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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
碩士班、博士班新生

109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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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規定（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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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畢業需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
並符合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

• 碩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24學分；逕修讀博士學位：
42學分。（以上皆不含書報討論學分）。

• 本系選修課程（ＸＸ專題）至多6 學分，得計入最低
畢業學分數。

• 抵免學分最高得抵畢業學分之1/2（不含書報討論），
抵免學分應以系上相關規定辦理。五學年學碩學生可
全額抵免。

• 最低畢業學分數中，至少需有兩門基礎科學核心課程
（其中1門需為本組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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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規定（碩士班）

• 本校入學之碩博士生，入學研究生須依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

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完成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研習課程為原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 學術倫理課程網站系統網址：http://ethics.nctu.edu.tw/ 請自

行安排上課，數位課程計15單元，每單元約15分鐘，修畢所有

單元後於系統進行線上總測驗，通過測驗即完成本校規定學術倫

理研習課程。

• 本系已規劃課程結構圖，請至電機系網頁/研究生園地查詢。

http://eentsv2.ee.nsysu.edu.tw/eehome/MDhome/mdindex.

htm

http://ethic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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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指導教授規定

請參閱：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通訊工程研究所教師招收
碩士班研究生暨碩士班研究生選擇及更換指導教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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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規定（博士班）

• 學生畢業需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
並符合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

• 博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18學分；逕修讀博士學位：
42學分。（以上皆不含書報討論學分），並在提出論
文計畫書審查前須修完本系博士班最低畢業學分之課程。

• 本系選修課程（ＸＸ專題）至多6 學分，得計入最低畢
業學分數。

• 入學後２年，方能提出轉組申請。

• 抵免學分最高得抵畢業學分之1/2（不含書報討論），
抵免學分應以系上相關規定辦理。

• 研究生須於入學五年內通過論文計畫書審查，審查以口
試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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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考試相關規定(博士班)

 修業年限：每位學生修業年限二至七年（不含保留入學及休學期間）。

 入學後二學期內（不含休學期間）須通過資格考試，未通過者，得令
退學。七組科目應選2科，但本組科目為必選。考試以筆試方式進行，
於每學期末舉行一次（考試日期於期中考時公告）。每科至多可考2

次，重考時得變更外組選考科目，若2科皆沒通過（未參加考試視同
未通過），依本校學則規定應令退學。若本組科目沒通過，則加畢業
論文點數50%。外組科目沒通過則加畢業論文點數25%，並加修本系
外組科目6學分，其學分不包含於規定的畢業學分（18學分）內。

 研究生須於入學五年內通過論文計畫書審查，審查以口試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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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依本校學則規
定應令退學。



菁英博士班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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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金額及核給期限：

全校獎勵名額以100名為原則。每位學生每學期獎助經費為18
萬元（經費來源由校務基金及教師研究計畫經費各支應一半），
並得按月分次發給。核給期限為入學後第1至第6學期發給。

• 限制申請資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領本獎助學金：

一、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以在職生身分報考者。

二、錄取當學年度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三、已有領取退休俸或經系所審查不符資格者。

四、入學後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未達3.5，或操行成
績未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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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報討論修課規定

• 碩士生必修4學分書報討論，博士生必修2學分書報討論，平均每

學期20場次，每學期至少需聽6場。

• 書報評分原則：基本分數71分(6場)、已選課缺場(一場扣4分)、

多聽場次(一場加3分至多6場)、心得一篇1分。

• **本學期書報討論場次選場時間為109/09/16（週三）中午12:30

• 碩士班研究生因符合校內規定經推薦出國交換、研習課程或修讀

雙聯學位，且出國期間達六週者，得免修習出國當學期規定應修

之「書報討論」課程學分，並得溯及既往。

• 參加書報課請於下午2:10前完成簽到並就座程序，2:10時教室門

即會關上，除有特殊原因不得入內。

• 參加書報課時，禁止穿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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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報討論心得筆記範例

書報討論心得筆記，請認真撰寫，至少約300字，否則不予計分。

【這不是心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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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報討論心得筆記範例

書報討論心得筆記，請認真撰寫，至少約300字，否則不予計分。

【這才是心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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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說明

