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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案由：本校「元智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抵免辦法」條文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配合教育部臺教人(四)字第 1070197286 號函（附件二），說明三第一款「…如因基本

授課時數不足需扣減鐘點費者，學校仍應依前開本部 102 年 10 月 24 日令釋及教師待

遇條例規定，不得調減本（年功）薪，或未經協議片面調減各項加給，致有因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不足而追回部分薪資情事。」，來文經鈞長簽辦核示修法刪除扣減薪資文

字，並將不足時數累計於次一學年補足；說明三第二款「…明訂超支鐘點上限及超支

鐘點費之發放方式…」，故將專任教師超支時數因特殊狀況或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上限

將因單位特殊考量而簽准之文字納入法規。 

二、 原配合秘書室提出以研究項目年度績效獎金折抵授課鐘點時數，經確認不再推動，故

刪除第五條第六款教師折抵之條文。 

三、 配合 107-3 教務會議決議（附件三），修訂英語授課加給之核發倍數與方式。 

四、 為釐清正規課程搭配多元教學方式之磨課師課程支領加給規範，明訂屬本校正規課程

搭配網路教學之磨課師課程始得請領加給。 

五、 因應獨立學位學程亦無所屬專任教師授課，修法比照各院英語專班模式，由其他單位

專任教師支援開設之課程，不計入原本超支上限 3 小時，可支領該門鐘點費（每學期

以一門為限）。 

六、 配合教育部規範及大學部例外時段開課之限制，本校擬增訂兼任教師大學部夜間時段

鐘點費標準；爰於各項鐘點費標準不一，考量夜間時段已支領較高鐘點費，各項加給

宜修訂採用一致標準。 

七、 本案倘奉通過，擬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八、 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專任教師每學年最高得超支 3 

小時，超過 3 小時部份不予核

計鐘點費。本校教師聘約另有規

定或特殊狀況簽請校長核定者

除外。上學期授課時數不足者，

不扣減薪資，但必須於下學期補

足，如上、下學期時數合計未達

基本授課時數者，不得參加年度

績效獎勵，且不足之時數，於下

學期依其鐘點費標準扣減薪資

仍須累計於次一學年補足。 

上學期超支之時數，得留至下學

第三條 專任教師每學年最高得超支 3 

小時，超過 3 小時部份不予核

計鐘點費。本校教師聘約另有規

定者除外。上學期授課時數不足

者，不扣減薪資，但必須於下學

期補足，如上、下學期時數合計

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不得參加

年度績效獎勵，且不足之時數，

於下學期依其鐘點費標準扣減

薪資。 

上學期超支之時數，得留至下學

配合教育部來

文規範，將不

足時數扣減薪

資文字刪除，

改累計至次一

學年補足；並

將特殊狀況調

整專任超支上

限簽准在案者

納入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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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期折抵，但必須提出保留申請。 期折抵，但必須提出保留申請。 

