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會議時間：108年 1月 2日（三）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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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資訊長金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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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主任志宏、丘主任邦翰、楊

主任炎杰、張主任玉萱、劉主任宜君、陳主任冠華、吳主任翠華、鍾主任怡雯、中澤

一亮主任、陳國際長勁甫、陳主任怡蓁、傅主任正黔、林主任青輝、校外委員陳孝昌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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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陳組長虹璇、課務組曾組長翊恆、

教學服務組林組長承輝 

議  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案： 

一、 大學部課程時段例外安排審核相關規定修訂報告案。（P.1） 

參、 討論議題： 

一、 各學院必選修科目表、擋修科目表、輔系科目表修訂案。（P.2-9） 

二、 各學院學分學程修訂案。（P.10-21） 

三、 國際語言文化中心「英語檢定修課規定」修訂案。（P.22-23） 

四、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共同必修科目表新訂案。（P.24-26） 

五、 107-2學期通識教學部微型課程審查案。（P.27-41） 

六、 「服務學習」學系暨通識課程核備案。（P.42-51） 

七、 「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修訂案。（P.52-55） 

八、 「元智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抵免辦法」條文修訂案。（P.56-70） 

九、 多元教學開課申請審查案。（P.71-164）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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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案由：大學部課程時段例外安排審核相關規定修訂報告案 

說明： 

一、 教育部前於 107年 6月 22日及 7月 11日分別函示專科以上學校課程安排之規範

及補充說明。爰此，本校自 107-2 學期起，凡開設於例外時段之課程皆須提出申
請，通過後始得安排於例外時段。例外時段課程應於開課前完成審核程序，各開
課單位亦應於開課資料上傳前，務必先行檢查是否符合相關規範。 

二、 教育部來函規範重點如下(不含碩、博士班)： 

(一) 課程安排原則：日間部---週一至週五白天 

(二) 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8:10~18:00)，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 4 節以上，

但學校實務操作課程等特殊性質者，得不受此限，惟學校應有學生學習成效評
估及完整配套措施。 

(三) 不得以短期密集授課完成整學期課程。 

(四) 倘學校衡酌部份課程之性質特殊，經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確有例外安

排之必要，學校應於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及依校內作業程序審核後，酌予彈性安
排。 

(五) 教育部自 107 學年度起加強查核，如經教育部查核屬實，經糾正未改善者，將 影

響學校獎勵、補助款或招生名額。 

三、 各學院(部)申請於 1072 學期開設於例外時段課程，提交 107.11.21 107-3 教務會議

審核，惟其中有 11 門未符合 107-1 教務會議通過之申請條件，亦經前次(107-3)

教務會議審核通過。為符合各開課單位提出之課程彈性安排之需求，修正例外時
段申請條件分項說明表如下，提請確認是否同意修訂內容。 

--------------------------------------------------------------------------------------------------------------------- 

 申請例外時段安排課程各類別之分項修正說明表如下： 

類別 分項 申請條件 

A.週一至週五夜間 

或清晨(18:30~ 

21:20, 6:10~ 8:00 ) 

+假日 

A1 

必修：限重修班 

兼任老師授課之必修或選修課程(含演習、實驗課） 

選修(含必選修)：限兼任業師 

兼任業師之實習（演習、實驗）課 

體育室：限共同必修課程「健康體適能」與「游泳能力檢定」 

語文中心：限英語以外之其他外語課程 

A2 語文中心：僅開放外籍生選讀之「華語」課程 

A3 
專任教師之實習（演習、實驗）課 

專任教師授課之必修或選修課程(含演習、實驗課） 

B.連續 4 節(含) 以

上 

B1 跨夜間或假日授課之所有課程 

B2 白天授課（不含實務操作課程） 

C.短期密集 C 含暑期密集或學期間之短期密集課程 

註 1：如為例外時段，但非屬以上列舉之申請條件者，請列為「其他」項。 

註 2：A1 及 B1 加總以 5 門為限，其餘各類開課數不限，惟請開課單位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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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名稱：各學院必選修科目表、擋修科目表、輔系科目表修訂案，提請審查。 

提案說明： 

 各系、所、中心、軍訓室、體育室若有修訂 107 以前科目表者，須符合下列二項原則。（88-6

教務會議通過） 

1、新生入學後，各系必修科目表所列之畢業學分數不得變更。 

2、必修科目表中，已修過課程之年級，其必修科目不得更改。必修科目表之修訂，限於尚
未執行學期之必修科目部份，執行中或已執行學期之必修科目不得變更。 

 新增課程須附教學大綱，且依 90-4 校課程委員會決議：「各學院、通識教學部、軍訓室、體
育室若有新開課程，請以表列方式逐一列出，提供校課程委員審核參考。」 

 依據 105-5 教務會議決議：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必選修科目表，須調整其餘選修學分數至少 15 學分﹔105 學年度之必選
修科目表，須調整其餘選修學分數至少 12 學分。 

 依據 106-3 教務會議決議： 

通識外國語文課程由 12 學分改為 10 學分，其中英語營少 1 學分、英語檢定少 1 學分，因此
107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之自由選修學分數由 15 學分增加為 17 學分。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須通過至少兩門「數位應用相關課程」（必修或選修）及 3 學分「議題導
向實作專題課程｣（必修）。 

 各學院提會明細如下： 

------------------------------------------------------------------------------------------------------------------- 

因修訂資料繁多，未呈現於會議資料中，僅列於參考資料中，敬供卓參。 

一、 工程學院【院課程會議資料，另備參考資料 Page1-31】 

修訂必選修科目表： 

開課單

位 

必/選修科

目表 
修訂說明 

參考資

料頁次 

工管系 

107大學部

必選修科

目表 

◎ 服務科學與資訊學程、品質與資訊學程、製造與資訊學程： 

新增資訊類課程：IE247/系統模擬與應用 

Page 

22-23 

◎ 服務科學與資訊學程： 

新增服務科學類課程：IE375/專案管理 

修訂服務科學類課程：IE237/統計建模與電腦化實作與IE304應用統計分析(二擇一) 

◎ 製造與資訊學程： 

新增製造類課程：IE122/基礎物聯網應用與實作 

英語學

士學位

學程 

106-107 大

學部必選

修科目表 

◎ 大二大三學程必修「書報討論(一)(二) 」課名修訂為「工程專題討論(一)(二) 」。 

◎ 英語授課課程加註「★」表示。 

◎ 備註欄增加第3,4點，原第3點改為第5點。 

「3.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包含程式語言 4 學分、通識教育科目 10 學分、學

程必修科目 30 學分及學程領域必修 28-39 學分。「★」：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courses include 4 credits from Computer Programming, 10 credits 

from General Education, 30 credits from the department required courses and 28 to 

39 credits from the program required courses.  

4.本學程必修課程初次修課須在本學程修讀始予承認。The compulsory courses have 

to be take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Engineering for Bachelor for the first 

time.」 

Page 

3-12 



3 

 

開課單

位 

必/選修科

目表 
修訂說明 

參考資

料頁次 

英語學

士學位

學程 

106-107 大

學部必選

修科目表 

◎ 修訂「主修學程」領域科目表內容 
機械領域 ◎ 英語授課課程加註「★」表示。 

◎ 備註欄第1點文字修訂「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化材領域 ◎ 英語授課課程加註「★」表示。 
◎ 備註欄文字修訂 

 106學年度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107學年度 
 第1點「…….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新增第2點「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原第2點改為第3點，依此類推。 

工管領域 ◎ 三上必修「作業研究」課名改為「作業研究(一)」。 
◎ 英語授課課程加註「★」表示。 
◎ 刪除107學年度大一下選修「計算機程式」。 
◎ 備註欄文字修訂 

 106學年度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107學年度 
 第1點「…….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新增第2點「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原第2點改為第3點，依此類推。 

 
◎ 修訂「雙專長學程」領域科目表內容 

機械領域 ◎ 英語授課課程加註「★」表示。 
◎ 備註欄文字修訂 

 106學年度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107學年度 
 第1點「…….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新增第2點「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原第2點改為第3點，依此類推。 

化材領域 ◎ 英語授課課程加註「★」表示。 
◎ 備註欄文字修訂 

 106學年度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107學年度 
第1點「…….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新增第2點「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原第2點改為第3點，依此類推。 

工管領域 ◎ 三上必修「作業研究」課名改為「作業研究(一)」。 
◎ 英語授課課程加註「★」表示。 
◎ 刪除107學年度大一下選修「計算機程式」。 
◎ 備註欄文字修訂 

 106學年度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107學年度 
第1點「……. 選修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 「★」：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are elective courses.」 
新增第2點「英語授課課程以「★」表示。「★」show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English.」 
原第2點改為第3點，依此類推。 

 

 

Page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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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機通訊學院【院課程會議資料，另備參考資料 Page 31-46】 

修訂必選修科目表： 

開課

單位 
修訂項目 說明 

參考資料頁

次 

電機

工程

學系 

(丙

組) 

104-106

學年度大

學部選修

科目表 

新增：大四下選修「感測器與其應用」(3 學分)。 
Page 

35-36 

106 學年

度擋修科

目表 

修訂： 

1. 須先修過光學實驗(一) 

2. 低於 50 分擋修 

Page 37 

英語

學士

學位

學程 

106 學年

度大學部

必選修科

目表 

1.必修科目表修改備註： 

六、其餘選修：17 學分，除電機通訊學院以外，工程學院、人社院、管院及資訊

學院，每學院須至少修 3 學分。 

Free elective credits: 17 .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a three-credit course from 

each college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nagement, Informatics.) 

八、英語授課以「★」表示，包含共同必修科目4學分、通識教育科目10學分及

專業基礎必修科目54學分、中階選修3學分。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courses include 4 credits from 

University Compulsory Courses, 10 credits from General Education, 54 credits 

from Basic Compulsory Courses, 3 credits from Intermediate Elective Courses. 

 

◎ 增加「☆」：表示為潛在英語授課課程。(「☆」: The potential English-taught courses. ) 

 

2.選修科目表變更課程：   

組別 變更 學期 課名 學分 

控制組 調整學期 四下  三下 電子電力 3 

電子組 新增課程 三下 數位信號處理概論 2 

電子組 刪除課程 三下 半導體物理元件 3 

電子組 調整學期 四上 三下 高階數位IC設計 3 

電子組 調整學期 四下 三下 微感測器及感測電路設計 3 

數位科技組 新增課程 三下 人機互動概論 3 

數位科技組 刪除課程 四下 行動終端之相機Apps程式

開發 

3 

數位科技組 調整學期 三下  三上 生物醫學工程概論 3 

數位科技組 調整學期 四上  三下 計算機組織(一) 3 

數位科技組 調整學期 三上  四下 電腦網路 3 

光電組 新增課程 三下 半導體物理元件 3 
 

Page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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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

單位 
修訂項目 說明 

參考資料頁

次 

107 學年

度大學部

必選修科

目表 

1. 必修科目表修改備註： 

六、其餘選修：19 學分，除電機通訊學院以外，工程學院、人社院、管院及資

訊學院，每學院須至少修 3 學分。 

Free elective credits: 19 .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a three-credit course from 

each college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nagement, Informatics.) 

