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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第 127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地點：行政大樓西棟七樓會議室 
主席：洪教務長新原                               紀錄：陳淑美秘書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第 126 次教務會議紀錄(P1-P9) 

決定：確定。 

叁、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修正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 本所業於 104年 8月 19日由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
號函通知，同意由「台灣文學研究所」更名為「台灣文學與創

意應用研究所」，故修正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所名。 
二、 本案業經系 109 年 9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所務會議審議通

過，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 1，P10- 
P12)。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犯罪防治學系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三

點修正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為配合本校 110 年系所教學品質保證認可自我評鑑，依現況及

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職

掌與委員會由全體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以符合現行

制度。 
二、 本案業經 109年 10月 7日 109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 2，P13-P15）。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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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本校 110 學年度新增系所及系所更名「授予學位名稱」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110 學年度新增系所授予學位之中、英文名稱彙整如下：(詳如

附件 3，P16-20)。 

系所別 授予學位中文名稱 授予學位英文名稱 英文縮寫 
跨領域科學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 
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高階主管法律碩士

在職專班 
法律學碩士 Executive Master of Laws E.LL.M. 

二、系所更名授予學位名稱，彙整如下： 

系所別 授予學位中文名稱 授予學位英文名稱 英文縮寫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地震學暨地球與環

境科學博士班 

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三、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大學依本法第十二條增設及

調整院、系、所、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與招生名額，應報本部

核定；其規劃及執行結果，由本部進行追蹤考核，並作為核定

之依據。」。經調整或更名之系（所），自核准生效日起，所有

在校生均須依更名後系（所）名稱登載。是以，系所在研議調

整或更名前，應與學生充分溝通並完成相關配套措施。 
四、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備後，自 110 學年度起實

施。 

決議： 
一、跨領域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英文縮寫請修正為「Ph.D.」。 
二、修正後通過。 

 
提案討論二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跨領域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之專長註記一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學位授予法第三條規定說明略以，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

等，應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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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附件 4，P21- P25)。 
二、本案業經 110 年 4 月 23 日本學程事務會議討論，決議本學程學

位生得依指導教授專長為主，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後，於學位證

書上選擇註記下列一專長領域：理學（science，中文版不另加

註）、數學（mathematics）、物理學（physics）、化學暨生物化學

（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地震學暨地球與環境科學

（seismology,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或生物醫學科學

（biomedical sciences），學程事務會議紀錄摘錄(詳如附件 5，
P26)。 

決議：通過。 
 
提案討論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比對結果是否訂定統一標準，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第 483 次行政會議決定事項(詳如附件 6，P27)辦理。 
二、本組設計之「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比對結果是否訂定統一標準」

意見調查表詳如附件 7 (P28)，經送請各系所表示意見後，彙整

調查結果明細一覽表如附件 8(P29），並統計結果如下： 
贊成全校統一 2 所  

不贊成全校統一 36 所 
各所自訂 由指導教授認定 
27 所 9 所 

其他 2 所 無意見、參照多數學校規定 

三、針對「研究生學位論文比對結果是否訂定統一標準」多數系所

意見為：各學門屬性不同不適用統一標準，應依系所屬性由系

所自行訂定或由指導教授自行認定。 
決議： 

一、請各系所依領域屬性，訂定研究生學位論文比對結果標準。 
二、請教學組協助蒐集校內外資料供各系所研訂標準時參考。 
三、各系所應將訂定之標準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討論四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6 月 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80420 號函(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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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P30-P31）及 109年 11月 30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69037
號函辦理(詳如附件 10，P32）。 

二、本案業經師資培育中心 110 年 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

會議修正通過(詳如附件 11，P33-P34），再提教務會議審議，並

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 12，P35-P46)。 

決議：通過。惟請師資培育中心確認 110 年 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紀錄之內容並補正內部程序。 

 
提案討論五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73956 號函辦

理(詳如附件 13，P47）。 

二、本案業經師資培育中心 110年 1月 18日 109學年度第 6次中心

會議決議通過(詳如附件 11，P33-P34），再提教務會議審議。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 14，P48-P53)。 

決議：通過。 

 
提案討論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第三條、第十三條、第

十四條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10 年 3 月 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30212 號函辦理

（詳如附件 15，P54-P55）。 
二、 本次修正重點為： 

(一) 新增有關指導教授及各教學單位需檢視研究生論文是否與

專業領域相符之機制。 
(二) 新增有關研究生論文是否與專業領域相符之處理與課責機

制。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 16，P56-P59）。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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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十三條後段修正為「…，調查委員會得依其情節輕重，決議

其指導教授一至三年內不得招收新指導研究生之處置。」 

二、修正後通過。 

附帶決議：請各所於修業規定或相關規範中，增訂研究生論文是否與

專業領域相符之審核機制，以避免有論文與系所專業領域

不符的情事發生。 
 
提案討論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 110 年 3 月 18 日 110 年度第 1 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

會議報告事項決定第二–7 點辦理（詳如附件 17，P60-P69）。 
二、為新增微學程之設置與管理依據，本次修正重點為： 

(一) 新增微學程為學分學程其中一項類別。 
(二) 規範微學程學分數至少須達八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五學分

