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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104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大會議室（AD213） 

主 席：李傳房教務長          記錄：呂淑惠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 本年度全國技專校院教務主管會議上，教育部請各學校針對碩士在職專班同等學力入學

認定的審核（吳寶春條款）應謹慎為之，未來每年每系所招生只能招收 10%是以同等學

力入學者，請各系所招生時需特別留意並配合政策。 

二、 設計學院與人文與科學學院 13 系所第一次待釐清問題回覆，請各系所主管、院長務必

謹慎回覆，訪視當日委員主要是來驗證評鑑報告內容，我們應該盡可能在訪視日前把相

關文件準備妥適，以避免第二次待釐清問題及影響到訪視結果。 
 
貳、上次會議（108.6.4）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一、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請審議。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修正完成，並公告於教務處網站「教務章則」專區。 

二、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請審議。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修正完成，並公告於教務處網站「教務章則」專區。 

三、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修正完成，並公告於教務處網站「教務章則」專區。 

四、本校「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修正完成，並提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待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

基金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行公告。 

五、是否廢除研究所校定統一英語畢業門檻，改為各系所自訂語言畢業門檻或改為各系所自

行決定是否要設立語言畢業門檻，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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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情形：  

(一) 為鼓勵學生確實具備外語能力，本校將維持研究所校定統一語言畢業門檻。 

(二) 針對入學後須參加一次以上校外英檢考試，不通過畢業門檻者才能修習專技英語閱

讀課程的規定，修正為入學前二年內的校外英檢考試成績若不通過門檻，即可修習

專技英語，不要求學生一定得在入學後再考一次英檢。 

(三) 請語言中心配合本次討論決議，於下次會議提案修正本校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

點。 

辦理情形：語言中心已依上次會議討論修改相關條文，並提本次教務會議審議。 

六、審議補追認課程流程圖修訂配套與補提配套案，請審議。。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依據審議決議辦理 

七、審議 108 學年度課程流程圖及第 1 學期課程修訂，請審議。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依據審議決議辦理 

八、審議本校跨院系所學程規定終止∕新增∕修訂案，請審議。 

決議情形： 

(一) 附件十二本校「學生申請修習科技設計應用學程規定」第二點，刪除「設計系

所」，才能達到鼓勵跨域學習之目的。 

(二) 附件十二本校「動態影像展示設計學程規定」第三點的選修學分說明請配合「選讀

動態影像互動展示設計學程課程注意事項」第三點要求之學分修改。 

(三) 修正後相關規定請見附件十二。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修正完成，並公告於跨領域學程系統。 

九、審議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色課程推薦案，請審議。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依據審議決議辦理。 

 
參、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 學生註冊入學： 

1. 新生入學服務網：已於 8 月 1 日開放，提供各項新生入學資訊，並方便新生上網登錄

個人資料，新生入學通知單已於 8 月初陸續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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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舊生註冊截止日為 9 月 9 日，已於 9 月 20 日起清查學生學籍及辦理新生註銷。

本學期核定名額之新生註冊人數共計 2,587，註冊率為 89.27%；全校學生註冊人數為

9,901 人。108 學年度各學制新生註冊統計及歷年註冊人數比較，詳如下表： 
108 學年度各學制新生註冊統計  (計算至 108.09.24 上午 11:00) 
學制 核定名額 註冊人數 註冊率 缺額人數 

大學部(四技) 1,331 1,280 96.17% 51 
大學部(二技) 80 68 85.00% 12 
大學部(夜四技) 45 45 100.00% 0 
碩士班 981 818 83.38% 163 
碩士在職專班 379 306 80.74% 73 
博士班 82 70 85.37% 12 
全校合計 2,898 2,587 89.27% 311 

*大學部(四技)核定名額含 250 名高中生 
103-108 學年註冊學生人數  (計算至 108.09.26 上午 11:00) 

學制 103 學

年 
104 學

年 
105 學

年 
106 學

年 
107 學

年 
108 學

年 
比較 

(108 減 107) 
四技 6,169 6,282 6,315 6,410 6,459 6,435 -24 
二技 183 211 233 224 254 243 -11 
碩士班 2,076 2,124 2,108 2,024 1,995 2,005 10 

碩在職專班 758 779 817 772 749 794 45 
博士班 484 485 482 464 436 424 -12 
合計 9,670 9,881 9,955 9,894 9,893 9,901 8 

(二) 復學： 

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應復學之學生計 411 人，已於 7 月初寄出復學通知，並請學生於

9 月 9 日前上網辦理復學申請。本學期應復學學生 411 位，實際復學學生 119，復學

比率為 28.95%。 

2. 近年各學期應復學人數、實際復學人學及復學比率彙整詳如下表： 

學年-學期 應復學 實際復學 申請繼

續休學 
休學逾期未

註冊/退學 復學比率 

108-1 411 119 143 149 28.95% 
107-2 294 104 123 67 35.37% 
107-1 379 90 140 149 23.75% 
106-2 191 109 98 84 57.07% 
106-1 423 142 106 175 33.57% 

(三) 休學：本學期至 9 月 26 日止學生申請休學 356 人（大學部 88 人、碩班 116 人、碩在班

86 人、博班 66 人）；近年各學期應休學人數彙整詳如下表： 

學期 因學

業 
因志

趣 
家庭、經

濟 
因工

作 
因服

役 
因育

兒 
因懷

孕 因病 其他 合計 

107-2 20 18 33 125 4 14 4 16 64 298 
107-1 55 52 57 174 16 2 5 25 57 461 
106-2 92 93 96 243 30 36 5 25 58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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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因學

業 
因志

趣 
家庭、經

濟 
因工

作 
因服

役 
因育

兒 
因懷

孕 因病 其他 合計 

106-1 95 78 101 246 36 40 6 21 64 687 

(四) 退學：本學期至 9 月 26 日止學生申請退學 129 人（大學部 70 人、碩班 29 人、碩在班

15 人、博班 15 人）；近年各學期應退學人數彙整詳如下表： 

學期 
逾期

未註

冊 

休學

逾期

未註

冊 

家

庭、

經濟

因素 

連雙

1/2
不及

格 

連雙

2/3
不及

格 

志趣

不合 
轉

學 
重

考 
工作

需求 
延修

屆滿 
死

亡 
其他

原因 合計 

107-2 29 47 2 9 2 6 7 3 7 0 1 17 130 

107-1 32 97 4 12 2 12 28 10 29 18 4 15 263 

106-2 36 74 3 18 5 2 7 8 12 0 0 6 171 

106-1 40 140 2 16 3 8 29 17 16 22 1 14 308 

(五) 因學業不及格退學：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學業不及格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退學人數

為 19 人。本校自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學生因學業不及格退學由累計制改連續制後，退

學人數顯著下降，近年各學期退學人數如下： 
符合第 2 次

不及格學期 
學生實際

退學學期 
雙學期不及格人數 

備註 
達雙二一 達雙三二 合計 

107-2 108-1 17 2 19 連續制 

107-1 107-2 9 2 11 連續制 

106-2 107-1 12 2 14 連續制 

106-1 106-2 18 5 23 連續制 

105-2 106-1 16 3 19 連續制 

105-1 105-2 9 2 11 連續制 

104-2 105-1 17 2 19 連續制 

(六) 修業期限屆滿：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滿應修科

目與學分共計 15 人，依本校學則規定應予以退學者，已於開學前清查及呈核後發函通知

各系(所)及個人。 

(七) 輔系、雙主修、抵免、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輔系、雙主修、抵免自 9 月 9 日開始

受理申請，於 9 月 16 日截止申請，本學期學生申請修讀輔系計有 4 人，申請修讀雙主修

計有 3 人。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於 9 月 20 日截止申請，共有 93 人提出申請。 

(八) 預研生申請：108 學年度預研生第 1 次甄選錄取人數總計 99 人（工程學院 82 人、管理

學院 11 人、設計學院 2 人、人文與科學學院 4 人），另第 2 次甄選作業將於 10 月初發函

通知各系(所)辦理。 

(九) 學行優良獎：本校 107-2 學期符合學行優良獎勵要點第二點規定獎勵標準者共計 296 人，

因本獎勵金為減免學雜費性質，若 108-1 學期學生未繳學雜費者將不予減免（如畢業生

及學雜費全免者），故其中 74 位畢業生及 7 位學雜費全免生，僅發給獎狀，另 215 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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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除發給獎狀外並得予學雜費減免，核減總金額共計 111 萬 5,000 元。近年獎勵人數如

下表： 

學年

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符合獎勵人數 

學雜費核

減總額 

符合獎勵人數 
學雜費核

減總額 僅發獎狀 獎狀+減免

學雜費 僅發獎狀 獎狀+減免學

雜費 
107 16 322 1,624,000 81 215 1,115,000 
106 10 288 1,464,000 91 223 1,139,000 
105 15 286 1,434,000 80 212 1,096,000 

(十) 交換生：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生至本校交換生共計 122 人，其中工設系海峽學

院專班 41 人、陸生 67 人及外籍生 14 人。近年交換生人數詳如下表，有逐年下降之趨

勢。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合計人

次 國外 大陸 專班 小計

人數 國外 大陸 專班 小計

人數 
108 14 67 41 122 - - - - 122 
107 11 50 96 157 10 36 96 142 299 
106 12 109 273 394 13 61 273 347 741 
105 9 163 266 438 3 91 264 358 796 
104 9 127 261 397 2 150 219 371 768 
103 14 205 186 405 7 139 238 384 789 
102 6 107 104 217 8 118 132 258 475 

(十一) 畢業學分審查：大四生畢業資格初審：本學年大四學生一至三年級修課實得畢業學分

審核已於 8 月 30 日完成，本處已公告並 EMAIL 通知學生上網詳閱歷年修課紀錄及確

認是否已修得規定之畢業學分，學生如對實得學分有疑義，請系承辦人依各系之規定

予以解釋，如仍有疑問再向註冊組承辦人確認（校內分機 2215）。 

(十二) 畢業生離校：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離校及領取學位證書已於 8 月 30 日辦理完

