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第186次連續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1 會議室
出 席：周行一 王振寰(于乃明代)張昌吉 于乃明 高莉芬(蔡炎龍代)
林左裕 劉幼琍 林月雲 寇健文 黃蓓蕾 蔡明月(陳曉理代)
魏如芬 苑守慈 陳 恭 丁樹範(柯玉枝代)蔡佳泓 王清欉
林啟屏(曾守正代)許文耀 江明修(連賢明代)張上冠 李 明
林國全(陳起行代)唐 揆(彭朱如代)林元輝(曾國峰代) 曾守正
吳政達(張奕華代)林宏明 劉祥光 王德權 鄭光明 劉若韶
陳志銘(林巧敏代)蔡源林 李福鐘 曾士榮 廖文宏(左瑞麟代)
紀明德(廖峻峰代)張宜武 李陽明 楊建銘 趙知章 楊志開
盛杏湲 熊瑞梅 黃智聰 黃東益 林秋瑾 張中復 李酉潭
藍美華(趙竹成代)劉梅君 王增勇 王千維 陳起行 陳志輝
王文英 劉惠美 鄭天澤 巫立宇 蔡瑞煌 李有仁 盧敬植
王正偉 鄭至甫 吳岳剛 施琮仁 江靜之 陳儒修 曾國峰
姜翠芬 尤雪瑛 鄭慧慈 徐翔生 劉心華 賴盈銓 郭秋雯
張郇慧 姚紹基 楊瓊瑩 曾蘭雅 黃淑真(陳彩虹代) 劉怡君
劉德海 王信賢 魏百谷 鄭同僚(陳榮政代)陳榮政 倪鳴香
張奕華 黃譯瑩(周祝瑛代)呂潔如 蕭琇安 柯玉枝 王瑞琦
張惠真 張鋤非 林怡璇 莊馥維 陳億霖(葉乃爾代) 徐子為
許方瑜 陳宏叡 呂鴻祺 王致潔 呂冠輝 吳昭儒 林佳儀
黃俊森 蔡允然 洪淑瑾 劉家濋
請 假：游清鑫 方中柔 陳純一
缺 席: 郭維裕 陳威光 彭金隆 張台麟 高 俊
列 席：教學發展中心張寶芳 校務研究辦公室余民寧
校長室胡悅倫
教務處王揚忠、林婉娜、于小慧、顧庭伊
學務處盧世坤、張惠玲、王淑鈴
總務處沈維華
秘書處張惠玲、尹承俊、葛靜怡、施漢陽
主 席：周校長行一
紀錄：許怡君

甲、 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由於前次會議因有討論事項未完成討論，經與會代表投票擇定於本日
繼續討論，感謝各位代表撥冗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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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原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新訂本校「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草案)，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立法目標：
為強化學生學習、增進教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的時間分配，進
而提升本校整體的教育品質，以及學生的競爭力，爰訂定「國立政治大
學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草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二、立法重點：
（一）全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平均授課時數 12 小時、每學年備課數
以不超過四門課程為原則。
（二）採漸進式三年內完成。
（三）調降畢業學分數及必修學分數比例
1.逐步調降各系所畢業學分數：
學士班：128 學分
碩、博士班：視專業領域發展酌減，以校訂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下限。開課量應以滿足學生的畢業學分數為前提。
2.三年內各學士班調降必修學分數至畢業學分數之 40%為原則。
3.系所如有特殊情形得敍明理由提案至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暫緩調降。
（四）減授時數：
1.兼任行政職務者得核減授課時數。
2.取消指導博、碩士班學生論文之減授申請，改發給論文指導費。
3.其餘現行鐘點減授措施或各院自訂減授機制由各院自行決定。
（五）取消超支鐘點費之核發；實施三年過渡期間，本校未受限期升等
規範之專任教師，得依本校現行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
辦法第二條及第六條相關規定支領超支鐘點費。
（六）通識課程開課量，通識教育中心應與各學院共同討論，考慮全校
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需求規劃開課。
三、 本方案業經本校多次重大會議報告討論，並召開共識營及座談會廣
納蒐集各方意見，作為政策擬訂之參考方向及原則，期間相關行政
單位如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人事室、教學發展中心及電算中
心等，亦因應本方案推動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四、 本方案業經 104 年 10 月 19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臨時教務
會議及 11 月 4 日之第 662 次(加開)行政會議討論，有關第三點「計
畫內涵及配套措施」第二項第一款第三、四目之待討論事項如下:
(一) 新制課程精實方案已調降教師授課時數為一年 12 小時，除兼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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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政職務及依規定得減授時數者，是否宜再由各院自訂減授機制？
(二) 各院自訂任何方式之減授是否僅能以具有科技部個人為主持人之
研究計畫為前提？是否將第三目內之「前提」修正為「原則」？
(三) 教師全學年授課時數為 9 小時以下者，如擬在一學期內授完整學
年之學分，須符合「最近三年每年均有個人擔任主持人之科技部
研究計畫，在通過院級課程委員會之認可」之條件是否合宜？
五、 本案如獲通過後將自 105 學年度第 1 期起實施，實施期間相關事宜
悉依本方案規定辦理，現行相關辦法將配合修訂。
議：
一、 修正通過。(贊成:44 票；反對:18 票) (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
一～二，第 6～20 頁)

