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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109學年度第 1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 

教務處 業務報告 

報告人：林教務長信鋒 109.11.25 

本處現有「課務」、「註冊」、「綜合業務」等三組，主要負責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課

務、學籍、招生及各項教學資訊等業務。藉由各組的配合與協調，提供效率且友善之教務

行政環境，並隨時配合現有環境及實際狀況，持續創新推動教務相關工作，以營造優質的

學習環境。 

本校 109 學年度設立計有 8 個學院，42 個學士班（含 3 個學士學位學程及 2 個專班）、

41 個碩士班（含 1 個碩士學位學程）、18 個博士班，以及 14 個碩士在職專班（含國軍專

班），在教育資源的短缺及少子化的衝擊之下，除一本過去服務的精神，並思考如何在現有

的基礎及資源下，力求「效率」與「穩健」，並期朌大家的支持。 

本報告將就 108 學年度業務執行成果及未來展望加以說明： 

教務處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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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過去一年以來相關業務執行成果 

 課務組 

課務組除完成年度例行性業務外，持續在獎勵教師教學創新、全英語授課、資訊科技類

(程式設計)課程、增開暑期先修課程、彈性課程(含微學分課程)、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及改革跨

領域學(課)程模組結構等面向，進行法規、機制、作業系統與流程之檢討與改善，以下係 108

學年度之業務執行成果： 

一、課務法規修正 

    「開設跨領域共授實體課程實施要點」於109年6月10日經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重點

如下： 

1.第二點：跨域共授開設之語言課程、論文指導類、專題、講座、書報討論、實驗、實

習、服務學習、實作、技術性等課程，不列入獎勵範疇。 

2.第八點：修訂獎勵方案試辦期限至110學年度。 

二、鼓勵及強化國際化教學 

（一）全英語課程開課獎勵金：108學年度開設全英語課程數共325門(不含純語言課程、

專題與指導類課程)，其中符合本校獎勵規定的課數共計120門，每學分發給教師

5,000元獎勵金，共核發獎勵金1,570,335元；另未支領獎勵金申請抵減授課時數計

8.75小時。 

 (二) 補助全英教學助理(TA)經費：108-1學期補助25門，108-2學期補助27門，每門新臺

幣2萬2,000元，108學年度共計補助新臺幣114萬4,000元。  

三、鼓勵開設數位課程、跨領域共授課程及相關獎勵 

    （一）數位課程(含跨領域共授磨課師課程)： 

      1.一般數位課程：108-1：5門、108-2：5門。 

          2.磨課師課程：108-1：1門、108-2：3門。 

          3.跨域共授磨課師課程108-1：2門、108-2：3門。 

學年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學

分 

數 

時數 開課教師 課程型態 

108-1 通識中心 GC__6460AA 初級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 AA 2 2 /顏士淨 線上課程 

108-1 通識中心 GC__6460AB 初級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 AB 2 2 /顏士淨 線上課程 

108-1 通識中心 GC__6462AA 初級程式設計-PythonAA 2 2 /賴志宏 線上課程 

108-1 通識中心 GC__6462AB 初級程式設計-PythonAB 2 2 /賴志宏 線上課程 

108-1 通識中心 GC__6464AA 初級程式設計-R 語言 AA 2 2 /張烜瀚 線上課程 

108-1 理工+人文 SE__11120 虛擬實境與語言學習 
3 3 楊茂村+施雅純+Jason 

Grenier 
跨域共授磨課師 

108-1 通識中心 GC__64920 魔戒 1 1 朱嘉雯 磨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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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學

分 

數 

時數 開課教師 課程型態 

108-1 教育+藝術 CA__11600 圖像的力量 3 3 蓋允萍+黃成永 跨域共授磨課師 

108-2 通識中心 GC__6460AA 初級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 AA 2 2 /顏士淨 線上課程 

108-2 通識中心 GC__6460AB 初級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 AB 2 2 /顏士淨 線上課程 

108-2 通識中心 GC__6462AA 初級程式設計-PythonAA 2 2 /賴志宏 線上課程 

108-2 通識中心 GC__6462AB 初級程式設計-PythonAB 2 2 /賴志宏 線上課程 

108-2 通識中心 GC__64640 初級程式設計-R 語言 2 2 /張烜瀚 線上課程 

108-2 通識中心 GC__65050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明朝心學的智慧發展史 
3 3 

/陳復 
磨課師 

108-2 通識中心 GC__65060 從古典看人生：十本古書帶你快樂學習不打烊 
3 3 

/陳復 
磨課師 

108-2 共教會+管理學院 GC__65140 
學古典新思維：從《紅樓夢》學習領導藝術與管

理哲學 
2 2 

/朱嘉雯/許芳銘 
跨域共授磨課師 

108-2 自資系 NRES53880 兩棲類生物學 3 3 /楊懿如 磨課師 

108-2 原民院+藝術學院 IPA_10400 原住民族神話傳說與當代藝術 3 3 /王昱心/浦忠成 跨域共授磨課師 

108-2 人社院+理工學院 GC__65090 密室逃脫 X 心理學 X 遊戲設計 2 2 劉効樺、陳旻秀 跨域共授磨課師 

      4. 108-1補助獎勵金6.3萬、108-2補助獎勵金17.9萬。 

      5. 108-1補助4門磨課師課程TA經費共10萬元，108-2起磨課師課程TA補助經費由

深耕計畫預算支付。 

（二）108學年度開設跨領域共授實體課程數共8門，其中符合第一次開課之獎勵課程共

5門，每學分發給教師5,000元獎勵金，共支出獎勵金135,000元。 

（三）108學年度跨領域共授實體課程開課列表如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名 學分數 開課教師 

