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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開學日及放假日

本學期開學日為108年2月18日，第一週起即應正式開始授課。

國定放假日及學校補假日如下，共停課５天，不需要補課。

108年2月28日(星期四)和平紀念日

108年3月01日(星期五)學校補假日(補107學年度校慶)

108年4月04日(星期四)兒童節

108年4月05日(星期五)民族掃墓節

108年6月07日(星期五)端午節

除上述日期或學校人事室公告外，授課教師不得自行停課。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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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畢業班及非畢業班課程

本學期課程分畢業班課程及非畢業班課程。畢業班課程配合畢業典禮日期於第14週期末考，

第15-18週課程由教師於第14週結束前，並依學校調課程序完成補課。(未依規定補課者，視

為無故缺課，將依相關規則辦理)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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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課程算是畢業班課程呢？

依照課程規劃，開設在應屆畢業當學期的課程，

視為畢業班課程。

• 畢業班課程一定要提前結束嗎？

教師可依課程屬性或內容，按18週教學進度

完成，更改設定為非畢業班課程，但請於開學

第一週上課時說明，讓應屆畢業生瞭解學位證

書必須延後於7月才能領取。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編寫課程大綱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4

同一課程，若有多位教師共同授課，請由主開課
教師上網編寫課綱。

評分方式及標準請詳列：對學生學習評量方式及
標準，或有其它相關要求，請於「評分標準」欄
位中列出，以避免產生成績評定不公平之爭議。

第一週授課內容須包含：
❶ 智慧財產權觀念宣導
(依課程類型宣導，可參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文宣)
❷ 課程能力指標簡介

請參照學校行事曆排定上課週次及教學內容，除
國定放假日及學校補假日外，其餘各週須安排教
學內容。

第一次上課時應進行課程簡介，並詳細說明成績
評定標準，以免事後引發爭議。
(詳閱課程大綱公告)

依本學期行事曆應於108年2月18日(一)前上網編寫完成，提供學生選課之參考。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課後諮商時間

專任教師每週應排課３天
(兼任行政職務及擔任大班教學者除外)

專任教師課後輔導時間(Office Hour)每週至少固定４小時，地點由
教師自行選定適當校內場所，且應請依行事曆於開學第二週結束前
(本學期為108年3月3日前)於電子公文系統填送課後諮商輔導時間表，
並將授課及諮商時間表張貼於研究室外。
(登錄路徑：電子公文系統\電子表單模組\電子表單清單\教務\專任教師課後諮商時間)

兼任教師應提供修課學生聯繫方式，請於課程大綱或於課堂上告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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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依排定節次及教室上課

依照課程排定地點及時段

上課，授課時間表可至校

務資訊系統查詢列印。

授課前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授課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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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若有更換上課地點請依程序辦理：

• 整學期上課教室異動 - 請務必告知開課單位並辦理課程資料異動，避免衝堂、教
室冷氣未送電之情形發生。

• 臨時或單次(週)更換地點 - 請於原上課教室黑(白)板上寫明或於門口張貼公告。

• 整學期上課時間異動 - 若整學期上課時間需調整，請填送「整學期上課時間異動
表」並檢附修課學生簽名，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

採雙師制度之協同教學課程，以專任教授課為主，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為輔，專任教師
應全學期主持課程教學(全程在場)。
教務處及進修部不定期執行巡堂，教師未到課或有其他課堂異常情形，若無特殊理由
將列記錄。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更新課程點名單

教師可於校務資訊系統列印修課學生名單，但因加退
選期間變動大，於選課結束後請務必更新並於課堂上
點名，協助跑錯班的學生儘早發現，名單若有出入，
請學生至教務組查對，以免登錄成績時，發生困擾。

• 加退選日期：108年2月18日-25日
• 補加選日期：108年2月27日
加退選結束後，點名單於108年2月28日上午10點以後列印較準確。

• 棄選日期：108年5月6日-13日
棄選階段點名單於108年5月14上午10點後列印較準確。

授課中須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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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登錄學生未到課時數

請教師注意班上同學出勤狀況，並將學生實際未到課
情形登錄系統，教師於課堂點名後，請儘量於一週內
登錄完成；合授課程，僅開放主開課教師登錄。

教師登錄學生未到課記錄後，若有點名錯誤情形，可自行於系統
內更改點名記錄。

缺曠課定義：缺課 - 未到課但已完成請假程序
曠課 - 未到課且未完成請假程序

授課中須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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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調補課及代課

