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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歸屬： 

• 竹師教育學院：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學士、碩士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幼兒教育學系(學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特殊教育學系(學士
、碩士班)、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學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體育學系(學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學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英語教學系(學士、碩士班)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博士班)、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 

• 藝術學院：音樂學系(學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藝術與設計學系(學士、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目前系所歸屬： 

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理學院：應用數學系、應用科學系 

教育學院：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合校後歸屬： 

國立清華大學系所調整院務中心(教務處) 

副教務長兼中心主任 

   中國語文學系辦公室 

   應用數學系辦公室 

   應用科學系辦公室 

   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辦公室 

 



教務處組織： 

1.臨時(現行)組織：20161101~20170201 

2.暫行組織：20170201~(約三至四年) 

3.永久組織：約四年後 

 



臨時(現行)組織： 

1.課務組 

2.註冊組 

3.學發組 

4.教與學中心 

5.通識中心 

6.推廣中心 

7.學術單位: 

(附隨組織)系所調整院務中心 



暫行組織： 

1.教務組(課務組、註冊組) 

2.教學活動中心 

3.通識中心 

4.推廣中心 

5.學術單位: 

(附隨組織)系所調整院務中心 



永久組織： 

1.推廣中心 



註冊與畢業 



• (1)105年11月1日(含)後，本校105學年度(含
)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用原本校收費及退費
標準直至學生畢業離校。 

• (2)106學年度(含)後招生入學之學生，一律
依清大規定辦理。故106學年度碩班推甄提早
於105學年度第2學期入學之學生，其收費及
退費標準依清大規定處理。 

 

學雜費收費及退費標準 
 



學則、畢業門檻、轉系所組及相
關成績、畢業、學分抵免、優秀

奬勵等法規 
 

• (1)105年11月1日(含)後，本校105學年度(
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適用原本校規定直
至學生畢業離校。 

• (2)106學年度(含)後招生入學之學生，一
律依清大規定辦理。 

 



已請各系所收集學生資料傳給清大製發學生
證，依學生資料收回速度，分批製發學生證
。因清大學生證上有英文姓名欄，依清大規
定需提供護照影本檢核，若學生無法提供，
其學生證英文姓名欄位將空白，未來學生申
請相關證明文件如需英文姓名時，請再提供
護照影本至竹師註冊組申辦。 

 

學生證 
 





學生證 
 

• 新的清大學生證，具有進出清大圖書館及
優遊卡功能，因配合清大學籍系統編碼9碼
規定，所有舊生100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
生新的清大學號為「2+本校舊有學號」、
99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新的清大學號
為「20+本校舊有學號」。 

 



• 因竹教大校區門禁系統(含圖書館、計中、
宿舍、停車場等)與清大不同，合校後本校
校區(暫稱清大南大校區)會更新設置新門
禁系統。在系統完成前，學生進出本校校
區仍需使用原竹教大學生證，未來系統完
成開始使用會另行公告。換用清大學生證
後，舊的學生證不收回，留給學生作紀念
。學生於系統完成前，如有遺失仍可至竹
師註冊組申辦舊學生證。 

 

學生證 
 



• 本校105學年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因
所有學籍資料均建置在竹教大教務系統內
，故合校後學生使用所有教務系統（含選
課等）均依原帳號及方法，故學生未來使
用教務系統仍由合校後本校舊網頁的
portal進入，在舊學號前面加「u、g、n、
s」。 

• 學生若持新的清大學生證至清大校區使用
清大相關設施時則使用新的學號，如至清
大圖書館借書。 

 

學生證 
 



畢業證書 

• 依教育部規定經調整或更名之系（所），
自教育部核准生效日起，其畢業證書登載
新名稱（學院），並統一加註舊校院系所
名稱。105年11月1日(含)後，本校105學年
度(含)前招生入學之學生，其畢業證書格
式有二款。 

 