(李福鐘代表提議清點人數，經清點在場代表人數為 58 人，達法定開會人數，主
席宣布繼續開會)
二、 本次會議修正部分如下:
(一) 經無記名投票(關於採行無記名表決，贊成:36 票；反對:34 票)通過於
本方案第一條後增列第二條「各學院應依本方案相關規範，提出
課程精實及教師授課鐘點調整計畫經審查通過後實施」。(「應」
:46 票；「得」:45 票/發出 92 票，收回 91 票，廢票 0 票；投開票過程，經
推舉王正偉代表為監票人)；配合增訂本條，其他條次遞移。

(二) 原第二條改列第三條，於實施原則第一項刪除「平均」
。(贊成:31
票；反對:16 票)

(三) 原第三條改列第四條
1.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刪除「平均」。
2.刪除第五項「建置學術導師制」及第六項「教師對學生之評分
應具鑑別度與常模化」。
(四) 原第四條改列第五條並保留第四項第四款。(保留:44 票；刪除:9 票)
(五) 原第五條改列第六條，作業流程其第一及二項文字內容整併為第
一項；原第三項調整為第二項並修正為「前開計畫應由各學院召
開公聽會，邀請學生參加，並應經院、校課程委員會及...。」(贊
成:24 票；反對:14 票)
(六) 原第六條改列第七條，成效追蹤管考機制第一項第一、二款調整
體例及文字；刪除第五款「各院通識課程數是否依既定比例開課
。」，其他款次遞移。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

會：下午一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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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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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政治大學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草案)
條文

說

一、目的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學生學習、增
進教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的時間分配，進而提
升政大整體的教育品質，以及學生的競爭力，爰訂
定本方案。

明

知識進步神速的全球化時
代，高等教育除教導學生
專業知識外，更需要培育
學生自學能力，以面對高
度變動的世界。本課程精
實計畫目標在檢討政大現
行課程及教學，並透過全
校課程及授課時數審視政
大現行課程結構，透過全
校課程精實和授課時數調
整，強化學生學習、增進
教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
上的時間分配，進而提升
政大整體的教育品質，以
及學生的競爭力。

二、各學院應依本方案相關規範，提出課程精實及教師 明訂實施作業流程。
授課鐘點調整計畫，經審查通過後實施。
三、實施原則
一、將本校專任教師現有
(一)全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授課時數十二小時、
基本授課時數(教授 8
每學年備課數以不超過四門為原則。
小時、副教授及助理教
授 9 小時及講師 10 小
時)，除部分教師外，
不分職級調降至每學
年授課時數 12 小時為
原則，並得視個別教師
教學及研究比例分配
彈性調整授課時數。
二、規範備課數，降低老師
授課負擔。
三、以院為單位，由學校進
行開課總量管控：由校
以該院所屬專任教師
員額數，乘以每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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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時，進行全院總
開課時數管控， 院、
系(所)所屬個別教師
之授課時數得由各院
、系(所)自訂辦法決定
。
本方案以三年為期達到預
定目標，實施初期，以支
援兼任師資時數補給專任
教師於精實前後之開課時
數差距。

