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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碩士學位流程圖 

 

           修習學分 

修滿「二十學分」後才可提出論文計畫 

提交論文計畫及申請調查 

需於預計口試日期前三週提出申請 

論文計畫審查 

申請碩士學位口試 

與計畫口試通過時間至少間隔三個月 

碩士學位口試 

驪歌輕唱 

學位口試通過，辦妥「離校手續」後即可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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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 
98.01.08.97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98.03.23.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040687號函同意備查 

98.09.29.98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98.12.17.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217713號函同意備查 

100.10.05.100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11.16.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201997號函同意備查 

101.01.05.100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2.10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10021853號函同意備查 

101.03.13.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05.21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20072049號函同意備查 

104.09.03.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12.16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40173816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訂定之。 

第二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自訂增加筆試。 

第三條 本校各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之院、系、所、學位學程，應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 

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本辦法之規定，訂定研究生修業要點。研究生修業要點應至少包含 

下列項目： 

      （一）入學資格：至少包含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格、轉系所組規定。 

      （二）修業年限：至少包含一般生及在職生最低及最高修業年限。 

      （三）修課規定：至少包含應修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抵免學分規定，其中碩士生逕行

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修學分數，應說明是否包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前已修習之學

分。 

      （四）論文指導規定：指導教授之敦請與更換。 

      （五）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規定。 

      （六）學位考試之條件。 

      （七）其他項目由各系所自行增列。 

      （八）程序：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務會議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應由院、系、所、學位學程嚴予考核，經資格考及格後，並符合本校博士班 

學位考試有關申請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之條件者，始得由該院、系、所、學位學程提出為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辦理方式如下： 

（一） 資格考每學期得辦理一次，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自訂考試日期並受理申請，

研究生申請參加各科目之考試次數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自訂。未依各院、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通知教務處勒令

退學。 

（二） 資格考以筆試方式為原則，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應組織委員會辦理資格考相關

考試事宜，資格考試由院、系、所、學位學程自行訂定於修業要點內。  

（三）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經院、系、所、學位

學程會議審查通過，經校長核定，得再回原碩士班就讀。  

（四） 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成績及格後，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通知教務處登錄於 

成績表。 

第五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 

      （一）本校規定年限。 

      （二）修畢所屬院、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三）已完成論文初稿。 

（四）博士班研究生經通過資格考試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者；碩士班研究生經考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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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者，博、碩士班研究生各項考核規定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自行訂定，並得依實 

 際需要訂定更嚴格之規定。 

第六條 博士、碩士論文(含提要)撰寫之語言，由各系所(含學位學程)依發展特色及性質自訂。已 

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再行重複提出。 

第七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申請期限：每學期一次，其日程依照本校行事曆之規定；教師在職進修暑期班自研

究生完成。該暑期註冊手續起至十月十五日止，必要時亦得經申請核准於正式學制

第一、二學期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惟該學期須繳交學雜費基數。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１. 歷年成績表一份。 

２. 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系、所、學位學程研究生，其論

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專業技術報告代替。惟是否屬於藝術類或應

用科技類系、所、學位學程，應由各該系、所、學位學程依其主要研究領域自行

認定，並提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且各系、所、學位學

程需將其相關規範及加修學分等規定明訂於修業要點中。 

      （三）經指導教授及所屬院、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報請學校核備。 

      （四）本校學生除雙聯學位生外應以於校內進行學位考試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需至校外 

或以視訊方式進行時，應事先經系、院主管核可後始得辦理，系（所）並應全程錄

影存檔備查。 

第八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B-)為及格，一百分(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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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碩士學位考試出席委員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博士班學位考 

試出席委員有三分之一（含）以上評定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論文 

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第九條 院、系、所、學位學程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始得將各該生學 

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錄，惟至遲第一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第二學期應於七月三十 

一日前，教師在職進修暑期班應於十一月十五日前送達。論文（含紙本及電子檔）之繳交 

期限，第一學期為二月十五日、第二學期為八月十五日、在職進修暑期班為十一月三十日 

前（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逾期而未達修業最高年限者， 

次學期（暑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暑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屬該學期（暑 

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繳交學位論文紙本、全文電子檔、學位考試成績，本校得以其 

通過學位考試並辦理離校手續完成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第十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暑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 

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暑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以 

一次不及格論。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暑期）或次學年重考，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人至五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人至九人，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 

（含）以上；委員由院、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提請校長遴聘之，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

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碩、博士班研究生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

不得擔任其學位考試委員。 

第十三條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 

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需有校外委員三分之 

一（含）以上時始能舉行。 

第十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 

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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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院、系、所、學位學程會議訂定之。 

第十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 

研究外， 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院、系、所、學位學程會議訂定之。 

第十六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 

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七條 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專業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 

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及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並予退學。前項撤銷學位證書事項， 

除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外，應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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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104年 12月 23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使本校學生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的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國立東華大學學

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05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及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學生。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並完成為原則。若曾修過「學術

研究倫理教育」相關課程且出具修課通過證明，經系(所)審查核准者得免修；如各系(所)

於其碩士班、博士班修業規定另訂有應通過專業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者，得由各

系所認定後抵免本課程。 

    各系(所)得依專業需求訂定更嚴格之修課或畢業條件規定，並明定於碩士班、博士班修

業相關章則中。 

三、實施方式： 

(一)教務處經由系所協助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結束後將學生資料傳至「臺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台，協助帳號建置。 

(二)學生應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路自行觀看本課程，完成課程(以研習 3

小時以上課程為原則)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者，即可於網站申請下

載修課證明。 

四、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之學生，須在通過線上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並出示修

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考試。未通過者，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補修完成，未完成本課程者，

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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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 
97.09.25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5.07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主管會報通過 

101.06.13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01.09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5.28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03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協助本校大學部成績優異學生提前修讀本校碩士班課程，以期達到精深學習及縮      

 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本辦法。 

第 二 條  大學部學生（含轉學生）於大三下學期起，得向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提出 

 申請提前修讀碩士班課程。其錄取名額、甄選標準及甄選程序，由各學院、系、所、  

 學位學程自訂之，經系所務會議及院級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後實施。 

第 三 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應成立審查小組，本公平、公正原則決定錄取學生名單，該錄 

 取名單應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登錄。 

第 四 條  經被錄取為提前修讀碩士學位之學生（以下簡稱準研究生）其修習課程應遵守學校 

 及相關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 

第 五 條  準研究生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碩士班入學甄試、考試或 

 境外生入學管道，通過甄試、考試或境外生入學管道者，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  

 之資格，其報到、註冊及保留入學資格等事宜比照碩士班招生錄取新生相關規定辦 

 理，入學後之修業規定，悉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章辦理。 

第 六 條  本校提供各碩士班、研究所及碩士學位學程每學年至多五名之準研究生於大四期間 

 學雜費減半收取，惟需先繳交全額學雜費；俟通過本校碩士班入學甄試或考試後， 

 就讀碩一時申請退費。其錄取標準及名單併同本辦法第二、三條辦理。 

 各學院得就學院總名額內調整各碩士班、研究所及碩士學位學程準研究生減收學雜 

 費之名額，並以該班招生名額 50％為上限。 

第 七 條  準研究生提出碩士班課程抵免學分申請之科目，其修習之成績需達 B- （或七十分） 

 以上，並應於碩士班入學當學期加退選前辦理(詳細日期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另訂 

 之)。申請辦理學分抵免以一次為原則，且最多得全數抵免，不受二分之一的限制； 

 惟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準研 

 究生所修碩士班課程成績，得列入學期成績平均。另該生在碩士班就讀之修業年限  

 至少為一年。 

第 八 條  學生必須符合原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學士學位與提前修讀之碩士班碩士學位相關規 

 定，方能發給學、碩士學位證書。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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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學前四年修讀碩士班課程，免另繳學分費。 

2. 所修碩士班課程最多得全數抵免（其修習之成績需達 B- 以上，抵免上限由各系、所、

學位學程認定）。 

3. 依大學法及本實施辦法，大學生得於三年畢業，碩士生得於一年畢業。 

4. 碩士生成績優異者另依本校優秀學生留校升學獎勵辦法申請五萬元獎學金。 

5. 各碩士班、研究所及碩士學位學程得列準研究生之備取名單，及準研究生修習相關課

程之規定，未依規定修習課程之相關處理方式（例如取消其準研究生資格）。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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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施行細則 