108-1 通識中心 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2 莊沁融/羅珮瑄 

108-1 通識中心 無所不在的莊子：十種解讀方法 3 李崗/李正芬 

108-1 教育、人社 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 2 林玟秀/陳淑瓊 

108-2 通識中心 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莊沁融/羅珮瑄 

108-2 通識中心 科技電影與當代社會  董克景/陳震宇 

108-2 通識中心 《詩經》與科技狂想(二)  朱嘉雯/吳秀陽 

108-2 通識中心 綠色旅遊—東臺灣單車踏察  張嘉珍/張瓊文 

108-2 民族、管理 原住民飲食文化/文化創意與地方產業發展  葉秀燕/陳怡廷 

※註：跨領域共授實體課程授課總時數以課程學分數2倍核計為上限。 

四、獎勵教學優良教師 

   （一）榮譽終身教學傑出獎：109年由花師教育學院幼教系石明英老師獲頒最高教學殊榮。 

   （二）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電機系翁若敏老師、經濟系尤素娟老師、會計系王肇蘭老師、

幼教系張明麗老師、語傳系孫嘉穗老師、語言中心羅珮瑄老師等6位獲選。 

   （三）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由曹振海老師等53位獲選，名單請參閱教務處網頁。 

五、教師教學評量及期中教學意見回饋 

   （一）108學年教師教學評量大學部、研究所及全校平均分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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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全校大學部平均 全校研究所平均 全校平均 

108-1 4.49 4.58 4.51 

108-2 4.50 4.58 4.52 

   （二）108-1學期單一科目低於3.5分應追蹤輔導教師4人、108-2學期6人，相關資料密送各

學院（含共教會）及教學卓越中心，藉由輔導措施給予適當關懷與協助，期以提升

教學的品質與效果。 

    (三)108學年期中教學意見回饋學生填答及教師點閱情形如下： 

 

學期 

填答率 點閱率 

已填學生 

(人次) 

到班施測人次

(教卓) 

已填學生 

(人數) 

教師登入 

人數 

教師點閱 

科目數 

108-1 5,766 157 1,160 144 743 

108-2 6,464 262 1,259 157 599 

六、鼓勵學生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以強化涵養：108學年度計有794位學生修習並通過測驗，

取得修課證明。 

七、108學年度開課及期中停修情形 

   （一）全校總開課數：4,044門【大學部2,963門/研究所1,081門(不含指導論文類)】，較107

學年度減少87門(大學部減少47門/研究所減少40門)。 

   （二）全校停開課數：380門(不含指導論文類)。 

   （三）未達最低開課人數續開課數(不含自籌經費及不計入鐘點課程)：120門(大學部58門/

研究所62門)。 

   （四）期中停修：2,204人(上學期1,010人；下學期1,194人)。 

   （五）暑期開課：109年7～8月暑修共計開8門課，修課人數共263人，學分費收入合計

831,600元(不含師培中心教育學程暑期開授課程)。 

 （六）暑期先修課程：共計開設4門線上課程、1門實體課程，自109年7月1日起陸續開課，

並於9月12日結束；共計有154人(線上課程120人、實體課程34人)完課。 

八、課規審查及學程架構圖 

  （一）完成各學院(中心)109 學年度課規審查，並已置掛於教務處網頁/教務資訊系統/全

校課規查詢系統供查閱。(http://sys.ndhu.edu.tw/aa/class/RuleSearch/rulebasic.aspx) 

   (二 ) 各學院學程架構圖已繪製並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學程專區」供查閱。

(https://rb004.ndhu.edu.tw/p/406-1004-168141.php) 

九、學生兼任教學助理：108 學年度共計核發新台幣 21,333,219 元(上學期核發 10,148,310 元  

/1,444 人次；下學期核發 11,184,909 元/1,296 人次)。 

 註冊組 

註冊組主要業務為學生學籍管理、註冊、休、退學、成績、畢業審查、學位證書核發及在校

生與畢業校友各項證明文件申請等，本組秉持服務全校師生及畢業校友的理念，108 學年度

各項業務辦理情形如下： 

  

https://rb004.ndhu.edu.tw/p/406-1004-1681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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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 學年度各項學生人數統計（人數）： 

