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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164 次校務會議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6 月 9 日（四）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6 樓簡報室 

出席︰林元輝委員、陳翠蓮委員、王卓脩委員、何賴傑委員、蔡連康委員、 

倪鳴香委員 

請假：胡毓忠委員 

缺席：楊明勳委員 

列席︰財管系王郁方助理、科管所吳豐祥所長、圖檔所陳志銘老師、教育學院

詹志禹院長、傳播學院吳筱玫副院長，郭乃華助教、教務處于小慧編審、

研發處陸行組長、人事室葉玲鈺專門委員，羅淑蕙組長、會計室林娟綾

專員、秘書處張惠玲秘書，葛靜怡助理 

主持人︰林召集人元輝                          記錄︰許怡君 

壹、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擬審閱本校第 164 次校務會議議案及排序，請  討論。 

說    明： 

一、本次校務會議至 100 年 6 月 1 日止，共收到新案案，共計案。 

二、檢附本校第 164 次校務會議提案一覽表（如議程第 2 頁）供參。 

決    議： 

一、新一案財管系擬修正本校「財務管理學系主任遴選辦法」第六條核備

案:請提案單位於下次修法時參採人事室對於第四條第二項有關代理

出席及委託投票相關規定之意見。 

二、新二案教育學院提擬新訂本校「教育學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法」核

備案:為使提案單位教學單位主管遴選作業順利運作，請參考人事室

會辦意見調整條文內容，經提案單位同意撤案。 

三、新三案傳播學院提擬修正本校「傳播學院實習廣播電台設置辦法」審

議案:第四條條文第一項修正為「本電台置台長一人，負責…。」增

訂第二項「本電台至指導老師一人由台長兼任。」 

四、新七案校務發展委員會提本校各院申請 101 學年度調整系所班組及學

位學程審議案:本次所提調整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 6 案，其中傳播學

院博士班(更名)外語學院歐洲語言文化碩士在職專班及理學院數學

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停招)3 案業經討論通過，另外語學院歐洲語文學

系(更名)、社科院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學制轉換)及商學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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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經營管理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學制轉換)等3案尚未經校務發展委員

會討論，故本案僅列業經已討論通過之調整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案，

尚未經討論通過之調整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案，請提案單位視需要提

臨時動議案討論。 

五、有關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之有關罷免程序，將俟人事室完成母法修

正後函請各單位配合修正。 

 

第 二 案 

案    由：有關科管所及智財所提「擬新訂本校科技管理研究所與智慧財產

研究所治理暨資源整合發展方案 (草案)核備案」乙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接獲科管所及智財所提擬新訂本校「科技管理研究所與智慧財產研

究所治理暨資源整合發展方案」 (草案) 之提案單及母法主管單位

會辦意見。 

二、 本(164)次校務會議依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八條第二項，略

以:「.. 提案應於召開校務會議十五個工作日前…。」提案截止日

為六月一日，惟科管所及智財所之提案尚未完成送校務會議審議前

之程序(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是否列入提案，或宜請其俟 6
月 22 日校發會通過後再以臨時動議方式提請討論。 

決    議：本案因尚未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討論通過，請提案單位於校務發展委

員會討論通過後，視情況需要提臨時動議案討論。 

 

八、臨時動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新訂本校「學術及研究單位研究成果獎勵辦法」請 審議案。 

說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五屆第六次會議通過，依規定提請校

務會議審議。 

二、 本案考量時效性，擬提臨時動議，檢附本辦法對照表乙份。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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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164 次校務會議提案一覽表 
排
序 

新／舊 
提  案 

提案單位 案                       由 
提案日期
及會次 

備註 

1 新三 傳播學院
擬修正本校「傳播學院實習廣播電台設置辦

法」部分條文，請 審議案。（議程第 14～18 頁） 

100.6.24

164 次 
 

2 新五 人事室 
擬修正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三條條文，

請 審議案。（議程第 30～36 頁） 
〞  

3 新六 教務處 
有關本校 101 學年度學士班及碩、博士班預

定招生名額表，請 審議案。（議程第 37～42

頁） 

〞 
 

4 新八 研發處 
擬修正本校「學術研究獎勵辦法」，請 審議

案。（議程第 86～88 頁） 
〞  

5 新九 圖檔所 

本校「圖書資訊學數位碩士在職專班」擬申

請教育部 100 年度第二梯次數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認證，請 審議案。（議程第 89～110 頁） 

〞 
 

6 新七 
校務發展

委員會 
本校各院申請 101 學年度調整系所班組及學

位學程案，請 審議案。（議程第 43～85 頁） 
〞  

 
※以下提案，考量議事效率，改列為核備案: 

新一 財管系 
擬修正本校「財務管理學系主任遴選辦法」

第六條，請 核備案。（議程第 3～7 頁） 

100.6.24
164 次 

 

新四 會計室 

擬修正本校「名譽教授敦聘辦法」、「教師及

研究人員傑出服務獎勵辦法」「特聘教授遴聘

辦法」及「學術研究補助辦法」等四辦法，

請 審議案。（議程第 19～29 頁） 

〞  

※以下提案，經提案單位同意撤案: 

新二 教育學院 
擬新訂本校「教育學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

法」，請 核備案。（議程第 8～13 頁） 

100.6.24

16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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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一 案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第164次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提案單位：財務管理學系 

案  由：擬修正本校「財務管理學系主任遴選辦法」第六條條文，請 核備案。 

說  明： 

一、 本修正案業經 100 年 3 月 14 日財管系系務會議及 100 年 5 月 23 日商

學院臨時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六條系主任連選規定相關條文 

二、 本修正辦法通過後，自第 11 屆(100 年 8 月 1日)系主任起適用。 

三、 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人事室會辦意見及本校系所

主管遴選辦法各乙份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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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財務管理學系主任遴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 系主任任期二年，連選得

連任一次。 

第六條 系主任任期二年，不得

連任。 

修正連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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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財務管理學系主任遴選辦法 

                                               83年11月19日第81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98年4月25日第153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財務管理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主任候選人應具備下列條件： 

一、在財管及相關領域上有相當的學術貢獻。 

二、有獻身致力於教學及研究之摯誠。 

三、對本系發展的方向，有深入的認識。 

四、能與同仁和諧相處，並有為公忘私的胸襟。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但借調者除外。遴選委員為系主任候

選人則喪失遴選委員資格。 

召集人由委員會委員互推之。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委託書)出席，始得開會，並

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 

遴選委員如未能出席者可以書面方式委託投票；每位出席會議之遴選委

員最多僅能接受一位書面委託投票。 

每一位候選人得於遴選委員會投票前發表政見。候選人若因特殊事故無

法出席，得以書面方式發表政見。政見發表之次序以抽籤決定。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現任主任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副教授以上候選人一

至三人，報請院長簽註意見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未獲同意，應重新遴

選。 

本系於前項重新遴選後，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

前二個月，遴薦適當人選時，應由院長推薦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理

之，代理期限以一年為原則。 

第六條 系主任任期二年，不得連任。 

第七條 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全系專任教師至少四分之一連署提案罷

免，至少三分之二投票，投票票數至少四分之三同意，報請校長免兼之。 

第八條 本辦法修正時需經系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人員之出席，出席

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同意，始得為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院轉呈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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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164 次校務會議提案會辦單 
主    旨：本校 164 次校務會議財務管理學系提修正該系主任遴選辦法，涉及 

貴單位職掌，檢附提案單及附件資料各一份，請惠賜卓見。貴單位意

見將提供程序與法規委員會審查參考。 

----------------------回  復  情  形-------------------------------- 

會辦單位：人事室 

會辦意見： 

一、案內修正第六條連任規定，與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規定尚符；另依

該系 99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決議，修正後辦法自第 11 屆系主

任（即 100 年 8 月 1 日）起適用。 

二、另查本遴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遴選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至少三分之

二（含）以上（含委託書）出席，才能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為通過。」雖同條第二項規定，每位出席會議之遴選委員最

多僅能接受一位書面委託投票，惟以委託書方式代理出席及委託投

票，可能無法反映遴選委員之真實意見，並影響投票之公平性，似有

未妥，建請該系再予審慎考量。 



8 
 

國立政治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 

 
83 年 6 月 11 日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86 年 1 月 18 日第 9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2 條 
                                89 年 6 月 16 日第 109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 

95 年 11 月 18 日第 14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97 年 4 月 19 日第 148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辦法名稱及全文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各系所主管，特依本校組織規

程第十八條之規定，訂定「國立政治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系所應組成遴選委員會，於現任主管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副

教授以上候選人一至三人，報請院長簽註意見後轉請校長擇聘之。

如未獲同意，應重新遴選。 

各系所於前項重新遴選後，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主管任期屆

滿前二個月，遴薦適當人選時，應由院長推薦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

代理之，代理期限以一年為原則。 

學位學程主任之聘任，由院長推薦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

一年，得續聘之。 

第三條  現任系所主管辭職或因故出缺，該系所應依第二條規定辦理遴選。

但其時程不受第二條第一項之限制。 

第四條  新增系所，其首任系所主管由院長推薦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任期一年。 

第五條  系所主管任期為二年或三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第六條  系所主管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各該系所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連

署提案罷免，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數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報

請校長免兼之。 

第七條  各系所應依本辦法之規定，另訂主管遴選辦法，經系、所務會議及

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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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二 案 

國 立 政 治 大 學第 164 次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  由：擬新訂本校「教育學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法」(草案)，請  核備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 100 年 5 月 9日本院第 49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 

二、依據 100 年 4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教育學院資源整合發展方案」

備查案之附帶決議：「有關學院內部學術行政主管遴選辦法，因涉及

時間急迫性，請同意已將資源整合方案或相關辦法送校務會議備查之

學院依其自訂之辦法進行遴選事宜」，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

後，本院立即根據本辦法進行遴選事宜，同時並將本辦法報請校務會

議核備。 

三、本辦法(草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本院各系所中心主管遴選辦法暫停

施行；經校務會議核備後，本院各系所中心主管遴選辦法同步廢止。 

四、檢送本辦法(草案)、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及人事室會辦意

見各乙份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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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法（草案）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育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遴選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主管，特依

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及本院資源整合發展方案，

訂定「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目的及法源。 

第二條 本院應組成遴選委員會，於教育學系、幼兒教

育研究所、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及師資培育中心

現任主管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副教授以上候選

人一至三人，報請院長簽註意見後轉請校長擇聘

之。如未獲同意，應重新遴選。 

前項重新遴選結果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

主管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適當人選時，應由院

長推薦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理之，代理期限以

一年為原則。 

學位學程主任之聘任，依國立政治大學輔導與諮

商碩士學位學程設置辦法處理。 

參照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二條，唯

「各系所應組成遴

選委員會」改為由

「院」組成。 

第三條 本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委員會由本院院務會

議推舉專任教師七人組成，院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

會議召集人，受遴選單位至少一位教師代表，但其

主管候選人不得同時擔任遴選委員。 

同一學年本院所屬不同教學單位主管之遴選，由

同一個遴選委員會負責。 

新增。參照本院資源

整合發展方案。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至少三分之二出

席，方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

通過。委員因故未能參加會議者，不得委託其他教

師行使職權。 

新增。參考本院各系

所中心主管遴選辦

法現行規定。 

第五條 現任系所中心主管辭職或因故出缺，本院應依

第二條規定辦理遴選。但其時程不受第二條第一項

之限制。 

參照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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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新增教學單位，其首任主管由院長推薦適當人

選，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一年。 

參照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四條。 

第七條 系所中心主管任期由該系所中心會議訂定為

二年或三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參照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五條。 

第八條 系所中心主管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本院專

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連署提案罷免，三分之二以上

投票，投票數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報請校長免兼

之。 

參照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六條。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核備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 

參照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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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                    

民國 98 年 3 月 2 日第 152 次校務連續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各學院整合內部資源，以產

生宏觀效益，並培養學生具備整體知識能力，提昇本校競爭力，特

訂定「國立政治大學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學院之資源整合應考量長期發展，在不增加學校財政負擔，不減

少學院整體資源之原則下進行。 

第三條  本校應以尊重、支持及鼓勵之立場，協助各學院進行資源整合與發

展。 

第四條  各學院得就經費、人力、招生、課程、空間、業務及評鑑等項目進

行整合。 

第五條  各學院應就資源整合之內容、程度及時程審慎研議，經各該學院之

所有系所同意，並經院務會議確認通過，報經校務發展委員會或相

關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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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164 次校務會議提案會辦單 
主    旨：本校 164 次校務會議教育學院所提，新訂該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

法，涉及 貴單位職掌，檢附提案單及附件資料各一份，請惠賜卓見。

貴單位意見將提供程序與法規委員會審查參考。 

----------------------回  復  情  形-------------------------------- 

會辦單位：人事室 

會辦意見： 
本辦法相關修訂意見如下表： 
 

條文 人事室意見 

第二條 本院應組成遴選委員會，於教育學系、幼兒

教育研究所、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及師

資培育中心現任主管任期屆滿前二個月，

遴薦副教授以上候選人一至三人，報請院

長簽註意見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未獲同

意，應重新遴選。 

前項重新遴選結果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

於現任主管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適當

人選時，應由院長推薦適當人選報請校長

聘兼代理之，代理期限以一年為原則。 

學位學程主任之聘任，依國立政治大學輔

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設置辦法處理。 

本辦法適用於教育學院

所屬教學單位，應為通

則性規範，有關學位學

程主任之聘任，建議納

入本辦法辦理。 

第三條 本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委員會由本院院務

會議推舉專任教師七人組成，院長為當然

委員並擔任會議召集人，受遴選單位至少

一位教師代表，但其主管候選人不得同時

擔任遴選委員。 

同一學年本院所屬不同教學單位主管之遴

選，由同一個遴選委員會負責。 

院遴委會於學年度內可

能辦理二個以上單位之

遴選，與以往各系所組

成遴委會完成遴薦後，

任務即自然結束有所不

同，爰建議明訂遴委會

委員之任期，或敘明第

二項「同一學年」係以

何為界定標準。 

第七條 系所中心主管任期由該系所中心會議訂定

為二年或三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建議於本辦法內明訂各

系所中心主管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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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任次數、連任程序等

規定，以維持法安定

性。 

第八條 系所中心主管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本院

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連署提案罷免，三

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數四分之三以上之

同意，報請校長免兼之。 

依 100.4.7 校務會議程

序法規委員會會議紀錄

附帶決議略以，有關規

範罷免程序之條文，未

明確規範執行罷免程序

之主體及發動罷免後過

渡期間系務運作等內

容，建請先依上開決議

修訂。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核備

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有關「核備」及「實施」

用語，雖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 8 條亦使用

「核備」一詞，惟經參

照實務運作，並顧及條

文明確性，本條文字仍

建議修訂為:本辦法經

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

務會議核定後施行，修

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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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三 案 

國 立 政 治 大 學第 164 次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提案單位：傳播學院 

案  由：擬修訂本校「傳播學院實習廣播電台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 審議

案。 

說  明： 

一、傳播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電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民國

85 年訂定迄今 15 年未曾修訂，茲為配合大學法、專用電信設置使用及

連接公共通信系統管理辦法、本校組織規程等各項母法相關條文之修

訂，擬修訂本辦法條文。 

二、本案業經 100 年 04 月 11 日本院院務會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及人事室會辦意見各乙份，請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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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傳播學院實習廣播電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傳播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因教學與實習需

要，特依大學法第十四條、

專用電信設置使用及連接公

共通信系統管理辦法，及本

校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設

立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實

習廣播電台，定名為「政大

之聲實習廣播電台」（以下簡

稱本電台）。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傳播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因教學與實習需

要，特依大學法第十一條第

三項、專用電信設置規則第

四十八條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四條規定，設立國立政治

大學傳播學院實習廣播電

台，定名為「政大之聲實習

廣播電台」（以下簡稱本電

台）。 

配合相關法規

修訂 

（未修訂） 第二條 本電台為設置天線

之學校實習廣播電台，其主

要設施、運作管理及節目製

播均依廣播電視法及相關

法規規定辦理。 

 

（未修訂） 第三條 本電台之宗旨為： 

一、提供並配合本校廣播相

關課程之教學與實習。 

二、服務校園及毗鄰社區。 

 

第四條 本電台置指導老師一

人兼任台長，負責推展本電

台事務，規劃本電台發展方

向，對外代表本電台。本電

台台長由院長提名本院專任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報請校

長聘兼之。任期與本院院長

任期相同。 

第四條 本電台置指導老師

一人兼任台長，負責推展本

電台事務，規劃本電台發展

方向，對外代表本電台。本

電台台長由院長提名本院

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報請

校長聘兼之。任期二年，並

得連任。 

配合本校教師

員額編制表修

訂台長一職由

本院專任助理

教授（含）以上

教師擔任 

第五條 本電台置行政人員若

干人，承台長之命，負責人

員、設備、經費及節目管理，

第五條 本電台置助教若干

人，承台長之命，負責人

員、設備、經費及節目管

依本校及本院

現 行 聘 用 情

形，將「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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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員額於學校總員額內調

配。 

理，其員額於學校總員額內

調配。 

修訂為「行政人

員」 

（未修訂） 第六條 本電台得徵聘本院

或其他學院學生擔任助

理，學生助理應盡值班、服

勤及節目製播之義務。 

 

（未修訂） 第七條 本電台設台務發展

諮詢委員會，研議本電台發

展方向、教學、行政運作及

制定規章等事項，其辦法另

訂之。 

 

（未修訂） 第八條 本電台之運作與管

理事項，得以規章另訂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

議、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

會議、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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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實習廣播電台設置辦法 

85 年 6 月 21 日第 91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傳播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因教學與

實習需要，特依大學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專用電信設置規則第四十八條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設立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實習廣播電

台，定名為「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台」（以下簡稱本電台）。 

第二條 本電台為設置天線之學校實習廣播電台，其主要設施、運作管理及節

目製播均依廣播電視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第三條 本電台之宗旨為： 

一、提供並配合本校廣播相關課程之教學與實習。 

二、服務校園及毗鄰社區。 

第四條 本電台置指導老師一人兼任台長，負責推展本電台事務，規劃本電台

發展方向，對外代表本電台。本電台台長由院長提名本院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二年，並得連任。 

第五條 本電台置助教若干人，承台長之命，負責人員、設備、經費及節目管

理，其員額於學校總員額內調配。 

第六條 本電台得徵聘本院或其他學院學生擔任助理，學生助理應盡值班、服

勤及節目製播之義務。 

第七條 本電台設台務發展諮詢委員會，研議本電台發展方向、教學、行政運

作及制定規章等事項，其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本電台之運作與管理事項，得以規章另訂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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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164 次校務會議提案會辦單 

主    旨：本校 164 次校務會議傳播學院所提，擬修正本校「傳播學院實習廣

播電台設置辦法」，涉及 貴單位職掌請惠賜卓見。貴單位意見將提

供程序與法規委員會審查參考。 

------------------回   復  情  形-------------------------- 

會辦單位：人事室 

會辦意見： 

一、 因傳播學院已實施學院資源整合，員額以全院計算，故第五條「…其

員額於學校總員額內調配」之文字，建議修訂為「…其員額於本學院

總員額內調配」。 

二、 另第九條之「實施」建議配合全校法制作業修訂為「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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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四 案 

國 立 政 治 大 學第 164 次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名譽教授敦聘辦法」、「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獎勵

辦法」「特聘教授遴聘辦法」及「學術研究補助辦法」等四辦法，請 

審議案。，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97 年 4 月 10 日台高通字第 0970052736 號函及國立大學

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規定，五項自籌收支管理規定涉

及支應原則部分應報教育部備查；涉及支給基準部分授權學校訂定，

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即可施行，免報教育部備查。 

二、 教育部 100 年 1 月 19 日臺高(三)字第 1000008935 號函，業已同意備

查本校所報「國立政治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年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行政人員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

務支領工作酬勞支應原則」。 

三、 查旨揭四種五項自籌收支管理規定均屬教育部授權本校自訂之支給

基準，嗣後修訂時均免報教育部備查，爰配合修訂各收支管理規定之

程序條款（最末條），刪除「報教育部備查」等文字或依規定程序需

要，增列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施行等文字。 

四、 檢附旨揭四辦法修正程序之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各乙份，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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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名譽教授敦聘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增訂修法程序。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獎勵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施行，修正

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審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

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刪除報部程序。 

本校「特聘教授遴聘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刪除報部程序。 

本校「學術研究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刪除報部程序。 

 

 



22 
 

國立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辦法 

         
 91 年 11 月 23 日第 120 次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96 年 9 月 14 日第 14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至第四條、第六條、刪除原第六條 

98 年 1 月 16 日第 15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 

教育部 98 年 6 月 6 日台高(三)字第 0980091573 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尊崇在教學、研究、或專業領域上

有卓越貢獻之教授，敦聘為名譽教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名譽教授應為本校或國內外大學退休教授，且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國內外公認其學術成就及聲望卓著者。 

二、教學研究成績卓著，且在本校連續擔任專任教授十五年以上。 

三、在本校連續擔任專任教授三年以上，曾兼任行政職務，對本校之

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獻。 

四、符合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量辦法免評量之條件。 

第三條  名譽教授由各系(所)主管視實際情形提名，或本校教師二十人以上連署

向相關系(所)推薦，經系(所)教評會初審，院教評會複審，校教評會決

議後，提請校長敦聘之。 

第四條  名譽教授得優先獲配退休教師研究室、得使用圖書設備、授課、指導

論文、開設專題講座或提供諮詢。其授課或指導研究生論文，另依規

定支領鐘點費或論文指導費。 

        名譽教授得授課至七十五歲，其鐘點費為教授鐘點費 1.5 倍。 

        前項鐘點費由年度編列預算支應，但超出法定範圍之 0.5 倍鐘點費經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由學校五項自籌收入經費支應。 

第五條  名譽教授為終身職，但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規定情事者，應予解聘。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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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獎勵辦法 

95年4月15日第138次校務會議通過  

98年4月25日第153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5、7、9、及10條條文  

98 年11 月21 日第15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9 及10 條條文  

教育部98年11月18日台高(三)字第0980185851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本校為表揚對校務發展之開發及推動有具體貢獻之教師及研究人員，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對象為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第三條 在本校服務一年以上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具備下列各款事蹟之一者，得

被推薦為傑出服務獎候選人：  

一、針對校務發展提出重大興革方案，並實際參與執行，有具體貢獻者。  

二、配合校務政策，積極推動辦理重要業務，有顯著成果者。  

三、長期熱心校內公共事務，戮力協助校務工作，績效卓著者。  

四、搶救重大災害或消弭重大意外事故，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

貢獻，並有助提昇本校聲譽者。  

五、擔任行政或學術主管職務，主動積極推展主管業務，負責盡職，成

效卓著者。  

六、其他對本校各項校務發展有特殊優良貢獻，足為表率者。  

第四條 傑出服務教師及研究人員之遴選，由本校組成遴選委員會負責審議。委

員會委員由校長聘請副校長、四長、教師代表六名、研究人員代表一名

為委員組成之，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委員經推薦為傑出服務獎候選人者，自動喪失委員資格。  

