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學院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財務金融碩士學分學程、財務金融學士學分學程、英語授課商學碩士學分學程、英語授

課商學學士學分學程、會計師事務所專業養成學士學分學程、電子商務碩士學分學程、

電子商務學士學分學程、創新創業學士學分學程、資本市場鑑識學士學分學程、企業社

會責任學士學分學程、賽會活動籌組專業人力就業學士學分學程、金融科技學士學分學

程)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學士學分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

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

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

請，皆可依據個人興趣修

讀本學程。 
 
碩士學分學程 
三、 本校碩士班(含碩士在職

專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

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

申請，皆可依據個人興趣

修讀本學程。 

第三條 
學士學分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

班)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

可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

程。 
 
 
碩士學分學程 
三、 本校碩士班(含碩士在職

專班)學生無需先行申請，

皆可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

學程。 

為配合臺北聯合大學系統

自108年度將開放系統內學

校學生得跨校互選學分學

程並核發證書，擬將本學分

學程修習對象增加北聯大

系統學校之學生得修讀、申

請。 

最後一條 
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院課

程委員會通過、及條文部分

經院務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

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

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最後一條 
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院課

程委員會通過、條文部分經

院務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

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考量條文與課程規劃雙軌

處理易產生法規與課程規

劃生效時程不一致之情形，

參考本校其他學分學程設

置單位，除電機資訊學院所

屬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與本

院雷同外，其餘設置單位之

設置要點及課程規劃之修

正皆僅送課程委員會，本院

擬以此方向修正，以避免修

正程序時序的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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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企業社會責任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6.11.23  106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 

107.01.03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二、設立宗旨：近年來企業社會責任在實業界與學術界皆受到大量的重視，企業

的各方利害關係人也開始關注企業從事企業社會責任行為的重大議題，包含

公司治理、環境保護與社區參與等，認為企業的永續經營模式不再是極大化

股東權益，而是與地球上所有資源生物共存榮。本學程希望讓學生培養此永

續關懷的企業胸襟，進而因應目前企業永續經營模式、與未來職涯相連結，

故成立「企業社會責任學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

皆可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

必修課程應修習六門課，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二門課，全部應修畢二十

五學分(含)以上。除通識學分不得採計之外，凡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

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集人同意，得

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

必修科目。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

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

檢附「本學分學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

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

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

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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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金融科技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6.05.03  105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106.06.14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二、設立宗旨：金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也稱為 FinTech)，係運用網路與

資訊科技創造出新的金融服務模式，為因應金融環境的變遷與需求，優秀的

金融從業人員，必須能了解科技對於金融商品的影響與創新機會，而資訊背

景的學生，亦應具備對於新金融服務的知識與未來技術發展，以符合國際金

融產業發展的趨勢。是以成立「金融科技學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

皆可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基礎、

核心及統整必修課程應修習六門課，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二門課，全部

應修畢二十四學分(含)以上。除通識學分不得採計之外，凡修習未列於本學

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集

人同意，得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

書。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

必修科目。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

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

檢附「學分學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

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

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

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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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英語授課商學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97.10.08   授課教師協調會課程協調 

97.10.15   97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 

97.12.03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課程規劃 

98.04.15   97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 

98.06.16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5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5.02  100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 

101.06.20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4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1.11.28  101 學年度第 2 次院會議修訂 

102.03.13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7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次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之。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世界潮流，訓練具有國際視野及具有最新商

學知識的專業人才，並提升本校之競爭能力，故成立「英語授課商學碩士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 

三、本校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

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必修課程應修習三學分，

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十二學分。全部應修畢十五學分(含)以上，凡修習未列於本

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集人同意，

得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所)之必修科目。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學

分學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

院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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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英語授課商學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97.10.08   授課教師協調會課程協調 

97.10.15   97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 

97.12.03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課程規劃 

98.04.15   97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06.16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5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5.02  100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06.20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4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1.11.28  101 學年度第 2 次院會議修訂 

102.03.13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7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之。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世界潮流，培育具商學知識的專業人才，並

提升學生就業之競爭能力，故成立「英語授課商學學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據個人

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基礎課程及選修課程。基礎課程應修習至少一

門課，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四門課，全部應修畢二十一學分(含)以上。凡修習未列於

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集人同

意，得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學

分學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

院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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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財務金融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97.01.18  96 學年度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課程規劃 

97.02.27  96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訂定 

97.06.09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課程規劃 

97.06.17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2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98.06.16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5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1.03.14  100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6.20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4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院務會議通過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世界潮流，訓練具有國際視野及具有最新金融知識的

高階財務金融專業人才，配合本校長期發展並提升學生之競爭能力，故成立「財務金融碩士學

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三、本校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據個人興

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必修課程應修習三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十二學分，全部應修畢十五學分(含)以上。凡修習未列於本學

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集人同意，得承認為

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本學分學程

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

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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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財務金融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97.01.18  96 學年度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課程規劃 

97.02.27  96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訂定 

97.06.09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課程規劃 

97.06.17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2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98.06.16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5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3.14  100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6.20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4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2.06.19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8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世界潮流，培育具有最新財務金融商業知識的專業人

才，配合學校發展並提升學生就業之競爭能力，故成立「財務金融學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

本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據個人興趣

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必修課程應修習九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十二學分，全部應修畢二十一學分(含)以上。除通識學分不得

採計之外，凡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

或學程召集人同意，得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學

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五、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六、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七、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八、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九、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本學分學程

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

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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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會計師事務所專業實務養成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1.05.02  100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訂定 

     101.05.16  100 學年度第 4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101.06.20  100 學年度第 34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1.11.28  101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3.13  101 學年度第 37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2.06.19  101 學年度第 38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新舊會計時代交替與國際化的世界潮流，培育具有會計實務專業人才，配合

學校發展並提升學生就業之競爭能力，故成立「會計師事務所專業實務養成學士學分學程」（以

下簡稱本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除會計系學生(含輔

系及雙主修學生)外皆可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科目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課程、專業選修課程暨實習課程（實習細則另

訂之）。 

專業必修課程應修習 12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應修習 9 學分，全部應修畢 21 學分(含)以上，凡

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集人

同意，得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學分學程證

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

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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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資本市場鑑識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0 年 01 月 13 日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 年 03 月 25 日第 3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 年 03 月 20 日商學院 101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年 6 月 19 日第 38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 年 10 月 04 日商學院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 年 01 月 04 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 年 03 月 06 日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之。 
二、為因應經濟全球化及資金國際化對鑑識專業人才之需求，透過跨院系之專業知識

整合，以培植資本市場所需之鑑識專業人才，特設立「資本市場鑑識學士學分學

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須先行申請，皆可

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必修

課程應修習 11 學分以上，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習 10 學分以上。全部應修畢 21
學分(含)以上，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凡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

師或學程召集人同意，得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 
五、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六、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七、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

科目。 

八、學程各課程修習人數上限由授課教師訂定之。 
九、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十、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一、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

附「本學分學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

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

程證明書。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三、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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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跨校「創新創業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0.03.25  99 學年度第 3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6.20  100 學年度第 3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8  101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3.13  101 學年度第 37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4.03.18  103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0.14  104 學年度第 43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與「98 年 9 月 18 日「臺北聯合大學

系統」三校教務資源分享互惠協調會議」訂定之。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全球產業競爭日趨激烈的世界潮流，培育具有創新管理的專業人才，

配合學校發展並提升學生就業之競爭能力，故成立「創新創業學士學分學程」（以下簡

稱本學程）。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據個

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由國立臺北大

學、國立臺北科技大學、臺北醫學大學三校共同開課。全部課程應修畢 18 學分(含)以
上且至他校修畢 6 學分(含)以上，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跨校創新創業學士學分學程

證明書」。若全部課程修畢 18 學分(含)以上，但至他校修畢低於 6 學分(不含)，經由申

請認證後始發給「創新創業學士學分學程證明書」。凡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課

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集人同意，得承認為本學

程之選修學分。 

五、本學程專業必修課程為「管理學」，三校均有開課，學生可至任一校修習。本學程課

程規劃由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北科技大學、臺北醫學大學三校共同訂定與修正，經

各校行政程序修正通過後施行。 

六、本學程課程以現場授課為主，亦得採遠距教學。 

七、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八、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九、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十、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十一、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二、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本

學分學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

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四、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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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電子商務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97.12.03   97 學年度第一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98.04.15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商學院第 3 次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98.06.16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5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1.11.28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商學院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 

102.03.13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7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商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商學院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之。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資訊化社會之發展趨勢配合本校長期發展。特訂定電子商務碩士

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學程)，以培養學生習得電子商務之專業知能，進而提升

學生就業競爭力。 
三、本校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

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學分數及應修科目：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應修科目包含必修課程 3 學分；選

修課程 12 學分。結業應修學分最低為 15 學分。 
凡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

師或學程召集人同意，得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

學程證明書。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所)之必修科目。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

「學分學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

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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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電子商務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1.11.28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商學院第 2 次院務會議訂定

 102.03.13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7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10.04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1.0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 學年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資訊化社會之發展趨勢，培養本校大學部學生習得電子商務之專