          學制別 

學生數 

博士班 

17 班別  

碩士班 

51 班別  

碩士專班 

16 班別 

學士班 

42 學系、

學位學程 

合 計 

在學人數 

（以 108.10.15 為基準） 
390 1422 536 7559 9907 

畢業人數 37 370 117 1675 2199 

退學人數 24 178 61 335 598 

休學人數 

(108-1+108-2-重複) 
183 620 265 513 1581 

二、本校 109 學年度各學制新生註冊率如下（以 109.10.15 學籍資料統計）： 

（一）學士班新生核定招生名額1,737人（名額內），實際註冊人數1,666人、保留學籍23    

人、休學18人，另含境外新生119人，註冊率98.36%。 

（二）碩士班新生核定招生名額603人（名額內），實際註冊人數395人、保留學籍44人、

休學24人，另含境外新生32人，註冊率76.31%。 

（三）博士班新生核定招生名額55人（名額內），實際註冊人數48人、保留學籍4人、休

學2人，另含境外新生22人，註冊率98.63%。 

（四）碩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名額222人（名額內），實際註冊人數165人、保留學籍14人、

休學6人，註冊率82.21%。 

三、成績相關： 

（一）大學部學生因學業成績未達2.0者、研究所學生成績未達2.7者（含累計2學期不及

格）之詳細名單於各學期結束後老師成績上傳完畢提供各系所、教學卓越中心學生學習

輔導組及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加強輔導。106學年度起恢復成績不及格退學制度，連續二學

期或累計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不及格且歷年修習學分數總數三分之二以上不及格者，應

予退學。 

          105-108 學年度學業成績不及格統計： 

學院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人文 131 105 122 98 113 105 106 99 

花師 27 27 27 23 26 26 33 16 

原民 54 40 52 35 70 51 60 62 

理工 367 286 329 172 267 183 285 198 

管院 92 70 95 61 97 80 83 73 

環境 18 9 12 7 7 4 15 12 

藝術 27 22 26 13 16 20 22 26 

總計 716 559 663 409 596 469 604 486 

（二）每學期學業成績分析資料，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之主管，自行至本校首

頁\教職員\熱門連結右下方之「學生學習檔案查詢」下載。 

（三）自103-1學期起實施學生學期期中預警制度，以提供學生適切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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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宜花東高中優秀新生及菁英學生入學獎學金、RA獎學金及校外人士就讀本校獎勵金： 

（一）宜花東獎學金： 

109 學年度學士班新生參加大學甄選與考試分發入學錄取就讀本校獲獎如下： 

符合條文項目 獎勵東部高中 

國英數三科合計 40 級分或國英數任二科合計 29 級分，免繳四年 2 

國英數三科合計 39 級分或國英數任二科合計 28 級分，免繳三年 2 

國英數三科合計 36 級分或國英數任二科合計 27 級分，免繳二年 21 

國英數任二科合計 26 級分，免繳一年 0 

各學系前三名，且指定科目考試國文、英文及數學之一成績達該

年度頂標，科目免繳四年 
2 

總計 27 

期限內符合獲獎資格的學生中，因 108-2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全班前 20%者，本學期將自

動喪失優惠資格，已優惠之金額不予追回，詳如下表： 

序號 入學學年度 
109-1 學雜費 

總計 
免繳 繳費 

1 106 3 3 6 

2 107 7 1 8 

3 108 7 15 22 

總計 17 19 36 

109-1 宜花東獎學金共計核發 1,168,890 元。 

（二）菁英學生入學獎學金： 

    109學年度學士班新生參加大學甄選入學錄取就讀本校獲獎人數如下:                    

符合條文項目 菁英學生入學 

國英數三科合計 41 級分或國英數任二科

合計 30 級分，免繳四年 
2 

國英數三科合計 39 級分或國英數任二科

合計 29 級分，免繳三年 
15 

國英數任二科合計 28 級分，免繳二年 6 

國英數任二科合計 27 級分，免繳一年 27 

總計 50 
 

期限內符合獲獎資格的學生中，因108-2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全班前20%者，本學期將自動

喪失優惠資格，已優惠之金額不予追回，詳如下表： 

序號 入學學年度 
109-1 學雜費 

總計 
免繳 繳費 

1 107 0 1 1 

2 108 9 15 24 

總計 9 16 25 

109-1菁英學生入學獎學金共計核發1,582,5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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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A獎學金：本校108學年度RA獎學金共發給17,111,925元。 

 五、五年修讀學、碩士學位之統計資料： 

（一）108學年度核准五年修讀生統計： 

108 

學年度 
人文學院 教育學院 

原住民 

學院 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 環境學院 藝術學院 總計 

上學期 3 0 0 18 0 3 2 26 

下學期 28 15 1 88 24 4 2 162 

總計 31 15 1 106 24 7 4 188 

（二）109學年度依據「五年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第六條規定，各系、所、學位學程

本學年度核准退大四學雜費一半之學生總計97名。  

六、本校 108 學年度學士班畢業生共 1675 人，修讀副修學程學生數共 443 人，副修比率達    

26.4%；取得輔系 101 人，佔學士班畢業生總人數 6.03 %；取得雙主修人數 43 人，佔學士班

畢業生總人數 2.57%；學士班延畢生共 442 人，佔學士班應畢業生總人數 20.87 %。 

七、109學年度學士班新生選讀全英語分組、學位學程：資訊工程系國際組核准1人；諮商與

臨床心理學系國際組11人；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核准4人。 

八、 108 學年度註冊法規配合相關法令及實際需求修訂如下： 

（一）修訂「學生修讀輔系辦法」，修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之學生，得修讀同級或向下