第五條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條款之一者

得減少授課負荷或申請折抵，經

各學系（所、中心、室）、學院

主管衡量在不影響該系所授課

之情形下，予以推薦並送教務長

核定。第一、二款可申請每週基

本授課時數減為 3 小時並得連

續三年，第三款可依規定每學年

折抵 3 小時，第四、六款每學年

折抵最多累計 3 小時，第五款每

學期折抵以 3 小時為限。除第四

款外，申請減授或折抵之學期不

得支領超支鐘點費亦不可保留。 

一、 前一學年度獲得科技部研

究獎助傑出獎、吳大猷先

生紀念獎或特約研究員。 

二、 前一學年度獲得教育部學

術獎或國家講座。 

三、 前三學年（不含當學年度）

每年至少主持一件科技部

學術研究計畫且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研發處審

核確認（跨學年度計畫依

計畫執行起始日為採計學

年度起算年期）： 

(一) 前三學年（不含當學

年度）至少主持四件

科技部學術研究計

畫。 

(二) 前一學年度主持科技

部學術計畫之外的各

類產學合作計畫總金

額至少達二百萬元。 

四、 指導研究生得依下列計算

方式支領指導研究生費，

或提出申請以下列計算方

第五條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條款之一者

得減少授課負荷或申請折抵，經

各學系（所、中心、室）、學院

主管衡量在不影響該系所授課

之情形下，予以推薦並送教務長

核定。第一、二款可申請每週基

本授課時數減為3小時並得連續

三年，第三款可依規定每學年折

抵 3 小時，第四、六款每學年折

抵最多累計 3 小時，第五款每學

期折抵以 3 小時為限。除第四款

外，申請減授或折抵之學期不得

支領超支鐘點費亦不可保留。 

一、 前一學年度獲得科技部研

究獎助傑出獎、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或特約研究員。 

二、 前一學年度獲得教育部學

術獎或國家講座。 

三、 前三學年（不含當學年度）

每年至少主持一件科技部

學術研究計畫且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研發處審

核確認（跨學年度計畫依

計畫執行起始日為採計學

年度起算年期）： 

(一) 前三學年（不含當學

年度）至少主持四件科

技部學術研究計畫。 

(二) 前一學年度主持科技

部學術計畫之外的各

類產學合作計畫總金

額至少達二百萬元。 

四、 指導研究生得依下列計算

方式支領指導研究生費，

或提出申請以下列計算方

式折抵授課時數： 

配合秘書室不

再推動研究績

效獎金折抵授

時數，刪除第

五條第六款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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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式折抵授課時數： 

