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系別 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其他學術資源分配相關要點 備註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圖儀規畫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導師制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圖儀經費使用規劃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經費使用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師減授鐘點實施細則

外國語文學系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圖儀費分配規則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參加國內學術會議經費補助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獎學金申請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師開課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歷史學系研究生研究室管理規則

歷史系研究生指導教授之相關規範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藝術研究所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學生自習室管理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張達修先生紀念獎學金設置辦法.doc

鄭福田文教基金會103學年度上學期大專學生清寒優秀獎學金甄選

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大專學生成績優秀暨清寒獎學金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獎勵優秀高中生就讀獎學金核發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良信台灣文化學術研究獎助金實施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台語文獎金申請資訊公告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研究生指導教授之相關規範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師聘任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師開課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導師制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教師減授鐘點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經費補助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研究生出國參與學術會議考古計畫田野實習補助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所研究生參加國內學術會議經費補助要點

外文系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學術

資源分配要點

歷史學系

台灣文學

系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學術資源分

配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學術資源分配

要點

藝研所 無

國立成功大學各院系（所）學術資源分配要點彙整表（111.10.14更新）

文學院

中文系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術資源分

配要點

考古學研

究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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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推薦及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林宜禧教授獎」遴選與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物理系 無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研究所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規範

光電系 無 無

化學系 無 無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導師制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場地管理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教師遞減授課時數原則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碩士班修讀要點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博士班修讀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空間管理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研究生獎助學金施行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計畫管理費分配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圖儀設備費使用辦法

資源系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學術資源分配

要點
無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空間管理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評定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研究生選擇及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師授課鐘點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空間管理辦法

工程科學系新進教師研究經費補助要點

工程科學系研究生名額分配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圖儀費優先使用確認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空間管理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空間管理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學術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受贈獎助學金作業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研究生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受贈獎助學金作業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師授課時數辦法

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

測量系 無

環工系 無

工科系 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系統系 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水利系 無

材料系 無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學術資源分配要

點

地科系 無

電漿所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工學院

機械系 無

土木系 無

航太系 無

化工系 無

理學院

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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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空間使用管理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杜元坤先生獎助學金核發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師授課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大學部專題研究選擇與更換指導教師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教師授課鐘點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研究生選擇及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行政與研究空間管理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暨微電子所、電通所、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位學程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名譽教授致聘要點

微電所 無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暨微電子所、電通所、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位學程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電通所 無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暨微電子所、電通所、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位學程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新進教師補助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空間管理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鼓勵在學生參加外語檢定考試補助要點

建築系教師減授鐘點規範標準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規定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1050415)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永奕獎助學金設置要點(1060410)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獎學金管理使用及核給辦法(971107)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之友獎助學金管理使用及核給辦法(980627)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南紡研究獎勵金申請要點(1110728)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師休假研究辦法(1080918)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辦法(980605)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辦法(940329)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創作優良教師遴選辦法(940329)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圖書暨儀器設備委員會設置要點(990108)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環境規劃小組設置要點(981104)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師生及校友事務小組設置要點(981104)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要點(1020301)

工設系 無 無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赴外競賽補助作業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研究生申請及更換指導教授要點

無

製造所 無

海事所 無

規劃設

計學院

建築系 無

都計系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學術資源分

配要點(89.05.10).pdf

創產所

無

資工系(含
醫資所)