依教學大綱之進度授課，若上課是採取播放多媒體教材，教師亦需在場指導討論，
不可交由學生自習。

教師因公或私事無法上課時，應事前上網填送調補課或代課通知，如臨時無法到課，
請以電話告知開課單位以協助處理，無論事前或臨時，均應於系統填送調補課或代
課通知單。

授課中須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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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校外參觀教學 (1/2)

校外教學應與課程內容及教學目標直接相關，並配合教學進度載明於課程大綱內，以
利學生遵循。實施校外參觀教學應配合下列各項：

1) 校外參觀教學時數不得少於課程當週上課時數，帶隊教師需為課程授課教師。

2) 各課程每學期校外參觀教學至多３次，如為實習或服務學習課程，不受次數限制。另有特殊需求，須經課
程委員會或開課單位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檢附會議紀錄申辦。合併其他週次進度於同一參觀活動，至多
３週並視同３次。

3) 與其他課程合併辦理者，各課程教學內容均應與校外參觀教學活動內容相關，合併課程以２科目為限，授
課教師皆應隨同帶隊，如無法到場，應依代課程序辦理。

4) 校外參觀教學以不影響學生修習校內其他課程為原則。修課學生如無法出席參加，應依本校規定辦理請假
手續。如出席學生數未達該班修課人數百分之八十，授課教師應妥善安排補救教學。

5) 如有特殊原因須佔用其他課程者，應取得受影響課程之授課教師同意，並於實施前完成調補課程序。

6) 校外參觀教學活動交通工具應遵照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7) 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前，將當學期課程校外教學成果報告(含照片)送交開課單位存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授課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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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校外參觀教學 (2/2)

校外參觀教學申請流程：
❶ 教師上網填送「校外參觀教學申請表」
❷ 於出發前5日(含出發當天)送出
❸ 核准後始得帶領學生外出參觀

會簽單位
• 登錄教育部校安中心 - 學務處
• 登錄特定意外傷害學生團體保險 - 學務處健促中心

核准單位
• 校外參觀教學於１日內 - 教務長核准
• 校外參觀教學２日(含)以上 - 校長核准

授課前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授課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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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一般課程臨時調整為遠距教學

申請週數
• 畢業班課程以當學期行事曆提前週數及彈性放假須補課週數之合計為限。
• 非畢業班課程至多以申請１週為原則，至多以課程遇當學期彈性放假須補課週數

為限。
• 課程調整為遠距教學之時數，不得超過課程總時數的二分之一。

申請資格
曾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者，或完成本校遠距教學研習時數達 2 小時者。

申請程序
填寫紙本申請表，經開課單位主管簽核後送交教務處，經教務長核可。

授課前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授課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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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

教師於期中應依行事曆規定時間上網填寫教學自評問卷，本學期教學自評問卷填寫
自108年4月8日起至21日止，問卷依所授科目逐份填，多人合授課程每位教師也都
要填寫。
論文、論文研討、服務領導教育、英文能力培養-補救教學、學術研究倫理等５門課得免填。

於期中考結束後２週開放查詢期中學生意見，教師可交叉比對教學自評，瞭解學生的需求，並適時的調
整教學方式或內容。

期中教學自評問卷

(教師自評)

108年4月8日-21日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學生填寫)

108年4月8日-21日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學生填寫)

(畢業班課程)108年5月6日-17日

(非畢業班課程)108年5月27日-6月14日

13
期中教學自評

授課前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授課中須知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

考試處理原則 - 依行事曆訂定日期辦理，隨堂舉行，授課教師監考。
舉行考試時，可請教學助理協助，但教師仍應在場維持秩序並監考(主導18週課程教學為教師之義務)。

考試該週除須考試之課程外，其餘課程一律照常上課。以報告取代考試之課程，學生報告請於考試當週於課堂
上繳交。

項目 期中考 期末考

考試週起訖 108年4月15日-21日 (畢業班課程)108年5月20日-26日
(非畢業班課程)108年6月17日-23日

考試處理
原則

如因教學需要，教師得提早或延後一週舉
行期中考。
４學分課程分兩個時段授課者，以考試當
週第一個授課時段為考試時段。

依行事曆訂定日期舉行期末考。
教師如有不可排除的原因需提前考試，須專案簽報教務長核准後實施。
４學分課程分兩個時段授課者，以考試當週第一個授課時段為考試時
段。

學生考試
請假 學生於考試週因病或有其他重大事故，不能參加考試時，應備具證明文件向學校請假，經核准後，始得補考。

授課後須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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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期末考試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