• 第一款適用系所：應用數學系(學士、碩士班)、
應用科學系(學士、碩士班)、中國語文學系(學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人力資源與數位學
習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學院歸屬： 

• 理學院：應用數學系(學士、碩士班)、應用科學
系(學士、碩士班)。 

• 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學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 竹師教育學院：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畢業證書 





• 第二款適用系所：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學士、碩
士、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幼兒教育學系(學
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特殊教育學系(學
士、碩士班)、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學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體育學系(學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學士、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音樂學系(學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藝術與設計學系(學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英語教學系(學士、碩士班)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博士班)、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畢業證書 





• 畢業證書夾發放規定依清大規定，博士班
一律發放，學士班及碩士班依清大規定，
為鼓勵學生參加畢業典禮，出席畢業典禮
全程者才發送畢業證書夾。無販賣。 

• 因畢業證書只會製發一份，故畢業校友的
畢業證書不會重製為清大證書。如校友有
因故遺失原竹教大畢業證書時，可申請補
發清大學位證明書，內會註明原本校校名
及系所名。 

 

畢業證書 



成績單、名次證明、學位證明、
在學證明等中英文件申辦 

• 105年11月1日(含)後，本校105學年度(含)前招生
入學之學生，均與合校前相同，請直接至網頁合
校後教務處竹師註冊組下載申請表件，循原有程
序完成申請，業務接洽單位為竹師註冊組，表件
收費標準仍與合校前相同。學生自行至行政大樓
中庭自動繳費機操作時，請使用原帳號(舊學號前
面加「u、g、n、s」)。 

• 106學年度(含)後招生入學之學生，一律依清大規
定辦理。新的申請表件及機器將於合校後儘速建
置完成。 



行事曆 

• 合校後105學年度本校區之行事曆仍依目前
已公布之本校行事曆進行，惟二校如有重
大活動需同時舉辦時，將再另行公告更動
。 



學士班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勵要
點 

• 本校原規定大學部學士班每學期各班學業
總平均成績最優之前三名學生，頒發奬金
：第一名奬金1,500元、第二名奬金1,000
元、第三名奬金500元。合校後，前三名均
改發奬金2,000元。 



教師權利義務： 

 
105學年度統一適用原竹教大基本學分、超支鐘點計算 

 
教師基本授課計算(原則上106學年分兩軌適用) 
 
超支鐘點計算(原則上106學年分兩軌適用) 
 
排課原則(自106學年開始統一適用) 

 
 
 



 
一、專任教師基本授課計算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一)基本授課學分規定 
 
  每學年應授學分數， 

  教授16學分、 
   副教授助理教授18學分 
   講師20學分。 

(一)基本授課鐘點規定 
 
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教授8小時、 
 副教授及助理教授9小時 
 講師10小時。 



 

 
二、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抵減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1. 以研究發展委員會立案為限，
每計畫案每學年抵減2學分，
每學年最多累計抵減4學分。 

2. 行政主管：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全球長、圖書
館館長、計通中心主任，每
學年得抵減授課學分數之上
限為   １３學分。 

1. 科技部計畫：每計畫案每學
年得減授2小時，每學期最
多累計減免4小時。 

2. 行政主管：兼任副校長與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每週得
減授時數6小時。 



 

 
二、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抵減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每學期得抵減學分數 
一級學術或行政主管： 4 學分 
一級學術或行政副主管： 2 學
分 
二級學術或行政主管： 2 學分 
二級學術或行政副主管： 1 學
分 

 
兼任一級與二級單位組長，每
週得減授時數4小時。兼任所
長、系主任，每週得減授時數
2小時；兼任系主任（含碩士
班以上者）得減授時數3小時。 
兼任二項（含）以上行政職，
且符合減 
 授時數規定者，以減授時數最
高一項作為核減依據。 
 



 

 
二、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抵減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3. 碩班及博班指導論文：每一博
士班研究生每學期得抵減1學
分，每一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
得抵減0.5學分，每學年最多
得抵減4學分 