一級輔系，不另授予學位之相關規定。 (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修訂「延誤交繳學雜費之處理原則」，學雜費分期至多同意分三期繳交之時程與

金額，及舊生經專案請准分期繳費後，仍未按各分期期限內完成繳費、未完成註冊，依

學則應予退學之規定(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三）修訂「碩士班招生獎勵辦法」，核發之獎勵金擇一頒發予獲獎系所或系所招生績

優教職員(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四）修訂「優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外校學生錄取頂大等大學選擇本校就

讀者，發給獎學金之規定(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1、3次行政會議通過)。 

（五）修訂「菁英入學獎學金設置辦法」及「獎勵東部（宜花東）高中優秀新生入學辦

法」學科能力測驗成績，學雜費減免獎勵條件級分採計規定(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

政會議通過)。 

（六）修訂「學生成績排名基本規則」，學生因先修、免修、抵免、教抵等方式取得之科

目學分，僅列計學分數，不列計平均成績計算，亦不計入學期、學年及歷年班級成績排

名(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議通過)  

（七）修訂「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修訂各系、所、院、學位學程每學年核訂

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爰依部訂「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四條，以該系、所、

院、學位學程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流用

等規定。(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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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訂「五年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明訂學雜費之退費，按學生於大四實際繳交

金額辦理，不含已享公費、學雜費減免及獎學金等規定。(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議

通過) 

（九）修訂「學士班學生修讀跨校輔系辦法」，泛太平洋聯盟大學系統夥伴學校學生互惠

修讀跨校輔系之相關規定。(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議通過) 

九、本校自 108 學年度起將原國際悠遊學生證改為悠遊學生證，並於 108 學年度起提供

「學生證查詢系統」，俾新生能自行上網查詢悠遊學生證製發情形。另為方便同學之需求

自 108-2 起本組向康文文教基金會採購國際悠遊學生證，提供本校有出國需求的學生向

本組提出申請改發國際悠遊學生證。 

十、自 108 學年起啟用「學生線上申請各項證明文件系統」，本校校友及在校生可經由

本系統線上申請成績單、各項證明文件、補發學位證書等、線上繳費，且不需另購置回

郵信封等，另「悠遊卡刷卡申請成績單系統」亦於 108 學年度起啟用，學生持悠遊學生

證即可申請列印成績單，無須另備零錢，便利校友及學生辦理各項證明文件之申請，頗

獲校友及學生好評。 

十一、配合教育部新頒發之「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論文認定

準則」的規定，自108學年度起本校增設及調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案，改由本校各

院、系、所、學位學程、組擬議，經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論通過再提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一）國立東華大學108學年度增設系(所)(組)(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系(所)

組別(全

稱)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

學年

度 

備註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人文社會

科學學院

華語文教

學國際博

士班 

            文學

博士 

Doctor 

of 

Philoso

phy 

Ph.D. 110 1.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新增人文社

會科學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

博士班在案 

法律學系

(學士班) 

法律學

學士 

Bachel

or of 

Laws 

B.L.             111 1.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新增法律學

系(學士班)在案 

法律學系

原住民專

班(學士

班) 

法律學

學士 

Bachel

or of 

Laws 

B.L.             111 1.教育部 107.8.27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29748D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新增法律學

系原住民專班(學士班)在案 

幼兒教育

學士後學

位學程教

保員專班

(學士班) 

教育學

學士 

Bachel

or of 

Educati

on 

B.Ed.             109 1.教育部 108.4.23 臺教高(二)

字第 108004640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新增在案幼

兒教育學士後學位學程教保

員專班(學士班，二年畢業)

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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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組別(全

稱)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

學年

度 

備註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原住民族

樂舞與藝

術學士學

位學程

(學士班) 

原住民

藝術學

士 

Bachel

or of 

Indigen

ous 

Arts 

B.I.A.             111 1.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新增原住民

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學

士班)在案 

企業管理

學系碩士

班一般組 

      企業

管理

學碩

士 

Master 

of 

Busines

s 

Admini

stration 

M.B.A.       109 1.教育鈞部 83.03.10 台(83)高

(一)字第 012535 號函核准自

83 學年度設立碩士班在案 

2.教育部 85.4.9 台(85)高(二)

字第 85505263 號備查學位

為管理學碩士 

3.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企業管理學

系碩士班新增學籍分組為一

般組/國際組在案 

4.企管系今申請碩士班一般

組/國際組授予企業管理碩士 

企業管理

學系碩士

班國際組 

      企業

管理

學碩

士 

Master 

of 

Busines

s 

Admini

stration 

M.B.A.       109 

 

會計學系

碩士班 

      會計

學碩

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9 
1.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新增會計學