成，本學期畢業人數共計 2,350 人，其中大學部 1,521 人，碩士班 607 人，碩士在職專

班 170 人，碩士境外專班 21 人，博士班 31 人。  

二、課教組 

(一) 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 

1. 107 學年度票選作業自 108 年 6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票選結果送各院進行

遴選，訂於 11 月 30 日校慶典禮中進行頒獎事宜。 

2. 預計名額為： 
遴選項目／學院 工程 管理 設計 人文 未來 合計 

傑出教師 1 1 0 1 0 3 
優良教師 6 4 4 3 1 18 

備註：候選人須為在本校任教滿兩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且遴選前兩

學年平均授課時數符合本校授課鐘點計算要點規定者。 

(二) 教學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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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已於 9 月 18 日發文，供各系所主任參考，並依

本校教師教學輔導辦法追蹤考核。 

2.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訂於開學第三週（9 月 23 日至 9 月 27 日）進行期初問卷調查、

12 月 9 日至 109 年 1 月 10 日進行期末問卷調查。 

(三) 開排課業務：已於 9 月 30 日召開開排課暨相關業務座談會、預訂 12 月 13 日（五）召開

校課程委員會，討論各院系課程內容及配當之審議。 

(四) 全校教師教學會議：108 年 12 月 25 日（三）於國際會議廳 2 樓第一演講廳召開本學期

全校教師教學會議，請轉知所屬教師準時與會。 

(五) 校際選課：校際選課申請期限，自開學日起至加退選結束止（9/9-9/20），學生須於期限

截止前，將申請表正本繳回課教組，學生至他校校際選課，限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

請各系所承辦人，於學生提出申請時，確實依據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進行審核。

截至 9/20(五)止，本校修外校課程之學生共計 52 人次；外校修本校課程之學生共計 25

人次。 

(六) 教學計畫表暨教材上傳：各授課教師於加退選（9 月 20 日）前，應上網完成提報「教學

計畫表」、「教材及參考書目」，並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且於課堂上加強智慧財產權宣導，

告誡同學勿盜印。 

(七) 預警制度：學生前學期修習科目 3 科以上不及格或 40％以上學分不及格名冊，已於 9 月

4 日函送各教學單位及教卓中心，請各主任、導師，針對學期修課表現不佳學生，給予適

當的輔導。 

(八)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確認」，已於 9 月 23 日(一)起開放： 

1. 學生若於加退選截止後，僅下列學生得於第三週結束前，填具「學生報告書」向授課

教師、所屬系所及教務單位申請補救： 

(1) 應屆畢業生因缺修科目學分導致無法畢業者。  

(2) 因學分不足會遭強迫休學者。 

(3) 已選之課程，未符合系所規範者。 

逾期（第三周結束前）仍未至課教組辦理更正者，超修之學生將依本校「選課要點」

第 3 點第 4 款規定處理（逕予退選至合乎規定）；學分不足之學生依本校「學則」第

39 條規定處理（勒令休學）；衝堂之學生依本校「選課要點」第 8 點規定處理（衝堂

各科成績零分計）。 

2. 學生未於加退選截止後確認選課結果者，概以教務處之電腦紀錄為其選課結果，倘學

生於日後始發現選課錯誤，不再受理其專簽申請補救等。  

(九) 授課鐘點計算要點第十點修正案：已於 108 年 8 月 28 日及 9 月 17 日召開教師執行計畫

案申請減授鐘點會議。初步研擬內容為： 

1. 教師執行科技部(1)專題研究計畫、(2)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以「案」為計數；「多年期」

研究計畫屬一年一案，執行期間可抵免當學年一鐘點，不可追溯，不列入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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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學計畫部分：初步擬教師執行產學計畫提出申請抵免學分資格為：提出申請者年度

總金額，超過各學院前年度 50％級距【級距母數為前年度計畫主持人數「一人一值

（非以計畫件數計算）」】分能提出申請學分抵免。 

3. 本案又因 108 年 9 月 17 日擴大行政會議決議，將與研發處「教師承接專題計畫與產

學合作獎勵要點」整合討論修正。 

(十) 學位考試： 

1.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自開始上課日至 108 年 12 月 15 日止。 

2. 口試成績送達期限：至 109 年 1 月 31 日。逾期未舉行未撤銷以不及格計。 

3. 「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新版自今年 9 月起適用，依本校「108 年度

內部自我評鑑校務評鑑改善執行策略與具體作法」之建議，論文宜以公開為原則，請

同學確實依國家圖書「延後公開原因」之規定，儘可能減少延後公開之申請。 

4. 依本校教務章則「學位考試評分表成績一經送出登錄後，中、英文論文題目不得再更

改」。 

(十一) 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訂於 109 年 1 月 1 日至 25 日開放教務

資訊系統，供在學同學上網登錄提報。 

(十二) 學術倫理課程： 

1. 碩、博士班研究生（自 106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以本校提供的帳號（學號）及密碼

（學號後 5 碼），透過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習「學術倫理教育」

課程，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畢為原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2. 中心網站與本校教務資訊系統非同步連線，本校每月底（逢例假日順延 1 天）至臺灣

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下載本校通過學術倫理之名單匯入本校系統，本校學生得於次

月 1 日至本校教務資訊系統/學生成績初審表「畢業門檻」查詢結果。 

(十三) 有關校級學位考試辦法調查：校長於 108 年 8 月 19 日管考會議裁示調查本校各博士班

畢業門檻條件，並請方副校長主持討論是否妥適。本案經方副校長與李教務長於 8 月

22 日討論，方副校長裁示請教務處針對博土班畢業條件朝學校訂定統一基本門檻（如

需發表學術期刊論文）規劃。經查台大、清大、交大、台科、北科等各校研究生學位考

試相關辦法，皆未於校級法規訂定博士班發表期刊的校級基本門檻。考量各所之專業

認定且皆有訂定發表學術期刊論文之規定，仍維持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

16 條，由各博士班制訂學位考試細則。 

(十四) 產業學院計畫： 

1. 108 年 7 月 19 日教育部函知審議通過本校 108 年度產業學院計畫申請乙案，核定 63

萬元。 

2. 106 年度及 107 年度產業學院結案報告已於 8 月 30 日前完成，待教育部審核。 

(十五) 跨領域學程： 

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領域學程系統於 108 年 6 月 10 日(一)至 108 年 9 月 20 日(五)



8 

開放同學申請。全校計有 32 個跨領域學程（如下表），學生修得相關課程，即可獲得

該學程證書，請各系所多加宣導 

2. 學程系統登入路徑：單一入口網→教務資訊系統→我的申請→跨領域學程申請→跨領

域學程首頁。 

創新創業學程 英語菁英學程 法律學程 高齡福祉科技學分

學程 

瑪吉斯產業學程 綠色科技學程 智慧財產學程 基礎建設與前瞻科

技學程 

自行車產業學程 潔綠永續科技學程 智慧網實系統(CPS)
學程 綠色能源材料學程 

不動產產業學程 手工具工程學程 光電互動設計學程 醫學資訊學程 

企業資源規劃學程 自動化工程學程 智慧系統設計與製

造學程 
地方創生智能設計

學程 

財富管理學分學程 自旋電子科技學分

學程 物聯網應用學程 智慧化工製造學程 

文化創意設計就業

與創業學程 生產力 4.0 學程 智慧農業管理學程 森林療育學程 

智慧商業學程 科技設計應用學程 動態影像互動展示

設計學程 
智慧機器人學分學

程 

三、招生出版組 

(一) 招生宣導： 

1. 應邀至高中、職校招生宣導博覽會及升學講座，為執行完善弱勢助學招生宣導，擬擴

大招生宣導範圍，前往偏鄉或離島，並補助經濟弱勢學生參加本校辦理之營隊。 

2. 配合 108 課綱強化與重點生源學校之交流，建立友好關係，並協助高中、職校做模擬

面試及指導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3. 研究所廣告往年大多購買網路媒體為主，以 108 學年研究所為例，購買網路聯播

BANNER 廣告、YouTube  BANNER 聯播、中時電子報手機及桌機廣告、Google 關

鍵字廣告、台北轉運站刊登燈箱廣告、第四台 CF 及跑馬燈廣告。大學部招生廣告於

下學期執行，依往例將於 www.com.tw 落點分析網站購買招生廣告。 

4. 研究所甄試入學報名期間之宣傳： 

(1) 於校內首頁焦點、液晶螢幕訊息公告，並於 PTT、Facebook 等網路社群張貼訊

息。 

(2) 以 E-mail 發送招生訊息給校內大四學生。 

(3) 於校內張貼大型海報。 

(4) 擬購買網路廣告，各大網路入口網站 BANNER 或文字廣告及 Google 關鍵字廣

告、各系自行於臉書粉專購買廣告。 

5. 研究所一般入學考試報名期間之宣傳： 

(1) 於校內首頁焦點、液晶螢幕訊息公告，並於 PTT、Facebook 等網路社群張貼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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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2) 以 E-mail 發送招生訊息給校內大四學生。 

(3) 於校內張貼大型海報。 

(4) 擬依經費預算購買網路、公車、車站燈箱或廣播節目等廣告。 

(二) 持續安排教務長拜會重要生源學校校長，已拜訪過大安高工、台中高工、彰化高工、台

南高工、高雄高工、松山家商、彰化高商、台南高商、高雄高商等校，努力促成雙方合

作並簽署 MOU。 

(三) 校刊「雲聲」：校刊「雲聲」電子報預計按月正常出刊，每期電子報皆以 EMAIL 寄全校

教職員工、本校學生外，尚寄發給歷年畢業校友。自 486 期起，寄發對象新增設校外合

作廠商及高中職學校。電子報網址為: http://admin2.yuntech.edu.tw/~aae/aae/ 

(四) 英文版校刊 Newsletter of  YunTech：預定每半年出刊 1 期，印製完成後寄發美國、英國、

澳洲、西班牙、日本、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等各國大學院校。 

(五) 本校英文期刊 Journal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本刊為半年刊，2019 年 1 卷 2 期預計將

