正向心理與復原力、主觀幸

福感、網路心理與諮商、性別議題、文化心理、多元文化教育、社

區心理、社會正義與倡議、心理學本土化 

工商與組織心理學群 

組織行為、人事心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廣告與行銷、教育訓

練、品牌心理、職涯發展、職場心理健康、員工協助、教練心理與

諮詢、團隊領導與創新、用戶體驗、大數據應用 

輔導與諮商心理學群 

學校輔導工作、學校心理與諮商、諮商心理實務、團體諮商、遊戲

治療、表達性藝術治療、兒童青少年心理工作、家庭諮商、生涯諮

商與輔導、大專學務與諮商、社區諮商、心理諮詢、多元文化諮商、

專精諮商取向 

 

其中所整合提出的博士班前瞻領域分組與實務研發課題，分為下列三點敘述： 

（一）「學校心理與諮商」（school psychology & counseling）：主要以「認知與教育心理」

學群和各級學校諮商輔導為焦點領域；在國內一般將教育心理與諮商輔導兩者區分開

來，但在學校體系或校園間，學生身心發展、心理相關議題、學習與動機、評量與衡

鑑等，皆與輔導諮商專業服務有關。在美國的碩博士學程中有「教育心理」（educational 

psychology）、「學校諮商」（school counseling）、「大專學務諮商」（college student affair 

& counseling）和「學校心理」（school psychology）等；其中美國學校心理師（school 

psychologist）之基本要求為博士層級，畢業後聘任於州政府教育當局，執行實務巡迴

服務和各級教育心理健康政策或學習輔導之介入，在英國則稱為教育心理師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以當前台灣看重學生身心發展與學習，以及學生心理健

康之介入，並強化各級學校輔導諮商工作之背景（所需求之各級輔導教師、K-12 之

碩士級以上學校心理師者眾，在大專院校也力求學校諮商輔導人員之精質化），前瞻

的發展學校心理與諮商之整合領域，實屬必須且急迫。 

（二）「社區心理與諮商」（community psychology & counseling）：隨著社會風氣與社區、

家庭和人際關係型態的轉變，民眾對心理健康議題、相關心理應用知識與疾病預防之

需求急遽提升，社區心理諮商與家庭輔導之需求大幅增加；此一博士班分組領域主要

乃結合了「社會與文化心理」與社區諮商、社區輔導工作、臨床心理學等實務，著重

於對當前壓力調適、職場心理健康、網路心理與人際、正向心理、華人文化議題等社

區心理學等重要課題進行探討；在了解現象與困境之同時，另一方面也從研發社區心

理諮商之多元模式著手，從個人、伴侶、家庭、團體等向度發展社區諮商領域之重要

專業要項，致力於心理學之在地連結與華人心理諮商等本土化研發，創建符合華人實

務應用之良方與培育模式。在英美的碩博士學程中有「社區心理」（community 

psychology）、「社區諮商」（community counseling）、「心理衛生諮商」（mental health 

counseling）、「婚姻／伴侶與家庭諮商」（couple／marriage family counseling）、「復健

諮商」（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和「諮商師教育」（counselor education）、「諮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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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counseling psychology）等；其中諮商心理師之執照考試，在美國為需要博士學

位，一般也將諮商師教育和諮商心理等學程，規劃於博士層級學位，而社區心理、社

區諮商等，則碩博士層級均有。國內目前雖有在師資上強化社區諮商之趨勢，但仍未

有明確設立社區心理學或社區諮商實務之博士班，新竹地區因鄰近科學園區，對於心

理健康預防和社區心理服務之需求極深且亟需，社區心理與諮商實務研發，為極具前

瞻性之重要領域和課題。 

（三）「組織心理與諮詢」（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 consultation）：從長期與企業組織

和相關產業之合作脈絡，以及鄰近新竹科學園區之地緣背景，本系所「工商與組織心

理」學群在此波系所整併與師資整合，建構了大學部人力資源專門學程（第二專長）、

大學部與工商心理域相關的實務課程，以及研究所碩士班工商心理組、碩士在職專班

工商心理組，著重於組織心理與行為研究、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以及消費心理與行

銷品牌管理等領域探究，特色於心理與管理的學理整合，並強化心理諮商諮詢與組織

企業實務之合作。本組博士層級規劃主要著重於提供組織與企業中高階人員，從實務

場域議題為關注焦點，探究與人事、組織和行銷三方面有關的實際課題，並能朝向高

階的組織領導與專業諮詢角度，來研發有效協助企業組織發展或員工成長之策略方案，

也在時代脈動與科技發展的變動中，將工商組織心理學的前沿知能從企業諮詢實務中，

開展出更適切於華人組織管理、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以及消費與行銷管理等的實踐

知識。 

 

二、致力於實務人才精進與專業模式研發，回應國家人才培育及社會發展需求 

 

  在當前因廣設大學與長期學用落差失衡，而使高等教育受到各界關注等背景下，致力於

實務人才專業精進與研發有益於社會場境之專業模式，顯得特別的重要與急需；本系所博士

班之提出，以長期所耕耘關注的學校、社區和組織等場域為重點，企盼能朝向優質領導人才、

投入實踐專才或高階模式研發人才等來培育，高度且前瞻的符合當前與未來社會發展需求。 

  在學位授予與創新發展方面，心諮系博士班之發展初期以培育實務研究導向的博士為主，

強化在學校、社區和組織場域之教育心理與人群發展等專業深耕；未來可逐漸再進階整合相

關師資力量和範疇，朝向心理學專精研究或實務研發之培養邁進，以實務導向設計課程模組

與畢業條件，深化博士班培育之社會需求銜接，實質強化實務應用與實踐能力。 

 

三、以心理學多元場域應用，結合本校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需求 

 

（一）心理學作為理工與人文潛質、全人康健生活培育的橋樑 

  秉持「博雅共學、人文關懷、弘達致善、專業實踐」之精神，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在合

併與多元師資融入之時刻，立基於清華，回應社會時代與產業需要，企盼能以心理學之多元

場域應用，強化在地實踐並著眼國際合作。參酌 2016 年 12 月 7 日校方所舉辦之校務發展諮

詢委員會建言，合校後的關鍵時刻，應採取寬廣格局，發揮整合與創新之效益，在理工背景

為強項之清華學園，學生之教育、人文精神、心理素質和人生發展等課題，均為未來志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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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度養成之核心；而心理學作為一門探究「人」的學門，特別是連結科學與人的重要橋樑，

更是整合人生發展向度上不可或缺的學門智識，應用領域的心理諮商（學校與社區諮商、輔

導、諮詢）、教育心理（認知與社會文化心理）、工商心理（人力資源與行銷）等，更是協

助學生全人發展的重要底醞。長遠耕耘對清華學子和畢業生等，未來立足於社會後的自我統

整、領導力卓著、生活平衡、人生發展、康健幸福與家庭和諧等，均是能直接提供實質的增

益和促進。 

  對於本校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需求，部分委員也提到，兩校合併是很好的機會，應集中

資源人力、發展重點，一加一大於二，走出新方向，重點在於擇定能加以前瞻發展之目標和

平台重點，擬定短中長程計畫。作為科學與教育、人文和藝術銜接橋樑的心理學門，也適逢

於整併過程以應用心理學和專精諮商為主，融入了學習科技所、師資培育中心、人力資源所

等多元師資，體現一加三擬大於四、五的宏願，積極以妥善規劃和增設博士班為志，盼能補

強與積極協助或引領、創建本校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 

 

（二）與新進藝術學院及教育學院內部之跨專業整合 

  對於走出全新的高格局、大願景，打造臺灣最不一樣的藝術及教育學院，心理學應用領

域的前瞻發展和跨專業整合，均可作為最具整合力的專精學門。以未來科學研究與藝術學門

之整合：視覺認知實驗、聽知覺之心理認知基礎、視動協調與動作發展、藝術家學習歷程、

兒童音樂認知心理、各類型藝術治療、音樂治療、多元表達性心理治療、園藝治療、冥想紓

壓身心整合療癒等方向，均是可合作研發之重點，上述之部分課程亦於新竹教育大學心諮系

時期，已經有多年之開課和課題開展基礎，值得再加以發展。而未來與教育學門之整合方面：

嬰幼兒身心發展實驗、嬰幼兒發展評估與測驗、兒童臨床心理學、障礙兒童身心評估與診斷、

兒童學習與大腦認知實驗、情緒調節與認知歷程、各類型議題之腦波實驗、兒童閱讀與眼動

實驗、壓力調適與放鬆機制之生理回饋實驗、社區文化心理調查、社區心理衛生議題探究與

健康促進、團隊領導與學習、深層領導力訓練、療癒教育與實驗教育效益、教育組織人力資

源發展、員工協助與職場健康、品牌心理與行銷、職能分析與教育訓練，以及整合心理學多

元取向和研究方法，與相關各系所、領域、教師共同發展專精前瞻領域課題，作為中長期之

學術發展整合方向。 

  在教育學院內部深度整合方面，「學校心理與諮商」博士學程組別可承接學門上原本就

以融合特殊教育、早期療育、教育心理、兒童語言與閱讀能力發展、兒童測驗與評量、兒童

臨床心理衡鑑、戶外體驗教育、休閒心理與教育、學習心理、學校系統組織心理和學校諮商

輔導等課題，與教育學院內部各系所發展跨領域研究和教學授課融合。「社區心理與諮商」

博士學程組別則可積極從社會教育、社區營造、園藝治療、環境教育、身心整合療癒、網路

心理、多元文化教育與諮商等課題，與教育學院內特定系所發展前瞻的社區介入和實驗模式

之研發。「組織心理與諮詢」博士學程組別，則為各類型教育或社區領域皆共同需要之實務

學門，對於從幼兒園所到大專院校之學校組織、民間教育企業、非營利組織或基金會、社會

企業或社區組織、運動團隊與士氣、勞工團隊或組織等，均能在實務諮詢介入和特定議題上

有更多的整合和跨域對話。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212 頁，共 378 頁



23 

（三）與原有清華相關學院與教學之跨專業對話與助益 

  所規劃之三組博士教學分組，在「學校心理與諮商」部分可帶動校內對校園相關議題之

研究關注，對當前缺乏對「大專學務與學生輔導」研究的台灣高教，能有其領導契機與先行

發展；而在認知神經科學、知覺心理與認知心理領域，與理工學門的人工智慧、人因工程、

類神經研究領域、人機介面等均可有所對話和發展合作。「社區心理與諮商」未來與清華的

對外連結和社會參與能有很緊密的結合，除了成立社區心理諮商與諮詢研究中心，可對內創

新以關懷員工、校友、家庭等為基礎提供各類型心理服務，並擴及對外至社區、企業和一般

有諮商、諮詢需求之民眾，博士班之人員素質具備精良的實務能力，對前瞻的社會服務能更

從具備領導力角度加以投入；而在社區心理研究議題上，與人文社會學門領域之老師也能展

開相互的對話座談與發展合作機會，在社會服務、資源賦能、群體動力、社區精神衛生、生

命史與心理傳記、社區災難與救助、社區總體營造與服務學習團隊帶領等議題，均能有更多

的跨界學習和交流。而「組織心理與諮詢」則以心理為基底，可在人力資源、教育訓練發展、

領導力與團隊績效促進、廣告與品牌行銷、員工協助與職場健康等，與商管領域之教師和學

門積極展開合作和交流。 

 

（四）清華心理學之展望：跨域理論研究與實務研發的平衡 

  「科技始於人性」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個概念；而人性的探究，常進展於有架構的理學

推演和心學實踐。總結上述之學術發展重點與校內整合觀點，著重於心理學之諮商、工商心

理實務，與科技、管理和社會科學等校內既有強項之合作研發，可為未來增設心理與諮商博

士班的優勢，科技的心理與諮商應用、心理與諮商概念的科技融入，可雙向流動與發展。以

「心理學」整合科學技術與人文藝術視域，兼具理學與心學傳統，作為橫跨生理、心智與社

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的中西合璧知識學門；心理學門等，也可作為：科技與人

性、科技與人類有機體、科技與人文社會等重要的跨域橋梁。 

  展望增設博士班後提升心諮系的學術能量，著重於實證—實踐—實用的心理學整合研究，

藉此平台可積極開創不同於傳統基礎心理學、或突破傳統侷限於單一實務操作之心理學工作

場域應用。若具有願景性的來思考，未來清華的心理學發展理念，可朝下列幾個方向發展

（TH-PSY）： 

1. Technology 科技機電與人群需求關注：機電科技與人類發展需求的雙軌交會，例如兒

童發展、失能評估復健、老齡居家、家庭生活、照護需求等細微的身心功能與康健需

求等。 

2. Holistic 全人關懷與新興議題研發：朝向全人觀點的人類機體發展與高層功能的跨域

研究，涵蓋天(存在性與意義追尋)/地(物質環境與介面)/人(人際互動與各層關係)/我(自

我發展與成長)的意識、知覺、認知、情緒、溝通、決策等人類研究與潛能發展等。 

3. Positive 正向發展與福祉科學建構：人類幸福科學與健康福祉的創造，不再僅是解決

問題，而是積極的預防或創新，超越問題解決，著重於創造幸福與健康生活。 

4. Social Practice 社會實踐力與在地影響增能：社會實踐力與群能貢獻知識的累進，教學

上引領在地知識的實踐與研究—包含多元場域~ 教育/各級學校、社區/多元文化、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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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5. Yield Plenty 跨領域園地共耘研發豐量產出：匯集能量，橋梁性的關注社會社群發展新

趨勢，積極著手研究發展與成果展現，連線上可包括：心理與教育(E)、心理與機電(T)、

心理與服務(S)、心理與管理(M)、心理與人文(H)、心理與體健(P)、心理與藝術(A)、

心理與發展(D)等跨領域研發。 

 

四、促進實務導向研究之學術發展與國際連結，提昇本校教學品質與研究 

 

在國際化發展與實務連結深化方面，心諮系所規劃之實務博士班研修，將採前期在校修

課，課程以實務導向為主，專業實務實習赴實務組織機構、企業或國外實務導向之合作機構，

於修業過程鼓勵研究生赴海外研修ㄧ至兩年，培養博士生國際級專業能力，主責於實務學習

並從事研發工作和提升論文研究之國際連結，將與合作機構或雙聯學術單位、企業共同規劃

課程、共訂甄選條件及篩選機制，精進博士研究生在實務、學理和研究與國際連結上的學研

用合一。 

    心諮系博士班之實務與國際學術連結，規劃上採三個重要方針進行。其一，「博士前階

段實務經驗統整」（pre-doctoral practice integration）於篩選階段著重博士研究生於博士前階

段之實務經驗了解，於入學初期協助能統整和創建對自身原有實踐場域實務之統整和精進，

並能從中產出創新與具備研發性之實務研究發表。其二，「博士研修階段實務學習」（doctoral 

practice）於就學階段開始參與系所教師之研究領域和團隊，且能集結系所關注之研發課題，

與系所長期合作之產業機構單位，展開實務連結與議題導向的研發關注，從中累進研發能量

與團隊研發成果，並深化個人實務能力與獨立研究之執行能力。其三，「博士研修後期實務

實習」（doctoral internship），在國內產業機構連結方面，於博士班第三年開始進行獨立的機

構實習，於學校、社區或組織企業等，進行心理學應用與相關服務、團隊參與或督導諮詢導

向之實務實習；或是於第三年進行系列的獨立研究，積極發展研究能量。而在第四年或獨立

研究後已具備相當基礎後，展開國際學術連結與國外機構實務學術交流，與相連之國外學校

心理、社區心理或組織心理等頂尖機構，展開為期一年之實務訪學或實習，並積極展開學術

研究之合作交流（doctoral internship-over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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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發展方向與重點 

 

在當前高度工商資訊時代的社會，個人心理健康（個人的身心安適、疾病預防、壓力因

應、潛能發展，以及心理幸福感建構）與社區人群關係（家庭關係、校園氛圍、社區連結、

工作關係，以及社群網路連結）為社會高度需求；心理相關學門著重於傳統個人有機體的探

究，或單純的個人發展、性格、認知或廣泛的心理現象調查，已不足以應對當前高度變化之

時代。不同於以往僅從心理學基礎學科出發或聚焦於理論研發，心諮系所博士班將從實務議

題導向研發之主軸，來建構所屬三個學組的發展方向與重點。 

  如圖一採跨領域整合與強化實務議題等概念之建構概念所示，從傳統的基礎心理學門出

發和延伸，與諮商輔導諮詢等實務工作相結合；分為下列幾點加以說明： 

 

（一）心諮系所博士班「學校心理與諮商」組，將以認知、發展與教育心理為主體，與輔

導、諮商諮詢和多元文化與教育實務等領域相連，聚焦於人工智慧、教育與學習心理、

心理測量、學校心理、輔導、諮商／諮詢、多元文化等研究，朝向應用認知、應用統

計／測驗評量、教學與學習輔導、學校心理、正向心理等重點議題。 

 

（二）「社區心理與諮商」組，將以社會心理、社區心理與多元文化諮商為主體，與輔導、

諮詢與諮商心理和性格、社會與文化心理等領域結合，從輔導、諮商／諮詢、多元文

化、社區心理、團體工作、團體領導等觀點探究不同實務場域重要議題；包含著重於：

社會新興議題研究、社區諮商、多元文化諮商、文化心理與教育、團體動力、團隊與

服務學習、網路心理等。 

 

（三）「組織心理與諮詢」組，將以工商心理與組織實務工作為主體，與輔導、諮詢與諮商

心理和組織心理與品牌行銷等領域整合，著重團隊領導、組織心理、人力資源、行銷

管理、員工輔導與協助等向度，發展新興人力資源議題、品牌心理、職場心理健康與

EAP、員工教育訓練、用戶體驗（UX）、教練心理、團隊領導等議題。 

 

（四）在專精方法學方面，跨領域的多元運用相關研究方法與前瞻技術，包括：探究訪談、

大數據、雲端、調查、實驗、統計、測驗、評估／衡鑑、質性、詮釋、敘說、方案設

計、田野、行動研究。特別著重於新興資訊科技或重要技術的學習和研發。 

 

（五）在基礎心理學與知識整合面向，從五個重要之心理學基礎學門，包括：認知心理學、

發展心理學、性格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等，將實務發展與理論進階研究

相互對應，使能在實務研發與學理接軌等，有整全的知識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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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實務關注與研發方向 

 

  本校心諮系於兩校整併後之師資員額目前共 19 位，在專長領域上奠基於原有之基礎心理

學、教育心理學、諮商輔導和工商心理之上，目前整合分析師資員額與專長，大致可分為：

輔導諮商、工商心理等應用領域，以及認知發展與教育、社會與文化心理等專精基礎研究領

域。在發展上，未來博士班將朝向跨領域專業整合與教學研究專精發展等目標邁進，已初步

規劃教師學群能跨領域合作，朝向四個專精領域發展，分別為：「輔導與諮商心理」、「認知與

教育心理」、「社會與文化心理」、「工商與組織心理」等四個領域學群，其中「認知與教育心

理」、「社會與文化心理」同屬於專精基礎心理學研究，已於 106 年共同建構碩士班「專精心

理學組」。著眼於實務領導與研發，奠基於培育實務導向之學校與社區心理專業領導人才，擬

於博士班開設之初期，延續現有教師的專精研究領域，從進階深化、放眼國際、文化關懷與

在地實踐的宏觀願景，積極發展博士層級人才訓練與培育。相關培育規劃有下列幾項特點，

如表二摘要所示： 

 

表二：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申設博士班之教學研究領域課題摘要表 

博士班分組 結合教師教學研究專長領域 

學校心理與諮商 

學校輔導工作、學校心理與諮商、遊戲治療、表達性藝術治療、兒童

青少年心理工作、生涯諮商與輔導、大專學務與諮商、人類認知心理、

實驗心理、神經心理、測驗與統計、心理評量、兒童心理衡鑑、校園

學務系統合作、學習與動機、神經心理、發展心理、教育心理、應用

認知、應用統計 

 

社區心理與諮商 

諮商心理實務、團體諮商、家庭諮商、社區諮商、心理諮詢、多元文

化諮商、專精諮商取向、社會心理、華人性格心理、社區心理衛生、

正向心理與復原力、主觀幸福感、網路心理與諮商、性別議題、文化

心理、多元文化教育、社區心理、社會正義與倡議、心理學本土化 

 