學校於期中及期末時，會向學生調查課程教學的意見，教學意見問卷結果分別於期中考、期末考結束後公布。
各學期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均可上網查詢，系統查詢資料包含：教師期中教學自評、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及期末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請老師抱持開放的心胸面對學生的回饋意見，並作為調整教學之參考。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查詢學生回饋意見
15

查詢權限設定：

• 教師可查看自己授課的課程問卷結果
• 開課單位主管可查看單位開設課程問卷結果
•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可查看全校課程問卷結果

※回收問卷扣除施作分數後5%及缺曠時數達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之
學生問卷後，再計算各題平均級分。

授課後須知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

每學期發給18週鐘點費
• 專任教師核發時間配合課程加退選，第一學期於10月底核發9~10月份超授鐘

點費，之後每月底核發當月份超授鐘點費；第二學期於3月底核發2~3月份超
授鐘點費，之後每月核發當月份超鐘點費。

• 兼任教師於每月底核發當月份授課鐘點費。
修課人數65人以上之授課鐘點換算公式：(((選課人數－65)×0.01)＋1)×該課程鐘點基數

* 例如 - 「人與自然」課程2學分(授課鐘點2小時)，修課人數70人，計算後(((70－65)×0.01)＋1)×2＝2.1鐘點

查詢鐘點費：校務資訊系統→人事薪資→查詢程式→教師授課鐘點費

授課後須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16
授課鐘點費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

◢ 專題指導費及實習指導費，由開課單位依據組(人)數統計後，送交指導費清冊至教務
處，於課程結束(第18週)後統一核發。

專題課程計算方式
• 專題類課程以指導費支領，不列入教師基本授課鐘點計算。
• 擔任指導之教師按組數支領專題指導費，一學期每組學生５仟元，每組學生以不少於５人為原則；若一

組低於５人，按每位學生壹仟元為計算基準。
• 若一位教師一門課程之指導費換算超過開課學分鐘點數時，最多以學分數換算後核計。

校外實習課程計算方式
• 指導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教師，履行開課單位訂定實習辦法中所列應盡之義務與職責，得支領鐘點或訪

視指導費。
• 以鐘點支領者，列入教師授課鐘點計算。
• 以指導費支領者，不列入教師授課鐘點計算，指導費依按每位學生１仟元為計算基準，若指導費換算超

過開課學分鐘點數時，最多以學分數換算後核計。

◢ 隨班附讀學生(大陸研習生、學分班學員)之指導費，另由國際及兩岸事務處、推廣教育
中心於課程結束後核發。

授課後須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17
專題或實習指導費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授課注意事項

• 為使學生於期中即時獲得預警及課業輔導、成績單寄發、學位證書核發及學生申辦獎學金等作業，
請教師務必依行事曆規定時間上網完成輸入及確認。

• 登錄之成績於傳送後，學生即可於系統查詢。
• 各課程修課學生以系統顯示的名單為準，為避免學期成績誤植，請教師登錄(傳送)後，務必再次核

對，再完成確認。
• 已傳送之成績經按過確認，即視同送交教務處，教師無法於系統更改。
• 教師計算學期成績之過程記錄文件應留存２年備查。

成績輸入

－108年4月15日-24日中午止

❶預警成績

- (畢業班課程)108年5月20日-27日中午止
－(非畢業班課程)108年6月17日-26日中午止

❷學期成績

授課後須知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18
登錄學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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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逾期輸入成績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授課後須知