於於 2019 年 9 月出版，發表型式為紙本及電子期刊。本刊採公開徵稿 (僅受理英文文

稿 )，歡迎本校師生踴躍投稿，線上投稿及期刊全文下載，請至期刊網址：

https://jit.yuntech.edu.tw 。本刊另收錄於「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提供免費瀏覽及下

載，以增加本期刊被引用率。 

(六) 107 學年度試卷、文件資料印製統計及耗材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版數 張數 耗材成本 

105 1,657 153,221 44,399 
106 1,537 136,519 40,287 
107 1,390 111,368 34,499 

註：耗材成本=版數*12+張數*0.16 

四、綜合業務組 

(一) 各項招生： 

1. 博士班招生（含甄試）：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計 82 名，報到 74 名，缺額 8 名，報到率

90.24%。（較去年報到率 87.8%上升 2.44%） 

2. 碩士班招生（含甄試）：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計 981 名（未含外加名額），報到 831 名，

缺額 150 名，報到率 84.71%。（較去年報到率 84.1%上升 0.61%） 

3.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108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計 379 名，報到 320 名，缺額 59 名，

報到率 84.43%。（較去年報到率 80.74%上升 3.69%） 

4. 四技：108 學年度四技核定招生名額 1,157 名，報到 1,157 名，報到率 100%。（較去

年報到率無增減，未含高中生原外加名額）。 

5. 二技：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 80 名，報到 68 名，報到率 85%。（較去年報到率 98.75%

下降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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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轉學考招生：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 37 名，報到 35 名，缺額 2 名，報到率 94.59%。

（較去年報到率 79.55%上升 15.04%） 

7. 四年制進修學制：108 學年核定招生名額 45 名，報到 45 名，報到率 100%。（較去年

報到率無增減，未含外加名額） 

8. 109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及 108 學年度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春季

班）招生簡章已於 108 年 9 月 17 日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 

9. 109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招生簡章修訂調查表及簡章草案，已於 108 年 9 月 17 日函送

各系所，並請各系所於 108 年 10 月 4 日中午前擲回綜合業務組。 

(二) 總量管制作業（調整增設系所班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 109 學年度增調所系科班作業，業奉教育部 108 年 6 月 26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80085136 號函核定通過未來學院增設四技進修部「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對外招

生案，108 年 7 月 22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80107506A 號函核定通過工程學院工程科

技研究所博士班「橡膠及材料產業組」更名為「產業實務組」，其他學制不變，已公

告於招生系統最新消息，相關招生作業辦理中。 

2. 109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作業已於 108 年 8 月 23 日完成報部，本校申請招生名額合

計 2,929 名：博士班 82 名、碩士班 981 名、碩士在職專班 364 名、四技日間部 1,331

名（含原外加高中生）、四技進修部 91 名、二技 80 名。 

3. 110 學年度增設系所班審議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預定 108 年 10 月 8 日召開，會議決議

事項將續提校務會議。彙整結果計有 1 案：110 學年度設計學院數位媒體設計系增設

碩士在職專班案。 

(三) 選才專案辦公室： 

1. 目前彰化高商與本校之微學分課程合作，資管系預計派出陳木中老師前往授課，其他

商管及應外課程尚無老師報名；另有與彰化高商設計群群科中心合作之微學分課程，

已請設計各院系協助派員前往授課。 

2. 四技甄選入學選才內涵草案已於 108 年 8 月 31 日進行第一階段公告，招策會預計於

10 月 21 日開放系統以供各系修訂，並同時開放四技申請入學與技優甄審兩管道之選

才內涵填報。 

3. 選才辦公室將於 108 年 10 月 4 日舉辦尺規研習講座，邀請高醫大黃淑玲副教授蒞校

指導如何制定有效尺規，並已發出第一次尺規模版請各系修訂。 

五、教學卓越中心規劃研究組 

(一) 教育部已於 108 年 3 月 29 日來函告知 108 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各項計

畫之核定計畫經費，補助額度詳述如下：（主冊經費較 107 年度新增 2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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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經費表 

第一部分 附冊 附錄 第二部分 
(E)教學研究特

色發展 

108 年總計 

(A)主冊 (B)USR 
(C)完善弱勢協

助機制 (D)研究中心 (F)(F=A+B+C+D+E) 

139,700,000 10,200,000 6,302,672 55,000,000 11,000,000 222,202,672 

(二) 第 3 期款實支數需達 108,429,111 元，統計至 9 月 11 日止，實支數為 89,142,807 元，尚

差 19,286,304 元，請各單位盡快送出核銷（含資本門），以在 10 月 5 日(六)前請領第 3 期

款。 

六、教學卓越中心教師發展組 

(一) 為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專業知能，教學卓越中心已於 107-2 辦理： 
1. 【新師興學講座】13 場，總參與 286 人次；多場新師興學講座之課程錄影，已放置

本校「演講網」，再敬請各位教師上網觀看。 
2. 【2019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1 場，安排有工作坊 3 場、開幕專題演講、

閉幕專題演講、27 位作者 16 篇論文口頭發表、24 位作者 22 篇海報發表，總發表人

次 48 人，以及 5 場次創新教學法演示，總參與人次 183 人（含：高中職小學教師

6.56%、外籍人士 7.1%）； 
3. 【教學實踐與創新研究計畫教師社群】辦理 1 場教學創新社群大師講堂，總參與 52

人、 
4. 【Fintech 產業人才培養教師社群】辦理 1 場校外參訪至台北 SYSTEX 精誠資訊公

司，參與 12 人 
5. 【社會實踐教師社群】辦理 5 場校園活動，有台西現況系統思考分析工作坊 1 場、

社會實踐中心踏點與場域調查 1 場、『2030 SDGs Game』的沙盤遊戲 1 場、反思人

際互動關係活動 1 場、演塵序章-音樂茶會活動 1 場 
6. 【iPAS 建置計畫(天線設計工程師)社群】與經濟部工業局合辦 1 場 iPAS 天線設計工

程師能力鑑定師資研習交流，共有 18 名學員 
7. 【生涯知能社群】邀請美商應用材料公司就「高科技電子產業趨勢及職場現況介

紹」及「材料工程創新領航者-應用材料對半導體產業之影響力」兩大主題辦理 2 場

專業研習，總參與 90 人次 
8. 【iPAS 考場-行動遊戲程式設計社群】舉辦 2 場 iPAS 證照考前複習班，總時數 10 小

時共 12 人參與，召開 2 場會議，與四個 iPAS 開會討論經費問題、聯盟學校和訪視

問題，以及邀請南開科大、虎尾科大、樹德科大、南華大學、環球科大、正修科大

和車王電子各相關科系老師前來雲科大簽署 MOU 
9. 【校務發展中心教師社群】召開 7 場討論會議與 4 場講座，分別有教學評量研究、

不同入學路徑學生就讀本教設計學院後修讀實作課程表現、雲科大與臺科大的國際

排名項目比較、教學創新與學習歷程 
10. 【人際知能教師社群】辦理 2 場校園活動，邀請雨霖工作室、荒野協會會員(巨蟹)

協助布置賞花晨席體驗情境 1 場、邀請斗六市林頭社區的高齡長者，赴雲科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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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對話』藝術茶席體驗 1 場 
11. 【教師日月潭研習】1 場，總參與 52 人 
12. 【新鮮人課程成果展】1 場，總參與 421 人(共九個班) 、78 組成果作品展出。 

(二) 108-1 將秉持服務之精神，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專業知能，規畫多場【新師興學講座】和

【教學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分享寶貴經驗與研究成果，並帶領本校教師一同精進教學。

除了教學卓越中心所舉辦之講座以外，為讓老師更了解大學社會責任（USR）相關活動，

本學期結合本校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將更多活動納入新師興學講堂，歡迎全校教師踴躍

報名參加。承辦人員：石采茵專員（分機 2255）。 
108-1 新師興學講堂列表 

主題 日期/時間/地點 講題 主講人 
新進教師座談

會 
9/17(二)12:00-14:00 

EZ Plus 
歡迎 108-1 新進教師、相關資源介

紹、各處室宣導報告 
校長、俞主

任等人 

傳統中醫，創

新教學 
10/2(三)12:00-14:00 

EZ Plus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顏宏融老師使

用混成式學習，結合面對面授課與主

動學習教室的方式，進行中醫藥翻轉

課堂教學。在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開設第一門中醫磨課師(MOOCs)課程

「生活中的中醫養生智慧」，整合中

國醫藥大學中醫藥資源、數位學習團

隊，運用線上行動學習、社群網站討

論區、面對面授課與主動學習教室的

方式，並推出中英文雙語字幕版本介

紹中醫養生學的基本知識。在傳統的

中醫藥臨床課程也提出創新教學，建

構中醫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

(OSCE)，提升中醫實習醫學生與住院

醫師的臨床技能教學。辦理中醫英文

教學(TCM English Club)，指導中醫

學生用英文討論中醫病例診斷與治

療，更走向國際，在歐美進行中醫教

學演講。被康健雜誌 204 期專題報導

譽為「新世代中醫」。 

顏宏融醫師 

(三) 將於開學後邀請具有教學楷模之教師開放課堂，提供實地觀課，以提昇教師教學及學生

學習成效。待統整開放觀課資料後，將公告於本校新進教師手冊網站/觀課報名，網址：

http://nt.tex.yuntech.edu.tw/，提供全校教師報名觀課，承辦人員：石采茵專員（分

機 2255）。 

七、教學卓越中心學習促進組 

(一) 「第七屆創新圓夢計畫」決賽已於 108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展開，活動以「創投實地指

導」、「創業影響力分享」與「業師經驗傳承」為主軸展開，今年共有 70 組參展隊伍（較

去年增加了 12 組），包括「新創商品類」、「商品服務類」（有實體作品）以及「新鮮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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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組」（大一新鮮人限定的萌芽創業想法）等三大類。並於 108 年 03 月 29 日(五)頒獎