4. 教師參與服務或輔導工作：擔
任導師，每學期得抵減1學分。
未兼主管之教師，其抵減學分
數由系所主管簽報院長、教務
長核定，每學年以4學分為限，
超過4學分者由校長核定。 

3. 大學部導師：老師鐘點不足
時可抵免，每學期最多減授
2小時。 

4. 碩班及博班指導論文：一般
教師無。新進三年內之助理
教授指導博、碩士班學生論
文而未領論文指導費者，每
一博士班學生每週得減授時
數1小時，至多以二學年為
限；每一碩士班學生每週得
減授時數0.5小時，至多以一
學年為限。每週合計最多得
減授2小時。共同指導者，
平均核減之。 



 

 
二、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抵減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5. 各單位新聘教師、資深績優教
授及有特殊需要者，在不影響
教學原則下，得由系所主管簽
請院長、教務長核定，酌減授
課學分數。 

6. 抵減上限：教師每學年得抵減
授課學分數上限為10學分，
有特殊需要者，經校長核定得
酌增。但各單位全體專任教師
（不含休假、進修、借調、請
假及兼任主管之教師）每年平
均授課學分數不得少於9學分。 

 

5. 教師兼任特殊性質業務，經
專案簽奉校長核准者，每週
得酌減授課時數2至4小時，
每學期至多以4小時為限。 

6. 配合教育部計畫推動實驗與
實施課程期間得彈性減授鐘
點：含業師制度、創新教學
設計。申請一門課每週得減
授時數1小時，每週合計最
多得減授2小時，相同科目
不得重複申請。 



 
二、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抵減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7. 科技部減授、指導碩博士生論
文減授、計畫課程減授之減授
時數總計每學期至多以4小時為
限，且依上述減授鐘點者，該
學期超支鐘點時數，需配合申
請減授時數減少相同的時數。 

8. 減免下限：依各項規定或辦法
抵減後之專任教師每學期最少
教授一門課（2小時）。 

 
 



 
三、超支鐘點計算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1. 超過本校「教師授課學分規定」者才
給付超支鐘點。 (例:教授每學年基本
16學分，原始授課學分需超過16學
分者才有超支鐘點。與抵減學分或獎
勵學分無關。教授每學年授課17學
分，超支鐘點為17-16=1鐘點) 

2. 0學分課程（如體育課）以時數計。
例如體育課以2學分計。 

3. 以學年辦理一次。 
4. 專任最高(含校外兼任)4小時 
5. 專班另支給鐘點，但不計入基本學分

計算(一魚不兩吃) 

專任教師每週實際授課時數超過應授
課時數者，得支領超支鐘點費。超支
鐘點在本校日間部學制及校外兼課併
計每週合計不超過4小，超授之時數視
同義務授課。 
(例：教授每週基本授課8小時，減授2
小時後，應授課時數為6小時。實際授
課9小時，超支鐘點為9-6=3小時) 
本校夜間碩士在職專班之鐘點時數另
計，每週至多支領6小時。 
(例：教授每週基本授課時數8小時，
甲師行政減授3小時後每週應授課時數
為5小時，甲師每週實際授課為7小時，
超支鐘點2小時。) 



四、學分數計算方式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與超支鐘點計算無關)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1. 以學分數計算(學年計)，不以鐘點
計算。 

2. 實驗、實習、操作及其他非以教師
講課為主之科目，其授課學分之計
算以每週上課二小時者，一學期為
1學分。 

3. 大班上課（不影響教學品質科目）
之授課學分數，每班超過80人者得
以1.5倍計算，每班超過150人者得
以2倍計算 

4. 專任教師以全英語講授為主的科目，
其教學意見調查學生反映英語授課時
數達全授課時數60%以上者，授課
學分得以1.5倍計算；若教學單位另
有較嚴格限制者，從其規定(外語系、
語言中心課程，不適用本方案) 