第五條 本項遴選作業每學年辦理一次，由各學院院長或一級行政單位（含中心）

主管提名，並填具推薦表（格式如附件），敘明推薦理由及檢附具體事

蹟等相關資料，於六月底前送人事室彙辦。  

凡第一次參加遴選者，其在本校服務事蹟均同意採認，不限年度。但曾

經獲獎者，再次參加遴選，僅採認上次獲獎以後之服務事蹟。  

各學院院長及一級行政單位（含中心）主管合於第三條各款之一者，由

校長提名推薦之。  

第六條 傑出服務獎之獲獎人數，以當年度全體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總額百分之

一為原則。  

第七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

席委員過半數同意始得決議，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說明。  

委員會審查傑出服務獎勵資格時，並應審酌候選人之教學及研究二項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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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獎獲獎人，由學校公開表揚，頒給6萬元獎金

及獎牌，傑出事蹟送校刊登載，以資彰顯。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獎金及經費支出，由校務基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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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特聘教授遴聘辦法 

 

96 年 11 月 24 日本校第 146 次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97 年 4 月 19 日本校第 14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97 年 5 月 16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079089 號函備查 
97 年 4 月 19 日本校第 14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98 年 4 月 25 日本校第 15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98 年 6 月 15 日本校第 5 屆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98 年 10 月 20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80181667 號函備查 

98 年 11 月 19 日本校第 5 屆第 5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勵本校專任教授在教學、研究及

服務上之卓越表現，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授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得聘為特聘教授： 

一、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獎。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三、曾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講座。 

四、曾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五、學術聲譽卓著，獲國內外其他獎項，相當第一款至第四款資格者。 

六、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傑出教師獎、傑出研究講座教師獎、

傑出服務教師獎、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特優研究獎或學術研究獎

合計三次以上者。 

七、曾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十二次以上者（含

九十一學年度前甲種研究獎）。 

八、在本校任教五年以上，教學研究服務表現優良，並經院審查通過

者。 

外界捐贈經費之特聘教授，其資格另定之。 

第三條 特聘教授聘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續聘程序應於聘期屆滿二個月前，

由「講座遴聘委員會」就個人最近五年之教學、研究及服務成就審議

通過後，提請校長續聘之。 

第四條 經遴聘為特聘教授，得於聘期中每月酌支特聘教授獎助費，但留職停

薪期間應予停支。 

獎助費之月支數額最高不得超過教授最高年功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

計數之 20％，其實際支給數額，視學校經費狀況，由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定之。 

第五條 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其特聘教授名銜及獎助費同時停止。 

第六條 特聘教授應致力於本校教學、研究、服務水準之提升。其應負擔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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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由校長、院長與特聘教授商定之。 

第七條 本校每學年支領獎助費之特聘教授名額，以全校教授人數30％為原則，

並得視學校經費增減之。 

第八條 特聘教授候選人，由各學院組成「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審查推薦，

送經本校「講座遴聘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請校長敦聘之。 

各學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及本校「講座遴聘委員會」應考量候

選人之教學、研究、服務之整體表現，予以審查推薦。 

前項特聘教授候選人，必要時，得由校長提名，逕送講座遴聘委員會

審查。 

被推薦人選應檢附學經歷、著作目錄、重要論著及教學研究成果等相

關證明文件。 

第九條  本校專任研究員得比照辦理聘任為特聘研究員。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五項自籌收入內匀支，其經費比率上限由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控管。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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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學術研究補助辦法 
95 年 9 月 8 日第 14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7、20、26 條 

95 年 11 月 18 日第 14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4 條 

96 年 4 月 28 日第 143 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2、9、13、15、16 條條文、第 4 章章名、增訂第 13 條之 1 及

刪除第 10 12 至 、14 條條文 

97 年 1 月 15 日第 14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7、9、19 條條文 

97 年 6 月 17 日第 14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5、9、13 條條文 

97 年 12 月 29 日第 5 屆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6、27 條條文 

98 年 4 月 25 日第 15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6、27 條條文 

98 年 11 月 19 日第 5 屆第 5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3 條條文 

99 年 1 月 15 日第 1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2、23 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提升學術風氣豐富研究成果，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補助之學術研究活動包括： 

一、編修外文學術著作與投稿、中文學術著作翻譯； 

二、出版學術專書； 

三、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論文； 

四、舉辦學術研討會； 

五、組織研究團隊進行研究； 

六、出版學術期刊； 

七、規劃或執行有助於提昇本校學術地位之研發計畫。 

第二章 外文學術著作編修、投稿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 

第三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為將研究成果以外文發表，得向研究發

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申請外文編修、投稿或翻譯補助。 

第四條 以外文撰寫之著作，得向研發處申請編修補助及投稿補助。補助金額以

實際編修費或投稿費為原則，每人每年以二萬元為限。 

申請前項補助應檢附該篇論文已投稿或發表之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應於補助當年度提出。 

第五條 以中文撰寫之著作，經系、所及中心推薦為優良文章者，於開學後一個

月內，得經由該單位向研發處申請全文翻譯補助。每人每年以補助一次

為限。 

第六條 本校學生撰寫之論文擬在國際會議發表或投稿於外文期刊者，得經指導

教授推薦，由學生向研發處申請編修及投稿補助，每人每年以二萬元為

限。 

第三章 出版專書 

第七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準備撰寫或翻譯與學術研究有關之專

書，得向研發處申請補助。 

前項所稱專書，限學術著作，且不含教科書或已發表之論文彙編。 

第八條 申請補助之專書須為下列二者之一，且未接受其他單位撰寫或翻譯補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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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性專書，不含教科書或已發表之論文彙編； 

二、翻譯以外國文字發行之學術性專書； 

專書撰寫或翻譯之補助額度以六萬元為上限，每人每年以補助一本為原

則； 

多位作者共同著作，限由一人申請補助。獲補助案件其補助款得於計畫

執行期限分二次核發，第二次核銷時同時將成果送研發處存參。 

第四章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論文 

第九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研究人員以本校名義出席重要國際學術會議並發

表論文，得向研發處申請補助。每篇論文以補助一人為限。 

申請人應於會議舉行日七個工作日前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二條 （刪除） 

第十三條 本校學生以本校名義於重要國際學術會議發表論文，得向研發處申請

補助，每篇以補助一人為限，每人每年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申請人應於會議舉行日七個工作日前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之一 第九條及第十三條所稱國際學術會議，係指參與發表或評論之學

者須超過三種國籍（含三種國籍）。 

本案須先向政府相關單位提出補助申請，惟同一年度因已獲該單位補

助而不得再申請者不在此限。 

研發處得視會議之重要性及年度預算酌予補助機票費、生活費及註冊

費等項。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五條 依本辦法受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向研發處

送交出席國際會議報告及論文備查。 

第五章   舉辦學術研討會 

第十六條 本校各單位舉辦研討會，須先向校外相關單位申請補助，再向研發處

申請部分補助。 

本校各單位舉辦研究成果發表會及研究方法研討會，得向研發處申請

部分補助。 

第十七條 各單位須於研討會舉辦前，檢附研討會計畫書暨經費補助申請表，向

研發處提出申請。 

第十八條 獲補助辦理研討會之單位，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成果報

告，並依相關會計規定辦理經費核銷。 

依本辦法補助所舉辦之研討會如有出版會議論文集，應繳送紙本二冊

並上傳論文集電子檔及授權書至圖書館。 

未提送成果報告或未按原計畫執行者，研發處得經研發會決議取消其

補助。 

第六章  組織研究團隊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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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成立研究團隊得申請補助。 

研究團隊由三位以上之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組成；研究團隊成

員可跨系、跨院、跨校，惟校外成員不得超過該研究團隊總人數三分

之一。 

研究團隊之研究主題由團隊自訂，但須以一年內完成可向有關單位申

請研究計畫補助之整合型計畫為目標。 

每位編制內教師或研究人員同一時間至多可參加二個研究團隊。 

第二十條 擬申請補助之研究團隊應提具一年內完成之研究計畫構想書向研發

處申請。 

每一申請案每學期補助金額以五萬元為原則。補助項目以雜費、工讀

金及校外成員交通費為限。團隊成員不得支領酬勞。同一研究團隊同

一研究主題申請本項補助以一次為限，成員二分之一以上相同者視同

原研究團隊。 

第二十一條 獲補助之研究團隊，應於期滿一個月內繳交精簡報告及研究績效說

明，並舉辦小型研討會，公開發表研究規劃成果。 

第二十二條 研究團隊有下列任一情形者，得申請第二次補助： 

一、該研究團隊獲補助結案後一年內，校內團隊成員至少有一篇與

團隊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章發表於 TSSCI、SCI、SSCI、A＆HCI、

THCI Core 等資料庫收錄之期刊。 

二、研究團隊之研究成果獲其他單位之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 

第七章  出版學術期刊 

第二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出版學術期刊得申請補助印刷費或等額之編輯費（含論

文審查費），補助標準如下： 

一、收錄在「台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或「臺灣人文學引文

索引核心期刊」資料庫者，補助全額印刷費或等額編輯費，未

經收錄者，補助百分之四十。 

自本法施行後第三年度起仍未被「台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或

「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則逐年

降低補助比例百分之十，至完全不補助。 

二、各單位出版之期刊如屬在「台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或

「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資料庫未建立評量機制之研

究領域，得申請補助百分之六十印刷費或等額編輯費。 

依本辦法申請期刊補助，每單位以一種為原則。 

全新期刊自第四年起適用逐年遞減補助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學術期刊出版後應繳送紙本五○至一五○冊至圖

書館，並上傳論文電子檔及授權書至「政治大學學術期刊資源

網」。 

受補助期刊在本法實施前，另有特殊版權協議者，另案處理。 

第八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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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研究發展會議應成立審查小組，制訂審查標準，審議依本辦法申請

之補助案。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校務基金 5 項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31 
 

新 五 案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第 163 次 校 務會 議 

提 案 單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三條條文，請  審議案。 

說  明： 

一、教育部 100 年 1 月 28 日台高(一)字第 1000016964 號函修正大學法第 9

條，增訂第 4 項，「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爰配合修訂旨揭條文。 

二、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行條文各乙份，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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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遴委會置委員二十

一人，包括學校代表九

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九人；教育部遴派之

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

下： 

一、學校代表： 

（一）教師代表七人： 

由全校教師或研究人

員登記參選，並由校務

會議代表就參選人中

選舉產生之，其中教授

（含研究員）人數不得

少於五人，同一學院或

中心以一人當選為限。 

（二）行政人員代表一

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

務會議職員代表、軍護

人員代表、技工工友代

表選舉產生之。 

（三）學生代表一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

務會議學生代表中選

舉產生之。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 

（一）校友代表： 

由本校校友會、各學院

至少推薦一人或校友

十人以上連署向本校

推薦。 

（二）社會公正人士： 

第三條  遴委會置委員二十

一人，包括學校代表九

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九人；教育部遴派之

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

下： 

一、學校代表： 

（一）教師代表七人： 

由全校教師或研究人

員登記參選，並由校務

會議代表就參選人中

選舉產生之，其中教授

（含研究員）人數不得

少於五人，同一學院或

中心以一人當選為限。

（二）行政人員代表一

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

務會議職員代表、軍護

人員代表、技工工友代

表選舉產生之。 

（三）學生代表一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

務會議學生代表中選

舉產生之。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 

（一）校友代表： 

由本校校友會、各學院

至少推薦一人或校友

十人以上連署向本校

推薦。 

（二）社會公正人士： 

一、 依 教 育 部

100 年 1 月 28 日

台 高 ( 一 ) 字 第

1000016964 號函

辦理。 

二、 教育部前函

檢送大學法修正

條文，其中第 9

條增訂第 4 項，

「前項校長遴選

委員會之組成，

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數三分

之一以上」，爰配

合修訂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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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各學院至少推

薦一人或各界十人以

上連署向本校推薦。 

（三）本校現職專任人員

及在學學生，不得被

提名為校友代表或社

會公正人士代表。 

（四）本款代表由校務會

議代表就被推薦人選

舉產生之，惟校友代

表或社會公正人士應

至少各有二人當選。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由本校報請教育部遴

派。 

依前項選舉或遴派產生

之三類代表，任一性別應

占三分之一以上；第一款

學校代表任一性別至少

三人以上，其中教師代表

應有二人以上，仍不足額

時，由教師、行政人員及

學生代表，依得票數遞補

一人。 

各類選舉產生之代表，均

依限制連記投票法行

之，並均應列任一性別候

補人選各一至三人。 

由本校各學院至少推

薦一人或各界十人以

上連署向本校推薦。 

（三）本校現職專任人員

及在學學生，不得被提

名為校友代表或社會

公正人士代表。 

（四）本款代表由校務會

議代表就被推薦人選

舉產生之，惟校友代表

或社會公正人士應至

少各有二人當選。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由本校報請教育部遴

派。 

前項各類選舉產生之代

表，均依限制連記投票法

行之，並均應列候補人選

一至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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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97年 11 月 22 日第 15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校長，依據大學法第九條、國立

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五條之規

定，訂定「國立政治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辦理校長之遴選，設「國立政治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

簡稱遴委會），遴委會為非常設組織，於下列時機組成之： 

一、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 

二、校長因故出缺或辭職獲准時，於出缺後二個月內。 

遴委會於校長人選產生並陳報教育部聘任就職後解散。 

第三條  遴委會置委員二十一人，包括學校代表九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

士九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 

（一）教師代表七人： 

由全校教師或研究人員登記參選，並由校務會議代表就參選人中

選舉產生之，其中教授（含研究員）人數不得少於五人，同一學

院或中心以一人當選為限。 

（二）行政人員代表一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務會議職員代表、軍護人員代表、技工工友

代表選舉產生之。 

（三）學生代表一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中選舉產生之。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一）校友代表： 

由本校校友會、各學院至少推薦一人或校友十人以上連署向本校

推薦。 

（二）社會公正人士： 

由本校各學院至少推薦一人或各界十人以上連署向本校推薦。 

（三）本校現職專任人員及在學學生，不得被提名為校友代表或社會

公正人士代表。 

（四）本款代表由校務會議代表就被推薦人選舉產生之，惟校友代表

或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各有二人當選。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由本校報請教育部遴派。 

前項各類選舉產生之代表，均依限制連記投票法行之，並均應列候補人

選一至三人。 

第四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參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有下列情形之ㄧ者，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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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故無法參與遴選作業。 

二、與參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與參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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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選人得向遴委會以書面表示其原因及事

實，經遴委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遞補之。 

第五條 現任校長或代理校長應於遴委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邀集委員召開第

一次會議，由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會議及擔任主席，並綜理會

務。 

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之。 

遴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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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理。 

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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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參選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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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本校校長參選人除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任用資格及其他法令

規定外，並應具備下列條件：  

一、著有學術成就與聲望。 

二、高尚之品德情操。 

三、卓越之行政能力。 

四、前瞻性之教育理念。 

五、高度尊重學術自由。 

六、超越政治黨派利益：已兼任黨政職務者，須書面承諾於應聘校長

前放棄。 

七、爭取及運用資源之能力。 

第八條  遴委會應於組成後兩週內向各界公開徵求校長參選人，徵求期間以二

個月為原則，徵求方式如下： 

一、推薦產生： 

1.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十人以上連署推薦。 

2.校外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員十五人以上之連署推薦。 

3.本校校友二十人以上連署各得推薦一人。 

二、自行參選： 

由參選人自行填送相關表件，報名參選。 

三、遴委會舉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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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委會得主動舉薦校長參選人若干人。 

前項第一款參選人之推薦連署，每人以連署一位參選人為限。 

遴委會委員不得以個人名義參與任何連署活動。 

第九條  遴委會之遴選作業，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受理推薦或自行參選： 

推薦者應先徵求被推薦人同意，參選人應提供基本資料、學歷、經

歷、著作及發明目錄、各項學術獎勵、榮譽事蹟及推薦（參選）理

由等資料。 

二、審查參選人資格： 

遴委會應會同人事室對校長參選人進行法定資格審查，並予確認，

必要時得進行訪談。 

三、推薦產生候選人： 

    遴委會委員應就本辦法第七條校長參選人資格條件綜合評審，充分

討論後，經過全體委員過半數以上之同意，推薦二至五名候選人。 

四、公告候選人名單： 

資格審查確認後，遴委會應將校長候選人名單，向全校公告，並附

完整之候選人資料分送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助理研究員以上專

任研究人員及校務會議職員代表、學生代表、軍護人員代表、技工

工友代表。 

五、舉辦公聽會： 

候選人公告後，遴委會應於三週內舉辦公聽會至少兩場，邀請校長

候選人向全校說明其治校理念。 

六、行使同意權： 

    公聽會結束後三週內，遴委會應徵詢全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助理

研究員以上專任研究人員及校務會議職員代表、學生代表、軍護人

員代表、技工工友代表對校長候選人之意見，由前述教師、研究人

員及校務會議相關代表對候選人分別行使同意權投票，並分別進行

統計，但每位候選人之得票數統計達出席投票人數百分之五十同意

時，即停止開票。 

依前開行使同意權結果，通過門檻之校長候選人至少二人以上，提

供遴委會參考遴選。惟若通過同意票門檻之候選人未達二人時，則

保留已獲通過同意票門檻之候選人，遴委會再依本辦法第八條之規

定再次徵求校長參選人，並依本條各款遴選程序進行遴選，直到另

行選出之候選人名額併同原獲保留之候選人名額合計達二名以上

人選為止。 

前項再次徵求校長參選人，徵求期間縮短為一個月，原未通過門檻

之候選人，得再次被推薦或自行報名參選。 

七、遴選校長人選： 

遴委會綜合前述行使同意權及各項資料審查結果，邀請獲通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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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門檻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理念進行說明與詢答後，由遴委會依

本辦法第五條之決議程序遴選一名人選，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

任之。 

校長人選因故不能應聘就任時，由原遴委會重新遴選之。 

第 十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列席或提供資料。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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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委會應將遴選工作所有資料妥善保存。遴選工作完成後，移交人

事室保管至該校長去職日止。保管期間非經原遴選委員會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簽名同意，不得公開。但法令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第十二條  遴委會委員，於新任校長第一任任期內，不得擔任由校長指定之行

政主管職務。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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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委會執行本辦法相關事項所需之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遴委會庶務工作，由人事室主辦，其他相關單位協辦。 

第十四條  遴委會為因應遴選作業實際需要，得研訂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由遴

委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遴委會出席委員過半數之決議辦理。 

第十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由校長公布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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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六 案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第 164 次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 101 學年度學士班及碩、博士班預定招生名額表，請  審議案

。 

說  明： 

一、 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展審

查提報作業規定，各校應於 6 月 30 日前提報預定招生名額表等到教育

部據以核定總量；校內程序並需提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校 101 學年度學士班及碩、博士班預定招生名額，業經 100 年 5 月

25 日之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本校 101 學年度全校招生總量 4148 名，各學制預定招生名額如下： 

（一） 學士班：2031 名，較去年 2115 名調減 84 名。 

（二） 碩士班：1236 名(含 101 新增系所)，較去年 1197 名增加 39 名。 

（三） 在職專班：661 名，與去年同。 

（四） 博士班：220 名，較去年 216 名增加 4 名。 

四、 本案如獲審議通過，將依教育部 101 學年度總量提報作業說明規定，

於期限前正式辦理報部。 

五、 檢附 101 學年度學士班及碩、博士班預定招生名額表各乙份，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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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七 案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第  164 次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提案單位：校務發展委員會 

案  由：本校各院申請 101 學年度調整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案，請 審議案。 

說  明： 

一、 各院申請 101 學年度調整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案，計有 6 案： 

 學院 
申請

類別 
班別 申請案名 說明 

1 傳播學院 更名 博士班 

傳播學院博士

班 

原名：新聞學系博士班 

100/03/23 校發會通過 

(議程第 44~52 頁) 

2 外語學院 停招 
碩士在

職專班 

歐洲語言文化

碩士在職專班

自101～105學年度停招

100/03/23 校發會通過 

(議程第 53~57 頁) 

3 理學院 停招 
碩士在

職專班 

數學教學碩士

在職專班 

自 101 學年度起停招 

100/05/25 校發會通過 

(議程第 58~61 頁) 

4 外語學院 更名 學士班 

歐洲語文學系 原名：歐洲語文學程 

100/06/22 校發會通過 

(議程第 62~68 頁) 

5 社科院 
學制

轉換 

碩士在

職專班 

亞太研究英語

碩士學位學程

(IMAS) 

改為日間學制碩士班 

100/06/22 校發會通過 

(議程第 69~74 頁) 

6 商學院 
學制

轉換 

碩士在

職專班 

國際經營管理

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IMBA) 

改為日間學制碩士班 

100/06/22 校發會通過 

(議程第 75~85 頁) 

 

二、 上揭各案業依本校增設調整系所作業流程完成院務會議及校務發展委

員會審議通過。(註：6月 22 日校發會為臨時會，提案時(6/1)尚未開

會，先行掛案) 

三、 本案如獲審議通過，將依教育部「101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

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提報作業」規定，於 6月 30 日前正式辦理報部。 

四、 檢附本案計畫書各乙份，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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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申請調整博士班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料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料錯誤、不完整、涉及不實記載者，本

部將依「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1 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立政治大學 101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類別 
□增設      

■調整（更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請

依註 1 體例填

中文名稱：傳播學院博士班                        

英文名稱：Ph.D. Program in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曾經申請年度：□100 學年度    □99 學年度   □98 學年度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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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學系 44 372    

 新聞學系碩士班 43  84   

 新聞學系博士班 72   29  

 廣告學系 76 211    

 廣告學系碩士班 86  46   

 廣播與電視學系 77 200    

 廣播與電視學系碩士班 85  73   

 
新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93 學年起改隸傳播學院） 

90  -   

 
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新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改隸）

93  52   

 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95  51   

 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9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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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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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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 98  25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班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15,665 冊，外文圖書：19,683 冊； 

2.中文期刊：121 種，外文期刊：225 種 

招生管道 甄試 

擬招生名額 6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服務單位及職稱 傳播學院院長 姓名 鍾蔚文 

電話 29387075 傳真 29382063 

Email waynechus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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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表，請擇一適當表格填寫，例如申請以學系設立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1 學系申請設立碩士班自我檢核表」，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

調整案者（包括分組、整併、更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本案為組織調整案，故免填第二部份資料） 

第三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理由 

本案為組織調整案。新聞系博士班成立於民國 72 年，為本校傳播學院（以

下簡稱本院）最高學制，亦為全院唯一博士班。為使全院教研資源為該博士班

所用藉此增強競爭力，並為因應高等人力供需失調以及媒介匯流與國際化等趨

勢，擬將現有新聞系博士班調整至院部。 

近年來，數位化、媒體匯流、全球化等新近發展趨勢皆對傳播學門產生重

大衝擊。首先，數位媒體的出現顛覆了傳統以大眾傳播為主軸的理論體系，而

傳播科技瞬息萬變，新興資訊傳播形態不斷浮現，手機、電信、電腦業者紛紛

越界，傳播、電信、電腦、網路己成匯流之勢，產業界線日漸模糊。諸如 Google、

Blog、RSS、Wikipedia、Twitter、Plurk、Facebook、Kindle 與 iPhone 等現今

家喻戶曉的媒介，都是最近方才出現的新事物，短短數年間卻已成為耳熟能詳

的日常溝通工具。 

次者，新科技出現不僅帶來新的社會現象，也促成新的研究議題以及研究

方向的轉向。學門內之傳統研究與課程發展一向圍繞著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

廣播、電視），但網際網路與數位科技崛起後業已帶動媒體匯流，以致傳播學

門的核心概念與理論內涵皆已明顯不足，如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

互動敘事（interactive narrative）、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多重媒態