典禮頒發各組金獎、銀獎、銅獎、四創新星獎以及參展人氣獎等五大獎項肯定參賽團

的優異表現，希望讓創業家熱情與經驗傳遞給有創業意願的同學。承辦人員：鄭心豪

專員（分機 2254）。 
(二) 108 學年學生創客社群 IR 參與式徵件開放申請，徵件日期從即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最高可獲一萬兩千元獎助學金，詳細之資料可參閱教學卓越中心網站：

https://s.yam.com/VGN27。 
(三) 教學卓越中心針對上學期成績不及格達三科或是不及格學分數達 40%以上之學生，每

學期期初將由「學生預警晤談提報系統」發送導師晤談單，請導師協助輔導關懷學生，

並至系統填報學生晤談結果。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將於 9 月底會發函至各系所，請導

師與預警學生進行晤談，深入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於「學生預警晤談提報系統」填

報輔導紀錄表，以利後續輔導與追蹤。承辦人員：鄭心豪專員（分機 2254）。 
(四) 學科難點影片推廣：本中心課輔 TA 統整學生課業問題，已新增 14 部學科難點影片教

材，已放置在 YunTech 網路虛擬大學(網址：https://moocs.yuntech.edu.tw/)，107 學年拍

攝 17 部難點影片，於上架 YunTech 網路虛擬大學，請老師於課堂上推廣，108-1 學期

期中考後將陸續新增拍攝難點教材影片，讓學生可以多加學習利用。承辦人員：鄭心

豪專員（分機 2254）。 
(五) 為提升校內磨課師課程影片質量，本中心於 YunTech 網路虛擬大學 (網址：

https://onlinecourse.yuntech.edu.tw/mooc/index.php)陸續上架學生磨課師影片，可供全校

師生免費報名參與，承辦人員：謝麒樺（分機 2261）。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 

審議本校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一、 依本校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第六點規定辦理。  

二、 本學期計有大學部 13 人及碩博班 80 人符合申請資格，核發獎學金大學部 71 萬（王秋雄

博士獎學金）、碩博班 176 萬（校內經費–學生公費及獎學金項下支應），申請名冊詳如

附件一（，其中編號 24 號廖帟登同學碩一入學時即報考資管博士班甄試，故報名時無碩

士歷年成績單，改採以該生碩士畢業成績核計。 

三、 檢附本校歷年核獎類別人數統計表詳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本年度因應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修正，預研生申請人數較往年多，請

各系所可多鼓勵優秀學生續留本校念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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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審議本校 109 學年度各研究所指定之重點國立學校，請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一、依據本校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重點國立學校每年由系所提供，

至多五所，並經教務會議通過」辦理。 

二、各系所 109 學年度重點國立學校經彙整後，計有工管系、數媒系、應外系及材料所等 4

系所提出修正，修訂後彙整表詳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本校「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第三點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說明： 

一、根據 108 年 6 月 4 日第 103 次教務議會議決議如下： 

(一) 為鼓勵學生確實具備外語能力，本校將維持研究所校訂統一語言畢業門檻。 

(二) 針對入學後須參加一次以上校外英檢考試，不通過畢業門檻者才能修習專技英語閱

讀課程的規定修正為入學前二年內的校外英檢考試成績若不通過門檻，即可修習專

技英語，不要求學生一定得在入學後再考一次英檢。 

(三) 請語言中心配合本次討論決議，於下次會議提案修正本校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

點。 

二、檢附本校「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第三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全文各一

份，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 

本校「學生轉系考審規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25 日教務處 108 學年度第 1 次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修正編號十三「國際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編號十五「視覺傳達設計系」、編號十六-1「建

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與編號十六-2「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申請條件及附註。 

三、本案業經各相關學系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國管學程 108 年 9 月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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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視傳系 108 年 6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建築系 108 年 6 月 12 日

107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 

四、檢附本校「學生轉系考審規範」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全文各一份，詳

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本校「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要點」第三、四點修正草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25 日教務處 108 學年度第 1 次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配合現行作法新增可由本校指導老師推薦及須完成「技職風雲榜」登錄，另新增「情況

特殊簽核通過者」，不受僅「受理前一年度傑出獎項申請」之限制。 

三、檢附本校「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要點」第三、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

全文各一份，詳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位師長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競賽並申請獎勵金。 
 
案由六 

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第六點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8年9月25日教務處108學年度第1次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參酌各國立大學作法（附件七），修正本校抵免學分以少抵多無法補足學分者時，由原

「應從嚴處理」修正為「不得抵免」。  

三、檢附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第六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全文各一

份，詳如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推廣中心潘偉華主任補充報告： 

本校目前已在台北成立終身學習中心，中心開設各種課程亦是經過課程品質及師資嚴格

檢驗，未來除了碩士學分班課程外，亦會開設多種課程，唯考量師資及課程屬性，課程學分

數不會是 3 學分，可能是 1 學分或是 1.5 學分，希望各系所能承認這些相關課程的學分合併

抵免系所課程，一來能增加推廣課程的多元及收益，再來也能幫助研究所招生，請各系所共

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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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 

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課教組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25 日教務處 108 學年度第 1 次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教育部於108年3月20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80028832B號令發布廢止「學位授予法

施行細則」。 

三、教育部於108年8月28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80110022B號令訂定發布「各類學位名

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全文12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四、本校配合廢止「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及新頒布「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

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附件九），修正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一條，並考

量條文清楚新增第六條等相關說明。 

五、檢附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全文各一

份，詳如附件十。 

決議：照案通過。 

一、請各系所考量系所專業屬性，慎審考量是否要提供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

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若經考量要提供替代方案者，請務必經系

務、院務會議審議後，再送教務會議審議過後始可正式施行。 

二、各系所訂定相關規定時，應說明適用對象、實施年度，在制定過程中若有其他考量，請

務必與教務處聯繫。 

三、教務處將配合各系所採認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等不同型式，制定相關報告封面格式

規定。 
 
案由八 

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5 月 10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59442C 號函，各師資培育大學應依教

師專業素養暨課程基準規劃師資職前教育相關課程，並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報部備查。 

二、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訂原需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但因 108 年課程基準公布較晚，

又須於 108 學年啟用，故教育部同意會議通過案得後補之。 

三、 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已經 108 年 5 月 10 日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規劃增訂會議及 108

年 5 月 14 日 107 學年度第 11 次中心會議通過訂定，並於 108 年 6 月 26 日函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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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 108 年 8 月 2 日函復本校所報 17 專門課程中，除「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

造形專長」專門課程修正後再報外，餘 16 專門課程請本校依說明修正後同意備查。 

四、 目前規劃專門課程各任教學科別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共 17 門，如下所示，各專門課程學分

表詳如附件十一。 

(一) 普通類科： 

1.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2.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3.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二) 職業類科： 

1.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2.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3.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4.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5.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專長 

6.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7.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8.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9.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 

11.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2.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3.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4.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教卓中心俞慧芸主任補充報告： 

本校新生均質化數位課程已推行 2 年，經分析學生利用數位課程學習是有一定效益的，

為鼓勵本校學生修習國內外著名平台磨課師課程，教卓中心擬提供修習學生獎勵金，修習達

一半課程進度即可申請補助 2000 元，修習完畢則可申請課程學分證明費用補助。另，參考

北醫大作法，請各系所可指定重點課程，並認列為畢業學分，一來鼓勵學生修習校外大師課

程，再來亦能降低本校教師授課負擔，請各系所將此建議列入考量於系務會議上討論，若有

意願施行系所，可與教卓中心謝麒樺小姐聯繫（分機 2261），中心會協助相關作業。 

陸、散會：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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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名冊 
                                                                    單位：元 

108 學年第 1 學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首次申請名冊（大學部） 

序

號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申請條件 

獲獎 

類別 

獎金 

金額 

經費

來源 

1 創意生活設計系 B10836042 陳欣宜 統測成績優異，以

本校為前三志願，

各科原始成績全部

在前 2%以內 

第二類 80,000  

王秋

雄博

士獎

學金 

2 數位媒體設計系 B10835041 黃曉倩 第二類 80,000  

3 創意生活設計系 B10836050 高楚妍 統測成績優異，以

本校為前三志願，

各科原始成績全部

在前 3%以內 

第三類 50,000  

4 創意生活設計系 B10836051 賴莘雅 第三類 50,000  

5 資訊管理系 B10823004 陳思蘋 第三類 50,000  

6 國際管理學位學程 B10828001 邱博惟 當年度學測成績採

計 3 科成績達 39

級分 

第三類 50,000  

7 國際管理學位學程 B10828003 沈品妤 第三類 50,000  

8 工程科技菁英班 B10800009 何映頡 

當年度學測成績採

計 4 科成績達 52

級分 

第三類 50,000  

9 工業設計系 B10831006 廖祥宇 第三類 50,000  

10 建築系建築組 B10833201 范誠恩 第三類 50,000  

11 建築系建築組 B10833202 許瑋 第三類 50,000  

12 數位媒體設計系 B10835003 蔡涵娜 第三類 50,000  

13 數位媒體設計系 B10835004 余岱錡 第三類 50,000  

 合計  710,000    

 
  