八、英語授課以「★」表示，包含共同必修科目 4 學分、通識教育科目 10 學分

及專業基礎必修科目 54 學分、中階選修 3 學分。 

「★」：The credits granted by English-taught courses include 4 credits from 

University Compulsory Courses, 10 credits from General Education, 54 credits 

from Basic Compulsory Courses, 3 credits from Intermediate Elective Courses. 

十三、邏輯電路實驗(EI108)、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EI308)、超大型積體電路

設計導論(EI309)、高階數位 IC 設計(EI407)、微感測器及感測電路設計 

(EI408)、人機互動概論(EI318)、行動終端之相機 Apps 程式開發(EI410)為本

系「數位應用相關課程｣，畢業前須通過至少 2 門「數位應用相關課程」(可

至本系或外系修習)。 

Logic Circuit Lab. (EI108), Mobile Devic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EI308), 

Introduction to VLSI (EI309), High-Level IC Design (EI407), Design on 

Micro-Sensor and Sensor Circuits (EI408),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EI318), 

Camera-based Apps Development for Smart Phone (EI410) are courses of “Digital 

Application Course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ass at least two “Digital 

Application Courses.” (Students may take these courses from other department.) 

 

◎ 增加「☆」：表示為潛在英語授課課程。(「☆」: The potential English-taught courses. ) 

 

2. 選修科目表變更課程： 

組別 變更 學期 課名 學
分 

網路資訊組 新增課程 二下 通訊網路 3 

網路資訊組 刪除課程 四上 電腦網路 3 

控制組 調整學期 四下  三下 電子電力 3 

電子組 新增課程 三下 數位信號處理概論 2 

電子組 刪除課程 三下 半導體物理元件 3 

電子組 調整學期 四上 三下 高階數位IC設計 3 

電子組 調整學期 四下 三下 微感測器及感測電路設計 3 

數位科技組 新增課程 三下 人機互動概論 3 

數位科技組 刪除課程 四下 行動終端之相機Apps程式開
發 

3 

數位科技組 調整學期 三下  三上 生物醫學工程概論 3 

數位科技組 調整學期 四上  三下 計算機組織(一) 3 

數位科技組 調整學期 三上  四下 電腦網路 3 

光電組 刪除課程 二下 光學(一) 3 

光電組 刪除課程 二下 光學實驗(一) 1 

光電組 刪除課程 三上 光學(二) 3 

光電組 刪除課程 二下 光學實驗(二) 1 

光電組 新增課程 二下 半導體光學 3 

光電組 新增課程 三上 電磁學(二) 3 

光電組 新增課程 三下 半導體物理元件 3 
 

Page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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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

單位 
修訂項目 說明 

參考資料頁

次 

107 學年

度申請適

用輔系科

目表 

1. 修改選修科目： 

通訊網路 Communications Network 3 

數位信號處理概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 

行動終端之相機 Apps 程式開發 Camera-based Apps Development 

for Smart Phone 
3 

人機互動概論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3 

電腦網路 Computer Network 3 

半導體光學 Semiconductor Optics 3 

電磁學(二)Electromagnetics(II) 3 

半導體元件物理 Semiconductor Devices Physics 3 

光學(一)Optics(I) 3 

光學(二)Optics(II) 3 

近代物理(一)Modern Physics(I) 3 

光學實驗(一)Optics Lab.(I) 1 

光學實驗(二)Optics Lab.(II) 1 

 

2. 修改備註： 

選修科目必須修習本學程認可之英語授課科目才予承認。 

The elective courses must be taught in English and offered by this Program. 

Page 

45-46 

新增課程： 

開課單位 課名 必選修 學分數 備註 參考資料頁次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感測器與其應用 選修 3 104-106 學年度大學部選修科目表 Page 35 

 

三、 資訊學院【院課程會議資料，另備參考資料 Page 47-62】 

修訂必選修科目表： 

開課單位 必/選修科目表 修訂說明 參考資料頁次 

資工系 
107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博士班選修科目表 

新增選修科目： 

1. CS531 資料科學(3) 

2. CS678 圖論(3) 

Page 50-54 

新增課程： 

開課單位 課名 必選修 學分數 備註 參考資料頁次 

資工系 CS531 資料科學 選 3 
107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

班選修科目表 

Page 55 

資工系 CS678 圖論 選 3 Page 56 

資管系 
IM714 大數據倫理與法律

專題 
必 3 107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 Page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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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理學院【院課程會議資料，另備參考資料 Page 62 -120】 

修訂必選修科目表： 

開課單位 必/選修科目表 修訂說明 
參考資料

頁次 

學士班 

107 學年度管

理學院學士班 

必選修科目表

─ 

備註 

◎ 修改備註： 

6. 學士班學生應選擇「企業管理」、「財務金融」、「國際企業」
或「會計」為主修領域(Major Area)： 

(1) 主修領域必修科目 3 或 6 學分： 

a.企業管理：學生應必修「作業管理」、「策略管理」 

b.財務金融：學生應必修「投資學」、「公司理財」 

c.國際企業：學生應必修「國際企業管理」 

d.會計：學生應必修「中級會計學（一）」  

 

(2) 管院主修學程科目 30 學分： 

a.企業管理：學生應自「創新創業學程」、「領導暨人力資源學程」、

「行銷學程」及「國際經營管理學程」「國際企業學程」中擇一

做為主修學程。 

b.財務金融：學生應自「投資與企業金融學程」、「投資與風險管理

學程」及「金融科技學程」中擇一做為主修學程。 

c.國際企業：學生應自「創新創業學程」、「領導暨人力資源學程」、

「行銷學程」及「國際經營管理學程」「國際企業學程」中擇一

做為主修學程。 

d.會計：學生應修習「會計專業學程」做為主修學程。 

 

Students must choose one of the Major Areas and fulfill 

requirements of each major listed below: 

(1) Major Areas and corresponding compulsory courses(3or6) 

a. Business Administration：「Operations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b. Finance：「Investments」、「Corporate Finance」 

c. International Business：「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d. Accounting：「Intermediate Accounting(I)」 

(2) Concentration courses (30)： 

a. Students who majo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 concentrations 

available:「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Leadership & 

Human Resources」、「Marketing」and「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ents should choose 

a minimum of one as the major concentration.  

b. Students who major in Finance, 2 concentrations available: 

「Investments and Corporate Finance」、「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and 「FinTech」. Students should choose a 

minimum of one as the major concentration.   

c. Students who maj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4 concentrations 

available:「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Leadership & 

Human Resources」、「Marketing」and「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ents should 

choose a minimum of one as the major concentration.   

d. Students who major in Accounting can choose「Accounting 

Professional」as the major concentration. 
 

Page75 

-80 

學士班 

107學年度管理

學院學士班輔

系科目表─國

際經營管理學

程 

◎ 更改學程名成為國際企業學程。 

◎ 「產業與組織分析」(3)課程修改為「全球產業分析」(3)。 

Page 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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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必/選修科目表 修訂說明 
參考資料

頁次 

106學年度管理

學院學士班輔

系科目表─國

際經營管理學

程 

◎ 四下刪除必選修「CM453策略布局診斷與分析」(3) 

◎ 「產業與組織分析」(3)課程修改為「全球產業分析」(3)。 

Page 81 

-82 

105-106學年度 

管理學院學士

班擋修科目表 

◎ 刪除【CM453策略布局診斷與分析】擋修 

先修科目 Prerequisites 擋修科目 rerequisites 備註 

Remarks 課名 Course Name 分數  課名 Course Name 

國際企業經營決策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60 

策略布局診斷與分析 

Diagnosis of business 

strategies 

三門先修課

只要修過一

門達 60 分，

即可修擋修

科目 

國際企業策略個案 

Case Studies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60 

策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60 

 

Page 82 

-84 

經營管理

碩士班 

106-107 學年度

MBA 外籍生必

選修科目表 

◎ 刪除「CM541 專案管理」。 

◎ 新增「CM699 創業財務規劃」。 

◎ 刪除備註欄國際企業主修領域學生畢業時需具備之英語能力要求。 

Page 89 

-90 

博士班 

105 學年度適

用選修科目表 

◎ 取消研究分析方法類別。 

◎ 管理主修： 

1. 新增兩門選修課：「進階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 

2. 修改備註： 

(1) 備註 1：選修學分由 18 學分改為 21 學分 

(2) 新增備註 3：進階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至少選一門。 

◎ 財務金融主修： 

1. 新增兩門選修課：「財務研究方法」、「進階研究方法」。 

2. 修改備註： 

(1) 財務理論、高等投資學、高等公司理財、投資管理專題、公司理財專
題皆為必選。 

(2) 新增備註 2：財務研究方法、進階研究方法至少選一門。 

Page 107 

106-107 學年度 

適用選修科目

表 

◎ 取消研究分析方法類別。 

◎ 管理主修： 

1. 新增兩門選修課：「進階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 

2. 修改備註: 

(1) 選修學分由 18 學分改為 21 學分 

(2) 新增備註 2：進階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至少選一門。 

◎ 財務金融主修： 

1. 新增兩門選修課：「財務研究方法」、「進階研究方法」。 

2. 修改備註： 

(1) 財務理論、高等投資學、高等公司理財、投資管理專題、公司理財專

題皆為必選。 

(2) 新增備註2：財務研究方法、進階研究方法至少選一門。 

◎ 會計主修： 

1. 新增兩門選修課：「財務研究方法」、「進階研究方法」。 

2. 修改備註： 

Page 108 
-109 



9 

 

開課單位 必/選修科目表 修訂說明 
參考資料

頁次 

(1) 選修學分由18學分改為21學分 

(2) 新增備註3：財務研究方法、進階研究方法至少選一門。 

107 學年度適

用必修科目表 

備註: 

◎ 刪除「組織理論與管理」 

◎ 新增「行為科學理論與管理」 

Page 109 

105-107 學年

度適用修業要

點 

◎ 刪除第四條第 3 點。 

研究分析方法課程(3 學分)：博士生須於各主修指定之研究分析方法課程

中選修一科，各主修指定課程如下表。 

主修 研究分析方法課程 

管理 進階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二選一) 

財務金融 財務研究方法、進階研究方法(二選一) 

會計 財務研究方法、進階研究方法(二選一) 