 
  101.06.14 100 學年第 2學期第 1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1.12.19 101 學年第 1學期第 1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1 年 12 月 27 日 101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1.6 送教務處核備 

第一條 依據「國立東華大學大學生連續修讀碩士學位實施要點」，為鼓勵本系大學部成績優

異學生繼續於本校修讀碩士班課程，以期達到連續學習之目的，特訂定施行細則。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含轉學生）修業滿五學期，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得於大三下學

期起，開學後一週內依本辦法規定向本系提出申請先修碩士班課程，成為準研究生。 

一、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排名前 50%。 

二、已修畢藝術學院或本系認可他院(系)學程任何一個學程之三分之二以上學分數 

（含院基礎學程，院跨領域學程，系核心學程，及系專業學程）。 

三、具特殊表現或榮獲獎項，能提出證明文件者。 

第三條 被錄取為五年修讀碩士學位之學生得提前選修本系碩士班課程，但修習課程應遵守

學校及本系學位學程之規定。 

第四條 其餘規定依本校「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辦理。 

第五條 本要點經系務、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修業要點 
 

98.05.19 .9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所務會議 

98.06.11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05.26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0.06.16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1.06.14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1.12.26.10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2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9.18.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10.2.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10.15.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4.20.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 

105.4.20.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 

105.6.16.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10.12.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規範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事項，依據本

校學則、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以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入學資格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具有學

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通過

者，得進入本系修讀碩士學位。 

（二）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 申請轉所學生，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 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申述

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進入修讀本碩士學位。 

三、修業年限 

    一般生：一至四年；在職研究生：可再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四、修課規定 

(一)依照入學當學期課程規劃相關辦法規範。 

    (二)105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學生，應在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

中心」網路修習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 

五、學分抵免 

    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六、指導教授 

    (一)研究生於開學前即需決定指導教授。 

    (二)研究生如需更換指導教授，需於第一學期結束或第二學期結束前，由學生自行提出， 

  或由指導教授提出，經系所務會議決議後更換之，惟更換指導教授以一次為限。 

七、論文研究計畫 

(一) 本系學生於修業滿一學年後，並至少修 20 學分，得申請論文研究計畫審查。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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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以審查論文計畫書之方式進行，由指導教授及主任協商後，就各生所提之

論文計畫組織口試委員會審查之。 

(二)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並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始能舉

行。 

(三) 上述論文研究計畫審查結果有四：（1）通過，不必修正(2)通過，但須參納評審意

見修改，並經指導教授同意（3）通過，但論文須大幅修改，並經所有評審教授同

意（4）不通過。若評定為不通過者，得依審查委員之建議在限期內提出再審，若

再經評定為不通過時，得予以退學。 

(四) 通過論文研究計畫審查的學生，始得提出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五) 論文研究計畫之口試與碩士學位論文口試至少應間隔三個月。 

八、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一) 申請資格 

需通過畢業初審和論文計畫審查，始得提出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二) 申請期限 

須在舉行口試三週前提出申請，最後截止日依照本校行事曆之規定。申請時應上網

填具申請書，並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同時繳交碩士論文初稿（含中文摘要）。 

(三) 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四)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1. 置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佔三分之一以上，指導教授為當然委

員。委員名單由主任與指導教授推薦，經院長核定，提請校長遴聘之，並由委

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之。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

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2. 考試委員除對研究生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 

(2)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3)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研究領域，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3.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並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

出席委員中需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時始能舉行。 

（一） 學位考試成績之評定 

1. 以七十分(B-)為及格，一百分(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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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學位考試出席委員有二分之一以上評定為不及格者，以

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2.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並送本

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 

3.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

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

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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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二） 研究生經學位考試通過，應於修業期限內，根據口試委員意見修改論文內容，經

指導教授及主任審查後，方可辦理離校手續。 

（三） 碩士學位論文（含摘要）須符合國立東華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學位考試通過

後一個月內或辦理離校前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依照國立東華大

學圖書館學位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文四冊（二冊系收

藏，二冊本校圖書館）。 

（四） 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學生應將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 

錄，惟至遲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送達；逾期而

未達修業最高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

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

規定退學。 

九、畢業條件 

    碩士生需於畢業離校前，完成下列項目： 

（一） 研究生需於入學第一學年全班參與「新生展」。第二學年舉辦花蓮縣以外之「研究

生聯展」。5年連續修讀同學及提早入學者可視狀況選擇參加年度展覽。 

（二） 一年級下學期需參加聯合發表會。 

（三） 理論組須於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至少參加二次研討會公開發表或於相關學術性

期刊、書籍發表至少一篇，並繳交成果抽印本或相關記錄乙份。 

（四） 創作組須於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參加縣級以上比賽獲得二次入選或一次佳作，

成果報告或相關記錄須繳交乙份。 

（五） 前述第三款及第四款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碩士學位考試申請前或申請同時附

上，供行政人員進行初審，並呈主任簽核。該紀錄簽核後，所上行政人員及碩士

生各執一份留存。 

（六） 創作組須於畢業前舉辦學位創作個展，展出的作品數量由指導教授規定。展出件

數至少需 15件以上(必須含學位創作作品)，展出時間至少要展出五天以上，展出

內容與件數計算交由指導教授決定，需於畢業前辦理完成，展覽完成後於畢業前

應需繳交展覽證明書(含作品目錄)於系辦公室。 

十、對已授予之碩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事件，經調查屬實者，則撤銷其學位，

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一、其他未盡之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本校學則、規章辦法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務會議核備，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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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課程規劃表 

8.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提早入學者，適用本年度課規 

9.105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學生，應在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網路修習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 

一、最低畢業學分數： 

    畢業學分：37.0 學分 

    專業必修：13.0 學分 

    專業選修：24.0 學分 

二、重要相關規定： 

1.至少修滿37學分，通過論文考試，始得畢業。 

2.理論組至少選擇理論科目5科15學分，選擇創作科目3科9學分。 

3.創作組至少選擇創作科目5科15學分，選擇理論科目3科9學分。 

4.承認本碩士班以外選修科目6學分。 

5.每學期修課上限為15學分。 

6.大學非藝術與設計相關科系畢業之研究生，須加修大學部3-9學分藝術或設計相關課程。 

7.100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碩三每學期必選修「專題研究」課程。 

科目名稱 英文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學

分 

*先修科目或

#背景科目 
備註 

專業必修 

論文研究與寫作 Thesis Research and Writing AD__53600 3.0 
  

藝術與設計專案

研究 (一 ) 
Research in Art and Design Project I AD__52960 3.0 

  

藝術與設計專案

研究 (二 ) 
Research in Art and Design Project II AD__52980 3.0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0  線上修課 

專題研究 (一 ) Special Topic Study I AD__50600 1.0 
  

專題研究 (二 ) Special Topic Study II AD__52970 1.0 
  

專題研究 (三 ) Special Topic Study III AD__52990 1.0 
  

專題研究 (四 ) Special Topic Study IV AD__53300 1.0 
  

專業選修 

美學研究 Research in Aesthetics AD__50400 3.0 
 

理論組  

當代藝術思潮批

評研究  

Study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Issues 

in Arts 
AD__54200 3.0 

 
理論組  

藝術理論研究 Research in Arts Theories AD__54000 3.0 
 

理論組  

視覺藝術心理學

研究  
Study of Visual Art Psychology AD__52600 3.0 

 
理論組  

紀錄片美學研究 Study on Documentary Aesthetics AD__50500 3.0 
 

理論組  

靜態影像研究 Still Image Study AD__52500 3.0 
 

理論組  

感性設計研究 Study of Kansei Design AD__50300 3.0 
 

理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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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研究 Study of Product Design AD__@0020 3.0 
 

理論組  

設計評價研究 Study of Design Evaluation AD__52900 3.0 
 

理論組  

現代書藝研究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alligraphic Art AD__52950 3.0 
 