附件一 

19 

 
108 學年第 1 學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首次申請名冊（碩、博班） 

序號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申請條件 
獲獎 

類別 

獎金 

金額 

經費來

源 

1 休閒運動研究所 M10845001 陳紓翰 

錄取本校研究所

碩士班甄試榜

首，同時正取一

所各所指定之重

點國立學校（臺

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研

究所） 

第三類 50,000 

校內經

費（學

生公費

及獎學

金項下

支應） 

2 電機工程系 M10812013 吳奕廷 

本校大學部學

生，錄取為本校

碩班（含一般考

試及甄試）榜

首 ，且符合成

績前 10%或為本

校預研生 

第三類 50,000 

3 電機工程系 M10812022 邱潤穎 第三類 50,000 

4 電機工程系 M10812035 何光駿 第三類 50,000 

5 電機工程系 M10812057 李柏毅 第三類 50,000 

6 電機工程系 M10812079 陳宇慧 第三類 50,000 

7 電子工程系 M10813025 鄭雅駿 第三類 50,000 

8 電子工程系 M10813030 廖泳森 第三類 50,000 

9 電子工程系 M10813059 林勃辰 第三類 50,000 

10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06 林育民 第三類 50,000 

11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25 林庭亦 第三類 50,000 

12 營建工程系 M10816002 林威震 第三類 50,000 

13 會計系 M10825001 李子豪 第三類 50,000 

14 工業設計系 M10831003 張魁元 第三類 50,000 

15 文化資產維護系 M10842013 古宇廷 第三類 50,000 

16 技術與技職教育研究所 M10843001 黃郁雯 第三類 50,000 

17 科技法律研究所 M10846004 林宜臻 第三類 50,000 

18 機械工程系 M10811018 廖奕凱 

本校大學部學

生，正取本校碩

班，符合成績前

10% 

第四類 30,000 

19 電子工程系 M10813006 賴冠伯 第四類 30,000 

20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01 陳惠英 第四類 30,000 

2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M10815003 邱冠升 第四類 30,000 

22 營建工程系 M10816001 林尚立 第四類 30,000 

23 資訊管理系 M10823002 彭宇辰 第四類 30,000 

24 資訊管理系 D10823001 廖帟登 

本校碩士部學

生，正取本校博

班，符合成績前

10% 

第四類 30,000 

25 機械工程系 M10811012 林君鴻 

本校大學部學

生，正取本校碩

班，符合成績前

20% 

第五類 20,000 

26 機械工程系 M10811022 阮國銘 第五類 20,000 

27 機械工程系 M10811023 高思穎 第五類 20,000 

28 機械工程系 M10811037 伍俊嘉 第五類 20,000 

29 電機工程系 M10812007 張銘淇 第五類 20,000 

30 電機工程系 M10812045 黃韋綸 第五類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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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第 1 學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首次申請名冊（碩、博班） 

序號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申請條件 
獲獎 

類別 

獎金 

金額 

經費來

源 

31 電機工程系 M10812080 溫允晟 第五類 20,000 

校內經

費（學

生公費

及獎學

金項下

支應）  

  

 

32 電子工程系 M10813010 林見名 第五類 20,000 

33 電子工程系 M10813013 陳永諭 第五類 20,000 

34 電子工程系 M10813046 蕭煒澤 第五類 20,000 

3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M10815004 陳柏榮 第五類 20,000 

36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M10815005 陳咨茵 第五類 20,000 

3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M10821003 賴彥嘉 第五類 20,000 

38 工程科技研究所 D10810301 許承軒 

本校碩士部學

生，正取本校博

班，符合成績前

20% 

第五類 20,000 

39 機械工程系 M10811028 陳晏晟 

本校大學部學

生，正取本校碩

班，且為本校大

學部預研生。 

第六類 10,000 

40 電機工程系 M10812014 游承諺 第六類 10,000 

41 電機工程系 M10812015 梅維哲 第六類 10,000 

42 電機工程系 M10812017 楊孟叡 第六類 10,000 

43 電機工程系 M10812018 翁振凱 第六類 10,000 

44 電機工程系 M10812036 黃偉綸 第六類 10,000 

45 電機工程系 M10812038 龔逸評 第六類 10,000 

46 電機工程系 M10812082 鐘世偉 第六類 10,000 

47 電機工程系 M10812083 吳冠叡 第六類 10,000 

48 電子工程系 M10813007 林冠佑 第六類 10,000 

49 電子工程系 M10813028 陳勝斌 第六類 10,000 

50 電子工程系 M10813029 賴浡緯 第六類 10,000 

51 電子工程系 M10813031 林冠宇 第六類 10,000 

52 電子工程系 M10813076 沈貴麟 第六類 10,000 

5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03 楊智淵 第六類 10,000 

54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04 李宇桓 第六類 10,000 

55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07 林芳伃 第六類 10,000 

56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09 林辰翰 第六類 10,000 

57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10 曾博仁 第六類 10,000 

58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15 曾偉銘 第六類 10,000 

59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M10814016 江明豪 第六類 10,000 

6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M10815009 范文彰 第六類 10,000 

6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M10815011 江佳恩 第六類 10,000 

6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M10815012 陳峰 第六類 10,000 

6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M10815014 廖浚菕 第六類 10,000 

64 營建工程系 M10816003 吳冠霖 第六類 10,000 

65 營建工程系 M10816004 夏博瑋 第六類 10,000 

66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M10821002 鄭力誠 第六類 10,000 

6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M10821008 盧政傑 第六類 10,000 

68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M10821013 陳姿靜 第六類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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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第 1 學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首次申請名冊（碩、博班） 

序號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申請條件 
獲獎 

類別 

獎金 

金額 

經費來

源 

6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M10821014 王詠緹 第六類 10,000 

7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M10821015 陳姿璇 第六類 10,000 

7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M10821018 許畯棠 第六類 10,000 

7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M10821021 陳亞靖 第六類 10,000 

73 企業管理系企管組 M10822205 陳冠廷 第六類 10,000 

74 資訊管理系 M10823006 鄭詣穎 第六類 10,000 

75 資訊管理系 M10823008 王嘉琪 第六類 10,000 

76 資訊管理系 M10823013 蔡宜蓁 第六類 10,000 

77 財務金融系 M10824001 吳重佑 第六類 10,000 

78 財務金融系 M10824002 林莛瑀 第六類 10,000 

79 財務金融系 M10824003 蕭心瑜 第六類 10,000 

80 創意生活設計系 M10836017 李熹敏 第六類 10,000 

合計 1,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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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系所指定重點國立大學（適用 109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 

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工程科技研究所 

台灣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清華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交通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成功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機械工程系 

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工程技術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電機工程系 

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臺灣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清華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電子工程系 

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中正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中山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中興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環境與安全衛生 

工程系 

臺灣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交通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興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系 

成功大學 化工系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化工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興大學 化工系 碩士班、博士班  

清華大學 化工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化材系 碩士班、博士班  

營建工程系 

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  

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碩士班  

中興大學 土木系 碩士班  

成功大學 土木系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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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系所指定重點國立大學（適用 109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 

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資訊工程系 

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系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產業經營專業博

士學位學程 

中正大學 與管理相關系所 博士班  

中興大學 與管理相關系所 博士班  

中山大學 與管理相關系所 博士班  

政治大學 與管理相關系所 博士班  

成功大學 與管理相關系所 博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工業工程組 

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交通運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系別 

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工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碩士班、博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碩士班、博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運籌與供應鏈

管理組 

交通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研究所、交通運輸研究所 碩士班 
刪除 

已取消工業

工程組 、工

業工程組學

籍分組 

成功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中央大學 管理相關系所 碩士班 

中興大學 管理相關系所 碩士班 

中正大學 管理相關系所 碩士班 

企業管理系 

政治大學 企管系、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博士班  

中山大學 企管系、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大學 企管系、國際企業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企管系、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交通大學 企管系 碩士班、博士班  

資訊管理系 

中山大學 資管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政治大學 資管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交通大學 資管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資管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資管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財務金融系 

台灣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系 碩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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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系所指定重點國立大學（適用 109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 

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會計系碩士班 

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碩士班  

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碩士班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碩士班  

台灣大學 會計系 碩士班  

台北大學 會計學系 碩士班  

會計系博士班 

台灣大學 會計系、財金系、國企系 博士班  

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系、會計學系 博士班  

中山大學 財金系、企管系 博士班  

成功大學 會計系、財金系、企管系 博士班  

設計學研究所 

台北科技大學 設計及藝術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及藝術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設計及藝術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及藝術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藝術大學 設計及藝術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工業設計系 

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碩士班  

台灣師範大學 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  

台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碩士班  

建築與室內設計

系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台南藝術大學 建築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數位媒體設計系 

 

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修訂系別 

成功大學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修訂系別 

台灣藝術大學 
動畫藝術研究所、新媒體藝術研究所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修訂系別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研究所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修訂系別 

台北科技大學 互動媒體設計研究所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修訂系別 

創意生活設計系 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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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系所指定重點國立大學（適用 109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 

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台北科技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台灣師範大學 設計及藝術相關系所 碩士班  

應用外語系 

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研究所 英語學系、兒童英語研究所 碩士班 修訂系別 

交通大學  英語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刪除 

台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所 碩士班 刪除 

台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文系所 碩士班 刪除 

台北商業大學 應用英文系 碩士班 刪除 

台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應用外語系 碩士班 新增 

文化資產維護系 

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考古學研究所 碩士班  

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碩士班  

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台
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碩士班  

臺北藝術大學 博物館研究所、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碩士班  

臺南藝術大學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碩士班  

技術及職業教育 

研究所 

台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技職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漢學應用研究所 

中正大學 漢學相關系所 碩士班  

中興大學 漢學相關系所 碩士班  

彰化師範大學 漢學相關系所 碩士班  

嘉義大學 漢學相關系所 碩士班  

台南大學 漢學相關系所 碩士班  

休閒運動研究所 

嘉義大學 行銷與觀光學系 碩士班  

台灣師範大學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中正大學 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台灣體育運動大
學 

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碩士班  

科技法律研究所 

中正大學 法律研究所、財經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中興大學 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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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系所指定重點國立大學（適用 109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 

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高雄大學 
法律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財經法律研究
所 

碩士班  

高雄科技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材料科技研究所 

成功大學 材料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材料所 碩士班 刪除 

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所 碩士班  

中興大學 材料系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材料系 碩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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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碩士班學生於入學前二年