（multimodality）等概念如今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現象卻仍缺乏完整解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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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傳播產業結構與社會日趨多元外，產業管理與政策亦日形複雜。以媒

介為分類的單一知識體系顯已不足因應紛至沓來的傳播問題，單一領域的人才

培育模式也無法符合學術與產業界的需求。傳播領域版圖的快速變遷與知識斷

層現象使得整體傳播教育面臨過時失效的危機，也迫使我們必須思考傳播知識

系統與傳播教育如何重新調整以能應付新的局面與挑戰。 

另一方面，傳播產業深受全球化影響。以電視產業為例，隨著衛星跨國頻

道的成立，全球化早已不知不覺地滲透到每個收視戶。舉例來說，當臺北市某

個家庭成員打開電視機收看衛視（Star TV）頻道時，殊不知這些節目的導播其

實遠在新加坡的主控室裡。全球化的影響使得傳播產業從節目內容產製到經營

管理模式，進而至節目行銷市場規劃都須在國際市場架構下思考；傳播工作者

也如藍領勞工一般流動於國際傳播產業勞動市場，在在促使傳播人必須學習成

為國際公民。 

全球化浪潮加上數位科技的推波助瀾，任何角落的騷動都可能引起全球規

模的連鎖反應，沒有任何個人或國家可以離世獨立。以 2009 年美國著名歌手麥

可傑克森之死為例，死訊傳出後全世界推特族（Twitters）奔相走告，第一小

時內就出現了 27 萬 9,000 則訊息，平均每秒高達 78 則。另如今（2011）年 3

月 11 日的日本地震，10 天內臺灣地區網頁已有 5160 萬筆資料，累積速度驚人。

全球化現象使得傳統政治和文化的疆域日漸消弭，如何在此潮流中維持本土文

化的主體性已成傳播領域重大挑戰。這些知識脈絡的改變進而促成跨領域教學

／研究的知識需求，以人文為本且植基於在地脈絡的創新因而更顯重要。 

基於以上因素，本院廿八年前在新聞系建制下設立的博士班學制現正面臨

嚴峻考驗，必須在體質上有所調整方能因應來自學院內外的迫切需求。 

貳、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政治大學新聞系及其碩士班是國內歷史最悠久的傳播教育學府，早於 1983

年增設博士班。惟如上述隨著傳播科技之發展及全球化、數位化、媒體匯流之

趨勢且為符應國家社會對傳播學術研究及傳播產業實務人才之需求，本院自

1996 年起陸續增設多個碩士學位，包括：廣播電視學系碩士班（1996 年）、廣

告學系碩士班（1997 年）、國際傳播碩士學位學程（2006 年）、數位內容碩士

學位學程（2008 年）。做為本院唯一之博士班且為本院最高學制單位，不宜自

囿於傳統之新聞領域，而應以全院教研領域為腹地，培育廣義且具未來視野之

高階傳播研究／研發人才。 

本次博士班調整至院案之主旨除了至盼擴大博士班教研腹地使其更能符應

前揭數位化、媒體匯流、全球化對傳播學門知識領域與知識體系挑戰外，具體

而言更望改制後之博士班能帶動「擴散」效應，在傳播教育與學術研究外亦能

於產業、政府機構乃至於第三部門貢獻專業觀點及研發能力。 

因此，傳播學院新制博士班所欲培養之人才至少應具備以下條件：（一）

深厚的研究與創意思考能力。博士生是大學最高學制研究生，不僅應有研究熱

忱，更當透過系統的、嚴謹的、踏實的、深入的訓練使之兼具研究能力、創意

思考以及實踐能力。嚴格來說，社會科學各學門均具相當之實用性，傳播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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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例外，因而傳播學院的博士生不僅要有發現問題、解釋現象之能力，也應

當有解決問題之潛能。（二）具備橫向流動能力，其一便是地域的橫向流動能

力。為因應國際化挑戰，本院期能培育博士生國際公民意識與國際對話能力，

使之具備國際學術／產業之競爭力。其二則是知識領域的橫向流動能力，期望

本院博士生未來除投入大學知識殿堂擔任教席外，亦能投身於學術領域以外的

知識產業、政府機構或第三部門從事研發／實踐工作，以因應國家社會對於高

教人才之殷切需求。 

參、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流之趨勢： 

傳播學門關心之議題一向與基本學科多有重疊，自學門伊始即與心理學、

社會學、人類學、經濟學、政治學等領域關聯密切。而至二十世紀末期，受到

人文學科影響，傳播學門更結合了哲學、文化研究、文藝批判研究、符號學、

女性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社會語言學等領域，新的論述不斷推陳出

新，進而形成廣闊的對話空間，傳播知識系譜因而愈形多元。及至數位科技問

世，傳播領域更與資訊、電訊等學科接壤和融合，形成眾聲喧嘩景象。 

如前文所述，隨著媒介形式日趨多元，過去單一媒介行規已無法直接套用

於現今傳播專業工作，傳播工作者的核心能力亦已轉變為針對現象與問題要能

善用各種媒介、媒材、文類以發展良好設計與溝通策略，傳播設計因此成為傳

播工作主軸。對應至傳播知識系統，也從傳統以大眾傳播及個別媒介為主，轉

變為以傳播與資訊工作為範疇，跨媒體、跨文類並以設計課程為主軸。 

其次，在面臨全球化、數位化及媒體匯流衝擊的同時，傳播產業亦處於全

面洗牌情勢。全球化固然加劇了經濟文化強權支配市場機制，另也刺激了在地

／本土化的自主反省，好萊塢、日劇、韓流和在地／鄉土共存並持續競爭。新

媒體與新技術推陳出新後嚴重排擠傳統媒體生存，不論中外，許多未能跟上此

波浪潮的老字號媒體或裁員或倒閉，倖存者無不開始實驗各種傳播形式，力圖

求變以求生存。 

傳播產業面臨全球與在地之文化與市場辯證，產業結構日趨多元且管理與

政策日形複雜，而市場機制失靈、法規不符時宜、應用知識斷層、技能脫節之

壓力，在在均待傳播學界多面向拓展有效的傳播教學與學術高等研究方得應

付。此時此地，跨界、創新與實踐已成為因應未來必要的態度和能力。因此，

本院尤當結合自然科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藝術和設計等學門之特長，因

應典範轉變下的知識需求，培養數位時代所需之跨領域人才。 

肆、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力需求評估：（含學生來源、學生

畢業後就業市場狀況） 

博士班調整至院後，為因應前揭數位化、媒介匯流、國際化趨勢，招生對

象勢將更為多元。除傳播領域碩士畢業生外，亦希望招收（一）其他社會人文

科學相關系所、資訊／電信／電訊相關系所以及其他科際整合系所之碩士畢業

生；（二）相關領域非學術部門（如：政府機構／產業／第三部門）在職人員，

具碩士學位，有意進修更高學位者；（三）為拓展學生國際視野並增加國際競

爭力，亦希望招收其他國家／地區的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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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博士生畢業後之主要就業方向，在過去多為投入教職從

事學術研究，新聞學系博士班成立二十餘年來之畢業生幾全數在各大專校院任

教即為一例。惟臺灣地區粗出生率自 1990 年代末期起即逐年下降，可預見未來

數年內大學入學人數將逐年遞減，《天下雜誌》444 期曾報導目前在大學校長間

流傳「2015 大限」，反應出少子化對大學教育單位以及大學教職人數需求之可

能衝擊。而過去在臺灣高教擴張過程中培養出來的眾多博士畢業生人數則逐年

累積，此消彼長的結果業已使得高教人力供需差距日益擴大，造成大學教職逐

漸一位難求。 

本院博士班做為國內傳播學門之最高學制，在學門知識領域傳承扮演關鍵

角色，也是國家重要的人力資源。未來本院博士班畢業生應當在大學及社會其

他部門擔任更多元的研發與管理工作，如投身於傳播產業主管機關、政府部門、

產業研發、產學合作等以貢獻其研究與創新能力。具體而言，除大專院校教學

及研究工作外，博士生亦可任職於傳播／電信／電訊產業管理或研發部門、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經濟部智財所、資策會、工研院、國家科學實驗室等。 

伍、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基於本校基礎深厚的人文社會學術環境與豐富內涵以及新興之資訊科學與

數位內容領域，本學院之未來發展將以結合傳播與人文社會學群的數位資訊創

新領域為目標。 

大學作為知識生產、傳遞與散佈的場所，理應領先社會其他組織致力於思

考知識之本質，傳遞與教導知識，並應推動其知識能力，反省知識與實務之關

係，尋找答案以解決現實問題；除致力於陶冶及培育學生外，並應回應社會需

求。 

本校是國內最完整且最具指標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型大學，一向以發展專業

領域、厚實基礎學門、致力於培育符合社會發展和未來社會需求之人才為治校

理念。本院是本校重點領域之一，2003 年《天下雜誌》評為國內傳播教育排名

第一，在東亞地區亦富盛名。 

近十年來，主導資訊工作之主角已漸由工程師轉向社會和人文專業，內容、

風格、人性、創意、美感、設計成為關鍵概念，而傳播領域如前述一向位於社

會、人文、科技交界之處，正可掌握此一時機扮演關鍵角色。何況本院歷史悠

久，基礎雄厚，具備轉型成為卓越的專業學院基本條件。值此面臨轉型挑戰之

際，本院業已凝聚求變之共識並進行各項資源整合工作。博士班調整至院部正

可呼應本院重整知識體系、建立一貫知識系譜之努力，並期透過博士生之培育

發揮觸媒與擴散效果，一則帶動本院及國內／在地傳播教育與知識體系之轉型

與重整，另則希望擴散影響力至學術社群以外，促進產官學合作，在產業經營

管理與研發、政府及政策管理等面向貢獻專業知識及研發能力，以引領產業及

社會。 

陸、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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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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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改隸本院後，課程結構也將隨之調整，畢業學分擬增為 48 學分（目

前為 32 學分），課程內容區分必修、核心、主題選修、方法等四群。 

類目 要求學分數 說明 

必修課程 6 
學術志業導論（博一必，3學分） 

方法論（博一必，3學分） 

核心課程 24 
主修（15 學分）：自本院研究所 7學群選修 

輔修（9學分）：外院集中一領域 

主題選修課程 9 與博士論文相關主題課程 

方法課程 9 修習本院及本校研究方法相關課程 

總計 48  

（一）必修課程（6 學分）。必修課程為博士班研究生學習之基礎課程。包

括 2 門課：學術志業導論（3 學分）與方法論（3 學分），應於博士

班一年級修畢。 

（二）核心課程（24 學分）。核心課程涵蓋傳播學門重要領域知識，包括

主修（15 學分）與輔修（9 學分）。學生應自本院研究部所屬 7 學

群中至少選習 1 學群、15 學分，並至外院輔修至少 9 學分，輔修須

集中於同一領域。傳播相關科系碩士畢業生得抵免主修課程，至多

抵免 15 學分；非傳播相關科系碩士畢業生則得抵免輔修課程，至多

抵免 9學分。 

（三）主題課程（9 學分）。主題課程旨在引領學生配合其博士論文主題，

修習研究所需知識，由學生自行規劃課程，並經論文指導教授同意

後選修。 

（四）方法課程（9 學分）。方法課程旨在厚植博士生研究能力，博士生自

本院及本校相關進階方法課程應至少修習 3門。 

未來博士班課程將發展本院特色領域，特別是前瞻知識。本院亦將以本校

為腹地進行跨領域整合，除發展本院既有研究領域外，並擬與國際知名大學合

作發展課程／工作坊以豐富課程內涵，鼓勵學生透過短期交換和易地修課取得

國際對話經驗，拓展國際視野。 

※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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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一 學 術 志 業

導論 

3 必 方孝謙 專任 美國芝加哥

大學博士 

傳播社會學、社會變

遷 

徐美苓 專任 美國密西根

大學博士 

健康傳播、傳播與說

服、傳播心理學、民

意、政治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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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建三 專任 英國李斯特

大學博士 

大 眾 傳 播 研 究 問

題、傳播．電影政治

經濟學、資訊社會理

論、大眾文化概論 

博一 方法論 3 必 鍾蔚文 專任 美國史丹福

大學博士 

言說分析、創造力研

究、專家生手、玩物

研究 

 消費行為 3 選 張卿卿 專任 

講座教授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博士 

廣告學、行銷學 

 傳 播 研 究

專題：歐洲

中 心 主 義

與 傳 播 研

究本土化 

3 選 汪琪 兼任 

講座教授 

美國南伊利

諾大學博士 

文化研究、全球化、

電訊傳播政策研究 

 批 判 傳 播

理論 

3 選 翁秀琪 專任 

特聘教授 

德國曼茵茲

大學博士 

媒介議題建構與民

意研究、傳播理論 

 創 作 與 想

像專題 

3 選 游本寬 專任 

特聘教授 

美國俄亥俄

大 

影像創作與美學 

 言說分析 3 選 鍾蔚文 專任 

特聘教授 

美國史丹福

大學博士 

言說分析、創造力研

究、專家生手、玩物

研究 

 廣 告 與 批

判理論 

3 選 孫秀蕙 專任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博士 

公共關係、民意調查

 品 牌 行 銷

專題研究 

3 選 祝鳳岡 專任 美國紐約市

立大學博士 

廣告策略與企劃、行

銷研究、媒體策略與

企劃 

 新 聞 與 創

傷 

3 選 許瓊文 專任 美國紐約州

立大學博士 

網路傳播、研究方

法、電視新聞 

 亞 洲 當 代

電影研究 

3 選 陳儒修 專任 美國南加州

大學博士 

電影理論、電影史、

台灣電影、文化研

究、流行文化、當代

電影理論與導讀 

 閱 聽 人 與

媒介市場 

3 選 黃葳威 專任 美國德州大

學博士 

數位傳播與與社區

行動、多元文化與族

群傳播、市場調查與

閱聽人分析、宗教與

傳播 

 媒 介 政 策

與 法 規 研

究 

3 選 劉幼琍 專任 美國印地安

那大學博士 

電子媒介法規與政

策、衛星與有線電

視、新傳播科技、電

訊傳播、媒介經營管

理、數位媒體與寬頻

網路、媒體與網路大

匯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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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廣告 3 選 賴建都 專任 美國猶他大

學 

網路廣告、數位藝

術、廣告創意與設計

 數 位 敘 事

專題 

3 選 張寶芳 專任 美國南加州

大學博士 

網路出版、訊息建構

與知識管理、網絡設

計 與 資 訊 流 程 分

析、使用者介面設計

陳百齡 專任 美國印地安

那大學博士 

視覺傳播、傳播科

技、多媒體教育設計

與製作 

黃心健 專任 美國伊利諾

理工學院 

數位藝術之多媒體

裝置、互動設計 

 全 球 化 與

跨國主義 

3 選 方孝謙 專任 美國芝加哥

大學博士 

傳播社會學、社會變

遷 

 性 別 與 傳

播科技 

3 選 方念萱 專任 美國紐約州

立大學博士 

傳播新科技、傳播哲

學（言說倫理）、言

說分析、傳播科技與

社會 

 國 際 形 象

與 國 際 溝

通 

3 選 朱立 專任 美國南伊利

諾大學博士 

大眾傳播理論、中國

大陸傳播、大眾傳播

與發展、比較媒介制

度、國際傳播 

 新 媒 體 研

究 

3 選 吳筱玫 專任 美國哥倫比

亞大學博士 

網路傳播、網路媒

體、傳播與哲學 

 新 聞 史 專

題 

3 選 林元輝 專任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博士 

中國文化思想與傳

播、新聞史、新聞採

訪與寫作、報導文

學、新聞日文 

 大 眾 文 化

研究 

3 選 柯裕棻 專任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博士 

文化研究、流行文

化、電視研究 

 傳 播 心 理

學 

3 選 孫式文 專任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博士 

傳播理論、隱喻研

究、閱聽人 

 閱 聽 人 分

析 

3 選 孫曼蘋 專任 美國俄亥俄

大學博士 

平 面 媒 體 版 面 設

計、青少年媒介使

用、家庭媒介使用、

傳播科技 

 環 境 與 健

康 風 險 傳

播 

3 選 徐美苓 專任 美國密西根

大學博士 

健康傳播、傳播與說

服、傳播心理學、民

意、政治傳播 

 國 際 傳 播

專題 

3 選 彭芸 專任 美國南伊利

諾大學博士 

政治傳播、國際傳

播、企業組織與溝

通、傳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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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播 政 治

經濟學 

3 選 馮建三 專任 英國李斯特

大學博士 

大 眾 傳 播 研 究 問

題、傳播．電影政治

經濟學、資訊社會理

論、大眾文化概論 

 運動、媒體

與社會 

3 選 劉昌德 專任 美國天普大

學博士 

傳播政治經濟學、運

動與媒體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策 略 與 實

例 

3 選 陳郁秀 兼任 國立巴黎音

樂院鋼琴及

室內樂 

鋼琴演奏、文化創意

產業 

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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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限申請增設博士班案者填寫)（本案為組織調整案，故免填本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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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5 冊，外文圖書 19,683 冊；中

文期刊 121 種，外文期刊 225 種。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類可以免填)（本案為人文社會類，故免

填本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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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5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4.93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14.50 平方公尺。 

(三)座落傳播學院大樓，地下 1 樓至地上 4樓（2,371 公尺）； 

座落新聞館大樓，第 1 至 3層（991 平方公尺）； 

座落大勇大樓，第 3-4 樓（1,69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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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拾、其他具設立優勢條件之說明（本案為組織調整案，故免填本項資料） 

拾壹、輔導師資生畢業發展之規劃（限增設師資培育學系案者填寫） 

（本案不屬師資培育學系，故免填本項資料） 

第四部份：基本資料表（表 1-4） 

（本案為組織調整案，故免填本項資料） 

第五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本案為組織調整案，故免填本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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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年度政治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暫時停招計畫書 

國立政治大學 101 學年度申請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類別 □新增   □ 調整    暫時停招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 國立政治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暫時停招案 

授予學位名稱 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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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語文學程 95 297   297 

研究所 
歐洲語言文化學程碩士在職專

班 
95  31  31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國立中央大學法文系；輔仁大學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東吳德文

系；淡江大學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歐研所；文化大學法文系、

德文系；靜宜大學西班牙文系；文藻外語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

大業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南華大學歐研所 

師資 

1.現有專任師資：9 員(其中副教授資格以上者：3 員，具助理教授資格者：

6 員。) 
2.生師比： 
（1）全校生師比為 18.07。 
（2）全系/所當量生師比（全系/所加權學生數除以專任教師數）為：21.5。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 依學校每年度分配經費預算購置 
2.中文期刊：依學校每年度分配經費預算購置 

3.擬增購圖書（期刊）：依學校分配經費預算購置 

招生管道 入學考試：書面審查、筆試、口試 

擬招生名額 20 名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服務單位及職稱 歐洲語文學程行政助理 姓名 吳昭儀 

電話 (02)2939-3091*63036 傳真 (02) 2938-7608 

Email     UPE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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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理由（含該領域學術環境、社會人力需求關係） 

本學程自民國 95 年開辦「歐洲語言文化學程在職專班」（底下簡稱本專班），

並開始招生以來，一直無法滿額招生，新生人數逐年下降。就其因素，可能有

三： 

1. 國內於 10 餘年前各大專院校廣設碩士班，大學畢業生選擇性較多，若

有進修計劃者，可於學士畢業後直接報考碩士班，就讀本專班需求不高。 

2. 本專班並非深入研讀單一語言之專班，而是主題式研究專班，無法吸引

想研讀單一語言研究所之學生報考。 

3. 本專班上課地點為本校文山校本部，除星期六需上課之外，星期三、四

晚上皆安排必/選修課程，大台北地區之外的社會人士無法趕赴上課，

降低其報考的意願。 

上開說明顯示修讀在職專班的社會需求逐年降低，並由於招生人數不足，

本專班收支已無法平衡，為避免影響教學品質，使學生無法獲得充足知識，

擬於民國 101 年暫停本專班招生。停招之後，本學程仍會持續觀察社會需求，

若仍有開設專班之要求，本專班擬於民國 105 年恢復招生。 

貳、本系(所)學位學程原發展方向與重點 

1. 為培養必落實「立足台灣，認識歐洲，放眼世界」之精英人才視野與胸

襟，配合教育部建立多元彈性等回流教育體系，強化在職進修功能，以

建構終身學習社會，加強院（校）內各系所相關資源整合，提昇學校整

體資源使用效益前提下，特規劃管理。 
2. 本專班之課程安排係針對社會對歐洲資訊之渴求，配合我國欲提昇精英

人才視野與國家競爭力所做的整合需要與規劃，其培育學素及經驗俱佳

之跨學科、跨領域、多面向之歐洲研究專業人才。 
3. 迎合就業市場對歐語人才之需求，推展第二外語(歐語)教學，開擴學生

視野，增加其競爭力。 
4. 促進與歐洲各國間之文經交流。 
5. 鼓勵學生從事與歐洲相關之學術研究。 

參、本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必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年級 任課教師 

論文寫作(一) 3 一 姚紹基 

高級法文 3 一 舒卡夏 

高級德文 3 一 蔡莫妮 

高級西文 3 一 藍文君 

歐洲文化與文明專題 3 一 張台麟 

論文寫作(二) 3 二 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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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課 程 

（近 5 年開設之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年級 任課教師 

歐洲經典文學專題 3 一、二 楊瓊瑩 

歐洲傳媒專題 3 一、二 阮若缺 

歐洲文化專題 3 一、二 阮若缺 

歐洲聯盟專題 3 一、二 張台麟 

歐洲時事專題 3 一、二 張台麟 

歐洲當代文學專題 3 一、二 楊瓊瑩 

歐洲經濟與社會專題 3 一、二 張台麟 

歐洲藝術與美學專題 3 一、二 阮若缺 

歐洲偉大思想家專題 3 一、二 陳良吉 

肆、師資現況及擬聘師資規劃： 

一、原有系、所專任師資 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3 員，具助理教授者 6 員。 
二、現有專任師資名冊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註 

教授兼學

程主任 

張台麟 法國巴黎第一大學

政治學博士 

歐洲聯盟、政經

整合、 法國政府

與政治、法語國

家與文化、法語

教學 

歐洲文化與文明專題 

歐洲聯盟專題 

歐洲經濟與社會專題 

 

教授 阮若缺 法國巴黎第三大學

戲劇研究所博士 

法國文學、法國

戲劇、魁北克戲

劇、女性主義、

兒童文學、法語

系國家文化 

歐洲傳媒專題 

歐洲文化專題 

歐洲藝術與美學專題 

 

副教授 楊瓊瑩 美國俄亥俄州立大

學西班牙文學博士

西班牙二十世紀

小說、偵探小說

及女性文學、西

班牙十九世紀浪

漫戲劇、十八世

紀散文 

歐洲經典文學專題 

歐洲當代文學專題 

 