理論組  

專題研究 (五 ) Special Topic Study V AD__53500 1.0 
 

理論組 /

創作組  

專題研究 (六 ) Special Topic Study VI AD__53900 1.0 
 

理論組 /

創作組  

風格與文化研究 Study of Style and Culture AD__51900 3.0 
 

理論組 /

創作組  

電腦動畫研究 Study of Computer Animation AD__53200 3.0 
 

創作組  

紀錄片創作研究 
Study on Writing, Directing and Producing 

Documentary 
AD__54100 3.0 

 
創作組  

錄像藝術創作 Practice in Video Art AD__51600 3.0 
 

創作組  

攝影創作研究 Study of Photographic Creation AD__52910 3.0 
 

創作組  

繪畫創作研究

(一 ) 
Study of Painting Studio I AD__50800 3.0 

 
創作組  

繪畫創作研究

(二 ) 
Study of Painting Studio II AD__50900 3.0 

 
創作組  

繪畫創作研究

(三 ) 
Study of Painting Studio III AD__52920 3.0 

 
創作組  

繪畫創作研究

(四 ) 
Study of Painting Studio IV AD__52930 3.0 

 
創作組  

造型創作研究

(一 ) 
Study of Sculpture Studio I AD__51000 3.0 

 
創作組  

造型創作研究

(二 ) 
Study of Sculpture Studio II AD__52940 3.0 

 
創作組  

複合媒材研究

(一 ) 
Study of Mixed Media Studio I AD__53700 3.0 

 
創作組  

複合媒材研究

(二 ) 
Study of Mixed Media Studio II AD__53800 3.0 

 
創作組  

人因行為觀察與

風險因素研究 

The human factors research of behavior 

observations and risk factors 
AD__54300 3.0 

 
理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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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選課須知  
 

98.01.08 97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99.06.09 98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1.05 100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06.05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10.15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04.0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10.1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須知依據本校學則第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 學生選課應依學校規定之選課日期、時間及方式辦理，選課前應詳閱課程表和本須知。 

三、 教務處應於每學期選課開始前公告課程表及選課注意事項，提供學生選課參考。  

四、 選課分為初選及加退選二階段。初選於前一學期期末辦理（新生於第一學期開學時），

加退選於開學後規定時間內辦理。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選課，選課期間結束後，不

再接受任何選課異動。學生於選課期間因人數已滿額或其它原因未選入課程，在上課教

室容量許可且經授課教師同意下，得於加退選截止後一週內以人工加簽方式辦理加課。  

五、 學士班（不含進修學士班）學生應於畢業前修畢「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 

及「體育（四）」課程，其中「體育（一）」及「體育（二）」課程應分別於第一學年上、 

下學期修習。98(含)學年度以後入學及選擇 98(含)學年度以後課規為畢業審查標準之學

士班（不含進修 學士班）學生，應於畢業前修畢「服務學習(一)」及「服務學習(二)」。  

六、 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須修習語文教育、選修核心課程(包含必選修核心課程、認列選修核

心課程)，應修學分數及其他相關規定依本校校核心課程開設通則、校核心課程選課注

意事 項辦理。101(含)學年度以前入學且選擇 101(含)學年度以前通識課規為畢業審查

標準之學士班學 生應修通識課程學分數及相關規定，仍依原通識教育課程開設通則規

定辦理。美崙校區 97〈含〉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修通識課程學分數及相關規

定，仍依原通識課程之課程架構表相關規定辦理。 

七、 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由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自行訂定之。 

八、 凡屬規定全學年修習之科目，若僅修讀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者，由各系、所、學 

位學程自訂是否計入畢業學分。學生所選課程有無連續性或先後修習之次序，其修課原

則均由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訂定之。 

九、 重覆修讀已經及格且名稱及學分相同之科目，不再計列學分，亦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計 

算。 

十、 學生不得選擇上課時間相互衝突之科目，否則概予註銷。 

十一、開學後，因為上課時間調動而發生衝堂之科目，請即辦理退選。未辦理者，其衝堂科  

  目依本校學則之規定，概予註銷。  

十二、修讀國小、中等教育學程之同學，始得選讀師培專班之課程。  

十三、學生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該學期已有開授相同之必修科目者，原則上不得跨班選課。  

十四、碩博士班學生選修學士班或進修及推廣課程，應繳學分費，惟非研究所課程之修課成  

  績不列入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且該學分不列入該系、所、學位學程最低畢業學分之 

  一部份。  

十五、逾期辦理選課規定：  

     （一）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初選，需經系所主管同意送教務處備查，始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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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加退選。  

     （二）除特殊情形外，不得請求逾期辦理加退選；特殊情形辦理逾期加退者，應於加 

          退選截止後一週內，向所屬學系辦公室提出申請，並經專簽同意後始得辦理。  

十六、學雜（分）費繳交規定：  

（一）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教育學程學生之學分費及學士班延畢生所選課程之學雜

（分）費應於規定時間內繳納。 

（二） 應繳納之學雜（分）費當學期未繳交者，不得辦理次學期課程之選課作業;如 

  屬當學期畢業生，則列入欠費項目，應於辦理離校手續前繳納完畢。 

十七、校際選課規定：  

     （一）學生至外校選課，應以本校當學期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二）學士班學生選修外校之課程每學期最多六學分，且以不超過該學期在本校選課 

   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惟暑期至校外選課不受總學分數三分之一之限制。  

     （三）碩博士班學生與學士班延畢生至外校選課之學分數由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自 

           行規定。  

     （四）學生申請校際選課應於每學期開始上課後一週內、暑期課程則需於暑期開始上  

   課後二週內辦理完畢，並將核准後之校際選課申請單送交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及教務處存查。  

     （五）學生申請校際選課，務須瞭解並遵守開課學校有關之規定。  

     （六）校際選課申請單請逕至教務處網頁下載使用，並應詳填課程抵認及學分採計與  

       否等事項，經相關單位主管簽章。  

十八、選課確認單為正式選課依據，學生於加退選結束後接到選課確認單，應仔細核對確認  

  後簽名，並須經導師（指導教授）與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章後繳交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轉教務處存查。  

十九、境外學生另有法令規定者，則不受本須知限制。  

二十、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須知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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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空白---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教育部 88.3.26 台(八八)師(二)字第 88023366 號函審查通過 

教育部 89.8.29 台(八九)師(二)字第 89107527 號函審查通過 

教育部 90.11.29 台(九 O)師(二)字第 90169703 號函審查通過 

教育部 90.12.28 台(九 O)師(二)字第 90186002 號函審查通過 

91.3.13 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1.6.17 台(九一)師(二)字第 91085780 號函審查通過 

91 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 91.11.8 東教字第 09110007619 號函修正通過 

教育部 91.11.21 台(九一)師(二)字第 91177808 號函審查通過 

91 學年度第四次教務會議 92.3.6 東教字第 092001553 號函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3.19 台中(三)字第 0920038148 號函審查通過 

92 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 92.10.07 東教字第 0920007557 號函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11.11 台中（二）字第 0920153194 號函審查通過 

92 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 92.12.8 東教字第 0920009601 號函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2.2 台中（二）字第 0930001035 號函審查通過 

92 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 93.3.10 東教字第 0930001942 號函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4.12 台中（二）字第 0930044831 號函審查通過 

93 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 93.3.10 東教字第 0940001819 號函修正通過 

93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 94.5.11 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8.4 台中（二）字第 0940107325 號函審查通過 

教育部 94.10.7 台中（二）字第 0940136385 號函審查通過 

9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 95.6.7 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 95.10.4 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 95.12.20 修正通過 

96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 96.9.26 修正通過 

9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 97.1.18 修正通過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98.3.12 修正通過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98.9.29 修正通過 

99.12.03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師培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0.01.05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07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師培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0.06.15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1.05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1.03.29 臺中（二）字第 1010054936 號函核定 
102.03.13 一百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3 年 2 月 11 日臺教師(一)字第 1030019350 號函核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及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訂定，有

關本校學生甄選修習教育學程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經教育部核准開設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以下簡稱教育學程)，分別培育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優秀專業之師資。 

第三條  教育學程師資生甄選由本中心設置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辦理，規定如下： 

一、本中心應組成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與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招生

委員會辦理本校大學各學系二年級以上及碩士、博士班在校學生申請修習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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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相關事宜。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由本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中等學校教

育學程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三、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由本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國民小學教

育學程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四、前開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與教育學程甄選要點另訂定之，

其中教育學程甄選要點應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四條  教育學程甄選修習資格如下： 

一、本校經教育部核准，每學年開設之教育學程，其招生班級數與人數依教育部核 

    定之師資生名額為準。 

二、申請本中心教育學程甄選之本校在學學生，經各系、所完成資格審查合格者， 

    得參加本中心舉行之甄選。 

三、申請甄選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與標準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1.本校大學部一年級以上在校學生；甄選當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居該