內，大學部學生入學後須參

加一次以上之校外英檢考

試，並通過本要點第五點所

訂定之基本英語能力標準，

但學生入學前已通過本校英

語能力要求者，成績證明具

同等效力。另各系所（含學

位學程）得自訂高於校訂英

語畢業標準，並送教務處及

語言中心備查。 

碩士班得考量學生需具備專

業語言需求，自訂專業語言

課程規劃或語言檢定成績標

準，得以免適用本校碩士班

學生基本英語能力標準，並

送教務處及語言中心備查。 

三、入學後須參加一次以上之校

外英檢考試，並通過本要點

第五點所訂定之基本英語能

力標準，但學生入學前已通

過本校英語能力要求者，成

績證明具同等效力。另各系

所（含學位學程）得自訂高

於校訂英語畢業標準，並送

教務處及語言中心備查。 

碩士班得考量學生需具備專

業語言需求，自訂專業語言

課程規劃或語言檢定成績標

準，得以免適用本校碩士班

學生基本英語能力標準，並

送教務處及語言中心備查。 

根據 108 年 6 月 4 日

第 103 次教務議會議

決議修改第三點條

文：針對入學後須參

加一次以上校外英檢

考試，不通過畢業門

檻者才能修習專技英

語閱讀課程的規定，

修正為入學前二年內

的校外英檢考試成績

若不通過門檻，即可

修習專技英語，不要

求學生一定得在入學

後再考一次英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一、因應國際化競爭，提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以培養國際觀及加強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校大學部學生（不含身心障礙學生、國際學生、技（體）優學生、大學部產學專班學

生及進修部學生）、碩士班學生（不含身心障礙學生、在職專班學生及國際學生），須於

畢業前通過本校規定之基本英語能力要求，始得畢業；另應用外語學系學生則依該系規

定辦理。 

三、碩士班學生於入學前二年內，大學部學生入學後須參加一次以上之校外英檢考試，並通

過本要點第五點所訂定之基本英語能力標準，但學生入學前已通過本校英語能力要求

者，成績證明具同等效力。另各系所（含學位學程）得自訂高於校訂英語畢業標準，並

送教務處及語言中心備查。 

碩士班得考量學生需具備專業語言需求，自訂專業語言課程規劃或語言檢定成績標準，

得以免適用本校碩士班學生基本英語能力標準，並送教務處及語言中心備查。 

四、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將英語檢定考試內容融入英文課程中，並訂定統一成績計算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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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公正與客觀標準。 

五、大學部學生之基本英語能力標準，須通過下列其中一項： 

(一)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上。 

(二) 托福（TOEFL）測驗：ITP 424 分以上；IBT 38 分以上。 

(三) 雅思（IELTS）3.5 級以上。 

(四) 新多益（NEW TOEIC）測驗成績 387 分以上、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為

450 分以上。 

(五) 等同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上程度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 

碩士班學生之基本英語能力標準，須通過下列其中一項： 

(一) 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二) 托福（TOEFL）測驗：需達 CEFR B1 以上程度。 

(三) 雅思（IELTS）4 級以上。 

(四) 新多益（NEW TOEIC）測驗成績 550 分以上。 

(五) 等同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程度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 

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可選擇第二外語取代英語做為畢業門檻，需達 CEFR B1 以上程

度。 

六、本校學生參加第五點所列校外各類英檢考試後，須於規定期間內上網登錄英檢系統，以

備各系審核畢業資格；大學部學生未通過標準者，可選修本校「進修英語」課程（含網

路英文課程），修課成績及格者，須再參加本校等同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之各類模擬英

檢測驗，始可畢業；碩士班學生未通過標準者，應修習本校研究所專技英語閱讀課程通

過，始可畢業。 

七、各系畢業資格審查時，須同時審定學生英語能力畢業資格。 

八、延修生已修滿應修之必修、選修科目學分、服務學習及完成產業實務實習，且各學期操

行成績均及格，僅未通過本校規定之基本英語能力要求者，如於學期中通過，期中考前

一週退選申請期限前申請者可退選所修課程，逾此期限申請者可撤選課程，並辦理畢業

離校程序。如為休學期間通過，須先復學繳費完成註冊程序後，始得申請畢業離校。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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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轉系考審規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編號 系所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三  國際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申請條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申請： 

1. 英文多益成績550以上

或等同英文多益成績

550以上程度之各項英

語檢定考試 

2.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 

3.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

為主授課語言之正式

教育畢業者 

附註： 

1. 錄取方式：經本學程轉

系審查委員初審通過

後再面試擇優錄取。 

2. 英語檢定考試：請參閱

本校語文中心之各項

英檢計分標準對照表。 

申請條件： 

英文多益成績550以上 

 

附註： 

錄取方式：經本學程轉系

審查委員初審通過後再

面試擇優錄取。 

修訂申請條

件及附註 

十五 視覺傳達設

計系 

申請條件： 

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七十五分以上。 

申請條件：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七

十分以上或在該班成績

排名百分之五十以內。 

修訂申請條

件 

十六

-1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建築

組 

申請條件： 

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七十分以上，且在該班成

績排名百分之五十以內。 

申請條件：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七

十分以上，或在該班成績

排名百分之五十以內。 

修訂申請條

件 

十六

-2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室內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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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轉系考審規範修正草案 

編號 系所 申請條件 審查項目及繳交資料 附註 

一 機械工

程系 

--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原系導師之書面函 

(三) 學生自己之書面報告 

(四) 學生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初審，

再面試，推薦給系務

會議。 

二 電機工

程系 

--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原系導師之書面函 

(三) 學生自己之書面報告 

(四) 學生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初審，

再面試，推薦給系務

會議。 

三 電子工

程系 

--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原系導師之書面函 

(三) 學生自己之書面報告 

(四) 學生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二、筆試： 

(一) 轉入二年級須考「微積分」 

(二) 轉入三年級須考「工程數

學」 

三、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初審，

再面試，推薦給系務

會議。 

四 環境與

安全衛

生工程

系 

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達七

十分以上，

或在該班成

績排名百分

之五十以

內。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原系導師之書面函 

(三) 學生自己之書面報告 

(四) 學生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書面初

審，面試後推薦給系

務會議。 

五 化學工

程與材

料工程

系 

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達七

十分以上，

或在該班成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原系導師之書面函 

(三) 自傳及轉系說明書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書面初

審，擇優面試後成績

送系務會議核定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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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所 申請條件 審查項目及繳交資料 附註 

績排名百分

之五十以

內。 

(四) 學生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五) 其他能力證明文件 

二、面試 

與否。 

六 營建工

程系 

--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原系導師之書面函 

(三) 自傳及轉系說明書 

(四) 諮商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二、面試 

經本系轉系審查委員

會依書面資料進行初

審，擇優面試後，送

系務會議核定錄取。 

七 資訊工

程系 

--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學生書面報告及轉系說明書 

(三) 原系導師推薦函 

(四) 諮商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書面初

審，面試後推薦給系

務會議。 

八 工業工

程與管

理系 

--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自傳 

(三) 轉系說明書 

(四) 原系導師推薦函 

(五) 諮商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六) 其他能力證明文件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初審通過

後再面試擇優錄取。 

九 企業管

理系 

原就讀系上

所開課程與

本系所開課

程科目名稱

或性質相同

之學科，無

不及格者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自傳 

(三) 轉系說明書 

(四) 其他足以表達本身能力之資

料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通過後

再面試擇優錄取。社

團負責人、幹部或課

外活動表現優異者優

先考慮。 

十 資訊管

理系 

原就讀系上

所開課程與

本系所開課

程科目名稱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自傳 

(三) 轉系說明書 

經本系轉系審查委員

會依書面資料進行審

查，擇優面試後核定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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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所 申請條件 審查項目及繳交資料 附註 

或性質相同

之學科，無

不及格者 

(四) 原系導師推薦函 

(五) 諮商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六) 其他能力證明文件 

二、面試 

十一 財務金

融系 

各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皆

在七十分以

上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學生自傳及轉系說明書 

(三) 其他有利轉系者能力證明之

資料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書面初

審通過，面試後送系

務會議核定錄取與

否。 

十二 會計系 --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原系導師之書面函 

(三) 自傳 

(四) 轉系說明書 

(五) 學生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六) 其他足以表達自身能力之資

料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系審查委員會書面初

審通過，面試後送系

務會議核定錄取與

否。 

十三 國際管

理學士

學位學

程 

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

申請： 

1. 英文多益

成 績 550

以上或等

同英文多

益 成 績

550 以 上

程度之各

項英語檢

定考試 

2. 英語系國

家之外籍

生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英文能力成績 

(三) 自傳 

(四) 轉系說明書 

(五) 原系導師推薦函 

(六) 其他能力證明文件 

二、面試 

1. 錄取方式：經本學

程轉系審查委員

初審通過後再面

試擇優錄取。 

2. 英語檢定考試：請

參閱本校語文中

心之各項英檢計

分標準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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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所 申請條件 審查項目及繳交資料 附註 

3. 曾受高中

以上以英

語為主授

課語言之

正式教育

畢業者 

十四 工業設

計系 

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達七

十分以上，

或在該班成

績排名百分

之五十以內 

一、筆試（性向測驗） 

二、術科（含基礎設計與素描） 

三、面試 

繳交資料 

一、歷年成績單 

二、自傳 

三、轉系說明書 

錄取標準由系務會議

決定。 

十五 視覺傳

達設計

系 

各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

七十五分以

上 

一、筆試：術科（設計基礎：包括

設計素描、文字造形與編排、

基本設計、色彩學） 

二、面試 

繳交資料 

一、歷年成績單 

二、轉系說明書 

三、其他能力證明文件(含作品集) 

錄取標準由轉系審查

委員會決定。 

 

十六-

1 

建築與

室內設

計系建

築組 

各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

七十分以上，

且在該班成

績排名百分

之五十以內 

一、筆試(素描、基本設計) 

二、面試 

繳交資料 

一、歷年成績單  

二、轉系說明書 

三、其他能力證明文件(含作品集) 

錄取標準由轉系審查

委員會決定。 

系內轉組適用上述規

定。 

十六-

2 

建築與

室內設

計系室

內組 

各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

七十分以上，

且在該班成

績排名百分

之五十以內 

一、筆試(素描、基本設計) 

二、面試 

繳交資料 

一、歷年成績單  

二、轉系說明書 

三、其他能力證明文件(含作品集) 

錄取標準由轉系審查

委員會決定。 

系內轉組適用上述規

定。 

十七 數位媒 學期學業成 一、術科(含基本設計) 錄取標準由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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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所 申請條件 審查項目及繳交資料 附註 