系碩士班在案 

資訊管理

學系碩士

班一般組 

      資訊

管理

學碩

士 

Master 

of 

Informa

tion 

Manage

ment 

M.I.M.       109 1.教育部 106.07.28 臺教高

(四)字第 1060105636 號函核

准自 107 學年度設立碩士班

在案 

2.教育部 108.01.19 臺高(二)

字第 1080005358 號函同意

備查學位名稱為資訊管理學

碩士 

3.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資訊管理碩

士班新增學籍分組為一般組/

國際組在案 

資訊管理

學系碩士

班國際組 

      資訊

管理

學碩

士 

Master 

of 

Informa

tion 

Manage

ment 

M.I.M.       109 

材料科學

與工程學

系碩士班

一般組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9 
1.教育部 85.04.28 台(88)高

(一)字第 85506564 號函核准

自 86 學年度設立碩士班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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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組別(全

稱)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

學年

度 

備註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材料科學

與工程學

系碩士班

國際組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9 2.教育部 88.2.5 台(88)高(二)

字第 88012467 號備查學位

為工學碩士 

3.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碩士班新增學籍分

組為一般組/國際組在案 

化學系碩

士班一般

組 

      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9 1.教育部 85.01.23 台(83)高

(一)字第 85500292 號函核准

自 85 學年度設立碩士班在

案 

2.教育部 86.6.11 台(88)高

(二)字第 86117516 號備查學

位為理學碩士 

3.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

自 108 學年度起化學系碩士

班新增學籍分組為一般組/國

際組在案 

化學系碩

士班國際

組 

      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9 

 

（二）國立東華大學 108學年度系(所)(組)(學位學程)調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系(所)

組別(全

稱)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

學年

度 

備註 

中文

全稱 

英文全

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企業管理

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企業

管理

學碩

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

ration 

M.B.

A. 

      109 1.教育部 85.01.23 台(83)高

(一)字第 85500292 號函核准

自 85 學年度設立學士班在案 

2.教育部 88.1.12台(88)高(二)

字第 88002397 號備查學位為

管理學學士 

3.教育部 88.02.10 台(88)高

(一)字第 88014450 號函核准

自 88 學年度設立碩士在職專

班在案 

4.教育部 90.3.27台(90)高(二)

字第 90041259 號備查學位為

管理學碩士 

5.教育部 107.8.6 臺教高(四)

字第 1070130360 號函核准自

108 學年度起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班新增學籍分組為一般

組/國際組在案 

6.企業管理學系今申請碩士

班一般組/國際組授予企業管

理學碩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為使學位名

稱一致，該系併案申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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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組別(全

稱)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

學年

度 

備註 

中文

全稱 

英文全

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108 學年度(含)起入學的學士

班及碩專班新生統一授予企

業管理學學士、企業管理學

碩士，惟 107 學年度(含)以

前入學生仍維持授予管理學

學士、管理學碩士，至於博

士班仍維持授予管理學博士 

◆  綜合業務組 

綜合業務組主要例行性工作分為三大類：招生業務、招生文宣品製作及招生活動宣傳等，

並於相關招生作業前明訂相關法規，以下為 108 學年度之業務執行概況。 

一、法規修正：新增訂本校「國立東華大學招收境外就學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返臺就學銜接專案計畫單獨招生規定」，修訂「學士後學位

學程教保員專班招生規定」。 

二、招生業務：主要為增設與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提報、招生名額總量規劃及各項招生業務

執行。依據教育部當學年度核定之招生總量名額，參考他校招生時程，規劃

本校招生策略，及配合各項招生宣導作業，期能為本校招收優秀學生入學。 

（一）109 學年度招生考試日程： 

招生作業事項 
招生 
簡章 
公告 

報名 初試 

初試放
榜及下
載複試
通知單 

複試 
公告 
榜單 

寄發 
(下載) 
錄取通
知書及
成績單 

正取生 
驗證及
報到 

備取生 
報到截
止日 

學
士
班 

特殊選才 108.09.27 
108.11.06

～11.20 
-- 108.12.16 108.12.21 108.12.27 108.12.27 109.01.13 109.03.02 

繁星推薦 108.11.01 
109.03.11 

~03.12 
-- -- -- 109.03.18 109.03.18 -- -- 

個人申請 108.11.01 
109.03.23 

~03.24 
-- -- 109.04.23 109.05.01 109.05.01 -- -- 

考試分發 108.11.12 -- -- -- -- 109.08.07 -- -- -- 

單獨招生 
（原院聯招、體育系、 

音樂系、法律原民專班） 
108.11.13 

109.02.05 

~02.20 
-- 109.03.16 

109.03.21 

~03.22 
109.03.27 109.03.27 109.04.13 

1.原院聯招、體

育系：06.30 

2.法律原民專

班、音樂系：

09.14 

暑假轉學 

招生考試 
109.05.08 

109.06.05 

~06.19 
-- -- -- 109.07.15 109.07.15 109.07.22 109.09.14 

寒假轉學 

招生考試 
109.11.11 

109.12.14 

~12.28 
-- -- -- 110.01.21 110.01.21 110.01.27 110.02.22 

109-1 境外臺生 109.06.08 
109.06.29

～07.06 
-- -- -- 109.07.30 109.07.30 109.08.11 109.09.14 

109-2 境外臺生 109.11.09 
109.12.01

～12.08 
-- -- -- 110.01.04 110.01.04 110.01.18 1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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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所 