班排名前百分之五十者。 

2.研究所碩、博士班在校學生，甄選當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總成績七十

五分（含）以上者。 

3.前開在校學生歷年各學期操行成績應在八十分（甲等）以上，且在申請

截止前未受記過處分者。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1.本校大學部一年級以上在校學生：甄選當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居該

班排名前百分之七十者。 

2.研究所碩、博士班在校學生：甄選當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總成績七十五

分（含）以上者。 

3.前開在校學生歷年各學期操行成績應在八十分（甲等）以上，且在申

請截止前未受記過處分者。 

第五條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

額採外加方式，每班至多三人。但甄選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

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第六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報經教育部同意者，得於本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 

一、已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期限之本校畢業師資生，經本校以申請當時

獲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重新辦理認定，其學分仍有不足者。 

二、本校畢業師資生如擬至其他師資培育之大學以隨班附讀補修教育專業課程，須

經本校同意，另應檢送欲修習之科目及學分課程大網等相關資料，經本中心或

各師資培育學系之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始予以採認。 

三、本校師資培育學系畢業師資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足需補修學分者，得按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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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本校畢業師資生經本校認定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仍有不足者，前述補修學分者，其成績

審核悉依本校學則、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並應於二年內完成補修

及認定，相關收費標準依據本校校外人士選修學分、學程辦法辦理。 

第七條  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如下： 

一、凡修習教育學程者，其成績概以Ｃ-(六十分)為及格，已修畢規定之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與學分且其成績及格者，得向本中心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組申

請並經審核通過後，發給教師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其格式由本中心訂定

之。 

二、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學分數及成績：大學部學生依本校學則第三十七條規定，

一併計入每學期之學分總數及學業成績計算；研究所學生依本校學則第六十五

條規定，非研究所課程不予計列。 

三、教育學程修課其他應遵行相關規定如下： 

(一)凡修習教育學程者，每學期至少須選修一門課，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以每學

期不得超過八學分、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以每學期不得超過九學分，但屬應

屆畢業生則皆不得超過十一學分。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課順序為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與教

學基本學科課程先於教材教法課程，未修習教學基本學科不得修習教材教

法課程與教學實習課程；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課順序為教育基礎課程與教

育方法學課程先於教材教法課程,未修習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學課程

者,不得修習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 

(三)教育學程以單獨開班為原則，開課人數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之規定，國民

小學師資類科未達開課人數下限，得隨相同師資類科師資培育學系班級修

習。 

(四)教育學程之課程學分抵免及採認等相關事宜，另依本校學則及本中心教育

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等規定辦理，前開學則及抵免要點另訂定之並應報

教育部備查。 

 

四、本校非師資生得申請於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設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學基本

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及選修課程，並得依本校學則及本

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等規定採計或抵免學分。渠等學生經甄選通過

為師資生後，得申請學分抵免，抵免學分數以各類師資培育教育學程教育專業

課程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為上限，其教育學程修業期程自經甄選通過後起算應

逾一年以上(至少三學期且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學分事實，不含寒、暑修)，另

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 

 

五、本校學生欲完成修習或採認任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應經甄選通過取得

各該類科師資生資格。 

第八條  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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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辦法所稱教育學程，係指學生在主修系、所之外，加修之科目與學分，不計

入主修系、所應修畢業學分。但放棄修習教育學程之學士班學生則不在此限，

且放棄師資生資格之名額，本校不得再辦理缺額遞補。 

 

二、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應修習學分數之規定分列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課程學分：最低應修總學分數至少 26 學  

分。教育基礎及教育方法課程若已達規定學分，超修之課程可計入選修科目

及學分，但不包括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應修課程及學分數規定如下： 

 

1.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修習二科共 4學分 

2.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修習五科共 10學分 

3.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包括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分科/分領

域教學實習，共 4學分(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應修各至少一科)；教

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之教育階段、領域、群科皆應與半年全時教

育實習課程之教育階段、領域、群科相符。 

4.選修課程：至少修習 8學分（「教育議題專題」為必選）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最低應修總學分數至少 41學分，包括教學基

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

四個領域。必修科目已達規定學分者，其餘已修科目可計入選修科目與學

分，但不包括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應修課程及學分數規定如下： 

 

1.教學基本學科課程：至少修習五科共 10學分。 

2.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修習二科共 4學分。 

3.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修習五科共 10學分。 

4.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 2 學分；國民小學教

材教法課程必修 3至 4領域至少 8學分。 

5.選修課程：至少修習 7學分。 

 

三、各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提供師資生修習專業課程期間至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見習、

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其內容應符合本校認定之教育

專業知能及服務時數之規定分列如下： 

 

(一)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應含實地學習至少 54 小時，內容包括師資生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

服務學習，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 

 

(二)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應含實地學習至少 72小時，內容包括師資生修習教

育專業課程期間至國民小學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

務學習，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 

第九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生之修業期程各應至少二年（即至少四學期且有修習教育學

程課程學分事實，不含寒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未於規定之主修系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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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年限內修滿教育學程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及教育學程修業期程，其

延長修業年限及期程應併入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第四十六條與第六

十六條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已持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證書者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年限至少應

達 1年。(以學期計之至少 2學期，並有修課事實，不含暑期修課)。 

第十條  本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他校，或應屆畢業考取他校之碩士、博士班，擬移

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至錄取學校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確認錄

取學校與本校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且應經兩校同意後，始得移

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應依錄取學校學則及

教育學程修習等相關規定辦理課程學分之採認或抵免，且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第十一條  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或應屆畢業考取本校之碩士、博士班，擬

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於本校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確認兩

校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修習相同之類別及學科，且應經兩校同意後，始得移轉相

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由本校妥為輔導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依

本校學則、本辦法及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師資生依前條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質教育課程

者，經本校審核通過抵免學分後，其總計仍應依規定修足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修

學分數並修足教育學程修業期程。 

本校師資生如應屆畢業錄取本校之碩士、博士班，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後，可由本

校妥為輔導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已修習教育學程之課程學分數

及修業期程(應具師資生資格並須有教育學程修習事實且不含寒修)得併入計算，

惟總計仍應修足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及教育學程修業期程。 

第十二條  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定如下： 

一、應於相同教育階段及類別群科之前提下，經確認兩校皆經教育部核定有相同    

     教育階段即類別群科後，始得一兩校校際選課等相關規定申請辦理跨校選課。 

二、師資生跨校修習他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經原(就讀學)校及他校之同意。 

三、本校師資生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等規定辦理跨校選

課事宜。 

四、師資生跨校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由原校辦理採認、抵免等事宜。本校

師資生應依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及本辦法第十三條抵免規定辦

理學分抵免及採認。 

五、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屬原校名額，納入教育部核定師資生

名額總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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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師資生跨校修習他校之教育學程科目，僅限本校未開設之課程，且每學

期至多以三科為限。 

第十三條  本校師資生符合抵免教育學程課程學分資格者，得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及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向本中心申請學分抵免或採認，該抵免要點

並應報教育部備查。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抵免或採計應經本校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

教學目標、課程內容與成績要求等)，並檢核學生資格。 

第十四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校審核通過者，始得申請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  

    課程，且非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

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本校碩、博士班學位論文為必修零學分，

不列入應修學分）。 

前項符合條件之師資生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其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之辦法，由本校依師資培育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另訂定之並據以

辦理。 

第十五條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應按本校收費標準繳交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費：中等學校師資類

科每學分新臺幣 1,100 元，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每學分新臺幣 1,140 元。學生於規定

期限未繳費且無正當理由經核准者，由本中心逕行註銷師資生資格，本校不得再

辦理缺額遞補。 

本校為妥善辦理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得依師資培育法第十八條及師資培育

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向學生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中等

學校師資類科每學分新臺幣 1,100 元，國民小學、幼兒(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每學分新臺幣 1,400 元。 

本校各師資培育學系教育實習輔導學分費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校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應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始

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與本校學則、學生

學分抵免辦法等相關規定以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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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書卷獎獎勵辦法 

94.05.02 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10.22 九十七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2.03.29 一 0 一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3.05.12 一 O 二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11.26 一 O 四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獎勵學業成績表現優異之現在在學學生，提倡讀書風氣，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勵辦法頒發績優學生獎狀乙紙，大學部得獎學生得視預算而定頒發 獎學金。  