(二)採漸進式三年內完成。

(三)調降畢業學分數及必修學分數比例：
一、調降畢業學分數，減
1.逐步調降各系畢業學分數至學士班一百二十八
輕師生教學負擔，強化
學分，碩、博士班畢業學分數得視專業領域發
學習深度與紮實度。碩
展酌減，以校訂最低畢業學分數為下限。開課
、博士班之校訂最低畢
量應以滿足學生的畢業學分數為前提。學士班
業學分數分別為 24 及
畢業學分數如有特殊情形無法調降至一百二十
18 學分。
八學分，應敍明理由提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 二、本校第 125 次校務會
務會議審議通過，始得暫緩調降。
議通過本校學士班各
2. 三年內各學士班必修學分數以調降至畢業學
系必修學分不得超過
分數之百分之四十為原則，各系如有特殊情形
該系畢業總學分數的
者，應敘明理由提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教務會
二分之一，本方案為增
議備查，始得暫緩調降。
加學生多元探索及跨
領域學習之機會，規劃
降低必修學分數至畢
業學分數之 40%為原則
。
三、各系如有特殊情形，
如申請國際認證之需
求等，得提會審議通過
暫緩調降。
四、第 186 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學士班必修學
分因特殊情形無法調
降至 40%，應經院課程
委員會通過後送教務
會議備查，故將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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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授時數：
1.兼任行政職務者得核減授課時數。
2.指導博、碩士班學生論文不得減授時數。
3.其餘現行時數減授措施及各院自訂減授機制由
各院自行決定。

（五）停發超支鐘點費；惟實施三年過渡期間，本校
未受限期升等規範之專任教師，得依本校現行
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第二條
及第六條相關規定支領超支鐘點費。

第三目文字移至第一
目後，刪除第三目。
一、為鼓勵並減輕兼任行
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工
作負擔，酌減授課時數
。
二、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已
調降，校原有減授機制
重新檢視修正，指導博
、碩士班學生論文不再
列入減授範圍。
三、各院得於應開課總量
下，訂定個別教師彈性
調整授課時數及減授
機制。
為落實課程精實之推動，
爰取消超支鐘點費之核發
；惟考量兼任教師之聘任
難度，師資取得不易，及
部分院、系(所)之專業領
域特性，同意各院、系(所
)未受限期升等規範之專
任教師，於超過現制基本
授課時數(教授 8 小時、副
教授及助理教授 9 小時及
講師 10 小時)之基準上核
發超支鐘點費，以 4 小時
為限，並以三年為期。

（六）為保障通識課程開課量，通識教育中心應與 由通識教育中心與各學院
各學院共同討論，以滿足全校通識課程需求。 就通識課程需求規劃開課
。
另為深化通識課程之學習
，規劃學士班一、二年級
之專業課程，得經通識教
育中心各級會議審議通過
後充抵為通識課程。
（七）鼓勵各院將實習、社會實踐、國際移動、外 將課程學期週數自 18 週降
語能力學分等納入畢業總學分數內並經嚴謹 至每學期 15 週，減少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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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設計，配合前述學習活動，得將課程
學期週數降至每學期十五週，減少之學期時
數應規畫相對等之活動學習時數，相關計畫
應經校、院、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始得
執行。
（八）專業技術人員、約聘教學人員或其他以教學
為主要任務者，不納入此項每學年十二小時授
課時數精實方案，其教學時數另定之。

期時數應規畫相對等之活
動學習時數，如實習、社
會實踐、國際移動等。

該類教師之授課時數依本
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辦法、聘約或院、系
(所)自訂之辦法辦理。