組織心理與諮詢 

組織行為、人事心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廣告與行銷、教育訓練、

品牌心理、職涯發展、職場心理健康、員工協助、教練心理與諮詢、

團隊領導與創新、用戶體驗、大數據應用、領導力訓練與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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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心諮系所博士班學群應用實務與學理整合概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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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國際學門領域接軌與前瞻發展 

（一）「學校心理與諮商」（schoo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放眼國際，可發現與學校心理、認知心理、教育心理和學校諮商相關之領域已發展多年，

但對台灣而言，雖已經有少數相關領域研究所，但並無採整合性且直接關注於學校心理與諮

商之研究所。相關的學門與國際專業學會如下列舉： 

 

1.學校心理學會 Society of School Psychology 

http://www.apa.org/about/division/div16.aspx 

2.國家學校心理師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NASP) 

https://www.nasponline.org/ 

3.國際學校心理學會 International School Psychology Association (ISPA) 

http://www.ispaweb.org/ 

4.美國學校諮商師學會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ASCA) 

https://www.schoolcounselor.org/ 

 

（二）「社區心理與諮商」（community psychology & counseling）： 

社區心理議題與社會狀況和文化氛圍，有其高度的相關，不同於微觀的從大腦、機體、

反應或嚴謹實驗來探討人類心理現象，從較為鉅觀和生態系統觀點或華人文化層面，來探討

人與社群的心理現象，更不僅於了解現象，而能提出和研發促進改變之諮商、輔導或諮詢等

帶動模式，從社區實踐著手，開創新的社會關懷與文化引領良方，實質發揮對國家社會之正

面影響和助益。相關的學門與國際專業學會如下列舉：  

 

1.社區心理學會 Society for Community Research and Action: Division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http://www.apa.org/about/division/div27.aspx 

2.諮商心理學會 Society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http://www.apa.org/about/division/div17.aspx 

3.性格與社會心理學會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http://www.apa.org/about/division/div8.aspx 

4.社會議題心理研究學會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 （SPSSI）  

http://www.apa.org/about/division/div9.aspx 

 

（三）「組織心理與諮詢」（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 consultation）： 

心理與管理等學門領域，長久以來分屬於不同的學群歸屬和學術單位，然而牽涉「人」

的發展、成長、改變、進展與幸福等知識，始終是心理與管理兩學門所共同關注的；從心諮

系多年來發展人力資源、團隊領導學習、員工協助與職場健康、品牌行銷與管理等領域課題，

更發現管理的精深，始於對「人」心理的了解，也來自關懷與協助「人」的實踐經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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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寬廣的包含工商心理領域、人力資源管理領域、員工發展與成長、行銷與品牌議題，以及

關注各類型組織（包含企業、非營利、民間／政府等組織內外部）與「人」有關的組織專業

議題，均是外部專家（博士級的組織心理學實務專家）可提供專業諮詢的場域。美國心理學

會亦有兩支與工商組織心理相關的分支領域學會，分別為工商組織心理，以及諮詢心理學，

本組的規劃即前瞻的以實務諮詢導向來促進組織與個人發展，界定為組織心理與諮詢。相關

的學門與國際專業學會如下列舉： 

 

1.諮詢心理學會 Society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http://www.apa.org/about/division/div13.aspx 

2.工商與組織心理學會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SIOP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的分支機構）     

http://www.apa.org/about/division/div14.aspx 

3.消費心理學會  Society for Consumer Psychology, SCP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的分支機構）  http://www.myscp.org/ 

4.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Academ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ttp://www.ahrd.org/ 

5.美國訓練與發展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 Development （ASTD） 

http://www.astd.org/ 

6.美國廣告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Advertising, AAA）  http://www.aaasite.org/ 

7.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 

https://www.ama.org/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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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學術趨勢與發展分析 

  茲整理相關學術領域與研發之重要趨勢和發展議題，並對應本系所教師教學研究專長領

域，加以分析和勾勒博士研究階段與研究領域課題投入之發展方向，如表三所示： 

表三：對應學術趨勢發展與重要課題之教學研究領域摘要表 

博士班分組 學術趨勢與發展 結合教師教學研究專長領域 

學校心理與諮商 

（schoo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個體差異與測驗評量 

測驗與統計、心理評量、兒童心理衡鑑 

發展心理、教育心理、應用認知、應用統計 

項目反應理論、電腦適性測驗 

人類認知與腦神經科學 
人類認知心理、實驗心理、神經心理、學習

與動機、情緒心理學 

K-20 學校諮商輔導生態系

統團隊合作取向 

學校輔導工作、學校心理與諮商、兒童青少

年心理工作、生涯諮商與輔導、大專學務與

諮商、校園學務系統合作 

多元媒材表達治療輔導 遊戲治療、表達性藝術治療、藝術治療 

社區心理與諮商
（community 

psychology & 

counseling） 

社區心理衛生與健康議題 

社區心理衛生、正向心理與復原力、主觀幸

福感、網路心理與諮商、社區心理學研究、

社會正義與倡議 

家庭與社區系統工作 家庭諮商、社區諮商、性別議題、家庭發展 

華人社會文化心理議題 
社會心理、華人性格心理、文化心理、多元

文化教育、多元文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 

社區多元工作專精模式 
諮商心理實務、團體諮商、心理諮詢專業、

專精諮商取向 

組織心理與諮詢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 

consultation） 

品牌心理與行銷管理 廣告與行銷、品牌心理、電子商務 

學習型組織創構 
教練心理與諮詢、團隊領導與創新、領導力

訓練與促進 

員工協助與職場健康 職涯發展、職場心理健康、員工協助 

人力資源管理新趨勢 組織行為、人事心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數位與網路社群議題 用戶體驗、大數據應用、網路社群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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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來源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

生情形7） 

1.學生招生來源與規劃名額 
教學分組

組別 
學生招生來源 預估招生潛在數量 

規劃

名額 

學校心理

與諮商 

1. 已領有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

理師（碩士後具備在職經驗）

且於各級教育局處或學校任

職者  

2. 各級學校與教育心理輔導類

服務人員，包括碩士後任職

多年之輔導教師、專兼任輔

導人員、輔導行政人員或對

學校心理議題有高度興趣與

研究表現之教師 

3.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發展服

務業進階心理學專門研究領

域人員，如測驗公司、研究

機構人員等 

4. 社區心理與身心健康推廣機

構服務行業、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從業人員 

5. 醫療保健服務業或各級醫療

院所精神醫療實務與研究人

員等 

6. 社會工作及兒童青少年／老

年／婦女等服務工作之碩士

級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7. 就業職涯心理服務業具碩士

學歷之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

人員 

8.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

業等管理階層人才 

9. 人力資源／教育訓練／組織

企業訓練／品牌行銷等諮詢

服務業人員  

10.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人員 

1. 依據學生輔導法，中小學學校輔導教師

專業聘任約達7,000人 

2. 高中輔導教師具備碩士以上學歷亦為潛

在應考生員 

3. 大專院校學校諮商中心心理師因應心理

師國家考試，均具有碩士資格，在實務

工作數年後有高度進修與研究意願者為

極佳的潛在生員 

4. K-12之各級學校教師與輔導課程／行政

教師等，對於學校心理與學生發展議題

有興趣者 

5. 對於認知實驗、測驗評量、發展心理與

輔導等有興趣和研究熱誠者 

初期

1名 

 
(未來

暫規

劃為

3名) 

社區心理

與諮商 

1. 社區心理衛生相關單位從事心理諮商與

臨床心理之專業人員均為碩士以上畢業 

2. 精神醫療院所之醫師、心理師、社工師

或其他相關專業人員 

3. 大專院校學校諮商中心心理師均具有碩

士資格，在實務工作數年後有高度進修

且對社區諮商議題感興趣者為極佳的潛

在生員 

4. K-12之各級學校教師、輔導教師 

5. 對於社區心理、社會文化心理、多元文

化議題等有興趣和研究熱誠者 

初期

1名 

 
(未來

暫規

劃為

2名) 

組織心理

與諮詢 

1. 各類型組織之人力資源與人事部門具專

業經驗與碩士學歷者 

2. 企業管理部門中高階主管 

3. 行銷廣告部門具專業經驗與碩士學歷者 

4. 團隊與組織領導人員具專業經驗與碩士

學歷者 

5. 社福、政府、非營利組織等中高階主管 

6. 相關顧問、市調、行銷公司專業人員 

初期

1名 

 
(未來

暫規

劃為

2名) 

  

                                                      
7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221 頁，共 378 頁



32 

 

2.他校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序

號 

年度 103 104 105 105 錄取率 

學校系組 報名 名額 報名 名額 報名 名額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

輔導學系博士班(諮商心理組) 
恕難提供資訊 17 3 13 2 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

輔導學系博士班(教育心理、測

驗科技組) 
恕難提供資訊 23 9 17 8 17％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

學系博士班 
9 7 8 7 20 6 30％ 

3 
國立暨南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

資源學系博士班 
7 5 6 4 18 4 22％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

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班 
恕難提供資訊 恕難提供資訊 19 6 32％ 

5 

台灣大學心理系一般心理組

(基礎心理學與工商心理學) 
11 9 12 7 21 6 29％ 

台灣大學心理系臨床心理組 2 5 5 3 4 0 0 

*電詢調查時間:2016.12 

 

3.入學方式及選才機制： 

     鑒於社會高度需求與心理學發展於現代社會有其需要性，相關心理師之人才均為碩士層

級而亟需進修管道，多元應用心理學領域之博士進修空間極少，心諮系所之博士班設立有其

高度需要和實質效益。講求整體採強化實務和建構實務導向研究能力之思考，培育實質能回

應社區諮商、學校輔導與教育、社會實踐場域和企業組織需求之博士專業實務人才。相關招

生比重強調實務能力與經驗（預計佔 60%），也同時考慮學術與個人專業發展、研發強項與

研究潛能（預計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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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8、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7、就業領域

主管之中央機關9） 

 

組別 畢業生就業進路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

數 

就業領域主

管中央機關 

學校心理與諮商 

1.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2. 各級學校與教育心理輔導類服務

行業 

3.進階心理學專門研究領域 

在職進修、博士後

創業或投入業界實

務領導與研發工作 

教育部 

中央研究院 

社區心理與諮商 

1. 社區心理與健康推廣機構服務行

業 

2. 醫療保健服務業 

3. 社會工作及兒童青少年／老年／

婦女 

4. 就業職涯心理服務業 

在職進修、博士後

創業或投入業界實

務領導與研發工作 

衛生福利部 

組織心理與諮詢 

1.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 

2. 人力資源／教育訓練／組織企業

訓練／品牌行銷等諮詢服務業 

3.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在職進修、博士後

創業或投入業界實

務領導與研發工作 

經濟部 

勞動部 

 

 

                                                      
8
 可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

(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479&CtUnit=566&BaseDSD=7&mp=1)填列。 
9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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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

注情形） 

 

一、系所中長期發展與博士班增設需求。 

 

  心諮系所之中長期規劃，經合校後系務會議與院務發展諮詢會議研商，初擬定於 105~107

學年度逐年增聘優秀師資，申請設立博士班。加強國際學術合作及交流，與國外優秀大學相

關系所建立長期合作或發展雙聯學位；擬延聘國外客座教授，增進理論及實務交流機會。 

 在實務教學與研究方面，配合系所專業發展，近期成立認知心理實驗室、表達性治療教

學中心，以及心理測驗評量實務教研室；另規劃成立院級“社區諮商與諮詢研究中心”，持續

結合學校輔導、社區諮商及企業組織諮詢等實務社區服務和研究。所申設之博士班與在地連

結深化、未來人才培育和精進、國際競爭力等，均有直接的促進和增益，對系所發展至為重

要，茲採表格對應說明如下： 

 

發展方

向 
規劃要項 策略目標 博士班增設 

在 地 連

結 

1. 鼓勵教師開設具有整

合 性 與 開 創 性 的 課

程，並利用與鄰近新竹

科 學 園 區 的 地 利 優

勢，尋求可能的合作方

式與交流方案，期能引

領學生從實務參與中

帶動未來前瞻就業力

和深化在地社群組織

服務連結。 

2. 積極延聘聲譽卓著的

專家學者，舉辦系列演

講與工作坊等學術活

動，建立學術連結並促

成跨領域的學術合作。 

1a：增設院級研究中心：社區諮商與

諮詢研究中心，延續長期關注學

校心理輔導、社區心理諮商、組

織心理諮詢等實務和區域服務，

集結在地實務與研發能量，共創

更具實踐力和創造研發成果之空

間。 

2a：與在地重要學會聯合舉辦系列演

講與工作坊等學術活動，或申請

教育部／科技部／衛福部專案，

強化系所師生與區域輔導教師、

社區諮商專業、學校心理師、大

專學務輔導員、人力資源管理師

等之實務發展與精進。 

實務上能協助

實務研究型中心

之建立，強化在

地連結服務和研

發；並多元管道

的集結社區人才

與實務動能。 

未 來 人

才培育 

1. 本系所依據學群專門

領域分為諮商心理組

（輔導與諮商心理學

群）、專精心理組（認

知與教育心理學群，以

及社會與文化心理學

群）、工商心理組（工

商與組織心理學群）；

擬在各學群發展上均

從教學研究與實務研

發之方向發展，雖各學

群均已有老師併入，但

3a：逐年聘任教師（105、 106 及 107

學年度各一位） 

3b：積極規劃申請成立博士班，朝創

新實務模式研發與在地實踐研究

發展。 

4a：增設＂認知心理實驗室＂：與學

院共同建構實驗室，除以教學優

先外，亦歡迎院內各系所教育心

理與認知領域之師資，共同使用

實驗室進行相關研究。 

4b：充實系所教學空間與設備：包

參與各領域研

究中心、實驗室

和實務教學等事

務，從實作中培

育基礎能力，也

從實踐中建構未

來社群介入之專

業實務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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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積極聘任優秀師

資，以補足重要專長領

域、強化跨領域之創新

研究能量。 

2. 提供良好的教學研究

環境，積極鼓勵同仁發

表期刊論文以及撰寫

學術專書；並鼓勵同仁

努力爭取各種學術獎

項。 

含、＂心理測驗與評量實務教學

教室＂，以及＂諮商實務教學中

心＂，目前應對研究生人數每年

日間約 130 位，夜間在職 70 位研

究生，亦急需研究生研讀之基本

空間。 

國 際 競

爭力 

1. 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資

源連結與國際交流合

作 

2. 實務研究團隊帶動與

研究國際化接軌 

5a：邀請國外重要學者進行短期訪問

或合作研究；舉辦具有指標性意

義的國內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每

年至少一場。 

5b：建構與發展＂表達性藝術治療教

學研究中心＂與藝術治療海外院

校國際合作學位學程合作聯合培

育人才。 

5c：與美國、大陸和東南亞頂尖學校

心理與諮商學系院建構常規合作

或發展雙聯學位，且編列經費進

行海外卓越前瞻系所交流與教師

交換、積極招募國際學生，並補

助雙聯學位或短期海外進修學生

獎助學金。 

5d：每學期開設一門採英語教學之專

業課程。 

6a：延聘國外客座教授 2 名（暫規劃

分別於 106、 107 學年度各一

位），增進教學精進充實、國際

交流合作並積極帶動系所教師之

研究能量與力量。 

博士班進階教

育與海外國際連

結的強化高度相

關，對於國際研

究接軌的可能性

也將大幅提升；

博士班能實質增

益系所國際能量

與提升研發水平 

 

  二、系所未來發展與資源挹注需求 

 

  承上，心諮系所若於博士班設立後，擬朝上述願景與可行之方向發展；除積極向系所

友和社會各界募款，亦期學院和校方給予相關基本開設要件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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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請敘明具

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 

 

一、課程結構、設計原則與特色 

（一）規劃畢業學分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博士班之畢業學分數，規劃設定為 32 學分（不含論文）。 

 
 第一、二學年 第三、四學年 

必(選)修 必修 必選修 選修 選修/畢業要求 

課程 

領域 

研究方

法、專題

研討 

專精方

法學 

專業心理

領域研究 

心理實務

應用研究 

專精領域

議題研究 

專業實

習/獨立

研究 

海外實

習/ 

研究 

論文 

學分數 7 3 6 6 6 4 0 0 

 合計 32 學分 

 

（二）課程結構與修課階序規劃 

  心諮系博士班之修課結構與進程可分為四個階段與架構，分別為： 

1. 研究與導向階段：完成必修課程（研究方法、共同與分組專題研討等），共 7 學分。 

2. 共同必修與必選核心課程：包含專精方法學選一（3 學分）、專業心理領域研究選二（6

學分），以及心理實務應用研究選二（6 學分），共 15 學分。 

3. 分組選修課程：包含專精領域議題研究課程選二，共 6 學分 

4. 專業實務實習/或獨立研究：規劃於第三年之實務實習兩學期或進行獨立研究，共 4

學分；延伸進行第四年之海外研修與國際實務研究合作，並完成系列研究與論文。 

  

二、專業實務導向與課程分流規劃 

  應用心理學方法，著重於實務導向之專業服務方法選修；分組核心課程亦著重於實務研

發與應用研究之開展，亦包含基礎心理學領域研究之實作能力培養，朝學校、社區與組織等

三個實踐場域，發展課程分流規劃。整體課程架構與設計如下表摘要所示：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226 頁，共 378 頁



37 

 課程領域 學分 學校心理與諮商組 社區心理與諮商組 組織心理與諮詢組 

必
修 

研 究 方
法、專題研
討 

7 

心理學研究方法：設計與科技應用 
心理與諮商前瞻議題研討 

分組必修 
學校心理學專題研討 社區心理學專題研討 組織心理學專題研討 

必
選
修 

專精方法
學 

3 

 專精方法學課程 

方法論 心理學知識論專題＊ 

量化研究 

高等統計與套裝軟體 
測驗理論與編製 
心理計量專題 
多變項統計分析 
試題反應理論 
結構方程模式 
電腦化適性測驗 

實驗設計與分析 
實驗設計 
認知神經科學分析方法導論 

質性研究 
質的研究法 
行動研究 
敘說心理與研究 

專業心理
領域研究 

6 

共同選修 

基礎心理學 

高等發展心理學 
高等社會心理學 
高等認知心理學 
高等性格心理學 
高等教育心理學 

跨領域前瞻 

認知神經科學專題 
戶外體驗教育專題研究 
性別與家庭專題研究 
數位學習與評量研究 
品牌管理專題研究 
使用者經驗專題 
老齡心理與生活專題 
正向心理學研究 
大數據分析應用 

心理應用
實務研究 

6 

共同選修 

預防與發展促進 
成人發展與家庭關係 
生涯諮商專題 
生涯與職能發展專題 

評估介入與服務 

團體動力與介入專題研究 
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 
心理諮詢實務專題研究 
員工協助與職場健康 

專業發展與培訓 

訓練與發展專題 
教練心理學專題 
諮商實務督導 
領導心理學專題 

選
修 

專精領域
議題研究 

6 

分組選修 
學校心理與諮商組 社區心理與諮商組 組織心理與諮詢組 

學習評量與輔導研究 
學務諮商輔導專題 
親師諮詢與家長支持
兒童心理診斷與介入專題
情感神經科學專題 
兒童學習與記憶策略 
情緒行為障礙與輔導 

文化心理學專題 
婚姻與家庭諮商研究 
社區心理衛生研究 
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 
團體專業工作研究 
多元文化諮商研究 
社區營造與終身教育專題 

消費心理學專題 
組織發展與創新 
團隊管理專題 
廣告心理學專題 
人事心理學專題 
企業諮商與諮詢專題 
組織諮詢實務專題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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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畢
業
要
求 

專業實務
實習/獨立
研究 

4 專業實務實習 

諮商與諮詢專業實習一 
諮商與諮詢專業實習二 

獨立研究 
獨立研究一 
獨立研究二 

海外實習/
研究 

0  

論文 0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共同必修 課程內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任課 
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一上 
心理學研究方法：設計
與科技應用 

3 必修 劉政宏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博士 

教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
心理與教育統計、認知與學
習 

一下 
心理與諮商前瞻議題
研討 

1 必修 林旖旎 專任 
美國愛荷華大學 

心理諮商與人類
發展學系博士 

心理諮商與治療、心理社會
發展 

 合計 4 4     

分組必修 課程內容 

一上 學校心理學專題研討 3 

 