業知能，進而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故設立電子商務學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

程）。 

三、凡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

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必修課

程應修三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十二學分，全部應修畢十五學分(含)以上。 

五、凡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

或學程召集人同意，得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

證明書。 

六、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

目。 

七、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八、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九、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十、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一、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

「本學分學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

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三、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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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賽會活動籌組專業人力就業學士學分學程」 

設置要點  

105.10.04 105學年度第1次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106.01.04 105學年度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6.11.23  106學年度第1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1.03 106學年度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學年度第4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未來運動產業及現階段運動賽事辦理之快速成長，並引進企業界參與人才培

訓工作，俾使大專院校學生培養更多元化之職場就業技能，以運動與賽會活動辦理就業職場現

況及未來產業發展設立「賽會活動籌組人力就業學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藉由

職場實習強化學生與業者互動關係，提昇學生之就業力，以利畢業生未來順利進入職場。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據個人興趣

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共通核心職能課程6學分、專精課程15學分，全部應修

畢21學分，且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6學分

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五、本學程採認之「職場體驗」課程，學生除需依開課單位之修課規範進行外，實習時數須至少80

小時為賽會活動相關實習，始得採認為本學程學分。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據此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學分學程證

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

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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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立臺北大學「巨量資料探勘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4 年 03 月 12 日 103 學年度第 4 次統計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4 年 03 月 18 日 103 學年度第 2 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4 年 10 月 14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3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 年 10 月 04 日 105 學年度第 1 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6 年 01 月 04 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一、 國立臺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商學院與電機資訊學院為因應巨量資料之發展趨勢，培養本

校跨領域專業人才，進而提昇學生專業能力與競爭力，特設立「巨量資料探勘學士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 

二、 本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三、 凡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 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共同必修課程、資訊及資料分析專業選修課程。

專業共同必修課程應修二十一學分，除共同課程外，學生至少要跨領域選修課程九學分(含)

以上，全部應修畢三十學分(含)以上，且其中至少須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

輔系之必修科目。  

五、 凡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

集人同意，該課程得以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六、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 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 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據此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 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 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本學分學

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

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 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資訊工程學系及統計學系系課程委員會及所屬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條

文部分經資訊工程學系與統計學系系務會議及所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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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立臺北大學統計學系 107 學年度第 3 次系務會議記錄 

一、時間：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30~13:30 

二、地點：三峽校區商學大樓商 7F22 會議室 

三、主席：黃怡婷主任        記錄：林冠妤助教 

四、出席委員：應到委員 29 人（詳簽名單）。 

五、主席報告：如 PPT 

六、系務工作檢討：略。 

七、107 學年度第 2 次系務會議紀錄（107.12.12），出席委員確認中。 

八、107 學年度第 2 次系務會議決議事項執行結果（詳附件 A）。 

九、討論提案： 

提案一~四:略。 
 

提案五: 

案由：國立臺北大學「巨量資料探勘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訂案。 

說明：依本校課務組及商學院建議，並配合學分學程課程規劃修訂過程，修訂本校「巨量資料探勘

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詳附件 5-1)第十二條，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說明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資

訊工程學系及統計學系系

課程委員會及所屬院課程

委員會通過、條文部分經

資訊工程學系與統計學系

系務會議及所屬學院院務

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
資訊工程學系及統計
學系系課程委員會及
所屬院課程委員會通
過、條文部分經資訊工
程學系與統計學系課
程委員會及所屬學院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
一併送校課程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本校課務組及

商學院建議，並配

合學分學程課程

規劃修訂過程，條

文部分修正改由

系及院課程委員

會修正。 

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送資訊工程學系系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略。 

十、臨時動議：略。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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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國立臺北大學「巨量資料探勘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草案 

 

104 年 03 月 12 日 103 學年度第 4 次統計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4 年 03 月 18 日 103 學年度第 2 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4 年 10 月 14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3 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 年 10 月 04 日 105 學年度第 1 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6 年 01 月 04 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 年 01 月 09 日 107 學年度第 3 次統計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一、 國立臺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商學院與電機資訊學院為因應巨量資料之發展趨勢，培養本

校跨領域專業人才，進而提昇學生專業能力與競爭力，特設立「巨量資料探勘學士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 

二、 本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三、 凡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四、 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共同必修課程、資訊及資料分析專業選修課程。

專業共同必修課程應修二十一學分，除共同課程外，學生至少要跨領域選修課程九學分(含)

以上，全部應修畢三十學分(含)以上，且其中至少須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

輔系之必修科目。  

五、 凡修習未列於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若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程召

集人同意，該課程得以承認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六、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 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 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據此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 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 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本學分學

程證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

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 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資訊工程學系及統計學系系課程委員會及所屬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條

文部分經資訊工程學系與統計學系課程委員會及所屬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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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賽會活動籌組專業人力就業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
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

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

依據個人興趣修讀本學程。 

三、本校學士學生無需先行申

請，皆可依據個人興趣修讀

本學程。 

為配合臺北聯合大學系統自

108 年度將開放系統內學校學

生得跨校互選學分學程並核發

證書，擬將本學分學程修習對

象增加北聯大系統學校之學生

得修讀、申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

程規劃分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6 學分、專精課程 15 學分，

以及 120 小時職場體驗。全

部應修畢21學分，並完成120
小時之職場體驗，且經由申

請認證後始發給就業學分學

程證明書。學生修習學程之

課程，應至少有 6 學分不屬

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

系之必修科目。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

課程規劃分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 6 學分、專精課程 15 學

分以及 120 小時職場體驗。

全部應修畢 21 學分，並完

成 120 小時之職場體驗。經

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就業

學程證明書。 

一、配合課程規劃，將 120 小

時職場體驗之要求，改以修習

課程「職場體驗」，並為選修課

程。 
 
 
二、新增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

法之規定，與本院其他學分學

程格式一致。 

五、本學程採認之「職場體驗」

課程，學生除需依開課單位

之修課規範進行外，實習時

數須至少 80 小時為賽會活

動相關實習，始得採認為本

學程學分。 

 一、本條新增。 
二、增加選修「職場體驗」課程

及本學程之修課規定。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

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

則相關規定辦理。 

五、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

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

則相關規定辦理。 

項次遞延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

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

期成績計算。 

六、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

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

期成績計算。 

項次遞延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

目學分者，不得據此申請延

長修業年限。 

七、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

目學分者，不得據此申請延

長修業年限。 

項次遞延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

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

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八、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

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

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項次遞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

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修畢

後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

前檢附「本就業學分學程證

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

九、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

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修畢

後檢附「本就業學程證明申

請書」及「成績單正本」向

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

一、項次遞延 
二、修正文字內容與本院其他

學程一致。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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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賽會活動籌組專業人力就業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

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

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

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就業學

分學程證明書。 

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

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

長同意後發給就業學程證

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

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

定辦理。 

項次遞延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院

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條文部

分經院務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

查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一、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院

課程委員會通過、條文部分

經院務會議通過後一併送

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

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項次遞延 

二、考量條文與課程規劃雙軌

處理易產生法規與課程規劃生

效時程不一致之情形，參考本

校其他學分學程設置單位，除

電機資訊學院所屬學分學程設

置要點與本院雷同外，其餘設

置單位之設置要點及課程規劃

之修正皆僅送課程委員會，本

院擬以此方向修正，以避免修

正程序時序的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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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賽會活動籌組專業人力就業學士學分學程」 

設置要點  

105.10.04 105學年度第1次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106.01.04 105學年度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6.11.23  106學年度第1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1.03 106學年度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實施 

108.03.06  107學年度第4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北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二、設立宗旨：為因應未來運動產業及現階段運動賽事辦理之快速成長，並引進企業界參與人才培

訓工作，俾使大專院校學生培養更多元化之職場就業技能，以運動與賽會活動辦理就業職場現

況及未來產業發展設立「賽會活動籌組人力就業學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藉由

職場實習強化學生與業者互動關係，提昇學生之就業力，以利畢業生未來順利進入職場。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及臺北聯合大學系統學校之學生無需先行申請，皆可依據個人興趣

修讀本學程。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共通核心職能課程6學分、專精課程15學分，全部應修

畢21學分，且經由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應至少有6學分

不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五、本學程採認之「職場體驗」課程，學生除需依開課單位之修課規範進行外，實習時數須至少80

小時為賽會活動相關實習，始得採認為本學程學分。 

六、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七、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凡未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不得據此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九、本學程每學年之認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數之限制。 

十、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學分學程證

明申請書」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

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課程規劃及條文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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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一條 

專業技術人員審查分為初

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進行。 

複審由院教評會辦理。 

院教評會應先將當事人之具

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分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初聘或升等均須有院教評會

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能

開會。就系教評會初審紀錄及具

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予以認定，並交換意見，

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

意為通過，於決定前得邀當事人

報告。 

獲複審通過者，由院教評會

將審查結果填入推薦書，再送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

教評會)決審。 

初聘未獲複審通過者，應由

院教評會敘明理由函知擬聘單

位。 

升等未獲複審通過者，由院

教評會敘明具體理由函知當事

人，並副知薦送單位，若當事人

不服，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

七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教評

會提出申復。申復案之成立與否，

應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

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理。申復案

一經成立，應送由院教評會重行

審議，院教評會得將當事人之具

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再送外審，每案以一次為

限。 

申復案不成立時，若當事人

第十一條 
專業技術人員審查分為初

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進行。 

複審由院教評會辦理。 

院教評會應先將當事人之具

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分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初聘或升等均須有院教評會