四、計畫內涵及配套措施
一、調降專任教師授課時
（一）開課量：
數，但依各院所屬專任
1.以學院為單位，由學校進行總量管控：
教師人數管控各學院
由學校以該院現有聘任專任教師數(包括休假
總開課量，院、系(所)
、借調、經核准之出國研究進修及延長病假等
所屬個別教師之授課
)，乘以每學年十二小時，進行全院總開課時
時數得由各院、系(所)
數管控，院、系(所)所屬個別教師之授課時數
自訂辦法決定。
得由各院、系(所)自訂辦法決定。
二、新制課程精實方案已
2.避免上下學期開課時數不平衡。
將現行教師授課時數
3.學院必須訂定辦法，控管各學制(學士班、碩
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
博士班)課程之數量及品質。
法暨課程實施辦法所
規範「每位專任教師每
學期每週授課時數不
得低於 3 小時」之規定
排除，同時規定每學年
獲准授課 9 學分以下
者，得經核可集中於一
學期授畢，為避免上下
學期開課失衡，影響同
學選課權益，爰規範上
下學期開課時數應達
90%之一致性。
三、新制課程精實方案已
將現行課程實施辦法
所規範「每位專任教師
每學年至少開授一門
學士班課程」之規定排
除，爰規範各院必須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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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法，控管各學制
(學士班、碩博士班)
課程之數量及品質，避
免學士班開課量不足。
(二)專兼任教師開課時數：
1.專任教師：
(1) 全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授課時數以十二
小時為原則。
(2) 有限期升等需求之教師每學年授課不得高
於十二小時，備課數不得超過四門課。
(3) 各院得於應開課總量下，訂定個別教師彈性
調整授課時數機制：
學院得視每位教師狀況，酌予調整時數，但
減授需有清楚的原則，如設計創新課程、參
與 MOOCs/SPOCs 課程之開發與製作、執行大
型計畫、募款或其他經學院同意之事項等；
除學校所訂兼任行政職務之減授外，任何方
式之減授，須以具有科技部個人為主持人之
研究計畫為前提。其餘現行時數減授措施，
如教師升等、研究、非行政之服務、年資（新
進教師）或傑出人才延攬等，則由各院自行
決定是否適用。
(4) 教師授課時數在九小時以下者，且最近三年
(自減授當學年度往前計算)每年均有個人
擔任主持人之科技部研究計畫，在通過院級
課程委員會之認可條件下，得在一學期內授
完整學年之學分，但該教師仍必須於未授課
學期在校內研究、服務與指導學生，該學期
中因學術研究需短期出國時，仍應依程序請
假。
(5) 教師擔任校級一級行政學術主管且授課時
數在九小時以下者，為能專心於行政服務工
作，經簽請校長同意後，得在一學期內授完
整學年之時數。
(6) 專任教師於本校學制內授課逾十六小時，並
事先簽准者，始得至校外兼課；授課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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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662 次行政會議決
議：本方案實施期間，
不得將每週 6 小時之
授課時數集中於一日
內授畢。
二、為鼓勵及協助新進教
師滿足其升等需求，規
範有限期升等需求之
助理教授每學年授課
不得高於 12 小時，備
課數不得超過 4 門。
三、提供各院指標做為自
訂減授機制之參考。
(一)本校教師依現行相關
辦法，得以研究計畫
等扣抵授課時數，本
方案執行後，得否續
行扣抵由各院自訂。
(二)本校為頂尖大學之一
，科技部計畫為其當
然指標，為確保其質
量，規範除學校所訂
兼任行政職務之減授
外，任何方式之減授
，須以具有科技部個
人為主持人之研究計
畫為前提。
四、為順利推動本方案，
實施初期過渡期間，
課程精實前後專任教
師之開課時數差距，
由學校分二階段提供