曾文志 專任 

美國堪薩斯州立
大學諮商與教育
心理學系哲學博
士 

正向心理學與復原力、阿德
勒諮與治療、樂高治療及認
真玩 

一上 社區心理學專題研討 3 許育光 專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兒童臨床心理學、團體實
務、敘說與成長、人際動力
諮商、早療與家庭諮詢 

一上 組織心理學專題研討 3 張婉菁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人
力資源管理博士 

組織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
與發展、職場心理健康、複
雜科學在組織與管理研究
的應用 

專精方法學必選修 課程內容 

一上 高等統計與套裝軟體 3 

必 選
一 

高淑芳 專任 
美國愛荷華大學
心理學博士  

認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
心理與教育統計、量的研究
法 

一下 質的研究法 3 陳殷哲 專任 
美國賓州州立大
學人力資源發展
博士 

人力資源發展、教育訓練與
發展、生涯發展與規劃、職
能發展 

一下 實驗設計 3 詹雨臻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博士 

認知神經心理學、幽默與情
緒、動機與記憶 

一下 測驗理論與編製 3 王振世 專任 
美國伊利諾大學
香檳校區教育心
理學博士 

心理與教育測驗、測驗編
製、高等統計、量的研究法 

一下 心理計量專題 3 陳承德 專任 
國立中正大學心
理學博士 

心理計量、試題反應理論、
應用統計 

二上 行動研究 3 劉淑瀅 專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輔導與諮商實習、性別教
育、學校輔導與諮商、諮詢
心理、行動研究 

二上 多變項統計分析 3 王振世 專任 
美國伊利諾大學
香檳校區教育心

心理與教育測驗、測驗編
製、高等統計、量的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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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博士 

二上 試題反應理論 3 陳承德 專任 
國立中正大學心
理學博士 

心理計量、試題反應理論、
應用統計 

二上 
認知神經科學分析方
法導論 

3 詹雨臻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博士 

認知神經心理學、幽默與情
緒、動機與記憶 

二上 心理學知識論專題 3 陳舜文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系博士 

社會心理學、學習與動機、
心理學知識論、道德心理學 

二下 敘說心理與研究 3 李正源 兼任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研
究所博士 

心理諮商與治療 

二下 結構方程模式 3 陳承德 專任 
國立中正大學心
理學博士 

心理計量、試題反應理論、
應用統計 

二下 電腦化適性測驗 3 陳承德 專任 
國立中正大學心
理學博士 

心理計量、試題反應理論、
應用統計 

 合計  3     

專業心理領域研究 必選修科目 課程內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任課 
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一上 高等發展心理學 3 

必 選
二 

吳怡珍 專任 
喬治亞大學 

諮商心理學系博
士 

多元文化諮商及心理諮商
督導、多元化教學及心理諮
商治療法、認知行為治療、
物質成癮治療、 

一上 高等社會心理學 3 陳舜文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系博士 

社會心理學、學習與動機、
心理學知識論、道德心理學 

一上 認知神經科學專題 3 詹雨臻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博士 

認知神經心理學、幽默與情
緒、動機與記憶 

一下 高等認知心理學 3 高淑芳 專任 
美國愛荷華大學
心理學博士  

認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
心理與教育統計、量的研究
法 

一下 高等性格心理學 3 姜兆眉 專任 
加拿大麥基爾大
學教育與諮商心
理學系博士 

質性研究、創傷與暴力議
題、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議
題、性別議題、諮商督導、
諮商專業發展 

一下 
戶外體驗教育專題研
究 

3 謝智謀 兼任 

印第安那大學休
閒 行 為 哲 學 博
士：主修體驗教育
與冒險治療 

戶外冒險教育與領導、冒險
治療（野外心理治療） 

體驗教育引導反思、戶外安
全與風險管理 

二上 高等教育心理學 3 劉政宏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博士 

教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
心理與教育統計、認知與學
習 

二上 性別與家庭專題研究 3 劉淑瀅 專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輔導與諮商實習、性別教
育、學校輔導與諮商、諮詢
心理、行動研究 

二上 數位學習與評量研究 3 王子華 兼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科學教育研究
所資訊科學組博
士 

數位學習、行動學習、數位
評量、評量素養、科學教
育、跨領域教育、數位即時
回饋策略、學習科技融入教
學 

二上 品牌管理專題研究 3 高登第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企
管系管理博士  

工商心理（消費心理）、品
牌管理、廣告心理、組織行
為、行為決策 

二上 使用者經驗專題 3 蔡志浩 兼任 
伊利諾大學香檳
校區教育心理學
系 

認知科學（認知心理學、人
工智慧、語言學）、閱讀心
理、使用者經驗設計與研究 

服務體驗研究、眼球追蹤技
術、實驗設計、脈絡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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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 老齡心理與生活專題 3 黃植懋 兼任 
美國伊利諾大學
香檳分校大腦與
認知心理學博士 

認知神經科學、神經認知老
化、神經可塑性、腦造影技
術、神經電生理、銀髮心理
與生活 

二下 正向心理學研究 3 曾文志 專任 

美國堪薩斯州立
大學諮商與教育
心理學系哲學博
士 

正向心理學與復原力、阿德
勒諮商與治療、樂高治療及
認真玩 

二下 大數據分析應用 3 
 

區國良 兼任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博士 

人力資源發展、行動學習、
巨量資料分析、學習科技、
虛擬實境 

 合計  3     

心理應用實務研究 共同必選修科目 課程內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任課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一下 
團體動力與介入專題
研究 

3 

必 選
二 

許育光 專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兒童臨床心理學、團體實
務、敘說與成長、人際動力
諮商、早療與家庭諮詢 

一下 訓練與發展專題 3 張婉菁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人
力資源管理博士 

組織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
與發展、職場心理健康、複
雜科學在組織與管理研究
的應用 

一下 成人發展與家庭關係 3 吳怡珍 專任 
喬治亞大學 

諮商心理學系博
士 

多元文化諮商及心理諮商
督導、多元化教學及心理諮
商治療法、認知行為治療、
物質成癮治療、 

一下 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 3 王文秀 兼任 
美國賓州州立大
學諮商師教育系
博士 

個別與團體諮商、諮商督
導、遊戲治療、諮商專業倫
理 

二上 
心理諮詢實務專題研
究 

3 劉淑瀅 專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輔導與諮商實習、性別教
育、學校輔導與諮商、諮詢
心理、行動研究 

二上 教練心理學專題 3 錢美春 兼任 
美國 Regent 大學
策略領導學博
士：主修教練心理 

人生教練、企業教練 

二上 生涯諮商專題 3 施香如 專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諮商理論及實務、團體諮
商、諮商督導、生涯輔導與
諮商、網路心理與行為、憂
鬱自殺防治 

二上 諮商專業督導 3 施香如 專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諮商理論及實務、團體諮
商、諮商督導、生涯輔導與
諮商、網路心理與行為、憂
鬱自殺防治 

二下 生涯與職能發展專題 3 陳殷哲 專任 
美國賓州州立大
學人力資源發展
博士 

人力資源發展、教育訓練與
發展、生涯發展與規劃、職
能發展 

二下 領導心理學專題 3 吳淑鈴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博
士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組織
行為、組織理論、國際人力
資源管理、管理心理學 

二下 員工協助與職場健康 3 朱惠瓊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諮商組博
士 

藝術治療、夢工作研究、家
族與婚姻諮商研究、員工協
助與職場健康 

 合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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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心理與諮商組 專精領域議題研究課程內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任課 
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一下 學習評量與輔導研究 3 

必 選
二 

劉政宏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博士 

教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
心理與教育統計、認知與學
習 

一下 學務諮商輔導專題 3 林旖旎 專任 
美國愛荷華大學
心理諮商與人類
發展學系博士 

心理諮商與治療、發展心理
學、心理社會發展、諮商輔
導教學與訓練 

二上 親師諮詢與家長支持 3 朱思穎 兼任 
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分校特殊教
育博士 

應用行為分析、學前特殊教
育課程與教學、多元文化回
應教學與教師效能、親師合
作與家庭支持 

二上 
兒童心理診斷與介入
專題 

3 朱春林 兼任 
美國 Forest 專業
心理學院臨床心
理學博士 

心理病理學、臨床心理衡
鑑、動力取向心理治療、性
別心理學 

二上 情感神經科學專題 3 詹雨臻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博士 

認知神經心理學、幽默與情
緒、動機與記憶 

二下 兒童學習與記憶策略 3 陳湘淳 兼任 
國立中正大學心
理學博士 

工作記憶發展與測量、學習
與記憶策略、眼動研究、訓
練研究 

二下 情緒行為障礙與輔導 3 孟瑛如 兼任 
美國匹茲堡大學
特殊教育博士 

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精
神醫學研究) 

 

社區心理與諮商組 專精領域議題研究課程內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任課 
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一上 文化心理學專題 3 

必 選
二 

陳舜文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系博士 

社會心理學、學習與動機、
心理學知識論、道德心理學 

一上 婚姻與家庭諮商研究 3 朱惠瓊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諮商組博
士 

藝術治療、夢工作研究、家
族與婚姻諮商研究、員工協
助與職場健康 

一下 社區心理衛生研究 3 許育光 專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博士 

兒童臨床心理學、團體實
務、敘說與成長、人際動力
諮商、早療與家庭諮詢 

二上 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 3 陳舜文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系博士 

社會心理學、學習與動機、
心理學知識論、道德心理學 

二上 團體專業工作研究 3 吳秀碧 兼任 
美國科羅拉多諮
商心理學博士 

團體實務、哀傷諮商、諮商
督導 

二下 多元文化諮商研究 3 姜兆眉 專任 
加拿大麥基爾大
學教育與諮商心
理學系博士 

質性研究、創傷與暴力議
題、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議
題、性別議題、諮商督導、
諮商專業發展 

二下 
社區營造與終身教育
專題 

3 張瑋琦 專任 

日本國立千葉大
學 人間地球環
境科學專攻  學
術博士 

應用人類學、在地食物系
統、食農教育、社區營造與
文化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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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心理與諮詢組 專精領域議題研究課程內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任課 
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一上 消費心理學專題 3 

必 選
二 

高登第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企
管系管理博士  

工商心理（消費心理）、品
牌管理、廣告心理、組織行
為、行為決策 

一下 組織發展與創新 3 江旭新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企
業管理博士 

品牌人力資源、行銷管理、
組織行為 

一下 團隊管理專題 3 陳殷哲 專任 
美國賓州州立大
學人力資源發展
博士 

人力資源發展、教育訓練與
發展、生涯發展與規劃、職
能發展 

一下 廣告心理學專題 3 高登第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企
管系管理博士  

工商心理（消費心理）、品
牌管理、廣告心理、組織行
為、行為決策 

二上 人事心理學專題 3 張婉菁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人
力資源管理博士 

組織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
與發展、職場心理健康、複
雜科學在組織與管理研究
的應用 

二上 企業諮商與諮詢專題 3 蕭文 兼任 
美國密蘇里大學
諮商心理學博士 

諮商歷程專題研究、諮商實
務、短期諮商專題、諮商督
導、幽默諮商、企業諮商 

二下 組織諮詢實務專題 3 劉兆明 兼任 
美國普渡大學博
士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工作動
機、組織文化與發展 

二下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吳淑鈴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博
士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組織
行為、組織理論、國際人力
資源管理、管理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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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師資現況及延攬規劃 

含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 

(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王振世 

胡瑄芸 國小學童自我決定動機、學業情緒與學業拖延之關係研究 

周怡蕙 國小學童的學業挫折容忍力、學業自我效能及學業拖延之關係研究 

黃郁涵 國中生社會自我效能與霸凌行為之相關研究 

蔡雅智 社會技巧課程對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正向語言行為表現之探討 

游淑惠 國內五大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之後設分析 

鍾樁涼 
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對提升國中生知覺家人關係的效果－以家人關係

課程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 名 

施香如 

葉明雯 國中初任專任輔導教師因應工作壓力的經驗探究 

蘇珮瑜 國中輔導教師運用社交網絡於個案輔導工作之歷程探究 

鍾文雄 霸凌兒童參與團體諮商之改變歷程研究 

沈淑年 國中網路受凌者受陸經驗與同儕關係之探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 名 

高淑芳 

田偲妤 情緒對注意力的影響效果 

何佳明 不同學習歷程之獎罰回饋模式對學習的影響 

鍾明諺 故事性包裝對於印象改變的影響效果研究 

林幼千 專注大腦中心禪坐法對腦波變化與情緒調節之效果研究 

黃素玉 青少年父母依附關係、情緒智能與同儕人際關係之研究 

甘露 
學校獎懲公平認知對高中職學生非理性信念與其校園違規行為間的

中介效果檢驗研究 

蔡佩如 希望感對國中生社會支持與生涯成熟的中介效果 

林葦婷 國中生父母生涯支持、成就動機與生涯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高登第 

賴昱辰 
「心中的徘徊」：時間距離、調節焦點與品牌知名度對於諮商意願程

度之影響 

簡培凱 
品牌知名度、擬社會互動與訊息多面性對於廣告效果之影響：以諮

商中心為例 

林庭 如何抓住害羞顧客的心？論產品類型、廣告訴求對廣告態度之影響 

黃立立 高中職學生依附關係、工作價值觀與生涯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 名 

張婉菁 

邱杰濰 員工韌力與正向情緒對工作績效之影響－中介效果研究 

楊宛儒 以剝奪理論觀點探討非自願性失業勞工之身心健康 

高瑞堂 以職場與家庭角色行為探討影響離職傾之因素 

羅曼玉 國中生生涯發展準備度、社會支持與生涯自我效能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 名 

許育光 

黃文潔 商管諮商人的學習之旅：返鄉與商道追尋的專業實踐敘說 

呂子豪 大學導生生涯輔導課方案發展與建構初探 

林思伶 
運用漢字投射技法於團體諮商實務之方案建構、效益分析與成員改

變歷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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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盈任 愛情諮商團體成員額體關係衝突之轉變歷程分析 

張淑芬 三位過動兒母親的英雄之旅－敘事分析探究 

吳香宜 
耕一畝心田－生活適應欠佳學童參與園藝治療團體改變歷程之敘說

探究 

劉欣蕙 憂鬱傾向青少年詩歌治療團體之成員改變歷程與實施效益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曾文志 

劉玉文 在藝療淨化中轉化苦痛－從生命循環看靈性覺醒的探究 

李東峰 
癌患家屬照顧者的受苦與意義追尋之路：從一位中年男性的自我認

同轉換旅程 

車佩娟 個體心理學近十年研究之分析：以《個體心理學期刊》為例 

呂苑頤 臺北市家鷡兩學齡期兒童接受學校輔導需求之研究 

蔡澄 與兄姊年齡差距較大之成年個體童年生命經驗敘說研究 

黃美華 實習諮商心理師遇見自我傷害個案的諮商經驗研究 

林胤國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經驗品質與主觀幸福感之研究 

陳俊言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之內容分析：以 2006 年至 2013 年

為例 

林玟伶 改善學童人際困擾之行動研究：以樂高為基礎的治療模式 

吳映青 高齡者幸福研究文獻之內容分析 

黃仲毅 正向情緒課提升國小新移民子女生活適應之行動研究 

江素英 國小高年級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創意態度與心流狀態之相關研究 

王怡雅 寬恕教育方案對國中生寬恕態度、霸凌行為與勇氣之輔導效果研究 

李玉梅 熱愛單車旅行的女性之生命史研究 

彭唯芳 以舞動超越婚變傷痛的敘說探究 

張世芸 以樂高積木遊戲方案提升國小人際關係欠佳兒童社交技巧之研究 

丁慧汶 
運用「TED」生涯故事講座介入國中學生生涯自我概念之教學實驗

研究 

謝淑琴 TED 服務價值觀主題講座介入提升國小學童服務學習態度研究 

吳毓蓉 國中輔導教師心理資本及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 

藍于珺 新竹縣國中階段學生家長親職教育需求探究 

陳麗美 笑看人生－兩位志工的生命敘說 

鍾淑玲 韌性而為：歷經長期安置機構者的生命敘說 

童才源 
利社會取向之專業電力維修工程人員災難搶修心路歷程之研究－以

台電 921 中寮變電所搶修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3 名 

劉淑瀅 

馮永霖 愛情海的浮沉-在單戀循環中掙扎的敘說探究 

賴惠敏 從討好、求好到和好：一個女子的「好」旅程 

邱郁茹 大學生愛情自尊後效之研究：以新竹市某私立大學為例 

楊懿恬 從拜託、討好到自我安在－一個女子的敘說探究 

胡瑋婷 從舞蹈、寫作與建立網路社群重構乾癬祕密的自我療癒旅程 

李雪瑩 我的回家之路－飄洋過海的追尋之旅 

胡淑貞 生命樂章的流轉－一位國小女老師中年探索的旅程 

柯孜青 以親子遊戲治療改善孩子的行為問題：一位母親的行動實踐 

張馨怡 ”狗子肥了”- 一位客冢女教師/助人工作者之自我生命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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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怡瑄 與我重新相遇－從分手又復合的親密關係尋找自我 

張鴻仁 靠岸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1 名 

林旖旎 
陳玥樺 小學教師運用輔諮知能於教學現場之經驗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 名 

陳舜文 

何迦勒 身在本地的異鄉人：臺灣基督徒的改宗與轉化學習 

吳俊逸 
志願服務目標取向對服務持續意願之預測效果：以基本需求與服務

滿意度為中介 

江欣樺 國小高年級學童友誼與寬恕之關係：認知及情感因素的中介效果 

楊立婕 高中生之英語學習動機模式—從華人文化角度探討 

魏嘉瑩 
兩種科學？大學生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論信念之差異與相關

因素之探索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 名 

江旭新 

施華煒 
家長式領導與部屬效能之跨層次關係探討：以心理擁有感為中介效

果、知覺組織支持為調節效果 

胡翠芳 
轉換型領導與工作表現之跨層次關係探討：以員工幸福感為中介效

果、心理契約滿足為調節效果 

李健瑋 
品牌知名度、購買意願與再購意願之 關係:品牌信任與知覺品質之

中介效果 

李欣晏 
品牌人力資源管理、品牌契合、品牌公民行為、顧客滿意度與顧客

公民行為之跨層次關係探討：以國際觀光旅館為例 

吳慶峰 
品牌文化、品牌承諾、品牌公民行為、顧客忠誠度與顧客公民行為

之跨層次關係探討：以國際觀光旅館為例 

鄭宇廷 
品牌文化與品牌公民行為之跨層次關係探討:品牌契合、品牌心理擁

有感之中介效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 名 

陳殷哲 

劉馥夢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情緒勞務關聯性之研究 

黃聖文 
探討組織變革不確定性對員工社會幸福感的影響-以真誠領導作為

調節變項 

余雅晴 組織政治知覺對組織依附影響之研究-以情緒智力為調節變項 

陳佳暄 探索教育對於科技業員工情緒勞務影響之研究 

劉庭芳 以領導生命週期理論建立管理職能之權重 

何采芹 以層級分析法探究國民小學人事主管職能發展關鍵準則 

王燕蓉 
以人力資源能力成熟度模型建構組織成熟度之應用研究-以類比 IC

設計 A 公司為例 

王伸仁 領隊人員工作生活品質與離職傾向之關聯性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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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  

  擬逐年編列經費，整合校本部與南大校區圖書資訊資源，補足重要

且急迫需要之相關圖書或國際重要電子資料庫，提升相關研究資源。 

 

中文圖書      冊，外文圖書     冊，     學年度擬增購    類圖書       

冊；中文期刊    種，外文期刊    種      ，     學年度擬增購    類

期刊     種。 

二、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心理與認知實驗

研究中心 
規劃中 將視申設狀況與預算協調狀況再行提出 

社區心理諮商與

諮詢研究中心 
規劃中 將視申設狀況與預算協調狀況再行提出 

表達性治療實務

教學空間 
規劃中 將視申設狀況與預算協調狀況再行提出 

心理測驗與評量

實務教室 
規劃中 將視申設狀況與預算協調狀況再行提出 

        學年度增購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

行。 

 