5. 參與開放式課程：學分數以2倍計算。 
      

1. 以每週授課鐘點計算 
2. 全英文授課鐘點X1.5倍(須簽核奉准) 
3. 申請計畫所須配合之課程每班修課

人數達七十五人以上者，授課時數
以1.5倍核計；修課人數達一百人以
上者，授課時數以2倍核計。 

4. 教師本學期在教務處授課不足之時
數，可以本學期夜間在職碩士專班、
教育學程之授課時數、大學部之兼
任導師及大五實習指導教師之時數
抵充。若本學期仍無法補足，可以
次學期超支鐘點來補足。 

 



四、學分數計算方式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6. 教發中心專案開授服務課程：

教師開授服務課程（含通識
課程、共同科目，及跨學院
的自然科學素養課程），經
向教學發展中心申請增開計
畫並經審查通過者，於開課
試教期間以1.5倍核計授課
學分數。 

7. 參與磨課師計畫(實際拍攝
時間)，於課程製作之學年
度，每8小時採計授課學分
1學分) 

8. 各單位每年平均授課學分數
將供學校資源分配之參考。 

 
 



 
五、開課原則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1. 全校開課總數每學年約3600門
課 

2. 目前各系開課數沒有限制，兼
任老師數也沒有限制。 

3. 學院須訂出校必修課時間、院
及學士班必修科目上課時間不
得變更。(永久) 
系所必須按照標準化上課時間
表排定課程 

4. 大學開課人數專任5人、兼任
10人、選項體育20人、研究所
課程3人。 

  

1. 全校開課總數每學期約
850~900門課(含日夜間班)，  

2. 限制各系開課學分數，但未
限制兼任老師數。 

3. 除共同課外，依教師需求時
段排課不限制排課時段 

4. 依課程不同有不同人數限制，
系專12人、共同15人，學分
學程20人、碩班3人、博班2
人。 



清華大學現行做法 新竹教育大學現行做法 

5.學院須訂出校必修課時間、院 
   及學士班必修科目上課時間不得 
   變更。(永久) 
(如有更動需經以下程序：針對個
案提出申請->經系、院課程委員
會議討論通過後送課務組->課務
組將異動情形Email 全校大學部
學生並統整其意見->續送全校院
學士班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討
論通過後->再送教務會議核備，
始得同意時間異動) 
  

 

 
五、開課原則 
 



 
五、開課原則 
 106學年度統一排課方式 

以清大為名招生學生適用新課程、原竹教大學生適用原本入學課程 
(新課程適用清大開課人數標準、原竹教大課程適用原竹教大開課人數標準) 

 
排課方式106學年度統一依清大原則安排 
1. 學院須訂出該院的校必修課時間、院及學士班必修科目上課時

間不得變更(永久) 。統一按清大標準化上課時間表(附表)排定課
程。 

2. 106學年度課程須按清大課程代碼編碼(附表清大範例)。 
 
為考量系所未來課程完整性，106學年度課程請各系所在106年2月以前
訂出院的校必修時段、系的系必修時段，並所有課程依清大標準化上課時
間表排定。 
合校後將再請各系所與會說明作業期程及方式。 



 
五、開課原則 
清大《學士班課程》標準化上課時間表(附表)  

 節次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8:00- 8:50 A C B A C 

2 9:00- 9:50 A C B A C 

3 10:10-11:00 B D E D E 

4 11:10-12:00 B D E D E 

5 13:20-14:10 O、M P、R S、* O、W P、T 

6 14:20-15:10 O、M U、R S、* Q、W P、T 

7 15:30-16:20 Q、N X、# Y、@ Z、# U、V 

8 16:30-17:20 Q、N X、# Y、@ Z、* U、V 

9 17:30-18:20 q、@ x y z u 

說明： 

1. Ａ、B、C、D、E皆為４小時課程。必要時可將４小時時段分為２小時連續之課程。自八十四學年

度第二學期起，３學分課程可排於上述時段，可以排四節（上150分鐘）或四節中任意排三節。 

2. Ｏ、P、Q、U、#、*、@皆為３小時課程，其中Q、X、Y、Z、U第七八節均可與第九節（ q、x、

y、z、u）連續安排３小時課程。 

3. Ｍ、N、R、S、T、V、W、X、Y、Z皆為二小時課程。 

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均可安排連續之實驗課。 



五、開課原則 

系所英文簡稱(最多4碼)+數字(4碼) 