第三條 獎勵對象: 一、為本校大學部一至三年級及四年級上學期、碩士班一年級及二年級上

學期學生（含在職專班）。 二、若當學期因提前畢業、休學原因離校，而前一學期成  

績優異者，仍列入頒 發對象。  

第四條 書卷獎依學業成績排序，獲獎名額及獲獎依據規定如下：  

一、獲獎名額：按各系（所）各班人數比例產生。 

(一)大學部：20 人以下 1 名；21 至 40 人 2 名；41 人以上 3 名。  

 (二)研究所：20 人以下 1 名；每逾 20 人增額 1 名。  

二、獲獎規定：  

   (一)大學部之獲獎人需修滿 9 學分以上、研究所需修習 2 門課以上，學業平

均 GPA3.7（或 80 分以上始得獎勵。  

(二)若遇獲獎人同分狀況且超過班級應獲獎名額時，應依據下列優先順序評量  

以決議獲獎名單：  

1.選修科目（實得學分）較多者。  

2.歷年選修科目（累計實得學分）較多者。  

3.歷年累計 GPA 成績較高者。  

(三)前項評量仍無法確定比序者，以增額併計決定之。  

三、書卷獎評選以本校「學業成績更正審議委員會」審議後之學業成績為基準；逾教

務處規定之成績更正日期者，不納入書卷獎辦理範圍。  

四、書卷獎辦理完畢，因特殊情況導致成績更正後符合書卷獎頒發資格者，經專案簽

核後，採增額併計處理。  

第五條 獲得書卷獎之學生，仍得申請其他獎學金。  

第六條 本獎勵事項由學生事務處每學期辦理一次。主要依據教務處提供上一學期之各系、所

成績排名表，及本法第四條規定事項辦理，經審查合格後，依行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

於本校公開頒獎。  

第七條 本辦法若需頒發獎學金其經費由本校「獎助學金科目」項下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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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設計學系暨碩士班  

研究生助學金（TA）分配原則 
98 年 1 月 15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  

99 年 9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99 年 9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4 年 11 月 19 日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5 年 06 月 16 日 104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本原則依據「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第三條授權訂定。  

二、 申請教學助理之資格：  

（一）領有 TA 證書之在學學生  

（二）以本所系研究生優先申請。  

（三）若因課程性質特殊必須聘用本系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學生為教學助理，應 先簽請教務長  

核可後始得為之，惟修習該課程之學生不得擔任該科 TA。  

 (四) 領取本助學金者，不得在校內外有專任職務。 

 (五) 具備擔任教學助理課程之專業專長，並符合任課老師需求者。  

三、領取助學金之教學助理工作權利義務：  

    （一）應簽訂契約，工作時間、地點及內容等依契約規定辦理。  

     (二) 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相關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僱 

用期 滿或中途離職，應依規定辦理退保手續。  

    （三）應參與相關之培訓課程。  

    （四）應依規定填寫「工作月誌」，並經授課教師簽閱後，於每月 20 日前繳交至系辦彙整。  

    （五）應依規定填寫「自我評量表」，於學期末最後一週繳交。  

     (六) 應協助辦理期末課程成果展等相關活動。  

四、教學助理之聘任：  

    （一）系辦依教務處分配之助學金(TA)核計金額及課程實際需要統籌調整分配，授課教師得  

於開學前提出申請，申請通過之課程教師可自行徵聘教學助理。  

    （二）授課教師徵聘教學助理時，應提出授課課程教學計畫表，明列教學助理工作內容。  

    （三）教學助理工作類型：隨堂教學、帶領討論、協助試卷及作業批改、課程數位化、協助  授

課資料之準備、專業教室使用管理等。  

五、助學金之發給：  

    （一）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者得領取本助學金，同一學生每月不得超過一萬元。  

    （二）本助學金之計算方式為：每月每單位 1,000 元，依實際支援教學之單位數發給。  

    （三）本助學金發給之期間為第一學期自九月份起至次年一月份止，第二學期 自二月份起至 

六月份止。完成聘任程序後依實際工作時數及契約所定平均時薪標準支給。如實際聘

期未足月者，其工資於月薪總額內得按實際工作時數及契約所定平均時薪標準支給。  

六、教學助理考核：表現優秀者可獲得獎勵狀一紙；表現不合格者不得申請次學期教學助理。  

七、獲助學金之教學助理應接受任課老師指示，若有不遵從指示或不勝任且情節嚴重者，得從次

月起停止該生之助學金。  

八、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學助理助學金作業要點辦理。  

九、本原則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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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設計學系暨碩士班 

研究生獎學金（RA）分配原則  
  

98 年 2 月 25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l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5 年 2 月 24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06 月 16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獎勵學行優良學生並協助學生學習，提昇研究知能及學術水準，依「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生 

獎學金 作業要點」第七條訂定本分配原則。  

二、申請資格：  

（一）具在學資格之研究生，碩士生以一、二年級為優先。  

（二）領取本獎學金之同學，不得在校內外有專任職務。  

（三）經濟弱勢清寒者或學業成績優良。  

（四）擔任課程學習、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助理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 

  活動者，其範疇依本校「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  

三、獎學金之發給：  

（一）碩士班每名每月不得超過五千元。  

（二）獎學金金額以實際工作時數、工作性質決定，每學期可申請之工作項目、獎 

  學金名額及其金額由系所 辦公室另行公佈。  

（三）獎學金以每學期發給四個月為原則，第一學期自九月份起至次年一月份止，； 

第二學期自二月份起至 六月份止；新生自註冊之月份起至當學期結束；惟畢業生發  

至畢業之月份止。  

四、申請方式：  

 (一）每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並出具無專職工作聲明書。  

 (二）當學期開學 2 週內，由系（所）務會議核定入選名單。  

 

五、領取獎學金之學生應遵行本系所或教師之指示與安排，若有不遵從指示或不勝任之情事，本 

所系得從次 月起停止該生之獎學金。  

 

六、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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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生 

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填 

 

碩士生 

姓名 學號 入學時間 

 

 

 

 

 

 

論文題目 

 

 

 

 

 

碩士生 

                                    
                                       (簽名) 
                            

 

指導教授 

 

                                                    (簽名) 

 

 

所 長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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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抄襲或舞弊處理原則 
93.09.29 93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94.03.02 93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0.10.05 100 學年度第 1佽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4.12.23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佽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維護學術尊嚴，建立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處理之機制，防範抄襲或舞

弊情事並公正處理相關案例，特依據學位授予法、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等之

規定，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 如發現用已獲得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等有抄襲或舞弊情事，

經調查屬實者，即撤銷其學位，並公告註銷、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及通知其他大專校

院、相關機關(構)；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有前項行為之研究生經取消畢業資格並撤銷其學位證書，即使未屆滿修業年限，亦不得

要求繼續修讀。 

三、 審理學位論文抄襲或舞弊案件應成立審定委員會，本公正、客觀、明快之原則，處理涉

嫌抄襲或舞弊檢舉案。審定委員會由教務長會同系所主管推派代表，並簽請校長同意。

與被檢舉者有指導教授、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關係者不得受聘為委員。 

四、 對於具名並具體指陳學位論文抄襲或舞弊對象及抄襲或舞弊內容之檢舉，經向檢舉人查

證確為其所檢舉後，應即進入違反學術倫理抄襲或舞弊處理程序。未具名之檢舉一概不

予處理。涉嫌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抄襲或舞弊案，未經證實成立前，應以秘密方式為

之，避免檢舉人與被檢舉人曝光。 

五、 涉嫌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抄襲或舞弊之審理，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處理程序為

委員會於受理檢舉案一個月內，發函通知被檢舉人，被檢舉人對於檢舉內容得於限期內

提出書面答辯，而後由委員會推薦該專業領域公正學者至少二人審查以為互相核對。審

查人審理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供處理之依據。審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六、 檢舉案經委員會審理完竣後，應作成具體之決定，並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有關

處理之結果與理由，並具明申訴之期限。 

七、 對於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抄襲或舞弊案經證實並作出懲處後，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嚴

格保密。 

八、 對於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抄襲或舞弊案經證實後，系所宜對該案指導教授所指導的學

生數稍作限制。 

九、 本處理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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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聯合發表會實施要點 
101.06.14 100學年度第2 學期第1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01.14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0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02.27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一、研討目的： 

透過聯合發表會，提供切磋與討論機會，作為進一步發展碩士論文研究計畫之參考，並提 

供本所師生學術對話的舞台。 

二、主辦單位：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三、參加對象：本所全部師生，擬於當學年度提論文計畫者擔任發表人，老師擔任綜合評論