玖、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533.1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1.48＿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14 平方公尺。 

(三)座落本校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第二層（1/3），第六樓層(教師研究

室)。 

二、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之

改變等) 

三、 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依據合校相關規劃，未來擬於新建教育學院空間時加入博士班相關

實務與研究空間，在硬體與空間方面提升對於教學與研究之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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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一、 系所內部學門專精領域具整合優勢：以當前台灣心理領域相關博士

班而言，分為一般心理學研究所與諮商輔導研究所兩類別，清華心諮

系在此波整併中適能加以整合此兩個專精學門領域，並納入原新竹教

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之師資力量於工商心理學領域，在基礎心

理學、諮商輔導和工商心理三個領域的合作上，能朝向心理、教育、

科技與管理的跨域整合發展，具備招生優勢與可期待的社會貢獻度。 

 

二、 校內學院與跨領域合作優勢：由心理學位處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和人文傳統之間的特性，以「人」為主體的分析、探究、理解到發展

能幫助「人」的各學門應用知識（如科技、教育、管理等）等核心理

念，在清華以理工為主體且積極建構頂尖人文風範的前瞻視野下，心

理相關博士班似能於作為多重領域跨系院合作之重要橋樑之一。多元

且質量並重的心理學研究方法，能作為創意、發想和新興議題研發的

重要工具；也從清華校內豐沛的學術資源和各學院在人群生活面向的

關懷，開放的共融與交流，更滋養和豐富此博士班之發展。 

 

三、 校外實務積累與研發優勢：奠基於心諮系長年耕耘在地社群服務、

強化機構與組織聯結，以及看重學生專業實習等發展特色，於學校、

社區、組織等實務議題和現場深度分析而延伸之研究課題，從 K-12

學校心理相關議題到清華長年開創性的大學創新教育、桃竹苗社區發

展、台灣非營利組織，以及鄰近新竹科學園區組織等相關區域和脈絡

因素，期許能帶動國內不同的心理學研發視野，開創實務與研究平衡

之心理學博士班；在挹注適當資源與人才後，開展具前瞻性的研發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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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學術發表接受刊登等佐證資料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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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年度清華大學（學院）申請增設 

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博士學位學程調查表 

壹、基本資料表 

申請類別 增設 班別 博士學位學程 
本部核定產學

合作培育研發

菁 英 計 畫 年

度、名稱及名額 

1.核定年度+案名：104 學年度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2.核定名額： 

(1)碩博 5年一貫：  4  名，實際招收  4  名。 

(2)博士 4年研發：  1  名，實際招收  1  名。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 學位學程體例

填報） 

中文名稱：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Ph.D. Program in Prospective Functional Materials Industry

□全英語授課 

 

授予學位名稱 工學博士學位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立 

學年度

現有學生數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材料系 61 417 226 162 805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考試入學、碩士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 

擬招生名額 5 位 

招生名額來源 

(請務必填列) 

※（名額須由校內調整，請明確告知招生名額係由何系所調整而來，否則不予

受理。另請提報近三年全校博士班註冊率證明資料，本部將視本案實際招生狀

況予以評估。） 

一、初步名額由材料系調整，若系所名額不足，則由學校統籌調整。 

二、近三年註冊率：105 學年度 206/227=90.75%、104 學年度 223/283=78.80%、

103 學年度 226/349=64.76%。 

是否公開校內

既有系所畢業

生就業情形 

※（若填列「是」，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俾本部查閱，未公開

則填「否」。） 

是：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1-1101-1195.php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服務單位及職稱 行政助理 姓名 吳玉玲 

電話 
03-5715131 

#33830 
傳真 03-5722366 

Email yuling@mx.nthu.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例：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律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律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例為：○○學系※※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例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例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名稱並不得含有

菁英、榮譽等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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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件： 

一、校務會議通過紀錄（尚未開校務會議，待補） 

二、招生簡章預擬之招生內容 

三、課程規劃與學生退場機制 

四、※104 年度核定之計畫案，另請學校附上成果報告書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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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務會議通過紀錄 

（尚未開校務會議，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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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生簡章預擬之招生內容 

1. 甄選機制 

依本校現行「碩士班研究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附件一）及本院擬訂

「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甄選辦法（草案）」（附件二）辦理，甄選對象/條

件及流程簡述如下圖： 

 

（一） 甄選對象/條件：本院碩士班一年級學生（循碩博士五年研發一貫模式）及

博士班一年級學生（循博士四年研發模式），於修畢原就讀系、所、學位學

程碩士班核心課程，成績優異並具有研究潛力者，經原就讀系、所、學位學

程教授二人以上推薦，得向本學程申請修讀博士學位。 

（二） 甄選流程：於每年六月提出申請，備齊所需資料，經學程甄選委員會書面審

查及學程合作企業口試面談，由學程甄選委員會議決錄取名單。 

（三） 應備文件： 

(1) 修讀博士學位學程申請書一份 

(2) 歷年成績單（含大學部及研究所）一份 

(3) 教授推薦函二封以上 

(4) 研究計畫書一份 

(5) 發表論文或其他有利審查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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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媒合機制：由本系教師向學程甄選委員會建議學生名單，經由委員會書面審

查，並經合作企業甄選通過後，學生簽立並繳交切結書（附件三）後，錄取

本學程。 

 

2. 修業辦法及畢業條件： 

依照本系「材料科學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應行注意事項」（附件四）為原則調

整修業辦法及畢業條件。於 104 年 7 月 17 日 103 學年度第 1 次學程籌備會議中，通

過訂定「國立清華大學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修讀辦法」草案，並表訂於

第一年期中至第二年學程招生前，根據第一年執行實況，修訂相關辦法。105 年 4 月

21 日籌備會議中已建議未來學程修讀辦法，並於 105 年 5 月 10 日會議中通過「國立

清華大學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修讀辦法」（附件五）。 

三、 課程規劃與學生退場機制 

1. 學程核心課程： 

(1) 前瞻功能材料科技：分章節講述太陽光電與燃料電池等新式能源，銅製程積

體電路、平面顯示器、有機發光二極體、高性能微波陶瓷、輕量化高性能金

屬等節能元件，以及鈦合金與鎂合金等能源回收中關鍵「前瞻功能材料」之

製程技術與開發應用。 

(2) 前瞻功能產業特論：邀請學術界或產業界專家學者介紹「前瞻功能材料產業」

之發展現狀與未來趨勢，深化學生對「前瞻功能材料產業」認識；除介紹相

關高科技產業之發展趨勢外，亦將介紹相關產業之公司研發架構與市場規

劃，並由本學程學生組成討論小組進行產業個案分析。 

(3) 產業研發管理：邀請高科技產業高階研發主管擔任講席，介紹各公司之專精

領域、發展策略、競爭優勢與人員晉用，並講述組織管理、智財管理、研發

管理、專案管理、實例探討及創新育成等議題；同時由本院教師指導學生分

組討論撰寫產學合作計畫書（如科技部先導型、開發型、應用型產學合作計

畫及經濟部 SBIR 計畫等)。 

(4) 專利實務：介紹智慧財產權內容之全貌，並逐章講解我國現行專利法規，解

說專利法條所牽涉之智慧財產權意義，最後介紹發明專利、新型專利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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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說明書內容之撰寫，其中特別強調「申請專利範圍」之撰寫原理並闡述

專利侵權判定判斷原理等內容。 

(5) 產業實習：由本院職涯發展中心統籌安排，本學程學生須先繳交指導教授簽

署同意之產業實習申請書及實習志願表，經審核並經實習公司甄試通過後錄

取；實習結束後應依業界導師要求完成產業實習報告。 

(6) 工程倫理：舉例述說中外著名專業倫理個案，註解「工程倫理守則」內涵，

並由個案分析討論讓同學熟悉守則之應用；課程另外安排專業介紹，讓同學

具備更寬廣之思考方位以及更成熟之工程倫理。 

(7) 製造工程學：講授材料原理、高性能金屬加工製程、粉末冶金製程、陶瓷製

程、非傳統加工製程、半導體製程、表面處理及鍍膜製程等內容，並結合原

理與實務，應用於上、中、下游各項製造產業。 

(8) 材料分析：講述材料內部與表面晶體結構、微結構與化學成分之分析技術，

並介紹包含 X 光繞射儀、光學顯微鏡、電子顯微鏡、掃描探針顯微鏡、歐傑

電子能譜儀、二次離子質譜儀、核磁共振波譜儀、光譜儀、熱分析及同步輻

射與中子分析等分析儀器原理方法及應用。 

(9) 書報討論：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演講，介紹前瞻功能材料研究領域最新發展，

並透過學生報告培養其研讀科學期刊論文以及邏輯表達、口頭報告與發問答

辯之能力。 

(10) 論文：由本院教師與業界導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指導學生設計操作實驗、

邏輯思考、分析探討、成果彙整及博士論文撰寫與口試等。 

 

2. 參與研發規劃： 

(1) 企業參與課程規劃：邀請合作企業列入課程諮詢委員會參與課程設計，並由

合作企業提供高階講員參與「前瞻功能產業特論」等產業課程授課，以使課

程設計兼顧實務發展。 

(2) 企業參與研究規劃：由指導教授與合作企業業界導師共同研擬產學合作計

畫，且共同申請科技部與經濟部等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推廣科技研發成果之

產業開發應用，並由業界導師指導學生智慧財產權保護及法規分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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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界導師規劃：訂定業界導師計畫，由合作企業高階研發人員引領學生瞭解

產業趨勢及就業市場，並共同規劃指導產學研究論文；同時，透過產學合作

提供相關研究設備，強化學生之技術開發能力。 

(4) 產業實習規劃：本校訂有「全時校外實習實施辦法」，本院並訂有「全球產業

青年領袖獎學金實施辦法」，鼓勵學生學習實務經驗以提升生涯競爭力，並將

學術理論應用於實務上，強化學生之實務技術能力。 

(5) 研發人員自我學習規劃：本院提供眾多課程供本學程學生選修，職涯輔導中

心亦規劃產業演講與校外參訪讓學生瞭解產業發展近況，且提供校友連結與

產學交流等資訊供學生自我學習時程規劃參考；同時，本院產學聯盟定期會

舉辦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座談，增進學術界與產業界之交流合作，並鼓勵學

生參與瞭解產學研現況。 

 

3. 學習成效檢核系統（含淘汰機制）： 

依本院擬訂「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修讀辦法」（附件五）辦理，摘錄

重點如下： 

(1) 修課規定：除論文及書報討論外，至少須修滿 18 學分，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

至少須修滿 30 學分；其中修讀本學程課程不得少於 6 學分，選修本院大學部

課程不得超過 6 學分或 2 門課；書報討論必修兩學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

必修四學期，但不列入畢業學分。碩士班已經修過研究所課程且不在碩士班

畢業學分內，可申請抵免，最多可申請抵免 9 學分。 

(2) 安全講習：入學時須參加本校環安中心舉辦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講習並通

過，未通過前不得進行研究；原就讀碩士班期間已獲該講習證明者（三年內）

得免除。 

(3) 工程倫理：入學第一學年結束前須修習本校工程倫理教育課程並及格，未及

格者最遲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習通過，否則不得申請學位考試；該課程採

網路教學方式實施，為 0 學分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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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格考試：入學三年內須通過資格考試，否則應予退學；修習本系所開核心

課程(1.材料動力學、2.固態熱力學、3.電子顯微鏡學或 X 光繞射結晶學)平均

分數達 75 分，即算通過資格考試。 

(5) 產業實習：在學期間須參加學程合作企業提供之產業實習 1-2 年並及格，未及

格者不得申請學位考試。 

(6) 論文口試：申請畢業論文口試須符合發表 SCI 期刊論文或提出專利申請，作

者/所有權人須包含指導教授與與業界導師。 

學習成效分年檢核時程及檢核項目（方式與權重）另規劃如下： 

(1) 第一年：通過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講習（採筆試、由講師評定），並通過工程倫

理教育課程（採網路作答及評定）；同時完成部分課程修習（至少 12 學分課

程及書報討論，採筆試或報告、由授課教師評定）。 

(2) 第二年：完成所有課程修習（採筆試或報告、由授課教師評定），完成論文研

究規劃與初期研究成果報告（由本校指導教授與合作企業業界導師共同評

定）。 

(3) 第三年：通過核心課程資格考試（採筆試、由授課教師評定），並完成第一年

產業實習（採逐月工作績效評量暨全年總評、由合作企業業界導師評定）；同

時發表第一篇 SCI 期刊論文或提出第一件專利申請。 

(4) 第四年至第五年：完成第二年產業實習（採逐月工作績效評量暨全年總評、

由合作企業業界導師評定），並發表第二篇 SCI 期刊論文或提出第二件專利申

請；同時通過論文口試（由本校指導教授與合作企業業界導師共同評定）。 

4.學生退場機制 

本學程學生之學籍繼續或退學，皆依循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循碩博士五年

研發一貫模式者於五年內、循博士四年研發模式者於四年內未取得博士學位則不再

發給獎學金。本學程學生另有下列情形者將停止撥付/追繳獎學金： 

(1) 休、退學或學業成績評量結果未通過而退出本計畫者，停止撥付； 

(2) 接受其他政府獎助者，停止撥付； 

(3) 正規學期時間（包括寒、暑假）另有全職工作者（以投保薪資計算），停止撥

付，並不得因復學或就讀其他學程而再申請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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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其他因素自行申請退出者，停止撥付並追繳已撥付獎學金總額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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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4 年度核定之計畫案，另請學校附上成果報告書... 

104 年度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舊案期中執行報告書如附件所示（點下面圖

示及點二下就可以打開 PDF） 

 

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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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85 學年度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1 月 17 日 101 學年度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及台灣聯合大學系統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一年以上，成績優異並具有研究潛力者，經原

就讀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教授二人以上推薦，得向本校設有博士班之系、所、學位學

程申請逕行修讀博士學位。前項成績優異及研究潛力之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學位學程

訂定，並送教務處備查。 

台灣聯合大學系統碩士班研究生跨校逕讀博士學位，依「台灣聯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讀博

士學位作業要點」及本作業規定辦理。 

第二條 申請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應於每年七月三十一日前向擬逕讀系、所、學位學程提

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惟情形特殊者，得於第一學期期末提出申請，但以該學年度仍有

餘額為限。 

第三條 申請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須繳交下列各件： 

一、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碩士班歷年成績單一份。 

三、教授推薦函二封以上。 

四、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交之資料。 

第四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應由系、所、學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

通過，於八月三十一日前送教務長核定。其核准名額，以該系、所、學位學程當學年度博

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如遇小數點得全部進位，但招生名額不足五名者，至多以

二名為限。核准跨校逕修讀博士學位之名額，以全校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五為上限。 

第五條 核准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自核准學年起，悉照博士班一年級新生應修課程、修業

年限及成績考查之規定辦理。 

第六條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滿，通過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論

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七條 本校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未通過資格考核或因故申請中止修讀者，得檢具申請表申

請轉回碩士班就讀，經現修讀博士班及原就讀碩士班之系、所、學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

議通過，教務長核定後，得再回碩士班就讀。跨校逕修讀博士學位之碩士班研究生合於前

項情形者得檢具申請表申請轉入逕修讀博士學位之系、所、學位學程修讀碩士學位，經轉

入修讀系、所、學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通過，教務長核定後，始得轉入碩士班就讀。 

前項研究生在博士班修業期間不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年限核計，在學期中轉回（入）者，

該學期以就讀碩士班計算。轉回（入）碩士班就讀後，不得再行申請逕行修讀博士學位。 

第八條 本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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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甄選辦法（草案） 
104 年 7 月 17 日 103 學年度第 1 次學程籌備會議通過 

 

一、申請資格：本院碩士班一年級學生（循碩博士五年研發一貫模式）及二年級學生（循博士四年

研發模式），於修畢原就讀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核心課程，成績優異並具有研究潛力者，

經原就讀系、所、學位學程教授二人以上推薦，得向本學程申請修讀博士學位。 

二、申請時間：每學年六月辦理。 

三、甄選方式：本辦法第一條所載學生於第二條所載時間提出申請，經學程甄選委員會書面審查及

學程合作企業口試面談。 

四、應備文件： 

（一）修讀博士學位學程申請書一份， 

（二）歷年成績單（含大學部及研究所）一份， 

（三）教授推薦函二封以上， 

（四）研究計畫書一份， 

（五）發表論文或其他有利審查之相關資料。 

五、由學程甄選委員會會議議決錄取名單。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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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切  結  書 
 
本人參與「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願遵守「教

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相關規定： 
1.學生應以全職研究學生參與本計畫，因休、退學或因學業成績評量結果未通過而退出

本計畫、接受其他政府獎助，或正規學期時間(包括寒、暑假)另有全職工作（以投保

薪資計算），學校即應停止獎助學金撥付，並不得因復學或就讀其他學程而再申請獎

助。  
2.因其他因素自行申請退出本計畫者，除停止獎助學金撥付外，應由學校追繳其已受領

本獎助學金總額二分之一。  
3.學生得同時申領民間個人、企業或法人給付之獎助學金，惟不得同時申領其他政府獎

助學金；同時受領政府獎助學金者，除停止本獎助學金撥付外，應由學校追繳其重複

受領之本獎助學金，但一次性給與或競爭性獎優獎助學金，如論文獎助、學年成績獎

優或短期出國補助等，不在此限。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年級：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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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科學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應行注意事項 
 

92 年 9 月 22 日學術委員會議修訂 
92 年 10 月 16 日系務會議修訂 

92 年 11 月 13 日系務會議確認通過 
93 年 9 月 2 日系務會議修訂 

93 年 10 月 7 日系務會議修訂 
 

一、適用對象：93 年度起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適用之。 
二、資格考試辦法  

(一)通過期限：入學三年內必須通過資格考試，否則應予退學。 
(二)考試時間：每學年結束時。 
(三)考試內容及佔分：材料動力學 100 分，固態熱力學 100 分，X 光結晶繞射學 50 分，電子顯微鏡學 5

分。合計 300 分。 
(四)通過標準：由命題教授組成之委員會決定。 

三、修課規定： 
除論文及書報討論外，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其中 
(一)修讀本所課程不得少於十二學分。 
(二)選修本系大學部課程最多不得超過六學分或二門課。 
(三)碩士班已經修過研究所課程且不在碩士班畢業學分內，可申請抵免，最多可申請抵免 9 學分。 
(四)書報討論必修兩學期，但不列入畢業學分。 
(五)每位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一年內均須通過實驗室安全手則筆試，未通過者，第二學期書報討論視同不

及格，需重修。 
四、畢業論文口試： 

 (一)論文點數：申請畢業論文口試必須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Impact factor 3.0 以上一篇或總點數 3≧ ；（Impact factor 計點以畢業生在學期間 SCI 所公佈之數據為
準，並請提供數據資料）。 

2. SCI 列名期刊論文三篇以上(含)，其中一篇必須是該領域之頂尖期刊。 
3. SCI 期刊四篇以上(含)。 

發表之期刊論文，博士生列名在學生第一位者全算，第二位以下之學生平分一半。 
(二)論文發表 

1.發表的論文必須有系指導教授名字及學生需署名本系。 
2.用以申請口試之論文需與其博士論文有直接關係。 
3.至少有一篇論文是以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指導教授不計排名)。 

(三)已通過第一外國語認定(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通過相關語文鑑定考試。 
(2)選修相關語文課程四學分，且成績在 70(含)以上。 
(3)使用相關語文著作論文，或曾在外國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 

(四)畢業口試之申請應在口試前三週提出。 
五、其他 

1.本系研究生不得有雙重學籍。 
2.博士生修業年限為二至七年，在職生得延長修業年限二年。 
3.入學一年內必需選定指導教授，並向系辦公室登記，繳交指導教授確認單。選課須由指導教授簽名，第二學
開始，系主任不得代為簽名。 

4.其他未訂事項，依國立清華大學教務章則規定處理。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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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修讀辦法（擬修訂） 
104 年 7 月 17 日 103 學年度第 1 次學程籌備會議通過 

105 年 5 月 10 日 104 學年度第 1 次學程會議擬修訂 

 

一、適用對象：104 年度起入學之「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博士班研究生適用之。 