小時以下者，於上班時間不得於校外兼課。
兼任師資時數補給。
非上班時間之兼課仍應事先簽准，始得至校 五、明訂減授範圍，並由
外兼課。
校方提供對等時數之
2.兼任教師：
兼任師資支援開課。
(1)專任教師精實前後之開課時數差距由學校分 六、員額內得聘之兼任教
二階段提供兼任時數支援；一 0 五學年度提
師時數仍保留。
供差數之三分之二，一 0 六學年度提供差數
之三分之一。
(2)兼任教師時數補給：全院專任教師如有兼任
行政職務、休假、借調、經核准之出國研究
進修、延長病假、育嬰假及講座教授等減授
之時數，由學校提供兼任教師時數支援開課
。
(3)原有兼任教師時數：仍視各院、系(所)需求
於原院、系(所)編制教師員額數內聘任。
(4)在專任教師滿足應授課時數之前提下，各院
得自籌經費聘任兼任教師，教師聘任須依相
關規定辦理。
(三)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減授後之每學年應授課 明訂各兼任行政職之應授
時數：
時數。
1.副校長：三小時。
2.六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合
長及主任秘書)、院長及其他一級行政主管（圖
書館館長、公企中心主任、電算中心主任、教
學發展中心主任）：六小時。
3.副主管、系所（含學位學程）、建制之研究中心
、華語文教學中心、創新育成中心主管：九小
時。
4.兼二級單位主管：九小時。
5.兼二個以上行政職務者：六小時。
6.擔任校級任務性編組或專案工作職務，經專簽同
意者：九至十小時。
7.兼本校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附設實驗小學校長：
應授二門課。
8.專業技術人員、約聘教學人員或其他以教學為主
要任務者兼行政職務時，其每學年得減授時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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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兼一級單位主管：得經專簽同意減授八小時。
(2)兼二級單位主管：得經專簽同意減授四至八時。
(四) 教師評量:
教師年度工作彙整表是教師績效評量的基礎，
教師可以選擇教學、研究、服務比例，選擇教
學比例高者，教學時數及評量的標準必須高，
選擇研究比例高者，教學評量必須達一定標準
，選擇服務比例高者，必須對學校有重要服務
貢獻（例如兼任行政主管）
，且教學評量必須達
一定標準。
五、教學品質精進配套措施
（一）配合本方案，各學院於開始實施課程精實方案
後，須配合學校逐年推動教學品質精進配套措
施。
（二）教學品質精進配套措施，精實課程結構面：
1.單位依所屬院或系層級，發展學生學習能力指
標架構，前項能力指標架構定期檢討並與國內
外專業領域能力要求接軌。
2.單位依能力指標架構規劃課程地圖編排課程
模組，前項課程模組及課程授課大綱與能力指
標架構須有適當對應之關係與程度。
3.單位依能力指標架構，發展並執行各項課程與
各階段學習成效評量之規劃。
4.單位可依能力架構指標與課程地圖，在精實課
程架構下擬定學生能力加值之計畫。
（三）善用學習科技：
鼓勵適當課程採用MOOCs/SPOCs等線上課程與
面對面課堂教學之双軌學習模式，進行教學創
新(例如以學生為主的翻轉教學)，以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學習成效，並逐步達到課
程精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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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以前進用之教
師，繼續沿用舊制基本績
效評量辦法；105 學年度起
之新聘教師，適用新制基
本績效評量辦法，新舊制
教師每學年度皆須提交年
度工作彙整表。

值此全球人才競爭時代，
國內外高等教育機構無不
積極致力於發展教學創新
，以提升教與學的品質，
深化學生學習。
透過課程地圖的設計，具
體化本校學生應具備的能
力，並幫助學生在學習的
過程中，了解自己的學習
定位與學習狀況，完成初
步的學習成效評量規劃。

善用學習科技翻轉教與學
，落實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能力是世界各國教育發展
的趨勢。教發中心為鼓勵
教師製作線上課程，發展
具特色之課程，已研擬國
立政治大學磨課師課程發
展辦法，並經 104 年 6 月
教務會議通過。