助理教授 藍文君 西班牙馬德里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博

士 

西班牙語教學、

西 班 牙 文 法 研

究、西班牙語會

高級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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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註 

話 、 中 西 語 翻

譯、中西文對比

研究、西班牙社

會文化 

助理教授 姚紹基 德國特里爾大學日

耳曼語文學系博士

基礎德語教學、

德 語 文 學 與 文

化、中世紀德國

語言及文學 

論文寫作(一) 

 

 

助理教授 舒卡夏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

院語言科學博士 

西方憂鬱史、法

國道德哲學、歐

洲庭園史、歐洲

文學之自然書寫

高級法文  

助理教授 古孟玄 西班牙巴塞隆納自

治大學口筆譯學院

博士 

中西翻譯   

助理教授 蔡莫妮 德國漢堡大學德國

語言文學及媒體系

博士 

文化研究、二十

世 紀 現 代 德 語

詩學與散文、女

性 主 義 理 論 研

究、性別研究、

精神分析、後現

代理論Cultural & 

literary studies 

高級德文  

助理教授 陶克思 德國布萊梅大學歷

史學系博士 

德文教學、德國

歷 史 、 德 國 文

化、英國語文、

文化研究 

  

伍、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維持現狀，未變動。 

陸、本系（所）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維持現狀，未變動。 

柒、本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本專班於過往數年中，在職專班的經營在回流教育方面貢獻了許多，也建

立了不錯的口碑，但歷年來招生狀況一直不理想，自 95 學年度以來招生人數一

覽表如下所示： 

學年度 預定錄取名額 VS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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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錄取人數

95 20∕9 畢業：2人 

96 20∕18 畢業：2人 

97 20∕4 畢業：0人 

98 20∕4 畢業：0人 

99 20∕3 畢業：0人 

    招收人數原本就不多，再加上本專班分為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3 語組，致

使某些課程學習條件不佳，例如高級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此 3課程需分班授課，

往往每班學生人數過少，同學互相學習機會較少，教師亦難準備教材，使得原

本課程規劃專題討論的美意大打折扣。 

    本專班所面臨最實際的困境是收支難以平衡。本專班屬於回流教育在職專

班，需自負盈虧。當學生數越來越少時，收入已不足以應付開支。本專班學生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 33 學分，學生可於外系所修讀 6 學分，但本專班仍有義務開

授足夠學分數提供學生修讀，因此，某些課程僅管學生數僅 1 或 2 名，教師仍

需開設必/選修專題課程。此外，除必要之鐘點費支出，為維持本專班運作，其

他必要之費用仍需支付，對已是赤字營運的專班，壓力不小。 

    為配合學校整體發展，幾經權衡輕重，98 學年度最後一次學程會議，會議

中決定務實地 101 學年度暫停招生，但對已招收入學之學生我們仍會承諾給予

最完善之教學與服務，讓學生足以安心的研究與學習，直到畢業。同時暫停招

生，亦可減輕本學程教師教學之負擔，進而加強化教學品質，同時能有更多的

時間從事學術研究，提升本學程整體研究成果的質與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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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年度政治大學申請數學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停止招生計畫書 

國立政治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申請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類別 □新增      調整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 政治大學數學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停止招生案        

授予學位名稱 數學教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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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數學學系(原數學系) 59 204   204 

研究所 應用數學系碩士班 76  39  39 

研究所 應用數學博士班 88   5 5 

研究所 數學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94  42  42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數學系數學教學碩士班 
2.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數學系數學教學碩士班 
3.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數學系數學教學碩士班 

師資 

1.現有專任師資：15 員(其中副教授資格以上者：11 員，具助理教授資格

者：4 員。) 
2.生師比： 
（1）全校生師比為 24.0，全校日間生師比為 21.1，全校研究生生師比為：

9.01。 
（2）全系/所當量生師比（全系/所加權學生數除以專任教師數）為：22.52。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 44,714 冊，外文圖書:29,531 冊 
2.中文期刊：136 種，外文期刊：52 種 

3.擬增購圖書（期刊）：依經費預算購置 

招生管道 入學考試：書面審查及筆試 

擬招生名額 擬 102 學年度起停止招生，招生名額 0 名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服務單位及職稱 應用數學系行政助理 姓名 曾琬婷 

電話 (02)2939-3091*63040 傳真 (02)2939-0005 

Email     blannytg@hotmail.com                        



60 
 

壹、申請理由（含該領域學術環境、社會人力需求關係） 

本系為繼續提供國、高中教師在職進修之管道，同時為減輕本系教師教學

之負擔，業經 99 年 6 月 29 日第 159 次校務會議通過，於 100 學年度起招生方

式改為隔年招生(100 學年度招生，101 學年度停招的模式循環下去)。 
故本系「數學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原應於 102 學年度招生。然而，本校頂

大計畫下，100 學年度學院特色計畫之審查意見有「...教師教研時間有限的前提

下，應檢討目前已開班之在職專班值不值得繼續辦理?...」。考量上述審查意見與

在職教師修讀數學教學碩士在職專班之社會需求，似已逐漸降低；同時，國內

目前仍有台師大、彰師大及高師大開設相關在職專班，應足以提供目前之社會

需求。除了前述考量之外，在職教師修讀碩士在職專班的社會需求已逐漸降低，

因此，經本系系務會議討論後，擬於 102 學年度起停止本系「數學教學碩士在

職專班」之招生。 

貳、本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6. 配合中等學校教師數學科與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學習課程。加強包括

分析、代數、幾何、機率與統計及資訊等各方面之進階學習課程，與中

等學校數學學習領域相互配合，同時提升學生在數學專業領域的素養。 
7. 訓練學生指導中學生科學展覽的研究方法。隨著時代進步、教改的實

施，多元入學成為主流，中學學生家長及社會人士對中學教師的要求不

再只是單純的專業領域教學能力，而是更多元、更多方面的。諸如學生

參加科學展覽、才藝比賽、學科競試、體育運動比賽…等，中學教師們

確實需要扮演更重要的角色。 
8. 增加數學教育及數學學習心理等進階課程。本班課程規畫除數學專業學

科進階課程外，特別邀請本校國內外知名的教育學院及本院（理學院）

心理系教授開設數學教育及數學學習心理學等相關課程，加強數學教學

技巧及掌握中學生學習心理。 
9. 提供最新數學發展訊息及資訊。並教授更高階教學的研究方法，培後自

主學習獨立研究的能力，以為將來可再進修相關領域課程預作準備。 

参、本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流之趨勢 
資訊化時代來臨，資訊日新月異，無論是工作、生活、娛樂無一不與資訊

科技結合，教學自然也得資訊化，因此，為了順應世界學術潮流之趨勢，本

系在教學上結合電腦輔助教學。本系資訊設備充足，專業數學應用軟體如科

學文章編輯、幾何繪圖、資料統計、數值運算等電腦軟體一應俱全，配合可

容納 55 人本系專用的電腦教學教室，除安排電腦輔助教學實作課程外，學

生也可自行於日常上班時間或寒暑假至電腦室使用相關軟體，藉資訊科技的

熟悉與應用的輔助，提昇傳統教學的成果與效率。 

肆、本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本系於過往數年中，在職專班的經營在回流教育方面貢獻了許多，也建立

了不錯的口碑，但為配合學校整體發展，提升教學品質，增進研究能量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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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權衡輕重，減輕本系教師教學之負擔，進而更加強化本系大學、碩士、

博士班之教學品質，同時能有更多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提升本系整體研究

成果的質與量。因此，盼於 102 學年度起停止本系「數學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之招生。  

伍、本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必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年級 任課教師 

電腦與數學教學 3 一 江振東、蔡炎龍 

數學研究方法 2 一、二 陸行 

論文專題(一) 3 一 應數系專、兼任教師 

論文專題(二) 3 二 應數系專、兼任教師 

選 修 課 程

（近 5 年開設之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年級 任課教師 

統計專題 3 一 姜志銘、宋傳欽 

分析專題 3 一 陳天進 

數學評量 2 一 譚克平 

線性代數專題 3 二 吳柏林 

離散數學專題 3 二 李陽明 

數學學習心理學 2 二 蔣治邦 

數學教材與教法 2 二 呂秋文 

代數專題 3 三 張宜武 

幾何專題 3 三 陳天進 

機率專題 3 三 劉明朗 

陸、師資現況及擬聘師資規劃： 
一、原有系、所專任師資 15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1 員，具助理教授者 4 員。 
二、現有專任師資名冊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註 

教授兼系

主任 

姜志銘 美國紐約州立大學

數學暨統計學系博

士 

生物統計、貝氏

統計、數理統計

貝氏統計、機率論、數理統計、

多變量分析、貝氏決策理論、統

計文獻選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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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宋傳欽 美國紐約州立大學

數學暨統計系博士

貝氏統計推論、

迴歸分析、抽樣

理論 

微積分、線性統計推論、外語能

力檢定、數理統計、線性統計模

式 

 

教授 陳天進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

學數學系博士 

多複變函數論、

微分幾何 

實變函數論、高等微積分、高等

線性代數、複變函數專題、應用

解析專題、泛函分析 

 

教授 吳柏林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數學系博士 

時間數列分析、應

用統計、模糊理

論與神經網路 

數理統計、模糊統計、時間數列

分析、統計學、人工智慧 

 

教授 陸 行 美國北卡羅來納大

學作業研究博士 

作業研究、等候

理論、數理規畫

書報討論、作業研究、等候理

論、隨機過程專題 
 

副教授 李陽明 美國聖地牙哥加州

大學數學博士 

離散數學 離散數學、組合分析、專題研

究、離散數學文獻選讀 

 

副教授 王太林 美國肯德基大學數

學博士 

數值分析 數值分析、應用解析、分析文獻

選讀 

 

副教授 李明融 德國 Tubingen 大

學數學博士 

非線性波方程、

非線性分析 

微分方程式、研究方法、微積分  

副教授 張宜武 美國伊利諾大學數

學博士 

圖學、離散數學 圖論、最佳化圖論、數學史、離

散數學、圖論專題、幾何學、數

學導論

 

副教授 劉明郎 美國伊利諾大學工

業工程博士 

作業研究、整數

規畫

作業研究、統計學、作業研究文

獻選讀、整數規畫、財務數學

 

副教授 符聖珍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數學博士 

微分方程、差分

方程 

微分方程式、偏微分方程式專題  

助理教授 蔡炎龍 美國爾灣加州大學

數學博士 

代數幾何 線性代數、數學軟體設計、幾何

學 

 

助理教授 陳政輝 美國康乃爾大常電

機與計算機工程博

士 

作業研究、線性

代數 

最佳化理論、機率統計  

助理教授 曾正男 國立臺灣大學數學

博士 

線性代數、數學

軟體應用 

科學計算與生物資訊  

助理教授 余屹正 法國巴黎第十三大

學數博士 

代數學、應用代

數 

數論  

柒、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維持現狀，未變動。 

捌、本系（所）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維持現狀，未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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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學年度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申請更名歐洲語文學系計畫書(草案) 

國立政治大學一○一學年度申請更名歐洲語文學系計畫書 

申請類別 □新增 □調整 更名 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申請案名 
中文名稱：歐洲語文學系（更名案）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授予學位名稱 學士學位 

本校現有相關學

門之系所 

(含本系所及可

支援系所) 

 名稱 
設立 

學年度
現有學生數 

學系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研究所       

國內設有本學系

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校 

國立中央大學法文系；輔仁大學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東吳德文系；淡江

大學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文化大學法文系、德文系；靜宜大學西班牙文

系；文藻外語學院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大葉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師資 
1.現有專任師資：9員(其中副教授資格以上者：4 員，具助理教授資格者：5員)

2.擬聘師資：0員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125 種，外文圖書:1315 種 2.中文期刊:0 種，外文期刊:54 種 

3.擬增購圖書(期刊)：2011 年擬增購圖書約 320 種(以 2011 年圖書經費額度計算)

規劃之招生管道 
甄選入學（個人申請及繁星推薦）、參加大學聯合招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僑生、

派外子女返國就學申請等各項管道 

擬招生名額 學制內共 60 名（分德法西三組，每組 20 名）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服務單位及職稱 歐洲語文學程行政助理 姓名 吳昭儀 

電話 (02)2939-3091*63036 傳真 (02) 2938-7608 

Email UPE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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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更名理由(含該領域學術環境、社會人力需求關係) 

一、歐文學程成立背景說明 

1. 臺灣幾十年來，極力拓展國際間經濟貿易發展、文化交流，及積極推動

務實外交，力求在新世紀的國際社會中爭取一席之地，「地球村」的理

念在現今二十一世紀已成為基本概念，亦即：跨國合作、區域性整合是

全球共同的趨勢。在這股力量驅使下，無論是教育單位或是一般商務機

構，都已預見外語即是打開國際大門之鑰。 

2. 我國政經自從走出過去對美、日的全面依賴，改採開放政策以來，致力

加強對全球各國的雙邊關係，尤其是歐洲及中南美洲更是發展重點地

區。為培育對外交涉人才，除由國內各大專院校所開設之語言學系訓練

之外，教育部亦於三年前開放高級中學第二外國語文教學，期望能由高

中時期即開展學生對語言學習的興趣。 

3. 傳統上單純具備基本語言能力，以便執行基層工作的人才，已經完全不

符今日各界所需，唯有同時具備高級語文的素養、豐富的相關知識，特

別是足以準確掌握對方的價值觀、文化精髓與思維模式的新世代人才，

方足以應付我國國家社會對歐盟，或使用德、法、西三歐語國家的文化、

外交及經貿交流所需，並符合我國在現階段及未來的整體利益，也是本

學程當初設立規劃的基本方向。 

4. 本學程乃配合教育部「北區大學外文中心」規劃，提供多樣外語學習與

多元文化學習管道，成立國立大學中北區大學之歐洲語文教學與研究之

區域整合中心。 

5. 本學程招收大學部學生，從基礎語言學起，並擴及文學、文化、社會及

各種歐洲區域事務之瞭解。現在台灣設的歐洲語文學系，大抵以個別系

所為主（如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有鑑於歐洲文明與文化的發展有

其共同性與密切性，且配合現今歐盟的整合，發展歐洲語文學系，不但

能維持原有之語言與文化訓練的基礎，更能發揮資源統合與區域研究之

優勢。 

二、更名理由 

1. 本質為學系：本學程自95學年創立以來，截至100學年，透過各種管道

已招收6屆學生，大學部100學年在學學生數量目前已居本校外語學院第

二位（297名，僅次於英文系），專任教師共計9名，兼任教師6名。本學

程就師生數量部分，本質上已與一般學系無異，具備系的基本架構與規

模，因此多年來學程師生最期望學程能儘早更名為「歐洲語文學系」。

美中不足是本學程在設立之初教學空間與設備已嫌不足，有待日後逐漸

擴增。 

2. 原先設立學程理念不復存在：本學程爭取更名為「歐洲語文學系」最主

要的理由在於：原先設立歐洲語文學程之理念不復存在。一般大學設立

學程，主要是期望打破學系單一專業化的界線，整合院的資源，設計跨

領域課程，以多樣性課程內容提供學程學生修讀，期望能以較彈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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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學習多元知識，強化學生競爭能力。一般學程另一規劃特色在

於，在短時間針對各種安排，例如師資、空間、經費等進一步整合，所

需資源較一般學系少。但本學程實際情形與上述學程不盡相同，理由如

下： 

（1） 本學程非虛擬學程，而是實際有師資、學生之學位學程，地位上與一

般學系並無二致。 

（2） 本學程未如同一般學程大一、大二不分組招生，而是於各類型招生簡

章中明白規定「分組招生」，沒有一般學程學生自行組合課程之選課

制度。 

（3） 自創立以來本學程一直朝向單一學系架構規劃課程。本學程目前分為

法/德/西三語組，各語組皆由初級（大一）設計至專業（大四）課程，

各語組專業課程必修學分62學分，三組共同必修為4學分（課程說明

詳見下列課程表），其餘皆開放學生依其興趣與專長至各學系修讀，

並建議集中於同一領域內修讀學分，與一般學系規劃相同，但與一般

學程截然不同。 

3. 清楚定位：學士學位學程為近年來教育部嘗試規劃、彈性適應現今社會

變遷的學習體制。誠如上述，本學程成立之初原以一般學程構想設立，

但本質上一直以學系方式運作。長期以來，不論是校內各單位或是本學

程師生對於學程定位一直莫衷一是，讓學程不論是在各項行政作業、組

織運作、設立或修改各項規章要點，甚至是年度課程規劃容易產生困

擾，為讓學程未來能有更明確目標與定位，本學程擬爭取更名為「歐洲

語文學系」。 

4. 避免外界誤解：自學程設立之初至今，來自外界的疑慮一直未減：什麼

是「學程」？就讀歐洲語文學程可以獲得畢業證書嗎？學生的身分是什

麼？ 

（1） 來自未來學生及其家長之疑慮：高中生及家長擔心學位學程是否為正

式學制，也擔心是否大學畢業之後無法取得學士文憑。儘管本學程再

三保證與一般學士學位無異，但很難減低其擔憂。 

（2） 來自畢業生的疑慮：本學程目前已有第一屆畢業生，根據畢業校友的

回饋，部分校友在求職或是申請國外研究所時，有時會遭遇困難，因

為英文畢業證書上雖然註明本學程畢業學位為「Bachelor of Arts」，

但是主考官或是企業主會質疑為何不是「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而是「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European 

Languages」？甚至質疑是否僅為一般學分學程，造成畢業同學難以解

釋的窘境。 

貳、成為學系後發展之重點 

一、課程安排 

1. 仍以歐語訓練為基礎（聽、說、讀、寫）：以小班教學（二十人），輔以

線上教學及外籍老師之口語聽講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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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學生之基礎英文能力，以符合現在全球化及歐盟之現況發展。 

3. 強化文化與文學課程：大一至大三認識希臘羅馬起源到近代歐洲的文

化、文學發展，瞭解近代歐洲發展之脈絡。大四則共同必修「歐洲文化

與文明」，面對近代至今美國勢力興起及歐洲聯盟之形成，歐洲文化之

價值再度受到重視，學生更應對歐洲文化與文明在全球化發展進程所扮

演角色能有更深層理解。 

4. 高年級課程將建議學生朝向結合政大之其他領域課程修讀，如第二（、

三）外語、中國或英國文學、法學、商學、外交或傳播等課程，並試圖

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洽談設立「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之可能性，藉以鼓勵學生進入跨學科、跨領域、多面向之歐洲地區課程，

培養具國際觀之菁英人才。 

5. 積極與法/德/西三國在台辦事處、經貿辦事處、相關單位，或跨國企業

爭取與洽談本學系同學工讀、實習之可能性，讓學生得以獲得實務操作

機會，為未來出路爭取更多優勢資歷。 

二、目標 

1. 推展歐語教學，開擴學生視野，增加其競爭力。 

2. 迎合就業市場對歐語人才之需求。 

3. 促進與歐洲各國間之文經交流。 

4. 培養中等學校歐洲語文師資。 

三、條件與效益評估 

1. 政大利基－本校在國內大學素以人文、語言、社會、法、商、傳播與國

際事務等方面文明，累積了各領域豐富的知識與學術理論，以外國語文

應用的角度而言，可說是具備了知識與內容的有利條件。 

2. 政大外語學院為國內最具特色且最多元之外語學院，累積了數十年之外

語教學經驗、師資與設備，全院現共開設23種外語供全校學生選修。本

院之語言教學、文學文化及語言學師資齊全，對於更名歐洲語文學系，

均可提供該有之教學與學術支援。 

参、本學系之課程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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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設計原則： 

1. 小班教學，強化學生基礎語言能力。 

2. 善用網路及 E 化設備，融入語言教學設計。 

3. 低年級以語言訓練為主，並輔以文學、文化概論課程，高年級則強調雙

（或多）專長之培養。 

4. 強化學生英文能力，以雙重外語為其畢業目標。並鼓勵學生參加外語能

力測驗。 

二、課程結構： 

1. 學生必須修習 132 學分始能畢業，其中 66 學分為本學系必修學分，其

餘為本校通識課程（含大學外文、國文等）及系外選修課程。本學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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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學生修習其他輔系或是雙主修。 

2. 本學系課程共分為三大類：語言課程（基礎至專業）、文學及文化課程、

整合性（三組共同必修）課程。 

（1） 語言必修課程：包含該語言基礎至專業之聽說讀寫能力課程（50 學分）

及翻譯課程（4學分）。 

（2） 文學、文化課程：二年級文化課程（4 學分）及三年級文學課程（4 學

分）。 

（3） 整合課程：一、四年級三組共同必修共計 4學分。 

3. 學生畢業學分之 1/4 為系外選修（33 學分），鼓勵學生以集中選修，單

一專長（如語言、商學、外交、傳播、文學等）之學分以至少修習 20

學分為原則。 
※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大一（必修學分，學分以每一學年度來計算）                總計學分：各組分別為 14 學

分 

初級法文 (4 學分) 或 初級德文 (4 學分) 或 初級西文 (4 學分) 

Basic French Reading Basic German Reading Basic Spanish Reading 

初級法文聽力會話 (4 學分) 或 初級德文聽力會話 (4 學分) 或 初級西文聽力會話 (4 學

分) 

Basic French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Basic German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Basic Spanish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初級法文語法 (4 學分) 或 初級德文語法 (4 學分) 或 初級西文語法 (4 學分) 

Basic French Grammar Basic German Grammar Basic Spanish Grammar 

歐洲經典文學導讀（2學分）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Classic Literature 

大二（必修學分，學分以每一學年度來計算）                 總計學分：各組分別為 20

學分 

中級法文 (4 學分) 或 中級德文 (4 學分) 或 中級西文 (4 學分) 

Intermediate French Reading Intermediate German Reading Intermediate Spanish Reading 

中級法文聽力會話 (4 學分) 或 中級德文聽力會話 (4 學分) 或 中級西文聽力會話 (4 學

分) 

Intermediate French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Intermediate German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Intermediate Spanish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中級法文作文(4 學分)  或  中級德文作文(4 學分)  或  中級西文作文(4 學分) 

Intermediate French Composition  Intermediate German Composition  Intermediate Spanish 

Composition 

中級法文語法 (4 學分) 或 中級德文語法 (4 學分) 或 中級西文語法 (4 學分) 

Intermediate French Grammar Intermediate German Grammar Intermediate Spanish Grammar 

法國文化概論 (4 學分) 或 德國文化概論 (4 學分) 或 西班牙文化概論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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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Culture German Culture Spanish Culture 

大三（必修學分，學分以每一學年度來計算）                 總計學分：各組分別為 20

學分 

進階法文 (2 學分) 或 進階德文 (2 學分) 或 進階西文 (2 學分) 

Advanced French Reading Advanced German Reading Advanced Spanish Reading 

進階法文聽力會話 (4 學分) 或 進階德文聽力會話 (4 學分) 或 進階西文聽力會話 (4 學

分) 

Advanced French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Advanced German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Advanced Spanish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進階法文語法 (4 學分) 或 進階德文語法 (4 學分) 或 進階西文語法 (4 學分) 