二、資格考試辦法  

(一)通過期限：入學三年內必須通過資格考試，否則應予退學。 

(二)學生修習本系所開 3 科核心課程(1.材料動力學、2.固態熱力學、3.電子顯微鏡學或 X 光繞射

結晶學)及格，或 3 科核心課程平均分數達 75 分者,即算通過資格考試。 

三、修課規定： 

除論文及書報討論外，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其中 

(一)修讀本所課程不得少於六學分。 

(二)選修本系大學部課程最多不得超過六學分或二門課。 

(三)碩士班已經修過研究所課程且不在碩士班畢業學分內，可申請抵免，最多可申請抵免 9 學

分。 

(四)非理工科學領域之課程，不計入畢業 18 學分中。如有特殊原因，可以提出申請。 

(五)書報討論必修兩學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書報討論必修四學期。但不列入畢業學分。 

(六)每位研究生於新生入學時須參加本校環安中心舉辦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講習並通過。 

本系碩士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本系及本校其他系所研究生提供在碩士班期間之上項研習證明者

(三年內)，入學時不需再參加上項講習。 

在未完成上項講習之前，不得開始做研究。 

(七)須於入學第一學年結束前修習本校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該課程採網路教學方式實施，

為 0 學分之必修課程。凡修習本課程之學生，須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未通過者，

最遲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習通過。未完成本課程之學生，不得申請學位考試。 

四、畢業論文口試： 

(一)論文點數：申請畢業論文口試必須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總點數≧4；（Impact factor 計點以畢業生在學期間 SCI 所公佈之數據為準，並請提供數據資

料）。發表之期刊論文，博士生列名在第一位者全算，第二作者為 50%，第三作者為 25%，

以此類推。第一作者以外之共同作者論文所佔點數，以不超過 1/3 為原則。 

2. SCI 列名期刊論文三篇以上(含)，其中一篇必須是該領域之前 15%。 

3. SCI 期刊四篇以上(含)。 

4. Impact factor 4.0 以上一篇。 

若學生申請適用本條文第 2,3,4 項，則該生須為第一作者。 

(二)論文發表 

1.發表的論文必須有系指導教授名字及學生需署名本系。 

2.用以申請口試之論文需與其博士論文有直接關係。 

3.至少有一篇論文是以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指導教授不計排名)。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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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通過第一外國語認定(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測驗成績 

CBT-TOEFL 測驗成績 180 分以上； 

I BT-TOEFL 測驗成績 80 分以上； 

托益考試成績達 700(含)以上； 

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中高級」初試通過。 

2.選修本校英語課程，可選修 3 字頭（含）以上之語文課程 6 學分，且成績在 B(75 分)（含）

以上。 

(四)提出專利申請並獲校內初審通過，提出之專利須與其博士論文相關。 

(五)畢業口試之申請應在口試前三週提出。 

五、產業實習 

在學期間需參加學程合作企業提供之產業實習 1-2 年並及格，未及格者不得申請學位考試。 

六、其他 

(一)本系研究生不得有雙重學籍。 

(二)博士生修業年限為二至七年，在職生得延長修業年限二年。 

(三)入學後一個月內必需選定指導教授，並向系辦公室登記，繳交指導教授確認單。選課須由

指導教授簽名，第二學期開始，系主任不得代為簽名。 

(四)其他未訂事項，依國立清華大學教務章則規定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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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105 學年度第 1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  間︰ 105 年 12 月 8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地  點︰ 工程一館 307 會議室 

主  席︰ 賴志煌院長                                     記錄：鐘月梅 

出  席︰ 何榮銘主任、蔡宏營主任(黃智永副主任代理)、嚴大任主任、 

侯建良主任、傅建中所長(請假)、宋信文所長、劉英麟教授(請假)、

衛子健教授、王訓忠教授、劉通敏教授、廖建能教授、張守一教授、

林則孟教授、桑慧敏教授(請假)、王玉麟教授(請假) 

（應出席人數：16，實際出席人數：12） 

列  席： 林昭安副院長、陳信龍副院長、陳學仕教授 

壹、討論事項 

案由：增設「前瞻功能材料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案。 

決議：全票(12 票)同意，通過。 

貳、散會(中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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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800
聯絡人：汪祐豪
電　話：02-7736-5774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二)字第1040142359I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核定表、學生名冊、審查意見（0142359IA0C_ATTCH103.docx、

0142359IA0C_ATTCH42.docx、0142359IA0C_ATTCH43.docx、

0142359IA0C_ATTCH44.docx、0142359IA0C_ATTCH45.docx，共5個電子檔案

）

主旨：貴校函報「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申請案及成果報

告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104年7月30日清綜教字第1049004197號函。

二、貴校申請案及成果報告案審查結果如下：

(一)103年度成果報告案：生技產業博士學分學程核定通過，

碩博五年一貫名額核定10名。

(二)104年度申請案：前瞻功能材料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核定通

過，碩博五年一貫名額核定4名，博士四年研發名額核定

1名。

三、有關計畫共同建議事項，請學校納入計畫修正考量：

(一)建議學校可請學院院長、副院長層級擔任計畫之主持人

或共同主持人，以利獲得更佳之行政支援與協助。

(二)建議計畫之合作對象以企業為主，較能帶動產業之研發

動能。

(三)建議計畫書中應有合作企業研發之相關介紹與說明，俾

利瞭解其研發能量與進行審查。

第 1 頁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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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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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續辦理事項：

(一)請學校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含電子檔）後併同領據

，於文到14日內備文報部請款，請款金額為總核定名額

。

(二)學生名冊分二次填列，第一次填列請於本（104）年12月

30日前，核章後彩色掃描直接寄至承辦人信箱

(henrik@mail.moe.gov.tw)。第二次填列請於105年辦理經

費收支結算時一併繳附。

(三)原則上本（104）年度執行期程為104年8月1日至105年7

月31日，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

定，應於105年9月30日前辦理補助經費收支結算；如有

結餘款，應全數繳回。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10/30
07: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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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800

聯絡人：汪祐豪

電　話：02-7736-5774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8月25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二)字第1050099763L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核定表、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回復對照表、產業發展關聯性調查表、學生名冊、

學程調查表(0099763LA0C_ATTCH87.pdf、0099763LA0C_ATTCH88.pdf、0099763LA

0C_ATTCH89.pdf、0099763LA0C_ATTCH90.pdf、0099763LA0C_ATTCH93.odt、0099

763LA0C_ATTCH94.odt、0099763LA0C_ATTCH91.odt、0099763LA0C_ATTCH92.odt)

主旨：貴校函報「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申請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105年5月6日清綜教字第1059002373號函及105年5

月20日清綜教字第1059002642號函。

二、計畫審查結果如下（核定表如附件1）：

(一)生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核定通過，碩博五年一貫名額核

定9名，博士四年研發名額0名。

(二)前瞻功能材料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核定通過，碩博五年一

貫名額核定4名，博士四年研發名額1名。

(三)生醫工程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核定通過，碩博五年一貫名

額核定2名，博士四年研發名額3名。

三、有關計畫共同建議事項，請學校納入計畫修正時參據：

(一)學校應落實學程之各項課程設計及博士生畢業條件之更

改，並應以產學合作為導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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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風氣與教師之觀念需同步往產學方向更新，並應強

化教師與企業間之互動，學校亦應落實教師多元升等制

度。

(三)有關博士生之畢業條件，其中專利或相關技術可依計畫

執行之進度組成委員會進行審查，以確認學生學習之進

程。

四、後續辦理事項：

(一)請學校依審查意見（如附件2）修正計畫書，並將審查

意見回復對照表（如附件3）及產業發展關聯性調查表（

如附件4）裝訂入修正後計畫書最前頁，另請學校留意

經費申請表需核章，封面加蓋學校用印後，書面一式2份

併同電子檔報部，俟計畫書核定後另案通知掣據撥款事

宜。

(二)103年度及104年度獲核定之計畫案，需先辦理經費收支

結算始得繼續請領本（105）年度之學生獎助學金，爰

請學校依「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

計畫補助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核結作業，併同學生名冊一式2

份（如附件5，並請依註記說明辦理）報部。

(三)105學年度正式成立學程對外招收學生之學程，為配合

總量填報作業，請填寫學程名額分配調查表後（如附件6

），逕寄至承辦人電子信箱（henrik@mail.moe.gov.tw

）。

(四)前述需報部之修正計劃書、經費收支結算案請學校於10

5年9月16日（五）前完成，另本案相關之電子表件皆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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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本部高等教育司網站（http://depart.moe.edu.tw

/ED2200/）上，請學校參考使用。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 2016-08-25
16: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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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音樂學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十次系務會議 

暨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紀錄(節錄) 

壹 時間: 106 年 1 月 16 日 星期一 中午 12 時 00 分 

貳 地點:音樂系館Ｂ103 教室 

參 主席:蔣茉莉系主任                                 紀錄：黃煜圩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報告事項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五 

案由：音樂學系音樂碩士在職專班於 107 學年度停招，請審議  

說明： 

一 105學年度第2次行政協調會議提案一決議：1.106學年度(含105-2提前入

學)南大校區夜暑碩士在職專班新生收費標準，請各系所確認，並請經費

不足之系所，精算開班需求，提出樽節計畫(計畫中須加註明最低開課人

數)，不足經費由學校統一補助 2.107學年度各在職專班必須自負盈虧，

請各在職專班於12月7日前確認是否停招，並送南大校區教務處彙整  

二 系上12月5 6日電話聯繫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教師同意停招，12月7日

回報教務處  

三 停招，需經校務會議審議，校本部承辦單位為教務處綜教組，流程：系

所相關會議→所屬學院院務會議→上簽請校長核准公文會綜教組→申請

單位提送校務會報(約每個月會開二次，承辦單位秘書處)討論→申請單位

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申請單位送校務會議複審→綜教組約 5月底送

教育部審查 停招系所應確實於規劃階段即與教師及學生溝通，且提報教

育部時需上傳相關溝通會議紀要或紀錄，並重點摘述學生反映意見及學校

回應說明，含未畢業學生受教權益的維護 含輔導與課程選修規劃等措施

及教師流向規劃輔導等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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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 105 學年度第 8 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壹  時間：106年 3月 15日星期三 12:00 

貳 地點：第二會議室 

參 主席：蘇院長凡凌                        記錄：吳靜宜 

肆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報告：略 

陸 宣讀 105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提案內容 決議 辦理情形 

一 有關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

會與藝術學院教師評鑑辦

法 實施要點及評鑑表修正案 

一 同意，照案通過 提校教評會核備  

二 請各系所訂定教師評鑑表，並提開

學後第一次院教評會討論  

一 校教評會通過核備，學院

已於網頁公告  

二 各系已完成教師評鑑要點

及評鑑表件之訂定，並提

院教評會通過  

柒 報告事項：  

捌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音樂學系音樂碩士在職專班於 107 學年度停招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音樂系 105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在案  

        二 檢附音樂系會議紀錄 (附件一，P.2)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 送校務會報討論  

 

玖 散會(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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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教育部修正規定 本要點修正規定 本要點現行規定 說明 

三、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

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

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

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

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

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

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

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

之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

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

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

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

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

或新創公司。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

款兼職，以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為限。 

十八、本要點所稱兼職，指本

校專任教師，以部分時間

至下列機關（構）兼任與

其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

相關之職務，兼職期間其

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

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

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

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

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

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

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

之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

份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

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

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

或新創公司。 

十八、本要點所稱兼職，指本

校專任教師，以部分時間

至下列機關（構）兼任與

其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

相關之職務，兼職期間其

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

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

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

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

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

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

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

之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

份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一、將第一項教師兼任之職務

須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

相關之職務移至本要點第

二十點，並配合教育部酌

修文字。 

二、將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未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得依從事

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

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四條

兼職機關(構)之範圍納入

本要點第一項規範。 

 

二、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

關（構）兼職，依本原則

規定辦理。但兼任行政職

務之教師，其經營商業或

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

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

務法規定辦理，不適用第

二點之一、第三點及第四

點規定。 

十九、專任教師有支領兼職費

之兼職數目以不超過

二個為原則；兼任行政

職務之教師，其經營商

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兼

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

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

理，並不適用第十八

點、第二十點及第二十

三點。 

十九、專任教師有支領兼職費

之兼職數目以不超過

二個為原則；兼任行政

職務之教師，其兼職範

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

員服務法規定辦理，並

不適用第十八點及第

二十點。 

一、配合教育部酌修本要點文

字。 

二、依司法院釋字第 308號解

釋文略以：「公立學校聘

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

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

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

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

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

服務法之適用。」，爰公

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之經營商業或投資營

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可

程序，應依公務員服務法

規定辦理，不適用公立各

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

理原則規定。 

四、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

（構）兼任之職務，應與

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

關，且不得兼任下列職

二十、教師至第十八點所定兼

職機關（構）兼任之職

務，應與教學或研究專長

領域相關，且不得兼任下

二十、教師不得兼任下列職

務： 

(一)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

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一、配合教育部修正，有關教

師得兼任職務改以正面表

列方式敘寫為原則，併將現

行已鬆綁之教師兼職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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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教育部修正規定 本要點修正規定 本要點現行規定 說明 

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

職務。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

制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

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

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

家安全之虞者。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

第五款所定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兼任董事、監察

人或獨立董事，除應符合

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

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

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之董事或監察人。 

(二)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

易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

派，或由董事會遴選，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非股東

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三)國營事業、已上市（櫃）

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

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

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

公司之獨立董事。 

(四)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

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

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

之獨立董事。 

(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

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

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

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

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

第六款所定新創生技新

藥公司兼任董事，應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

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

術。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

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

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

務需要，得至前點第一項

第七款所定企業、機構、

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

職務。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

制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

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

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

家安全之虞者。 

      教師至第十八點第

一項第五款所定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董

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

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

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

一： 

(一)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

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

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之董事或監察人。 

(二)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

易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

派，或由董事會遴選，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非股東

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三)國營事業、已上市（櫃）

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

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

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

公司之獨立董事。 

(四)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

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

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

之獨立董事。 

(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

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

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

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

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教師至第十八點第

一項第六款所定新創生

技新藥公司兼任董事，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

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

術。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

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

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

務需要，得至第十八點第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

負責人、經理人等職務。

但兼任下列職務者，不在

此限： 

1.國營事業、已上市（櫃）

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

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

（櫃）之未上市（櫃）

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

董事、獨立董事、外部

監察人、具獨立職能監

察人。 

2.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

百持有之銀行、票券、

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

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3.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

董事，其經本校同意，

並得持有公司創立時

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 

(1)教師為持有該公司

研發製造使用於人

類或動植物用新藥

之主要技術者。 

(2)教師為持有該公司

研發製造、植入或置

入人體內屬第三等

級高風險醫療器材

之主要技術者。 

4.已於我國第一上市

(櫃)之外國公司或經

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

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

市(櫃)之外國公司之

獨立董事。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

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

制內行政職務。 

(四)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

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

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

家安全之虞者。 

 

納入規範，爰修正本要點。 

二、第一項規定教師兼任之職

務須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

域相關，並配合教育部修

正，將本要點現行規定第二

十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所定不得兼任之職務移

至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規範。 

三、第二項係規範教師依第十

八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至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

涉及經營商業之職務，各款

修正理由如下： 

(一)第一款： 

1.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公務員

非依法不得兼公司代表

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又依銓敘部90年7月23

日 90法一字第 2050069

號令規定，除法令另有

特別規定者外，前開兼

任人員不得被選為董事

長或副董事長。 

2.有關公立學校未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規

範，教育部向以參考公

務人員(含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之兼職規範辦

理，考量其衡平性，公

立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

行政職務教師兼任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之董事

或監察人，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應以代表政府

或學校股份為限，爰刪

除本要點現行規定第一

項第一款所定董事長、

負責人、經理人等職務。 

(二)第二款： 

1.本款新增。 

2.教育部99年11月8日台人

(一)字第0990178447號

函及105年10月31日臺

教 人 ( 二 ) 字 第

1050123493號函同意公

立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

行政職務教師得依證券

交易法或期貨交易法規

定，至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或臺灣期

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兼任由主管機關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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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教育部修正規定 本要點修正規定 本要點現行規定 說明 

團體或新創公司兼任下

列職務；其相關兼職管理

規範應依從事研究人員

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

業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不

適用第五點、第七點至第

十點規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

關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

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

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

術顧問。 

(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

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

董事。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修正實施前，已依修正前

規定兼任外部董事、外部

監察人及具獨立職能監

察人職務者，得繼續兼任

至已報准之任期屆滿止。 

一項第七款所定企業、機

構、團體或新創公司兼任

下列職務；其相關兼職管

理規範應依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

事業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不適用第十九點兼職

數目及第二十五點規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

關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

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

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

術顧問。 

(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

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

董事。 

 

或由董事會遴選，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非股東董

事或非股東監察人職

務，納入本款規範。 

(三)第三款至第五款，由本要

點現行規定第二十點第

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

二目及第四目移列，係

規範公立學校未兼任行

政職務專任教師得兼任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獨

立董事之要件。 

四、第三項有關教師持股比例

已訂至本要點現行規定

第二十三點，並由本要

點現行規定第二十點第

一項第一款第三目移

列，係規範教師依本要

點現行規定第十八點第

一項第六款規定至新創

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

事，應符合之條件。 

五、將公立學校專科以上未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得依從

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第四條規定，至企業、

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

兼任之職務納入第四項

規範；其相關兼職管理

規範並應依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

事業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 

七、因本校目前僅一位教師擔

任一間公司之「外部董

事」，並於105年6月7日

一百四學年度第四次校

務會議通過，僅通知該

教師任期為聘期結束，

爰不增訂「兼任外部董

事、外部監察人及具獨

立職能監察人職務者，

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之

任期屆滿止」規定。 

二之一、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

投資營利事業。但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股

東，兩合公司為有限

責任股東，或有限公

司為非執行業務股

東，而其所持有股份

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

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

二十三、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

業或投資營利事業。

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為股東，兩合公司為

有限責任股東，或有

限公司為非執行業務

股東，而其所持有股

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

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

二十三、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

業或投資營利事

業，但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或投資於股份

有限公司為股東、兩

合公司之有限責任

股東或非執行業務

之有限公司股東，其

股份總額未超過其

一、將教育部87年6月17日台

(87)高(2)字第87063773

號函規定公立學校未兼

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不

得經營商業及教師持股

比例上限納入第一項規

範，並將教師依法令得持

有超過公司股本總額百

分之十之情形於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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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教育部修正規定 本要點修正規定 本要點現行規定 說明 

十者，不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

份，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之一者，其持股比

例不受前項但書規定

之限制：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

衍生新創公司之股

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

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持有新創公司創立

時之股份，或已設立

公司技術作價增資

之股份。但併計股票

股利之持股，不得超

過該公司股份總數

百分之四十。 

(三)教師依第四點第三

項兼任新創生技新

藥公司董事，經學校

同意，持有該公司創

立時之股份。 

之十者，不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

份，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之一者，其持股比

例不受前項但書規定

之限制：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

衍生新創公司之股

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

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持有新創公司創立

時之股份，或已設立

公司技術作價增資

之股份。但併計股票

股利之持股，不得超

過該公司股份總數

百分之四十。 

(三)教師依第二十點第

三項兼任新創生技

新藥公司董事，經學

校同意，持有該公司

創立時之股份。 

所投資公司股本總

額百分之十者，不在

此限。 

 