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能

開會。就系教評會初審紀錄及具

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予以認定，並交換意見，

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

意為通過，於決定前須邀當事人

報告。 

獲複審通過者，由院教評會

將審查結果填入推薦書，再送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

教評會)決審。 

初聘未獲複審通過者，應由

院教評會敘明理由函知擬聘單

位。 

升等未獲複審通過者，由院

教評會敘明具體理由函知當事

人，並副知薦送單位，若當事人

不服，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

七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教評

會提出申復。申復案之成立與否，

應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

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理。申復案

一經成立，應送由院教評會重行

審議，院教評會得將當事人之具

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再送外審，每案以一次為

限。 

申復案不成立時，若當事人

配合本校 107 年 11 月 14 日第 4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立臺北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辦法」第二條條文，考量專業

技術人員多為實務界領域地位

崇高人士，在邀請當事人報告執

行常有困難，爰配合修正為得邀

當事人報告，以增加彈性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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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不服，得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不服，得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二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審定、

聘任、升等、年資、具體事蹟、

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與國際大

獎之界定及年限之酌減等事項，

依專業領域之不同，由院教評會

審查。 

前項具體事蹟、特殊造詣

或成就之認定，應由各學院送

請校外同等級以上學者或專家

五人以上審查，且須四人以上

通過，其程序準用國立臺北大

學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 13 條

規定： 

一、新聘：三人審查，且須

二人以上通過。 

二、升等：五人審查，且須

四人以上通過。 

外審之專家學者名單，由各

系(所) 依各專業技術人員專業

領域擬訂，其中宜包含學術界、

政府機構、產業界及公會團體

等，提交各級教評會審議。 
擬升等當事人得以書面敘明

理由向院教評會提出一至二人之

迴避名單。 

第十二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審定、

聘任、升等、年資、具體事蹟、

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與國際大

獎之界定及年限之酌減等事項，

依專業領域之不同，由院教評會

審查。 
前項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

成就之認定，應由院教評會送請

校外同等級以上學者或專家五人

以上審查，且須四人以上通過，

其程序準用國立臺北大學教師升

等評審準則第 13 條規定。 
 
 
 
 
 

外審之專家學者名單，由各

系(所) 依各專業技術人員專業

領域擬訂，其中宜包含學術界、

政府機構、產業界及公會團體

等，提交各級教評會審議。 
擬升等當事人得以書面敘明

理由向院教評會提出一至二人之

迴避名單。 

配合本校 107 年 11 月 14 日第 4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立臺北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辦法」第十一條條文，為簡化

新聘送審作業，復以專業技術人

員之學者專家外審委員難覓，有

關新聘案件，比照本校教師升等

研究成果外審及學位論文審查，

送請校外同等級以上學者或專

家三人以上審查，且須二人以上

通過，升等仍為五人審查，且須

四人以上通過。爰配合修正。 

第十六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解聘、停聘、

不續聘與其通報、資訊蒐集、查

詢及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

定。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待遇、

福利、休假研究、進修、退休、

撫卹、資遣及申訴年資晉薪等事

項，比照教師之規定辦理；兼任

人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支給

標準給與。 

第十六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待

遇、福利、休假研究、進修、退

休、撫卹、資遣及申訴等事項，

比照教師之規定辦理；兼任人員

按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支給標準

給予。 

配合本校 107 年 11 月 14 日第 4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立臺北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辦法」第十五條條文，增列專

業技術人員之解聘、停聘、不續

聘與其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

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並將申訴移至第1項及第2項新

增「年資晉薪」，並修正文字「給

予」為「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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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商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草案) 

本校 102 年 10 月 16 日 102 學年度第 1 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本校 102 年 11 月 14 日第 33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102 年 12 月 27 日校長核定 

本校 108 年 03 月 06 日 107 學年度第 4 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十六條規定，訂定國立臺

北大學商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專業技術人員係指具有特殊專業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

學工作者。 

第三條 本院擬聘專業技術人員，在分配教師名額內為之，以兼任為原則，必

要時得聘為專任。 

其專任人數不得超過各系(所、室、中心)員額數百分之十，但不足一

人時，得聘一人。 

另聘任經費由有關機關及學術單位支應者，不算入員額數內。 

第四條 專業技術人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理教授

級及講師級四級。 

第五條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

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年以上，擔任職

務符合附表一所訂之相關領域對應職級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

其年限得酌減最多三年。 

第六條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

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年以上，擔任職

務符合附表一所訂之相關領域對應職級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

其年限得酌減最多三年。 

第七條 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

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年以上，擔任職務

符合附表一所訂之相關領域對應職級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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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限得酌減最多三年。 

第八條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

作六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

得酌減最多三年。 

第九條 第五條至第八條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人員年資及專業性工作年資係

指專任年資。兼任年資，折半計算。 

第十條 各系聘專業技術人員時，應檢附其曾從事與擬任教科目有關之專業技

術工作證明、特殊造詣或成就證明或獲有國際級大獎證明。 

前項證明應於提聘前完成驗證。 

第十一條 專業技術人員審查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進行。 

複審由院教評會辦理。 

院教評會應先將當事人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級大獎分

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初聘或升等均須有院教評會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能開會。就

系教評會初審紀錄及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級大獎予以認

定，並交換意見，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於決定前

得邀當事人報告。 

獲複審通過者，由院教評會將審查結果填入推薦書，再送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決審。 

初聘未獲複審通過者，應由院教評會敘明理由函知擬聘單位。 

升等未獲複審通過者，由院教評會敘明具體理由函知當事人，並副知

薦送單位，若當事人不服，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七日內以書面敘

明理由向校教評會提出申復。申復案之成立與否，應依本校教師聘任

暨升等評審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理。申復案一經成立，應送由院教

評會重行審議，院教評會得將當事人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

國際級大獎再送外審，每案以一次為限。 

申復案不成立時，若當事人不服，得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二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審定、聘任、升等、年資、具體事蹟、特殊造詣

或成就之認定與國際大獎之界定及年限之酌減等事項，依專業領域之

不同，由院教評會審查。 

前項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應由各學院送請校外同等級

以上學者或專家審查，其程序準用國立臺北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

13 條規定： 

一、新聘：三人審查，且須二人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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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等：五人審查，且須四人以上通過。 

外審之專家學者名單，由各系(所) 依各專業技術人員專業領域擬訂，

其中宜包含學術界、政府機構、產業界及公會團體等，提交各級教評

會審議。 

擬升等當事人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院教評會提出一至二人之迴避名

單。 

第十三條 其聘任、升等、解聘、不續聘程序及聘期，除依本準則規定辦理外，

比照本校教師之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專業技術人員聘期採學年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每次一年，每週授

課時數依本校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授課時數如下： 

一、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十二小時。 

二、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十三小時。 

三、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十三小時。 

四、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十四小時。 

專業技術人員授課超過前項規定時數者，得依本校相關規定支領超支

鐘點費。 

第十六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解聘、停聘、不續聘與其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申

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待遇、福利、休假研究、進修、退休、撫卹、資

遣及年資晉薪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辦理；兼任人員按同級教師兼

課鐘點費支給標準給與。 

第十七條 本準則經院、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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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相關領域 管理 金融 會計 

教授級 曾擔任國際或本國企業

及政府機構高階主管十

五年以上，具有特殊造

詣或成就者。 

曾擔任國際或本國金

融機構高階主管十五

年以上，具有特殊造

詣或成就者。 

曾擔任國際大型會計師

事務所合夥人十五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 

副教授級 曾擔任國際或本國企業

及政府機構高階或部門

主管十二年以上，具有

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曾擔任國際或本國金

融機構高階或部門主

管十二年以上，具有

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曾擔任國際大型會計師

事務所合夥人十二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 

助理教授級 曾擔任國際或本國企業

及政府機構高階或部門

主管九年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者。 

曾擔任國際或本國金

融機構高階或部門主

管九年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者。 

曾擔任國際大型會計師

事務所合夥人九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 

講師級 曾擔任國際或本國企業

及政府機構高階或部門

主管六年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者。 

曾擔任國際或本國金

融機構高階或部門主

管六年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者。 

曾擔任國際大型會計師

事務所合夥人六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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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二條、第十一條、 

第十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第 4 項第 2款) 

二、複審： 

(一)複審由院教評會

辦理。 

(二)院教評會應先將

當事人之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

就與國際級大獎

分送校外學者專

家審查。 

(三)初聘或升等均須

有院教評會三分

之二(含)以上委

員出席始能開

會。就初審紀錄及

具體事蹟、特殊造

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予以認

定，並交換意見，

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

意為通過，於決定

前得邀當事人報

告。 

(四)獲複審通過者，

由院教評會將審

查結果填入推荐

書，再送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校教評會)決

審。 

(五)初聘未獲複審通

過者，應由院教評

會敘明理由函知

擬聘單位。 

升等未獲複審通

第二條  (第 4 項第 2款)