◎ 第四條第 4 點修改為第 3 點，並刪除「財金主修博士生需修完五門必選課
程，」。 

Page 110 
-119 

五、 通識教學部【課程會議資料，另備參考資料 Page159-171】 

新增課程： 

開課單位 課名 必選修 學分數 備註 參考資料頁次 

通識教學部 

基礎程式設計-數據分析入門/(CP121) 必  2 程式語言課程 Page 160 

基礎程式設計-統計程式與資料分析/(CP122) 必  2 程式語言課程 Page 161 

六、 體育室【課程會議資料，另備參考資料 Page 172-173】 

七、 學務處【課程會議資料，另備參考資料 Page 17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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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名稱：各學院學分學程(微學程)修訂案，提請審查。 

提案說明：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106-2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各教學單位設置學分學程時，有共通性遵循準則，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所稱學分
學程，係指發給學程證書之跨系、所、院專業領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應以具有跨領域整合
性特色為原則（至少有兩個系、所或主修學程參與）。各學分學程應推舉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擔
任召集人，負責學程之規劃與推動、核發證書。各學程視需要得設學程委員會，學程之日常
行政業務由學程召集人所屬單位辦理。 

第二條 本校學分學程分為「一般學程」、「微學程」。「一般學程」學生需修習至少 15學分，「微學程」
學生需修習 9學分。 

       各學分學程之設置由相關教學單位擬訂其設置宗旨、學程名稱、召集人、課程規劃、應修科

目與學分、修讀資格、人數限制、申請核可程序、申請截止日、學程證書授與標準等相關規
定，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再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變更時亦同。 

第三條 學生畢業應修最低學分數不因修讀學分學程而提高，亦不得因修讀學分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
年限，但法令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四條 除需符合各學程修課條件外，學分學程一律採預先登記制，即先登記後修課的方式，欲修讀
學分學程之同學，應於各學程規定期限內線上登記，待學分學程負責單位審核後始可修讀。 

第五條 修滿各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歷年成績表，向學分學程召集人所屬之學院（通
識教學部）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書，經審核無誤後發給，未預先登記核准者不發給證書。 

第六條 學分學程申請一律採線上登記，證書格式由教務處訂定之，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七條 學分學程若因教育目標改變、產業發展變遷或其他因素致無繼續開辦之效益時，得由原設置
單位依循原核定程序辦理內容變更或廢止。學分學程申請修習學生數連續三學年少於十名，
由教務處提出審議，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得廢止該學程之設置。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各學院提會明細如下： 

一、 工程學院：(P.12-21) 

負責系所 學程名稱 說明 

化材系 材料科技學程 
◎ 加註：化材系學生選修「材料科學(CH220)」不納入取得本

學程證書所需 15學分之計算。 

工管系 

工業 4.0－智慧生產
學程(含微學程) 

◎ 新增選修課程 

IE122/基礎物聯網應用與實作(大一) 

  IE247/系統模擬與應用(大二) 

人因工程與設計學
程(含微學程) 

◎ 必修課程：4門選 3門(9學分)修訂為 4門選 2門 (6學分)  

◎ 新增選修課程： 

藝設系：AD269/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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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設系：AD446/互動科技裝置：實務與應用 

工管系：IE375/專案管理 

工管系：IE122/基礎物聯網應用與實作 

◎ 「人因工程與設計相關專題」可以各系與人因工程與設計相

關之「畢業專題」相關課程抵免。 

◎ 凡修畢學程課程十五學分(至少含必修課程六學分)與人因工

程與設計相關專題兩學分，經學程負責單位審查無誤後，由

工學院授與「人因工程與設計學程」學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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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技」學程規劃 

 

學程名稱： 

 
（中）材料科技學程 

（英）Materials Technology Program 

 
學程簡介(含學術環境、產業或社會需求關係)： 

 
21世紀高科技與文明快速發展與材料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產業需求的材料包括無機、高分子、半導體、電

子、能源、生物、生醫、複合材料等。本學程以「材料科技」為標的，於工程學院中發展「材料科技學程」。

此一學程的目標有二： 

 
1. 整合本院「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與「機械工程學系」、「生物科技研究所」及電通學院「光電工程學系」

的資源與師資，提供一系列的材料基本理論知識、技術與工程相關課程給本院及全校學生，培養具有工程與材

料技術視野，能夠承接材料技術上游研發成果並導入工程系統中，進行製程（scale-up）放大之人才。 

2. 將工業界的實際需求融合於課程中，透過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將問題帶入學程中，與學員一同思考。 

 
本學程將培訓同學具材料科技產業之基礎理論與實務應用之能量，以建立同學投入材料科技產業的基本知識與

技能。 

  

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欲培養學生的能力) ： 

 
整合材料科技，以「材料科技」為目標，經由理論與實務教學的整合設計，建構跨領域的整合課程平台。本學

程教學方向將包括： 

 
1. 規劃課程為核心必修課程與專業選修課程，並側重實務課程的學習，注重學生的學習內容、學習態度及實務相

關的學習。 

2. 建立學習網站，以提升學習的廣度與深度；引導不同學系、背景的學生成立「學習社群」，相互協助學習，引

導不同背景學生彼此交流，整合所學習的知識，除提升學習效果外，也加深學習的廣度。 

3. 強調理論與實務並重的學習，思考並嘗試解決材料科技產業研發過程中所遇到的實務問題，強化學生的「應用」

與「分析」能力。 

  

相關產業： 

 
對於未來希望從事材料科技產業之學生，選修材料科技課程可先行習得相關產業所需之專業知識及產業未來動

向。 

  

學程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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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授課年級 開課系所 備註 

CH220 

ME205 

材料科學 Material Science 

（化材系或機械系擇 1） 

3 

2 
二 

化材系 

機械系 

左列課程至少

選修並通過 

15 學分 

 

ME309 材料力學 Mechanics of Material 3 二 機械系 

ME390 
奈米科技概論 Introduction to 

Nanotechnology 
3 三 機械系 

ME480 
材料之選擇與應用  The Appl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Materials 
3 四 機械系 

CH461 生物材料 Biomaterials 3 三 化材系 

ME115 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3 一 機械系 

ME424 物理冶金學 Physical Metallurgy 3 四 機械系 

ME463 材料破壞分析 Material Failure Analysis 3 四 機械系 

BI529 生醫材料 Biomedical Materials 3 碩一 生技所 

CH222 
電子材料概論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 Material 
3 二 化材系 

CH334 半導體製程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3 三 化材系 

CH339 高分子聚合 Polymerization 3 二 化材系 

CH336 高分子物性 Polymer Physics 3 三 化材系 

CH420 高分子加工 Polymer Processing 3 四 化材系 

CH346 
光電概論 Introduction to 

Opto-Elecronics 
3 三 化材系 

CH421 複合材料 Composite Materials 3 三 化材系 

CH448 無機材料 Inorganic Materials 3 四 化材系 

CH451 
材料分析技術與應用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s of Material Analysis 
3 四 化材系 

CH456 應用電化學 Applied Electrochemistry 3 四 化材系 

CH460 奈米科技 Nanotechnologies 3 四 化材系 

CN201 

EE205 

EO204 

電子學（一）Electronics(I) 3 二 

通訊系 

電機系 

光電系 

EO441 

新興平面顯示器原理與技術導論 

Introduction to novel flat panel display 

technology 

3 四 光電系 

EO311 
液晶顯示器之基礎原理 Fundamentals 

of Liquid Crystal Display 
3 三 光電系 

備註:化材系學生選修「材料科學(CH220)」不納入取得本學程證書所需 15學分之計算。 

 

學程證書授與標準： 

取得本學程證書至少需完成選修課程 15學分（學習成績需及格），凡符合規定者，由工學院授

與「材料科技」學程證書。 

 

 

 

 

 

https://portal.yzu.edu.tw/vc2/Guest/Cos_Plan.aspx?y=100&s=2&id=EO41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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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智慧生產學程 

Industry 4.0－Intelligent Production 

107學年度入學新生適用 

for Admission in Academic Year 2018: Fall 2018 & Spring 2019 
 

107.06.27 一○六學年度第六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Amended by the 6th Academic Affairs Meeting, Academic Year 2017, on June 27, 2018 

 

必修課程：共 3學分 Required：Total 3 credits 

課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開課學系 

Department 

學分數

credits 

EG201 
智慧生產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telligent Production 

工程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3 

 

 

選修課程：至少選四門課 Elective: At least 4 courses 

課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開課學系

Department 

學分數 

credits 

IE120 
RFID概論 

Introduction to RFID 
工管 IEM 3 

IE122 
基礎物聯網應用與實作 

Fundamental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et of Things 
工管 IEM 3 

IE247 
系統模擬與應用 

System Simulation and Applications 
工管 IEM 3 

IE237 

IE304 

統計建模與電腦化實作 

Statistical Modeling and Computerized Implementations 

應用統計分析 Applied Statistical Analysis  （擇一）                               

工管 IEM 3 

IE392 
近代網路應用 

Networks and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 
工管 IEM 3 

IE428 資料分析 Data Analysis   工管 IEM 3 

IE302 

ME335 

工業自動化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Automation 

自動控制 Automatic Control             （擇一） 

工管 IEM 

機械 ME 
3 

IE346 

CH340 

電路板基礎工程 

General Printed Circuit Board Technology 

印刷電路板製程  

Printed Circuit Board Processing          （擇一） 

工管 IEM 

化材 CH 
3 

IE347 

CH334 

半導體製造工程 

Introduction to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半導體製程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擇一） 

工管 IEM 

化材 CH 
3 



15 
 

ME385 
感測器原理與應用 

Sensor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機械 ME 3 

ME415 
可程式控制 

Sequential Programmable Control 
機械 ME 3 

ME441 
自動化機械設計 

Machinery Design Practice(I) 
機械 ME 3 

學程證書授與標準：凡修畢本學程必修課程一門、及至少四門的選修課程，共十五學分，經學程負責
單位審查無誤後，由工學院授與「工業 4.0－智慧生產」學程證明書。Program Certificate standard of issue: 

must complete program required courses and at least 4 elective courses (total of 15 credits); once approved 

by the authorized department, College of Engineering will issue”Industry 4.0－Intelligent Production” 

Program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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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智慧生產學程(微學程) 

Industry 4.0－Intelligent Production 

107學年度入學新生適用 

for Admission in Academic Year 2018: Fall 2018 & Spring 2019 
 

107.06.27 一○六學年度第六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Amended by the 6th Academic Affairs Meeting, Academic Year 2017, on June 27, 2018 

 

必修課程：共 3學分 Required: Total 3 credits  

課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開課學系

Department 

學分數 

credits 

EG201 
智慧生產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telligent Production 

工程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3 

 