• 範例:科目代碼:CHE3090:儀器分析及實驗一 

CHE代表化工系課程 

3090:第1碼代表修習年級為三年級 

090:代表流水號(系所自訂) 

若該門課開在105學年度第1學期只開1班則課號為10510CHE309000 

若該門課開在105學年度第1學期開2班(第1班)則課號為10510CHE309001 

若該門課開在105學年度第2學期開2班(第2班)則課號為10520CHE309002 

106學年度新課程請依清大科目編碼方式編排(如下) 
 
清大《課程科目編碼》方式 



合校後教務處「竹師教學活動組」業務調整說明 
項次 合校前業務 合校後業務 與清大教學發展中心討論及決議內容 

1 夥伴教師  配合辦理  配合辦理  

2 新進教師研習          配合辦理  配合辦理  

3 教師專業社群補助  
續辦：依據教學增能計畫
期 程 ， 業 務 執 行 至
105/12/31終止，並於106
年1月1日起停辦。  

(1) 依據明年度經費決定。 
(2) 再續辦則整併至清大學研組。  

4 教師研究計畫補助  停辦，整併至清大研發處 

5 教師評鑑  
1.竹大軌-續辦  
2.清大軌-配合處理  

停辦，整併至清大綜教組。  

6 教師歷程檔案  停辦  停辦 

 7 
教學傑出教師獎 

遴選  
配合辦理  停辦，整併至清大綜教組。  

 8 學習預警制度  
105學年度-續辦  
106學年度-配合辦理  

配合清大辦理。  

 9 補救教學  續辦  
配合教學增能計畫期程，業務執行至
105/12/31終止，並於106年1月1日起
停辦。  



過渡軌 

•1051(含)開始採用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與學中心>教師發
展>教師評鑑專區 

清大軌 

•1051(含)開始採用 
•國立清華大學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各項法規>教務規章>國
立清華大學專任教師評量辦法 

六、教師評鑑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aca.web2.nhcue.edu.tw/files/11-1006-1575.php?Lang=zh-tw
http://dgaa.web.nthu.edu.tw/ezfiles/74/1074/img/360/134133699.pdf
http://dgaa.web.nthu.edu.tw/ezfiles/74/1074/img/360/134133699.pdf


六、教師評鑑 

  過渡軌 清華軌 

辦理單位 教學活動組 綜教組 

評量辦法母法 教學活動組 綜教組 

評量辦法子法
表單 

院級 院(系)級 

(通過後送外審) 

通過分數 70分 80分 

教評會 核備 核備 



一、11/1合併後，選擇過渡軌的教師，依照
原訂之教師評鑑輪值表 

二、併校後，將會視需要調整竹大軌的評鑑 

    辦法 

三、評鑑對象 

    過渡軌將取消終生免評的條文 

六、教師評鑑 



•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業務(移交清大教務處綜教組)   

• 科技部與產學合作單一窗口(移交清大研發處) 

•  辦理學術研究發展獎助 (轉申請清大相關補助) 

• 辦理研發成果、專利及技術移轉之申請(移交清大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 出版竹大教育學報、人文社會學報、大學教學實務與研 

  究學刊 (移交清大教務處出版社) 

• 實施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移交竹師教學活動組) 

• 辦理多元升等教師歷程檔案與資格審查(移交竹師教學活動組) 

 