二、複審： 

(一)複審由院教評會

辦理。 

(二)院教評會應先將

當事人之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

就與國際級大獎

分送校外學者專

家審查。 

(三)初聘或升等均須

有院教評會三分

之二(含)以上委

員出席始能開

會。就初審紀錄及

具體事蹟、特殊造

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予以認

定，並交換意見，

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

意為通過，於決定

前須邀當事人報

告。 

(四)獲複審通過者，

由院教評會將審

查結果填入推荐

書，再送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校教評會)決

審。 

（五）初聘未獲複審

通過者，應由院教

評會敘明理由函

知擬聘單位。 

升等未獲複審通

因專業技術人員為業

界專家，多為實務界領

域地位崇高人士，學院

在邀請當事人報告，執

行上常有困難，擬將須

邀當事人報告，修正為

得邀當事人報告，以增

加彈性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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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過者，由院教評會敘

明具體理由函知當事

人，並副知薦送單

位，若當事人不服，

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

日起七日內以書面敘

明理由向校教評會提

出申復。申復案之成

立與否，應依本校教

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

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

理。申復案一經成

立，應送由院教評會

重行審議，院教評會

得將當事人之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與國際級大獎再送外

審，每案以一次為限。 

申復案不成立

時，若當事人不服，

得於收到通知書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敘明理由向本校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

申訴。   

過者，由院教評會敘

明具體理由函知當事

人，並副知薦送單

位，若當事人不服，

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

日起七日內以書面敘

明理由向校教評會提

出申復。申復案之成

立與否，應依本校教

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

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

理。申復案一經成

立，應送由院教評會

重行審議，院教評會

得將當事人之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與國際級大獎再送外

審，每案以一次為限。

申復案不成立

時，若當事人不服，

得於收到通知書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敘明理由向本校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

申訴。   

第十一條  專業技術人員

之資格審定、聘任、

升等、年資、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之認定與國際大獎之

界定及年限之酌減等

事項，依專業領域之

不同，由各級教評會

審查。 

    前項具體事蹟、

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

定，應由各學院送請

第十一條  專業技術人員

之資格審定、聘任、

升等、年資、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之認定與國際大獎之

界定及年限之酌減等

事項，依專業領域之

不同，由各級教評會

審查。 

前項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之認定，應由各學院

一、大學聘任專業技術

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第 9條規定，具

體事蹟、特殊造詣

或成就之認定，應

先送請校（院、

所、系）外學者或

專家二人以上審

查。 

二、另本校教師升等評

審準則第 13 條規

定，研究成果外審

作業，校級及院級

均 送 請 三 人 審

查；以學位論文取

代專門著作亦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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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校外同等級以上學者

或專家審查： 

一、新聘：三人審查，

且須二人以上通

過。 

二、升等：五人審查，

且須四人以上通

過。 

擬升等當事人

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

院教評會提出一至二

人之迴避名單。 

外審意見表另

訂之。  

送請校外同等級以上

學者或專家五人以上

審查，且須四人以上

通過。 

 

 

擬升等當事人

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

院教評會提出一至二

人之迴避名單。 

外審意見表另

訂之。  

審三人審查。 

三、為簡化新聘送審作

業，復以專業技術

人員之學者專家

外審委員難覓，爰

有關新聘案件，比

照本校教師升等

研究成果外審及

學位論文審查，送

請校外同等級以

上學者或專家三

人以上審查，且須

二人以上通過，升

等 仍 為 五 人 審

查，且須四人以上

通過。 

第十五條   專業技術人

員之解聘、停聘、不

續聘與其通報、資訊

蒐集、查詢及申訴等

事項，比照教師之規

定。 

 

  專任專業技術人

員之待遇、福利、休

假研究、進修、退休、

撫卹、資遣及年資晉

薪等事項，比照教師

之規定辦理；兼任人

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

點費支給標準給與。 

第十五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

員之待遇、福利、休

假研究、進修、退休、

撫卹、資遣及申訴等

事項，比照教師之規

定辦理；兼任人員按

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

支給標準給予。 

一、增列第 1項。 

二、大學聘任專業技術

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第 10 條規定，專業

技術人員之解聘、

停聘、不續聘與其

通報、資訊蒐集、

查詢及申訴等事

項，比照教師之規

定，爰新增於第１

項。 

三、爰第 1 項移列於第

2 項，並依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

任教學辦法第 10

條及 12 條修正，將

申訴移至第 1 項及

第 2 項新增「年資

晉薪」，並修正文字

「給予」為「給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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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本校 97年 1月 3日第 21次校務會議第 2次延續會審議通過 

本校 99年 12月 20日第 27次校務會議第 2次延續會修訂通過 

本校 107年 11月 14日第 44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 35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技術人員係指具有特殊專業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

學工作者。 

            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應本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 

其聘任、升等、解聘、不續聘程序及聘期，除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外，

比照本校教師之規定辦理。 

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審查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進行。 

一、初審： 

(一)初審由系(所、室、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

會)辦理。 

(二)系教評會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就新聘

任及擬升等之專業技術人員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

國際級大獎予以認定審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

意為通過。 

(三)獲初審通過者，由召集人填寫「新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推荐書」或「專業技術人員升等推荐書」，連同初審會議紀錄、

當事人有關證件，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複審。 

(四)升等未獲初審通過者，由系教評會敘明具體理由函知當事

人，若當事人不服，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七日內以書面

敘明理由向院教評會提出申復，院教評會認為申復成立時，

應由院教評會依複審程序進行審議，每案以一次為限。 

申復案成立與否之認定標準，由各學院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中訂定之。 

申復案不成立時，若當事人不服，得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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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二、複審： 

(一)複審由院教評會辦理。 

(二)院教評會應先將當事人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

級大獎分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初聘或升等均須有院教評會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能

開會。就初審紀錄及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級大

獎予以認定，並交換意見，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同意為通過，於決定前得邀當事人報告。 

(四)獲複審通過者，由院教評會將審查結果填入推荐書，再送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決審。 

（五）初聘未獲複審通過者，應由院教評會敘明理由函知擬聘單位。 

升等未獲複審通過者，由院教評會敘明具體理由函知當事人，

並副知薦送單位，若當事人不服，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七

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校教評會提出申復。申復案之成立與

否，應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

申復案一經成立，應送由院教評會重行審議，院教評會得將當

事人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與國際級大獎再送外審，每

案以一次為限。 

申復案不成立時，若當事人不服，得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三、決審： 

(一)決審由校教評會辦理，校教評會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

席始能開會，參考各學院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就複審紀錄做

綜合性之討論並表決之，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者為通過。 

（二）初聘未獲同意者，應由校教評會敘明理由函知擬聘單位。 

升等未獲決審通過者，由校教評會敘明具體理由函知當事人，並

副知薦送單位，若當事人不服，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 三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擬聘專業技術人員，在分配教師名額內為之，以兼任

為原則，必要時得聘為專任。 

         其專任人數不得超過各該系（所、室、中心）員額數百分之十，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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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人時，得聘一人。 

另聘任經費由有關機關及學術單位支應者，不算入員額數內。 

第 四 條 專業技術人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

級及講師級四級。 

第 五 條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

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

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最多三年。 

第 六 條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

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

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最多三年。 

第 七 條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

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最多三年。 

第 八 條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

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

得酌減最多三年。 

第 九 條 本辦法前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人員年資及專業性工作年資係指專任年

資。兼任年資，折半計算。 

第 十  條 專業技術人員聘期採學年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每次一年，每週授課

時數依本校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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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審定、聘任、升等、年資、具體事蹟、特殊造

詣或成就之認定與國際大獎之界定及年限之酌減等事項，依專業領

域之不同，由各級教評會審查。 

前項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應由各學院送請校外同等

級以上學者或專家審查： 

一、新聘：三人審查，且須二人以上通過。 

二、升等：五人審查，且須四人以上通過。 

擬升等當事人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院教評會提出一至二人之迴避名

單。 

外審意見表另訂之。  

第 十二 條 各系（所、室、中心）提聘專業技術人員時，應檢附其曾從事與擬

任教科目有關之專業技術工作證明、特殊造詣或成就證明或獲有國

際級大獎證明。 

前項證明應於提聘前完成驗證。 

第   十三   條  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應具資歷年限得酌減一至三年。但以該項

國際級比賽有二十國以上參賽，並獲有優勝獎項者為限，其酌減

年限應由院訂定準則。 

第   十四   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授課時數如下： 

一、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十二小時。 

二、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十三小時。 

三、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十三小時。 

四、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十四小時。 

專業技術人員授課超過前項規定時數者，得依本校相關規定支領超

支鐘點費。 

第  十五  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解聘、停聘、不續聘與其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

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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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待遇、福利、休假研究、進修、退休、撫卹、

資遣及及年資晉薪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辦理；兼任人員按同級

教師兼課鐘點費支給標準給與。 

第  十六  條  各學院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認定相關準則，應提院、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校長發布實施。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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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公發布日：民國 98 年 06 月 11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1 月 28 日※本次發布之條文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實施），施行日期：民國 109 年 08 