選修課程：至少選二門課 Elective: At least 2 courses 

課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開課學系

Department 

學分數 

credits 

IE120 RFID概論 Introduction to RFID 工管 IEM 3 

IE122 
基礎物聯網應用與實作 

Fundamental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et of Things 
工管 IEM 3 

IE247 
系統模擬與應用 

System Simulation and Applications 
工管 IEM 3 

IE237 

IE304 

IE428 

統計建模與電腦化實作 

Statistical Modeling and Computerized Implementations 

應用統計分析 Applied Statistical Analysis 

資料分析 Data Analysis                （擇一） 

工管 IEM 3 

IE392 
近代網路應用 

Networks and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 
工管 IEM 3 

IE302 

ME335 

工業自動化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Automation 

自動控制 Automatic Control           （擇一） 

工管 IEM 

機械 ME 
3 

IE346 

CH340 

電路板基礎工程 

General Printed Circuit Board Technology 

印刷電路板製程  

Printed Circuit Board Processing        （擇一） 

工管 IEM 

化材 CH 
3 

IE347 

CH334 

半導體製造工程 

Introduction to Introduction to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半導體製程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擇一） 

工管 IEM 

化材 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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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385 感測器原理與應用 Sensor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機械 ME 3 

ME415 可程式控制 Sequential Programmable Control 機械 ME 3 

ME441 自動化機械設計 Machinery Design Practice(I) 機械 ME 3 

學程證書授與標準：凡修畢本學程必修課程一門、及至少 2門的選修課程，共 9學分，經學程負

責單位審查無誤後，由工學院授與「工業 4.0－智慧生產(微學程)」學程證明書。 

Program Certificate standard of issue: must complete program required courses and at least 2 elective courses (total of 

9 credits); once approved by the authorized department, College of Engineering will issue “Industry 4.0－Intelligent 

Production” Program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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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與設計學程 

Human Factors and Design Program 

107學年度入學新生適用 

for Admission in Academic Year 2018: Fall 2018 & Spring 2019 
 

107.06.27 一○六學年度第六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Amended by the 6th Academic Affairs Meeting, Academic Year 2017, on June 27, 2018 

 

 

課程規劃 Study Plan 

必修課程：4門選 2門 (6學分) + 人因工程與設計專題（2學分） 

Required Courses：Select 2 out of 4 + Human Factors and Design Project, as a total of 8 credits 

課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必/選修 

require/                              

elective 

學分 credits 

IE121 
工業設計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Design 
選修 3 

IE220 
人因工程（一） 

Human Factors(I) 
系必修 3 

IE243 

AD115 

產品設計思維 Product Design 

設計創作 Design Studio(I)   （擇一） 

選修 

系必修 

3 

3 

IE313 
人因工程（二） 

Human Factors(II) 
選修 3 

 人因工程與設計相關專題*  2 

*「人因工程與設計相關專題」可以各系與人因工程與設計相關之「畢業專題」相關課程抵免。 

*「Human Factors and Design related project」can be substituted by the graduation project of any 

department as long as the project content is related to Human Factors and Design. 

 

選修課程：13門選 3門（9 學分） 

Elective Courses: Select 3 out of 13, as a total of 9 credits 

課號 課程名稱 開課學系 學分 

IE122 

基礎物聯網應用與實作 

Fundamental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et of 

Things 

工管 IEM 3 

IE237 

統計建模與電腦化實作 

Statistical Modeling and Computerized 

mplementations 

工管 IEM 3 

IE245 服務工程 Service Engineering 工管 IEM 3 

IE304 應用統計分析 Applied Statistical Analysis 工管 IEM 3 

IE351 
3D互動數位內容製作 

Implementation of 3D Interactive Digital Content 
工管 IE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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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356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與開發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obile Application 
工管 IEM 3 

IE375 
專案管理 

Project Management 
工管 IEM 3 

AD269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藝設系 AD 3 

ME388/AD313 
藝術與設計創作（一） 

Art & Design Studio(I) 
藝設系 AD 3 

AD314 
藝術與設計創作（二） 

Art & Design Studio(II) 
藝設系 AD 3 

AD446 
互動科技裝置：實務與應用 

Interactive Media Installation : Practice & Application 
藝設系 AD 3 

EE479 
人機互動概論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電機系 EE 3 

EE492 
工程應用生理學 

Bioengineering Physiology 
電機系 EE 3 

 

學程證書授與標準： 
凡修畢學程課程十五學分(至少含必修課程六學分)與人因工程與設計相關專題兩學分，經學程負
責單位審查無誤後，由工學院授與「人因工程與設計學程」學程證明書。 

Program Certificate standard of issue: must compelete 15 credits of the program courses (with at least 

6 credits of required courses) and 2 credits of Human Factors and Design related project; once 

approved by the authorized department, College of Engineering will issue the “Human Factors and 

Design Program” program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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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與設計學程(微學程) 

Human Factors and Design Program 

107學年度入學新生適用 

for Admission in Academic Year 2018: Fall 2018 & Spring 2019 
 

107.06.27 一○六學年度第六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Amended by the 6th Academic Affairs Meeting, Academic Year 2017, on June 27, 2018 

 

必修課程：共 6學分 Required：Total 6 credits 

課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開課學系 

Department 
學分 credits 

IE220 
人因工程（一） 

Human Factors(I) 
工管 IEM 3 

IE243 
產品設計思維 

Product Design 
工管 IEM 3 

選修課程：至少選一門課 Elective: At least 1 course 

課號 課程名稱 開課學系 學分 

IE122 

基礎物聯網應用與實作 

Fundamental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et of 

Things 

工管 IEM 3 

IE237 
統計建模與電腦化實作 

Statistical Modeling and Computerized mplementations 
工管 IEM 3 

IE245 服務工程 Service Engineering 工管 IEM 3 

IE304 應用統計分析 Applied Statistical Analysis 工管 IEM 3 

IE351 
3D互動數位內容製作 

Implementation of 3D Interactive Digital Content 
工管 IEM 3 

IE356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與開發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obile Application 
工管 IEM 3 

IE375 專案管理 Project Management 工管 IEM 3 

AD269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藝設系 AD 3 

ME388 

AD313 
藝術與設計創作（一）Art & Design Studio(I) 藝設系 AD 3 

AD314 藝術與設計創作（二）Art & Design Studio(II) 藝設系 AD 3 

AD446 
互動科技裝置：實務與應用 

Interactive Media Installation : Practice & Application 
藝設系 AD 3 

EE479 
人機互動概論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電機系 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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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492 
工程應用生理學 

Bioengineering Physiology 
電機系 EE 3 

 

學程證書授與標準： 

凡修畢 6學分的必修課程及至少一門選修課程，共 9學分，經學程負責單位審查無誤後，由工學

院授與「人因工程與設計學程(微學程)」學程證明書。 

Program Certificate standard of issue: must complete 6 credits of required courses and at least 1 elective 

courses (total of 9 credits); once approved by the authorized department, College of Engineering will 

issue “Human factors and design program” Program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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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語言文化中心 

案由名稱：國際語言文化中心「英語檢定修課規定」修訂案，提請審議。 

提案說明： 

一、配合 108學年度新生共同必修科目表修訂通識外語「英語檢定」修課規定。 

二、參酌各方意見，本次修訂重點是以「英語能力認可標準」、「申請程序」及「申請資格」等

修訂現行「英語檢定」修課規定。 

三、英語檢定修課規定修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本規定適用自 108學年度(含)起入
學之學生 

1.本規定適用自 102學年度(含)起入
學之學生 

修訂本規定的適

用資格 

4. 學生應符合下表中任一種英語測
驗(五項擇一)且各項能力(聽、說、讀
及寫)皆達到下表所列的通過標準。各
學系另訂更高標準者，則依各學系標
準辦理，不在此限。(通過標準 P. 23
所示) 

4.考試項目及通過標準，請參照下

表： 

 

本規定訂定全校

大學部畢業門檻

外，並開放各系自

訂更高的畢業門

檻。 

5.全體學生皆需報名參加所限定之英
語檢定考試(如附表)，並在取得英語
檢定成績單後，檢附成績單正本申請
抵免「英語檢定」，凡審核通過後即
可轉換為該科之學期總成績。 

5.全體學生皆需報名參加所限定之
英語檢定考試(如附表)，在取得英語
檢定成績單後，檢附成績單正本申
請抵免「英語檢定」，並於選課後即
可轉換為該科之學期總成績 

因應系統開放，修

訂申請程序以符

合現況。 

 7.申請抵免「英語檢定」課程者，
憑正式英語檢定考試成績單正本提
出申請，申請抵免期間訂為每學期

第一階段選課開始日至第二階段選
課截止日為止，學期中其他時間恕
不受理申請抵免。抵免結果將於第

三階段選課前公告 

與第 5條合併後

廢除本條文。 

7.凡申請抵免通過且免至教室上課

者，即取得該科學期成績及「英語檢

定」的課程分數，惟抵免學分數以二

學分為上限。(該學分數不佔當學期之

修習學分數上限範圍內)。 

8.凡申請抵免通過且免至教室上課

者，即取得該科學期成績及「英語

檢定」的課程分數，惟抵免學分數

以二學分為上限。(該學分數不佔當

學期之修習學分數上限範圍內) 。 

原第 8條改為第 7

條，後續條文以此

類推。 

8.學生須至少參加一次「英語檢定成
績換算表」中表列檢定考試項目任一

種檢定考試，換算後成績為「F」者
須參加「英語檢定」課程上課。「英
語檢定」課程於大四下學期開課，修
課學生的年級別限為大四(含)以上，
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9.學生須至少參加一次「英語檢定

成績換算表」中表列檢定考試項目

任一種檢定考試，換算後成績為「F」

者須參加「英語檢定」課程上課。

限修課學生的年級別為大五(含)以

上，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說明「英語檢定」

在大四的下學

期，修課學生的資

格條件限定大四

(含)以上及具有特

殊情形學生。 

四、提案經過程序：108.01.02 107-2
nd校課委會議→107-4

th
 教務會議 

五、議決重點：是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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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外語「英語檢定」修課規定修訂後條文 

通識外語「英語檢定」修課規定 

 
107.12.18 一百零七學年度第三次通識教育中心課委會議修訂通過 

1. 本規定適用自 108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學生。 

2. 「英語檢定」為通識外語必修課程，請參照「元智大學通識外語修課規定」。 

3. 英語檢定課程成績之計算，主要是採計本規定第四條之各項英語檢定的考試成績。凡申請
抵免通過並符合下表中之及格標準者，該科成績以「P」註記，未通過抵免申請者，該科成
績以「F」註記。其中「P」表「PASS」；「F」表「FAIL」。 

4. 學生應符合下表中任一種英語測驗(五項擇一)且各項能力(聽、說、讀及寫)皆達到下表所列
的通過標準。各學系另訂更高標準者，則依各學系標準辦理，不在此限。 
全民英檢 GEPT 亞斯 IELTS 托福 TOEFL-iBT 托福 TOEFL-iTP 多益 TOEIC 