研究生助學金
依課程基數分配辦法及研究生助學金(研究部分)
分配要點，由授課教師指定領取對象

參加英文能力檢定補助
每位碩士生至多可以申請二次，每年6月及11月
提出申請，申請表格請見系網頁公告

系友會傑出/優秀獎學金
系友會安心就學助學金

獎勵對外傑出表現學生和優秀學生，及協助遭遇
重大急難事故之學生安心就學，每年2月至3月初
提出申請，申請表格請見系網頁公告

工學院

• 葉公節教授紀念獎學金（碩一）
• 張道源講座教授紀念獎學金（碩博）
• 華立集團獎學金（博）
• 可自由參加「教學助理培訓營」（工學院與教

務處各辦一場），取得教學助理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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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管道

 姊妹校：252所（分布於歐、美、亞、大洋洲，共42個國家）

 交換校：189所（日本21所、其他國家與地區135所、中國33所）

 締約學校（舉例如下）：

• 日本：東北大學、早稻田大學

• 韓國：韓國首爾大學、成均館大學

• 南亞/東南亞：南洋理工大學、印尼大學、印度理工學院孟買校區

• 澳洲：澳洲國立大學、昆士蘭科技大學、葛瑞菲斯大學

• 歐洲：瑞典皇家理工學院、荷蘭烏特列支大學、比利時根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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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生

 係指通過本校交換學生甄選後，由本校國際事務處向姊妹

校提名且通過審核，由姐妹校核發交換生入學許可者。

 學費方面，僅需支付本校學費及學雜費，即可於姊妹校修

習學分（一學期或一學年）。

 交換資格

1) 大學部（大一至大四）及碩士班（碩一至碩二），
不含延畢生及在職生身分入學者。

2) 符合交換校語文能力要求。

3) 於本校就讀期間，學業成績優良且無不良操性紀錄。

國際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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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雙聯學位計畫、交換暨海外短期研修資訊等，
及出國研修獎學金、教育部學海計畫等

 詳細內容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學生交換事務組

• 行政大樓2樓2004室

• 交換申請：校內分機2243

• 出國獎學金：校內分機2635

國際交流管道



IEET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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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 IEET是國內首家受教育部認可的專業評鑑機構，主要業務為規

劃及執行符合國際標準的工程教育(EAC)、資訊教育(CAC)、技
術教育(TAC)、建築教育(AAC)認證及設計教育(DAC)認證。

• 透過認證機制，IEET訂定維持國際間認可的專業核心能力及倫
理規範，藉此維繫業界、政府及整體社會對於我國未來工程、
資訊、技術及建築領域專業人才的信心。

• 為保障教學品質、培養學生核心能力、重視設計與實作、提升
國際知名度並讓學歷能在國際上獲得認可，本系積極參與IEET
認證，於2014年通過認證，預定2020年10月19日及20日將再
次邀請評鑑委員蒞臨本系審查。

IEET認證



• 提高國際能見度、畢業生學歷與國際接軌

IEET認證和國際協定接軌，通過IEET認證的系所
畢業生將可受到協定中其他會員的認可，讓畢
業生的學歷能在國際上獲得承認，利於畢業生
爭取國外大學就讀機會，也提升國外工作的就
業競爭力。

獲得認證將有助於與國外知名大學簽訂雙聯學
位，在保障國內學生權益的同時，也能吸引國
外學生來台就讀，增加學生間的交流機會。

IEET認證對於學生的好處



• 總結

認證制度具公信力

系所通過認證，教學品質有保障

學歷受國際認可，申請國際專業證照門檻

畢業生核心能力明確，增進就業自信心

強調設計及實作，專業知能受肯定

以學生為中心，教學貼近學生未來發展

學生/家長意見受重視，系所精進成長

IEET認證對於學生的好處



電機系研究所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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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育目標(研究所) 學生核心能力(研究所)

學識理論
透過前瞻性專業課程之開授，培養研究生在電機
領域之相關理論知識

具備前瞻性的電機專業理論整合與分
析之能力

專業技術
藉由專題課程之開授、研究計畫參與及論文寫作，
培養研究生在電機實務應用之素養與技能

具備運用先進電機專業技術進行研發
並解決問題之能力

團隊精神與工程倫理
配合書報討論之實施及指導教授之專題討論，輔
導研究生在進行學術研究時重視團隊合作精神與
學術倫理，並培養領導統御能力

能夠遵守專業倫理並具備團隊合作精
神與領導統御之能力

獨立思考與研究創新
藉由各項進階課程及專題研究之規劃，啟發研究
生之潛能、培養獨立思考與研究創新之能力

能夠融合眾人智慧並提升自我潛能，
以具備獨立思考與研究創新之能力

國際視野與競爭力
經由交換學生、教師互訪、英文課程安排、參與
或舉辦國際會議等學術交流活動之進行，擴大本
系研究生之視野，推動國際化

能夠吸收尖端電機新知並結合世界發
展潮流，以具備國際化競爭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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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參與IEET認證歷程