月 01 日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十二條及專科學校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總量發展規模：指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組織及其各學制班別之全

校學生人數總和。 

二、資源條件：指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量、申請增設各學制班

別之評鑑成績、設立年限、師資條件、學術條件，與學校之生師比值、校舍建築面積及各

學制班別間招生名額調整等  。 

三、招生名額總量：指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之總

和。 

四、學制班別：指專科以上學校下列日間學制及進修學制之班別： 

（一）日間學制：包括二年制專科班、五年制專科班、四年以上學制學士班、二年制學士

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等班別。 

（二）進修學制：包括二年制專科班、四年以上學制學士班、二年制學士班、專科進修學

校、進修學院及碩士班等班別。 

     前項第四款之學制班別，除專科班外，均包括學位學程。 

 

第 三 條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應依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策、社會發展需求、學校資源條件、師資專

長、總量發展規模、新生註冊率及畢業學生就業等面向，徵詢相關產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

見後，核定專科以上學校增設、調整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本部核准之

專科以上學校分校或分部，其資源配置及系所設置得與校本部明確劃分者，其招生名額總量，

與校本部分別計算。 

 

第 四 條 

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增設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相關學制班別，應符合本標準規定與附表

一所定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生師比值、研究生生師比值、附表二所定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

資結構及附表三所定評鑑成績、設立年限、師資條件規定。但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不

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申請增設博士班者，並應符合附表四所定學術條件規定。 

申請設立宗教研修之學制班別或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者，本部得調整

其設立基準，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 五 條 

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量，應符合附表五所定基準規定。但學院

未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不在此限。 

未達前項基準規定，並經次年追蹤評核後仍未達成者，本部得調整其招生名額；其調整原則規

定如下： 

一、新設之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專任師資數未達附表五所定專任師資數規定者，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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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招。 

二、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未達附表五所定生師比值、專任講師比率或專任師資數規定者，

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量至前一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之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前項招生名額之調整，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計算至整數。 

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其任教課程領域相符，

本部得進行書面或實地查核，經查有不符，並經次年追蹤評核仍不符者，本部得依查核結果，

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 

 

第 六 條 

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各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不得逾前一學年度核定數。但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且無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所列情事，並經本部核准者，不在此限： 

一、最近一學年度全校新生註冊率達九成以上，且為配合國家重大政策、辦理教育實驗或其學

生人數未滿五千人者，其招生名額並以專科班或學士班為限。 

二、經依大學評鑑辦法或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評鑑完善，績效卓著。 

三、新設未滿五年之學校。 

前項第一款全校新生註冊率之計算方式，以最近一學年度全校一年級新生註冊人數，除以核定

招生名額總量。 

符合第一項第二款之學校，其增加之招生名額總量，不得超過前一學年度核定招生名額總量百

分之三，並得依附表六規定，於招生名額總量內，調整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學士班、碩士班

及博士班甄選入學或甄試名額比率，得超過招生名額總量百分之五十。 

 

第 七 條 

依大學法第二十五條或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各類特種生、依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

住民公費留學辦法第三條規定成績優待之原住民學生、學校辦理國際研究生學程及經本部核定

之人才培育計畫，其名額得採外加方式辦理，不列入招生名額總量計算。但人才培育計畫於辦

理結束後，不再核給外加名額。 

前項本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畫，包括其他中央機關依國家整體政策所定計畫，並將招生名額調

撥至本部者。 

 

第 八 條 

專科以上學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部得調整其招生名額總量或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

之招生名額： 

一、未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七條至第十一條與第十九條、專

科學校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與第三十七條、私立學校法第三十九條或大

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第七點及第十點規定辦理者，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

總量或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之百分之七十，

並得逐年調整至改善為止。 

二、專科以上學校日間與進修學制二年制專科班、五年制專科班、四年以上學制學士班、二年

制學士班、專科進修學校及進修學院，最近連續二個學年度新生註冊率，於公立學校均未

達百分之八十，於私立均未達百分之七十者，依附表六之一規定調整該學制班別招生名額

總量至前一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 

三、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最近連續二個學年度新生註冊率均未達百分之七十者，依附表六之

一調整該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量至前一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四、生師比值未達附表一之規定或校舍建築面積未達附表七之規定者，調整招生名額總量至符

合規定之數值。 

五、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結構未達附表二之規定者，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量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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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之百分之九十五。 

六、專科以上學校之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經本部維護學生受教權益檢核未通過者，依

情節輕重調整該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總量至前一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之百

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 

七、專科以上學校日間與進修學制各院、系、科與學位學程之二年制專科班、五年制專科班、

四年以上學制學士班、二年制學士班、專科進修學校及進修學院，最近一個學年度各班別

新生註冊人數未達十人，得於每年九月二十日前向本部申請下一學年度停招，原分配該班

別之招生名額，得申請主動調減或分配至相同學制班別之其他院、系、科與學位學程。 

八、專科以上學校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最近一個學年度各班別新生註冊人數未達該

學年度核定名額百分之三十，得於每年九月二十日前向本部申請下一學年度停招，原分配

該班別之招生名額，得申請主動調減或分配至相同學制班別之其他院、所、系與學位學程。 

前項第二款各學制註冊率未符合規定，屬配合國家人才培育政策之設置稀有或重點培育類系科

者，其註冊率不納入前項第二款註冊率計算，且不受招生名額調整之限制；其稀有或重點培育

類科之範圍及調整方式，由本部公告之。 

博士班招生名額總量，依學校前一學年度博士班招生名額總量，扣除一定比率，並加計專案調

整名額後核定之。 

前項專案調整名額，學校應於前項一定比率範圍內，擬定計畫向本部申請。 

各學制班別核定之名額，學校應依下列方式分配之： 

一、依學校前一學年度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量，保留一定比率名額，由院、所、系、科、學

位學程向學校申請，經學校審議分配後，報本部備查。 

二、其餘招生名額，依校內名額分配原則處理。 

第三項扣除之一定比率及前項第一款保留名額之比率，由本部公告之。 

 

第 九 條 

專科以上學校向本部申請增設、調整下一學年度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者，

應於規定期限內，檢具計畫書向本部申請。但申請停招、裁撤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免

檢具計畫書。 

前項計畫書提報項目包括評鑑成績、設立年限、師資、學術著作、校舍建築面積、學生人數、

課程資料、增設、調整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規劃情形、招生名額分配及各院、所、系、

科與學位學程畢業學生就業現況統計資料。 

第一項規定期限及學校每學年度得申請增設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案件數，由本部公告

之。 

新設或整併之專科以上學校及新核准成立之分校或分部，其設立第一年之院、所、系、科與學

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應配合設校計畫併提本部審查。 

 

第 十 條 

專科以上學校得於招生名額總量內，依下列原則規定自行調整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 

一、各學制班別間招生名額調整之計算方式，依附表六規定辦理。 

二、日間學制四年以上學制學士班招生名額之總和，不得調增。 

三、日間學制招生名額，得調整至進修學制。 

四、進修學制招生名額，不得調整至日間學制。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進修學制二年制專科班，得調整至五年制專科班或日間學制二年制專科班。 

（二）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之進修學制學士班，得調整至農林漁牧及工業領域類科之五年制

專科班。 

五、博士班招生名額得調整至日間學制碩士班，調整原則如下： 

（一）申請調入之碩士班最近三個學年度註冊率應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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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名額調整比例以一比一為限；調整名額每校至多不得超過三十人。 

六、每班招生名額，應依附表八規定辦理。 

 

第 十一 條 

一般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申請設立境外專班，應依下列規定及專科以上學校

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一、開班條件： 

（一）學校財務及會計制度健全，且最近一年無重大違規事件。 

（二）所設班別以學校現有之學院及科系所為限。 

（三）學校與合作對象應訂有合作協議。 

（四）應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 

二、招生學制： 

（一）日間及進修學制二年制專科班。 

（二）日間及進修學制學士班（包括二年制及四年以上學制）。 

（三）日間及進修學制碩士班。 

（四）前三目規定均包括在職專班。 

三、每班招生名額上限：專科及學士班為六十人，碩士班為三十人，其均包括日間及進修學制，

名額得採外加方式辦理，不列入招生名額總量計算，學校應於衡酌教學資源及確保國內教

學品質原則下規劃之。 

四、師資條件：各專班得視課程需求，聘任當地教師或業界專家進行授課，並應有一定比率以

上之課程，由各校專、兼任教師授課；其一定比率，由本部每年公告之。 

 

第 十二 條 

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增設、調整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應提校內相關會議

通過。 

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或未依限提報，或提報資料錯誤、不完整、涉及不實記載者，本部得

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得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量或

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之百分之九十五。 

 

第 十三 條 

（刪除） 

 

第 十四 條 

本標準除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七月六日修正發布之第四條附表一，自一百零五年四月三十日施

行；一百零六年七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自一百零九年四月三十日施行；

一百零八年一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四條附表一及第五條附表五另有規定外，自發布日施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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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軍人營區進修學士班招生計畫書 

 

 

 

 

 

 