Advanced French Grammar Advanced German Grammar Advanced Spanish Grammar 

進階法文作文 (4 學分) 或 進階德文作文 (4 學分) 或 進階西文作文 (4 學分) 

Advanced French Composition Advanced German Composition Advanced Spanish Composition 

法國文學概論 (4 學分) 或 德國文學概論 (4 學分) 或 西班牙文學概論 (4 學分) 

French Literature German Literature Spanish Literature 

法文翻譯實務 (2 學分) 或 德文翻譯實務 (2 學分) 或 西文翻譯實務 (2 學分) 

French Translation German Translation Spanish Translation 

大四（必修學分，學分以每一學年度來計算）                 總計學分：各組分別為 12

學分 

專業法文 (4 學分) 或 專業德文 (4 學分) 或 專業西文 (4 學分) 

French Reading for Specific Purposes German Reading for Specific Purposes Spanish Reading for 

Specific Purposes 

專業法文聽力會話 (4 學分) 或 專業德文聽力會話 (4 學分) 或 專業西文聽力會話 (4 學

分) 

French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for Specific Purposes German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for 

Specific Purposes Spanish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for Specific Purposes 

法文專業翻譯實務 (2 學分) 或 德文專業翻譯實務 (2 學分) 或 西文專業翻譯實務 (2 學

分) 

French Translation Practice for Specific Purposes German Translation Practice for Specific 

Purposes Spanish Translation Practice for Specific Purposes 

歐洲文化與文明 (2 學分) 

European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肆、師資現況 

一、原有學程專任師資 9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4 員，具助理教授者 5員；兼

任師資 6員。 

二、現有專任師資名冊 
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長 

法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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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長 

教授 張台麟 法國巴黎第一大學政

治學系博士 

歐洲聯盟、歐洲文化與文明、法

國政經與文化制度、法語教學及

文化研究 

教授 阮若缺 法國巴黎第三大學戲

劇學系博士 

法文、法國文學、法國戲劇 

助理教授 舒 卡 夏 

STACHURA, 
Katarzyna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語言科學博士 

西方憂鬱史、法國道德哲學、歐

洲庭園史、歐洲文學之自然書寫

德文組 

助理教授 姚紹基 德國特里爾大學日耳

曼語文學系博士 

基礎德語教學、德語文學與文

化、中世紀德國語言及文學 

助理教授 蔡 莫 妮 

LEIPELT-TSAI, 
Monika 

德國漢堡大學德國語

言文學及媒體系博士

文化研究、二十世紀現代德語 詩

學與散文、女性主義理論研究、性

別研究、精神分析、後現代理論

Cultural & literary studies 
助理教授 陶 克 思 

THONFELD, Christoph 
德國布萊梅大學歷史

學系博士 

德文教學，德國曆史，德國文

化，英國語文，文化研究 

西班牙文組 

副教授 楊瓊瑩 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博士

西班牙文教學、西班牙文學 

副教授 藍文君 西班牙馬德里大學西

班牙語文學系博士 

西班牙語教學、西班牙文法研

究、西班牙語會話、中西語翻

譯、中西文對比研究、西班牙社

會文化 

助理教授 古孟玄 西班牙巴塞隆納自治

大學口筆譯學院博士

中西語言及文化翻譯, 中西文

化對比研究, 西語教學, 翻譯

教學 

伍、現有空間使用概況： 

一、本系能自行支配之空間約計 280 平方公尺。 

二、各空間說明 

1. 學系辦公室（含主任辦公室）90 平方公尺，坐落於道藩樓 4 樓。 

2. 學生活動室 80 平方公尺，位於道藩樓地下室。 

3. 教師研究室（9間），分別坐落於研究大樓 5至 9 樓及健康中心 4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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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政治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草案)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私)立政治大學 101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類別 
□增設      

■調整（更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2
（請依

註 1體例填報） 

中文名稱：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Asia-Pacific Studies 

曾經申請年度：□100 學年度    □99 學年度   □98 學年度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社會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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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97   30  

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程 90  125   

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95  48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2.南華大學國際暨大陸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1,021,343 冊，外文圖書:499,143 冊；2.中文期刊:1,964 種，外

文期刊:2,319  種 

3.擬增購圖書 (期刊)：依經費預算購置          4.其他： 

招生管道 本籍生：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外籍生：外籍生申請程序 

擬招生名額 本籍生：30 名；外籍生：60 名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服務單位及職稱 社科院亞太碩 姓名 吳正康 

電話 02-29393091 分機 51255 傳真 02-29387449 

Email imas@nccu.edu.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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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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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調整案者（包括分組、整併、更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第三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理由 

一、 本班係以招收國際學生為主，並以全英語授課之碩士學位學程。目前

本學程同時為在職專班，服務之本籍生對象主要為在職人士。 

二、 因目前本學程為夜間學制之碩士在職專班，因礙於法令「外國學生不

得申請就讀我國大專校院所辦理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及其他僅於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規定，並配合教育部「推動

大學校院精進全英語學位學程計畫」，擬由夜間學制轉為日間學制。透

過改制為日間部，其開課的時間可更有彈性，藉此希望可以服務更多

元的學生族群。 

貳、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 本碩士學程是根據本學院原所屬兩學程「台灣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與 

「中國大陸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於 98 學年度整合成全台第一所

以亞太研究為主軸並以英語授課之碩士學位學程。為彰顯本校教學和

學術研究上的相對優勢和傑出表現，本學程利用目前已完備的英語教

學設備和資源，先以「台灣」與「中國大陸」為研究主題群組，提供

兩地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課題之跨領域整合研究課程。 

二、 本碩士學程預計將於 101 學年度，將現今「台灣」與「中國大陸」的

研究主題群組轉變以下三個主題群組： 

（一）政治經濟 

（二）社會文化 

（三）國際關係 

轉型後之主題群組課程將進一步擴大包括與亞太地區研究相關之課

程。 

三、本學程積極發展本土特色的教學與研究，以培育學養與經驗俱佳之國

內外公司部門之優秀專業人才，並貢獻研究成果於國際知識體系，且

藉由國際學術交流與合作提升本校國際學術水準與地位。 

參、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流之趨勢： 

一、由於亞太地區對全球局勢影響力與日遽增，亞太地區之學術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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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趨重要。對有心瞭解亞太地區者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者言，台灣具

有學習與    研究大中華地區之文化社會優勢，並處亞太重要樞紐位

置。本學程在本校社會科學學院及其他學院與研究中心諸多從事海峽

兩岸及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等研究與教學之優秀師資共同支持

下，則有透過科際整合瞭解亞太地區之優勢。 

二、本學程為英語授課學程，目前同時招收本籍生與外籍生。國內外學生

同班上課，可將多元文化的效益擴展至最高，提升本國學生的國際視

野和與國外學生對台灣的瞭解。 

肆、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力需求評估：（含學生來源、學生畢業後就

業市場狀況） 

一、本學程跨領域之規劃，能更加提供學生以亞太經驗研究之國際學術趨

勢，並提供政府國際發展相關建議與培育以亞太為主體之區域研究人

才。 

二、本學程本籍學生背景相當多元化，其中不乏中高階主管、學校教師、

軍中將領及服務於公民營機關人員。學程所開之課程涵蓋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相關之課題，可輔助同學們在原有職場上的表現，理

論與實務兼具。外籍生大多回到自己母國，從事和亞洲有關之工作，

像是進入研究亞洲之中心從事亞洲研究之工作，或是進入跨國公司亞

洲部門服務。 

三、本學程學員多是在職進修，學程所開之課程涵蓋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相關之課題，且為英語授課環境，大大幫助同學在原職場上的表

現，並增進學員之英語能力。 

伍、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一、身處全球化的時代下，本校致力提升優質國際化學習環境，國際化策

略分為「教學國際化」、「研究國際化」、「行政國際化」及「國際合作

交流」。本學程為全英語授課之學程，符合本校「教學國際化」之策

略。 

  二、作為台灣重要的亞太研究中心，本學程可幫助本校提高師生的交換

機會及招募優秀的外籍師生前來本校就讀。 

陸、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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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學程畢業學分為 36 學分。目前必選修之要求為共同群修 3 學分；

修習各主題群組之群選修課程為 12 學分；另 24 選修學分則可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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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主題群組之選修課程、另一群組課程或共同選修課程。 

二、 本學程碩士論文撰寫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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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史 3 必 周惠民 專 德國

Freiburg 大

學博士 

中德關係史、德國

史、西洋近古史 

一 

台灣的文

化與族群

結構 

3 必 卜道 專 美國加州大

學博士 

語言與文化、社

會語言學、語言

民族誌 

一 

台灣的空

間發展 

3 必 劉小蘭 專 美國賓夕法

尼亞大學博

士 

土地經濟分析、

空間經濟研究 

一 

台灣的社

會發展 

3 必 陳小紅 專 美國匹玆堡

大學博士 

發展社會學、組

織社會學、都市

與區域發展、社

會福利政策、當

代中國社會研究

一 
台灣的經

濟發展 

3 必 莊奕琦 專 美國芝加哥

大學博士 

經濟發展、勞動

經濟 

一 

台灣的政

治發展 

3 必 游清鑫 兼 美國賓州州

立大學博士 

政黨與選舉、選

舉制度、民主化

理論 

一 
中共的經

濟發展 

3 必 黃仁德 兼 美國紐約大

學博士 

國際經濟、總體

經濟 

一 

中共的政

治發展 

3 必 趙建民 專 美國南伊利

諾州立大學

博士 

中共政治制度、

中共憲法、中共

政治發展 

一 

中共的民

族發展 

3 必 張駿逸 兼 美國印第安

那大學博士 

民族宗教概論、

民族與藝術、民

族學研究、大陸

少數民族現況 

一 

中共的社

會發展 

3 必 湯京平 專 美國南加州

大學博士 

公共行政、公共

部門研究、行政

民主化、環境政

策及管理 

一 

中共的國

際地位 

3 必 鄧中堅/

李明 

專 美國西北大

學博士/美國

維吉尼亞大

學博士 

國際關係，國際

政治經濟學，外

交政策/國際關

係、東北亞區域

研究、兩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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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共的空

間發展 

3 必 陳小紅 專 美國匹玆堡

大學博士 

發展社會學、組

織社會學、都市

與區域發展、社

會福利政策、當

代中國社會研究

一 

亞太區域

發展 

3 必 李瓊莉 兼 美國馬利蘭

大學博士 

亞太綜合性安

全、亞太區域合

作、東亞地區衝突

預防研究 

一 

亞太國家

的發展政

策 

3 必 李明 

 

專 美國維吉尼

亞大學博士 

國際關係、東北

亞區域研究、兩

岸關係 

高永光 

 

專 台灣政治大

學博士 

政治學、比較政

治、社會科學方

法論、地方治理

研究 

蔡增家 

 

兼 台灣政治大

學博士 

日本政經制度、

南韓政經制度、

比較政治經濟學

盧業中 專 美國喬治華

盛頓大學博

士 

國際關係理論、

民族主義與族群

衝突、中國外交

政策 

連弘宜 專 俄羅斯聯邦

外交部國立

莫斯科國際

關係大學 

戰略研究、國防

政策、俄羅斯(外

交政策)研究 

楊昊 兼 

 

台灣中正大

學博士 

國際關係理論、

東南亞區域研

究、東協組織與

治理、環境政治

與制度分析 

二 

台海關係 3 選 袁易 兼 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麥迪

遜校區博士 

中共研究、國際

關係、比較政

治、美國政治、

政治心理學 

二 

兩岸與東

亞的區域

發展 

3 選 莊奕琦 專 美國芝加哥

大學博士 

經濟發展、勞動

經濟 

二 

社會科學

研究方法 

3 選 陳小紅 專 美國匹玆堡

大學博士 

發展社會學、組

織社會學、都市

與區域發展、社

會福利政策、當

代中國社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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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亞太國家

的環境保

護 

3 選 湯京平 專 美國南加州

大學博士 

公共行政、公共

部門研究、行政

民主化、環境政

策及管理 

二 

中俄關係 3 選 王定士 專 美國喬治城

大學博士 

俄羅斯國家安全

與軍事研究、俄

國對外政策、中

俄關係研究 

二 

台灣的國

際關係 

3 選 冷則剛 合聘 美國維吉尼

亞大學博士 

比較城市政治

學、全球化研究、

政治經濟學、兩岸

關係 

二 

研究方

法：中國研

究專題 

3 選 姜家雄 專 美國密西根

州立大學博

士 

國際政治、西歐國

際關係、國際關係

理論、和平與衝突

研究 

二 

中國哲學

與宗教 

3 選 詹康 專 美國哈佛大

學博士 

中國哲學、中國政

治思想、西洋政治

思想 

二 

中國大陸

的金融制

度與金融

改革 

3 選 黃仁德 兼 美國紐約大

學博士 

國際經濟、總體

經濟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年指導研究生論文情形：(限申請增設博士班

案者填寫)  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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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圖書 1,520,486 冊，每一學年度擬增中

英文圖書冊數一相關經費購置；中文期刊 1,946   種，外文期刊 2,319   

種，每一學年度擬增購中英文期刊種數依相關經費購置。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類可以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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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1.41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0 平方公尺(無專

任教師)。 

(三)座落＿綜合院館北棟＿＿大樓，第＿12  樓層。 

二、本系(所)之第一年至第四年之空間規劃情形： 

本校將規劃核撥適當空間，師生人數逐年增加而需配合增加之空間視學

校總體規劃核給。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說明其規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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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政治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草案)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私)立政治大學 101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類別 
□增設      

□調整（更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3
（請依

註 1體例填報） 

中文名稱：國際經營管理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MBA Program 

曾經申請年度：□100 學年度    □99 學年度   □98 學年度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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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研究所 無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台灣大學 企業管理碩士專班(GMBA) 

交通大學 國際管理學程(IMBA) 企業管理碩士學程(GMBA) 

成功大學 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清華大學 國際專業管理碩士班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48,226 冊，外文圖書:32,642 冊；2.中文期刊:142 種，外文期刊: 

302 種 

3.擬增購圖書    冊，期刊     種          4.其他： 

招生管道 
本地生經由政治大學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需參加筆試與口試，外國生招生

以申請方式入學。 

擬招生名額 本地生 30 名，外國生 45 名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服務單位及職稱 IMBA 學程助教 姓名 何釐琦 

電話 02-29387912 傳真 02-29387882 

Email lichi@nccu.edu.t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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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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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調整案者（包括分組、整併、更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第三部份：計畫內容 

壹、 申請理由 

一、 本土企業國際化需養成國際經營管理人才 

我國經濟向來以外貿導向為主，加上近年來國內高科技產業在全

球市場的蓬勃發展，本土企業之國際經營管理人才需求更為殷切。

過去，企業多以選用曾經留學國外大學或研究所之畢業生為獲取具

英語能力及國際觀人才之有效管道。隨著本土就業環境之升級及各

種臨時性出國管道的增加，年輕學子選擇在國內攻取高階學位者逐

年增加，相對地也降低了高階學位者之國際化歷練。為了維持本土

企業國際化經營管理人才之持續養成，在國內商學院成立國際企業

經營管理學程實有其強大之必要性。 

二、 外國企業在亞太地區發展需培訓區域經理人才 

另一方面，亞太地區多年來一直為全球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

尤其是中國大陸的市場吸引力使全球各大企業莫不全力以赴，具有

區域色彩的外國企業經理人自然成為各大企業進軍亞太市場的主

力。在國內商學院成立國際企業經營管理學位，培育具有區域色彩

尤其是華人文化色彩的外國企業經理人，有助於延伸本國商學教育

影響力，建立在此蓬勃發展市場中的重要地位。 

三、 國際化課程需兼顧基層幹部與高階主管之需求 

上述本土企業之國際經理人才以及具有區域色彩的外國企業經理

人才之培育，均需涵蓋基層幹部與高階主管的進階養成。在國內商

學院成立國際企業經營管理學位，初期以培養本土企業之國際經營

管理基層幹部為主，逐步擴大涵蓋範圍，拓展本國商學教育之人才

培育功能。 

四、 為本校成為國際一流大學舖路 

本院師資絕大多數具有國內外知名大學博士學歷，也有相當比例

之教師具有國外英語教學或研究資歷，唯國內一向欠缺英語授課環

境，以致未能充分利用國際化資源以嘉惠學子。本校商學院自成立

IMBA 學程以來，在達成上述人才培育功能之際，亦可同時藉助或延

續本院師資之國際化實力，對於促使本校躋身國際知名學府之林，

實有相當之助益。 

五、 本國學術交流之推動有賴具國際化教學及研究環境之建立 

國家間交流事務的推動除了中央政府的外交互動外，城市、文化

事業及學術單位間的交流亦可以經由各種管道進行。IMBA 學程稱職

地扮演了促進國際教學及研究經驗交流之角色，並有助於學術水準

之提昇。 

貳、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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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 學程以招收一半外國學生及一半本國學生為目標。課堂上以英語為

授課、師生互動、和學習的工具。期望塑造一個足以培養具國際觀經營者的

學習環境。學程之發展方向及重點如下： 

一、 培養經營管理核心能力 

招收之學生以企業中階主管為對象，因此如財務管理、行銷管理、

生產管理、資訊管理、策略人才管理、策略管理等經營管理核心能力為

本班之課程規劃重點。 

二、 研究台灣中小企業特質 

政治大學商學院具有豐富的中小企業資料可供教學及學術研究之

用。IMBA 除了培養國際經營管理人才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使命為向國際

人士介紹台灣中小企業之經營特質，也藉此吸引外籍學生報名學程。 

三、 研究亞太經貿模式 

台灣為研究亞太經貿模式一個重要的學術基地。亞太地區同樣受儒

家思想薰陶的國家甚多，如日本、韓國、東南亞諸國；加以台灣地理位

置鄰近香港、大陸，與其又為同文同種，華裔亦遍佈亞洲，且台商已為

亞太各國之重要投資者及經營者，經常帶回各國最新的訊息，這些都是

學程開設亞太經營管理課程，並建立課程特色的有利條件。 

四、 強化國際經營管理能力 

地球村的經濟型態已為當前趨勢，國際間的互動越來越頻繁。多國

企業之管理，跨國企業間之合作等都需要國際經營管理之專業知識，因

此學程將朝融合西方之國際經營理論與台灣企業之國際經營實務方向

發展。 

五、 結合理論與實務 

為了落實上述四項發展重點，學程另設計有實習課，安排學生進入

國內企業、國際企業、或台商海外投資廠實習，使學生課堂所學的理論

與實務結合。 

參、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流之趨勢： 

一、 高等教育國際化為未來潮流 

本校在多年前即體認到隨著各國依存度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國際化

將成為未來潮流，而國際學術分工為一不可逆的趨勢。在高等教育面臨

國際競爭壓力之下，民國九十三年教育部提出「擴大招收外國學生來臺

留學案」，其中指出，我國高等教育在面臨全球化及市場開放的壓力下，

勢必朝國際化發展，以提昇國家競爭力。IMBA 學程成立於民國九十年，

為國內第一所以全英語授課之學程，並且招收一半外國學生，一半本國

學生，開風氣之先。 

二、 國際合作、國際交流與學術分工 

IMBA 學程在成立之初即同時考慮到吸收國際優秀學生、提升校內

學生國際競爭力以及國際學術分工等三個面向。但如何在推動高等教育

國際化，吸引優秀的國際人才來台求學與服務的同時，亦能達到文化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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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與展現國際學術分工的軟實力，則是一個值得深思與追求的願景。學

程運用台灣在經濟發展上傲人的成功經驗，並善用政治大學在商學、國

際關係與亞太學術領域上堅強的師資陣容與傑出的研究成果，規劃出以

亞太經營模式為特色的課程，例如儒家思想與領導（Confucianism and 

Leadership），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中

國企業與全球發展（Chinese Business in Global Perspective）等，

吸引了世界著名商學院紛至沓來，尋求與學程教育合作或建立雙聯學程

的可能性。而具有區域特色的課程亦吸引了優秀的國外人才報名，每年

報名之外國生人數逐年呈現穩定之成長。 

 

肆、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力需求評估：（含學生來源、

學生畢業後就業市場狀況） 

一、 學生來源為一半本國學生與一半外國學生。需經教育部認可之國

內外大學學士（含同等學力）以上且具學士後實務經驗三年以上

者。並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簡稱國合會）教育合作，

招收我國駐外使館或駐外政府單位推薦並全額贊助之外國學生。 

二、 學生畢業後就業市場狀況：學程於課程中規劃有三學分之選修企

業實習課，主要提供學生至國內外企業實習機會，適當的結合理

論與實務。此外並配合相關課程安排學生至本土企業及國際企業

中參觀訪問，以促進對我國文化及商業習慣之了解，增加外國學

生日後在台工作之意願與機會。 

伍、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一、為本校成為國際一流大學舖路 

如前述，本校及本院師資絕大多數具有國內外知名大學博士

學歷，也有相當比例之教師具有國外英語教學或研究資歷，唯國

內一向欠缺英語授課環境，以致未能充分利用師資之資源以嘉惠

學子。本校商學院自成立 IMBA 學程以來，在達成培育學程人才

之際，亦可同時藉助或延續本校及本院師資之國際化實力，對於

促使本校躋身國際知名學府之林，實有相當之助益。 

二、支持本校交換計畫，使國際化更為蓬勃發展 

 本校近年致力拓展與國外優秀學府簽訂教育合作關係，目

前已簽訂 211 所交換學校。而商學院截至今（100）年五月，已

簽訂 86 所交換學校。商學院 99 學年度計派送 114 名學生至國外

交換，並且接受 120 名學生到本院交換。本校及商學院之交換學

程得以蓬勃發展，IMBA 學程實功不可沒，因為不論是校級或是院

級交換生，都對 IMBA 學程所提供理論與實務兼具之課程具有莫

大的興趣，至學程修課踴躍，故言 IMBA 學程對促進本校國際化

良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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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招收外國學生，促進校園國際化 

國際化為本校發展目標之一。IMBA 學程招收之外國學生將

其母國文化背景及特色帶進校園，使本國學生在校內就能接觸多

元文化，不但能奠立世界觀，並且可開拓視野，為未來成為世界

公民打下基礎。  

陸、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一、 畢業學分為四十二學分，其中二十三學分為共同必修課程，十九

學分為選修課程。此外，另有不列入畢業學分之論文撰寫。 

二、 唯一可經考試抵免的科目為商業數量方法，學生可通過抵免考試

免修該科目，但是仍須修畢四十二學分方能取得畢業資格。 

三、 修習本校本院英語授課學程 (English Taught Program)以英文授

課之商管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中之選修學分。 

四、 學生得至本校本院 EMBA 學程修習以中文授課之課程，但最多計入

三學分畢業學分。 

五、 學程學生碩士論文之撰寫，按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六、 本國生及外國生皆得參加交換計畫至外國姊妹學校交換，至多以

一年為限。在國外修習之商管專業課程可經由申請學分抵免而計

入畢業學分。 

我們了解以英語為授課語言並不代表國際化，因此 IMBA 學程的課程

規劃朝向以下方向發展： 

一、課程規劃的目標在訓練國際經營管理人才，基礎課程包含一般管理

教育的核心課程，選修課程則以了解亞太地區市場特性及相關文化

企業管理為主。 

二、持續努力與國外著名學校合作，鼓勵本國生於修業期間至國外交

換，但出國進修非本國生畢業的必要條件。 

四、持續努力自國外聘請客座教授至學程授課，以增加本國生與外國教

授互動之機會，俾吸取新知，擴展視野。 

五、安排學生至台灣本土及國際企業實習及參觀訪問，以了解我國文化

及商業習慣，增加外國學生日後來華工作之意願與機會。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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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egic 

Management 

策略管理 

3 必修 

朱時龍 

Andrew 

Chu 

約聘兼任

教授 

Ph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0 

 

 Accounting 3 必修 高美娜 約聘兼任 Ph.D.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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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學 Grace Lee 教授 University of 

Utah, USA,1997 

 

Financial 

Management 

財務管理 

3 必修 

蔡政憲 

Cheng-Hsi

en Tsai 

本校專任

副教授 

Ph.D.,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tlanta, 

Georgia, USA. 