分款明定，以資明確。 

二、有關限制教師投資持股比

例文字，係參考公務員服

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但

書規範。 

三、第二項第一款所定教師得

持有所投資學校衍生新

創公司百分之十以上之

股權，係將教育部105年9

月2日臺教高 (一)字第

1050104100號函規定納

入規範。 

四、第二項第二款係將教師得

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

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

辦法第五條規定持有股

份之規定納入規範。 

五、第二項第三款係由本要點

現行規定第二十點第一

項第一款第三目持股比

例規定移列。 

十、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至第

三點第一項第五款第一

目所定與學校建立產學

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或第三點第一

項第六款所定新創生技

新藥公司兼職，期間超過

半年者，學校應與教師兼

職機構訂定契約，並依兼

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

回饋機制，其實質回饋每

年以不低於兼職教師一

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

總額為原則；其以收取學

術回饋金為回饋機制

者，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

或公務預算繳庫。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

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

外，兼職期間超過半年

者，學校應依前項規定與

教師兼職機構約定回饋

機制。 

二十五、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

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

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

過八小時。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於寒暑假期間之兼職

時數不受前項規定限

制。惟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如兼職時數超過前項規

定，在不影響行政工作前

提下得專案簽請經本校

同意。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至與本校建立產學合

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

或團體兼職或至新創生

技新藥公司兼職，兼職期

間超過半年者，本校應與

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

約，並依兼職態樣及實際

情況訂定回饋機制，其實

質回饋每年以不低於兼

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

領之薪給總額為原則；其

以收取學術回饋金為回

饋機制者，並依本校教師

兼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職務回饋規定收取，應

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

務預算繳庫。 

二十五、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

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

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

過八小時。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於寒暑假期間之兼職

時數不受前項規定限

制。惟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如兼職時數超過前項規

定，在不影響行政工作前

提下得專案簽請經本校

同意。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至與本校建立產學合

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

或團體兼職或至新創生

技新藥公司兼職，兼職期

間超過半年者，本校應與

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

約，並約定回饋條款，收

取學術回饋金；其收取標

準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

師一個月在本校支領之

薪給總額。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

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

外，兼職期間超過半年

者，本校應依前項規定辦

一、為配合教育部鼓勵大學推

動創新創業政策，並提高

教師投入產學合作意

願，爰將第三項約定收取

學術回饋金之規定，修正

為由本校視教師兼職態

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

機制，不以收取學術回饋

金為限，其以收取學術回

饋金為回饋機制者，並依

本校教師兼任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職務回饋規

定收取，惟其實質回饋每

年應以不低於兼職教師

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

給總額為原則。 

二、第四項配合移列款項。 

三、第五項配合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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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修正規定 本要點修正規定 本要點現行規定 說明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

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

外，兼職期間超過半年

者，本校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三、四項契約另定

之。 

 

 

理，收取學術回饋金。 

    第二、三項契約另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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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教 師 借 調 兼 職 兼 課 處 理 要 點 
(修正後全文) 

中華民國 91年 10月 8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年 11月 9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

八點至第二十二點、第二十五點至第二十七點及第三十五點條文 

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7 日及同年月 14 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

議通過修正第三點、第五點、第八點及刪除第十點條文 

中華民國 96年 6月 12日九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五

點條文 

中華民國 96年 11月 6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

十點、第二十六點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6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

十二點條文 

中華民國 98年 11月 3日九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

八點至二十點、第二十五點至二十七點條文及附表二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4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

一點、第十八點、第十九點、第二十點、第二十五點及新增新增第二

十五點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7日一百二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

二點及刪除第十七點條文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3日一百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

二點、第二十點、第二十五點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4 日一百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六點、第三十三點、第三十四點、第三十五點、第三十六點條文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7日一百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

八點、第二十點、第二十二點及第二十五點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

八點、第十九點、第二十點、第二十三點及第二十五點條文 

一、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之借調兼職兼課，特

依據各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壹、借調 

二、本要點所稱借調，指各行政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

公營事業機構、民營公司、財（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

織之團體，因業務特殊需要，商借本校專任教師，以全部時間至

該機關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且借調期間其本職得依規定指定

適當人員代理者。 

    前項借調至財（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須其

設置章則業經政府核准有案，並有助於本校整體發展且與本校有

密切合作關係者為限。 

三、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應事先致函本校徵得

同意。借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簽請院

長（主任委員），並轉陳校長同意；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助益

或貢獻者，交由教師所屬教學單位主管簽經院長（主任委員）及

學校同意後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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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調教師須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者始得辦理借調。借調條件以

與借調教師之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

規所定之職務，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借調期間每次以四年為限；其借調所擔任者係有任期職務，且任

期超過四年者，借調期間依該職務之任期辦理。借調期滿歸建後

得再行借調；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年。  

六、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歸建時，其借調期間及前後

在校任教年資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併計按學年度補辦年資加薪

（年功加俸）。 

七、借調教師之續聘，依本校續聘有關作業規定。如獲續聘，其借調

期限繼續有效，如為不予續聘或停聘或解聘，其借調案隨即中

止。 

八、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職務異動者，其新職務仍應依原借調

程序報核， 其借調期間應予併計。 

九、借調期滿應即辦理歸建，如未具正當理由期滿一個月內未辦理歸

建者，視同辭職。 

十、（刪除） 

十一、借調至公營事業機構、民營公司、財（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

體法所組織之團體擔任相關職務或工作者，借調單位應對本校

提出具體之回饋，其回饋規定另定之;又教師借調期間，其兼

職依第二十五點之一規定辦理。 

十二、借調人員借調期間年資之採計，於辦理升等、進修及休假研究、

退休、撫卹、資遣等，各依相關法令辦理。 

十三、借調期間以不參加本校各種會議或擔任委員會委員為原則，惟

得否參加系（所、室、中心）、院（會）所屬會議或委員會，

由各該單位自行規範。 

十四、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研究、

進修人數計算。 

十五、借調返校服務至少滿一年後方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或出國講學、

研究、進修。 

十六、借調年資於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出國講學、進修研究及升等時

至多採計二年。 

十七、(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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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兼職 

十八、本要點所稱兼職，指本校專任教師，以部分時間至下列機關（構）

兼任與其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之職務，兼職期間其本職仍

應繼續執行者。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

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2、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

業、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 

十九、專任教師有支領兼職費之兼職數目以不超過二個為原則；兼任

行政職務之教師，其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

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並不適用第十八點、第二

十點及第二十三點。 

二十、教師至第十八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或

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

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虞者。 

教師至第十八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

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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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任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之董事或監察人。 

(二)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易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

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東監察

人。 

(三)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

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

事。 

(四)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

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

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

事。 

教師至第十八點第一項第六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

事，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

新藥之主要技術。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

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至第十八點第一項第七款所定企

業、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兼任下列職務；其相關兼職管理規

範應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不適用第十九點兼職數目及第二十五點規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

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 

(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 

二十一、教師兼職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須經所屬單位確認符合該

系（所、室、中心）規定應在校內之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

求，其基本工作要求由各單位系（所、室、中心）務會議自

行訂定。 

二十二、教師兼職須事先填寫申請表（如附表一），經本校同意後始

得兼職；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但有

下列情形者，得免報准： 

（一）教師非常態性（非固定、經常或持續）應邀演講或授

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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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二）教師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

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機關（構）、學校、

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 

（三）教師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者。 

（四）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職務，僅支領交通費

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含金錢給付、財物給

付）。 

（五）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態性工作者。 

二十三、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但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為股東，兩合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或有限公司為非執行

業務股東，而其所持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

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份，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其持股比例不

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衍生新創公司之股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

法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份，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

價增資之股份。但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不得超過該

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 

(三)教師依第二十點第三項兼任新創生技新藥公司董事，

經學校同意，持有該公司創立時之股份。 

二十四、兼職教師得將其個人本職所獲得之資訊或專業成果，轉換為

商業利益行為，惟應受本校之規範及法律契約之限制，本校

相關規範另定之。 

二十五、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

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寒暑假期間之兼職時數不受前項規

定限制。惟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如兼職時數超過前項規定，在

不影響行政工作前提下得專案簽請經本校同意。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至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或至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職，兼職期間超

過半年者，本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約，並依兼職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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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制，其實質回饋每年以不低於兼職教

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為原則；其以收取學術回饋

金為回饋機制者，並依本校教師兼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職

務回饋規定收取，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兼職，除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外，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本

校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三、四項契約另定之。 

二十五之一、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依下列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一

點、第二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七點規定之限制： 

(一)兼職期間不得超過借調期間，並應副知本校。 

(二)借調期間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

應比照第二十五點規定，收取學術回饋金。。 

二十六、兼職酬勞均以兼職費名義支給，並一律由本校轉發，不得由

兼職機關（構）直接支給。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

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不在此限。 

二十七、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依規定不予核准或於兼職

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教師兼職於每學年結束應針對教學、研究及服務等面向進行

評估檢討，其程序由教師自評後送系（所、室、中心）主管

初評、院長（主任委員）複評，並經校長核定；評估結果作

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評估表如附表二）。 

參、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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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本要點所稱兼課，指各級學校因教學需要，商請本校專任教

師，以部分時間至該校兼任特定課程之授課，兼課期間其本

職仍應繼續執行者。 

二十九、校外兼課應由對方學校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後始得前往兼課。 

三  十、本校教師校內超支鐘點或校外兼課，每週合計以四小時為限，

惟校內授課時數未達本校規定授課時數者，不得在校外兼課。

校外兼課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三十一、校外兼課以擔任與其在本校所任課程性質相近之科目為原

則。 

肆、附則 

三十二、未經本校同意在校外兼職、兼課者，應提系級教評會審議處

理，並列入續聘、升等及教師評鑑參考。 

三十三、教師借調期滿歸建後遭借調機關懲處者，不得辦理年資加薪

（年功加俸），並應提送系級教評會審議處理。 

三十四、本校研究人員之借調兼職兼課，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各相關規定辦理。 

三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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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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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 106年 1 月 16日

臺 教 技 （ 一 ） 字 第

1060000877J 號函，復本校申

請辦理 106 學年度學士後第

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之核定

結果辦理，明訂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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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6 學年度新設學士後

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訂定本

校「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

位學程招生規定」，業經 106

年 2月 23日 106學年度第 11

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函報

教育部核定。該招生規定第 4

點：「報考資格為國內經教育

部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畢

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境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

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不

接受以同等學力報考，且男

生已服畢兵役或無兵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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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務，並符合招生簡章規定之

條件者，得報名參加本學程

招生入學考試。」依以上規

定增訂本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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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招生規定」第 14

點：「錄取生應於當學年度入

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

格。」，依以上規定增修本條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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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之一  本校公費生肄

業期間依規定享受公費待

遇。公費待遇與繳費辦法

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及相關

規定辦理。 

依據教育部 105年 12 月 1日

臺教高（二）字第 1050159627

號函，依據「師資培育公費

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

正文字。 

 第八條之二  本校公費生出

現缺額時得由自費生遞

補，遞補辦法另訂之。 

一、本條刪除。 

二、101 學年度起公費生入學

與甄選管道多元化，遞

補方式將依個案情形處

理，相關規定由師培中

心另訂，擬刪除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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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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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規定」入本

校就讀者，因其修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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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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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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者不受此

限。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GPA）3.40 以上者，

次學期得經系、學位學程

主任核可超修學分。 

學生因特殊原因不能

修足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

數，經導師及系、學位學

程主任同意並經系務、學

位學程會議或系務、學位

學程會議指定之委員會通

過，得酌減應修學分數。 

限及畢業學分數等規定

與學士班不同，故修正

每學期應修習學分數。 

二、學生若有特殊情形需予

超、低修課程，因應學

生多元學習規劃，導師

輔導學生選課，修訂

超、低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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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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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系、學位學程所

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一二

八學分，惟各學系、學位

學程得視實際需要，酌予

提高，以二十學分為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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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本條第 2 項，

規範該類學生修業年

限及最低學分總數及

必修科目規定。依｢特

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

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

辦法｣，各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學生得依其身

心發展狀況、學習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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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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定必修科目、各學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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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及其意願，向學校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大學最高延長期間為

四年。  

二、配合清華學院學士班

個人申請入學及特殊

選才招生入學學生之

必修科目，增訂第 6

項規定。相關修課規

定按本校｢課程委員

會設置辦法｣，由各級

課委會進行規劃、研

議與審訂。現行校課

委會通過是類學生修

課規定簡述如下：  

1、清華學院學士班學生於

大一必修「生涯導

航」，以熟悉本校各

學院、系、班課程。

修習滿兩學期後，依

志願分流至大二系 /

班。  

2、各管道入學學生修課規

定如下：  

(1)音樂：畢業前須修畢「音

樂演奏與實習」一、二

（0 學分）、三、四、

五、六（各 2 學分）。  

(2)美術：畢業前須修畢「藝

術創作專題」一、二（0

學分）、三、四、五、

六（各 2 學分）。  

(3) 體育：畢業前須修畢所

屬代表隊之體育課程至

少六學期。  

(4) 創新設計：畢業前須修

畢「創新設計」學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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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5) 創新領導：經審核後三

項擇一修畢。  

A.畢業前需修畢「社會

創新與人文實踐」，

及「創新領導專題」

一、二（0 學分）、三、

四、五、六（各 2 學

分）。  

B.畢業前需修畢「產業創

新與生涯探索」與「產

業創新實作」，及「創

新領導專題」一、二

（0 學分）、三、四、

五、六（各 2 學分）。 

C. 畢業前須修畢「創新

與創業」學分學程。  

(6)其他管道入學學生依分

流學系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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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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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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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

位學程學生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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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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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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使已修足畢業學分但未

達成畢業條件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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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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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該類學生入學

前所修學分抵免後，於本校

實際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

於四十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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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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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依「學士後第二專長

學士學位學程規定」

入本校就讀者，因其

修業年限及最低應修

科目及學分數等規定

與學士班不同，應不

得申請轉系、組、學

位學程、雙主修，惟

仍保留其申請輔系及

雙重學籍之權益。  

二、 依「學位授予法」第 4

條大學雙主修學生，

修滿本學系及他學系

應修學分者，得分別

授予學士學位。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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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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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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系者，不另授予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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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使延長修業年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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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研究生

修業年限為二至八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

二年至七年，但在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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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碩士在職專班修業年限

與日間碩士班一致，為一

年至四年，具在職身分得

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二、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因於

暑期開課，暑假期間僅 7

月和 8 月，故修業年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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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碩士在職專班及教師碩士

在職專班之學生修業期

限，暑期班為二至八暑

期，夜間班為一至六學年。 

二至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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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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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適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

則。 

一、為免日後執法依據模稜

兩可及基於「原竹教大

學生適用原竹教大法規

至學生畢業離校」之原

則，刪除「得」字。 

二、經過 106 年 3 月 28 日本

校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

務發展委員會通過之修

正條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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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依據校發會討論結果，

由教務處再釐清本條文

所述學則名稱。經確認

後，「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學則」名稱修正尚未完

成，俟完成程序後再另

案據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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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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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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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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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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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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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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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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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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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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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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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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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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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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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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二至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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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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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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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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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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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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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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340 頁，共 378 頁



1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三、九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

十七人。其中學生委員任

期一年，由學生自治組織

推薦男女學生各二人擔

任；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

應至少各有一人。教師委

員任期二年，由各學院及

清華學院於該單位委員任

期屆滿時，分別推薦男女

教師各一名，報請校長就

中遴聘之；各學院及清華

學院應各有一人。另由以

上委員推選法律、教育、

心理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共同組成之。委員中未兼

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

於總額之二分之一；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其中具有境

外學生輔導經驗者至少一

人。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

之成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

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

本委員會之委員。 

本會委員互選一人為

主席，任期一年。 

本會之行政工作由秘

書處支援。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

十七人。其中學生委員任

期一年，由學生自治組織

推薦男女學生各二人擔

任；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

應至少各有一人。教師委

員任期二年，由各學院及

清華學院於該單位委員任

期屆滿時，分別推薦男女

教師各一名，報請校長就

中遴聘之；各學院及清華

學院應各有一人。另由以

上委員推選法律、教育、

心理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共同組成之；亦得視申訴

個案需求，於個案會期內

推選增加具境外學生輔導

經驗之臨時委員 1 人。委

員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不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

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擔

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

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

查之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

會之委員。 

本會委員互選一人為

主席，任期一年。 

本會之行政工作由秘

書處支援。 

刪除推選臨時委員之規定。 

第九條  本會委員對於申訴

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

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

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

第九條  申訴事件遇到當事

人為本會委員時，或由當

事人提出正當理由聲請本

會委員迴避者，皆應迴

避，該員等並不得計入全

一、教育部「大學及專科學

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

則」未訂有迴避規範。 

二、參酌「國立清華大學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341 頁，共 378 頁

slchiou
打字機文字
附件10



2 

虞者，申訴人得向本會申

請委員迴避，並應列舉其

原因事實，由本會決議

之，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得

提出意見書，不得參與決

議。 

本會委員有第一項應

自行迴避未迴避，且未經

申訴人申請迴避者，應由

本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體委員人數之內。 要點」第十五點及教育

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二十二條規定修正。 

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

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其中學生委員任期一年，由學生自治組織推選

男女學生各二人擔任；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應至少各有一人。教師委員任期二年，

由各學院及清華學院於該單位委員任期屆滿時，分別推薦男女教師各一人，報請校

長就中圈選之；各學院及清華學院應各有一人。另由以上委員推選法律、教育、心

理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共同組成之。委員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之

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

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

任期一年。 

學生申訴之範圍及程序，本委員會之裁決方式、評議效力及運作細則由本委員

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申訴辦法（修正後全文） 
      85.06.04 校務會議通過 

85.11.21 校務會議通過 
                                                        86.04.24 校務會議通過 
                                                        86.12.02 校務會議通過 
                                                        94.01.11 校務會議通過 

94年6月22日93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95年6月13日94學年度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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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1月5日98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1月3日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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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6月9日103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4年8月6日清秘字第1049004323號書函修正單位名稱 
                         教育部104年6月18日臺教學(二)字第1040080043號函核定 

106年4月11日105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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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增

進校園和諧，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相

關規定，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辦法，其目的

在於建立本校學生申訴制度，確保學生之權益。 

第  二  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

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

依本辦法之規定，向本會提出申訴。 

前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 

第 二 章  組織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其中學生委員任期一年，由學生自治組織

推薦男女學生各二人擔任；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應至少各有一人。教師委

員任期二年，由各學院及清華學院於該單位委員任期屆滿時，分別推薦男

女教師各一名，報請校長就中遴聘之；各學院及清華學院應各有一人。另

由以上委員推選法律、教育、心理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共同組成之。委員

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具有境外學生輔導經驗者至少一人。擔任學生

獎懲委員會之成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

委員。 

本會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任期一年。 

本會之行政工作由秘書處支援。 

第 三 章  申訴提起 

第  四  條 申訴人就同一案件向學校提起申訴，以一次為限。 

第  五  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

決議不服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申訴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

敘明理由向本會申請受理評議。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得為之。 

第  六  條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所及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希望獲得之補救(申訴書格式如附表)，並應檢附有關資料。 

第 四 章  申訴評議 

第  七  條 本會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

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不得延長。 

本會認為申訴書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七日

內補正。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第  八  條 本會之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但開會時得通知申訴人、關係人及原處

分單位之代表到會列席說明。申訴案有調查或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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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議，成立「調查小組」為之。 

第  九  條 本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向本會

申請委員迴避，並應列舉其原因事實，由本會決議之，被申請迴避之委員

得提出意見書，不得參與決議。 

本會委員有第一項應自行迴避未迴避，且未經申訴人申請迴避者，應

由本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第  十  條 申訴提起後，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前，申訴人得請求撤回申訴。而本會

於評議期間得建議原處分單位對申訴人之處分暫緩執行。申訴案件若逾越

受理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之。 

第 十 一 條 申訴提起後，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及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提出訴

願、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者，應即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獲知上情後，應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不在此限。 

第 十 二 條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

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十三條  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於評議決定確定前，學校

得依職權或依學生書面之申請，使學生繼續在學校肄業。 

學校收到前項學生提出之申請者，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

活、學習狀況，於七日內以書面回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 十 四 條 依前點規定在校肄業之學生，學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

課、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 五 章  評議決定 

第十五條  評議決定應記載事件之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對於不受理之申訴

案件亦應做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評議書應送達申訴人及

原處分單位。 

前項評議決定書並應依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十九條規定，記載不服申

訴評議決定之救濟方式。 

第十六條  本會做成評議書，陳校長核定時，應知會原處分單位，原處分單位如

認為有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於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具體

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知本會；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本會

再議（以一次為限），評議決定經核定後，學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第十七條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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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

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

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

自申訴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學校檢卷答辯後送教

育部提起訴願。訴願時並應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學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教育部

提起訴願者，依教育部規定該申訴案移由學校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第 十 九 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學校

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 二 十 條 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學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

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

男，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

補辦休學。 

第二十一條 申訴事件之所有相關資料，由秘書處編訂卷宗以供結案後存檔。檔案

內容除校長及本會主席外，不得查閱。校長及本會主席若為當事人亦不得

查閱。 

第二十二條 本會委員對本會之評議、表決及委員個別意見，應予保密。 

第 六 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

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

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由本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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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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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3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02-23977022