 

 

 

 

 

申請學校 ：國立臺北大學 

申請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開設單位 ：國防部勤務大隊/ 

國防部勤務大隊教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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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申請學年度   108  學年度 

學校名稱 國立臺北大學 

所屬學院/系所名稱 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學制班別 一般大學進修學士班 

擬招生名額  60 名（外加） 

招生管道 單獨招生 

學系(所)資料 

進修學士班設立學年

度 

現有學生數（進修學士

班） 
現有師資人數 

1964 年 進修學士班 365 人 
專任：31 名 

兼任：30 名 

上課時間 夜間  週六 

授予學位名稱 企業管理學士學位 

開設單位 國防部勤務大隊 

營區教學點 國防部勤務大隊教學點 

學校專班聯絡人 

單位： 企業管理學系 職稱： 行政助理 姓名： 黎曉丹   

電話： 02-25024654 傳真： 02-25029353  

Email： shiautan@mail.ntpu.edu.tw  

營區教學點聯絡人 
單位：國防部勤務大隊  職稱： 上尉人事官    姓名： 林俊廷  

電話：  02-8509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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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申請理由 

申請國立臺北大學國防部勤務大隊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修學士班之理由如下： 

一、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是國內歷史最悠久且規模最大的企管系。本系創立歷史追溯

自民國 39 年（西元 1950 年），累積豐富教學資源，課程內容深受校友喜愛與肯定。 

二、授課時段為週一至週五夜間與週六，並且配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一系列課程再

造與活化，以上規劃皆有利國軍官兵在職進修。 

三、能就地利之便，提供國防部勤務大隊現役軍人利用公餘之暇，於營區就讀學位進修學士

班之進修管道，期望本校對於我國推動募兵制政策，鼓勵國人踴躍從軍，能略盡棉薄之

力，促進募兵制政策順利推展。 

四、開設國立臺北大學國防部大直營區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修學士班具有指標性意義，除了

滿足國防部勤務大隊官兵進修需求，並進一步照顧國防部本部官兵進修權益，彰顯國軍

致力於培育人才的決心與毅力。 

五、此舉將有助提升國軍形象，帶動整體募兵成效，使優秀官兵長留久用並擴大進修培訓管

道，提供官兵在職進修的管道，俾達到提升國軍人員素質，以及將優質大學高教資源擴

展至國軍之目的，創造雙贏的局面。 

六、由於國防部大直營區周遭相關國軍單位志願役軍官與士官眾多，非常適合聲譽卓越的國

立臺北大學在國防部大直營區設立教學點，開設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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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所沿革及優勢 

一、系所沿革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是國內歷史最悠久且規模最大的企管系。本系創立歷史追溯

自民國 39 年（西元 1950 年），中央政府創立「建國高級工商管理訓練班」，正式開啟國內工

商管理與企業管理教育，培育高級工商管理人才。台灣省教育廳民國 42 年（西元 1953 年）

指示「建國高級工商管理訓練班」併入「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並創立「台灣省立行政專

科學校工商管理科」，奠定本系成為國內歷史最悠久的企管高階學府之地位。本系前身為國立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企管系，延續中興法商七十年來優良傳統及治學精神，致力於培育具創新

思維、卓越領導與國際觀的優秀管理人才。本系擁有非常完整的學制，設有博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生）、碩士在職專班、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本系在學

人數約一千三百人，為國內規模最大的企管系。此外，本系共有 31 位專任教師，全數擁有國

內外知名大學博士學位，專長領域涵蓋策略管理、組織行為與人資管理、財務管理、行銷管

理、資訊管理、作業管理等不同領域，為全國師資陣容最完整的企管系之一。國立臺北大學

企管系歷屆畢業校友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老闆、中小企業創業家、專業經理人、高階公務人員、

高階軍職人員、會計師、律師等社會菁英，在各領域培育了許多卓越人才。 

89 年 2 月本校改制國立臺北大學，本系原屬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改隸臺北大學商學院。

雖然國立臺北大學校本部遷移至新北市三峽校區，但是現役軍人營區進修學士班、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在職專班與博士班均在臺北市民生

校區上課。 

 

二、系所優勢 

本系在全系師生共同努力下，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之優勢如下： 

（一）通過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辦學品質深獲肯定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經由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不斷吸收新知，提升自身經營理念與教

學品質，最後通過極為嚴謹的教學、研究、人員績效及行政等 21 項指標檢定，於 2016 年 2

月 12 日正式通過 AACSB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國際商

管學院促進協會，簡稱 AACSB) 認證。 

AACSB 成立於 1916 年，為國際上歷史最悠久且最具公信力的商管專業教育評鑑機構。

全球現約有 1 萬 5 千多所商學與管理相關學院，但僅約前 5%的商管學院具有 AACSB 認證

資格。 本院此次通過 AACSB 認證代表本校商學院在商管教育之教學品質上已獲國際評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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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已與世界一流知名商管學院並駕齊驅。 

通過 AACSB 認證除了是教學品質的肯定外，更替本院與全球知名商管學院搭起國際合

作的橋樑，例如姊妹校院締結、雙聯學位與交換計畫、國際生招募等，均能擴展本院師生國

際化的視野以及教師國際合作的連結。 

 

（二）國內歷史最悠久且規模最大的企管系，招生績效優異，聲譽廣受好評 

本系是國內歷史最悠久且規模最大的企管系，擁有最完整的學制，設有博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生）、碩士在職專班、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

人數約一千三百人。國立臺北大學致力於培育具創新思維、卓越領導與國際觀的優秀管理人

才，在各領域培育了許多卓越人才。本系聲譽卓越，廣受各界好評，根據《Cheers》最新出爐

的 2019 年 3000 大企業經理人 EMBA 評價調查，國立臺北大學碩士在職專班（EMBA）名次

大幅躍進，位居全國 Top 5，廣受各界好評。 

當前少子化正衝擊著高教體系，各大學面臨招生不足之困境，惟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辦

班招生成效卓越。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近年考試分發屢獲佳績，獲得許多考生的青睞，國立

臺北大學企管系107學年度榮登考生指考登記人次全國排行榜第三名。根據分發委員會統計，

全國共有 5,836 人次選填臺北大學企管系大學部，爭取 53 個入學機會，錄取率不到 1%，還

有兩位同學因為分數完全相同，最終決定增額錄取，創下近年考試分發紀錄。國立臺北大學

企管系 108 年度碩士甄試入學招生報名人數達 232 人，較去年度 196 人相比成長 18.4%。因

此，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招生績效優異，聲譽廣受好評。 

 

（三）產、官、學、研各界的校友人脈優勢 

北大企管系系友廣布於產官學研各領域，人脈網絡綿密且遍布各行各業，向來以實在、

創新、勤奮、努力、形象佳為人所稱道。北大企管系知名校友包括：國際知名策略大師陳明

哲講座教授（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講座教授）、王定宇立法委員、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委

員（現任立法委員）、前行政院魏啟林秘書長、前彰化縣翁金珠縣長、嘉義縣張花冠縣長、崇

越集團郭智輝董事長、家登精密邱銘乾董事長、莊瑞雄立法委員、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賴杉

桂處長（前台船公司董事長）、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金管會銀行局曾國烈局長、民視新

聞部經理胡婉玲主播、前第一金控公司簡明仁總經理、尚立公司簡剛民董事長、丸莊食品公

司莊英堯董事長、夆典科技郭國華董事長、前台灣菸酒公司蔡木霖董事長、瑞利軍工公司張

棱衡董事長、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Freddy)先生（現任立法委員）、千如電機徐明恩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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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華飯店周武總經理、臺灣集保公司孟慶蒞總經理、義隆纖維公司王正立總經理、全新公司

王事展董事長、偉聖公司陳金錫董事長、加特福生技公司程伶輝董事長、川富公司鍾昆金董

事長、前佳能公司董烱雄董事長、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趙榮芳總經理、台驊公司賴文豪總

經理、大華建設公司陳志誠總經理等優秀校友，這些校友的傑出表現呼應了臺北大學企管系

優良傳統及學風，在各領域內充分發揮所學，竭盡所能服務社會，樹立北大企管優秀形象。 

 

（四）堅強完備的師資陣容，課程內容與時俱進 

本系秉持著「為國家社會作育英才」的理念來設計課程與延聘老師。有別於有些大學企

管系任意裁撤財務管理、資訊管理等專長領域師資，北大企管系強調「產銷人財資」五管並

重，本系共有 31 位專任教師，師資完備，全數擁有國內外知名大學博士學位，專長領域涵蓋

策略管理、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行銷管理、資訊管理、作業管理等不同領

域，為全國師資陣容最完整的企管系之一。北大企管系堅強完備的師資陣容可以提供國軍志

願役軍官與士官最完整的企管教育，傾盡全力提供國軍志願役軍官與士官在學習上的需求與

資源。 

 

（五）學校位置鄰近國防部大直營區，具有地理位置優勢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進修學士班上課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鄰近臺北市捷運文湖

線中山國中站，與鄰近國防部大直營區之捷運文湖線大直站僅有兩站之隔，國立臺北大學可

以就近支援國防部大直營區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修學士班之教學、指導與服務，具有地理優