中級複試及格(含)以上 4.0 分(含)以上 42 分(含)以上 
460 分(含)以上 

級數總和*10/3=換算總分 
550 分(含)以上 

聽力及閱讀成績總和應達

160(含)分以上，且其中任一

項成績不低於 72 分。 

寫作及口說成績皆達 80(含)

分以上。 

 閱

讀 

聽

力 

口

說 

寫

作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聽力 閱讀 

4 9 16 13 47 級 43 級 48 級 275 275 

上述各項考試之新舊制度換算成績依 CEF 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作為衡酌語言能力及測驗需求之共同參考標準公告為準，並依教育部 94.07.21 台社(一)第 0940098850 號函內容決議第三條製作並公

佈。 

學生均應至少取得相當於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 CEF B1(含)級以上的成績，始取得「英語檢定」課程學分。 

凡外籍學生的華語檢定應通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的華語能力測驗(CPT)二級能力檢
定及格。 

5. 全體學生皆需報名參加所限定之英語檢定考試(如附表)，並在取得英語檢定成績單後，檢附
成績單正本申請抵免「英語檢定」，凡審核通過後即可轉換為該科之學期總成績。 

6. 學生入學前於高中期間通過附表所列之英語檢定考試者，可憑該考試成績單正本，在申請
期間內向校方申請抵免「英語檢定」，凡於高中期間未通過者，改以大學在校期間之校外英
語檢定的考試成績辦理申請。 

7. 凡申請抵免通過且免至教室上課者，即取得該科學期成績及「英語檢定」的課程分數，惟
抵免學分數以二學分為上限。(該學分數不佔當學期之修習學分數上限範圍內)。 

8. 學生須至少參加一次「英語檢定成績換算表」中表列檢定考試項目任一種檢定考試，換算
後成績為「F」者須參加「英語檢定」課程上課。「英語檢定」課程於大四下學期開課，修
課學生的年級別限為大四(含)以上，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9. 未參加「英語檢定成績換算表」中表列檢定考試項目任一種檢定考試，則「英語檢定」該
科以零分計算。 

10. 本規定經各級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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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案由：108學年度入學新生共同必修科目表新訂案，提請審查。 

 各單位提會明細如下： 

--------------------------------------------------------------------------------------------------------- 

一、通識教學部  

★ 新訂 108學年度共同必修科目表： 

開課單位 必/選修科目表 修訂說明 會議資料頁次 

通識教學部 108學年度共同必修科目表 ◎新訂 P.25-26 

說明： 

(一) 增列華語擋修規定：凡本校大學部外國學生(不含交換生)修習「華語一」或「華語二」

任一課程成績未達 60 分，不得修習「華語三」、「華語四」、「華語五」、「華語六」，若修

習「華語三」、「華語四」任一課程成績未達 60分，不得修習「華語五」或「華語檢定」。 

二、體育室  

★新訂 108學年度共同必修科目表： 

開課單位 必/選修科目表 修訂說明 會議資料頁次 

體育室 108學年度共同必修科目表 ◎新訂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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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共同必修科目表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必修科目別 學分數 課程說明 

本國語文 4 共 4 學分，分國文（一）及 國文（二），於大一修畢。 

外國語文 10 

外語課程應依「通識外語修課規定」修習，共計 10 學分。 

1. 「英語（一）」及「英語（二）」為基礎課程，採能力分級上課，共計二學

期四學分。 

2. 除了「英語（一）」及「英語（二）」外，應修習主題式英語課程三學期 5

學分，畢業前需修畢三個不同英語課程，始取得畢業資格。 

大一英語能力後測 TOEIC 模擬測驗成績未達 350 分者，應修習「應試加強

班」，修習「應試加強班」期間之期末 TOEIC 模擬測驗成績未達 350 分者，

則該科成績將「不及格」，並應再次修習「應試加強班」，直到取得 TOEIC

模擬測驗分數達 350 分(含)始得修習其他主題式英語課程。 

3. 另開設「英語檢定」計一學期 1 學分，「英語檢定」之修課限制與注意事項，

請參照「英語檢定」修課規定，並由通識教學部公佈後施行。 

外國學生改修華語須經國際語言文化中心審核通過始可改修華語課程 10 學分，其

華語課程 10 學分應含「華語檢定」1 學分，「華語檢定」修課限制與注事意項，請

參照「英語檢定」修課規定。 

凡本校大學部外國學生(不含交換生)修習「華語一」或「華語二」任一課程成績未

達 60 分，不得修習「華語三」、「華語四」、「華語五」、「華語六」，若修習

「華語三」、「華語四」任一課程成績未達 60 分，不得修習「華語五」或「華語

檢定」。 

程式語言 4 共 4 學分，依各院修課規定辦理。 

經典五十 Fifty  2 

共 2 學分，分 A 類經典（每本 10 點）及 B 類經典（每本 5 點），請參照經典五十

書目表。學生至畢業前須累積至五十點，達五十點者，可獲得 2 學分。未達五十點

者，可於大三起選讀「經典導讀」課程（內含 15 至 20 點）（0 學分）。 

外國學生可改修「經典選讀」課程，2 學分。 

通識課程 General  8 
通識課程分為人文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生命科學四大類。學生須於四大領

域中各選修 2 學分課程，共計 8 學分。 

通識跨域課程 

 
2 

此 2 學分學生可自由於通識講座課程、微課自主學習或在地多元文化課群中選課。 

惟外籍生與工程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資訊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人文社會學

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學生仍須於四大領域中選

課，依各院修課規定辦理。 

備註： 

一、 共同科目中，除通識課程、大二英語及英語檢定外，其餘則安排隨班開課，以利教學內容的統合。 

二、 應用外語系的通識外國語文課程須依應用外語系之共同必修科目表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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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的通識外國語文課程須依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的共同必修科目表修

習。 

四、 通識外語開設之主題式英語課程係依專長、興趣、語文能力等需求設計，其主題式英語課程清單請參照由

國際語言文化中心課委會議審查通過的課程資料。 

 

元智大學  體育室  共同必修科目表 

（一○八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必修科目別 學分數 課程說明 

體育課程 0 

1. 大學部必須修習 4 學期體育課程；其中 2 學期為大一體育課

程原班級上課，另 2學期為興趣選項體育課程。 

2. 另設立運動基礎能力檢測，將其列為畢業門檻，包括 25公尺

游泳之「游泳能力檢定」及 3000 公尺跑走之「心肺適能檢

定」。畢業前如仍無法通過檢測，但已修習該檢定課程四學

期，且每學期成績均達 50分，則視同通過檢測。 

3. 如有特殊原因，無法修習普通、興趣選項體育課程及接受運

動基礎能力檢測者，得開立地區以上等級之醫院診斷證明

書，或經相關單位轉介並由體育室教學組同意後，編入健康

體適能班上課。通過該課程考評視同完成該學期體育課程，

且無需再接受運動基礎能力檢測。 

AA-CP-04-CF01 (1.2 版)／101.11.15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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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通識教學部 

案由名稱：107-2學期通識教學部微型課程審查案，提請審議。 

提案說明： 

一、依據本校「通識教學部推動微型課程及自主學習實施辦法」辦理。 

二、107-2學期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微型課程申請一覽表共 44件。 

-------------------------------------------------------------------------------------------------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推動微型課程及自主學習實施辦法 

106.05.25一百零五學年度第四次部課委會議通過 

106.06.21 一○五學年度第六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部為建構以學生為本位之學習導向，推動彈性學分與多元學習機制，

倡導學生自主管理與學習，特訂定「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推動微型課程

及自主學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通識微型課程實施原則： 

一、 通識微型課程係指 0.1-1學分之微學分彈性課程。 

二、 各單位辦理微型課程活動須經通識教學部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

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始得列為通識微型課程。 

三、 通識微型課程學分數計算，依據知識型、實作型、參訪型三類，每類

採認上限為 1學分，並區分以下計算標準： 

（一） 知識型：如講座、演講、分享會…等活動，每 2小時核算 0.1學

分，每場活動以折抵 0.2學分為上限。 

（二） 實作型：如實驗、實作、工作坊…等活動，每 2小時核算 0.1學

分，每場活動以折抵 0.2學分為上限。 

（三） 參訪型：如校外教學、機構參訪、田野調查…等活動，每 4小時

核算 0.1學分，每場活動以折抵 0.2學分為上限。 

四、 為落實完整學習，學生參與各項微型課程，應全程參與，並於活動後

完成指定學習單或心得報告等，方視為完成該項活動。 

第三條 通識自主學習實施原則： 

一、 本辦法所指自主學習，依據性質差異，區分為三種類型： 

（一） 課程型：學生於修習特定通識基礎課程或參加本部辦理工作坊，

具備基礎先備知識後，為延伸課程之實作研究，提出自

主學習計畫。 

（二） 議題型：學生就本部公布之議題範疇或自訂議題，提出自主學習

計畫。 

（三） 社會實踐型：學生就社會企業、社會創新、長期性社會服務、弱

勢關懷…等活動，提出自主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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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所提自主學習計畫參考以下原則，於本部公告期限提出申請，經

「通識教學部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列為「自主學習」。 

（一） 具有明確主題與實踐主軸。 

（二） 具備明確目標及計畫可行性評估。 

三、 自主學習計畫應闡明學習主題、學習目標、先備條件、實施方式、參

與人數、學習領域及預期成效等事項，並檢附相關資料，提交「通識

教學部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四、 學生自主學習，應經相關領域教師輔導，完成所規劃之學習歷程並提

交成果報告後，經輔導教師評定通過，始可獲得 1學分。 

第四條 為提倡多元彈性學習，學生應自主規範管理微型課程及自主學習之修習，

於在校期間修習累計達 2學分者，得認列「微課自主學習」2學分。 

第五條 本辦法經部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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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學期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微型課程申請表 

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1 知識型 2019/03/06 (三) 

19:00-21:00 

天河講堂經典系列

講座（一）：燒毀的

美學──《金閣寺》

小說與地景的交叉

導覽 

三島由紀夫小說《金閣寺》，以

一年輕僧侶意圖燒毀京都名苑

為題材，成為日本近代重要文學

代表作。本講座將以地景觀念為

骨幹，為聽眾揭露小說中蘊含之

佛教思想、日本寂滅美學，以及

對晦暗心理之探討。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 名 ：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60 人 

0.1 

2 知識型 2019/03/13 

(三) 

19:00-21:00 

天河講堂經典系列

講座（二）：古文字

中的小世界 

透過甲骨文、金文等上古文字為

基礎，介紹文字創生源頭的傳說

故事與造字思惟方式，帶領學生

觀察古人如何以文字搭載其世

界觀的構成想像。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 名 ：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60 人 

