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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有關教師行政、服務、從事研究計

畫、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之抵減計

算，方式如下： 

一、行政： 

(一)兼任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

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附屬

中學校長、基金會各志業體同等職

務者，得核減授課時數每週四小

時。 

(二)兼任系所合一單位之系主任

兼任所長者，得核減授課時數

每週三小時。 

(三)兼任各學院副院長、學系主

任、學位學程主任、副學系主

任、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

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

任、人文處主任、各中心主

任、各組組長、基金會各志業

體同等職務者，依各單位工作

量輕重多寡之不同，得核減授

課時數每週二至三小時。 

(四)兼任學科主任或其他校內

（外）經核定得核減之行政或

研究工作者，得核減授課時數

每週二小時。 

(五)教師兼任兩項（含）以上行政

工作或行政主管職者，得再酌

減授課時數每週一小時。 

(後略…) 

第七條 

有關教師行政、服務、從事研究

計畫、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之抵

減計算，方式如下： 

一、行政： 

(一)兼任副校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

秘書、各學院院長、附屬中

學校長、基金會各志業體同

等職務者，得核減授課時數

每週四小時。 

(二)兼任系所合一單位之系主

任兼任所長者，得核減授課

時數每週三小時。 

(三)兼任各學院副院長、學系主

任、副學系主任、研究所所

長、圖書館館長、人事室主

任、會計室主任、人文室主

任、各中心主任、各組組

長、基金會各志業體同等職

務者，依各單位工作量輕重

多寡之不同，得核減授課時

數每週二至三小時。 

(四)兼任學科主任或其他校內

（外）經核定得核減之行政

或研究工作者，得核減授課

時數每週二小時。 

(五)教師兼任兩項（含）以上行

政工作或行政主管職者，得

再酌減授課時數每週一小

時。 (後略…) 

 

1. 配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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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課

程規劃與教育品質： 

一、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課

程規劃委員會」應依據學校

定位與專業發展趨勢，針對

學生畢業時應達成之具體學

習結果制訂教育目標，並據

此制訂至多五項學生畢業時

應具備之專業知識、技能與

態度等核心能力（基本素養）

為原則，並明確訂定各核心

能力（基本素養）之能力（素

養）指標；學生核心能力應

融滲校、院學生基本素養與

核心能力之內涵，並符合明

確、務實、可評量之原則。 

二、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課

程規劃委員會」應針對每一

核心能力（基本素養）規劃

相應之課程，制訂各課程達

成該核心能力（基本素養）

所佔之權重，並公布關聯性

明確之課程地圖。 

三、 各課程應有明確之「課程大

綱」，課程大綱應說明該課程

可達成之核心能力（基本素

養）以及其能力（素養）指

標；並明訂其學習標準、權

重與評量方式。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針

對評量結果不佳學生提供學

習預警與輔導協助。 

四、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依

據各課程之評量結果，以各

課程權重換算核心能力達成

的程度，並進一步製作每位

第五條 系所、中心課程規劃與

教育品質： 

一、 各系所、中心「課程規劃委

員會」應依據學校定位與專

業發展趨勢，針對學生畢業

時應達成之具體學習結果

制訂教育目標，並據此制訂

至多五項學生畢業時應具

備之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

等核心能力（基本素養）為

原則，並明確訂定各核心能

力（基本素養）之能力（素

養）指標；學生核心能力應

融滲校、院學生基本素養與

核心能力之內涵，並符合明

確、務實、可評量之原則。 

二、 各系所、中心「課程規劃委

員會」應針對每一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規劃相應之課

程，制訂各課程達成該核心

能力（基本素養）所佔之權

重，並公布關聯性明確之課

程地圖。 

三、 各課程應有明確之「課程大

綱」，課程大綱應說明該課

程可達成之核心能力（基本

素養）以及其能力（素養）

指標；並明訂其學習標準、

權重與評量方式。 

系所、中心應針對評量結果

不佳學生提供學習預警與

輔導協助。 

四、 系所、中心應依據各課程之

評量結果，以各課程權重換

算核心能力達成的程度，並

進一步製作每位學生之「學

1. 增列學位

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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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學習成效圖」。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至