（四）教學品質精進配套措施，優化學習成效面：
1. 單位需了解並提供學生修課後之直接與間接
的學習成效，據以規劃並檢討課程編排之機制
。
2. 單位可利用學生修課後之學習成效，做為教師
升等與個人教學獎勵之參考。
3. 單位規劃其他有助於依學習成效數據分析之
訊息，提供學生個別化學習經驗及主動輔導之
措施。
4. 單位可規畫設計實習、社會實踐、國際移動或
是外語能力培養，以促進能力加值，並優化學
生學習成效。
六、作業流程
(一)配合本方案，各學院應提出課程精實及教師授課
鐘點調整計畫，並就下列各項提出具體說明：
1.各學院課程精實之規劃情形：
(1)所屬系(所)精實前後之必修、選修及畢業
學分數結構比例調整。
(2)院、系(所)精實前後之開課量：含各類課
程開課科目數及學分數調整。
2.精實後院、系(所)各授課教師每學年應授課時
數分配情形。
3.各院彈性調整個別教師之授課時數機制。
4.開課量滿足學生之畢業學分數需求。
(二)前開計畫應由各學院召開公聽會，邀請學生參加
，並應經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後實施，必要時學院得將計畫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
七、成效追蹤管考機制
（一）管考項目：
1.各學院開課量：
以各學院所屬專任教師數乘以十二小時為各
學院開課量下限。
2.兼任教師時數支援補給，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兼任時數一：精實前後專任教師時數差距補給
，一 0 五學年度專任時數乘以三分之二，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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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是以學生學習成
果為導向，藉由設定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核心能力
具體描述，透過評量尺標
進行測量，最後收集教師
、學生、校友、雇主等多
方的回饋，進行評估，檢
視目標設定是否達成、目
標是否需調整等動態且不
斷循環過程。

一、為檢視各學院新制課
程精實方案規畫執行
情形，與現制下之開課
量及教師授課時數之
差異性比較，明訂計畫
書內應涵蓋項目，由各
學院具體說明後提送
相關會議審查。
二、本方案與學生修課息
息相關，明訂各院應召
開公聽會，廣納學生意
見，以求周延。

為確保執行成效，並作為
本方案未來改進之參考依
據，建置成效追蹤管考機
制，就開課量、專兼任教
師授課時數、上下學期開
課數、各學制開課量等納
入管考項目，未來並可利
用大數據分析，作為方案

六學年度專任時數乘以三分之一。
(2)兼任時數二：各學院開課量已達開課時數下限
百分之九十五者(扣除依學校規定得減授之時
數)，學校補給依規定得減授時數之兼任教師時
數。
(3)兼任時數三：原有編制內得聘兼任教師員額時
數。
3.上、下學期開課數應達百分之九十之一致性。
4.各學制開課量(學、碩、博士班)應依規劃需求
開課，以滿足學生畢業需求。
5.各院、系(所)教師有授課時數不足者，本校將
依相關規定處理，教師授課時數不足之核計，
將以各該院、系(所)原規劃分配該教師之授課
時數與實際開課時數核算之。
（二）作業時程：
每學年檢討一次，由教務處於每學年下學期將
執行情形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