• 94學年度通過第1週期認證

• 103學年度通過第2週期認證

• 109學年度即將迎接第1週期認證



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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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聯絡管道

電機系辦公室：電資大樓六樓工EC6013

系主任：鄭志強教授

業務分項 人員 電話分機

主計室、研發處、
產學處、人事室業務

李小姐 4103

教務處業務 洪小姐 4104

學務處業務 郭小姐 4106

圖書資訊處、電腦網路 黃小姐 4107

總務處業務 林小姐 4108

國際事務處業務 陳小姐 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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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系服

 107年底由電機系教職員和學生票選系服圖樣，材
質舒適透氣且具彈性，適合平常或運動時穿著。
有意購買的同學，請洽詢系學會。



24

服裝儀容

 上課時應注意服裝儀容，禁止穿拖鞋(請尊重老師)。

 參與演講活動時，禁止穿拖鞋出席(請尊重演講者)。

 請勿copy電梯 RFID key，以免觸法(偽造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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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菸規定

 電資大樓抽菸區：
頂樓的遮雨棚下方（如右圖），
其餘地點禁菸。

(有架設攝影機，請遵守規定) 

 務必熄滅菸蒂，並將菸蒂放入垃
圾桶內。

 校內訂有吸菸區，如次頁附圖。



校內抽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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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運

 務必遵守規則，禁止亂丟垃圾。

 建議實驗室自行將垃圾丟垃圾車。

 電資大樓區域的垃圾車：

 清運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14:05～14:10。

 清運地點：4樓公車迴轉道。

 資源回收車：每月第二、四週的星期五，隨垃圾清運進行

 系辦協助清運時間：

 時間：上班日11:00～13:30。

 地點：7樓貨梯口，放置橘色桶子協助收垃圾。

 其餘時間地點，嚴禁同學放置垃圾(有架設攝影機)。



109年校內垃圾清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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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日：
每月第二、四週的星期五
隨垃圾清運時施行



交通事故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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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故原因：
1. 超速
2. 跨雙黃線超車
3. 未保持安全距離
4. 轉彎未確認是否

有來車

注意事項：
1. 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
2. 標記地點區域請勿超速，減速慢行。
3. 轉彎處請勿超車，直線超車須注意安全
。

易發生意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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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使用規定

 上課前後請各課程助教配合使用規定

 上課前：

 上課10分鐘前請先檢查教學設備(如電腦、投影機與麥
克風等是否可正常使用)與用品(如白板筆)，如有問題
請趕快洽系辦人員。

 下課後:

 空調(分離式與中央空調)開關請務必關閉。

 白板筆請蓋好筆蓋。

 白板及黑板請擦拭乾淨。

 資訊講桌、投影機、電腦等設備請關閉。

電機系環璄需要大家一起維護，謝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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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中山電機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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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例 回應

技術移民

一位2011年畢業於交大電信所的學生擬
申請澳洲技術移民。因澳洲政府認可WA
的國外學歷，故來信詢問IEET其學歷是否
受認可？

該系已通過認證，且申請者畢業於認證有
效年限內，故學歷自動受WA會員國認可。

國內大學
國際交流

南部某科大工學院及電資學院擬與美國
大學簽署雙學位。在對方得知兩院系所
已通過IEET認證，即表示可立即簽署，過
程順利。

通過認證表示系所教學品質具國際水準，
亦受國際的認可。

工作需要

一位1993年畢業於成大土木系的僑生，
擬回港從事工程相關工作
。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告知其須向IEET
確認其學歷是否受認可後，才進行後續
的作業。

IEET審核申請者資料，認可其學歷與現行
學系畢業生實質相當。申請者可出具IEET
學歷認可證書證明。

申請國外
工程師
工會會員

紐西蘭工程師工會(IPENZ)接到一位2001
年畢業於台大土木系的學生欲申請該工
會會員，故來信詢問IEET是否認可該名畢
業生的學歷？

該系已通過認證，且申請者業已通過IEET
學歷認可，故建議IPENZ給予該名畢業生
與當地畢業生相同的權利。

畢業生學歷受認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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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T認證係六年為一週期，審
查性質又分「週期性審查」與
「期中審查」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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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T認證機制 • 「週期性審查」
為六年一度的整
體檢視，而「期
中審查」係依認
證結果，於同一
週期內對受認證
學程執行後續重
點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