電資學院

醫工系 無

無

電機系

工學院

https://bme.ncku.edu.tw/var/file/101/1101/img/447226309.pdf
https://bme.ncku.edu.tw/var/file/101/1101/img/330005153.pdf
https://www.cc.ncku.edu.tw/rule/files/68450000/%E5%9C%8B%E7%AB%8B%E6%88%90%E5%8A%9F%E5%A4%A7%E5%AD%B8%E7%94%9F%E7%89%A9%E9%86%AB%E5%AD%B8%E5%B7%A5%E7%A8%8B%E5%AD%B8%E7%B3%BB%E5%B0%8E%E5%B8%AB%E5%88%B6%E5%BA%A6%E5%AF%A6%E6%96%BD%E7%B4%B0%E5%89%87105.03.29.pdf
https://bac006.web3.ncku.edu.tw/var/file/101/1101/img/523063323.pdf
https://www.cc.ncku.edu.tw/rule/files/68450000/%E7%94%9F%E7%89%A9%E9%86%AB%E5%AD%B8%E5%B7%A5%E7%A8%8B%E5%AD%B8%E7%B3%BB%E8%AA%B2%E7%A8%8B%E5%A7%94%E5%93%A1%E6%9C%83%E8%A8%AD%E7%BD%AE%E8%A6%81%E9%BB%9E110.04-%E5%A2%9E%E5%8A%A0%E5%AF%A6%E7%BF%92(%E5%B7%A5%E9%99%A2%E9%80%9A%E9%81%8E).pdf
https://www.cc.ncku.edu.tw/rule/files/68450000/%E5%9C%8B%E7%AB%8B%E6%88%90%E5%8A%9F%E5%A4%A7%E5%AD%B8%E7%94%9F%E7%89%A9%E9%86%AB%E5%AD%B8%E5%B7%A5%E7%A8%8B%E5%AD%B8%E7%B3%BB%E5%A4%A7%E5%AD%B8%E9%83%A8%E5%B0%88%E9%A1%8C%E7%A0%94%E7%A9%B6%E9%81%B8%E6%93%87%E8%88%87%E6%9B%B4%E6%8F%9B%E6%8C%87%E5%B0%8E%E6%95%99%E6%8E%88%E8%BE%A6%E6%B3%95103.06.16.pdf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079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066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068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931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927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322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927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927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119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110
https://imis.ncku.edu.tw/var/file/156/1156/img/2599/512558911.pdf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179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637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550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ndRdLa9Tr3OE0vwDZjRNs0n2N2oQUroU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ndRdLa9Tr3OE0vwDZjRNs0n2N2oQUroU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suR5ZNamlBMj3_-hKGdLPRVO0t8sRF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suR5ZNamlBMj3_-hKGdLPRVO0t8sRF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UDA7RlrFtIu4q31gPpi8SIAq0Ld-H-j/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UDA7RlrFtIu4q31gPpi8SIAq0Ld-H-j/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7jq0XUCrU4jQR8IcBBncngtFGbVZM_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7jq0XUCrU4jQR8IcBBncngtFGbVZM_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Bpa9mLtjfu3vR52h6hY-8XnXdj01_j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Bpa9mLtjfu3vR52h6hY-8XnXdj01_j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hHl6R5JI8k8sdplmvSM29dTlLbYMwm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hHl6R5JI8k8sdplmvSM29dTlLbYMwm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nww-5XsenXwH4nDd-jYp4ksrRvsLsBX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nww-5XsenXwH4nDd-jYp4ksrRvsLsBX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zxK0jf6nqD9KurXLpnfcbG9Gd4mri3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zxK0jf6nqD9KurXLpnfcbG9Gd4mri3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WdOwypD0QvUKHqegBfMcYqJ9Ij-Hk_4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WdOwypD0QvUKHqegBfMcYqJ9Ij-Hk_4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EsoauRVGcV3BAgnGvx4G_POX0ueGXO_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EsoauRVGcV3BAgnGvx4G_POX0ueGXO_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__KtOs8a-Vm9E1sBqku7M6XfqkoZbeMu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__KtOs8a-Vm9E1sBqku7M6XfqkoZbeMu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0HMBukWJtHkFpIKEb5Jfx91E28U4WF_Y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0HMBukWJtHkFpIKEb5Jfx91E28U4WF_Y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LAFC5ePMrDIAyn3vAP-4nhm0OwsZQ6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LAFC5ePMrDIAyn3vAP-4nhm0OwsZQ6d/view?usp=sharing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386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386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386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39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G-XGzVoK0TTSy4iSkIA4f4Gsia0EwO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G-XGzVoK0TTSy4iSkIA4f4Gsia0EwO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G-XGzVoK0TTSy4iSkIA4f4Gsia0EwO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G-XGzVoK0TTSy4iSkIA4f4Gsia0EwO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G-XGzVoK0TTSy4iSkIA4f4Gsia0EwOF/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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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學生參與學術性競賽獎勵要點

交通管理科學系劉鼎新院長獎學金設置

交通管理科學系暨電信管理研究所空間管理與分配辦法

交通管理科學系暨電信管理研究所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辦法

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博士班暨電信管理所導師制實施細則

交通管理科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企管系大學部及研究生年底USR獎學金評分標準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師擔任系外行政職管理要點

企管系教師系外授課管理要點

企管系教師開課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英語能力檢定測驗獎助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師參與雙語大學計畫推動獎勵辦法