推動發展的指標。

明訂管考時程，每學年度
下學期選課結果及開課狀
況確定後，檢視當學年度
之執行情形。
八、施行日期
一、明訂施行日期。
本方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一 0 五學年度第 二、因應本方案之執行，本
一學期起施行；施行期間相關事項悉依本方案規定
校現行相關法規將配
辦理，現行相關辦法並將配合修訂。
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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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新制課程精實方案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第 186 次連續校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學生學習、增進教師在教學、研究
與服務上的時間分配，進而提升政大整體的教育品質，以及學生的競爭力
，爰訂定本方案。
二、各學院應依本方案相關規範，提出課程精實及教師授課鐘點調整計畫，經
審查通過後實施。
三、實施原則
(一)全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授課時數十二小時、每學年備課數以不超過
四門為原則。
(二)採漸進式三年內完成。
(三)調降畢業學分數及必修學分數比例：
1.逐步調降各系畢業學分數至學士班一百二十八學分，碩、博士班畢
業學分數得視專業領域發展酌減，以校訂最低畢業學分數為下限。
開課量應以滿足學生的畢業學分數為前提。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如有
特殊情形無法調降至一百二十八學分，應敍明理由提院、校課程委
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始得暫緩調降。
2.三年內各學士班必修學分數以調降至畢業學分數之百分之四十為
原則，各系如有特殊情形者，應敘明理由提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教
務會議備查，始得暫緩調降。
（四）減授時數：
1.兼任行政職務者得核減授課時數。
2.指導博、碩士班學生論文不得減授時數。
3.其餘現行時數減授措施及各院自訂減授機制由各院自行決定。
（五）停發超支鐘點費；惟實施三年過渡期間，本校未受限期升等規範之
專任教師，得依本校現行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第二
條及第六條相關規定支領超支鐘點費。
（六）為保障通識課程開課量，通識教育中心應與各學院共同討論，以滿
足全校通識課程需求。
（七）鼓勵各院將實習、社會實踐、國際移動、外語能力學分等納入畢業
總學分數內並經嚴謹之課程設計，配合前述學習活動，得將課程學
期週數降至每學期十五週，減少之學期時數應規畫相對等之活動學
習時數，相關計畫應經校、院、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始得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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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業技術人員、約聘教學人員或其他以教學為主要任務者，不納入
此項每學年十二小時授課時數精實方案，其教學時數另定之。
四、計畫內涵及配套措施
（一）開課量：
1.以學院為單位，由學校進行總量管控：
由學校以該院現有聘任專任教師數(包括休假、借調、經核准之出
國研究進修及延長病假等)，乘以每學年十二小時，進行全院總開
課時數管控，院、系(所)所屬個別教師之授課時數得由各院、系(所
)自訂辦法決定。
2.避免上下學期開課時數不平衡。
3.學院必須訂定辦法，控管各學制(學士班、碩博士班)課程之數量
及品質。
(二)專兼任教師開課時數：
1.專任教師：
(1)全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為原則。
(2)有限期升等需求之教師每學年授課不得高於十二小時，備課數
不得超過四門課。
(3)各院得於應開課總量下，訂定個別教師彈性調整授課時數機制
：
學院得視每位教師狀況，酌予調整時數，但減授需有清楚的
原則，如設計創新課程、參與 MOOCs/SPOCs 課程之開發與製作
、執行大型計畫、募款或其他經學院同意之事項等；除學校所
訂兼任行政職務之減授外，任何方式之減授，須以具有科技部
個人為主持人之研究計畫為前提。其餘現行時數減授措施，如
教師升等、研究、非行政之服務、年資（新進教師）或傑出人
才延攬等，則由各院自行決定是否適用。
(4)教師授課時數在九小時以下者，且最近三年(自減授當學年度
往前計算)每年均有個人擔任主持人之科技部研究計畫，在通
過院級課程委員會之認可條件下，得在一學期內授完整學年之
學分，但該教師仍必須於未授課學期在校內研究、服務與指導
學生，該學期中因學術研究需短期出國時，仍應依程序請假。
(5)教師擔任校級一級行政學術主管且授課時數在九小時以下者
，為能專心於行政服務工作，經簽請校長同意後，得在一學期
內授完整學年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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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專任教師於本校學制內授課逾十六小時，並事先簽准者，始得
至校外兼課；授課在十六小時以下者，於上班時間不得於校外
兼課。非上班時間之兼課仍應事先簽准，始得至校外兼課。
2.兼任教師：
(1)專任教師精實前後之開課時數差距由學校分二階段提供兼任
時數支援；一 0 五學年度提供差數之三分之二，一 0 六學年度
提供差數之三分之一。
(2)兼任教師時數補給：全院專任教師如有兼任行政職務、休假、
借調、經核准之出國研究進修、延長病假、育嬰假及講座教授