人。 

四、發表形式： 

（一）以公開發表會形式進行，聯合評審由本系全體老師一起參加，評審以通過、不通過

為評量方式。以口頭論文發表為主，但須準備書面資料。 

（三） 發表人每人發表10分鐘，教授講評5分鐘。 

五、論文計畫形式： 

(一)理論組同學發表論文內容，需有題目、研究目的與動機、文獻探討、及研究方法以 

    及預定撰寫之章節名稱、及重要參考文獻，並以A４紙電腦打字，每行30個字，每頁 

    不超過30行，最多不超過15頁，需符合APA格式或其他學術格式。 

(二)創作組同學發表論文內容，須有創作思想、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法技巧、未來

發展、作品解說等，字數至少需六千字以上，並符合MLA格式。評分比重作品佔50%、

報告佔50%，作品的量須達畢業作品量的三分之一，不同類別的創作作品，如繪畫、

數位媒體等，作品規定數量不同，依指導教授個別認定為主。 

六、聯合發表會日期:以第一學年結束前舉辦為原則。請遵守繳交期限，以方便論文計畫印製  

 作業。 

七、本實施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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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論文計畫審查實施要點 
                               

95.5.23 9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系務會議通過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系務會議  

101.06.14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一、目標： 

1. 促進研究生學術研究能力。 

2. 輔導學生有計劃完成學位論文。 

3. 提昇碩士論文水準。 

二、實施對象：已修畢 20學分以上的研究生。 

三、申請程序： 

1. 研究生得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向所辦公室提出申請論

文計畫審查。申請時，須填具申請表（如附件），送系所辦公室。 

2. 研究生在申請碩士論文計畫審查前，必須完成論文之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及設計、主要參考書目等部份。 

四、實施方式： 

1. 碩士論文計畫審查會實施之時間及地點，由研究生與指導教授共同決定後，填妥

碩士論文計畫審查申請表。 

2. 碩士論文計畫審查會由委員至少三人組成之，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另外兩位評

審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予系主任並遴聘之。 

3. 碩士論文計畫審查申請表及論文計畫四份，必須於發表三週前提出申請，二週前

將論文寄送評審教授。 

4. 論文計畫審查之各項行政事務（包括場地之申請佈置、餐點之準備、評審委員之

邀請與接待、本所老師同學之邀請及相關資料之影印發送等事項），由論文計畫

發表者負責，並請同學協助。 

5. 論文計畫發表後，由指導教授會同評審教授填寫論文計畫審查意見表一份（如附

件二）。通過後，始可執行碩士論文研究；未通過者，則須重新提出論文計畫審

查之申請。 

五、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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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研究計劃發表作業流程 

 

 

 

 

 

 

 

 

 

 

 

 

 

 

 

 

 

 

 

 

 

未

通

過 

未

通

過 

三個月後始可提論文口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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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計畫審查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論文題目  

審查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審查地點  

評審教授 

推薦名單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研究專長 聯  絡  方 式 

 

 

 

 

 

 

 

 

 

 

 

 

 

 

 

 

 

 

 

 

 

 

 

 

 

 

 

 

 

 

 

 

 

 

 

 

 

 

 

 

    申請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所辦行政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所長：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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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論文計畫教授審查意見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論文題目  

審查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審 

查 

結 

果 

□  通過 

□  通過，但須參納評審意見修改，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  通過，但論文須大幅修改，並經所有評審教授同意 

□  不通過 

 總  分  

審 

查 

意 

見 

 

          

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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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考試申請網址：http://web.ndhu.edu.tw/StudentDegree/ 

 

      國立東華大學首頁     行政單位     教務處     教務資訊系統     其它 



34 

 

(注意學校繳交最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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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教授道鑒： 

    本系○○○教授指導之碩士班研究生○○○擬於○○○學年度第○學期參

加學位論文審查，論文題目為「○○○○○○○○○」。素仰  貴教授學有專精，

特以此函相邀，敬請擔任口試委員。 

     口試時間：○○○年○○月○○日（星期○） 

     口試地點：○○○教室 

    承蒙  貴教授鼎力相助，不勝感激。叨擾之處，祈請見諒。 

      

耑此敬頌 

道綏 

    

 

 

 

系主任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請蓋系戳章 

 

 

請蓋主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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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碩士班畢業門檻審核表 

 

學生姓名  學號  

請勾選以下符合之畢業門檻條件 

畢業門檻 

符合條件 

理 

論 

組 

□ 至少發表二篇論文於相關學術性研討會或至少發表一篇論文 

   於相關學術性期刊、書籍。 

創 

作 

組 

□ 在學期間參與，縣級以上之公家機關舉辦比賽或經系所認定公 

開徵選之比賽，門檻為佳作一次或入選兩次(含)以上，參賽內

容需與藝術與設計相關。 

備註 

1. 畢業資格審定時需附證明文件。 

2. 得於提出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前隨時送至所上行政人員辦理，呈所長

簽核。核定後所辦影印備存。 

3. 證明文件影本及成果影本於審核後，置於所上留存備查。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不通過結果係為  年  月  日第  次所務會議中決議） 

指導教授 

簽章 
 所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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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畢業個展(聯展)展覽證明書    101.12.26  
姓名：  學號：  

展覽主題：  

展覽場地：  

形式 ： □個展     □聯展 

展覽日期：  開幕時間  

指導教授：  

展覽作品

清冊 

  

  

  

  

  

  

  

  

*請附上展場或開幕相片 2-4張 

 

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40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學 位 論 文 授 權 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國立東華大學_______________系所_____________組

_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取得_______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姓名： 

學生姓名： 

學號： 

授權事項： 

1、授權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上列論文全文資料，基於資源共享理念、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

之目的，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東華大學及國家圖書館，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

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散布、發行或上載網路，提供讀者非營利性質之線

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2、上述數位化公開方式如下： 

     校內      校外  國家圖書館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

月____日公開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

月____日公開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

月____日公開 

□上述論文申請專利，紙本論文於_____年____月____日公開閱覽(申請專利者

請勾填) 

3、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

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 

授權人簽名 

(親筆正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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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畢業生離校手續單(範例) 

系   所  填表日期  

學   號  姓   名  電    話  

辦理單位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核章 

各系所 

系所主管 按各系所規定辦理  

圖書(實驗)室 繳還所借圖書及物品  

指導教授（研究生用，學士

班免蓋本欄） 
按各系所、指導教授規定辦理 

 

單一窗口作業 

離校前上網查詢是否借

書（物）、欠費及至相關

程式完成登錄 

查詢網址：東華首頁-在校

生/畢業相關/「離校手續

單一窗口」 

一、若無借書（物）或欠

費之紀錄，並已至相

關程式完成登錄，則

須直接至教務處註

冊組核章，免至右列

單位核章。 

二、若有未還紀錄或未登

錄相關程式，請前往右

列單位完成繳還及核

章手續，或至相關程式

完成登錄，再前往教務

處註冊組核章。 

總務處 

□ 出納組查詢欠費  

□ 學士服繳還保管組  

□ 繳還車輛管理委員會欠費  

 

學務處 

□ 就學貸款  

□ 學雜費減免  

□ 繳還課外活動組借物  

□ 繳還衛生保健組借物  

□ 宿舍服務組退宿手續  

□ 畢服：畢業生流向問卷  

教務處 

□ 課務組 

(1)課 1：教學意見調查表填寫(課程評量)  

(2)課 2：應屆畢業生離校教學建言 

(3)繳清學分費 

 

語言中心 

□ 學士班英語能力畢業標準 

□ 研究生論文編修費 

 

□ 國際事務處 

(限：外藉生、僑生及陸生) 

圖書館 

□繳還圖書館借書及欠費  

□研究生完成論文上傳（含繳交論文與授權書正本)  

教務處註冊組 

1.複審畢業資格(畢業成績：學士班為學業及操行成績，碩 博班研究生

之成績為學業、學位考試及操行成績) 

2.繳交離校手續單交至註冊組並領取畢業證書夾 

 

 

委託代領人簽名 

(另應附授權書) 

 

 學  號  電  話  

1001209 修訂/表 AA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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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博士 
 

 

中文論文題目 
English  Title. 