勢。 

 

（六）秉持理論與實務兼具教學方式，並與產業趨勢接軌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透過學養經驗俱足的教師傳授理論與實務 Know-how。上課方式除

了傳授紮實的理論知識之外，也會搭配個案教學與產業專家演講等方式，結合最新產業實務

與管理趨勢，使學生能學習跨界宏觀的管理知識。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

使學生瞭解產業相關知識，以進一步提升學生的管理知識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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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招生規劃 

一、 報考條件： 

         （一）凡國內外公立或已案之私立高中(職)以上之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者。 

（二）須具備志願役現役軍人身份。 

二、 招生對象：國防部勤務大隊、國防部相關單位、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聯隊相關志願

役現役軍人。 

由於國防部大直營區周遭相關國軍單位志願役軍官與士官眾多，非常適合由聲譽卓

越的國立臺北大學在國防部大直營區設立教學點。故倡議由國立臺北大學開設國防

部大直營區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修學士班，以滿足眾多國防部大直營區周遭相關國

軍單位志願役軍官與士官之進修需求。 

三、 授課時段：週一至週五夜間與週六。 

為配合現役軍職人員帶職進修之需求，國立臺北大學國防部大直營區現役軍人營區

企管進修學士班之授課時段將安排週一至週五夜間與週六，以提供現役軍職人員便

利的進修機會。 

四、 上課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台北市民生校區與國防部大直會客大樓。 

考量國防部勤務大隊官兵進修需求，基於國防機密之疑慮，教學場地規劃以方便師

生求學且不觸及國防機敏之疑慮條件下，以現有公共空間為首選，故規劃以國防部

會客大樓現有公共空間為教學場地。另外，就近以國立臺北大學台北市民生校區作

為輔助教學點，就近提供教學支援。 

五、 招生宣傳機制說明：校內說明會、營區說明會 

六、 招生名額：6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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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規劃 

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類別 
(全年或半年) 

修習年級 

必 
會計學 

Accounting 
6 全年 一 

必 

電腦概論與程式設計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and 

Programming 

4 全年 一 

必 
經濟學 

Economics 
6 全年 一 

必 
企業概論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3 半年 一 

必 
管理學 

Management 
3 半年 一 

必 
微積分 

Calculus 
6 全年 一 

必 
統計學 

Statistics 
6 全年 二 

必 
行銷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3 半年 二 

必 
組織理論與行為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Behavior 
3 半年 二 

必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3 半年 二 

必 
商事法 

Business Law 
3 半年 三 

必 
作業研究 

Operations Research 
3 半年 三 

必 
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必 
作業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必 
資訊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必 
投資學 

Investments 
3 半年 二 

必 

策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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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類別 
(全年或半年) 

修習年級 

必 
管理實務專題研討 

Seminar on Managerial Practices 
3 半年 四 

必 
企業倫理 

Business Ethics 
1 半年 三 

選 
商業軟體應用 

Application of Business Software 
3 半年 三 

選 
商業程式設計 

Business Computer Programming 
3 半年 三 

選 
網站設計與應用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Web Sites 
3 半年 三 

選 
資訊系統分析與設計 

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 
3 半年 三 

選 
資料庫理論與應用 

Database Theory & Application 
3 半年 四 

選 
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3 半年 四 

選 
網路行銷 

Internet Marketing 
3 半年 三 

選 
管理分析軟體 

Managerial Analysis Software 
3 半年 三 

選 
電子商務 

Electronic Commerce 
3 半年 三 

選 
電腦網路應用 

Computer Network 
3 半年 四 

選 
採購管理 

Purchase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3 半年 四 

選 
作業管理專題研討 

Seminar on Operations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供應鏈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科技管理 

Technology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工業行銷 

Business Marketing 
3 半年 四 

選 
品質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國際運籌管理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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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類別 
(全年或半年) 

修習年級 

選 
科技產業概論 

Introduction to Technology Industry 
3 半年 二 

選 
資訊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3 半年 三 

選 
顧客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商業智慧 

Business Intelligence 
3 半年 四 

選 
計量決策分析 

Quantitative Decision Making 
3 半年 四 

選 
管理科學 

Management Science 
3 半年 三 

選 
網站企劃 

Website Planning 
3 半年 一 

選 
管理資訊科技專案 

Mana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jects 
3 半年 四 

選 
金融市場 

Financial Markets 
3 半年 三 

選 
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3 半年 四 

選 
成本會計學 

Cost Accounting 
3 半年 三 

選 
貨幣銀行學 

Money & Banking 
3 半年 三 

選 
證券市場 

Security Markets 
3 半年 三 

選 
國際財務管理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財務管理專題研討 

Seminar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銀行管理 

Bank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國際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3 半年 四 

選 
期貨與選擇權 

Futures and Options 
3 半年 四 

選 
投資銀行專題研討 

Seminar on Investment Banking 
3 半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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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類別 
(全年或半年) 

修習年級 

選 
衍生性金融商品 

Financial Derivatives 
3 半年 三 

選 
行為財務專題研討 

Seminar on Behavioral Finance 
3 半年 四 

選 
財務工程專題研討 

Seminar on Financial Engineering 
3 半年 四 

選 
財務軟體應用 

Financial Software Application 
3 半年 三 

選 
債券市場與交易分析 

Bond Markets and Trading Analysis 
3 半年 四 

選 
金融科技與創新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3 半年 四 

選 
企業併購 

Essentials of Mergers & Acquisitions 
3 半年 四 

選 
管理會計 

Managerial Accounting 
3 半年 三 

選 
中級會計學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6 全年 二 

選 
財務研究方法 

Financial Research Methods 
3 半年 二 

選 
證券分析 
Security Analysis 

3 半年 四 

選 
國際行銷管理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行銷策略規劃 

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3 半年 三 

選 
銷售管理 

Sales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廣告管理 

Advertising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行銷研究 

Marketing Research 
3 半年 三 

選 
零售管理 

Retail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中小企業行銷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in Small Business 
3 半年 四 

選 
消費者行為 

Consumer Behavior 
3 半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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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類別 
(全年或半年) 

修習年級 

選 
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行銷管理專題研討 
Seminar on Marketing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通路管理 

Channel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服務行銷 

Services Marketing 
3 半年 三 

選 
產品管理 

Product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國際貿易實務 

Practice of Foreign Trade 
3 半年 四 

選 
國際企業專題研討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3 半年 四 

選 
關係行銷 

Relationship Marketing 
3 半年 四 

選 
社會行銷 

Social Marketing 
3 半年 三 

選 
國際企業管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3 半年 二 

選 
國際服務產業趨勢 

Global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3 半年 二 

選 
問題分析與專案管理 

Problem Analysi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3 半年 二 

選 

服務創新與科技應用 

Servi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3 半年 三 

選 

經營管理與國際行銷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3 半年 三 

選 
服務產業實習 

Service Industry Internship 
3 半年 四 

選 
國際服務產業實習 

Inter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Internship 
3 半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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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類別 
(全年或半年) 

修習年級 

選 
勞資關係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 
3 半年 二 

選 
衝突管理 

Conflict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訓練與發展 

Training & Development 
3 半年 三 

選 
人群關係 

Human Relations 
3 半年 三 

選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組織發展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3 半年 四 

選 
領導與激勵 

Leadership and Motivation 
3 半年 四 

選 
人力資源專題研討 

Seminar on Human Resource 
3 半年 四 

選 
企業談判 

Business Negotiation 
3 半年 四 

選 
公司治理專題研討 

Seminar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3 半年 四 

選 
企業診斷 

Business Diagnosis 
3 半年 四 

選 
經營策略實務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Strategy 
3 半年 四 

選 
企業與政府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3 半年 四 

選 
招募與選任 

Recruitment & Staffing 
3 半年 三 

選 
創新管理 

Innovation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管理心理學 

Managerial Psychology 
3 半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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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類別 
(全年或半年) 

修習年級 

選 
綠色環境管理 

Gree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專利分析與管理 

Patent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 半年 三 

選 
商業溝通與簡報技巧 

Business Communication & Presentation 
3 半年 三 

選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3 半年 三 

選 
國際經濟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半年 三 

選 
個體經濟學 

Micro Economics 
3 半年 二 

選 
總體經濟學 

Macro Economics 
3 半年 二 

選 
管理競賽 

Management Game 
3 半年 三 

選 
財政學 

Public Finance 
3 半年 三 

選 
企業專題研討 

Seminar on Business Issues   
3 半年 四 

選 
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企業研究方法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3 半年 三 

選 
行銷決策理論應用 

Introductory Decision Theory 
3 半年 三 

選 
服務業管理 

Service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中小企業管理 

Management of Small Business 
3 半年 四 

選 
管理經濟 

Managerial Economics 
3 半年 四 

選 
不動產管理 

Real Estate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醫院管理 

Hospital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創業管理 

New Venture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選 
餐旅管理 

Restaurant and Hotel Management 
3 半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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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類別 
(全年或半年) 

