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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學院、學系及研

究所，並得設跨系、所或院之學

位學程： 
一、理學院 

(一) 應用數學系…… 
(二) 物理學系…… 
(三) 化學系…… 
(四) 心理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在職專班 101 學年度

起停招） 
(五) 生物科技學系…… 
(六) 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

程 
(七) 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二、工學院 
(一) 化學工程學系（分綠能

製程組、生化工程組、

材料工程組）（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 學年度起停招） 
(二) 土木工程學系…… 
(三) 機械工程學系…… 
(四) 生 物 醫 學 工 程 學

系…… 
(五) 環境工程學系…… 
(六) 薄膜材料與應用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107 學

年度起停招） 
(七) 生物醫學材料與科技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八) 工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九)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

第六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學院、學系及研

究所，並得設跨系、所或院之學

位學程： 
一、理學院 

(一) 應用數學系…… 
(二) 物理學系…… 
(三) 化學系…… 
(四) 心理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 生物科技學系…… 
(六) 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

程 
(七) 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二、工學院 
(一) 化學工程學系（分綠能

製程組、生化工程組、

材料工程組）（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二) 土木工程學系…… 
(三) 機械工程學系…… 
(四)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五) 環境工程學系…… 
(六) 薄膜材料與應用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七) 生物醫學材料與科技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八) 工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九)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十) 永續環境與能源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1.依據 107 年 8 月 3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070090460 號函說

明，核定停招班別宜加註停

招學年度，本校迄今共計核

定停招 3 班別，爰予增修第

6 條第 1 項第 1、2 款。 
2.依據 107 年 8 月 6 日臺教高

(四)字第 1070130360A 號函

核定 108 學年度增設「中原

大學與美國天普大學商學

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及商

業設計學系學籍分組為「商

業設計組」及「產品設計

組」，據此修訂第 6 條第 1
項第 3、4 款條文。 

3.新增劃線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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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十) 永續環境與能源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三、商學院 

(一) 企業管理學系…… 
(二)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

系…… 
(三) 會計學系…… 
(四) 資訊管理學系…… 
(五) 財務金融學系…… 
(六)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七) 國際商學碩士學位學

程 
(八) 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九) 巨量資料商業應用碩

士學位學程 
(十) 國際商學學士學位學

程 
(十一)中原大學與美國天

普大學商學管理雙

學士學位學程 
四、設計學院 

(一) 建築學系…… 
(二) 室內設計學系…… 
(三) 商業設計學系（分商業

設計組、產品設計組）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四) 景觀學系…… 
(五) 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六) 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 
(七) 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

位學程 
(八) 設計學院社會設計學

士學位學程 
五、人文與教育學院…… 
六、電機資訊學院…… 
七、法學院…… 

 
 

三、商學院 
(一) 企業管理學系…… 
(二)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

系…… 
(三) 會計學系…… 
(四) 資訊管理學系…… 
(五) 財務金融學系…… 
(六)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七) 國際商學碩士學位學

程 
(八) 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九) 巨量資料商業應用碩

士學位學程 
(十) 國際商學學士學位學

程 
 
 
 

四、設計學院 
(一) 建築學系…… 
(二) 室內設計學系…… 
(三) 商業設計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 景觀學系…… 
(五) 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六) 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 
(七) 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

位學程 
(八) 設計學院社會設計學

士學位學程 
 
 
五、人文與教育學院…… 
六、電機資訊學院…… 
七、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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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 
二、學生事務處  置學生事務

長一人，掌理學生事務，並

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

保健組、諮商中心、境外學

生輔導組、住宿服務組、服

務學習中心、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學生

資源中心，各組（中心）置

組長（主任）一人及職員若

干人。 
三、總務處…… 
四、研究發展處…… 
五、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六、圖書館…… 
七、秘書室…… 
八、校牧室…… 
九、會計室…… 
十、人事室…… 
十一、 體育室  置主任一人，

掌理體育事務，並置體

育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

人；下設體育教學組、

體育活動組及運動園區

營運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及職員若干人，負責

相關事務。 
十二、 軍訓室…… 
十三、 電子計算機中心…… 
十四、 推廣教育處…… 
十五、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十六、 產學營運處  置產學長

及副產學長各一人，另

置秘書一人；下設產業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 
二、學生事務處  置學生事務

長一人，掌理學生事務，並

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

保健組、諮商中心、境外學

生輔導組、住宿服務組及服

務學習中心，各組（中心）

置組長（主任）一人及職員

若干人。 
 
 
三、總務處…… 
四、研究發展處…… 
五、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六、圖書館…… 
七、秘書室…… 
八、校牧室…… 
九、會計室…… 
十、人事室…… 
十一、 體育室  置主任一人，

掌理體育事務，並置體

育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

人；下設體育教學組及

體育活動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

負責相關事務。 
 
十二、 軍訓室…… 
十三、 電子計算機中心…… 
十四、 推廣教育處…… 
十五、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十六、 產學營運處  置產學長

及副產學長各一人，另

置秘書一人；下設產業

1.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8 條規定，本校達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設置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之標準，且

為落實本校全人教育理

念，教育學生了解不同文化

的特性、能力與環境之差

異，充分發揮相互尊重與關

懷之心，設立「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 
2.本校重視弱勢學生關懷輔

導，設立「特殊教育學生資

源中心」，專責關懷與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包含生活適

應與輔導、學業輔導、心理

輔導、生涯轉銜輔導、資訊

與資源提供，落實全人關懷

精神。 
3.著眼於體育室長遠發展，推

動體育園區活化與營運，成

立「運動園區營運組」，提

升體育場館之運用效益並

提供完善優良運動場地，帶

動全民運動健康風氣。 
4.因應本校 107 年度通過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整合校內相

關產學組織，形成產學合作

完整的服務功能，原「產業

聯絡暨專利技轉中心」更名

為「產學合作暨專利技轉中

心」，另成立「產業聯絡中

心」，建立產學研合作平台

與國際市場連結平台，提供

產業人才與科研服務。 
5.鑑於高等教育發展變遷快

速，本校在校務發展上應以

高度應變，以提高大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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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加速器暨育成中心、產

學合作 暨專利技轉中

心、創新創業發展中心

及產業聯絡中心，各置

主任一人，並置職員若

干人，綜理產學合作等

業務。 
十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十八、 校務研究暨策略處……   
十九、職涯發展處…… 
本大學因校務發展之需要，以上

所列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

一定規模、業務繁重基準，得置

副主管一至二人，輔佐主管推動

業務。 

加速器暨育成中心、產

業聯絡暨專利技轉中心

及創新創業發展中心，

各置主任一人，並置職

員若干人，綜理產學合

作等業務。 
 
十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十八、 校務研究暨策略處…… 
十九、職涯發展處…… 
本大學因校務發展之需要，以上

所列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

一定規模、業務繁重基準，得置

副主管一人，輔佐主管推動業

務。 

力。迄今，本校若干一級行

政單位業務規模擴大且多

元化，業務日益繁重，所屬

二級單位及人力數量隨之

增加，確有設置副主管一至

二名之必要性，以有效分工

輔佐推動業務，提升行政單

位運作效能，爰依據大學法

第 14 條及大學法施行細則

第 12 條，修訂本條第 2 項，

以符合實務運作情形。 
6.增刪劃線部分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