 

 

 

 

 

 

 

 

 

 

 

 

 

 

 

 

 

 

研究生：         撰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APA論文格式 



 

 

摘   要 

 

現今電腦的普及，滑鼠儼然已成電腦設備之基本配備，因此消費者對於滑鼠不再

單純只是使用上的需求，進而重視滑鼠外觀上的造形。本研究針對滑鼠做一調查與分

類，共蒐集市面上較常見之 50 隻滑鼠作為研究分析之實驗樣本。本研究主要採用數量

化一類分析模式，為了探討滑鼠造形與感性意象認知之間的相關性，最終選出 6 個感

性語彙「設計的、科技的、酷炫的、輕便的、機能的、流暢的」以及歸納出 7 項形態

要素「頂端造形、下緣造形、整體造形、按鈕下緣造形、功能鍵分布、上蓋表面切割

方式、滾輪遮面」。 

本研究分析結果如下：（1）由數量化一類結果得知，從 6 個感性語彙之複相關係

數〈R〉與決定係數〈R2〉可看出，「機能的」感性語彙對滑鼠造形 7 個形態要素之決

定係數最高，表示「機能的」感性語彙對滑鼠造形推估（預測）能力最好。（2）7 個形

態項目中以「功能鍵分佈」對『設計的』感性語彙之偏相關係數最高，而「按鈕下緣

造形」之偏相關係數較低。（3）「功能鍵分佈」、「上蓋表面切割方式」與「滾輪遮面」

項目對所有 7 組感性語彙之偏相關係數數值皆很高（除了『流暢的』這組語彙外，其

餘偏相關係數皆在 0.9 以上），表示此三項形態要素對於受測者之感性意象認知影響較

大。本研究結果可歸納出滑鼠造形設計之原則，以提供日後設計師設計滑鼠等電腦週

邊產品時，能更明確的掌握使用者的感受。 

 

關鍵字：感性工學、數量化一類、形態分析、造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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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technology, art teaching website design and management is tend to 

move toward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rends now.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 art education web site. Bases on the experience in design of art 

teaching. There are tree main purposes:(1)constructing a web site which supports the design 

of art teaching.(2)evaluation of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project site.(3) the results 

for future art teaching website design reference. 

The methodology was action research and focus group. The action research which 

combines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course of 

‘Design of Art Teaching’ from September 2006 to January 2008. To understand and research 

what the course needs. Based on requirements are the factors of the website. Finally, 

according the results of the focus group, the site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seven parts: 

(1)learning system; (2)using system; (3) modular system; (4) modification to the system; 

(5)system management; (6) data management; (7)data backup. Based on this seven parts to 

design the website. Provide relevant courses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the website.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shared use the web, not only for art teachers to the 

teaching of the art Web site design and teaching of teaching experience sharing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teaching art and art reflect better futur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Keywords: design of art teaching, art teaching, web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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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研究要旨，共分成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探討研究

目的與問題；第三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則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網路時代來臨，對於傳統教室教學及學習方式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尤其

在 2001 年 9 月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藝術課程所用的教材將逐漸發展成網頁的形

式來做呈現。 

一、研究計畫背景 

（一）網路化學習的發展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及網路日益普及，傳統學習型態受到很大的影響，

同時也逐漸有數位化的現象。不僅學習內容的數位化，更加上傳播管道的網路

化。網路化的學習也創造了三種不同於傳統教學的環境(洪明洲，1999)： 

1. 開放的學習環境： 

2. 整合的學習環境： 

3. 對等互惠的學習環境：（1）電腦微世界（computer microworld）；（2）教室為

主的環境（classroom-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希望藉此研究達到以下幾點目的： 

一、建立一個符合藝術教學設計課程教學網站之建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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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參考文獻 

 

第一節 藝術教學設計課程 

一、主題式教學設計（Thematic Teaching） 

主題式教學設計的理論基礎包含建構教學和契約教學（高翠霞，1998），重

視以學生為主的「學習」。Bednar 等學者主張從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來產生學習，

設計出符合學習者需求的活動，以建構訊息所呈現的原意，並且允許活動中給予

彼此的溝通時間；教師在適當時機提供問題解決的刺激是新世紀教育革新的重點

（Bednar et al., 1992）。 

 

 

 

 

 

 

 

 

 

 

 

圖 2-1 主題式教學設計的構念模式 

 

 

 

 

主題式教學 

教材 

教師 學生 

教學設計 學習 

教學 

置中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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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協同教學理念表 

項目 理念涵義 

學生 1.透過協同教學對於共同問題的合作努力，可以增加學習。 

2.可以建立心理的安全感。同時，學生們也會適應多個老師只教一位學

生的情況。 

3.能夠增加對內容、協同教學計畫的成果、呈現以及組織合適的學習活

動興趣。 

4.學生可以因編配到大小不同的班級而有獲益。 

老師 1.老師們可以一起和諧地且更有想法地來解決教學問題。 

2.經由協同教學的團隊合作能促使教學能力的提升。 

3.協同教學可帶來成為專業化的契機以及提升教學能力。 

資料來源：Begges, D.W.Ⅲ, 1971 

 

表 2-2 教學網站功能設計項目 

類目 項目 

學習系統 

登入身分系統 

公告系統 

行事曆功能 

教學組之教學網頁統一設計樣式 

課程內容安排恰當 

使用系統 網站使用系統設計 

模組化系統 
留言版模組化 

相簿功能模組化 

修改系統 修改線上資料系統 

管理方式 
網站的管理功能 

分層授權功能 

資料整理 線上資料整理方式 

資料備份 資料的備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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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針對現在的圖書館網頁架構與設計，

訪談使用性專家與圖書館資訊服務的館員，就網頁使用上與架構給於意見與修改

建議。第二部分：以績效量測（Performance measurement）法與回溯式測試

（Retrospective testing）第三部分採用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s），針對圖書館網

頁分別瞭解「視覺介面設計」、「操作性」及整體「主觀滿意度」等進行問卷調查。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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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學網站架構評估表 

   

「教學網站應用於藝術教學設計課程之研究」網站架構評估表 

親愛的老師，您好：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在藝術教學設計課程至今已進行了八

年，在多元師資與資訊的衝擊下，對於課程也面臨需要改進與轉型的需求。資

訊融入教學課程已成為現今各領域所發展的重點，教學網站也成為一項必須

品，因此為了提供藝術教學設計課程能與現今需求接軌，完整的將資訊與藝術

領域融合，藉此編制此問卷調查已修讀過此課程的教師，針對架設教學網站所

需功能之調查以及焦點小組討論方式，以作為未來改進課程網站功能之依據。 

    此份問卷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您對於藝術教

學設計網站整體之需求，與對網站內部細項功能之架構調查。您的意見是本研

究進行分析時的寶貴資料，將會使本研究過程更具嚴謹與代表性，我們衷心地

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您所填寫的任何資料，將僅用於分析研究之用，完

全保密，謝謝您的協助。敬祝 

教    安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  ○○○ 

研究生  ○○○ 

敬上 

填寫說明： 

1.填寫時請在適當的□中打 v 

2.沒有註明複選的題目，皆為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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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學網站使用意見調查表〈行政組與組長〉 

   

教學網站使用意見調查表〈行政組與組長〉 

 

 

 

 

 

 

 

 

 

 

 

 

 

 

 

 

 

 

 

 

 

 

評 估 項 目 

極 不 尚 贊 極 

不 贊 可 同 贊 

贊 同 口 口 同 

同 

1 : 2 : 3 : 4 : 5 

 

A 

公 

告 

系 

統 

A1.張貼新公告的使用介面清晰明瞭，容易使用。 □：□：□：□：□ 

A2.公告系統擺放在網站的位置，容易觀看到最新消息。 □：□：□：□：□ 

A3.類型區分為「普通」與「急件」有助於搜尋公告標題。 □：□：□：□：□ 

A10.「MORE」鍵連結所有公告，方便瀏覽所有公告。 □：□：□：□：□ 

其他相關建議： 

 

 

空 1 行 12 點大小 1.5 行距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Graduate School of 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碩士論文 

 

 

 

滑鼠造形與感性意象認知之研究 
A Kansei Approach to Image Perception and Mouse Form Design 

 

 

 

 

 

指 導 教 授 ：○○○ 

研  究  生 ：○○○ 

 

 

中華民國一百 O 一年六月 

2.54cm 

2.54cm 

3.17cm 
3.17cm 

新細明體 20 點  

粗體 1.5 行距 置中 

Times New Roman 14 點  

粗體 1.5 行距 置中 

空 1 行 14 點大小 1.5 行距 
新細明體 14 點  

粗體 1.5 行距 置中 

 

 

空 3 行 26 點大小 1.5 行距 

新細明體 

24 點 粗體  

1.5 行距 置中 

Times New Roman 14 點  

粗體 1.5 行距 置中 

 