教師權利義務： 



科技部與產學合作案件單一窗口 

• 受理各類計畫申請、彙辦、通知  

• 辦理各類計畫之簽約、請款 

• 辦理各類計畫之報結 

• 辦理各類計畫之變更 

• 科技部補助特殊優秀人才之申請、請款、結案 

 

併入清大研發處計畫管理組 
殷嘉蓮行政助理#35010  



七、學術研究發展獎助項目(1) 

 
•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 

 

 

 

 

• 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獎勵教師折抵授課
時數 

併入清大研發處綜合企畫組 
林芬組長＃35007  
林怡君行政助理#35124  

清大研發處自動產生報表後 
擬併入清大教務處課務組 
鄭夙芬＃31393  



七、學術研究發展獎助項目(2) 
 • 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 研究成果發表獎勵 

• 指導本校大學部學生進行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
研究 

  計畫獎勵 

• 研究論文外文編輯補助 

• 教師研提整合型研究計畫之獎勵 

經查，清大無上開補助項目，合校後，本補助項目停止辦理。 
清大設有「研發專款」及「彈薪」獎勵金提供校內教師提出申請。  



七、學術研究發展獎助項目(3) 
 

•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之申請、請款、結
案。  

併入清大研發處綜合企畫組 
林芬組長＃35007  

林怡君行政助理#35124 
 

原105年已執行之17項獎勵案件之期限，將洽詢科技部綜合司後續
辦理情形，移交至清大研發處及主計室協助辦理核報。  



七、學術研究發展獎助項目(4) 
 
• 教師藝術科展演活動補助  

對應本校教師藝術科展演活動補助辦法，經查，105年校
內已核定1件展演活動補助，因展演日期為11月中旬，
將繼續執行並完成後續核銷。 

合校後，本補助項目自12月底停止辦理。洽詢清大藝術中
心，該中心僅提供校外藝術家之展演，無補助校內教師
展演之項目。   



八、研發成果、專利及技術移轉之申請 

• 定期紀錄管理及盤點研發成果 

• 專利及技術移轉之評估及政策規劃。 

• 本校教師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之審議。 

• 爭議性及特殊性案件之審核。 

• 於每年於3月、5月及11月受理校內教師申請，並召開 

  審查會議。 

另外，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事宜。  

併入清大產學合作營運中心智財技轉組 
陳黛君經理 #62299  



九、研究倫理相關業務 
 

併入清大研發處研究倫理辦公室 
范瑞紋執行秘書#62123  

對應本校非生物醫學類人類研究專題計畫 

申請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辦法。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行為與社會
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審查服務收費標準  



 
1. 案件之審查服務費用，應於研究經費補助單位核訂清單所載之研 
   究執行期限第一日起60 個日曆天內，一次繳納完畢；未獲補助 
   之研究計畫，應於本辦公室通知審查結果當日起30 個日曆天內 
   ，一次繳納完畢。 
 
2. 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案件，其後續之變更案、持續審查案、不良 
   反應通報、微小及行政變更事項、結案審查，及不服審查結果之申 
   覆案，無需繳納費用。 
 
3. 如補助單位要求研究計畫需先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得申請延後繳納 
   審查費，並於確定獲得補助後再收費，如計畫未獲補助則依自行發 
   起之研究計畫收費標準收費。 
 
4. 案件於本辦公室行政審查完成前撤案者，所有審查類別之審查費均 
   以新臺幣1000 元計。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審查服務收費與退費機制  



十、出版原竹教大學報與學刊 

併入清大教務處出版社 

合校後原竹教大發行之學術期刊更名， 

由各編審會開會討論， 

再通過清大校內會議核備。 



1. 教師任一科目平均分數低於3.5分，由所屬單位主
管參酌填答人數與質性描述，填寫「教學意見反映
輔導紀錄表」。 
 

2. 兩年內二學期任一科目或同一學期二門科目平均
分數低於3.5分之專任教師，由本校教學輔導小組委
請專任教師所屬單位主管推派1名教師代表及10年內
榮獲本校教學傑出教師代表1名，進行教學資料分析、
約談輔導及撰寫「教學意見反映輔導紀錄表」 ，並
陳報本校教學輔導小組審議。 
 