(一) 指導碩士班以研二

（修業不到兩年即畢

業碩士生，教師鐘點

費支領以一年計）或

通過碩士論文提案之

（僅支領一年鐘點

費）學生人數計算（每

名以 0.25 小時計）。 

(二) 博士班以博二或通過

博士資格考成為博士

候選人後（僅支領三

年鐘點費）之學生人

數計算（每名以 0.5 小

時計）。 

五、 本校教師如能取得計畫支

給月薪（研究人事費），得

以該薪資與本校教師月薪

抵免等比例之授課時數，

並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

薪資折抵金額及方式依

「元智大學研究計畫預算

折抵（Buy-Out）授課鐘點

實施細則」辦理。 

六、 本校教師如能獲研究項目

年度績效獎金者，得依教

師職級鐘點費支給標準折

抵授課時數，並不得支領

超支鐘點費。折抵金額及

方式依「元智大學研究項

目年度績效獎金折抵授課

鐘點實施細則」辦理。 

(一) 指導碩士班以研二

（修業不到兩年即畢

業碩士生，教師鐘點費

支領以一年計）或通過

碩士論文提案之（僅支

領一年鐘點費）學生人

數計算（每名以 0.25

小時計）。 

(二) 博士班以博二或通過

博士資格考成為博士

候選人後（僅支領三年

鐘點費）之學生人數計

算（每名以 0.5 小時

計）。 

五、 本校教師如能取得計畫支

給月薪（研究人事費），得

以該薪資與本校教師月薪

抵免等比例之授課時數，

並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

薪資折抵金額及方式依

「元智大學研究計畫預算

折抵（Buy-Out）授課鐘點

實施細則」辦理。 

六、 本校教師如能獲研究項目

年度績效獎金者，得依教

師職級鐘點費支給標準折

抵授課時數，並不得支領

超支鐘點費。折抵金額及

方式依「元智大學研究項

目年度績效獎金折抵授課

鐘點實施細則」辦理。 

第八條 兼任教師以實際授課鐘點數支

給鐘點費，每學期授課時數最

高 4 小時。因單位特殊考量簽

請校長同意者得彈性調整上

限。 

第八條 兼任教師以實際授課鐘點數支

給鐘點費，每學期授課時數最

高 4 小時。 

配合教育部來

文規範，將特

殊狀況調整兼

任授課時數上

限簽准在案者

納入法規。 



59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英語授課課程（非英語類課程）

申請加給，最遲應於第三階段

選課結束後一週內向開課單位

提出。開課單位依據可提出申

請英語授課加給資源規劃及符

合全英語授課且確實執行之規

範，經相關會議審議後，將通

過之課程造冊連同申請表併送

學院主管、教務長核定。核定

通過之授課教師應於該學期該

課程採用問卷 F 卷，且符合教

務會議規範之標準得支領 0.3

倍或 0.5 倍英語授課加給，或

提出申請以同一計算方式折抵

授課時數；英語授課加給鐘點

費於期末次一學期期初一次發

放（請假期間不發加給）。如

有外籍生修課之課程申請英語

授課加給折抵，其授課時數得

以 1.5 0.5 倍計算，限授課當學

期或次一學期使用且不得支領

超支鐘點費。 

第十二條  英語授課課程（非英語類課程）

申請加給，最遲應於第三階段

選課結束後一週內向開課單位

提出。開課單位依據英語授課

加給資源規劃及符合全英語授

課且確實執行之規範，經相關

會議審議後，將通過之課程造

冊連同申請表併送學院主管、

教務長核定。核定通過之授課

教師得支領 0.3 倍英語授課加

給或提出申請以同一計算方式

折抵授課時數；英語授課加給

鐘點費於期末一次發放（請假

期間不發加給）。如有外籍生

修課之課程申請折抵，其授課

時數得以 1.5 倍計算，限授課當

學期或次一學期使用且不得支

領超支鐘點費。 

配合 107-3 教

務會議決議，

修訂英語授課

加給之核發倍

數與方式。 

第十三條 採行多元教學方法之課程，得依

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提出申

請，並經審核通過始得支領加給

鐘點費或以同一計算方式折抵

授課時數（請假期間不發加

給）。同時申請多項多元教學方

法之同一門課程以最優之鐘點

費計算項目擇一核給。各多元教

學課程鐘點費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數位學習課程： 

(一) 網路（非同步遠距）教

學課程首次開課給予

0.5 倍加給，非首次課程

給予 0.3 倍加給，但不

得再申請大班加給。 

(二) 磨課師網路課最多給予

0.5 倍加給，網路課加給

第十三條 採行多元教學方法之課程，得依

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提出申

請，並經審核通過始得支領加給

鐘點費或以同一計算方式折抵

授課時數（請假期間不發加

給）。同時申請多項多元教學方

法之同一門課程以最優之鐘點

費計算項目擇一核給。各多元教

學課程鐘點費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數位學習課程： 

(一) 網路（非同步遠距）教

學課程首次開課給予

0.5 倍加給，非首次課程

給予 0.3 倍加給，但不

得再申請大班加給。 

(二) 磨課師網路課最多給予

0.5 倍加給，網路課加給

為釐清正規課

程搭配多元教

學方式之磨課

師課程支領加

給規範，明訂

屬本校正規課

程搭配網路教

學之磨課師課

程始得請領加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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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計算方式如下：網路課

上課達 4 週給予 0.3 倍

加給；網路課上課達 6

週給予 0.4 倍加給；網

路課上課達 8 週給予

0.5 倍加給。磨課師課程

加給須為正規課程 18

週以外搭配規劃之網路

課程始得請領。 

通過申請課前規劃折抵1小

時者，每位教師每學期以 1

門課為限。如申請折抵之次

學期未完成開課，應補足原

申請折抵之 1 小時授課時

數。 

二、共時授課課程依各教師實際

到課時數計算鐘點，最多以

2 倍計算。共時授課教師需

確實共同到班授課，合開課

程主授課教師與搭配教師

授課時數之分配方式以審

核通過為準。 

三、創客課程給予 0.3 倍加給。 

計算方式如下：網路課

上課達 4 週給予 0.3 倍

加給；網路課上課達 6

週給予 0.4 倍加給；網

路課上課達 8週給予 0.5

倍加給。 

通過申請課前規劃折抵 1 小

時者，每位教師每學期以 1

門課為限。如申請折抵之次

學期未完成開課，應補足原

申請折抵之 1 小時授課時

數。 

二、共時授課課程依各教師實際

到課時數計算鐘點，最多以

2 倍計算。共時授課教師需

確實共同到班授課，合開課

程主授課教師與搭配教師

授課時數之分配方式以審

核通過為準。 

三、創客課程給予 0.3 倍加給。 

第十四條 專任教師（包括兼任主管）每

學期支援開設共同必修程式語

言課程、通識課程、教育部核

定各院獨立學位學程或專班未

聘任所屬專任教師所開設之英

語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者，得於

本校規定之超支上限外不計入

本校規定之超支時數，支領該

門課程超支鐘點費（以一門為

限） 

第十四條 專任教師（包括兼任主管）每

學期支援開設共同必修程式語

言課程、通識課程、各院英語

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者，得於本

校規定之超支上限外，支領該

門課程超支鐘點費（以一門為

限）。 

因應獨立學位

學程亦無所屬

專任教師授

課，修法比照

各院英語專班

模式，由其他

單位專任教師

支援開設之課

程，不計入原

本超支上限 3

小時，可支領

該門鐘點費

（每學期以一

門為限）。 

第十六條 專任教師得依上述辦法主動提 第十六條 專任教師得依上述辦法主動提 配合教育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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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出申請加給或折抵授課時數。