體設計

系 

績平均達七

十分以上，

或在該班成

績排名百分

之五十以內 

二、面試 

繳交資料 

一、歷年成績單 

二、轉系說明書 

決定。 

十八 創意生

活設計

系 

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達七

十分以上 

一、筆試（性向測驗） 

二、術科（含基礎設計與素描）。 

三、面試。 

繳交資料 

一、歷年成績單 

二、自傳 

三、轉系說明書 

錄取標準由系務會議

決定。 

十九 設計技

優專 

班 

入學管道為 

技優保送之 

學生。 

一、書面審查： 

(一) 在學歷年成績單 

(二) 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書 

(三) ＵＣＡＮ就業職能平台填報 

(四) 自傳 

(五) 其他有力證明本身潛力與能 

力文件 

二、面試 

網路報名：詳見每年 

設計技優專班轉系簡 

章。 

錄取標準由創意生活 

設計系系務會議決 

定。 

二十 應用外

語系 

各學期語文

相關科目學

業成績七十

分以上者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英文自傳 

(三) 轉系說明書 

(四) 英文檢定能力證明文件 

(五) 先通過翻譯與寫作及英文考

試後再擇面試錄取。 

二、面試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學審查委員會通過後

再面試擇優錄取。 

 

二十

一 

文化資

產維護

系 

-- 一、書面審查 

(一) 歷年成績單 

(二) 自傳 

(三) 轉系說明書 

(四) 原系導師之書面函 

(五) 學習計畫書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

學審查委員會通過

後，再面試擇優錄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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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所 申請條件 審查項目及繳交資料 附註 

(六) 諮商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 

(七) 其他有利申請轉系之資料 

二、面試 

二十

二 

前瞻學

士學位

學程 

入學管道為

技優保送、

技優甄審之

學生為優

先，或具特

殊經歷及專

業領域成就

之學生 

一、書面審查 

(一) 請至本校未來學院轉系考試

報名系統報名 

(二) 自傳（需描述自身技術能

力） 

(三) 生涯發展規劃白皮書 

(四) MAPA 職業性格測驗之「特

質分析」、「常模比對圖」

測驗結果 

(五) 其他有力證明本身潛力與能

力文件（含證照、成果證明

等） 

二、面試 

網路報名：請至本校

未來學院轉系考試報

名系統報名及上傳相

關資料。 

經「未來學院學生遴

選委員會」初審過後

再面試擇優錄取。 

二十

三 

產業專

案學士

學位學

程 

限一、二、

三年級，任

一學期平均

成績在班排

名前45%之

內、修習過

「PBL中心

見習」或未

來學院任一

課程之學生 

一、書面審查 

(一) 請至本校未來學院轉系考試

報名系統報名 

(二) 自傳（需描述自身技術能

力） 

(三) 生涯發展規劃白皮書 

(四) MAPA 職業性格測驗之「特

質分析」、「常模比對圖」測

驗結果 

(五) 其他有力證明本身潛力與能

力文件（含證照、成果證明

等） 

二、面試 

網路報名：請至本校

未來學院轉系考試報

名系統報名及上傳相

關資料。 

經「未來學院學生遴

選委員會」初審過後

再面試擇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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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要點」第三、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申請辦法：  

(一)由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件，並

經本校專任教師或指導老

師一名推薦。 

(二)完成「技職風雲榜」登錄。 

(三)檢具由主辦單位頒發之得

獎証明及參賽辦法影本。 

(四)申請表件需進入網路系統

「學生學習歷程整合系統

--學生參與競賽提報」填

寫，未經系統申請者，不具

申請資格。 

(五)學生以同一件作品於同一

年度參加各項全國性或國

際性競賽並皆獲殊榮者，

應擇一最優殊榮提出申請

獎勵。 

三、申請辦法：  

(一 )由申請人填寫申請表

件，並經本校專任教師

一名推薦。 

(二)檢具由主辦單位頒發之

得獎証明及參賽辦法影

本。 

(三)申請表件需進入網路系

統「學生學習歷程整合

系統--學生參與競賽提

報」填寫，未經系統申

請者，不具申請資格。 

(四)學生以同一件作品於同

一年度參加各項全國性

或國際性競賽並皆獲殊

榮者，應擇一最優殊榮

提出申請獎勵。 

1.社團參與校外競賽皆由社

團指導老師，因此新增得

由指導老師推薦。 

2.為提高本校在教育部「技

職風雲榜」之登錄率，配

合現行作法新增學生申請

時須完成「技職風雲榜」

登錄。 

3.餘條次變更，內容未修

正。 

四、申請時間：每年五月份受理

前一年度傑出獎項申請，

情況特殊簽核通過者，得

不受「前一年度」之限。 

四、申請時間：每年五月份

受理前一年度傑出獎項

申請。 

本要點第二點規定獎勵對象

為申請時尚在本校就讀之學

生，因部份學生休學原因為

參與培訓國手課程，茲考量

讓為校爭光之學生回校後，

還有機會可以提出申請以前

年度之校外競賽，因此建議

新增「情況特殊簽核通過

者，得不受「前一年度」之

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一、目的︰ 

為鼓勵本校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激發學生創作發明、爭取各項榮譽，特設置本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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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勵對象︰  
凡本校學生（申請時尚在本校就讀）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並獲殊榮者。 

三、申請辦法：  
(一)由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件，並經本校專任教師或指導老師一名推薦。 
(二)完成「技職風雲榜」登錄。 
(三)檢具由主辦單位頒發之得獎証明及參賽辦法影本。 
(四)申請表件需進入網路系統「學生學習歷程整合系統--學生參與競賽提報」填寫，未經

系統申請者，不具申請資格。 
(五)學生以同一件作品於同一年度參加各項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並皆獲殊榮者，應擇一

最優殊榮提出申請獎勵。 
四、申請時間：每年五月份受理前一年度傑出獎項申請，情況特殊簽核通過者，得不受「前

一年度」之限。 
五、評選辦法：由教務長邀同學務長、研發長、體育室主任及各院院長組成評選小組，進行

評審工作。 
六、獎項及獎金：  

(一)一般獎項：凡參賽作品可獨立完成亦可集體創作者，將以申請人作為核獎之依據。 
1.優等----至高核給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 
2.甲等----至高核給新台幣一萬元整。 
3.乙等----至高核給新台幣六千元整。 

(二)特殊獎項：凡參賽辦法中明訂須藉由多人組成團體始可參與之競賽，以團體作為核發

獎金之單位。 
1.優等----每人至高核給一萬元整，每隊最高核給新台幣六萬元整。 
2.甲等----每人至高核給八千元整，每隊最高核給新台幣五萬元整。 
3.乙等----每人至高核給六千元整，每隊最高核給新台幣三萬元整。 

(三)凡一人同時有多項作品得獎者，將予併案處理，成績特優者得依當年度之經費預算酌

予提高獎額。 
(四)經委員會核定表現優異者，皆另發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七、受理單位：教務處。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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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校院學生抵免學分「以多抵少」相關規定 
學校 法規 條文內容 
國立雲

林科技

大學 

辦理學生

抵免學分

要點 

六、不同學分之互抵依下列規定： 
(二)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後無法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應從嚴處

理；抵免部分學分後可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寬處理。 
國立臺

灣科技

大學 

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 
第四條 審核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二)以少抵多：所缺學分應予補修，如無法補足學分數者，不得抵免。 

國立屏

東科技

大學 

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 
第六條 不同學分數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下： 
二、學分數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後，以原修讀學分登記，其不足之

學分應由各系輔導修讀相關課程補足，所補學分如有剩餘學分不計。 
國立高

雄科技

大學 

學生學分

抵免要點 
七、抵免科目學分，依下列規定辦理： 
(五)科目學分以多抵少時，以少學分登記。科目學分以少抵多時，應由教

學單位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若無科目名稱相同、內涵或性

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不得辦理抵免。 
國立中

山大學 
辦理學生

抵免學分

辦法 

第七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左： 
二、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無法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嚴處理；

抵免部分學分後可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寬處理。 
國立清

華大學 
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 
第九條 學士班必修科目之抵免，其學分數不同時之處理原則： 
一、以少抵多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不足之學分應補足所差科目學

分，或經系、所、學位學程同意修習相關課程。若確實已具該課程實

力者，亦得由系、所、學位學程裁定免補修。 
國立交

通大學 
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 
第 4 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 
(二)以少抵多者：以少學分登記。不足之學分可經系所同意補修部分學分

或修習相關課程，若確實已具該課程實力者，亦得由系所裁定免補

修。 
國立臺

灣大 
學學生抵

免學分辦

法 

第五條 審核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二、抵免科目以學分多者抵免學分少者，以少者登記﹔但如擬以學分少者

抵免學分多者，應由就讀學系(所)或師資培育中心指定補修科目以補

足所差學分，若所差學分無性質相近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  
國立成

功大學 
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 
第六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下： 
 (二) 以少抵多：所缺學分應予補修，如無法補足學分數者，不得抵免。 

國立臺

灣師範

大學 

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 
第 六 條 抵免學分之採認與規定： 
四、抵免學分如以多抵少者，則以少者登記；以少抵多者，學士班課程由

相關學系、學位學程認定並加註專業意見，碩、博士班課程不予抵

免。 
國立中

興大 
學學生抵

免學分辦

法 

三、不同學分互抵之採計： 
(二)以少抵多者，應由就讀系所或相關系所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如無法補足學分者，不得抵免。 
國立中

央大學 
學分抵免

辦法 
第六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下： 
二、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後無法補修另一部份學分者，不得抵免；

抵免部分學分後可補修另一部份學分者，應由修讀學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指定性質相符科目補修，以補足所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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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第六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不同學分之互抵依下列規

定：  

(一) 以多抵少者：抵免

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 以少抵多者：所缺學

分應予補修，如無法補

足學分數者，不得抵

免。 

(三) 以原校所修相等部定

科目學分抵免本校提高

校訂必修學分者，抵免

後以較少學分登記，所

缺學分應補修。  

 