屬跨院或系所課程。 
(三) 配合新增微學程類別，規範學程證明書核發名稱與要件。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 18，P70-P73)。 

決議： 
一、第六點第二項修正為：「微學程課程規劃至少須達八學分。學生

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五學分屬跨院或系所之跨領

域課程。但各學程得為更嚴格之規定。」 
二、第九點第二項修正為：「前項所述學生修畢跨院或系所課程若不

足九學分(微學程不足五學分)，但總學分數確已滿足該學分學程

之必選修學分數時，得由該學程所屬學院、系所或中心發給「學

分學程證明書」或「微學程證明書」。 
三、修正後通過。 

 
提案討論八                             提案單位：清江學習中心 
案由：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開設 27 門遠距教學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學

校之院、所、系、科、學位學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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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

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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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辦理。 
二、各開課單位擬開設課程共 27 門，如下表：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班別 授課教師/職
稱 

是否 
新課 

1 終身學習與學習
社會 

教育學院 
教學專業發展
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 

胡夢鯨教授 否 

2 量化研究法:教育
統計 連啟舜副教授 否 

3 多媒體學習的理
論與研究 陳姚真副教授 否 

4 學校與社區教育 蔡秀美副教授 否 

5 行動研究 蔡清田教授 否 

6 數位教材設計 游寶達教授 否 

7 齡人生設計 成人及繼續
教育學系  魏惠娟教授 否 

8 會計資訊系統研
討 

會計與資訊
科技學系 

會計與資訊科
技碩士在職專
班 

阮金聲副教授 否 

9 公司法專題研討 

會計與法律數
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洪令家副教授 否 

10 民法專題研討 郝鳳鳴教授 
羅俊瑋教授 否 

11 財務會計(一) 曹嘉玲副教授 否 

12 財務報表分析研
討 鄭揚耀教授 否 

13 中級會計學 卓佳慶副教授 是 

14 審計學 黃劭彥教授 否 

15 行政法專題研究 
(含行政救濟) 劉建宏教授 否 

16 企業價值評估專
題研討 謝佳純副教授 否 

17 雲端學習科技 資訊工程學
系 
 

資訊工程研究
所 

游寶達教授 否 

18 射頻辨識系統與
應用 熊博安教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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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軟體分析與最佳
化 陳鵬升副教授 否 

20 高等數位積體電
路設計 鍾菁哲教授 是 

21 射頻辨識系統與
應用 雲端計算與物

聯網數位學習
碩士在職專班 

熊博安教授 否 

22 網路程式設計 潘仁義副教授 否 

23 軟體工程 

資訊工程學系 

熊博安教授 否 

24 數位電子學 B 鍾菁哲教授 是 

25 組合語言 陳鵬升副教授 是 

26 網路程式設計 通訊工程學
系 

通訊工程研究
所 潘仁義副教授 否 

27 流體力學 地球與環境
科學學系 

地球與環境科
學學系 劉台生副教授 否 

五、本案業經 110 年 4 月 8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遠距

教學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詳如附件 19，P74-P79)。 

決議：通過。另請清江學習中心嗣後提案時，務必提供擬開遠距教學

課程相關資料之連結網址，以利教務處發送議程時一併提供委

員先行參閱。 
 
提案討論九                             提案單位：清江學習中心 
案由：資訊工程學系擬於 109 學年度暑期開設「雲端學習科技」遠距

教學課程，提請追認。 
說明： 

一、109學年暑期開設之「雲端學習科技」課程如下表：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職稱 是否為 
新課 

1 雲端學習科技 資訊工程學系 游寶達教授 否 

二、本案不及循原行政程序提案，業於 110 年 3 月 15 日簽准(詳如附

件 20，P80-P81)，並補提 110 年 4 月 8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詳如附件 19，
P74-P79)。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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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十                            提案單位：清江學習中心 
案由：物理系擬於 109 學年度暑期開設 3 門遠距教學課程，提請追認。 
說明： 

一、109 學年暑期開設之課程如下表：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職稱 是否為 
新課 

1 普通物理(一)A 物理系 
包建華教授 是 

2 普通物理(一)B 物理系 
包建華教授 是 

3 普通物理(一)C 物理系 
甘宏志教授 是 

二、本案不及循原行政程序提案，業於110年3月9日簽准(詳如附件

21，P82-P83)，並補提110年4月8日本校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
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詳如附件19，P74-P79)。 

決議：通過。為免修課學生混淆，建議開課單位考量是否修正課程名稱。 

伍、臨時動議 
動議人：學生會許俊龍同學 
案由：有關各系所與本校逕修讀博士學位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近日接獲研究生反映，其擬申請逕讀博士班，經向相關系所提

出，系所告知已無逕讀之名額，故無法於本學期申請逕讀博士

班；建議系所或本校針對逕讀名額之公告與申請相關規範，宜

再予檢視。 

決議：請各系所與教務處教學組共同檢視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相關

規定是否完備，若有不盡完善之處，應予修正補強。 

陸、散會；當日上午 10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