聯絡人：林昌明

電　話：02-7736-5926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二)字第106000094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茲為利各校辦理校長遴選，重申本部重要規定如說明，並

請各校於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議定校長遴

選相關作業規定後，將該規定報部備查，請查照。

說明：

一、有關國立大學校院校長遴選重要規定重申如下：

(一)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各校

自訂有關校長遴選之作業規定，僅係提供遴委會參考：

查本部96年4月30日台人（一）字第0960060352號函及9

7年12月1日台人（一）字第0970219665號函規定略以，

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

遴委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遴委會應

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一）決定候選人產

生方式；（二）決定遴選程序；（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選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五）其

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爰遴委會應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各校自訂有關校長遴選

之相關作業規定，僅係提供遴委會參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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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遴委會若有需要教職員行使同意權以為參考必要者，其

開票結果達設定門檻後，即不得再予統計票數，此機制

不得於遴委會決定校長人選後為之，以免影響遴委會遴

選職能：依本部96年5月2日台人（一）字第0960055145

號函規定略以，基於大學自主，遴委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僅就遴委會之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決定遴選程序、審

核候選人資格及選定校長等作原則規範，至遴選過程中

，是否進行教職員民意意向調查機制，則尊重各校遴委

會之遴選過程設計，惟此機制不得於遴委會決定校長人

選後為之；遴委會若有需要教職員行使同意權以為參考

必要者，其開票結果達設定門檻後，即不得再予統計票

數，以免影響遴委會遴選職能。

(三)遴委會開會時，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依遴委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第4條第3項規定略以，遴委會開會時，應有3分之2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爰遴委會於選定校長（即最後議決階段）時應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二、為期各校辦理校長遴選程序合於相關法令規定，以免引發

爭議，各校遴委會辦理校長遴選應依大學法第9條、遴委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等規定及本部相關函釋辦理，並請各校

於遴委會議定校長遴選相關作業規定後，將該規定報部備

查；刻正辦理校長遴選之遴委會於文到前業議定校長遴選

相關作業規定者，亦請將該規定報部備查。

正本：各國立大專校院(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除外)

副本：本部部長室、陳政務次長室、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終身教育司、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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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研議校長遴選、續任制度專案小組報告 

壹、 緣起 

依 103年 3月 25日 102學年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事項及 103

年 4月 22日 102學年度第 5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報告事項，由各院(會)、研

發處(研究人員)、學生、職技人員等各推派 1位代表共計 11位，共同組成

專案小組研議修訂校長遴選、續任制度。 

成員：許世壁教授（理學院）（主席）、林士傑教授（工學院）、姚人多

副教授（人社院）、潘欽教授（原科院）、呂平江教授（生科院）、林永隆教

授（電資院）、黃朝熙教授（科管院）、翁曉玲副教授（共教會）、陳瑞凱研

究員（研究人員）、田振滿技士（職技人員）、徐光成同學（大學部）。 

貳、 研議過程 

專案小組自 103年 11月 13日起至 104年 5月 8日止共 5次會議討論，

開會日程、討論意見及決議摘述如下： 
開會日程 討論意見及決議 

103.11.13  1. 推選產生本小組會議主席許世壁教授。 
2. 相關法規交換意見，分就續任、遴選二方面蒐集資料研議。 
3. 會後徵詢陳信雄教授協助擔任顧問，後續可視會議需要邀請具經

驗人士參與。 
4. 約訂下次開會日期及預訂時程，研議結論及建議事項期於明(104)

年5月前完成，並提送5月份校務發展委員會。 

104.1.7 討論意見： 

1.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任務。 
2. 校長遴選過程細節安排再加強，幕僚單位建立經驗傳承機制。 
3. 校長遴選制度於組織規程中規範，部分規範可由校務會議另訂。 
4. 校長遴選校內投票行使同意權致使候選人必需曝光，依過去經驗

部分人選因此退出遴選程序，不利邀集延攬人才。 
5.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人數可酌予增加，並可審酌職員及學生代表

之參與方式。 
6. 前次修改後之校長續任制度尚未有實例經驗，原則上不予更動。 
決議：約定下次會議時間並訂討論主題：1.校長遴選校內投票行使

同意權之存廢或調整、2.遴選委員會組成人數及方式。 

104.2.6 討論意見： 

1. 遴選與選舉之分野與抉擇。 
2.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任務，委員會成員選任之

重要性，學生參與、年輕校友參與之權衡。 
3. 清華校長遴選已6任，在校長遴選委員會運作中，有關校內投票

結果之參考有限。 
4. 校長遴選過程細節安排再加強，提昇對候選人之尊崇感，幕僚單

位建立經驗傳承機制。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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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長遴選制度於組織規程中規範，部分規範可由校務會議另訂。 
6. 前次修改後之校長續任制度尚未有實例經驗，原則上不予更動。 
7. 校長遴選校內投票行使同意權致使候選人必需曝光，依過去經驗

部分人選不願參與或因此退出遴選程序，不利邀集延攬人才。 
8. 前任校長遴選結束後亦曾研議提出候選人不曝光之遴選方案，但

送至校發會審議討論時未獲通過。 
9.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以候選人不曝光爲前提下設計，除廢除現由

校內教授副教授行使同意權，完全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產生
之方案外，亦可考量改由另組一委員會取代之機制。 

10.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人數可酌予增加，並考量調整組成方式。 
決議：約定下次會議時間，並以不曝光候選人前提下，及增加遴選

委員會組成人數及調整組成方式，推派小組成員協助研擬修
法草案(方案可爲多數)，提下次會議討論。請幕僚單位擬訂
校長遴選委員會運作經驗傳承機制，送召集人確認。 

104.3.13 經討論修法方向如下： 

1. 有關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方式： 
(1) 人數由15人調增爲19人(上限爲21人)，以增加本校人員代表
性。學校代表中教授代表不得少於2/3，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參
與方式，以及性別比例等規定於校務會議另訂辦法中規範，社
會公正人士之產生方式應與校友代表現行產生方式相同，併於
校務會議另訂辦法中修正。 

(2) 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由校長遴選委員會自行訂定，改由
校務會議訂定。 

(3) 增訂校長遴選委員會完成校長遴選程序期間規定。 

2. 有關校長遴選方式： 
(1) 保守作法維持原案，仍由全校教授、副教授行使同意權，但加
入研究員、副研究員。 

(2)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減少候選人曝光，雖仍由全校教授、副教
授行使同意權，但加入研究員、副研究員，並將校長遴選委員
會提送校務監督暨費稽核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投票之候選
人由三人改爲一人。 

(3)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減少候選人曝光，將校務監督暨費稽核委
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投票改由校長遴選同意權委員會取代
之，並修改續任、去職同意權人規定。 

(4)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避免候選人曝光，刪除校內同意權行使之
機制，並修改續任、去職投票同意權人規定。 

104.5.8  本研議小組所研擬之修法方案，提列各方案之優缺點，但不排列優
先順序，撰寫報告提送校發會，由校發會審酌修法事宜。 

參、 研提修法方案 

各次會議討論共識，基於前次(100年 11月 1日校務會議)修改後之校

長續任制度尚未有實例經驗，原則上不予更動(僅就校長續任同意權人建議

納入研究員、副研究員)，本小組研提修法方案係以校長遴選制度爲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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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遴委會組成之共同事項，以及遴選方案等分述如下： 

一、 遴委會組成之共同事項 

遴委會人數由 15人調增爲 19人，遴委會作業要點改由校務會議

訂定，並增訂完成校長遴選程序期間規定。 

（一） 遴委會人數由 15人調增爲 19人(法定人數爲 15~21人)，依比例

爲學校代表 8人、校友代表 4人及社會公正人士 4人、教育部代

表 3人，以增加本校人員代表性。其中學校代表維持教授代表 6

人外，建議增列職員代表 1人，其他代表或學生代表 1人，詳如

附件 6「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草案)」。 

（二） 參酌國內多數學校均有校務會議另訂遴委會組織及運作要點，爰

擬將本校由校務會議訂定之「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推選作業要點」，以及由遴委會自行訂定之「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整合改由校務會議訂定之「國立清華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草案)」(詳如附件 6)。惟，

教育部 97年 12月 1日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號函示「校長

遴選委員會應本獨立自立之精神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至各校自

訂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作業規定，僅係提供校長遴選委員會參

考。」(詳如附件 6 下方備註) 

（三） 參酌他校作法及本校經驗，增訂遴委會應於校長任期屆滿日之二

個月前，或出缺後七個月內完成校長遴選程序。 

二、 遴選方案 

本校校長遴選校內投票行使同意權致使候選人必需曝光，依過去

經驗部分人選不願參與或因此退出遴選程序，不利邀集延攬人才。爰

以候選人不曝光爲前提下設計，兼顧及改變現狀之漸層，研提遴選方

案修正對照表詳如後附件 1至 4，並將其優缺點記述如下： 
方案 優點 缺點 

甲案 
維持原案-由全校教授、
副教授行使同意權但加
入研究員、副研究員詳如

附件 1 

維持現狀由遴委會提送 3
位合格候選人至校內行
使同意權，增進校長遴選
參與感。 

1. 致使候選人必需曝
光，依過去經驗部分人
選不願參與或因此退
出遴選程序，不利邀集
延攬人才。 

2. 本校校長遴選已 6任，
在校長遴選委員會運
作中，有關校內投票結
果之參考有限。 

乙案 
仍由全校教授、副教授行
使同意權但加入研究

員、副研究員，並改僅提

改由遴委會提送 1位合格
候選人至校內行使同意
權，減少候選人曝光。 

1. 若第 1順位未獲通過，
產生後順位同意權行
使尷尬情境。 

2. 適法性有疑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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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候選人進行同意權
投票詳如附件 2 

部 96年函釋：遴選過
程中，是否進行教職員
民意意向調查機制，則
尊重各校遴委會之遴
選過程設計，惟此機制
不得於遴委會決定校
長人選後為之。) 詳如
附件 2說明 

丙案 
同意權人改由同意權委
員會取代全校教授及副

教授詳如附件 3 
備註:  

1. 仿照國外董事會(遴委

會)與遴聘委員會(工作

小組)方式運作。 
2. 草擬「國立清華大學校

長同意權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要點」如附件 5。 

維持遴委會提送 3位合格
候選人至校內行使同意
權，但改由校長同意權委
員會行使，保有校內參與
感，降低候選人曝光機
率。 

1. 校長遴選委員會與校
長同意權委員會之權
責分野不明。 

2. 推選兩會委員之抉擇
困擾。 

3. 由少數校長同意權委
員會取代全校教授、副
教授之同意權行使，份
量顯重後之影響。 

丁案 
刪除校內同意權行使(參
酌陽明大學作法) 詳如

附件 4 

1. 回歸「國立大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 3條規定，由
遴委會本獨立自主之
精神執行任務，避免候
選人曝光。 

2. 陽明大學自 98 年起以
此模式運作，可見充分
尊重並保護候選人之
長處。 

缺乏校內參與感，不信任
遴委會成員之顧慮。 

肆、 結語 

 本小組承校發會之命研議校長遴選、續任制度，撰寫本報告書提送校

發會。所研提之修法方案，提列各方案之優缺點，但不排列優先順序，由

校發會審酌修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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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案(維持原案-由全校教授、副教授行使同意權但加入研究員、副研究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 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十九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學校代表八人，其

中教授代表不得少

於三分之二。 

（二）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八人。 

（三） 教育部代表三人組

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

運作要點，由校務會議另

訂之。 

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於校長

任期屆滿日之二個月前，

或出缺後七個月內完成校

長遴選程序。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

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

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

全校教授、副教授及研究

員、副研究員（以下簡稱

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得同意票達投

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

上者即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

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

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

代表三人組成。除教育部

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

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

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

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

全校教授及副教授（以下

簡稱校長同意權人）不記

名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

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者即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

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

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

1. 校長遴選委員會人數由 15

人調增爲 19人(上限爲 21

人)，以增加本校人員代表

性。 

2. 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

點，由校長遴選委員會自

行訂定，改由校務會議訂

定。 

3. 增訂校長遴選委員會完成

校長遴選程序期間規定。 

4. 校長同意權人增加研究

員、副研究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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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

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

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

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含）

以上。校長遴選委員會由

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

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

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

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

一個月內，將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

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

供校長同意權人參據，並

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名投

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報請教育部續

聘。續任投票如未獲同

意，則於一個月內組成校

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

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提出去

職案，經校長同意權人進

行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獲

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

案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

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

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含）

以上。校長遴選委員會由

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

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

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

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

一個月內，將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

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

供校長同意權人參據，並

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名投

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報請教育部續

聘。續任投票如未獲同

意，則於一個月內組成校

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

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提出去

職案，經校長同意權人進

行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獲

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

案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1060411校務會議紀錄第 354 頁，共 378 頁



7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乙案(仍由全校教授、副教授行使同意權但加入研究員、副研究員，並修改僅
提一位候選人進行同意權投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 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十九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學校代表八人，其

中教授代表不得少

於三分之二。 

（二）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八人。 

（三） 教育部代表三人組

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

運作要點，由校務會議另

訂之。 

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於校長

任期屆滿日之二個月前，

或出缺後七個月內完成校

長遴選程序。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一

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

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

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

代表三人組成。除教育部

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

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

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

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

全校教授及副教授（以下

簡稱校長同意權人）不記

1. 校長遴選委員會人數由 15

人調增爲 19人(上限爲 21

人)，以增加本校人員代表

性。 

2. 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

點，由校長遴選委員會自

行訂定，改由校務會議訂

定。 

3. 增訂校長遴選委員會完成

校長遴選程序期間規定。 

4. 校長同意權人增加研究

員、副研究員。 

5.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減少

候選人曝光，將校長遴選

委員會提送校務監督暨費

稽核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

權人投票之候選人由三人

改爲一人，並配合酌作文

字修正。(3 月 13 日會後

與教育部人事處校長遴選

承辦人聯繫，其表示重申

法規如下，若要確認可以

函請教育部釋示。) 

 

教育部 民國 96 年 05 月 02

日  台 人 （ 一 ） 字 第

0960055145號函   

一、依大學法第 9 條第 1 項

規定：「新任公立大學校

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

任期屆滿 10 個月前，由

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

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

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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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教授、副教授及研究

員、副研究員（以下簡稱

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得同意票達投

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

上者即為同意。 

若候選人未獲得同意，校

長遴選委員會須提出其他

合格候選人或重提未獲得

同意之候選人一位，送請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

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

名之同意投票，直到獲得

同意。校長遴選委員會由

獲得同意之候選人遴選出

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

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

一個月內，將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

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

供校長同意權人參據，並

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名投

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報請教育部續

聘。續任投票如未獲同

意，則於一個月內組成校

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

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提出去

職案，經校長同意權人進

行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獲

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

案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名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

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者即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

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

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

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

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

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含）

以上。校長遴選委員會由

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

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

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

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

一個月內，將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

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

供校長同意權人參據，並

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名投

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報請教育部續

聘。續任投票如未獲同

意，則於一個月內組成校

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

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提出去

職案，經校長同意權人進

行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獲

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

案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之。」另本部業已訂定國

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組織及運作辦法，俾利各

校遵循，先予敘明。 

二、基於大學自主，上開辦

法僅就遴委會之決定候

選人產生方式、決定遴選

程序、審核候選人資格及

選定校長等作原則規

範，至遴選過程中，是否

進行教職員民意意向調

查機制，則尊重各校遴委

會之遴選過程設計，惟此

機制不得於遴委會決定

校長人選後為之，且仍需

依本部 89年 9月 18日台

（ 89）人（一）字第

89113383號函釋，若有需

要教職員行使同意權以

為參考必要者，其開票結

果達設定門檻後，即不得

再予統計票數。茲以大學

法修正後，大學校長之遴

選雖由二階段改為一階

段，惟上開函釋意旨仍為

重要原則，爰重申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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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丙案(同意權人改由同意權委員會取代全校教授及副教授、修改續任、去職同
意權人)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 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及校長同意權委員會，產

生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十九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學校代表八人，其

中教授代表不得少

於三分之二。 

（二）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八人。 

（三） 教育部代表三人組

成。 

校長同意權委員會由各學

院及清華學院教師代表各

三人組成之。 

校長遴選委員會及校長同

意權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

要點，由校務會議另訂之。 

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於校長

任期屆滿日之二個月前，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

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

代表三人組成。除教育部

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

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

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

1. 校長遴選委員會人數由 15

人調增爲 19人(上限爲 21

人)，以增加本校人員代表

性。 

2. 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

點，由校長遴選委員會自

行訂定，改由校務會議訂

定。 

3. 增訂校長遴選委員會完成

校長遴選程序期間規定。 

4. 校長同意權人增加研究

員、副研究員。 

5.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減少

候選人曝光，將校務監督

暨費稽核委員會辦理校長

同意權人投票改由校長遴

選同意權委員會取代之。 

6. 續任、去職投票同意權人

增加研究員、副研究員。 

7. 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1040407 校務會議組織規程

修正已將共教會改爲清華學

院)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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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缺後七個月內完成校

長遴選程序。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

位合格候選人，經校長同

意權委員會行使同意權。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

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

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部分或全部），送請校長

同意權委員會行使同意

權，直到獲得同意之候選

人累計達二人（含）以上。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獲得同

意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

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

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

一個月內，將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

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

供參據，並辦理全校教

授、副教授及研究員、副

研究員之不記名投票，得

同意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

一（含）以上者即為同意，

報請教育部續聘。續任投

票如未獲同意，則於一個

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及校長同意權委員會，產

生新任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全

校教授、副教授及研究

員、副研究員三分之一

（含）以上之連署，向校

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

提出去職案，經全校教

授、副教授及研究員、副

研究員進行不記名之同意

投票，得同意票達全校教

授、副教授及研究員、副

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

全校教授及副教授（以下

簡稱校長同意權人）不記

名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

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者即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

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

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

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

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

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含）

以上。校長遴選委員會由

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

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

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

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

一個月內，將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

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

供校長同意權人參據，並

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名投

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報請教育部續

聘。續任投票如未獲同

意，則於一個月內組成校

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

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提出去

職案，經校長同意權人進

行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獲

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

案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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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即去職案通過，報

請教育部解聘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續任、去職之投

票，其票數統計至確定同

意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

票數不予公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第十四條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

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

監督。 

二、校務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之稽核。 

三、依校務會議決議之方

式，於校長任期過半

後一學期內，辦理對

校長政績之意見徵

詢，僅供校長參考。 

四、校長續任及去職案同

意投票之辦理。 

五、學校重要選舉、投票

程序之監督或公證。 

六、 學校其他重要行政措

施之查詢及建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

人，由校務會議選出，委

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校

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掌

理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不

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第十四條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

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

監督。 

二、校務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之稽核。 

三、依校務會議決議之方

式，於校長任期過半

後一學期內，辦理對

校長政績之意見徵

詢，僅供校長參考。 

四、校長新任、續任及去

職案同意投票之辦

理。 

五、學校重要選舉、投票

程序之監督或公證。 

六、 學校其他重要行政措

施之查詢及建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

人，由校務會議選出，委

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校

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掌

理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不

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刪除辦理校長新任案同意投

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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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案(刪除校內同意權行使)(參酌陽明作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 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十九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學校代表八人，其

中教授代表不得少

於三分之二。 

（二）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八人。 

（三） 教育部代表三人組

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

運作要點，由校務會議另

訂之。 

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於校長

任期屆滿日之二個月前，

或出缺後七個月內完成校

長遴選程序，報教育部聘

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

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

一個月內，將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

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

供全校教授、副教授及研

究員、副研究員（以下簡

稱校長同意權人）參據，

並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名

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

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

代表三人組成。除教育部

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

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

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

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

全校教授及副教授（以下

簡稱校長同意權人）不記

名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

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者即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

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

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

1. 校長遴選委員會人數由 15

人調增爲 19人(上限爲 21

人)，以增加本校人員代表

性。 

2. 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

點，由校長遴選委員會自

行訂定，改由校務會議訂

定。 

3. 增訂校長遴選委員會完成

校長遴選程序期間規定。 

4. 校長同意權人增加研究

員、副研究員。 

5.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避免

候選人曝光，刪除校內同

意權行使之機制。 

6. 續任、去職投票同意權人

增加研究員、副研究員。 

7. 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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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二分之一（含）以上者