碩士班、 

博士班甄試 
108.09.02 

108.10.01 

~10.14 
-- 108.11.04 

108.11.07 

~11.09 

108.11.04 

108.11.18 

108.11.04 

108.11.18 
108.11.26 109.02.17 

碩士班、 

碩專班考試 
108.11.11 

108.12.19 

~109.01.07 
109.03.07 109.03.16 109.03.21 

109.03.16 

109.03.27 

109.03.16 

109.03.27 
109.04.15 109.09.14 

博士班考試 109.02.26 
109.04.08 

~04.21 
-- 109.05.11 

109.05.15 

~05.16 
109.05.25 109.05.25 109.06.11 109.09.14 

（二）109 學年度招生情形： 

項目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特殊 

選才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考試 

分發 
（含回流 

名額） 

單獨 

招生 
(原院聯

招、體育

系、音樂

系、法律

原民專

班） 

暑假 

轉學 

招生 

考試 

甄試 
考試 

(含專班) 
甄試 考試 

招生名額 17 305 729 668 120 165 358 527 30 33 

報名人數 275 2,331 2,592 - 204 557 550 754 38 45 

錄取率 6.18% 13.08% 28.13% - 58.82% 29.62% 65.09% 69.89% 78.95% 73.33% 

（三）各項招生業務持續改進推動： 

1.配合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執行，銜接 111 學年度學習歷程審查規

劃，辦理各項招生專業化講習會及工作坊，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參與高中觀課活動，

與高中維持良好對話關係。並持續精進本校招生相關作業系統，參考各校優點、強

化本校系統功能、檢討試務流程，建立完善招生作業機制。 

2.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部分學系採用僅採「書面審查」或

「團體面談與認識本系」方式辦理，未來將配合各方意見及教育部規定持續辦理。 

三、廣告、文宣類作業： 

(一) 與中國廣播公司合作，109 年 2 月 24 日至 3 月 24 日於中廣新聞網全國與地方頻率

播出學士班招生廣告以強化招生效果，進而吸引學生選填本校。 

(二) 學士班招生廣告於 109 年 3 月 15 日（日）刊登於聯合報《大學專刊》。 

(三) 與行家策略行銷有限公司合作，當年度分兩個檔期（每檔期一個月）於各大網站辦

理刊登學士班招生廣告。 

(四) 於學測志願選填期間，於本校首頁及招生網頁放置 IOH Banner 輪播，透過講座曝光

本校知名度並提供考生對學校進行深入了解。 

(五) 110學年度學士班單獨招生海報正進行印製中，將於12月初寄發各高中職學校宣傳。 

四、活動類作業： 

(一) 高中校園宣傳活動： 

1.郵寄文宣品：本校 109 年 8 月底將「系所簡介摺頁」寄至全國 516 所公私立高中 

職輔導室，請各高中職輔導室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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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組 109 年 8 月 17 日發函至各高中，提供本校可安排資深教授到高中校園與學子

座談資訊，現已有高中陸續回覆講座辦理意願，將依高中申請聯繫各系辦理相關事

宜。 

3.「名師出馬—認識東華」講座：為前進各高中，本校針對「名師出馬」活動發文至

本校近三年註冊人數最多 100 所公私立高中及各地區明星高中，請各高中於舉辦活

動前一個月通知本校，本組將依需求請各院系提供相關資料與人力支援。 

4.108 學年度名師出馬：33 場次 

日期 高中學校 學系 教授 

108 年 9 月 25 日 宜蘭縣立南澳高級中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簡月真教授 

108 年 9 月 27 日 新北市私立光仁高中 理工學院 郭永綱教授 

108 年 9 月 28 日 中華民國全國家長教育協會(花蓮高中) 教務處 呂家鑾專委 

108 年 10 月 21 日 台中市立台中第二高級中學  電機工程學系 翁若敏教授 

108 年 10 月 22 日 台北市立陽明高中 生命科學系 袁大鈞教授 

108 年 11 月 4 日 新北市立中和高中 財務金融學系 侯介澤教授 

108 年 11 月 4 日 國立潮州高中 法律學系原住民專班 張鑫隆教授 

108 年 11 月 4 日 國立鳳新高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俊良教授 

108 年 11 月 15 日 桃園市立桃園高中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李俊鴻教授 

108 年 11 月 15 日 新北市裕德雙語國際學校(高中部) 資訊管理學系  侯佳利教授 

108 年 11 月 15 日 新北市裕德雙語國際學校(高中部) 電機工程學系 翁若敏教授 

108 年 11 月 22 日 臺北市私立景文高級中學 應用數學系 吳建銘教授 

108 年 11 月 27 日 國立華僑高中 電機工程學系 翁若敏教授 

108 年 11 月 29 日 高雄市立左營高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俊良教授 

108 年 11 月 29 日 高雄市立左營高中(體育班)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尚憶薇教授 