1998 

 

 

Managerial 

Economics 

管理經濟學 

3 必修 
吳文傑 

Jack Wu 

本校專任

副教授 

Ph.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USA 

 

 

Business 

Quantitative 

Methods 

商業數量方法 

3 必修 

謝明華 

Ming-Hua 

Hsieh 

本校專任

副教授 

Ph.D., 

Operations 

Research, 

January 1998, 

Stanford 

University 

 

 
Marketing 

行銷學 
3 必修 

沈永正 

Yung-Chen

g Shen 

兼任副教

授 

Ph.D.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1997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資訊管理 

3 必修 
許瑋元 

Carol Hsu

兼任副教

授 

Ph.D.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Un

iversity of 

London, 2002 

 

 

Leadership 

and Team 

Building 

領導與團隊經

1 必修 
林月雲 

Carol Lin

本校專任

教授 

Ph. D. i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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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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of Texas at 

Austin, USA 

(1991) 

 

Leaders＇ 

Forum 

傑出企業家講

座 

1 必修 
何小台 

Chester Ho

約聘專任

教授 

Ph.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Entrepreneur

ship Forum 

創新創意論壇 

1 選修 
何小台 

Chester Ho

約聘專任

教授 

Ph.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ckinsey 

Forum 

麥肯錫論壇 

1 選修 
何小台 

Chester Ho

約聘專任

教授 

Ph.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新興金融市場 

3 選修 
扈企平 

Joseph Hu

約聘專任

教授 

Ph.D. in 

Economics,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1974 

 

 

The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Market: 

Instruments 

and 

Market 

3 選修 
扈企平 

Joseph Hu

約聘專任

教授 

Ph.D.in 

Economics,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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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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nts 

固定收益债券

分析 

 

Asset 

Securitizati

on: Theory 

and Practice 

資產證券化：

理論與實務 

3 選修 
扈企平 

Joseph Hu

約聘專任

教授 

Ph.D. in 

Economics,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1974 

 

 

Strategic 

Talent 

Management 

策略人才管理 

3 選修 
李瑞華 

S.H. Lee

約聘專任

教授 

Master of 

Science in 

Manage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Confucianism 

and 

Leadership 

儒家思想與領

導 

3 選修 
李瑞華 

S.H. Lee

約聘專任

教授 

Master of 

Science in 

Manage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中小企業 

3 選修 
林月雲 

Carol Lin

本校專任

教授 

Ph. D. i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1991)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中小企業 

3 選修 

張大為 

David 

Chang 

約聘兼任

助理教授

President, 

China Credit 

Information 

Service, Ltd. 

MBA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U.S.A, 1985 

 

 
Internationa

l Finance 
3 選修 

許仲翔 

Jason Hsu

約聘兼任

教授 

Ph.D., Finance,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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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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 School, UCLA, 

CA, 2004 

 

Venture 

Capital 

創業投資 

3 選修 
何小台 

Chester Ho

約聘專任

教授 

Ph.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Consumer 

Behavior 

消費者行為 

3 選修 
何富年 

Foo-Nin Ho

約聘兼任

教授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Global 

Leadership 

全球領導力 

3 選修 

曾穗鋒 

George 

Tseng 

約聘兼任

教授 

M.B.A.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Global and 

Cross 

Cultural 

Marketing 

全球與跨文化

行銷管理 

2 選修 

白德傑 

Glen H. 

Brodowsk 

約聘兼任

教授 

Ph.D. in 

Marketi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New 

York, U.S.A. 

 

 

Marketing 

Research 

行銷管理研究 

2 選修 

白德傑 

Glen H. 

Brodowsk 

約聘兼任

教授 

Ph.D. in 

Marketi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New 

York, U.S.A. 

 

 

Practical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3 選修 
林英祥 

Lynn Lin 

約聘兼任

教授 

Cincinnati, 

Ohio, USA Ph.D. 

in statistic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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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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的新產品

開發與營銷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oduct 

Management 

產品管理 

3 選修 
劉秀明 

Sandra Liu

約聘兼任

教授 

Ph.D.,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United Kingdom 

 

 

Entrepreneur

ship – Real 

world Real 

cases 

創業個案研究 

3 選修 

劉科 

Vincent 

Liu 

約聘兼任

教授 

Ph.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Cross Border 

Strategic 

Alliances 

國際策略聯盟 

3 選修 

藍威廉 

William 

Reinfeld 

約聘兼任

教授 

Ph.D. Yal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

l Business 

Management 

國際企業管理 

3 選修 

于卓民 

Chwo-Ming 

Yu 

本校專任

教授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hinese 

Business in 

Global 

Perspective 

中國企業與全

球發展 

3 選修 

冷則剛 

Tse-Kang 

Leng 

本校專任

教授 

Ph.D.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Charlottesvill

e, USA 

 

 

Special 

Topics on 

Profit Models 

營利模式專題 

3 選修 
劉助 

James Liu

約聘兼任

教授 

MSEE & PhD 

Syracuse 

University, 

Syracuse NY 

 

柒、 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年指導研究生論文情形：(限申請增設博

士班案者填寫)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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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26 冊，外文圖書 32,642 冊。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類可以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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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 學程所需之各項設備十年來皆已建置完成，現每年於經費預算

中編列設備經費三十五萬元，主要做為設備更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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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平方

公尺。 

(三)座落於逸仙樓四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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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院大樓於八十六年五月落成啟用，使用面積約八千餘坪。IMBA

學程民國九十年成立之初辦公室設於商學院七樓，學生活動中心則

位於逸仙樓四樓，殊為不便。待逸仙樓於九十五年整修更新完成

後，IMBA 學程辦公室即遷移至逸仙樓四樓。逸仙樓四樓除規劃有

兩間辦公室予國際事務辦公室使用之外，另規劃三間研討室，配備

投影機等設備，提供 IMBA 學生與交換生課業討論之用。此外，逸

仙樓四樓尚有一間國際村(Student Lounge)，配置電腦設備以及報

紙期刊等，為學生課業研究以及課外互動之絕佳場所。IMBA 學程

上課之教室悉安排於商學院六樓頂尖學園。頂尖學園為企業捐贈款

建置，內部設備完善，完全比照哈佛大學個案討論專門教室。 

IMBA 學程每年定額招收學生，目前之空間規劃足夠使用。 

三、 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說明其規劃情形。  

 拾、  其他具設立優勢條件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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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八 案 

國立政治大學第 164 次校務會議 

提案單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術研究獎勵辦法」部分條文，請  審議案。 
說  明： 

一、 本案經 100 年 3 月 23 日本校第 35 次研發會議審議決議以，同意修正

條文，依規定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二、 修正意見如後附對照表，修正重點為：增訂第九條之一條文，獲獎人

於填具「政治大學機構典藏著作權授權暨委託上傳同意書」後，由圖

書館依政大機構典藏處理流程協助上傳。 
三、檢附本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現行條文各乙份，請參考。 



88 
 

本校「學術研究獎勵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九條之一 獲獎人應提供研

究成果授權圖書館處理全

文上傳至政大機構典藏。 

 一、 依政大機構典藏

政策諮詢委員會第三

次會議決議辦理。 

二、 上揭會議決議略

以，建議本校之特聘教

授、講座教授、研究特

優獎、研究優良獎獲獎

人，以及接受政大學術

著作相關獎項補助的

作者之研究成果，應授

權圖書館處理全文上

傳至機構典藏。請研發

處修訂「國立政治大學

學術研究獎勵辦法」 

三、業經 100 年 3 月 23

日本校第 35 次研發會

議審議決議以，同意修

正條文。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校務基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經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後，由校務基金五項自籌收
入項下支應，並得洽請政大
學術發展基金會補助之。

經費來源修改為由校

務基金五項自籌收入

項下支應。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修訂本辦法程序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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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獎勵辦法  
95 年 01 月 05 日第 137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 年 04 月 15 日第 138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2、3、6、7、8 條 
95 年 09 月 08 日第 140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11 條 

97 年 1 月 15 日第 14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刪除原第 4 條、第 10 條條文 
97 年 6 月 17 日第 149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11 條條文 

98 年 1 月 16 日第 15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2、3、5、6、9、11、12 條條文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勵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從
事學術研究，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術研究獎之名額以全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總數之百分之三
為原則；研究特優獎、研究優良獎之名額分別為百分之一及百分之二為
原則。 

第三條 本校設研究特優獎及研究優良獎，凡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有
優良研究成果，且五年內獲國科會研究計畫三年以上者，得依本辦法提
出申請或由他人推薦申請。 
本校講座不適用本辦法;特聘教授如獲本獎勵，保留獎勵名銜，不發獎
勵金及不受前條名額之限制。 

第四條 (刪除) 
第五條 前條所稱之研究成果，須在三年內以本校名義發表者為限，包含項目如

下： 
一、於有嚴格審查制度之學術期刊發表論文； 
二、由國內外具聲譽之出版社或研究機構出版學術性專書或專書篇章； 
第一項所稱三年內係以曆年計算，即申請前三年的元月一日起至申請前
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六條  申請人應於每年一月底前檢附申請書及前條所列研究成果，送研發處
辦理。 

第七條  本校應成立校級遴選委員會並訂定學術研究獎遴選原則，辦理研究特
優獎及研究優良獎之遴選。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三人，副校長、教務長及研發長為當然委員，
另請校長遴聘教師及研究人員六至十人為委員。委員會以副校長為召集
人。 

第八條 遴選委員會議出席人數須達應出席委員之三分之二以上，始得進行遴
選；研究特優獎候選人資料應送請校外委員審查。 

第九條  研究特優獎獎金二十萬元、研究優良獎獎金六萬元，於校慶時由校長
公開表揚。並應邀請特優研究獎獲獎人舉辦公開學術演講。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由校務基金五項自籌

收入項下支應，並得洽請政大學術發展基金會補助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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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九 案 

國立政治大學第 164 次校務會議 

提案單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案 由：本校「圖書資訊學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擬申請教育部 100 年度第二梯

次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認證，請 審議案。 

說 明： 

一、 依教育部「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審核及認證作業要點」(詳附件

一)第十八點招生有效期限第二項「依第三點第二款採外加方式辦理

者，有效期限為三年」辦理。 

二、 本「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係配合教育部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試辦計畫，自民國 98 年 2 月 20 日通過教育部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認證(台電字第 0980019051 號函)，招生名額採外加方式辦理，其招生

有效期限至 101 年 2 月 20 日；為期繼續辦理本校「圖書資訊學數位碩

士在職專班」，擬提教育部 100 年第二梯次「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之認證審查。 

三、 本專班除招生對象依教育部辦法開放申請領域，由中小學教師領域進

修開放變更為各領域進修外，其餘班級營運模式與課程規劃皆無異動。 

四、 旨揭專班認證案業經本校 100 年 4 月 20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 檢附申請計畫書乙份，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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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度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計畫書 

一、 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專班基本資料 

 

辦學理念及目標  (說明專班辦學理念、任務並提供能有效達成目標之具體描述。) 

(一)辦學理念 

本專班之成立係因數位資訊與網路科技蓬勃發展，網路學習已成為教與學

的發展趨勢，因此以數位學習方式落實在職教育理念，可突破時空的限制，且

可更有效促進終身學習理念的實踐。基於此，本專班旨在培育理論與實務並重

之圖書資訊學與檔案學之高級專業人才，並與其他學門融合，以瞭解圖書館與

檔案館事業發展，掌握多元化的資訊環境，培養知識經濟時代資訊服務人才，

申請學校 國立政治大學 

地址 

(含郵遞區號) 
1 1 6 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64 號 

申請單位 

（學院或系所）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領域

代碼 
9 

註：領域代碼包括 1 教育領域、2 人文及藝術領域、3 社會科學、商業及法律領域、4

科學領域、5 工程、製造及營造領域、6 農學領域、7 醫藥衛生及社福領域、8 服

務領域、9 其他領域 

已開設之相關領域

研究所名稱 

(1)主要系所：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2)相關系所： 

是否為中小學教師

在職進修碩士專班 

□是  ■否 

註：開設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專班者，開辦學校須為師資培育大學或開辦教育學

程之大學校院 

規劃畢業學分數 _30_學分 

規劃數位學習課程 

學分數 

已通過認證數：_6_門(_17_學分) 

本次送件認證數：_3_門(_8_學分)          共計：_9_門_25_學分 

註：1.採外加方式辦理者，其課程通過認證學分數應達畢業學分二分之一。 

2.採納入方式辦理者，其課程通過認證學分數應達畢業學分三分之一。 

專班負責人 
姓名 陳志銘 職稱 副教授 

電話 02-29393091#62952 行動電話 0939-849096 
傳真 02-29384704 電子郵件 chencm@nccu.edu.tw 

聯絡人 

姓名 毛明雯 職稱 行政助理 

電話 02-29393091#62959 行動電話 0953-049998 

傳真 02-29384704 電子郵件 mwmao@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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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引領圖書資訊學與檔案學研究提升至新的境界。 

此外，由於資訊素養與技能運用於終身學習需求正與日遽增，中小學建構

學習資源中心也受到普遍重視，再加上網路化課程教材設計與製作人才培養需

求迫切。因此，本專班希望配合本校之教育理念，以培育資訊素養教學、圖書

館管理以及數位學習人才為目標，使學生具備圖書資訊學與數位學習教學設計

知識與科技之專業能力。本專班亦期望透過此一專業訓練，讓學生學以致用，

將所學運用到圖書館管理、檔案學管理及中小學教育規劃等相關工作中，以改

善資訊應用與管理能力，同時增進圖書館員競爭力。  

 

(二)教學目標 

1. 提供國內圖書館工作人員進修機會，以提升專業及服務品質，進而改善

圖書館與資訊中心之資訊服務效能。 

2. 培育各類型圖書館、檔案館(室)與資訊機構之專業管理人才，以符合社

會與資訊環境之需求。 

3. 培育數位圖書館與數位學習人才，以因應網路時代數位內容與數位學習

產業發展之需求。 

4. 提供國內中小學教師進修機會，以提升教師素養及教學品質，進而改善

學校培育學生之學術發展與班級經營效能。 

5. 培養國內中小學資訊素養教育師資及圖書館學習資源中心管理領導人

才，以期理論與實務並重，同時兼顧專業知識、技能與態度。 

6. 培育「數位學習教學設計」之專業人才，透過系統化方法與策略，有效

的應用科技於教學與服務，並結合教學與學習理論，設計適合學習的環

境，促使教學內容以迅速、完整與便利的方式傳遞給使用者，以解決學

習問題，並增進學習效率。 

 

(三)推動策略 

為了推動本專班之理念，目前已規劃完成下列必備條件，藉以達成預定的

教學目標，包括： 

1. 教學經驗：教師擁有豐富課堂教學經驗與數位學習專業素養。 

2. 必備知能：教師具備圖書資訊學專業以及數位學習相關之能。 

3. 課程架構完善：每門課程架構循序漸進，由淺入深。 

4. 圖書資源豐富：本校圖書資源充實，線上資料取得便捷。 

5. 平台功能完備：包括教師教學子系統、學生上課子系統、師生課程討

論、作業上傳與學習評量等，功能豐富完整。 

6. 教學互動親切：數位學習介面設計人性化，互動系統多元化，操作簡

便。 

 

(四)培育符合國家政策與社會需求之人才 

1. 因應網路環境變革，培養新時代圖書館與資訊服務領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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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法」的通過為促進我國圖書館之健全發展，提供優質之圖書資

訊服務，以推廣教育、提升文化、支援教學研究、促進終身學習。該法第十

條規定：「圖書館設置館長、主任或管理員，……公立圖書館之館長、主任

或管理員應由專業人員擔任」，說明圖書館主管人員專業資格的重要，顯示

未來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人力市場出現高級領導人才的殷切需求。網際網路的

出現，造成社會變遷與網路環境變革，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也正在轉型，需要

新領導人才。 

2. 配合國內數位產業發展，需要培養檔案管理與數位典藏專業人才 

二十一世紀以來，網際網路與資訊科技的進步與普及，形成網路數位圖

書館與檔案館。一九九六年起全球數位圖書館計畫蓬勃發展，我國自二○○

一年開始推動數位典藏計畫，許多重要檔案手稿、圖書文獻、文物藝術大量

進行數位化工程。檔案數位典藏計畫不僅促使資源保存與文化典藏，更因為

數位典藏系統提供檔案的加值服務、商業應用、學術研究與教育學習許多的

機遇，也促進我國數位內容與數位學習產業發展。因此，如何有效進行文獻

與檔案數位典藏成為新興的重要發展議題，將典藏素材進行數位化並加以妥

善運用，需培養研發與管理人才。 

3. 迎接數位社會來臨，培養數位內容與數位學習產業專業人才 

「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民國九十至九十三年四年計畫 100 年展望)」提

及未來「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須本於知識化、永續化、公義化理念，建

設「知識經濟」、「永續新環境」、「公義新社會」。未來重要經濟建設應落實

「知識經濟發展方案」，鼓勵創新與創業，加強網路基礎建設，積極引進培

育人才，擴展資訊科技運用層面。圖書資訊與檔案學門正可應用資訊科技，

從事圖書資訊與檔案管理，提升國家的資訊與知識經濟力。另一方面，「挑

戰二○○八國家發展計畫」，要建設數位臺灣、發展數位內容及數位學習產

業與技術，本所具備這方面的師資與研究成果，可迎合國家需求培養數位內

容與數位學習人才。 

4. 增加培育中小學學校圖書館管理與服務專業人才 

國內目前開設圖書資訊學在職專班之校院，僅有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培育中小學圖書資訊人才有限。加上近年來教育部持

續辦理全國中小學校閱讀推廣與館藏充實實施計畫，因此增加培育與提升中

小學圖書資訊服務管理專業人才更顯重要。 

 

專班收費標準 

    (說明專班收費政策及訂定標準，例如學分費、學雜費等各項費用。)  

本專班之收費主要包含學雜費與學分費，並依學校規定收取資訊設備使

用費、平安保險等費用，說明如下： 

1. 學雜費 

本校 100 學年度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入學新生之學雜費收費標準，以

本校行政會議決議後之正式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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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分費 

本專班收費政策考量數位內容課程製作與相關設備成本，並參酌本校碩

士在職專班各班學分費收費標準，訂定本專班學分費收費標準。以下列出

99 學年度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各班之學分費標準供參，詳見下表： 

  

表：國立政治大學 99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費標準 

 

 

 

 

 

 

 

 

 

 

 

 

 

 

 

 

 

 

 

 

 
 
 
 

本專班學費收取方式標準，依本校行政會議之正式公告為準，過程公平、公開。低收入

戶考生亦得於報名時繳交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影本，辦理報名費全免優待。學生

入學後亦得辦理就學貸款，低收入戶及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含父母)亦可減免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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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構服務與支援 

基本資料 
(各校得提供過往數位學習課程執行情況、目前數位學習課程認證狀況及未

來規劃等資訊，並得檢附各項數位學習辦學優良之佐證文件，以證明其擁

有豐富之數位學習經驗與實力) 
(一) 數位學習課程執行情況 

本校自 87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推廣教材數位化上網，至 90 學年度第一

學期正式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並配合多項補助推廣措施，鼓勵教師發展數位

學習課程，至今已累積了非常豐富的教材資源及授課經驗。94 學年度第一

學期開辦數位學習優良課程選拔補助，每學期邀請校外數位學習專家進行數

位課程評審，本校數位課程獲得專家極高評價。 

1. 同步視訊課程、網路教學課程（非同步遠距） 

學期別 同步視訊課程 門數 網路教學課程 門數 

951 主播 2 門，收播 4 門 22 

952 主播 2 門，收播 4 門 21 

961 主播 2 門，收播 2 門 18 

962 主播 1 門，收播 3 門 19 

971 主播 1 門，收播 3 門 19 

972 收播 4 門 18 

981 收播 3 門 21 

982 主播 1 門，收播 2 門 19 

991 收播 2 門 23 

 

2. WM3 數位學習平台統計資料 

 

 
 

 

學期別 課程總數 使用教師數 

951 595 223 

952 538 231 

961 646 287 

962 721 302 

971 799 355 

972 777 384 

981 837 373 

982 807 388 

991 925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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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別 
951 

門數 

951 

教師數 

952 

門數 

952 

教師數

961 

門數

961 

教師數

962 

門數

962 

教師數

971 

門數 

971 

教師

數 

972 

門數

972 

教師數

總課程數 595 223 539 232 651 287 719 303 799 355 766 377 

社科院 132 43 131 45 143 52 157 60 171 68 161 62 

國際事務學

院 
16 7 19 7 15 8 17 7 20 11 24 12 

傳播學院 72 33 65 31 71 34 85 36 73 36 79 45 

外語學院 42 11 36 16 45 18 53 22 75 25 62 25 

教育學院 29 7 27 10 25 10 31 11 44 18 28 11 

文學院 43 14 43 16 63 27 69 28 67 27 78 32 

商學院 216 87 161 76 194 86 202 88 215 99 223 115 

法學院 8 3 8 4 25 15 29 12 42 19 30 18 

理學院 29 11 36 14 40 15 45 18 52 22 49 24 

通識中心 7 6 11 11 22 19 18 15 24 22 23 26 

國關中心 1 1 2 2 2 2 3 3 4 4 3 3 

選研中心 0 0 0 0 0 0 1 1 0 0 1 1 

體育室 0 0 0 0 6 1 6 1 6 1 4 2 

第三部門中

心 
0 0 0 0 0 0 3 1 1 1 1 1 

軍訓室 0 0 0 0 0 0 0 0 5 2 0 0 

 

學期別 
981 

門數 

981 

教師數 

982 

門數 

982 

教師數 

991 

門數 

991 

教師數 

總課程數 819 362 807 388 925 406 

社科院 186 75 164 65 220 76 

國際事務學院 15 7 20 9 20 10 

傳播學院 82 38 86 45 61 37 

外語學院 82 31 64 24 83 31 

教育學院 35 11 33 12 32 9 

文學院 79 32 78 35 8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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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201 94 202 110 237 115 