修習年級 

選 
企業實習   

Internship in Enterprise 
3 半年 四 

選 
當代議題分析與討論 

Seminar on Contemporary Issues 
3 半年 二 

選 
民法概要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l Law 
3 半年 二 

選 
商用英文寫作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3 半年 四 

選 
商用英文 

Business English 
4 全年 四 

      

一、 授課時段、授課方式及修業年限 

(一)授課時段：週一至週五夜間與週六 

(二)授課方式：以面授方式進行。 

(三)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進修學士班之修業以四學年為限，於規定修業年限內，

未修滿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以二年為限。休學以累計二學年為原則。

若遇特殊事故，得依本校學則第十二條之規定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二、 課程評量：依授課老師課程設計而定，概分為：平時成績、期中成績及期末成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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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師資規劃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共有 31 專任師資，師資表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職級 學歷 學術專長及研究 授課科目 

1 陳宥杉 
教授兼 

系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企

管博士 

綠色環境管理、專利分

析、策略管理、科技管理 

策略管理、綠色環境管理、綠色

行銷、專利分析與管理 

2 古永嘉 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阿

靈頓分校企管博

士 

財務管理、高等財務研

究、企業診斷 

財務管理、高等財務研究、研究

方法、企業診斷、管理競賽 

3 張舜德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

托利多大學系統

工程博士 

作業管理、科技管理、供

應鏈管理 

作業管理、科技管理、創意開發

與管理、供應鏈管理 

4 張惠真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企

管博士 

行銷管理、關係行銷、管

理學 
行銷管理、關係行銷、創業 

5 方文昌 教授 
美國西北大學電

腦博士 

資訊管理、電子商務、網

路行銷 
資訊管理、電子商務、人工智慧 

6 吳泰熙 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

學工業工程博士 

作業管理、供應鏈管理、

績效與決策分析 

作業管理、供應鏈管理、工業工

程與管理、績效管理、決策分析 

7 陳達新 教授 
美國密西西比大

學財務博士 

財務管理、期貨與選擇

權、財務風險管理 

財務管理、期貨與選擇權、個人

理財、財務工程專題研討、衍生

性金融商品專題研討、國際金

融、產業經濟分析 

8 陳銘薰 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水牛城分校政

策研究博士 

組織行為、企業與政府、

策略領導與知識管理 

組織理論與行為、領導與激勵、

企業與政府 

9 蔡坤宏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企

管博士 

行銷研究、新產品開發

管理 

行銷研究專題研討、研究方法、

新產品開發與管理、資料探勘 

10 王祝三 教授 
美國田納西大學

財務金融博士 

財務管理、投資學、行為

財務學 

財務金融、公司理財實證研究、

證券分析、投資學 

11 邱光輝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計

算機管理決策博

士 

資訊管理、管理程式設

計、電子商務、企業經營

模式 

資訊管理、管理程式設計、資料

結構、電子商務、資料庫管理 

12 林美珍 
教授兼 

副系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財

務管理博士 

投資管理、行為財務學、

公司理財專題 

財務管理、公司理財專題研討、

財務管理專題研討、行為財務專

題研討 

13 林婷鈴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

際企業學研究所

博士 

中小企業管理、國際企

業管理、國際行銷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中小企業管理、

國際行銷管理、管理學 

14 蔡顯童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

際企業博士 

品牌社群行為、顧客關

係管理、服務創新行為 

虛擬社群行為、品牌社群行為、

顧客關係管理、服務創新行為 

15 劉仲矩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商

學博士 

組織理論與行為、人力

資源管理、訓練發展 

衝突管理，人力資源規劃，企業

談判，訓練與發展 

16 黃旭立 
教授兼 

副系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資

訊管理博士 

電子商務、知識管理、推

薦系統、計算廣告學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推薦系統、

資訊管理 

17 謝錦堂 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企

管博士 

行銷管理、服務行銷、策

略管理、公司治理 

行銷管理、服務行銷、策略管理、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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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吳志明 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企

管博士 

資訊管理、管理數學、作

業管理 
資訊管理、管理數學、作業管理 

19 李緒東 副教授 

加拿大溫莎大學

工業工程、製造與

系統博士 

作業研究、供應鏈管理、

品質管理 

作業研究、供應鏈管理、品質管

理 

20 游志青 副教授 
美國普渡大學消

費者行銷博士 

綠色行銷、品牌管理、訂

價理論、消費者行為 

綠色行銷、品牌管理、消費者行

為、訂價策略 

21 吳孟紋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金

融博士 

國際金融、證券市場、金

融機構管理 

國際金融、證券市場、金融機構

管理 

22 黃美綺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河

濱分校經濟學博

士 

不動產財務金融、實證

時間序列分析、財務計

量 

財務計量、實證時間序列分析、

不動產財務金融 

23 陳心懿 副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

學人力資源發展

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

為、跨文化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跨文

化管理 

24 蕭宇翔 副教授 

清華大學工業工

程與工程管理博

士 

工業工程與管理、統計

方法與資料探勘、品質

工程與管理、機器學習

與柔性運算 

顧客滿意與欣喜設計、品質管

理、品質工程、作業與供應鏈管

理、統計方法、資料探勘 

25 鄭啟均 副教授 
英國伯明罕大學

商學博士 

創新管理、策略管理、創

業管理 
策略管理、創業管理 

26 謝榮桂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資

訊管理博士 

行動與電子商務、網路

行銷、服務科學與創新 

行動與電子商務、網路行銷、服

務科學與創新 

27 詹佳縈 副教授 
英國伯明罕大學

財務金融博士 

公司理財、投資學、認購

權證 
公司理財、投資學、財務管理 

28 楊運秀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企

管博士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資訊管

理 

29 丁姵如 助理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

學商學博士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

社會行銷、行為改變理

論、公共議題宣導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 

30 林俊佑 助理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

香檳分校人力資

源發展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

源發展、組織發展、組織

行為 

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發展、

組織發展、組織行為 

31 彭奕農 助理教授 

美國壬色列理工

學院 Lally 管理學

院博士 

策略管理、創新與技術

管理、企業研究方法、企

業管理論壇、管理學 

策略管理、創新與技術管理、企

業研究方法、企業管理論壇、管

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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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畢業資格 

一、學系畢業規定：畢業學分數為 134 學分。包含校訂必修 24 學分；系訂必修 68 學分；選

修 42 學分(含外系選修 18 學分)。 

二、曾於本校或他校學士班或專科學校(限專四、五年級)同等級以上課程者，可依照本校抵

免辦法辦理學分抵免。 

三、實際畢業學分及科目，應以入學學年度應修科目表為主。 

 

捌、 學習輔導 

一、以導師制度融入學生群體中，了解求學過程會遭遇的問題，進而協助排解。 

 

玖、 收費規劃 

（以 108 年度企業管理學系入學學生為例，實際依本校會計室公告為準） 

學分費 應繳學分數 
修業應繳總金額 

（以修業 4 學年估計） 

1350 元/每學分 134 180,900 元 

*其他費用如電腦資源使用費、學生平安保險費等依照本校規定並另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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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預期效益 

開設國立臺北大學國防部大直營區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修學士班，可以帶來以下預期效

益： 

一、 提升國軍幹部素質 

使志願役官兵服役期間可自我充實，持續進修，同時培育官兵軍事專長外專業學能，使

官兵服役時，也能兼顧學業，進而提升募兵誘因、精進志願役官兵學養。鑑於國軍人才

面臨到多元管道來源之故，相關幹部的管理技巧與方式，相較於以往的管理模式，將面

臨更多的衝擊與挑戰，故藉由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提供之專業管理課程與各業界的交流，

提升國軍幹部管理職能，降低組織成員偏差行為、認知衝突，建立齊心齊力的國軍勁旅。 

二、 提升國軍形象與口碑行銷 

透過上課過程，與師長、各業界人士彼此交流、互動，宣導軍中環境，提升各界對於國

軍的認知，透過師長、同學口耳相傳的口碑行銷，藉此提升國軍形象與招募成效。 

三、 具有指標性意義 

由國防部勤務大隊提報教學點，開設國立臺北大學國防部大直營區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

修學士班具有指標性意義，除了滿足眾多國防部大直營區周遭相關國軍單位志願役軍官

與士官之進修需求，並彰顯國軍致力於培育人才的決心與毅力。此舉將有助提升國軍形

象，帶動整體募兵成效，並達到提升國軍人員素質，以及將優質大學高教資源擴展至國

軍之目的，創造雙贏的局面。 

四、 成為最受歡迎的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修學士班 

國軍官兵為了學習最新管理趨勢與產業知識，往往將企管進修學士班列為在職進修的首

選，故由國防部勤務大隊提報教學點，開設國立臺北大學國防部大直營區現役軍人營區

企管進修學士班，將有利於提高報考意願，藉由跨領域學習，將所學導入國軍管理職能，

並彰顯國軍培育人才不予餘力。透過國防部大直專班建立教學口碑，期望未來可以成為

最受歡迎的現役軍人營區企管進修學士班。 

 

壹拾壹、 計畫書填寫人資料 

姓    名：黎曉丹 

電子郵件：shiautan@mail.ntpu.edu.tw 

單位/職稱：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進修部行政助理 

聯絡電話：02-2502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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