108 年 11 月 29 日 高雄市立左營高中(一般班)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尚憶薇教授 

108 年 12 月 2 日 臺北市立華江高中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徐偉庭教授 

108 年 12 月 3 日 臺北市萬芳高中(第一場) 華文文學系 許又方教授 

108 年 12 月 3 日 臺北市萬芳高中(第二場) 華文文學系 許又方教授 

108 年 12 月 4 日 宜蘭縣立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中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余慧君教授 

108 年 12 月 4 日 臺東女中 共教會 廖慶華教授 

108 年 12 月 4 日 臺東高中 法律系 蔡志偉教授 

108 年 12 月 4 日 臺東高中 共教會 廖慶華教授 

108 年 12 月 6 日 國立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原住民民族學院 張希文教授 

108 年 12 月 10 日 國立花蓮高級中學 資訊工程學系 蔡正雄教授 

108 年 12 月 10 日 國立花蓮高級中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家華教授 

108 年 12 月 13 日 國立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財務金融學系 蕭義龍教授 

108 年 12 月 17 日 臺北市萬芳高中 企業管理學系 陳雯虹教授 

108 年 12 月 17 日 臺北市萬芳高中 企業管理學系 陳雯虹教授 

108 年 12 月 20 日 桃園市立內壢高中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賴來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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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高中學校 學系 教授 

109 年 1 月 4 日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 教務處 呂家鑾專委 

109 年 3 月 13 日 基隆市立中山高中 藝術學院  劉惠芝教授 

109 年 5 月 8 日 新北市三民高中 公共行政學系 羅晉教授 

5.108 學年度高中校園博覽會：18 場 

日期 高中名稱 

108 年 10 月 16 日 國立苑裡高級中學 

108 年 10 月 17 日 臺北市私立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108 年 11 月 9 日 桃園市立大溪高級中等學校 

108 年 11 月 14 日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108 年 11 月 15 日 臺北市私立泰北高級中學 

108 年 11 月 22 日 新北市立雙溪高級中學 

108 年 12 月 13 日 國立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108 年 12 月 13 日 國立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8 年 12 月 19 日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108 年 12 月 21 日 國立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08 年 12 月 21 日 國立基隆高中 

109 年 1 月 6 日 臺中市私立新民高級中學 

109 年 1 月 20 日 國立宜蘭高級中學 

109 年 1 月 22 日 桃園市立新屋高級中等學校 

109 年 3 月 2 日 臺北市立復興高級中學 

109 年 3 月 6 日 新北市立新北高級中學 

109 年 3 月 6 日 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109 年 3 月 13 日 宜蘭縣私立慧燈高級中學 

109 年 5 月 5 日 國立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二) 「招生專業化計畫」活動辦理： 

招生專業化計畫辦公室為協助大學進入高中觀課並促進大學端與高中端對話，自 109 年

度起各分區皆辦理觀課活動，另邀請各分區參與觀摩。 

日期 活動名稱 講師 

108.8.13 東華大學招生專業化講習會 國立宜蘭大學教務處楊淑婷組長 

108.11.26 慈濟大學招生專業化諮詢會議 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3.13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經驗分享工作坊 
語傳系董克景主任及呂家鑾專門

委員 

109.7.1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招生專業化工作坊 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7.10 大學招生專業化計畫說明會暨經驗分享工作坊 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7.16 
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圓桌會議-高中與大學之對

話 

本校與東吳大學、國立臺灣藝術

大學及國立宜蘭大學（聯合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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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未來一年將推動之重要教務業務 

◆  課務組 

一、持續整合教學資源，推動鼓勵跨領域學習，並鼓勵教師開設跨域共授實體(或磨課師)課程、

全英語授課課程，核予教師開課獎勵金、授課時數、補助教材製作費、增配教學助理等。 

二、鼓勵開授暑期先修學習課程與營隊，提升學士班準新生學習動機及成效。 

三、定期召開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本校學程規劃並擬訂調整方向。 

四、定期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強化校外專業實習機制及完備院系實習法規與制度，提

升學生就業力及競爭力。 

五、賡續辦理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公開表揚，建立優良導師典範制度，獎勵及表彰教師對教

學、研究的努力與貢獻。 

六、滾動修正課務組業管法規及簡化流程，配合師生需求持續優化作業系統，以提升服務品

質與行政效能。 

七、修正「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原名稱：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

辦法）」，增列「指導教授應確認研究生論文題目與內容符合其所屬系所專業領域。」，以

及論文相似度比對報告標準由各系所自訂，得由系所自行規定於學位考試時或畢業離校

前提交。 

八、協助媒合附屬高中專班課程之開設及協同教學。 

◆  註冊組 

一、 賡續註冊組相關法規及業務作業流程之改善：檢視各項法規及現行實際作業與教育部法

規是否相符或有需修訂；配合教育部學位授予法之修訂及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

件及代替碩士博士論文認定準則之頒佈，將修訂相關等相關法規。 

二、 改善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本學年度規劃線上審核畢業學分，學生可上網查詢各學系及

