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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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生物科技學系…… 

(六) 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

程（109 學年度起停

招） 

(七) 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108學年度起停招） 

二、工學院 

(一) 化學工程學系…… 

(二) 土木工程學系…… 

(三) 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分一般組、

產業組）、碩士在職專

班） 

(四)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五) 環境工程學系…… 

(六)生物醫學材料與科技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09學年度起停招） 

(七)工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108學年度起停招） 

(八)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09學年度起停招） 

(九)永續環境與能源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109學

年度起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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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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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土木工程學系…… 

(三)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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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十)永續環境與能源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一、 增修如劃線處。 

二、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7 月

16 日臺教高 (四 )字第

1080103095 號函及 108

年 8 月 27 日臺教高(四)

字第 1080121299號函核

定 109 學年度增設調整

院系所學位學程案，修訂

如下： 

(一) 自 108學年度起停止

對內招生學制共計 3

個，分別為理學院學

士學位學程、工學院

學士學位學程及商

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爰予修訂本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七目、第

二款第八目、第三款

第八目。 

(二) 自 109學年度起停止

對外招生學制共計 7

個，分別為奈米科技

碩士學位學程、生物

醫學材料與科技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化

學工程與材料科學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永續環境與能源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巨

量資料商業應用碩

士學位學程、文化創

意設計碩士學位學

程及通訊工程碩士

學位學程，爰予修訂

本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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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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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起停招） 

(九) 巨量資料商業應用碩

士學位學程（109學年

度起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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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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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起

停招） 

(八) 設計學院社會設計學

士學位學程 

五、人文與教育學院 

(一) 特殊教育學系…… 

(二) 應 用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三) 應用華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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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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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特殊教育學系…… 

(二) 應 用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三) 應用華語文學系…… 

第六目、第二款第

七、九及十目、第三

款第九目、第三款第

九目、第四款第七

目、第六款第六目。 

(三) 自 109學年度起增設

音樂產業碩士學位

學程，爰予增訂本條

第一項第五款第九

目。 

(四) 自 109學年度起增設

教育專業數位學習

碩士在職專班班次，

爰予增訂本條第一

項第五款第五目。 

(五)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

班自 109學年度起分

組新增「一般組」及

「產業組」，爰予增

修本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目。 

(六) 109 學年度裁撤薄膜

材料與應用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爰予刪

除本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六目。 

三、 原條文第一項第二款第

七至十目目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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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 宗教研究所…… 

(五) 教育研究所（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教

育專業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 

(六) 通識教育中心 

(七) 師資培育中心 

(八) 人文與教育學院學士

學位學程 

(九)音樂產業碩士學位學

程 

六、電機資訊學院 

(一)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

系…… 

(二) 電子工程學系…… 

(三) 資訊工程學系…… 

(四) 電機工程學系…… 

(五)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六) 通訊工程碩士學位學

程（109 學年度起停

招） 

(七) 電機資訊學院人工智

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七、法學院…… 

(四) 宗教研究所…… 

(五) 教育研究所（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六) 通識教育中心 

(七) 師資培育中心 

(八) 人文與教育學院學士

學位學程 

 

 

 

 

六、電機資訊學院 

(一)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

系…… 

(二) 電子工程學系…… 

(三) 資訊工程學系…… 

(四) 電機工程學系…… 

(五)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六) 通訊工程碩士學位學

程 

(七) 電機資訊學院人工智

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七、法學院……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 

二、學生事務處…… 

三、總務處…… 

四、研究發展處…… 

五、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置國

際長一人，掌理國際暨兩岸

相關業務，另置秘書一人；

下設交流與招生組、活動與

輔導組及綜合業務組，各置

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負

責相關業務。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 

二、學生事務處…… 

三、總務處…… 

四、研究發展處…… 

五、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置國

際長一人，掌理國際暨兩岸

相關業務，另置秘書一人；

下得設國際事務組及兩岸

交流組，各置組長一人及職

員若干人，負責相關業務。 

六、圖書館…… 

一、 增修如劃線處。 

二、 本校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原以國際業務區域導向

分設「國際事務」、「兩岸

交流」二組，依 104學年

度第 933 次行政會議通

過推動組織調整試行專

案，改以功能導向之「交

流與招生組」、「活動與輔

導組」、「綜合業務組」三

組運作。 

三、 歷經試行 4年半，國際暨

兩岸教育處以三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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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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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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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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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秘書室…… 

八、校牧室…… 

九、會計室…… 

十、人事室…… 

十一、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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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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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及跨組分工協作運

作模式，制度化地統合校

內、外資源，提升管理效

能，並因應外部國際化發

展脈動，推動各項國際化

創新機制，使本校國際暨

兩岸交流業務規模穩定

發展，確立三組業務定位

及各組跨單位橫向合作

關係，為推動國際事務最

佳化組織設計。 

四、 承前所述，確立「交流與

招生組」、「活動與輔導

組」、「綜合業務組」三組

運作模式，爰予修訂第 7

條第 1項第 5款，形成一

個國際化永續經營的制

度與運作。 

第八條 

本大學設附設心理治療所，負責

心理治療及教學實習等事宜。其

設立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本大學設附設幼兒園，負責幼兒

教育及教學實習等事宜。其設立

辦法另訂之。 

一、 增修如劃線處。 

二、 自 101 年度幼托整合改

制及幼教公共化政策方

向，幼兒園發展走向多樣

化。回歸自由市場競爭機

制，本校附設幼兒園礙於

腹地及成本限制，在快速

變遷及高度競爭的幼教

市場中明顯不具優勢；其

次，在平價教保服務政策

下，處於艱困營運情境

中，經本校附設幼兒園管

理委員會就其成本效益

評估，難以發揮私立大學

法第 50條第 1項附屬機

構增進教學效果並充實

學校財源功能。據此，本

校 108 年 12 月 5 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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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幼字第 1080004504 

號函申請歇業並妥善安

置在園幼兒及教保服務

人員，經桃園市政府 108 

年 12 月 31 日府教幼字

字第 1080317287 號函

復廢止設立許可在案，現

行第 8 條幼兒園相關文

字刪除之。 

三、 本校心理治療所自 99學

年度起籌組規劃，依教育

部審核私立學校申請設

立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

推廣相關附屬機構或辦

理相關事業作業要點，完

備各項管理、監督章則及

計畫，業經教育部 108年

3 月 26 日臺教高(三)字

第 1080036617號函復同

意本校設立附屬機構「心

理治療所」，並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

109 年 2 月 26 日府衛醫

字第 1090041035號函核

准執行心理治療業務，爰

予增修第 8 條附屬機構

名稱及功能。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副校長由校長聘任之，一

至二位副校長自本校曾任教育

行政職務三年以上之教授中聘

任，其餘一位副校長，得自校內、

外具學識涵養之專業人才中聘

任。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一至二位副校長由校長

自本校曾任教育行政職務三年

以上之教授中提名，其餘一位副

校長，得自校內、外具學識涵養

之專業人才中提名，送董事會同

意後，由校長聘任之。 

一、 增修如劃線處。 

二、 現行副校長聘任程序應

送董事會同意後始得由

校長聘任，副校長用人權

屬董事會權責。 

三、 依據大學法第 8 條第 1

項，副校長由校長聘任

之，亦即副校長之聘任應

尊重校長聘任權。嗣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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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 108年 5月 27日臺

教 高 ( 一 ) 字 第

1080073629 號函示修

正，基於尊重校長用人權

的原則，爰予刪除第 27

條後段董事會同意程序，

回歸校長聘任權之完整

性，以符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