法學院 51 20 61 23 67 22 

理學院 51 24 46 24 56 26 

通識中心 29 25 36 32 32 31 

國關中心 2 2 3 3 4 4 

選研中心 1 1 0 0 1 1 

體育室 0 0 4 2 4 1 

第三部門中心 1 1 0 0 0 0 

軍訓室 4 1 9 3 20 5 

其他   1 1   

  
3. 政治大學優良數位學習課程獎勵評選說明 

(1)說明 

 為鼓勵本校教師投入數位學習，經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決議舉辦「數位

學習優良課程評選活動」。 

 凡使用數位學習平台（或其他自行架設之具有互動功能教學網站）進行

混成式教學（面授＋網路教學），且課程設計、數位教材結構完整之正式

開課課程均可提出申請。 

 申請教師需同意 開放課程網站 並 提供教學意見調查結果 供評審評

選，經評選為成果優良者，將提供教師數位學習補助費用，以茲獎勵。 

(2)評選方式 

 由教師填寫申請表報名（曾獲優良課程補助之課程需間隔兩學期始可再

次申請）。 

 『網路教學課程』及『網路輔助學習課程』之評選標準不同。每學期以

獎勵五門優良課程為原則，其中『網路教學課程』二門及『網路輔助學

習課程』三門，得依實際報名情況彈性調整。 

 優良數位課程審查與網路教學課程（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期末審查將

合併舉辦，網路教學課程不需申請逕送外審評選。 

 邀請校外專家進行評審，係採二階段評審方式，先以線上審查進行課程

評分，再舉行複審會議決定入選名單。 

 獲選之優良課程，教師可獲得 2 萬元優良數位學習課程補助金，並鼓勵

老師取得教育部數位學習認證。 

(3)評選標準 

『網路教學課程』、『網路輔助學習課程』之評選標準不同。 

網路教學課程：需為遠距教學課程，並以完整數位學習方式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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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 

教學 

課程 

 

評選 

標準 

數位教材（40 分） 

◇教材內容能完整涵蓋教學目標。 

◇教學流程邏輯次序恰當，呈現順序合乎學習需要。 

◇教材各單元內容份量適宜且完整，並清楚標示教材版權。

◇多媒體教材訊息清楚且品質優良。 

課程互動（40 分） 

◇老師/助教能及時回應學生的問題，提供良好的回饋。 

◇師生均能積極參與課程互動討論區。 

◇善用各類型線上互動模式，如主題討論、群組討論、影

音討論等。 

課程安排（20 分） 

◇清楚說明科目宗旨、學分數、及明確的學習目標。 

◇提供適當的單元架構及學習進度表。 

◇清楚說明成績考評的方式與標準。 

◇清楚具體的說明教學活動的進行方式。 

◇提供公告欄公佈科目進度與即時訊息。 

◇具有豐富的科目補充教材。 

◇充分運用線上作業公告與繳交機制。 

網路輔助學習課程：屬一般面授課程，搭配數位學習方式輔助教學 

網路 

輔助 

學習 

課程 

 

評選 

標準 

數位教材（40 分） 

◇教學流程邏輯次序恰當，呈現順序合乎學習需要。 

◇教材各單元內容份量適宜且完整，並清楚標示教材版權。

◇多媒體教材訊息清楚且品質優良。 

課程互動（30 分） 

◇老師/助教能及時回應學生的問題，提供良好的回饋。 

◇善用各類型線上互動模式，如課程討論、主題討論、群

組討論、影音討論等。 

課程安排（30 分） 

◇清楚具體的說明教學活動的進行方式。 

◇充分運用平台功能達成輔助教學目的，如線上作業繳

交、作業觀摩、線上測驗、課程公告等。 

(4)歷屆優良數位學習課程清單 

941 學期 

 新聞系 資訊企畫與整合   陳百齡 老師 

 會計系 成本管理會計(一)  林良楓 老師 

 中文系 古典小說選讀     黃慶聲 老師 

 民族系 東南亞民族與現況 王雅萍 老師 

 師培中心 校長學專題研究 陳木金 老師 

942 學期 

 會計系 初級會計學二        林良楓 老師 

 圖檔所 圖書資訊學          楊美華 老師 

 民族系 田野工作與社區營造  王雅萍 老師 

 新聞系在職專班 社會趨勢講座 盧非易 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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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學院 進階新聞攝影       溫禾 老師 

951 學期 

 中文系 現代散文選讀   黃慶聲 老師 

 資管系 軟體應用導論   張瑋倫 老師 

 中山所 中國人性格芻論 彭立忠 老師 

 民族系 原住民教育     王雅萍 老師 

 廣電系 電影概論       盧非易 老師 

952 學期 

 中文系 古典小說選讀   黃慶聲老師 

 資管系 數位學習理論與實務/資訊融入教與學    李昌雄老師 

961 學期 

 圖檔所 知識組織與資訊取  王梅玲 老師 

 會計系 初級會計學一      林良楓 老師 

 廣電系 基礎創意寫作      盧非易 老師 

 社會系 社會學-社整開     馬藹萱 老師 

 民族系 原住民族基本認識  林修澈 老師 

971 學期 

 會計系 成本管理會計（一）     林良楓 老師                 

 資管系 資訊管理              尚孝純 老師                 

 中文系 國文－現代散文選讀     黃慶聲 老師                 

 圖檔所 研究方法               楊美華 老師                 

 資管系 研究方法               李昌雄 老師       

972 學期 

 地政系 -都市計畫       白仁德老師 

 資科系 -資訊科技與素養 李蔡彥老師 

 會計系 -成本管理會計二 林良楓老師  - 

 資管系 -資料處理       尚孝純老師   

 圖檔所 -圖書資訊應用   楊美華老師 

981 學期 

 資管系 - 981_軟體應用導論  傅豐玲老師 

 圖資所 - 981_研究方法             楊美華老師 

 圖資所 - 981_圖書資訊學研討       蔡明月老師 

 圖資所 - 981_資訊科技融入教學_數位在職專班  陳志銘老師 

 外文中心-大學英文(一)            林翰儀老師 

982 學期 

 圖資所 - 982_知識組織與資訊取用_數位在職專班  王梅玲老師 

 圖資所 - 982_學校圖書館管理_數位在職專班  楊美華老師 

 會計系 - 982_初級會計學（二）   林良楓老師 

 資管系 - 982_資訊科技與素養     傅豐玲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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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律系 - 刑法(二)                         陳志輝老師 

(二) 數位學習認證狀況 

本校自 96 學年第二學期起陸續進行數位專班、課程及教材認證，截至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為止，共計 11 門課程通過數位課程認證，4門課程通過

數位教材認證，列舉如下： 
學年度

(學期) 
類型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認證狀況

96(2) 課程 檔案學研究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薛理桂 通過 
96(2) 課程 圖書資訊學研討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蔡明月 通過 
96(2) 課程 學校圖書館管理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楊美華 通過 
96(2) 課程 數位圖書館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陳志銘 通過 
96(2) 課程 研究方法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楊美華 通過 
96(2) 課程 知識組織與資訊取用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王梅玲 通過 
96(2) 教材 社會學 社會學系 馬藹萱 通過 
96(2) 教材 個體經濟學 經濟學系 陳鎮洲 通過 
96(2) 教材 初級會計學(一) 會計學系 林良楓 通過 
96(2) 教材 軟體應用導論 資訊管理學系 傅豐玲 未通過 
97(1) 教材 社會階層 社會學系 林佳瑩 未通過 
98(2) 教材 圖書資訊應用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楊美華 通過 
99(1) 課程 圖書資訊學研討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圖書資訊學數位碩士在職

專班 

蔡明月 通過 

99(1) 課程 研究方法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圖書資訊學數位碩士在職

專班 

楊美華 通過 

99(1) 課程 圖書資訊應用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楊美華 通過 
99(1) 課程 初級會計學(二) 會計學系 林良楓 通過 
99(1) 課程 成本管理會計學(二) 會計學系 林良楓 通過 
99(2) 課程 知識組織與資訊取用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圖書資訊學數位碩士在職

專班 

王梅玲 送審中 

99(2) 課程 數位圖書館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圖書資訊學數位碩士在職

專班 

陳志銘 送審中 

99(2) 課程 學校圖書館管理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圖書資訊學數位碩士在職

專班 

楊美華 送審中 

(三) 數位學習課程未來發展 
本校致力於打造系統化數位教學環境，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其三大重

點方向為 : 1.數位科技融入教學的應用技能； 2.建置優質數位內容； 3.通
過數位學習認證。如以下示意圖。 

 
 



101 
 

 
 

 

 

 

 

 

 

 

 

圖：系統化數位教學環境建置圖 

1. 數位科技應用教學 

辦理數位教學系列講座，協助更多本校教師與教學助理能夠靈活運

用多媒體工具，深化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技巧，以提昇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之成效。藉由「數位教學」系列講座提昇教師對於新教學方式的認

識，並藉此瞭解教師對於數位化課程建置上的困難與需求，以期能協助

教師規劃有效果的課程及提供有幫助的諮詢建議。 

2. 數位教學分享平台 

(1) 打造數位教學與學習的分享平台：提供數位分享平台鼓勵本校教學

有特色的老師建置與發展數位課程，豐富與滿足本校學生對於特色課

程具有均等學習機會。 

(2) 以數位教學支援專業團隊，協助支援老師在建置數位課程過程中所

需的技術與資源，提供數位教學專業的建議與諮詢，並解決教師在數

位化課程過程中的困難。 

3. 數位學習認證推廣 

(1) 通過教育部數位專班認證：協助本校系所申請數位專班認證，輔導

系所通過於教學系統、數位教材、數位教學、教學機構等專業數位學

習的評量考核，以確保本校數位教學與學習之品質。 

(2) 配合國家發展「華文數位學習產業」世界領先的政策方向，及本校

在人文及商學領域的領導優勢，期以發展本校華文及政大特色數位課

程或專班為目標，創造政大在世界及高等教育的領先視野。 
工作規劃及人力配置 

(依據投入數位學習之師資與行政工作人力，規劃說明及繪製各工作項目之

相互支援參考模式，並得檢附相關有利審查之佐證資料) 

 

為有效推動專班之發展，本專班對於教師及工作人員分工規劃得宜，共

同支援數位學習進行，形成緊密合作支援網絡相互配合運作，其人員及工作

規劃說明如下： 

(一) 授課教師：課程教學設計、教材設計製作、授課。 

數位科技應用教學知能

數位內容分享平台 

數位 

學習認證

打造數位科技應用與知

能基礎 

累積優質數位內容 

，創造政大優質分享平台 

通過數位學習認證，發揮數位

專班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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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助教：協助授課教師進行數位教材設計製作、線上教學輔導、同

步及非同步討論區帶領及引導、回應學生課業及系統相關問題。 

(三) 行政助教：專責課程認證、校內外活動規劃聯繫、課程檢討會議、課

程助教學期交接訓練會議、回應專班及課程問題等行政事宜及其他代

辦事項。 

(四) 平台系統管理者：負責線上平台使用系統維護、線上平台使用管理、

平台使用諮詢。 

學習者服務(說明機構提供予學習者之各項行政支援，包括提供學習者之各項服務、電子

化資源等相關資訊，或附上有利審查之相關佐證資料) 

本校在資訊建設上不遺餘力，提供學生最優質的學習環境與最方便的資

訊資源，分別說明如下： 

(一) E 化教室：提供數間電腦教室供師生自由使用，並有數間 E 化上課教

室可進行同步視訊連線教學。 

(二) 校園授權軟體：提供多種正版軟體(如：作業系統、防毒、文書處理、

統計、影像編輯、多媒體編輯、字型及輸入法、網頁編輯、學習輔助

等)供師生下載使用。 

(三) 資訊課程：定期舉辦電腦研習課程，並免費供本校師生報名參加，另

於數位學習平台上提供數十門線上資訊類課程，學生可隨時登入上

課。 

(四) 網路服務：提供校園網路、電子郵件、網頁空間、無線網路、VPN。 

(五) 圖書館服務： 

  本校圖書館於 2010 年通過的 ISO 國際標準號 ISO 9001:2008 認証，

評鑑主軸為「品質管理系統之建立」。圖書館將自己定位在確立「以顧

客(讀者)服務滿意為導向的系統」，透過 ISO 的監督制度，有效提升本

校圖書館服務品質和行政效率。 

  此外，本校圖書館資源豐富多元，於 95 年 10 月號遠見雜誌進行之

兩岸三地 65 所大學競爭力調查，本校以「學生平均擁有圖書數 106.95

冊」成為臺灣唯一進入此項指標前 20 名之大學，由此可見本校館藏豐

富。截至 100 年 2 月止，本校圖書館館藏計有中西文圖書 1,879,237 冊、

中西文期刊4,750種、中西文報紙433種，電子資源包含電子期刊45,826

種，中西文電子書 62,048 種(中文 16,835 種、西文 45,213 種)。光碟

資料庫﹝含單機版﹞共 39 種(中文 6 種、西文 33 種)。線上資料庫﹝含

電子期刊資料庫﹞共 297 種(中文 109 種、西文 188 種)。電子書(使用

權)共 516,693 種。 

表、本校圖書館書刊資料統計表(截至 100 年 2 月 28 日止) 

資料類別 總圖 傳圖 商圖 綜圖 社資中心 圖書館小計 國關中心 公企中心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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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視

聽

資

料 

書刊

含期

刊合

訂本

(冊) 

中文

圖書 
535,127 16,981 49,148 117,602 452,518 1,171,376 67,144 51,191 1,289,711

西文

圖書 
213,081 19,657 32,427 112,236 133,012 510,413 40,581 38,532 589,526

圖書

合計 
748,208 36,638 81,575 229,838 585,530 1,681,789 107,725 89,723 1,879,237

中文

合訂

本 

52,723 2,145 5,472 12,696 12,972 86,008 20,087 1,077 107,172

西文

合訂

本 

59,558 6,576 10,820 22,931 2,391 102,276 16,606 837 119,719

合訂

本合

計 

112,281 8,721 16,292 35,627 15,363 188,284 36,693 1,914 226,891

書刊

合計 
860,489 45,359 97,867 265,465 600,893 1,870,073 144,418 91,637 2,106,128

視聽

資料

(件) 

中文

視聽 
16,824 78 910 1,708 152,266 171,786 519 0 172,305

西文

視聽 
10,664 54 411 220 ######## 1,112,771 34 0 1,112,805

視聽

合計 
27,488 132 1,321 1,928 ######## 1,284,557 553 0 1,285,110

總計(冊/件) 887,977 45,491 99,188 267,393 ######## 3,154,630 144,971 91,637 3,391,238

期

刊

報

紙 

現刊

(種) 

中文 1479 117 142 378 101 2,217 219 41 2,477

西文 924 225 300 683 44 2,176 97 0 2,273

合計 2403 342 442 1061 145 4393 316 41 4750

報紙

(種) 

中文 21 14 8 8 203 254 19 7 280

西文 18 4 2 2 122 148 3 2 153

合計 39 18 10 10 325 402 22 9 433

總計(份) 2442 360 452 1071 470 4795 338 50 5183

電

子

資

源 

1.電子期刊 45826 種、電子書中文 16835 種，西文 45213 種，共 62048 種。(買斷) 

2.光碟資料庫[含單機版]中文 6 種、西文 33 種，共 39 種。 

3.線上資料庫[含電子期刊資料庫]中文 109 種、西文 188 種，共 297 種。 

4.電子書(使用權)中文 0 種、西文 516,693 種。 

註：1.98 年2月起社資微片由"件"改為"片"計。 2.100年2月起增加有使用權電子書之數量 

   

本校各學院分館在配合教學及研究下，積極徵集學院相關學科之圖書資

源，漸漸形成專業圖書館之雛型，提供更專精的資訊服務。除此，圖書館對

於本校師生學術研究產出亦積極進行數位保存與有效管理，建置了「政大機

構典藏」、「政大經典書庫-教師著作專書網」、「政大學術期刊資源網」、「政

大博碩士論文全文影像系統」、教師研究專案成果等學術資源系統，對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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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術傳播不遺餘力。 

本校亦投入大量經費購置電子資料庫，並提供校外連線服務，除少部分

特定電子資源有限定使用外(需事先申請帳號密碼或限校內使用)，其餘大部

分資料，本專班學生皆可於校外任何地點，透過網路連線，即可隨時查詢使

用，完全不需做特別網路設定(如 Proxy)，學生只要輸入圖書館讀者證號及

密碼即可使用，操作方便，對於遠距學生的學習及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三、 師資說明 

本專班之師資以本所專兼任教師為主(詳見下表)，每位教師均具有博士

學位，且具豐富的實務與教學經驗，學經歷背景優良，各自學有專長，教師

專長涵蓋圖書資訊學、檔案學與資訊科學三個領域，師資陣容多元且完整。 

本專班教師近幾年積極參與學校數位學習推動，開設多門數位學習課

程，相關經驗豐富。蔡明月教授、楊美華教授、王梅玲教授與陳志銘副教授

皆曾榮獲本校「優良數位學習課程獎」。 
 

表：本專班師資相關學經歷說明 

姓名 級職 開課名稱 最高學歷 證書字號 學術專長 
數位學習 
相關學經歷

蔡明月 專任教授

兼所長 
圖書資訊學

研討、讀者服

務研討 

美國伊利諾大

學香檳校區圖

書館學與資訊

科學博士 

教字第

9625 號 

資訊檢索、資

訊計量、圖書

館與資訊科學 

本校數位學

習平台開課 

楊美華 專任教授
研究方法、 

學校圖書館

管理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圖書館學

暨資訊科學博

士 

教字第

5913 號 

讀者服務、圖

書館行政與管

理、圖書資訊

學教育 

本校數位學

習平台開課 

薛理桂 專任教授 檔案學研究、

校史館管理

專題 

英國羅福堡大

學圖書館與資

訊研究所博士

教字第

8260 號 

檔案管理、檔

案鑑定、檔案

編排與描述 

本校數位學

習平台開課 

王梅玲 專任教授 知識組織與

資訊取用、 

數位館藏發

展與管理 

國立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博士 

教字第

14324 號 

館藏發展與管

理、國際圖書

資訊學教育、

電子資源管理 

本校數位學

習平台開課 

陳志銘 專任 

副教授 

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數位

國立臺灣科技

大學電子工程

副教字第

34073 號 

數位學習、資

料探勘、數位

本校數位學

習平台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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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系計算機工程

組博士 

圖書館 

林巧敏 專任 

助理教授
公共圖書館、

電子文件管

理專題 

國立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博士 

助理字第

023923 號

電子文件管

理、檔案讀者

服務、文書學

與文書工作 

本校數位學

習平台開課 

洪煌堯 

(教育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數位學習教

學設計 

美國哥倫比亞

大學教學科技

博士 

助理字第

021510 號

學習科技、教

學設計、知識

創新、科學與

科技教育 

本校數位學

習平台開課 

曾淑賢 專班兼任

教授 
閱讀與圖書

館 

國立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博士 

(國家圖書館

館長) 

教字第

017019 號

讀者資訊需

求、公共圖書

館行政管理、

兒童圖書館 

 

說明：1.級職註明「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 (請註明專/兼任) 。 

2.最高學歷需註明畢業學校及學位名稱。 

3.數位學習相關學經歷請列舉其他足資證明具數位學習課程師資之相關說明，並得檢附有利審查

之證明文件。 

四、 教學系統環境 
網路教學系統配置架構 

（一）數位學習平台：使用旭聯科技智慧大師系統，共兩台伺服器、一台磁碟

陣列、一台 NAS，兩台伺服器分別提供 web service 及 資料庫服務。 
（二）影音伺服器：使用旭聯科技影音加密系統 DRM，可與智慧大師整合使用，

教師可利用原本熟悉的教材上傳方式，直接上傳影音檔案並進行影音教材

加密，系統可自動轉檔將影音檔分流上傳至影音加密系統，硬體設備為一

台伺服器及一台磁碟陣列。 
（三）同步視訊系統：安裝 MMC 同步視訊系統，與智慧大師整合提供同步視

訊連線服務，師生可利用此系統直接在網路上進行同步視訊教學。 
（四）網頁伺服器：政大數位學習網，提供數位學習相關法規資訊彙整及最新

消息公告，硬體設備為一台伺服器及一台磁碟陣列。 
（五）知識管理平台： XMS 知識管理平台，提供本校教師累積個人研究及討論

資料，可與數位學習平台搭配使用。 
網路備份及備援機制 
所有伺服器皆備有一台具 RAID5 之磁碟陣列，能妥善保護伺服器資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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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學習平台資料每日自動排程備份，並定期進行異地備援及硬碟轉出備份。 

 

 

網路安全措施 
伺服器除病毒監控、防火牆軟體保護外，另裝設硬體防火牆、IPS 入侵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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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系統、QOS 線路負載平衡器，專人監控網路頻寬、流量數值，若有網路攻擊

行為可及早發現，並進行相關應變措施。 
系統流量監控網址為：

http://netflow2.nccu.edu.tw/cgi-bin/ce.cgi?t=l&TANet=wm3-715975 

網路服務品質保證措施 
（一）本校校園網路架構如下： 

 
 

（二）本校為台灣學術網路台北區域網路中心，連線學校三十八所，並兼負新

北市與基隆市網路中心。對外 Internet 專線為 Ethernet 專線一條（頻寬 10 

Gbps），對外另建置 ADSL1.5Mbps 專線五路，以抒解原有 TANet 連往國外之網

路擁塞情況，並可作為 TANet 斷訊時之備援線路。 

（三）網路現況簡介： 



108 
 

1、光纖舖設  

里數：46 公里  

連線建築：44 棟  

連線個人電腦：約 5000 部  

2、FDDI  

佈線節點：教學研究單位約 500 點  

傳輸頻寬：100 Mbps  

3、ATM  

佈線節點：教學研究單位約 500 點  

傳輸頻寬：622 Mbps  

4、Gigabit Ethernet  

佈線節點：教學研究單位約 3000 點 

學生宿舍約 6000 點，合計約 9000 點  

傳輸頻寬：2G bps  

5、電話撥接  

線路 23 條，撥接速率 56 Kbps  

6、無線網路 

校園無線網路採 802.11b / g 環境架構，無線網路分期建置，目前已完成第

四期 。 

校園無線漫遊機制：學生和學校教職員可以使用學校所發出之單一帳號跨校

漫遊，範圍包含：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台灣科技大學、陽明大

學、淡江大學...等校。  

學習者使用平台需求 

本校數位學習平台係以 WEB-Based 進行來設計，故不論是教師或學生均使

用一般具有 WWW 瀏覽器之個人電腦即可上網學習。軟硬體規格說明如下： 

(一) 硬體需求 

1. 中央處理器：Pentium Ⅱ 等級以上。 

2. 記憶體：128 MB Ram 以上。 

3. 硬碟空間：300 MB 以上。 

4. 網路設備：56 K 數據機或 ADSL 或是 Cable Modem 或任何 Internet 連

線。 

5. 其他需求：一般音效卡。 

(二) 軟體需求 

1. 作業系統：Windows 98 以上 

2. 瀏覽器：IE6.0 以上、Firefox。 

3. 影音播放：Windows Media Player 7.01 以上。 

4. 軟體下載：政大數位學習網提供軟體下載服務。 

數位學習網及系統皆提供完整詳細之系統操作說明，詳細解說平台各功能使

用操作步驟，並提供相關軟體資源以利教師製作數位教材。除此之外，系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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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常見問題」，協助使用者自行排除常見問題，若問題無法排除，亦可依平