異常情況處理

期中預警成績或期末成績未準時輸入者，將進行以下處理：
專任教師

• 每１科目１天減發其新台幣５仟元之年終獎金，輸入延遲時間在兩週內者，減
發金額以新台幣兩萬元為上限。

• 列入教學成績考核評分，違規１次扣１分。

• 列入教師個人記錄，做為教師評鑑之參考。

兼任教師

• 期中預警成績未輸入者，如無不可抗拒的特殊狀況連續２次，則不再續聘。

• 期末成績未輸入者，如無不可抗拒的特殊狀況，則不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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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情況處理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授課後須知

20
成績更正

及格→及格
不及格→不及格

原成績及格修改後仍及格、原成績不及格修

改後仍不及格(不含原始分數為零分者)。

1. 授課教師填寫成績更正申請表。
2. 經系務會議(通識教育課程由各權責單位

會議)通過。
3. 送交開課單位主管及院長簽核。
4. 經教務長簽核通過後，始得更改。

及格→不及格
不及格→及格

原成績及格修改後不及格、原成績不及格修改為及格、原成績零分修改為有

分數或成績牽涉學退問題等。

1. 應於次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前，授課教師填寫成績更正申請表。
2. 經系務會議(通識教育課程由各權責單位會議)通過。
3. 送交開課單位主管及院長簽核。
4. 開課單位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得更改。

０分→有分數

• 修改成績連續２次，專任教師第２次(含)起每１科目減發新台幣５仟元
之年終獎金(減發之獎金做為學生助學使用)；兼任教師以不續聘為原則。

• 成績需要更改者，依下列更正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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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情況處理

授課前須知

授課中須知

授課後須知

21
課務行政配合

違反教學準則、巡堂實施要點、教師處理學生學期成績作業辦法、排課準則及教師教學評鑑實施辦法、
教師聘約及教師請假相關規定者，除列入個人記錄外：
• 並列為專任教師教學成績考核評分之依據

(各款違規１次扣１分，得扣至０分以下)
• 並列為兼任教師續聘之依據
• 無故缺課者扣除其缺課時數之鐘點費；一學期累計

缺課２次(含)以上者，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

服務 70%

教學 30%

專任教師教學成績考核

教學成績由修課學生、行政單位及所屬
主管提供資料進行考核

授課紀錄與教學配合(行政)評分內容

• 準時輸入課程大綱
• 如期提供課後諮商時間
• 依程序辦理代課
• 依程序辦理調補課
• 依程序辦理校外教學
• 巡堂紀錄正常
• 準時輸入期中預警成績
• 準時輸入期末學期成績
• 準時輸入暑期成績
• 正確計算及登錄學期成績
• 準時繳交開課表(僅適用兼任系所主管及院長之教師)

• 如期完成院教師教學評鑑(僅適用兼任院長之教師)

•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場教學成長活動(僅適用專任
教師)

區分 項目 比重配分

教學
30分

教學成效與學習滿意(學生) 0~10分(佔總成績10%)

授課紀錄與教學配合(行政) 至多10分(佔總成績10%)

教學精進與教學成長(主管) 0~10分(佔總成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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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間學制：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碩士班、博士班
進修學制：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產學四技學士專班 附設進修專校(二專)

業務統籌 組長 黃登煌 分機2005、副組長 周佩儀 分機2007 組長：黃登煌

開課單位
業務承辦人

何怡樺 分機2009：應外系,流通系,行銷系,電通系,車電學程,國企系,會展學程,性學所,應用社會學院
趙芷岑 分機2010：休運系,資工系,兒家系,社工學程,視傳系,室設系,建室所,資訊學院
蔡欣倫 分機2012：資管系,流設系,藝管系,休觀系,餐旅系,經管所,管理學院
何映婷 分機2016：表藝系,產設系,動遊系,電競學程,應設所,金融系,企管系,設計學院,通識教育學院

許雅婷 分機2510：
流設科,休觀科,流通
科,行銷科,兒家科,企
管科

課程大綱 趙芷岑 分機2016

曠課管理 鄭雪玉 分機2014

遠距教學 李威慶 分機2017

授課鐘點 蔡欣倫 分機2012

成績管理 鄭雪玉 分機2014

教學評鑑 周佩儀 分機2007

協同教學 周佩儀 分機2007

系統操作請參閱Google協作平台，如有相關問題或其他建議，歡迎洽各承辦人。

22
課務相關作業連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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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老師的配合
THANK YOU

教務組分機 2005,2007
2009,2010,2012,2014,2016,2017

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