等減授之時數，由學校提供兼任教師時數支援開課。
(3)原有兼任教師時數：仍視各院、系(所)需求於原院、系(所)編
制教師員額數內聘任。
(4)在專任教師滿足應授課時數之前提下，各院得自籌經費聘任兼
任教師，教師聘任須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減授後之每學年應授課時數：
1.副校長：三小時。
2.六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合長及主任秘書)、
院長及其他一級行政主管（圖書館館長、公企中心主任、電算中
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六小時。
3.副主管、系所（含學位學程）
、建制之研究中心、華語文教學中心
、創新育成中心主管：九小時。
4.兼二級單位主管：九小時。
5.兼二個以上行政職務者：六小時。
6.擔任校級任務性編組或專案工作職務，經專簽同意者：九至十小
時。
7.兼本校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附設實驗小學校長：應授二門課。
8.專業技術人員、約聘教學人員或其他以教學為主要任務者兼行政
職務時，其每學年得減授時數如下：
(1)兼一級單位主管：得經專簽同意減授八小時。
(2)兼二級單位主管：得經專簽同意減授四至八時。
(四) 教師評量:
教師年度工作彙整表是教師績效評量的基礎，教師可以選擇教學
、研究、服務比例，選擇教學比例高者，教學時數及評量的標準必
須高，選擇研究比例高者，教學評量必須達一定標準，選擇服務比
例高者，必須對學校有重要服務貢獻（例如兼任行政主管）
，且教學
評量必須達一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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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品質精進配套措施
（一）配合本方案，各學院於開始實施課程精實方案後，須配合學校逐
年推動教學品質精進配套措施。
（二）教學品質精進配套措施，精實課程結構面：
1.單位依所屬院或系層級，發展學生學習能力指標架構，前項能
力指標架構定期檢討並與國內外專業領域能力要求接軌。
2.單位依能力指標架構規劃課程地圖編排課程模組，前項課程模
組及課程授課大綱與能力指標架構須有適當對應之關係與程度
。
3.單位依能力指標架構，發展並執行各項課程與各階段學習成效
評量之規劃。
4.單位可依能力架構指標與課程地圖，在精實課程架構下擬定學
生能力加值之計畫。
（三）善用學習科技：
鼓勵適當課程採用 MOOCs/SPOCs 等線上課程與面對面課堂教學
之双軌學習模式，進行教學創新(例如以學生為主的翻轉教學)，
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學習成效，並逐步達到課程精實
的目標。
（四）教學品質精進配套措施，優化學習成效面：
1.單位需了解並提供學生修課後之直接與間接的學習成效，據以
規劃並檢討課程編排之機制。
2.單位可利用學生修課後之學習成效，做為教師升等與個人教學
獎勵之參考。
3.單位規劃其他有助於依學習成效數據分析之訊息，提供學生個
別化學習經驗及主動輔導之措施。
4.單位可規畫設計實習、社會實踐、國際移動或是外語能力培養
，以促進能力加值，並優化學生學習成效。
六、作業流程
（一）配合本方案，各學院應提出課程精實及教師授課鐘點調整計畫，
並就下列各項提出具體說明：
1.各學院課程精實之規劃情形：
(1)所屬系(所)精實前後之必修、選修及畢業學分數結構比例調
整。
(2)院、系(所)精實前後之開課量：含各類課程開課科目數及學
分數調整。
2.精實後院、系(所)各授課教師每學年應授課時數分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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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院彈性調整個別教師之授課時數機制。
4.開課量滿足學生之畢業學分數需求。
(二)前開計畫應由各學院召開公聽會，邀請學生參加，並應經院、校課
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實施，必要時學院得將計畫送請校
外學者專家審查。
七、成效追蹤管考機制
（一）管考項目：
1.各學院開課量：
以各學院所屬專任教師數乘以十二小時為各學院開課量下限。
2.兼任教師時數支援補給，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兼任時數一：精實前後專任教師時數差距補給，一 0 五學年
度專任時數乘以三分之二，一 0 六學年度專任時數乘以三分
之一。
(2)兼任時數二：各學院開課量已達開課時數下限百分之九十五
者(扣除依學校規定得減授之時數)，學校補給依規定得減授
時數之兼任教師時數。
(3)兼任時數三：原有編制內得聘兼任教師員額時數。
3.上、下學期開課數應達百分之九十之一致性。
4.各學制開課量(學、碩、博士班)應依規劃需求開課，以滿足學
生畢業需求。
5.各院、系(所)教師有授課時數不足者，本校將依相關規定處理
，教師授課時數不足之核計，將以各該院、系(所)原規劃分配
該教師之授課時數與實際開課時數核算之。
（二）作業時程：
每學年檢討一次，由教務處於每學年下學期將執行情形提送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
八、施行日期
本方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一 0 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施行；施行
期間相關事項悉依本方案規定辦理，現行相關辦法並將配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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