0.1 

3 知識型 2019/03/20 

(三) 

19:00-21:00 

天河講堂經典系列

講座（三）：妙語如

珠解人頤──從《西

遊記》到《航海王》 

《西遊記》依據民間流傳的唐僧

取經故事，參考話本、雜劇和有

關神話傳說寫成。此書與《三國

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並

稱為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其

細致的刻畫和精妙的藝術水

平，深深影響讀者的思想觀念，

現今影視創作取材於《西遊記》

者更是不可勝數。本課程希望透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60 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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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過此次導讀，帶領同學欣賞《西

遊記》裡的文學趣味，並從中學

習閱讀與創作的技巧。 

4 知識型 2019/05/01 

(三) 

19:00-21:00 

天河講堂經典系列

講座（四）：烈女‧

蕩婦‧賊婆娘──

《水滸傳》裡的厭女

意識 

「厭女」是個重要的社會學、心

理學議題，但問題並非近代才出

現。《水滸傳》是個「兄弟如手

足，妻子如衣服」的世界，是個

雖有鐵漢但並無柔情的世界，在

這幾抹女性身影的背後，透顯出

什麼樣的厭女意識？與現今對

照又有何意義？歡迎一同來探

討。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60 人 

0.1 

5 知識型 2019/05/08 

(三) 

19:00-21:00 

天河講堂經典系列

講座（五）：魔幻之

旅──談《百年孤寂》

與西藏文學 

從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出發，

談魔幻技巧如何與巫術、殖民歷

史、工業科技與傳統生活的碰撞

息息相關，並以西藏文學加以對

照，幫助參與者掌握「魔幻寫實」

這個影響全世界文學創作者的

重要概念。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60 人 

0.1 

6 知識型 2019/05/15 

(三) 

19:00-21:00 

天河講堂經典系列

講座（六）：唐詩中

的日常生活──哥發

的不是詩，是廢文 

網路鄉民常說課本裡的古人，總

是在發無病呻吟的廢文，唐詩因

為篇幅短，看起來就更像是社群

媒體中的「日常討拍」了。雖然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下限：15 人 

上限：60 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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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這指控並非全無道理，但真相是

否如此？唐人的日常與唐詩有

何關聯？本講座幫你釐清文學

價值的迷思。 

_________ 

7 知識型 待確認 粉紅色的唐吉軻德

──東南亞行動書車

的故事 

擁有法律、哲學學位的書店經營

者，再次踏出冒險之旅，以負債

200 萬打造粉紅色的貓咪造型書

車「唐吉軻德號」，車上沒有一

本中文書，巡迴服務的對象是東

南亞的移民移工。這個「傻瓜」

在想什麼？一年多來書車又創

造了哪些故事？請來一探究竟。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LE426 A 

課名：詩與當代

生活 

下限：15 人 

上限：30 人 

0.1 

8 知識型 2019/03/06 

(三) 

12:10-14:00 

莎士比亞，我們劇場

見！ 

莎士比亞是當代演出率最高的

劇作家，為何莎劇四百年不退流

行？莎劇風格千百種，讓我們相

約劇場，一探究竟。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60 人 

0.1 

9 知識型 2019/05/15 

(三) 

12:10-14:00 

反轉戰爭之眼：從美

軍舊航照解讀台灣

地景脈絡 

前所未見的說故事角度，以「美

國國家檔案館典藏台灣舊航空

照片」（中研院 GIS 系統公開資

料）為素材，自「天視」來回穿

梭時空。從半個多世紀來的地景

變遷，破解台灣的產業、經濟、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60 人 

0.1 

https://portal.yzu.edu.tw/VC2/GuestX/Cos_Plan.aspx?y=107&s=2&id=LE426&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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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國土規劃難題。 

10 知識型 2019/3/14(四) 

15:10-17:00 

抹香鯨風波──花小

香事件 

如果海洋是母親，那麼生活在其

中的萬物便是我們的老師。「花

小香」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長

期紀錄和觀察的美麗的鯨豚朋

友；海洋文學作家暨黑潮海洋文

教基金會董事長廖鴻基帶我們

理解近年頻傳的鯨豚擱淺事

件，以及對人類最沉重的提醒與

諫言。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ID001  

課名：通識講座 

下限： 0 人 

上限： 30 人 

0.1 

11 知識型 2019/3/21(四) 

15:10-17:00 

生命與影像：紀錄片

的力量 

導演吳乙峰認為拍攝紀錄片的

過程中，與被報導者的互動過程

裡，感受力量與愛--「正因為如

此，我每一個鏡頭都小心翼翼，

不讓觀看者同情他們，而是讓他

們給我們力量！」透過吳乙峰的

演講，讓我們更認識紀錄片中的

生命與力量!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ID001  

課名：通識講座 

下限： 0 人 

上限： 30 人 

0.1 

12 知識型 2019/3/28(四) 

15:10-17:00 

大學生的在地文化

素養和國際視野 

探討過去與現在台灣島上「人與

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講

者帶領我們細緻地從歷史中來

理解「我們之構成為何」，透過

更認識自己、更認識過去，我們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ID001  

課名：通識講座 

下限： 0 人 

上限： 30 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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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才有可能更理解國際，更展望未

來。 

13 知識型 2019/4/25(四) 

15:10-17:00 

人與鳥的歌曲：音樂

如何活化腦中的酬

賞系統？ 

旋律、音色、和聲、曲式、節奏

律動等音樂元素，是透過怎樣的

心理機制讓人產生種種感受？

音樂如何觸動腦中層層交疊、各

有作用，卻又彼此配合、協調運

作的神經網路？透過講座，讓我

們對音樂與聽覺有更深刻的理

解和認識。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ID001  

課名：通識講座 

下限： 0 人 

上限： 30 人 

0.1 

14 知識型 2019/5/09(四) 

15:10-17:00 

聲景：最安靜的環境

運動 

你辨認得出清晨叫醒你的是哪

種鳥類的叫聲嗎？你知道家裡

附近聽得到幾種青蛙、幾種蟬鳴

嗎？我們「聽」了，卻沒有「聽

見」。聲景（soundscape），這是

一個與全球鏈結，對土地關心的

在地行動，透過保護自然聲景來

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推動在地

聲景來建構藝術與文化保存的

教育內涵。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ID001  

課名：通識講座 

下限： 0 人 

上限： 30 人 

0.1 

15 參訪型 2019/4/20(六) 

8:30-16:30 

雲門說舞──看見雲

門精神 

雲門舞集不僅是藝術，它也是台

灣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雲門

劇場，這是台灣第一個由民間捐

8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ID001  

下限： 0 人 

上限： 20 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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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款建造的劇院，也是華人世界第

一個以表演藝術為核心的創意

園地。透過參訪雲門劇場、以及

「說舞講座 

」，不只感受雲門舞蹈美學的感

動，更帶領大家體認雲門精神。 

課名：通識講座 

16 實作型 2019/3/12(二) 

12:30-15:00 

遊戲的創意因子與

教育桌遊創作工作

坊──骰子桌遊 

桌上遊戲中的創意因子、以及遊

戲的心流理論，讓桌遊在教育學

習上有更多的應用。本工作坊介

紹桌遊元素與教育上的應用，並

進行桌遊實作。 

2.5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GS435  

課名：教育與生

活 

下限： 0  人 

上限： 15 人 

0.1 

17 實作型 2019/3/19(二) 

12:30-15:00 

遊戲的創意因子與

教育桌遊創作工作

坊──卡牌桌遊 

桌上遊戲中的創意因子、以及遊

戲的心流理論，讓桌遊在教育學

習上有更多的應用。本工作坊介

紹桌遊元素與教育上的應用，並

進行桌遊實作。 

2.5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GS435  

課名：教育與生

活 

下限： 0  人 

上限： 15 人 

0.1 

18 知識型 2019/3/21(四) 

13:10-15:00 

身體美學：生命密碼

到感官世界 

身體是生命的基本重要元素，透

過檢視自我的身體密碼，以及

眼、耳、鼻、舌、身的五感體驗，

來熱愛與享受生命。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30 人 

0.1 



35 
 

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19 知識型 2019/3/21(四) 

15:10-17:00 

生命美學：生命情境

與生命心境 

生命故事裡的高低起伏與好壞

際遇，決定了我們的命運？還是

如何看待與回應的態度，決定了

我們的命運？讓我們藉由角色

扮演與生命回顧來揣摩人生、活

出美麗。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30 人 

0.1 

20 實作型 2019/4/25 (四 ) 

13:00-17:00 

手機攝影的四塊拼

圖 

用手機拍照是這幾年大家的普

遍生活經驗，但是用手機攝影將

生活影像提煉成詩意與趣味還

是需要一些方法的，本課程將分

成硬體、美學、光影與看見四個

單元，深入淺出介紹手機攝影的

使用要訣。 

4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15 人 

上限：30 人 

0.2 

21 知識型 2019/3/27(三) 

18:00-20:00 

思慕的人：淡水河的

人文風華 

淡水河擁有豐富人文風華與生

態溼地，從河口的淡水到上遊的

復興區域，每一河段都見證了北

台灣的發展歷程。本課程將從大

稻埕與台北城內發展著手，逐步

帶領大家深入認識淡水河的歷

史文化。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40 人 

0.1 

22 知識型 2019/3/20(三) 

18:00-20:00 

時代的印記：眷村生

活，眷村人 

桃園擁有豐富的眷村文化，講者

將從眷村的常民生活談起，帶領

大家深入眷村的味道、眷村的氣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40 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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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息，從全新的角度認識隨著眷村

改建政策的實行，已經消散的眷

村文化。 

課名：

_________ 

23 知識型 2019/5/8(三) 

18:00-20:00 

穿梭時光地圖：從老

地圖看台灣 

老地圖擁有豐富的文化特色，從

老地圖之中可以解讀台灣的歷

史文化發展歷程。講座將從生動

活潑的角度，帶領大家從地圖上

看全新視角的台灣地理。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40 人 

0.1 

24 知識型 2019/5/22(三) 

18:00-20:00 

異域來的好滋味：舌

尖上的米干料理 

 米干料理是龍岡的主要文化特

色，米干節是本區域年度最盛大

的節日。講者將以自身經營成功

的米干集團經驗，深入介紹滇緬

料理的歷史傳承與文化特質。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40 人 

0.1 

25 參訪型 2019/3/16(六) 

08:00-17:00 

旅人生活記事：漫步

龍岡生活時空 

龍岡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

產，講者以自身旅行過多國的經

歷，運用新型態的導覽方法，帶

領大家認識不一樣的龍岡文化。 

8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30 人 

上限： 40 人 

0.2 

26 參訪型 2019/5/11(六) 