 

空 5 行 26 點大小 1.5 行距 

新細明體 16 點  

粗體 1.5 行距 置中 採用分散對齊 8 字元距離 

空 2 行 14 點大小 1.5 行距 

新細明體 14 點  

粗體 1.5 行距 置中 

採用分散對齊 13 字元距離 

全文版面設定皆為 

上下 2.54cm 

左右 3.17cm 

MLA論文格式 



 

  

摘   要 

 

現今電腦的普及，滑鼠儼然已成電腦設備之基本配備，因此消費者對於滑鼠

不再單純只是使用上的需求，進而重視滑鼠外觀上的造形。本研究針對滑鼠做一

調查與分類，共蒐集市面上較常見之 50 隻滑鼠作為研究分析之實驗樣本。本研

究主要採用數量化一類分析模式，為了探討滑鼠造形與感性意象認知之間的相關

性，最終選出 6 個感性語彙「設計的、科技的、酷炫的、輕便的、機能的、流暢

的」以及歸納出 7 項形態要素「頂端造形、下緣造形、整體造形、按鈕下緣造形、

功能鍵分布、上蓋表面切割方式、滾輪遮面」。 

本研究分析結果如下：（1）由數量化一類結果得知，從 6 個感性語彙之複相

關係數〈R〉與決定係數〈R2〉可看出，「機能的」感性語彙對滑鼠造形 7 個形

態要素之決定係數最高，表示「機能的」感性語彙對滑鼠造形推估（預測）能力

最好。（2）7 個形態項目中以「功能鍵分佈」對『設計的』感性語彙之偏相關係

數最高，而「按鈕下緣造形」之偏相關係數較低。（3）「功能鍵分佈」、「上蓋表

面切割方式」與「滾輪遮面」項目對所有 7 組感性語彙之偏相關係數數值皆很高

（除了『流暢的』這組語彙外，其餘偏相關係數皆在 0.9 以上），表示此三項形

態要素對於受測者之感性意象認知影響較大。本研究結果可歸納出滑鼠造形設計

之原則，以提供日後設計師設計滑鼠等電腦週邊產品時，能更明確的掌握使用者

的感受。 

 

關鍵字：感性工學、數量化一類、形態分析、造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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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technology, art teaching website design and management is 

tend to move toward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rends now.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 art education web site. Bases on the experience in 

design of art teaching. There are tree main purposes:(1)constructing a web site which 

supports the design of art teaching.(2)evaluation of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project site.(3) the results for future art teaching website design reference. 

The methodology was action research and focus group. The action research 

which combines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course of ‘Design of Art Teaching’ from September 2006 to January 2008. To 

understand and research what the course needs. Based on requirements are the factors 

of the website. Finally, according the results of the focus group, the site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seven parts: (1)learning system; (2)using system; (3) modular system; (4) 

modification to the system; (5)system management; (6) data management; (7)data 

backup. Based on this seven parts to design the website. Provide relevant courses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the website.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shared use the web, not only for art teachers to the teaching of the art Web site design 

and teaching of teaching experience sharing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teaching art and art reflect better futur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Keywords: design of art teaching, art teaching, web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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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研究要旨，共分成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探討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則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網路時代來臨，對於傳統教室教學及學習方式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尤其在 2001 年 9

月實施的九年一貫藝術課程所用的教材將逐漸發展成網頁的形式。 

一、研究計畫背景 

（一）網路化學習的發展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及網路日益普及，傳統學習型態受到很大的影響，同時也逐漸

有數位化的現象。不僅學習內容的數位化，更加上傳播管道的網路化。網路化的學習也創造

了三種不同於傳統教學的環境(洪明洲，1999)： 

4. 開放的學習環境： 

5. 整合的學習環境： 

6. 對等互惠的學習環境：（1）電腦微世界（computer microworld）；（2）教室為主的環境

（classroom-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希望達到以下幾點目的： 

一、建立一個符合藝術教學設計課程教學網站之建構模式。 

「藝術是一個容易溝通的管道，雖然無法取代高深的哲理思辨，卻能呈現繁複抽象的義理。」1
 

                                                 
1
 洪莫愁，〈印度宗教藝術的象徵符號〉，《世界宗教學刊》第七期，2006，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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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參考文獻 

 

第一節 藝術教學設計課程 

一、主題式教學設計（Thematic Teaching） 

主題式教學設計的理論基礎包含建構教學2和契約教學，重視以學生為主的「學習」。

Bednar 等學者主張從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來產生學習，設計出符合學習者需求的活動，以建

構訊息所呈現的原意，並且允許活動中給予彼此的溝通時間；Bednar 在教學設計《Thematic 

Teaching》說明世紀教育革新的重點。 

 

 

 

 

 

 

 

 

 

 

 

圖 2-1 主題式教學設計的構念模式 

 

 

 

 

 

                                                 
2
 建構教學可簡單視為教師提供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的一種教學方法。 

主題式教學 

教材 

教師 學生 

教學設計 學習 

教學 

置中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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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協同教學理念表 

項目 理念涵義 

學生 1.透過協同教學對於共同問題的合作努力，可以增加學習。 

2.可以建立心理的安全感。同時，學生們也會適應多個老師只教一位學

生的情況。 

3.能夠增加對內容、協同教學計畫的成果、呈現以及組織合適的學習活

動興趣。 

4.學生可以因編配到大小不同的班級而有獲益。 

老師 1.老師們可以一起和諧地且更有想法地來解決教學問題。 

2.經由協同教學的團隊合作能促使教學能力的提升。 

3.協同教學可帶來成為專業化的契機以及提升教學能力。 

資料來源：Begges, D.W.Ⅲ, 1971 

 

表 2-2 教學網站功能設計項目 

類目 項目 

學習系統 

登入身分系統 

公告系統 

行事曆功能 

教學組之教學網頁統一設計樣式 

課程內容安排恰當 

使用系統 網站使用系統設計 

模組化系統 
留言版模組化 

相簿功能模組化 

修改系統 修改線上資料系統 

管理方式 網站的管理功能 

分層授權功能 

資料整理 線上資料整理方式 

資料備份 資料的備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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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針對現在的圖書館網頁架構與設計，訪談使用性

專家與圖書館資訊服務的館員，就網頁使用上與架構給於意見與修改建議。第二部分：以績

效量測（Performance measurement）法與回溯式測試（Retrospective testing）第三部分採用問

卷調查（Questionnaires），針對圖書館網頁分別瞭解「視覺介面設計」、「操作性」及整體「主

觀滿意度」等進行問卷調查。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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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學網站架構評估表 

   

「教學網站應用於藝術教學設計課程之研究」網站架構評估表 

親愛的老師，您好：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在藝術教學設計課程至今已進行了八

年，在多元師資與資訊的衝擊下，對於課程也面臨需要改進與轉型的需求。資

訊融入教學課程已成為現今各領域所發展的重點，教學網站也成為一項必須

品，因此為了提供藝術教學設計課程能與現今需求接軌，完整的將資訊與藝術

領域融合，藉此編制此問卷調查已修讀過此課程的教師，針對架設教學網站所

需功能之調查以及焦點小組討論方式，以作為未來改進課程網站功能之依據。 

    此份問卷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您對於藝術教

學設計網站整體之需求，與對網站內部細項功能之架構調查。您的意見是本研

究進行分析時的寶貴資料，將會使本研究過程更具嚴謹與代表性，我們衷心地

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您所填寫的任何資料，將僅用於分析研究之用，完

全保密，謝謝您的協助。敬祝 

教    安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  ○○○ 

研究生  ○○○ 

敬上 

填寫說明： 

1.填寫時請在適當的□中打 v 

2.沒有註明複選的題目，皆為單選。 

3.如有具體建議，請在建議欄清楚寫下建議項目。 

 

壹、基本資料 

一、修讀「藝術教學設計」課程中所擔任的組別為（1）□行政組 （2）□教學組 （3）□兩

者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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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學網站使用意見調查表〈行政組與組長〉 

 

教學網站使用意見調查表〈行政組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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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公告系統擺放在網站的位置，容易觀看到最新消息。 □：□：□：□：□ 

A3.類型區分為「普通」與「急件」有助於搜尋公告標題。 □：□：□：□：□ 

A10.「MORE」鍵連結所有公告，方便瀏覽所有公告。 □：□：□：□：□ 

其他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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