台網頁上提供之 email 信箱或工作小組相關成員之電話，以 email 提出詢問或

於「系統建議」版面張貼諮詢問題。 

五、  招生、入學及修業 

本專班之教學、招生及教務相關綜合業務依本校現行之碩士在職專班相

關辦法及規定辦理，並由教務處協助處理學生註冊、學籍、開排選課、成績、

畢業、招生考試及其他綜合性業務等教務事宜。 

入學資格及招生名額 

(一) 入學資格： 

1、 大學畢業或同等學力。 

2、 具圖書資訊服務及相關工作經驗者。 

(二) 招生名額：30 名 

入學考試方式 

(一) 書面審查：佔 30% 

(二) 筆試：佔 30% 

筆試科目：圖書資訊學概論 

(三) 口試：40% (依筆試及書面審查加權計算後成績，擇優錄取至多

招生名額之 3 倍名額參加口試。) 

(四) 總成績同分參酌項目及順序 

1、 筆試成績 

2、 口試成績 

3、 書面審查成績 

(五) 依總成績擇優錄取，正取 30 名，得備取若干人，並得不足額錄

取。 

修業期限及各學期課程安排 

（參考下表規劃相關內容，並得於表格下方說明各學期課程安排及規劃

設計理念，或附上其它有利審查之相關資料） 

(一) 修業期限 

本專班之修業年限為二至四年，學生必須修完必修 12 學分，選修 18

學分並完成碩士論文。 

學期別 起迄(年/月) 必修課程學分數 選修課程學分數 

第一學期 100 年 9 月-101 年 1 月 6 2 

第二學期 101 年 2 月-101 年 6 月 3 6 

第三學期 101 年 9 月-102 年 1 月 3 7 

第四學期 102 年 2 月-102 年 6 月 0 11 

預計修業年限為： 2  年，共計修習 30  學分 

(二)各學期課程安排 
必修學分 12 學分，選修學分 26 學分。採循序漸進方式，第一年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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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基礎理論課程，讓學生對於圖書資訊學的意涵、圖書館專業、圖

書館在資訊社會的責任以及社會與文化角色、教育與研究等面向有基本的概

念；同時介紹在資訊環境中資訊的徵集、轉換、儲存、檢索與各種形式的使

用與傳播。並於第二年教授各類型機構，例如圖書館、檔案館、校史館等管

理規劃之進階課程。 

 課程名稱 

必 
選修

學分數 開課

學期 
授課教授 教學方式 認證情況

1 圖書資訊學研究 必 3 一上 蔡明月 數位 已認證 

2 研究方法 必 3 一上 楊美華 數位 已認證 

3 知識組織與資訊取用 必 3 一上 王梅玲 數位 已證中 

4 學校圖書館管理 選 2 一下 楊美華 數位 已認證 

5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選 2 一下 陳志銘 數位 認證中 

6 讀者服務研討 選 3 一下 蔡明月 實體 不需認證

7 檔案學研究 必 3 二上 薛理桂 數位 已認證 

8 數位圖書館 選 3 二上 陳志銘 數位 已認證 

9 數位學習教學設計 選 3 二上 洪煌堯 數位 認證中 

10 公共圖書館 選 2 二上 林巧敏 實體 不需認證

11 校史館管理專題 選 3 二下 薛理桂 實體 不需認證

12 數位館藏發展與管理 選 3 二下 王梅玲 實體 不需認證

13 電子文件管理專題 選 3 二下 林巧敏 數位 認證中 

14 閱讀與圖書館 選 2 二下 曾淑賢 實體 不需認證

畢業論文要求 
   本專班學生需完成碩士學位論文始得畢業，畢業論文要求需切合專班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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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需求，且論文指導方式具體可行。學生於修課一學年後，得依個人興趣選

定論文題目並確定指導教授。教師指導學生論文方式，可由教師與學生協調配

合，透過 MSN、視訊、網路電話與電子郵件等方式進行討論，並配合課程的面

授時間，原則上每月安排一次面對面討論，並視需要彈性調整。 
相關規定如下： 
(一)論文題目及指導教授 

本班學生於入學後，即可依個人研究興趣選定論文題目與指導教授，並

於專班公告期限內提出申報。 
指導教授以本班授課教師為原則，若有其他選擇，須經班主任同意後，

始得進行。 
(二) 學位論文計畫書審查 

1. 申請資格：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始可提出。 
2. 審查方式：每學期舉行一次，以集中審查方式進行。 
3. 通過論文計畫書審查者始得申請學位論文口試。 

(三)學位論文考試 
1. 通過學位論文計畫書審查，修滿本專班規定學分之課程，並經指導

教授同意後始可提出。申請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申請期間：自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當學期學校行事曆規定

休學截止日止。 
 申請程序：填具學位考試申請書送請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將申請

書與論文(1 本)繳交至所辦公室進行初審，並經教務處複審同意

後，始得進行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期限：應於申請學位考試當學期，學校行事曆規定學期

結束日前舉行完畢。 
2. 學位論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考試方式以公開口試行之。 
3. 口試委員之組成，除指導教授外，另聘 2 至 4 位口試委員，其中校

外委員須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 
4. 學位考試成績依以下規定處理： 

 學位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

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但學位論文考試有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不及格者，以不及格論。 
 學位考試舉行完畢後，學生完成論文修訂，成績報告單經指導教

授簽名確認後，始得將成績報告單送教務處登錄，登錄日期為

通過學位考試之時間，即為畢業學年學期。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行一次，成績不及格而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

者，得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及格成績以實得分數

登記。學位考試經重考仍不及格時，應予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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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第 164 次 校 務會 議 

提 案 單 

提案單位：科技管理研究所、智慧財產研究所 

案  由：擬新訂本校「科技管理研究所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治理暨資源整合發

展方案」(草案)，請  核備案。 

說  明： 

一、依據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學院資源整合發展方案」、「教

研單位員額增撥方案」制訂本方案。 

二、為消弭小規模教學單位因教師員額不足所面臨之減招壓力，同時，為

使科管所和智財所之教學資源做更有效運用，整合其治理基礎，且能

兼顧兩所長期以來各自所累積之能力、資源、聲望，以及既有之優良

傳統，並達成未來一系多所之遠程目標，特制訂本方案。 

三、此方案業經 100 年 5 月 12 日科管所所務會議及 100 年 5 月 17 日智財

所所務會議各自通過，並經 100 年 5 月 23 日商學院第一次臨時院務

會議審議通過，並將提送 100 年 6 月 22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臨時會議

審議。 

四、本案如經核備通過，將由教務處併 101 學年度招生總量提報。 
五、檢附本校「科技管理研究所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治理暨資源整合發展

方案」草案、「學院資源整合發展方案」、「教研單位員額增撥方案」

及人事室會辦意見各乙份，請參考。 
                    

 第 二 案 



113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治理暨資源整合發展方案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12 日科技管理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17 日智慧財產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壹、目的 
為使本校科技管理研究所（以下簡稱科管所）和智慧財產研究所（以下簡稱

智財所）之教學資源做更經濟有效的運用，整合治理基礎，且能兼顧兩所長期

以來各自所累積之能力、資源、聲望，以及既有之優良傳統，特規劃兩所資源

整合發展方案，目的在提升兩所教師在研究與教學之跨領域合作，並強化學生

之跨領域學習能力。 
貳、 實施依據 

一、國立政治大學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 
二、國立政治大學學院資源整合發展方案。 
三、國立政治大學教研單位員額增撥方案。 

參、 執行要領 
一、本方案將採漸進策略，一方面考量適應現有的法律體制脈絡，避免爭議

過大或改變太過劇烈而引發失序；另一方面逐步進行兩所的各項整合，

逐年從中獲取經驗並檢討改進，達成最終一系多所之目標。 
二、為維持科管所與智財所之專業與獨特性，本方案以兩所在本校組織章程

中維持各自原有名稱之前提下，整合兩所治理機制、師資、經費、人力、

課程、空間、業務及評鑑。 
三、推動本方案將考量長期發展，以不減少兩所整體資源為前提，並由學校

根據「員額增撥方案」之規定，給予必要之行政支援及員額增撥。 
肆、具體作法 

具體作法 說明 

一、組織結構  

(一) 單位名稱 
科管所與智財所在本校組織章程中仍維持

原名稱，但在同一整合治理機制下運作，

並朝一系多所之遠程目標規劃。 

1. 兩所的專業對企業與國家發

展各有其貢獻，而創新發展

又需彼此專業密切合作與互

補。因此，兩所分別有其專

業上的獨特性與整合的必要

性。 
2. 兩所既有名稱具有專業上的

獨特性和歷史價值，且長期

以來分別在產、官、學、研

等領域已累積多項資源。因

此，維持兩所原名稱不僅有

利於招生，且對學生未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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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就業有所幫助。 
3. 配合政府黃金十年規劃及六

大新興產業佈局，培養國家

推動關鍵產業所需高級人

才，將朝一系多所之遠程目

標發展，未來擬規畫成立「創

新與智財管理學系」(名稱暫

定)。 
(二) 員額 
教師員額統籌運用，並依本校「教研單位

員額增撥方案」之規定，增撥教師員額一

名。 

1. 增加兩所教師交叉支援之彈

性與綜效。 
 

(三) 所務會議之組成 
兩所整合後設置單一聯合所務會議，由兩

所編制內所有專任教師組成，為兩所最高

決議機構。其組織規則另訂之。 

 

(四) 主管 
兩所整合後設單一所長。所長之產生，由

聯合所務會議組成遴選委員會，並依相關

辦法遴薦副教授以上候選人一至三人，報

請院長簽註意見後呈請校長擇聘之。所長

遴選辦法另訂之。（本項辦法俟學校母法修

訂後適用） 

1. 教育部核定此案後依法進行

所長遴選。 
 

(五) 所教評會之組成 
兩所整合後設置單一聯合教師評審會議，

由兩所編制內所有專任教師組成，其設置

要點另訂之。 

 

(六) 行政人員 
兩所整合後應保障既有行政人員之工作

權，維持現有行政人力，並得相互支援。 

 

二、教務方面  

(一)課程委員會 
兩所整合後設置單一課程委員會，負責維

持提供充足之開課數量，協助課程規劃、

課程發展及課程品質改進相關事宜，並負

責審議課程相關辦法及教師開課申請等事

宜。 

 

(二)論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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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所教師得指導兩所研究生學位論文。 

(三)招生： 
兩所維持各自招生，但招生名額得流用。 

 

三、學務方面  

學生獎助學金經費和學生輔導機制維持不

變。 
 

四、系所評鑑  

未來之「大學校院系所評鑑」，兩所整合後

將成為單一單位接受評鑑，包括：生師比、

教師研究、授課時數、產學合作、國際交

流、學生輔導等皆以兩所整合後之合計資

料做為統計基礎。 

 

五、空間設備  

空間、設備維持各自管理，將來兩所逐步

協調共同管理，以發揮最大效用為目標。 
為朝最終一系多所之遠程目

標，故需保留既有空間。 
六、經費  

兩所業務、設備、圖書等經費與學生獎助

學金維持各自的經費預算。 
 

 
伍、預期效益 
（一）整合治理基礎將使兩所教學資源更經濟有效運用，且能兼顧兩所長期以

來各自所累積之能力、資源、聲望，以及既有之優良傳統。 
（二）比照本校「教研單位員額增撥方案」對於「支持學院資源整合」規定，

可增撥教師員額一名，以降低兩所生師比，提升教學品質，強化研究產

能。 
（三）教職員生將可從整合觀點共同思考科技管理與智慧財產學群的發展，以

寬廣的視野共同決定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因此課程結構及發展方向之

調整將更具彈性，更能迅速因應社會趨勢之變化。 
（四）教師在開課、減授鐘點及相互支援的彈性與機動性將有效提高，可望藉

此提高教師教學和研究，以及學生的學習品質。 
（五）大幅增加兩所師生之互動，達到知識分享與觀念交流的整合效果。 
（六）消弭小規模教學單位因教師員額不足所面臨之減招壓力及評鑑壓力，並

免除教育部反映「某些獨立所師資太少，兩三位老師卻能決定一個所的

所有課程，太過狹隘…」的批評（引字 971217 校發會議程）。 
 (七) 本方案未來將朝一系多所之遠程目標發展，以配合政府黃金十年規劃及六

大新興產業佈局，積極培養國家推動關鍵產業所需之高級人才。並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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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利基為基礎，一方面維持兩所的獨特性、專業性，另一方面強化彼

此的互補性，進行教學、研究、行政等資源整合，對於兩所及院、校皆

是有利發展。 
陸、依本方案調整後之兩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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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學院資源整合發展方案  

97.11.12 校發會修訂建議 

98.1.7 校發會備查 

99.10.13 校發會修正 

99.11.10 校發會確認 

壹、目的： 

本校為協助各學院、系所有效整合資源，以產生宏觀效益，並培養學生

具備整體知識能力，提昇學校競爭力，特訂定「國立政治大學學院資源整合

發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貳、實施背景說明： 

一、依新修正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

律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大學下設學院或單獨

設研究所，學院下得設學系或研究所。綜觀條文意旨，大學依法律之授權，

對其組織有其自主、自治權，得以學院為學術及行政之基本建構單位，而

學院基於大學之認可得自訂其組織與運作形式。 

二、就校務行政運作而言，各界對學院期望甚高，有關全院課程整合、教學

品質確保、國際學術交流、學生諮詢輔導等業務，皆寄望由學院實際承

擔工作並完成任務，因此對學院目前單薄之組織體制需予以強化，以使

學院經協調後，統合各項資源發揮應有之效能，以符合各方期待。 

三、目前各學院之下分設各系所學程，學位名稱及課程內容或有重疊之處，

致外界不易區辨異同而降低號召力，故有待透過學院之協調整合，樹立

特色，強化號召力。 

四、基於以上諸因素，學校對學院資源整合發展係採尊重、支持及鼓勵之立

場。對於有資源整合發展需求之學院，學校將配合其需求修改相關法規，

以使各學院更具自主、彈性的發展空間，協助各學院不受單一規範之拘

泥，以因應瞬息萬變之高教環境，使各具特色之學院能更具競爭力；惟

考量各學院有其特性，故亦尊重個別學院、系所對此方案之不同決定。  

參、執行要領： 

一、學校以尊重、支持及鼓勵之立場推動本方案。 

二、推動本方案以不減少學院、系所資源為原則；推動本方案之學院，學校

於其推動過程中給予必要之支援。 

三、由學院以院為單位，協調經費、人力、招生、課程、空間、業務及評鑑

之整合。 

四、實施本方案之學院，有關其整合內容、程度及時程等，應經各該學院之

所有系所同意，並經院務會議確認通過。 

肆、實施時程： 

本方案為長期推動之方案，參與之學院應擬具體計畫，就推動項目訂定

完成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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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具體作法： 

學院可參考以下項目，擇定擬推動之項目、優先順序、時程、完成期限、

預期效果等以持續逐步協調、整合之。 

一、教務方面： 

（一）業務、圖書、設備等經費與獎助學金由學院協調分配。 

（二）維持學系所名稱，但得由學院協調逐漸調整為以學院為招生單位。 

（三）成立院級課程委員會，凡各院系所之課程修訂、開設，經所屬系所

同意，報請學院之課程委員會通過後便可辦理。該委員會並應持續

討論課程整合、開發與教學品質之確保等相關工作。 

二、學務方面： 

（一）學生獎助學金經費由學院協調分配。 

（二）學院設院導師並建置學生職涯輔導機能。 

三、研發方面： 

評鑑以學院為單位，包括：生師比、教師研究、產學合作、國際交流、學

生輔導等面向之整合統計評鑑。 

四、總務方面 

（一）行政空間由學院協調以集中為原則。 

（二）空間、設備由學院協調管理方式。 

（三）整合後釋出之空間，由學院協調優先設置該院之教師研究室、學生研

究室及專案研究室，以解決空間不足之問題。 

五、圖書方面 

全校圖書資源除由圖書館保留全校經費之 20%統籌外，其餘資源依各學院特

性由學院協調分配。 

六、人事方面 

（一）教師員額由學院協調運用。教師員額如配置於學院，仍應附記授課系

所或學程。 

（二）在不增加學校經費之前提下，學院得設多位副院長，由院長遴薦；系

所、學程主任經遴選程序由院長推薦。副院長分別職掌特定業務，

例如：大學部、研究所或國際交流等事務。 

（三）在不增加學校經費、不減少教師應領之法定主管加給原則下，學
院得以教師一人兼二職以上之方式，減少主管加給之支出，所
節省之主管加給費用得併入學院相關教學及研究經費運用之。 

（四）學院協調全院行政人力運用及是否集中上班。 

 (五) 系級教評會得依專業領域彈性組成。 

陸、執行步驟： 

一、進行溝通宣導：就本方案之構想由各學院與系所進行意見交流，凝聚共

識。 

二、修正相關法規：本方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討論通過後，必要時配合研擬

修正相關法規，以利學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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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支援：各行政單位應儘量配合進行資源整合發展之學院，協力解決

學院之困難。 

四、逐步推動：由系、所同質性高之學院以自願為前提逐步推動。 

五、檢討成效：每學年終了由校長召開學院資源整合發展成效檢討會議，藉

以檢討改善方案。 

柒、配合措施： 

一、修訂本校副院長設置辦法，在不增加學校經費支出原則下，彈性增加副

院長人數。 

二、修訂本校「課程實施辦法」或於教務會議提案，規範各學院成立「院課

程委員會」之基本原則。 

三、修訂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調整本校課程委員會之結構，落實

院審查功能。 

四、教務處、學務處及總務處依預算分配原則計算各學院應獲配數，各學院

依獲配數進行所屬單位預算分配。教務處、學務處及總務處應彙總各單位

預算數後，送請會計室進行預算管控作業。 

五、圖書館委員會討論訂定經費分配公式，並提出若干院、系所分配比率之

建議方案，供學院採行。 

六、學院院館興建計畫以院館集中為原則。 

捌、附則 

一、本方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提供各學院作為內部溝通資源整合發

展之基礎文件。 

二、為充分考量各學院之特性及需求，尊重個別學院、系、所對未來發展的

自主性，本方案俟形成共識後，將研訂「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具體

規範學院內部的決策機制，前述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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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教研單位員額增撥方案 

                    97 年 12 月 17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增進教學、研究效能，故訂定本方

案以彈性增撥員額方式，協助教學及研究單位儘速達成追求卓越之發展目

標。 

二、背景： 

(一)近年高教環境丕變，大學需掌握變遷脈動，方得立於不墜之地。順應環

境，本校在校務各方面無不創新應變，以儲備競爭力，各項已實施或擬

推動之政策舉其要者有：延攬傑出人才、發展典範型通識教育、推動前

瞻性跨領域學位學程、學院功能提昇及資源整合、強化研究中心產能等。 

(二)經檢討，本校現有員額配置如能採彈性措施，由學校依實際需求審核後

增撥員額給教學及研究單位，除有助於前項各項政策之推動及彰顯其效

果外，對於學生受教品質、本校學術水準及行政服務專業化將有正向提

昇作用。 

三、條件： 

    為推動以下政策，經審核程序後，學校得增撥員額給教學研究單位： 

(一) 鼓勵積極延攬傑出人才： 

1. 主動由海內外延攬資深傑出或具終身成就之大學講座教授，其員額

不計入該教學研究單位。 

2. 延攬年輕具潛力之學人經本校傑出人才會議，但單位無員額則由學

校暫增撥員額聘任，俟單位有出缺再行遞補。 

(二) 開設核心通識課程： 

1. 本校為發展先導型通識教育，由通識教育委員會統籌規劃課程，洽

相關系所開設。系所每學年開設 1000 人學分（每班 100 人，開 5 班

10 學分）增撥一名專任教師員額。 

2. 核心通識課程另配置 TA，負責討論課程二小時，排入課表，學生可

習得一學分。 

(三) 支援全校性基礎課程： 

支援全校性基礎課程之各系所，可以增撥員額。 

(四) 設立前瞻性跨領域學位學程： 

為能培養出具博雅宏觀素養之優秀人才，本校將推動具前瞻之跨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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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經審議通過設立之學程其員額由學校增撥之。 

(五) 支持學院資源整合： 

學校對於擬整合內部資源之學院將予以必要之行政支援，如實施成效

經評鑑優良者，學校得視其需要增撥員額以協助其發展。 

(六) 厚植研究中心能量： 

為強化校級研究中心效能，本校樂見各研究中心成為校內外人才之研

究交流平台，各校級研究中心如組成跨科際研究團隊著有績效者，對

參與研究計畫之校內訪問學人得予以減授學分或免授課之獎勵，並由

學校支付其任教單位聘用約聘教學人員之經費。 

(七) 提昇行政服務專業能力： 

配合校務的發展，各院系所得與相關中心、館（如圖書館、教學發展

中心、附中、實小等）合作，以提昇行政服務專業化之能力，獲增核

員額之院系所或其新聘之教師應參與行政單位之專案計畫或兼任行

政工作。 

(八) 獨立所若符合本方案之條件者，優先增撥員額。 

四、審核： 

    (一)各單位之員額增撥案件應提交本校延攬傑出與特殊人才會議審議，必

要時送外審。 

    (二)本方案員額由人事室計算，所需經費由會計室管控。 

五、實施期程：  

    本方案於 97、98、99 三學年度實施，並於每學年終了由校長召開員額增撥

方案成效檢討會議，藉以檢視實施成果並改進方案。 

六、附則 

本方案經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論通過後，作為延攬傑出與特殊人才會議

審議員額增撥案件之重要參考文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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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164 次校務會議提案會辦單 

主    旨：本校 164 次校務會議科管所及智財所所提，擬新訂本校「科管所與

智財所治理暨資源整合發展方案(草案)」，涉及 貴單位職掌，檢附

提案單及附件資料各一份，請惠賜卓見。貴單位意見將提供程序與法

規委員會審查參考。 

------------------回   復  情  形-------------------------- 

會辦單位：人事室 

會辦意見： 
一、 名稱建議修訂為：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科技管理研究所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治理暨資源整合發展方案。 

二、 方案內有關「本校組織章程」等文字請修訂為「本校組織規程」。（如：

參、執行要領二及肆、具體作法（一）單位名稱） 

三、 有關肆、具體作法部份，意見如下： 

（一） 員額部份規定「教師員額統籌運用，並依本校教研單位員額增撥方案

之規定，增撥教師員額一名」，建議修正為：教師員額統籌運用，並

得參照本校「教研單位員額增撥方案」之規定，增撥教師員額一名。

（註：目前科管所編制員額 7 人，另有傑出人才 1 人；智財所配置員

額為 5名。整合後以單一單位受評，是否增加員額一名，屆時應依實

際需求依程序申請增撥，併予敘明。） 

（二） 主管部份，兩所可共同訂定所長遴選辦法以產生所長人選，應可不必

俟學校母法修訂後適用。 

（三） 行政人員部份，建議修正為「兩所整合後應保障既有行政人員之工作

權，維持現有行政人力，並得應相互支援。」，以符合行政人力應依

單位業務量增減及性質變化核實調整，而不宜明訂維持現有人力。另

行政人員辦公空間如能先整合，將更有助二所的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