{本校教學輔導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專任教師所
屬單位主管及院長組成} 

 
 

十一、實施教學意見反映調查 

併入竹師教學活動組 



 

3. 由本校教學輔導小組認定為教學成效未臻理想之專
任教師必須於審議結果評定後二週內，提出「教學狀
況自我改善計畫表」，送交教務處備查。 
 
4. 提出「教學狀況自我改善計畫表」後，次學期起教
學意見反映調查該科目平均分數仍低於3.5分之專任教
師： 

1.下學年度起二年內不得超過基本授課鐘點。 
2.下學年度起二年內不得教授平均分數低於3.5分之
任一科目。 

3.其他辦法規範者。 

十一、實施教學意見反映調查 
 

併入竹師教學活動組 



十二、多元升等教師歷程檔案與資格審查 

• 辦理教師多元升等申請與資格審查 
 

• 協助教師提供完整教學歷程檔案 
 

• 協助教師教學成果與代表教學技術報告外審 
 

• 辦理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  

併入竹師教學活動組 



Q & A 



Q.(1)在教務過渡期間，請考量各類班別之開課人數上下限，避

免學生學分不足無法在期限內畢業。 

    (2)外語畢業門檻是否要與清大一致？本校外語畢業門檻的

落日是否訂定明確時間？(應科系) 

 

A:(1)過渡期間之開課人數限制依舊課程規定，但在必要時會予

以放寬，會依個案處理。 

  (2)原竹大105學年度以前入學之舊生，外語門檻規定不會改

變，仍依其入學時規定辦理。 

老師關心學生的問題 



兩校法規 
 

Q:兩校法規差異是否會有整理對照？適用對象
及期程是否有差異？ 

 

A：會中發放清大教務章則彙輯提供給各系所主
任及職員。 



Q:本校今年辦理科技部計畫是否於11月1日正式轉移
至清大研發處辦理?已公告期限與清大不同，是否會
調整？11/1後，校內科技部計畫主持人是否要提出
計畫變更流程？ 
 
A:已於10/17日詢問科技部綜合司有關併校後，原執
行研究計畫之後續行政處理事宜。 
 

有關科技部相關業務於合校後由研發處計畫管理組
承辦，相關計畫徵求公告及申請期限將以清大研
發處公告為主，故陸續將轉清大「研發電子報」
至各位師長週知。 

 
   

科技部徵求計畫之申請 



Q:本校總務處詢問，有關非科技部之計畫，因
老師於合校前皆以竹教大名義與合作單位簽約
，請教是否有換約的問題？ 
 

•A:清大研發處回覆:計管組只管控研究計畫，清大總 
務處無研究計畫 

  智財組法務杜依黟小姐回覆: :無須換約執行完畢。
11/1起簽訂合約，請依清華校內合約簽訂，合約有任
何疑問，歡迎先與法務聯繫。 

  杜依黟小姐，電話：03-5731298，
Email:yiyi@mx.nthu.edu.tw 

產學合作計畫之申請 



清大研發專款補助 

 

申請流程：請至研發處網頁下載國立清華大學研發處研發
專款補助申請表說明補助原由，用途，擬購設備，再由系
/所，院，研發處核定。 

清大彈薪補助 

轉知研發處訊息，有關合校後彈薪申請，各院需訂定相
關辦法，每年申請時程約在3月開始，故需在明年3月前
完成辦法訂定，後續如有疑義，可洽研發處綜合企劃組 
蔡美如 小姐 
電話：03-5715131#35011 
mail：mrtsai@mx.nthu.edu.tw 



謝謝指教~ 
         教務處105.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