08:00-17:00 

光陰的歲月：寫意文

青的眷村生活 

 憲光二村是桃園新興的眷村觀

光景點，以全區保留，修舊如舊

而聞名。講者將以自身研究憲光

二村的文化做為基底，帶領大家

深入眷村文化的領域。 

8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30 人 

上限： 40 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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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27 參訪型 2019/5/18(六) 

09:00-17:00 

悠然田園間：霄裡一

日農夫體驗 

霄裡是個處在城市邊緣的農

村，講者將透過霄裡的一日農夫

行程，讓大家參與農家生活的點

滴，並進而認識農民的愜意生

活。 

8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30 人 

上限： 40 人 

0.2 

28 實作型 2019/05/15 (三) 

13:10-17:10 

俄羅斯民謠與舞蹈 俄羅斯文化中蘊含著民族特徵

和情感識別，本活動將教導同學

從練習俄語發音開始，分析俄羅

斯民謠和舞蹈的情境背景，最後

讓同學們可以獨立唱出一首簡

短的俄羅斯民謠以及跳出基本

的地方傳統舞蹈。 

4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 

課名：  

下限： 15 人 

上限： 30 人 

0.2 

29 知識型 待確認 達人挑戰 1 小時入

門超冷門的生物演

化論 

閱讀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困難

在於教材本身，中文譯本詰屈聱

牙，英文原著就連美國教授亦難

流暢地閱讀。本活動由王教授介

紹生物演化論，並導讀該領域中

最為經典的書目。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LE330 A 

課名：語言與邏

輯 

下限：  0 人 

上限： 40 人 

0.1 

30 實作型 待確認 跟著「林學家」一起

遊元智大學 

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不同，所攜

帶的腦袋也不相同，本活動邀請

同學一起換個腦袋，跟著林學家

走訪元智大學樹木群，重新檢查

一遍自己所處的場域。 

3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30 人 

0.1 

https://portal.yzu.edu.tw/VC2/GuestX/Cos_Plan.aspx?y=107&s=2&id=LE330&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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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31 知識型 待確認 咱的台灣青世代行

動 

本次課程採參與式討論的精神

進行，從團體動力的遊戲中學習

傾聽、同理與表達的重要。接下

來透過三個世界青年實踐家的

故事，讓學員梳理他們的人格特

質，並透過「價值大拍賣」的方

式，對應與盤點自己心裡最期待

擁有的特質。在第二階段先從手

繪「世界地圖中的台灣」開始，

讓學員透過討論來了解台灣的

國際地位，突破以往地域位置的

限制，重新檢視另一個以台灣為

中心的世界。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LE330 B 

課名：語言與邏

輯 

下限： 0 人 

上限： 40 人 

0.1 

32 實作型 2018/3/09(六) 

09:00-16:00 

超 easy meArm機器

手臂組裝樂 

1. 適合各學院同學 

2. 伺服馬達介紹 

3. 微控器 UNO 介紹 

4. 伺服馬達 ARDUINO 程式控

制 

5. 機器手臂組裝 

6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24 人 

0.2 

33 實作型 2018/3/16(六) 

09:00-16:00 

超 easy meArm機器

手臂輕鬆玩 

1. 適合初學程式者 

2. 機器手臂搖桿介紹 

3. 機器手臂搖桿 ARDUINO 控

制程式 

6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下限： 15 人 

上限： 24 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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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4. 機器手臂控制競賽 _________ 

34 實作型 2019/4/27(六) 

13:00-17:00 

人工智慧與音樂(I) 由人工智慧的基礎原理開始，逐

步介紹使用 AI 技術於音樂創作

之最新發展趨勢、原理以及各式

應用。本課程亦包括如何利用現

有的 AI 工具來生成客製化音樂

之實務。(不需要任何音樂或程式

設計之背景。) 

4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20 人 

0.2 

35 實作型 2019/5/4(六) 

13:00-17:00 

人工智慧與音樂(II) 4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下限： 15 人 

上限： 20 人 

0.2 

36 實作型 2019/5/11(六) 

13:00-15:00 

人工智慧與音樂(III)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下限： 15 人 

上限： 20 人 

0.1 

37 實作型 待確認 不插電創意互動文

創小品製作 

介紹常見視覺化互動卡片製作

方法，包括立體視覺圖、動態

圖、視覺密碼圖等，並且引導同

學動手製作成果 

6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下限： 15 人 

上限： 25 人 

0.2 

38 實作型 待確認 Virtual YouTuber (I) 帶領同學認識 Vtuber、Vtuber 腳

本設計、動作捕捉、虛擬角色表

演，實際製作一段 Vtuber 錄製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15 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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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39 實作型 待確認 Virtual YouTuber (II) 2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15 人 

0.1 

40 實作型 待確認 業務不是你想像的

那樣：業務工作的自

我修練之路 

今日企業要走到國際市場，業務

（sales）與商業開發（business 

development）缺一不可。為了讓

學生能夠認識甚而準備業務與

商業開發活動，課程提供學生學

習商業企畫與談判的學習流程。 

4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0 人 

上限： 30 人 

0.2 

41 實作型 2019/4/25(四) 

13:00-17:00 

如何聰明理財 培養學生學習正確的理財觀

念，瞭解基本的投資商品與建立

適當的投資組合。此外，亦透過

現金流遊戲，強化學生對理財觀

念的理解。 

4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60 人 

0.2 

42 實作型 2019/4/20 

(六) 

13:10-17:00 

藝術好好玩工作坊 訓練對藝術創作有興趣 

的非科班學生透過學與做的體

驗，成為兒童藝術課程與活動的

潛力師資人才。 

4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20 人 

0.2 

43 實作型 2019/3/15 (五) 如何策劃一檔展覽 學習策劃一檔展覽的發展過 4 ■新開 下限： 15 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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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類別 

（知識型、實

作型、參訪

型）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50 字內） 

活動

時數 

新開課程 

／課程外加 

預計開放人數 

（原課程修課學生

不可認列） 

*人數下限至少 15 人 

學分數 

（上限 0.2

學分） 

13:10-17:00 程，從了解觀眾需求到展覽設計

的完成。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上限： 30 人 

44 實作型 2018/4/20 

(六)13:00-17:00 

創意療癒花盆設計

與實作 

瞭解數位自造與設計應用，學習

操作參數式繪圖，並 3D 列印實

作。為體驗式創作工作坊。 

4 ■ 新開 

□課程外加： 

課號：________ 

課名：

_________ 

下限： 15 人 

上限： 20 人 

0.2 

 

備註： 

一、 通識微型課程學分數計算，依據知識型、實作型、參訪型三類，每場活動以折抵 0.2 學分為上限。 

（一） 知識型：如講座、演講、分享會…等活動，每 2 小時核算 0.1 學分。  

（二） 實作型：如實驗、實作、工作坊…等活動，每 2 小時核算 0.1 學分。 

（三） 參訪型：如校外教學、機構參訪、田野調查…等活動，每 4 小時核算 0.1 學分。 

二、 新開課程／課程外加的定義： 

（一） 新開課程：係指課程是專為修習「微型課程」的學生而開設的活動。 

（二） 課程外加：為原一般授課班級辦理的講座／活動，用外加方式，開放部分未修課學生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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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案由：「服務學習」學系暨通識課程核備案。 

 

說明： 

一、依據「元智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

學系暨通識課程：由學系暨通識教學部提出課程申請，完成校內開課程

序後，送教務處彙整，經本會審核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二、依據 106-01 服務學習推行委員會會議決議：自 1062 學期起，請各開課

單位之課程委員會議，審視申請服務學習課程時數之課程大綱，是否符

合服務學習的理念。 

三、課務組依據前述會議修訂「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增列相關會議通過

記錄(如：經 O年 O月 O日 O學年度第 O次 O會議審查通過)。申請表

須經各開課單位之相關會議，審視申請服務學習課程時數之課程大綱，

是否符合服務學習的理念，並經院、系主管同意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四、 本案業經 107-01服務學習推行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P.43） 

「服務學習」學系暨通識課程申請一覽表（P.44-51） 

編號 學期 
系所

代號 

系所名

稱 

開課

年級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別 
班別 

選課人數

上限/班

（預估） 

學分

數 

課程抵

免時數 

課程初審

建議 

指導老

師 
備註 

1 1071 302 機械系 4 ME454 能源工程 選 A 50 3 9 申請通過 沈家傑 

 

2 

1051、

1061、 

1071 

313 
電機系

丙組 
2 

EO206、

EEC206 

電子電路

實驗(一) 
必 A 50 1 3 

通過服務

學習推行

委員會會

議，並請

「電子電

路實驗

(一)」及

「普通物

理實驗

(一)」二案

課程老師

補充課程

內容，如

何落實服

務學習的

理念。 

劉維昇 

授課教

師及系

主任自

行撤案 

 

3 

1052、

1062、 

1072 

313 
電機系

丙組 
1 

EO103、

EEC103 

普通物理

實驗(一) 
必 A 50 1 3 陳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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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107-1服務學習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開會時間：107年 11月 26日（星期一）12:15~12:50 

會議地點：60311 會議室 

主    席：王佳煌 學務長 

出  席：曾芳美教務長(林承輝組長代理)、李仲溪總務長、龐金宗資訊長(王

麗香組長代理)、鄭元杰主任秘書(呂雅雯小姐代理)、詹前隆院長、

何建德院長(楊炎杰主任代理)、丘昌泰院長、趙燿庚院長、謝建興

院長、梁家祺主任、電機乙組袁君豪同學、國企班盧怡青同學、應

外系張文馨同學 

請  假：資訊英專羅哲琛同學、工程英專簡煒元同學 

列  席：課外組黃郁蘭組長 

記  錄：林秀珠 

壹、主席致詞                              

略 

貳、議題討論                                          

議 題 一：學系暨通識課程申請服務學習課程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提案說明：依據本校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辦理，規定如下： 

(一)  申請規範：申請服務學習課程所提教學計畫書應包括服務學習精神及

內涵的相關性。 

(二)  審核程序：由學系暨通識教學部提出課程申請，完成校內開課程序後，

送教務處彙整，經本會審核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提案流程：107.11.26 107-1學期服務學習推行委員會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相關附件：詳如紙本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電子電路實驗、普通物理實驗及能

源工程三案)。 

決  議：通過申請，並請電子電路實驗及普通物理實驗二案課程老師補充

課程內容，如何落實服務學習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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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案由：本校「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修訂審議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擬參酌教育部頒定自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之「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如附件一），修訂本校專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 

二、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表手冊新增表 7 之規範，私立大專校院兼

任教師如授課時間於下午 6 時以後，應支領夜間標準鐘點費。擬依 107-3 教務會議決議

（摘錄如附件二），增訂兼任教師大學部課程夜間及假日授課之時段支領夜間鐘點費；專

任教師大學部課程鐘點費仍維持日間標準。 

三、本案倘奉通過，擬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四、「鐘點費支給標準表」現行及修訂表分列如下：  