各項加給以一般日間部鐘點費

標準計算。如申請折抵後但每

學期仍須至少授 1 門課且每學

年仍需至少授課 6 學分；該學

年以指導研究生費、大班加

給、英語授課加給及多元教學

課程加給項目申請鐘點費折抵

授課時數，最多累計 3 小時為

限；申請當學期之折抵時數可

提出申請保留至次一學期使

用。 

出申請加給或折抵授課時數，

但每學期仍須至少授 1 門課且

每學年仍需至少授課 6 學分。

該學年以指導研究生費、大班

加給、英語授課加給及多元教

學課程加給項目申請鐘點費折

抵授課時數，最多累計 3 小時

為限；申請當學期之折抵時數

可提出申請保留至次一學期使

用。 

範，本校擬增

訂兼任教師大

學部夜間時段

鐘點費標準；

爰於各項鐘點

費標準不一，

考量夜間時段

已支領較高鐘

點費，各項加

給宜修訂採用

一致標準。 

 

(一)提案經過程序：108.01.02 107-4th 教務會議 → 108.01.09 107-11 行政會議。 

(二)議決重點：是否通過「元智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抵免辦法」條文修訂案？ 

(三)附件： 

1.「元智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抵免辦法」修正後條文。 

2. 教育部臺教人(四)字第 1070197286 號函及收文簽辦單 

3. 節錄本校 107-3 教務會議（107.11.21）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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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修訂後條文】 

元智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抵免辦法（草案） 
87.06.22 八十六學年度第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88.12.13 八十八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9.03.20 八十八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9.05.22 八十八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9.09.18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9.12.13 八十九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0.08.27 九十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04.08 九十學年度第十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10.28 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11.25 九十一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2.05.26 九十一學年度第十六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2.12.22 九十二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3.05.24 九十二學年度第十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5.03.27 九十四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5.10.16 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06.25 九十五學年度第十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02.25 九十六學年度第十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04.14 九十六學年度第十六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10.20 九十七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02.20 一○○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04.30 一○○學年度第十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12.03 一○一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7.03 一○一學年度第二十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7.09 一○二學年度第二十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05.25 一○四學年度第十九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7.12 一○五學年度第二十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1.** 一○七學年度第**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費核發相關事項，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講座教授 3 小時、教授 8 小時、副教授及助理教授 9 小時、講師

10 小時，超過基本時數者，始得支給超支鐘點費。本校教師聘約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三條 專任教師每學年最高得超支 3 小時，超過 3 小時部份不予核計鐘點費。本校教師聘約另有規定

或特殊狀況簽請校長核定者除外。上學期授課時數不足者必須於下學期補足，如上、下學期時

數合計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不得參加年度績效獎勵，且不足之時數仍須累計於次一學年補足。 

上學期超支之時數，得留至下學期折抵，但必須提出保留申請。 

第四條 專任教師於進修學位期間或借調期間，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 

第五條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條款之一者得減少授課負荷或申請折抵，經各學系（所、中心、室）、學院主

管衡量在不影響該系所授課之情形下，予以推薦並送教務長核定。第一、二款可申請每週基本

授課時數減為 3 小時並得連續三年，第三款可依規定每學年折抵 3 小時，第四款每學年折抵最

多累計 3 小時，第五款每學期折抵以 3 小時為限。除第四款外，申請減授或折抵之學期不得支

領超支鐘點費亦不可保留。 

一、 前一學年度獲得科技部研究獎助傑出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特約研究員。 

二、 前一學年度獲得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 

三、 前三學年（不含當學年度）每年至少主持一件科技部學術研究計畫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經研發處審核確認（跨學年度計畫依計畫執行起始日為採計學年度起算年期）： 

(一) 前三學年（不含當學年度）至少主持四件科技部學術研究計畫。 

(二) 前一學年度主持科技部學術計畫之外的各類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至少達二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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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導研究生得依下列計算方式支領指導研究生費，或提出申請以下列計算方式折抵授課時

數： 

(一) 指導碩士班以研二（修業不到兩年即畢業碩士生，教師鐘點費支領以一年計）或通過

碩士論文提案之（僅支領一年鐘點費）學生人數計算（每名以 0.25 小時計）。 

(二) 博士班以博二或通過博士資格考成為博士候選人後（僅支領三年鐘點費）之學生人數

計算（每名以 0.5 小時計）。 

五、 本校教師如能取得計畫支給月薪（研究人事費），得以該薪資與本校教師月薪抵免等比例

之授課時數，並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薪資折抵金額及方式依「元智大學研究計畫預算折