相關單位的畢業學分審查結果。 

三、 為強化本校學位論文品保機制，除修訂本校「博、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要點」部分條文，學位論文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應予課責，並於畢業離校手續加列指導

教授就學位論文及畢業條件論文比對系統相似度結果。 

四、 持續提供各項休、退學、畢業、延畢、輔系、副修、雙主修及學業不及格等資料，請各

學系注重學生學習品質加強課業輔導。 

◆  綜合業務組 

為因應少子化趨勢，日後招生作業將更具挑戰性，招生業務除秉持以往謹慎態度因應外，

更期能廣集各校招生資訊，結合資訊技術增進招生試務系統效能，分析不同招生管道入學學

生表現等，並與招生學系進一步溝通協調，以提升本校入學生素質，以下為招生作業及宣傳

活動努力方向： 

一、教育部核定 110 學年度本校招生名額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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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學制 夜間學制 日夜間 

學  制 

合  計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小計 學士班 

碩士 

在職專班 
小計 

1,775 631 59 2,465 0 224 224 2,689 

※以上名額已含半導體 AI、機械領域擴充名額合計 76 名（學士班 38 名、碩士班 31 名、博

士班 4 名及碩專班 3 名）。 

二、本校 110 學年度無核定增設調整案。 

三、為提高弱勢學生報考意願，本處規劃以下措施： 

(一) 減輕應考經濟負擔 

1.自 107 學年度起之各項招生考試報名費，實施「低收入戶考生免收；中低收入戶考

生減免 60%」（並不限報考幾個系組）。 

2.「特殊選才」及「個人申請」管道補助低收、中低收入戶考生蒞校參加面試之交通

及住宿費。 

3.「個人申請」管道提供花蓮火車站往返本校之免費交通接駁，以利考生應試。 

(二) 「特殊選才」及「個人申請」管道辦理優先錄取機制，鼓勵弱勢及偏鄉學生入學就

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生、花蓮、臺東地區學校學生）。 

(三) 配合教育部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升學之願景計畫執行，110 學年度起「特殊選才」及

「個人申請」管道除上述對象外，另納入特殊境遇家庭考生。 

四、本處與圖書資訊處合作，配合招生現況開發並持續精進各類招生考試試務系統： 

(一) 考試成績登錄及核算改採線上系統登錄，以降低人工登錄及核算成績之錯誤率。 

(二) 考試成績證明及錄取通知採網路下載方式取代郵寄，以提升資訊傳遞時效。 

(三) 備審資料上傳系統已開發完成，目前運用在本處自行辦理之單獨招生及轉學考考

試，並持續改善系統功能及使用穩定性。該系統之開發用意盼減輕考生負擔，並搭

配線上評分系統，增進審查委員評分效能。 

五、本校自 108 學年度起辦理特殊選才招生，提供不同才能學生升學管道；109 學年度擴增招

生名額，整體成效卓著，110 學年度將配合教育部願景計畫繼續辦理，期能招收更多面

向之優秀學子入學。 

六、賡續整體文宣作業，除出版東之皇華（學校簡介）外，並配合多場活動，印製大學部單

張簡介。另將挑選適合之平面、電子及網路媒體，進行形象廣告宣傳。 

七、持續進行高中校園宣傳活動、高中校園博覽會、師生回母校活動及邀請高中師生蒞校參

訪外，並依過去活動之效益，參與其他大型博覽會，藉以達到實體宣傳之效果。 

八、本處已於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成立學生招生社團-希望之星，透過甄選及完整的訓練之後，

派遣同學至各高中職協助招生。迄今仍持續於每年 9 月份培訓舊生及新血，以協助校方

招生宣傳相關事宜。 

九、本處預計將於 110 年 3 月 27、28 日(六、日)分別在高雄、臺北舉辦繁星講座，藉由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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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繁星推薦的錄取生認識本校。 

十、持續推動「招生專業化計畫」，增進與高中端對話交流，進而精進及優化選才機制。 

日期 活動名稱 講師 

109.08.10 校務研究(IR)系統與招生專業發展經驗交流座談會 

國立宜蘭大學陳淑娟小姐、官淑蕙

專任助理及系統設計組簡立仁組

長、國立東華大學蔡正雄副教務長 

109.8.19 
原來如此特別：大學招生專業化促進大學擁抱多元與

協助弱勢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董克景系主

任及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8.27 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發展現況與應用工作坊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洪政欣教授 

109.9.3 招生專業化跨校交流會議 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9.8 能力取向評量尺規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劉兆明顧問 

109.9.9 招生試務作業變革及調整說明會 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9.13 109 年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家長宣導說明會 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9.23 教師研習營及高中觀課分享 
國立東華大學自資系李俊鴻主任/

楊悠娟教授、諮臨系劉効樺主任 

109.10.26 招生專業化南區小組會議 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10.30 國立宜蘭大學講習會 教務處呂家鑾專門委員 

109.11.5 招生專業化講習會 國立中央大學招生組周弘偉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