本校現行支給標準表： 

  標準 

 

 

 

職稱 

大學部、研究所、

研究所專班(日) 
大學部暑修班  研究所專班(夜) 

管研所 EMBA 

(夜、週末)  

教育部日間標準 教育部夜間標準 本校標準 91-19 行政會議通過 

每小時 
每月 

(四週) 
每小時 

每月 

(四週) 
每小時 

每月 

(四週) 
每小時 

每月 

(四週) 

教授 925 3700 965 3860 1030 4120 1350 5400 

副教授 795 3180 825 3300 910 3640 1350 5400 

助理教授 735 2940 775 3100 865 3460 1350 5400 

講師 670 2680 715 2860 815 3260   

兼任助教 

（每班） 
 2500       

 

擬修訂支給標準表： 

  標準 

 

 

 

職稱 

大學部、研究所、

研究所專班(日) 

大學部兼任夜間/假日 

及暑修班 

研究所專班 

(夜間/假日) 

管研所 EMBA 

(夜間/假日)  

教育部日間標準 教育部夜間標準 本校標準 91-19 行政會議通過 

每小時 
每月 

(四週) 
每小時 

每月 

(四週) 
每小時 

每月 

(四週) 
每小時 

每月 

(四週) 

教授 925 3700 965 3860 1030 4120 1350 5400 

副教授 795 3180 825 3300 910 3640 1350 5400 

助理教授 735 2940 775 3100 865 3460 1350 5400 

講師 670 2680 715 2860 815 3260   

兼任助教 

（每班）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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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教師授課時數及抵免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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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92.07.14 九十一學年度第十九次行政會議決議： 

自九十二學年度起，管研所 EMBA 課程夜間與週末教師授課鐘點費修訂為以 1,350 元／

時為平均值來計算，管研所得依據師資做彈性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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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附件：1.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2.節錄本校 107-3 教務會議（107.11.21）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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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類 別 教 授 副 教 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支 

給 

基 

準 

日 

間 

授 

課 

925 795 735 670 

夜 

間 

授 

課 

965 825 775 715 

備 註 

一、單位：新臺幣元。 

二、夜間授課時間為下午 6 時以後。 

三、本表自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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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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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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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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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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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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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案由：多元教學開課申請審查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106.07.12）105-23 次行政會議通過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p.72-73）：「多元

教學課程包含：網路（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磨課師課程、共時授課課程、創客課

程等，由授課教師於前一學期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並依三級課程委員會開會時程及

程序進行審查。」 

二、 網路教學開課申請須符合「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網路教學開課

申請實施細則」之規定，開課單位需提供「網路教學實施成效教師自評暨評鑑表｣供

委員審查參考。另依 90-4 校課程委員會決議：「網路教學開課申請案應提供教師以網

路教學授課課程占所有授課課程之比例，提供委員審查參考。若為曾開過課者，應附

相關教學問卷結果，提供委員審查參考｣。 

三、 依據 105.06.20 教育部所修訂之「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學

校應定期自行評鑑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其評鑑規定，由各校定之。依前

項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其餘相關規定，請參閱資料 p.74~76。 

四、 依據 106-6 教務會議決議：自 107 學年度起多元教學審查之「共時授課」案每學院每

學年限 3 件 

--------------------------------------------------------------------------------------------------------------------- 

1072 學期申請多元教學課程之類別及件數。共計 6 件。 

共時授課課程：1 件、創客課程：3 件、遠距教學課程：2 件。 

系所 姓名 職級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必選

修 
申請項目 備註 頁次 

社政系 劉宜君 教授 

SC246/A 

大數據與政

策分析應用

精進 

3 選 共時授課 

 

p.77~80 

資工系 簡廷因 
助理

教授 

簡老師

之鐘點

費由計

畫支付 

藝設系 林楚卿 
副教

授 

CP111/P  
基礎程式設

計（一） 
2 必 創客課程 

 
p.81~86 

AD269 
電腦輔助設

計與製造 
3 選 創客課程 

 
p.87~109 

AD314 
藝術與設計

創作(二) 
3 必 創客課程 

 
p.110~146 

工管系 鍾雲恭 
副教

授 

IE543/A 生產計劃 3 選 遠距教學 
 

p.147~155 

IE592/A 
及時生產系

統 
3 選 遠距教學 

 
p.15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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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 

105.05.11 104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07.12 105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達成有效整合全校多元教學資源、提昇多元教學活動品質及促進多元教學功能

之目的，特訂定「元智大學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多元教學課程包含：網路（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磨課師課程、共時授課課程、創

客課程等，由授課教師於前一學期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並依三級課程委員會開會時

程及程序進行審查。 

第三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由開課單位進行本校多元教學課程之實質審查。 

  二、提昇本校多元教學活動品質與促進教學功能之研訂、規劃、檢討及追蹤等事

宜。 

三、其他與多元教學資源發展有關事項之掌理。 

第四條 採行多元教學方法之課程，經三級課程委員會程序審核通過始得支領加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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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鐘點費加給可

申請折抵授課時數。各多元教學課程審查原則及鐘點費核支標準如下：  

一、 數位學習課程旨在利用數位化的學習資源，以網路為介面，鼓勵更多學生隨

時、隨地針對個人興趣與需求，透過網路取得最新知識，並且提高學習效果，

達到教育之適性教學。包括： 

1. 網路（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應符合元智大學網路教學開課申請實施細

則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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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磨課師課程鐘點費加給將實體課及網路課分開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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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網路修課人數多寡，為各單位評量該課是否繼續開課之重要依據。磨

課師課程須至校外公開平台開課，並於開課前公告全校。 

數位學習課程因課前規劃製作需求，首次開設的數位學習課程可於規劃製作

前一學期，經三級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申請課前規劃折抵 1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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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時授課課程的授課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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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請說明主授課教師與搭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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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合開課程到班授課週次及時數分配方式、課程之創新與共時授課之必要

性，以作為審核之重要依據。 

三、創客課程： 

創客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動手做、創新、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該課程給予

0.3 倍加給。授課教師應實際指導學生進行軟體或硬體的創作與實作。創客實

作成果之歸屬應由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規範，並於開課前由學生與授課老師

約定之。期末應辦理公開之成果發表，並公告全校以達觀摩之目的。 

第五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於開會時得邀請授課教師列席報告說明。 

第六條 多元教學課程審查結果不影響後續開課，惟未獲通過之課程不核給多元教學加給。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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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 民國 105 年 06 月 20 日修正 )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條及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方式進行之

教學。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

學方式進行者。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

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第三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實施遠距教學，應指定專責單位辦理，並得視

課程需要，置助教協助教學或提供教材製作支援。 

第四條 學校實施遠距教學，應於具備教學實施、記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

能之學習管理系統為之。 

第五條 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依大學法施

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

通過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

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第六條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施行細

學分計算之規定者，由學校採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前項採計

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第七條 大學開設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應依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審核及認證

相關法令之規定，向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申請審查核定後，始得為之；其

畢業總學分數之計算，不受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前項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每班招生名額以三十名為限，本部並得規定開班及招生有效期限；其招生

名額，應納入本部核定之該校招生名額總量計算，但經本部核准者，得採外加

方式辦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之畢業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 

第八條 學校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以本部公告之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所

之學校，或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者為

限。 

第九條 學校應定期自行評鑑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其評鑑規定，由各校定

之。依前項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條 本部得就遠距教學實施成效，至學校進行訪視；訪視結果有缺失者，應通知學

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其情節，依相關法規之規定減少其部分或全

部之獎勵、補助經費或限制、禁止其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第十一條 空中大學開設遠距課程，應依空中大學設置條例之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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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網路教學開課申請實施細則 

90.05.09 八十九學年度第六次教務會議通過 

90.09.19 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4.30 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8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1.20 104 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4.20 104 學年度第五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6.21 105 學年度第六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係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網路（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學作業包含授課時數、教學平台系統、教材

規格、成績評量及考試方式等，應符合「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各項規定。 

第三條    開課申請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 課程開課需符合課程設計程序審查及校內一般課程相關規定。由授課教師

填寫「多元教學課程開課申請表」並附「教學計畫」。若非首次開課，應

檢附最近一次該課程之評鑑結果，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並經校課程委員

會、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始得開授。 

(二) 提出申請者需提供完整教材及網址。 

第四條    「教學計畫」內容需含下列項目： 

一、 開授課程（含教學科目、內容及學分數） 

二、 開課期間及教材授課時數（說明開課起迄日期、教材內容播放/閱覽時數、

預計選課學生人數） 

三、 課程說明含以下項目 

(一) 教學目標 

(二) 適合修讀對象 

(三) 課程大綱 

(四) 上課方式 

(五)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六) 作業繳交方式（例如是否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線上即時作業填

答、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線上測驗、成績查詢、或其他做法） 

(七) 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八) 上課注意事項 

(九) 課程公告網址或課程網址 

第五條   「教學平臺」應具備下列功能，始得開課： 

一、平臺功能及說明 

(一) 提供公告欄、網路教材、線上討論園地、及同步教學教室 

(二) 提供線上教學、評量、互動、線上操作等說明 

二、平臺管理及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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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供作業之公告、繳交、批閱、回饋及自動催繳的機制 

(二) 提供上網學習時間、次數、線上討論、線上測驗、及作業成績等各種

學習歷程的紀錄與統計 

(三) 提供教材、測驗與教學活動等滿意度的統計 

(四) 提供優秀作品觀摩、同儕互評等功能 

第六條    開授網路教學課程之教師視課程需要，得申請助教協助教學。 

第七條    網路教材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不得有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之情

事。 

第八條    本校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訪視表」制訂「元智大學網路教學實施成

效教師自評暨評鑑表」(以下簡稱「自評暨評鑑表」)。網路教學課程實施後，

授課教師應於當學期期末完成自評，並繳交該課程之「自評暨評鑑表」(含佐證

資料)至開課單位。開課單位所屬課程委員會應於次一學期依據「自評暨評鑑表」

完成評鑑，並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本校網路教學課程須針對「自評暨評鑑表」上評鑑結果為「待加強」項目提出

改善計畫，並提交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該網路教學課程始得開設。 

          若非首次申請者，評鑑委員應參酌前次評鑑結果及改善計畫，作為該網路教學

課程是否可再開設之參考。 

第九條    前條所指之佐證資料應含網路教學課程之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

錄、評量紀錄、學生上課紀錄、作業報告、班級師生名單、教學歷程活動、學

習成果紀錄等項目，佐證資料至少保存五年，以作為教育部進行遠距教學實施

成效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審閱資料。 

第十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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