抵（Buy-Out）授課鐘點實施細則」辦理。 

第六條 研究所專班及 EMBA 夜間上課時數算入基本授課時數者，得支領差額鐘點費。 

第七條 兼任行政主管之授課折抵及超支時數，依本校「主管授課時數抵免規定」辦理。 

第八條 兼任教師以實際授課鐘點數支給鐘點費，每學期授課時數最高 4 小時。因單位特殊考量簽請校

長同意者得彈性調整上限。 

第九條 為提昇新進助理教授（不含客座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得於新進二年內申請減免共四

門課，每學年折抵二門課，每門課最高 3 學分，並經學系（所、中心、室）、學院主管及教務

長核定，且申請折抵之學期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亦不可保留，並不得校外兼課。 

第十條 教師請假須調課、補課、代課時，鐘點費支付依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第六章及「兼

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大班授課得依第三階段選課結束後之選課人數作為計算依據支領大班加給鐘點費（請假期間改

發給代課老師），或提出申請以同一計算方式折抵授課時數：學生數每班 71 人至 80 人之大班

或 41 人（含）以上之通識小班（英文）或研究所，支給 0.2 倍加給；每班 81 人至 90 人之大班，

支給 0.3 倍加給；每班 91 人至 100 人之大班，支給 0.4 倍加給；每班 101 人至 120 人之大班，

支給 0.5 倍加給，121 人以上之大班每增加 20 人，另增加 0.05 倍加給；大班加給最高以 0.8 倍

為上限。 

第十二條  英語授課課程（非英語類課程）申請加給，最遲應於第三階段選課結束後一週內向開課單位

提出。開課單位依據可提出申請英語授課加給之規範，經相關會議審議後，將通過之課程造

冊連同申請表併送學院主管、教務長核定。核定通過之授課教師應於該學期該課程採用問卷

F 卷，且符合教務會議規範之標準得支領 0.3 倍或 0.5 倍英語授課加給，或提出申請以同一計

算方式折抵授課時數；英語授課加給於次一學期期初一次發放（請假期間不發加給）。如有

外籍生修課之課程申請英語授課加給折抵時數得以 0.5 倍計算，限授課當學期或次一學期使

用且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 

第十三條  採行多元教學方法之課程，得依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提出申請，並經審核通過始得支領加給

鐘點費或以同一計算方式折抵授課時數（請假期間不發加給）。同時申請多項多元教學方法之

同一門課程以最優之鐘點費計算項目擇一核給。各多元教學課程鐘點費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數位學習課程： 

(一) 網路（遠距）教學課程首次開課給予 0.5 倍加給，非首次課程給予 0.3 倍加給，但不

得再申請大班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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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磨課師網路課最多給予 0.5 倍加給，網路課加給計算方式如下：網路課上課達 4 週給