六、不同學分之互抵依下列規

定：  

(一) 以多抵少者：抵免

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 以少抵多者：抵免部

分學分後無法補修另一

部分學分者，應從嚴處

理；抵免部分學分後可

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

得從寬處理。 

(三) 以原校所修相等部定

科目學分抵免本校提高

校訂必修學分者，抵免

後以較少學分登記，所

缺學分應補修。  

因「從嚴處理」易產

生爭議，故參酌各國

立大學作法(附表一)

及台科大相關條文，

修正為「不得抵

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修正草案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學則訂定，據以辦理有關抵免學分事宜。  

二、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 轉系（所）學生。  

(二) 轉學生。  

(三)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四) 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取得學分後入學修讀學位者。  

(五) 四年制新生入學前，曾於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得酌情抵免。  

(六) 二年制新生入學前，曾於教育部認可之大學，修習三年級以上課程及格之科目及

學分得酌情扺免。  

(七) 碩士班學生於修學士學位期間先修碩士班課程成績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計入

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規定者，得申請抵免課程（不含大碩合開課程）至多六學分，

預研生及甄試生不受六學分限制。 

 (八) 博士班學生於修碩士學位期間先修博士班課程成績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計入

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規定者，得申請抵免課程（含碩博合開課程）至多六學分，甄

試生不受六學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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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生入學後出國交換學生或參加報部有案之短期進修課程。 

(十) 其他特殊情形，經簽准抵免者。  

三、第二點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 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自

轉入 年級起，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數不得減少。 

(二) 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三) 新生（不含轉學生）依法取得學籍時，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學分，得酌情辦理抵免

及學生可申請提高編級。大學部四年制最多抵免七十學分，大學部二年制最多抵

免三十六學分，研究生最多抵免該所畢業學分的二分之一（不含論文學分），但

於本校 取得之學分數，不受此限。  

(四) 每學期累計各校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學士程度學分班者，至多以十八學分為

限；碩士程度學分班者，至多以九學分為限。但推廣教育學分採計為新生入學考

試資格者，不得再予抵免學分；如未採計為新生入學考試資格者及轉學生，雖得

抵免學分，惟抵免後在校修業，不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數二分

之一，且不得少於一年。  

四、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 必修學分（含共同科目及通識科目）。  

(二) 選修學分。  

(三) 輔系學分（含轉系或轉學而互換主、輔系者）。 

(四) 雙主修。  

五、抵免學分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 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 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六、不同學分之互抵依下列規定：  

(一) 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 以少抵多者：所缺學分應予補修，如無法補足學分數者，不得抵免。 

 (三) 以原校所修相等部定科目學分抵免本校提高校訂必修學分者，抵免後以較少學分

登記，所缺學分應補修。  

七、本校研究所學生符合本校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碩士班學生之基本英語能力標

準，得免修專技英文閱讀課程（一百零三學年度始入學之學生不適用）。  

八、抵免學分之申請，每人以辦理一次為限，得在各學期開學後依行事曆規定日程辦理，

入 學後修習之科目不得提出抵免（轉系及經本校核准出國交換學生或參加報部有案之

短期 進修課程、研究生抵免專技英文閱讀課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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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抵免學分之審核，軍訓科目由軍訓組審查之；共同科目、體育由校共同課程支援單位

負 責審查；通識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查；其餘各系、所專業科目由各該系、所

負責 審查，並由教務處複核。審查抵免學分得以甄試或其他方式行之。 

十、抵免後之科目，其原有成績本校不計入學生之學期成績，僅於成績欄中註明「抵免」

二字。轉系（所）學生其扺免科目除採記學分外，並採記成績。 

十一、四技生以五專學力申請抵免者，其專科一至三年級修習之科目不得辦理抵免；二技生 

以大學學力申請抵免者，其大一至大二修習之科目不得辦理抵免。  

十二、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境外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情抵免，

其學分轉換原則如下： 

(一)學期授課滿 18 小時採計 1 學分。 

(二)1 學分=ECTS 2 學分(歐洲學分互認體系) 

(三)1 學分=CATS 4 學分(英國學分累計及轉換制度) 

(四)1 學分=4 學分(澳洲) 

(五)本校學分與美制、日制、陸制之學分可等同換算。 

(六)不屬於以上學制之學分轉換，由各所、系、學位學程依學術專業認定。 

以上學分轉換比率為一般性通則，最終之學分轉換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認定採計。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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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規範研究生

學位考試相關事宜，特依

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

學位授予法、各類學位名

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

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

暨本校學則，訂定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

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一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

規範研究生學位考試

相關事宜，特依據大

學法及其施行細則、

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

細則暨本校學則，訂

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1.教育部於中華民

國108年3月20日教

育部臺教高

（二）字第

1080028832B 

號令發布廢止

「學位授予法施

行細則」。 

2.教育部於中華民

國 108 年 8 月 28

日教育部臺教高

（二）字第

1080110022B 號令

訂定發布「各類

學位名稱訂定程

序授予要件及代

替碩士博士論文

認定準則」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

日施行。 

3.有關各系所碩、

博士班若認定學

生論文得以「書

面報告」、「技

術報告」、「專

業實務報告」代

替碩士論文，請

依本校「研究生

學位考試辦法」

第 3 條，經系、

院會議，再提報

校級教務會議審

查。惟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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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認定範圍、資

料形式、內容項

目及其他相關事

項，請遵循「各

類學位名稱訂定

程序授予要件及

代替碩士博士論

文認定準則」及

本校研究生學位

考試辦法。 

第五條 各博士班研究生，具有下

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

候選人： 

一、修滿各該系(所)博士

學位應修學分。 

二、通過該系（所、院）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核。 

第五條 各博士班研究生，具

有下列條件者，得為

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修滿各該系(所)

博士學位應修學

分。 

二、通過該系（所、

院）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核。 

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

修業期滿，符合畢業

條件並提出論文者，

得申請博士學位考

試，並經博士學位考

試委員會考試通過

者，由本校授予博士

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

或體育運動類博士

班，其學生博士論文

得以作品、成就證明

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代替；各該類

科之認定基準，經系

(所)務會議通過後，最

遲於學生申請學位考

原第五條第二項

修正為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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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前一學期，提報教

務會議審查通過。 

前項之各該類科，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連

同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

範圍、資料形式、內

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準則，依教育部

規範訂定。 

第六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

期滿，符合各該系（所、

院）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

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

試，並經博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

授予博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

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

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

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

認定基準，經系(所)務會

議通過後，最遲於學生申

請學位考試前一學期，提

報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前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

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

告、技術報告，代替博士

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

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準則，依教育部規

範訂定。 

 新增第六條，為

原第五條第二

項。後續條文條

號調整。 

第十四條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

位之論文、作品、成就

證明、書面報告、技術

第十三條  已於國內、境外取

得學位之論文、作

品、成就證明、書面

配合新增第六條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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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不得作為第三條第三、

四項、第六條第二項之

論文、作品、成就證

明、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

國內學校經由學術合

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

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

位者，不在此限。 

報告、技術報告或專

業實務報告，不得作

為第三條、第五條第

二項或第三項之論

文、作品、成就證

明、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但國內學校經由

學術合作，與境外學

校共同指導論文，並

分別授予學位者，不

在此限。 

第十七條 各系（所、院）應根據

本辦法事項，訂定該系

（所、院）博碩士學位

考試細則，經系（所、

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實施，並送院及教務處

備查。 

第十六條 各研究所應根據本

辦法事項，訂定該所

博碩士學位考試細

則，經所務會議通過

後公告實施，並送院

及教務處備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修正草案 

第 一 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及

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

則暨本校學則，訂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各系（所、院）擬定。碩士班之學位考核規定至

少需包含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博士班之學位考核規定至少需包含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及博士學位論文考試。 

第 三 條 碩士班研究生於規定期限內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依法修業期滿，完成各該系(所)所定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 

     二、通過該系（所、院）碩士學位所需之其他考核規定。 

碩士班研究生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

予碩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

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最遲於學生

申請學位考試前一學期，提報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論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之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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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最遲於學生申請學位考試前一學期，提報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前二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

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依教育部規範訂

定。 

第 四 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二學年起申請參加各系（所、院）辦理之博士資格考試。其考核方

式由各系（所、院）訂定之。 

第 五 條 各博士班研究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修滿各該系(所)博士學位應修學分。 

二、通過該系（所、院）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第 六 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各該系（所、院）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者，得申請

博士學位考試，並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

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最遲於學生

申請學位考試前一學期，提報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前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文之認定

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依教育部規範訂定。 

第 七 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及完成期限︰依學校學年行事曆為準。 

     二、檢附文件： 

(一) 學位考試申請書。 

(二) 學位論文初稿及提要。 

第 八 條 學位考試應由各系（所、院）組成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之。 

一、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但指

導教授有二人以上時應置委員四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委員名單由系（所、院）主管報請校長遴聘組成之，並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指

導教授應出（列）席，但不得擔任召集人。 

二、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副研究員。 

(三)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目、第四目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

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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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助研究員。 

(三)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項第三目、第四目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

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三、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

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 

第 九 條 碩士及博士學位候選人之學位考試，以公開口試為原則，須於事前公布口試時間、地點

及論文題目；必要時，各系（所、院）亦得另訂細則，自行舉行筆試。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後，修業年限

未屆滿前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如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

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

不及格論。 

第十二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有後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完成該系（所、院）應修課程或考核規定者。 

     二、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第十三條 碩、博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以英文撰寫論文者，應將論文摘要譯

成中文摘要。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度提出。學位考試舉行後，各該系（所、

院）將成績通知教務處，學生離校時並應同時繳交論文電子檔及論文1冊。 

第十四條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不得作為第三條第三、四項、第六條第二項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

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

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之。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提供公

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

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

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

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第十六條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其成績以零分計；若

已授予碩士及博士學位，則撤銷其學位，並公告註銷、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

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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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各系（所、院）應根據本辦法事項，訂定該系（所、院）博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經系

（所、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院及教務處備查。 

第十八條 研究生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姻親之關係者，不得擔任其學位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

員。 

第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有關教育法規及本校相關教務章則辦理。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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