國企所 無 無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學系學生參與各項競賽成績優良獎勵要點(申請表附於法規原始檔後)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學系博士生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統計學系暨數據科學研究所競爭性員額新進教師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學系暨數據科學研究所新進教師學術研究補助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學系暨數據科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申請表附於法規原始檔後)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學系暨數據科學研究所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辦法 (申請表附於法規原始檔後)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系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獎學金實施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暨財務金融所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研究生獎學金記點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輔導優良教師推選及獎勵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服務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教學特優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業務費使用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圖儀費使用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醫學系 無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促進國際參與及交流補助要點

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合聘教師施行辦法

藥理學研究所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醫技系就讀碩士班獎學金實施辦法

有 醫技系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待修改，修正後提供)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導師制度施行細則

成大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選擇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細則

藥理所 無

醫技系

統計系(含
數據所) 無

工管系(含
資管所)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學術

資源分配要點

交管系(含
電信所)

交通管理科學系暨電信管理研究所學術

資源分配辦法

企管系 無

會計系(含
財金所) 無

國經所 無

醫學院

管理學

院

體健休所 無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988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993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009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010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063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055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054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060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059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860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473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473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473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965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469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470
https://ba.ncku.edu.tw/var/file/177/1177/img/3893/388677228.pdf
https://ba.ncku.edu.tw/var/file/177/1177/img/3888/921463154.pdf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598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598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598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598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488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614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611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594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594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594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594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635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635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635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635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270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911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412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527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514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411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236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283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208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616
https://pharma.ncku.edu.tw/public/files/artsinfo/1557885708-0.pdf
https://pharma.ncku.edu.tw/public/files/artsinfo/1534499515-0.pdf
https://mt.ncku.edu.tw/p/412-1151-14474.php?Lang=zh-tw
https://mt.ncku.edu.tw/p/412-1151-14474.php?Lang=zh-tw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664
https://mt.ncku.edu.tw/p/412-1151-14472.php?Lang=zh-tw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980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980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980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626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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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師指導研究生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學生參加學術論文會議補助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國際博士班更換指導教授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研究生獎學金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室（會議室）借用申請辦法

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

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要點 (109/07/15)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獎助學金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輔導優良導師遴選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要點

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導生分配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選擇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生物化學研究所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生化所指導碩士班研究生通則

國立成功大學生理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生理學研究所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微免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認定通則

成大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認定施行細則

成大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臨藥所(含
藥學系) 無 成大醫學院藥學系暨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臨床教師設置辦法

財團法人成杏醫學文教基金會臨床醫學碩士班醫師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合聘教師施行辦法

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導師制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教師合聘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教師指導博碩士學生人數規則

行醫所
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學術資源

分配要點
無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研究生研究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合聘教師施行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分醫所 無

基醫所 無

臨醫所 無

職治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學術

資源分配要點

生化所 有

生理所 有

物治系 物理治療學系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護理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學術資源

分配要點

醫學院

健照所 無

微免所 有

環醫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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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m-med.ncku.edu.tw/var/file/173/1173/img/3732/8704730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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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別 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其他學術資源分配相關要點 備註

國立成功大學各院系（所）學術資源分配要點彙整表（111.10.14更新）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所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辦法要點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施行細則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導師制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導師制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研究生遴請指導教授注意事項

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科暨口腔醫學研究所合聘、臨床或兼任教師之權利與義務

海外發表論文補助-成杏文教基金會

成績優秀獎助學金(一、二年級)

擔任課程及所務TA獎助學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學生事務與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研究生指導教授認定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師合聘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研究生指導教授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導師 制施行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教師合聘辦法

政治系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學術資源分配準

則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導師制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教育部專案計畫」學生參與校外活動獎學金補助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高教深耕學生參與校外活動獎學金補助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瑞銀投信獎學金」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學術貢獻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師授課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師指導研究生作業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教師研究優良獎勵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課程學術活動經費使用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學生參與校內外活動高教深耕獎學金補助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恩典獎學金推薦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學生急難濟助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學系楊、郭獎學金申請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導師制度實施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教學助理分配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合聘教師施行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

生物科技

與產業科

學系

無 空間管理辦法

無

法律系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學術資源分配要

點

生物科

學與科

技學院

生命科學

系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學術資源分配

要點

熱植所

社會科

學院

無

心理系 無

食安所 無

經濟系 有

教育所

公共衛生

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科暨研

究所學術資源分配要點

細胞解剖

所
無

口腔醫學

所(含牙醫

系)
無

無

醫學院

老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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