予 0.3 倍加給；網路課上課達 6 週給予 0.4 倍加給；網路課上課達 8 週給予 0.5 倍加

給。磨課師課程加給須為正規課程 18 週以外搭配規劃之網路課程始得請領。 

通過申請課前規劃折抵 1 小時者，每位教師每學期以 1 門課為限。如申請折抵之次學期未

完成開課，應補足原申請折抵之 1 小時授課時數。 

二、共時授課課程依各教師實際到課時數計算鐘點，最多以 2 倍計算。共時授課教師需確實共

同到班授課，合開課程主授課教師與搭配教師授課時數之分配方式以審核通過為準。 

三、創客課程給予 0.3 倍加給。 

第十四條  專任教師（包括兼任主管）每學期支援開設共同必修程式語言課程、通識課程、教育部核定各

院獨立學位學程或專班未聘任所屬專任教師所開設之課程者，得不計入本校規定之超支時數，

支領該門課程超支鐘點費（以一門為限）。 

第十五條 實習（演習、實驗）課如有安排時段教室，應符合開課人數下限之規定，授課教師應到場指導，

以實際授課時數折半計算鐘點費，惟以一般方式上課之實習（演習、實驗）課，仍按實際授課

時數計算。大學部專業實習（演習、實驗）課程如未安排時段及教室者，得以學生人數計算（每

名以 0.25 小時計），但最高為 3 小時。 

第十六條 專任教師得依上述辦法主動提出申請加給或折抵授課時數。各項加給以一般日間部鐘點費標準

計算。如申請折抵後每學期仍須至少授 1 門課且每學年仍需至少授課 6 學分；該學年以指導

研究生費、大班加給、英語授課加給及多元教學課程加給項目申請鐘點費折抵授課時數，最多

累計 3 小時為限；申請當學期之折抵時數可提出申請保留至次一學期使用。 

第十七條 共同授課之課程，一學期中授課時數應按月平均分攤，例如 3 小時之課程，由三位教師共同授

課，每人應計 1 小時，分段授課視為共同授課，應計算總時數比率後按月平均分攤，如仍有不

能按月平均分攤之情形，得依各系標準處理之。同時段同教室之課程皆以併班共同授課認定，

不得重覆採計時數或分別支領鐘點費。 

第十八條 上學期應領鐘點費月份為 9 月(半個月，併入 10 月核發)、10 月、11 月、12 月、1 月，共 4.5

個月；下學期應領鐘點費月份為 2 月(半個月，併入 3 月核發)、3 月、4 月、5 月、6 月，共 4.5

個月，指導研究生鐘點費每學期應領 5.5 個月並於期末最後一次發放。 

第十九條 本校鐘點費標準參考教育部規定自訂「鐘點費支給標準表」核計，惟研究所專班及 EMBA 夜

間上課鐘點費標準得視各學院狀況酌增。暑期兼任助教另依「元智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規

定，兼任助教一班每月 2500 元。 

第二十條 各系（所、中心）辦理之推廣教育或學分班課程以及終身教育部所開設課程，其授課時數及鐘

點費等標準由開課單位另訂之並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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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育部臺教人(四)字第 1070197286 號函及收文簽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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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紀錄（節錄） 

 

會議時間：107 年 11 月 21 日（三）上午 10:10-11:00 

會議地點：元智一館七樓會議室 

主  席：曾教務長芳美 

出席人員：王學務長佳煌(傅正黔副學務長代理)、龐資訊長金宗(陳通福副資訊長代理)、謝院長建

興、趙院長燿庚、詹院長前隆、何院長建德、丘院長昌泰、梁主任家祺、馮主任明德、

陳主任敦裕、黃主任建彰、陳主任祖龍、邱主任政男、梁主任韵嘉、何主任旭川、何

所長/主任政恩、黃主任麗芬、林主任啟芳、林主任榮彬、禹主任良治、王主任任瓚、

黃主任敏萍(謝志宏主任代理)、謝主任志宏、丘主任邦翰、楊主任炎杰、張主任玉萱(楊

炎杰主任代理)、劉主任宜君、陳主任冠華、吳主任翠華(巫安盈女士代理)、鍾主任怡

雯、中澤一亮主任(柯宜中老師代理)、陳國際長勁甫(李俊豪副國際長代理)、陳主任怡

蓁、傅主任正黔、林主任青輝、學生代表葉柏欣同學（資工系）、學生代表楊季淳同

學（管院英專班）、學生代表王奕傑同學（化材系）、學生代表吳冠辰同學（電機系丙

組）、學生代表薛振中同學（藝設碩） 

列席人員：教務處蔡副教務長介元、招生組江組長藍龍(洪維黛女士代理)、註冊組陳組長虹璇(林

俊斌先生代理)、課務組曾組長翊恆、教學服務組林組長承輝(劉聖幸女士代理) 

請假人員：如劃底線人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案(略)：  

參、 討論議題： 

七、大學部課程時段例外安排申請審查案。（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資料，P.134-176） 

決議： 

(一) 照案通過(含其他類--11 門，未符合 107-1 教務會議通過之申請條件者)。 

(二) 因應未來會有其他特殊性課程安排在夜間時段，考量放寬後之鐘點費標準，擬將專任

教師鐘點費仍維持日間標準﹔僅配合教育部要求，將兼任教師夜間授課之時段支領夜

間鐘點費限制 5 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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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校課程申請英語授課加給評鑑值門檻討論案。（教務會議資料，P.9-12） 

意見交流： 

 「全英語授課」定義（教育部）：課堂上全程以英語授課，繼以中文說明解釋，可認列為

英語授課課程。 

 教務處教服組可於填寫問卷時宣導「英語授課課程」定義，俾利學生確實填寫問卷。 

 希能提高通識教學部開設全英課程學分數上限。 

決議： 

(一) 英語授課加給之核發倍數與方式： 

1. 各系大學部專業必修英語授課科目表所列課程得提出申請英語授課加給，訂定評鑑

值 4，英語授課加給維持 0.3 倍。 

2. 各院英專班可申請英語授課加給之課程，以及各研究所額度內申請英語授課加給之

課程，訂定以期末問卷 F 卷「英語授課之時間比例」評鑑值達 4.8 者，提高英語授

課加給為 0.5 倍；評鑑值達 4.0 以上，比照一般大學部之英語授課加給為 0.3 倍。 

3. 餘照案通過。 

(二) 實施：以 1072 期末問卷評鑑結果開始實施，1081 期初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