即為同意，報請教育部續

聘。續任投票如未獲同

意，則於一個月內組成校

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

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提出去

職案，經校長同意權人進

行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獲

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

案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續任、去職之投

票，其票數統計至確定同

意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

票數不予公開。 

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

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

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含）

以上。校長遴選委員會由

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

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

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

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

一個月內，將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

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

供校長同意權人參據，並

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名投

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報請教育部續

聘。續任投票如未獲同

意，則於一個月內組成校

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

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提出去

職案，經校長同意權人進

行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獲

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

案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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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

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

監督。 

二、校務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之稽核。 

三、依校務會議決議之方

式，於校長任期過半

後一學期內，辦理對

校長政績之意見徵

詢，僅供校長參考。 

四、校長續任及去職案同

意投票之辦理。 

五、學校重要選舉、投票

程序之監督或公證。 

六、 學校其他重要行政措

施之查詢及建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

人，由校務會議選出，委

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校

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掌

理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不

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第十四條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

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

監督。 

二、校務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之稽核。 

三、依校務會議決議之方

式，於校長任期過半

後一學期內，辦理對

校長政績之意見徵

詢，僅供校長參考。 

四、校長新任、續任及去

職案同意投票之辦

理。 

五、學校重要選舉、投票

程序之監督或公證。 

六、 學校其他重要行政措

施之查詢及建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

人，由校務會議選出，委

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校

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掌

理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不

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刪除辦理校長新任案同意投

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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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同意權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草案) 

一、「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同意權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係根據國立清華

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成立。 

二、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及清華學院各推派三名教授或副教授代

表共同組成。推派作業於校長遴選委員會推選作業時併予辦理。 

三、本委員會設召集人兼發言人、副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委員及相關工

作人員須簽署校長遴選工作保密協定，行政事務由秘書處辦理。 

四、會議規則 

（一）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二） 重要事項之議決得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 

（三） 會議開始時須確認前次會議記錄。 

（四） 會議結束前須確認本次會議議決事項及應保密事項。 

五、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提出三位合格候選人送本委員會，並經安排面談等程

序，確保候選人不曝光前提下，行使同意權選出至少二名候選人。校長遴

選委員會再由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六、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

重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部分或全部），送請本委員會行使同意權，直

到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以上。 

七、本要點由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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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草案) 
一、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校長，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

二條及「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訂定「國立清華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置委員十九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分類如下： 

(一) 學校代表八人，含教授代表六人、職員代表一人、其他代表(或學生

代表)一人。 

(二)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八人。 

(三) 教育部代表三人。 

前項除第三款代表由教育部推派外，悉依本要點推選產生。各項投票作

業及行政事務由秘書處辦理，並由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如

有得票數相同且需要排序時，抽籤決定之。 

三、 學校代表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 教授代表依學術領域分為自然科學、工程、人文社會（含管理）各

二人。由一級教學單位各提名不同性別之人選二至三人，每位人選

須註明代表之學術領域。校務會議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每個領域各

圈選二人，各領域得票最高之前二人為該領域教授代表，其餘依得

票數高低順序，為該領域教授代表之候補人選。各領域代表出缺時，

由候補人選遞補。各學院及清華學院教授代表至多以一人為限。教

授代表不足六人時，由校務會議另行補選。 

(二) 職員代表由編制內職技人員推選產生，並列候補人選。 

(三) 其他代表由校務會議成員就非教授成員中推選產生，並列候補人

選。(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組織推選產生，並列候補人選。) 

四、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人選，由一級教學單位各提名最多二人但不得

爲同一性別。校務會議成員得提名人選，但須有成員三人以上之附署，

每位成員提名或附署以一次為限。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人選由校務

會議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每票圈選六人，得票數不公開，由學校代表依

得票高低順序徵詢當事人同意，產生四位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其

中任一性別至少一人，其餘為候補人選。 

前項學校代表由遴委會學校代表推選教授代表擔任。 

五、 遴委會組成後應於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並應簽署保密協定。 

遴委會置召集人、副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並以其中一人爲發言人。

召集人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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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學生代表或有關人員列席。 

六、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 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 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 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

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代表類別依本要點規定遞補之。 

七、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 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 決定遴選程序。 

(三) 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 選定校長人選由本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 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八、 遴委會提出三位候選人，由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

人投票作業。 

若獲得校長同意權人同意之候選人未達二人，遴委會須提出其他合格候

選人，或重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部分或全部），送校務監督暨經費稽

核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累計達二人以上。 

遴委會由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九、 遴委會委員爲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遴委會所需之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十、 遴委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 

十一、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備註：教育部 97 年 1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 號函 
校長遴選委員會得否逕行修正經校務會議通過之校長遴選辦法有關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之
條文內容等疑義： 
一、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3 條第 1 項：「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

神執行下列任務：(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二)決定遴選程序；(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選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爰校
長遴選委員會應本獨立自立之精神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至各校自訂有關校長遴選之
相關作業規定，僅係提供校長遴選委員會參考。 

二、另校長遴選委員會如依實際需要修改校長遴選辦法有關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之條文內
容，應儘量於遴選程序開始前即予定明，以免滋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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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案(由全校教授、副教授行使同意權確認校長人選但加入研究員、副研究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 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

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

代表三人組成。除教育部

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

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於校長任

期屆滿日之二個月前，或

出缺後七個月內完成校長

遴選程序為原則。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就二人

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

遴選提出一位建議校長當

選人，由校務監督委員會

辦理全校教授、副教授及

研究員、副研究員（以下

簡稱校長同意權人）不記

名之同意投票確認，得同

意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

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

代表三人組成。除教育部

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

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

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

督委員會辦理全校教授及

副教授（以下簡稱校長同

意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

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

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

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

1. 增訂校長遴選委員會完成

校長遴選程序期間規定。 

2. 校長同意權人增加研究

員、副研究員。 

3.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減少

候選人曝光，將校長遴選

委員會提出三位合格候選

人，送校務監督委員會辦

理校長同意權人投票，改

爲提出一位建議校長當選

人，並配合酌作文字修

正。 

 

※備註 1：教育部 民國 96

年 05月 02日 台人（一）字

第 0960055145號函   

一、依大學法第 9 條第 1 項

規定：「新任公立大學校

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

任期屆滿 10 個月前，由

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

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

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

之。」另本部業已訂定國

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組織及運作辦法，俾利各

校遵循，先予敘明。 

二、基於大學自主，上開辦

法僅就遴委會之決定候

選人產生方式、決定遴選

程序、審核候選人資格及

選定校長等作原則規

範，至遴選過程中，是否

進行教職員民意意向調

查機制，則尊重各校遴委

會之遴選過程設計，惟此

機制不得於遴委會決定

校長人選後為之，且仍需

依本部 89年 9月 18日台

（ 89）人（一）字第

89113383號函釋，若有需

要教職員行使同意權以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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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者即為確認當

選，報教育部聘任。 

若未獲得同意確認，校長

遴選委員會須提出另一位

建議校長當選人，送請校

務監督委員會辦理校長同

意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

確認，直到獲得確認校長

當選人，報教育部聘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委員會應於教育部評鑑報

告送達學校後一個月內，

將校長續任評鑑報告併同

校長提出之治校績效及未

來規劃理念提供校長同意

權人參據，並辦理續任同

意之不記名投票，得同意

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即為同意，

報請教育部續聘。續任投

票如未獲同意，則於一個

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委員會提出去職案，經校

長同意權人進行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獲同意權人總

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同

意，即去職案通過，報請

教育部解聘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監督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

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

直到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

計達二人（含）以上。校

長遴選委員會由獲得同意

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校

長，報教育部聘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委員會應於教育部評鑑報

告送達學校後一個月內，

將校長續任評鑑報告併同

校長提出之治校績效及未

來規劃理念提供校長同意

權人參據，並辦理續任同

意之不記名投票，得同意

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即為同意，

報請教育部續聘。續任投

票如未獲同意，則於一個

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委員會提出去職案，經校

長同意權人進行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獲同意權人總

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同

意，即去職案通過，報請

教育部解聘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為參考必要者，其開票結

果達設定門檻後，即不得

再予統計票數。茲以大學

法修正後，大學校長之遴

選雖由二階段改為一階

段，惟上開函釋意旨仍為

重要原則，爰重申如上。 

※備註 2： 「國立大學校長

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

「遴委會應就 2人以上之

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

定校長人選。」 

※備註 3：依國立大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遴

委會應就 2人以上之合格

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

長人選。如獲得同意之候

選人僅 1人時，遴委會尚

無法審議產生新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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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案(刪除校內同意權行使)(參酌陽明作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 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

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

代表三人組成。除教育部

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

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於校長任

期屆滿日之二個月前，或

出缺後七個月內完成校長

遴選程序為原則，報教育

部聘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委員會應於教育部評鑑報

告送達學校後一個月內，

將校長續任評鑑報告併同

校長提出之治校績效及未

來規劃理念提供全校教

授、副教授及研究員、副

研究員（以下簡稱校長同

意權人）參據，並辦理續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

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

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

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

下： 

一、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

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

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

代表三人組成。除教育部

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

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

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

督委員會辦理全校教授及

副教授（以下簡稱校長同

意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

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

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

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

（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

1. 增訂校長遴選委員會完成

校長遴選程序期間規定。 

2. 校長同意權人增加研究

員、副研究員。 

3. 爲利邀集延攬人才，避免

候選人曝光，刪除新任校

長產生程序校內同意權行

使之機制。 

4. 續任、去職投票同意權人

增加研究員、副研究員。 

5. 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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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同意之不記名投票，得

同意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

一（含）以上者即為同意，

報請教育部續聘。續任投

票如未獲同意，則於一個

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委員會提出去職案，經校

長同意權人進行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獲同意權人總

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同

意，即去職案通過，報請

教育部解聘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續任、去職之投

票，其票數統計至確定同

意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

票數不予公開。 

監督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

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

直到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

計達二人（含）以上。校

長遴選委員會由獲得同意

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校

長，報教育部聘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

委員會應於教育部評鑑報

告送達學校後一個月內，

將校長續任評鑑報告併同

校長提出之治校績效及未

來規劃理念提供校長同意

權人參據，並辦理續任同

意之不記名投票，得同意

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即為同意，

報請教育部續聘。續任投

票如未獲同意，則於一個

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

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

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

委員會提出去職案，經校

長同意權人進行不記名之

同意投票，獲同意權人總

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同

意，即去職案通過，報請

教育部解聘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

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

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建議適當代理人選，報教

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

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

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

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

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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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校務監督委員會掌理下列

事項： 

一、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

監督。 

二、依校務會議決議之方

式，於校長任期過半

後一學期內，辦理對

校長政績之意見徵

詢，僅供校長參考。 

三、校長續任及去職案同

意投票之辦理。 

四、學校重要選舉、投票

程序之監督或公證。 

五、 學校其他重要行政措

施之查詢及建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

人，由校務會議選出，委

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校

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掌

理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不

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第十四條 

校務監督委員會掌理下列

事項： 

一、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

監督。 

二、依校務會議決議之方

式，於校長任期過半

後一學期內，辦理對

校長政績之意見徵

詢，僅供校長參考。 

三、校長新任、續任及去

職案同意投票之辦

理。 

四、學校重要選舉、投票

程序之監督或公證。 

五、 學校其他重要行政措

施之查詢及建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

人，由校務會議選出，委

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校

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掌

理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不

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刪除辦理校長新任案同意投

票之規定。 

 

 

名  稱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各大學應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遴委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以單數組成，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請擔 

任之： 

一、學校代表：由學校校務會議推選，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依學校組織規程或其他相關規定產生，占 

    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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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前二款以外之其餘委員。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選（薦）或遴派時，應酌列候補委員。第一款學校代表 

應包含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遴委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前，大學已依修正前規 

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進行校長遴選作業者，得繼續辦理。 

第 3 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選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 

第 4 條   學校應於遴委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 

遴委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 5 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 6 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 

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會議 

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遞補之。 

第 7 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並視需要酌 

支交通費。 

第 9 條   遴委會執行本辦法相關事項所需之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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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作業要點 

民國 98年 3 月 24日 97學年度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月 5日 100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點 

民國 102 年 1月 15 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4、5 點 

一、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校長，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

二條規定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之組成除教育部代表三人由教育

部遴派外，其餘委員含教授代表六人、校友代表三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三

人，悉依本要點推選。本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三、 教授代表依學術領域分為自然科學、工程、人文社會（含管理）各二人。

教授代表由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各提名不同性別之人選二至三

人，每位人選須註明代表之學術領域。校務會議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每

個領域各圈選二人，各領域得票最高之前二人為該領域教授代表，其餘

依得票數高低順序，為該領域教授代表之候補人選。各領域代表出缺時，

由候補人選遞補。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教授代表至多以一人為

限。教授代表不足六人時，由校務會議另行補選。 

四、 校友代表人選，由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提名最多二人但不得爲

同一性別。校務會議成員得提名校友代表人選，但須有成員三人以上之

附署，每人提名或附署以一次為限。校友代表人選由校務會議成員以無

記名投票，每票圈選六人，得票數不公開，由學校代表依得票高低順序

徵詢當事人同意，產生三位校友代表，其中任一性別至多以二人為限，

其餘為候補人選。 

前項學校代表由本會教授代表互推之。 

五、 社會公正人士由教授代表及校友代表推選之，其中任一性別至多以二人

為限。 

六、 教授代表及校友代表如有得票數相同且需要排序時，抽籤決定之。 

七、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確認後應自動請辭，由候補人選遞補： 

(一) 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 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 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八、 上述各項投票作業及行政事務由秘書處辦理，並由校務監督委員會監督。 

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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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修正案：(原甲案，新增如有校外候選人之遴選規定)  (藍色部分）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為

一任，得續任一次；其聘期原

則上配合學期制於二月一日

或八月一日起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下： 

一、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職

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

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十九人，由

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學校代表八人，其中教  

授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 

二。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

士八人。 

（三） 教育部代表三人組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

作要點，由校務會議另訂之。 

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於校長任

期屆滿日之二個月前，或出缺

後七個月內完成校長遴選程

序。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主之

精神決定遴選程序，審核候選

人資格，並依下列二種方式之

一提送學校辦理全校教授、副

教授、研究員及副研究員（以

下簡稱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

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為

一任，得續任一次；其聘期原

則上配合學期制於二月一日

或八月一日起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下： 

一、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職

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

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表

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

士六人，及教育部代表三人組

成。除教育部代表由教育部遴

派外，其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

人、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

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選，

其推選方法另訂之。遴選委員

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遴選委員會

開會時應邀請職員代表及學

生代表各一人列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主

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審核候

選人資格，提出三位合格候選

人，由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

員會辦理全校教授及副教授

（以下簡稱校長同意權人）不

記名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達

1. 校長遴選委員會人數

由 15 人調增爲 19 人

(上限爲 21 人)，以增加

本校人員代表性。 

2. 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

要點，由校長遴選委員

會自行訂定，改由校務

會議訂定。 

3. 增訂校長遴選委員會

完成校長遴選程序期

間規定。 

4. 校長同意權人增加研

究員、副研究員。 

5. 新增如有校外候選人

之遴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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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

為同意。校長遴選委員會由獲

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

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一)提出三位合格候選人，由

校務監督委員會辦理校

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同

意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

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

者即為同意。若獲得同意

之候選人未達二人，校長

遴選委員會須提出其他

合格候選人或重提未獲

得同意之候選人（部分或

全部），送請校務監督委

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

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直到

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計

達二人（含）以上。 

(二)校外之候選人，獲得校長

遴選委員會出席委員四

分之三（含）以上支持其

為唯一校長人選，則校長

遴選委員會得僅推薦一

位候選人，由校務監督委

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

不記名之同意投票。若該

候選人未獲得同意權人

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則依前款規定

辦理。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暨經

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育部評

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

者即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二

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提出其

他合格候選人或重提未獲得

同意之候選人（部分或全

部），送請校務監督暨經費稽

核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

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直到獲得

同意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

（含）以上。校長遴選委員會

由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

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二、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暨經

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育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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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報告送達學校後一個月

內，將校長續任評鑑報告併同

校長提出之治校績效及未來

規劃理念提供校長同意權人

參據，並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

名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為同

意，報請教育部續聘。續任投

票如未獲同意，則於一個月內

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

任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長同

意權人三分之一（含）以上之

連署，向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

委員會提出去職案，經校長同

意權人進行不記名之同意投

票，獲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案通

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滿而

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時，由

校務發展委員會建議適當代

理人選，報教育部核定，代理

至新任校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職之

投票，其票數統計至確定同意

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票數不

予公開。 

鑑報告送達學校後一個月

內，將校長續任評鑑報告併同

校長提出之治校績效及未來

規劃理念提供校長同意權人

參據，並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

名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為同

意，報請教育部續聘。續任投

票如未獲同意，則於一個月內

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

任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長同

意權人三分之一（含）以上之

連署，向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

委員會提出去職案，經校長同

意權人進行不記名之同意投

票，獲同意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即去職案通

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滿而

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時，由

校務發展委員會建議適當代

理人選，報教育部核定，代理

至新任校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職之

投票，其票數統計至確定同意

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票數不

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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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草案)(理學院修正案內容為藍色字體部分) 

一、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校長，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

二條及「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訂定「國立清華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置委員十九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分類如下：   

(一)學校代表八人，含教授代表六人、職員代表一人、其他代表(或學生

代表)一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八人。 

(三)教育部代表三人。 

前項除第三款代表由教育部推派外，悉依本要點推選產生。各項投票作

業及行政事務由秘書處辦理，並由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如

有得票數相同且需要排序時，抽籤決定之。 

三、 學校代表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授代表依學術領域分為自然科學、工程、人文社會（含管理）各

二人。由一級教學單位各提名不同性別之人選二至三人，每位人選

須註明代表之學術領域。校務會議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每個領域各

圈選二人，各領域得票最高之前二人為該領域教授代表，其餘依得

票數高低順序，為該領域教授代表之候補人選。各領域代表出缺時，

由候補人選遞補。各學院及清華學院教授代表至多以一人為限。教

授代表不足六人時，由校務會議另行補選。 

(二)職員代表由編制內職技人員推選產生，並列候補人選。 

(三)其他代表由校務會議成員就非教授成員中推選產生，並列候補人選。

(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組織推選產生，並列候補人選。) 

四、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人選，由一級教學單位各提名最多二人但不得

爲同一性別。校務會議成員得提名人選，但須有成員三人以上之附署，

每位成員提名或附署以一次為限。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人選由校務

會議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每票圈選六人，得票數不公開，由學校代表依

得票高低順序徵詢當事人同意，產生四位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其

中任一性別至少一人，其餘為候補人選。 

前項學校代表由遴委會學校代表推選教授代表擔任。 

五、 遴委會組成後應於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並應簽署保密協定。 

遴委會置召集人、副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並以其中一人爲發言人。

召集人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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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學生代表或有關人員列席。 

六、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

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代表類別依本要點規定遞補之。 

七、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選由本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八、 遴委會本獨立自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審核候選人資格，並依下列二

種方式之一提送學校辦理全校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及副研究員（以下

簡稱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即為同意。遴委會由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校長，

報教育部聘任。 

(一)提出三位合格候選人，由校務監督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

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二人，遴委會須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

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監督委員會辦理

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計達二

人（含）以上。 

(二)校外之候選人，獲得遴委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支持其為唯

一校長人選，則遴委會得僅推薦一位候選人，由校務監督委員會辦理

校長同意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若該候選人未獲得同意權人投票總

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則依前款規定辦理。 

九、 遴委會委員爲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遴委會所需之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十、 遴委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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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教育部 97 年 1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 號函 

校長遴選委員會得否逕行修正經校務會議通過之校長遴選辦法有關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之

條文內容等疑義： 

一、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3 條第 1 項：「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

神執行下列任務：(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二)決定遴選程序；(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選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爰校

長遴選委員會應本獨立自立之精神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至各校自訂有關校長遴選之

相關作業規定，僅係提供校長遴選委員會參考。 

二、另校長遴選委員會如依實際需要修改校長遴選辦法有關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之條文內

容，應儘量於遴選程序開始前即予定明，以免滋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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