少對各項核心能力學習成效

排名後 10%之學生提供學習

建議與協助。 

五、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透

過整合式課程，於修業最後

一學年進行總結性評量，評

量方式可包含「會考、口試、

專題研究、實習、專業學科

檢定考試、畢業論文、專業

技能實作、臨床技能檢核、

專業證照考試」等形式。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依

據評量結果提供學生學習建

議與協助。 

習成效雷達圖」。 

系所、中心應至少對各項核

心能力學習成效排名後

10%之學生提供學習建議與

協助。 

五、 系所、中心應透過整合式課

程，於修業最後一學年進行

總結性評量，評量方式可包

含「會考、口試、專題研究、

實習、專業學科檢定考試、

畢業論文、專業技能實作、

臨床技能檢核、專業證照考

試」等形式。 

系所、中心應依據評量結果

提供學生學習建議與協助。 

2. 製作學生

學習成效

的圖示，

不侷限

「雷達

圖」。 

第六條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

定期分析學生評量結果，同時應

蒐集師生、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

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並進行分

析，據此定期提出「教育品質自

我改善分析報告」，作為擬定單位

發展及自我改善計畫之依據。 

第六條 系所、中心應定期分析

學生評量結果，同時應蒐集師

生、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

習成效之意見並進行分析，據此

定期提出「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

析報告」，作為擬定單位發展及

自我改善計畫之依據。 

增列學位學

程。 

第七條  全校各單位需針對「自

我改善分析報告」相關之權責事

項進行改善。前項改善重點並得

以校務研究專題補助方式徵求計

畫進行改善，其改善重點與補助

內容由「校務研究專題審議小組」

審議，並定期公開成效。 

第七條  全校各單位需針對「自

我改善分析報告」相關之權責事

項進行改善。前項改善重點並得

以校務研究專題補助方式徵求

計畫進行改善，其改善重點與補

助內容由「校務研究諮詢委員

會」審議，並定期公開成效。 

本校「校務研

究專題補助

要點」業於第

159次行政會

議通過修正

「校務研究

諮詢委員會」

為「校務研究

專題審議小

組」，本條文

配合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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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為落實執行本校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業務，設立「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由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全體專任教師（含合

聘）、行政人員及相關培

育系所主管至少一名組

成，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擔任召集人，負責督導

及協調工作小組之執行。 

四、為落實執行本校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業務，設立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由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全體專任教

師（含合聘）及行政人

員組成，並由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負責督導及協調工作小

組之執行。 

依據「新一週期大

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自訂評鑑機制

認定簡報再審審查

意見：「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建議除師培中

心人員外， 亦納入

師資培育相關系所

之代表」 

七、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

畫，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應包含評鑑項目、基本

指標及關鍵指標： 

(一)評鑑項目 

1.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2.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3.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4.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5.學生學習成效 

6.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二)師資培育基本指標 

(三)師資培育關鍵指標 

七、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師

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

計畫，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應包含下列項

目：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七)師資培育基本指標； 

(八)師資培育評鑑關鍵指

標。 

依據「新一週期大

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自訂評鑑機制

認定簡報再審審查

意見：「有關評鑑

項目之呈現，建議

調整分為三大類：

（一）六大項目、

（二）基本指標、

（三）關鍵指標，

再依類分成各個項

目。」 

八、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

實施程序如下： 

(三)外部實地訪評階段(外部評

八、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之實施程序如下： 

(三)外部實地訪評階段(外部

依據「新一週期大

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自訂評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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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4.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

採分項認定，整體評鑑

結果認定標準分成「通

過」、「有條件通過」

或「未通過」。 

評鑑) 

4.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

果採分項認定，其結果

分成「通過」、「有條

件通過」與「未通過」。 

認定簡報再審審查

意見：「慈濟大學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實施要點」第八

點， (三)4 有關評

鑑結果，應刪除「其

結果分成…」的

「其」， 並應補述

「整體評鑑結果認

定標準」 

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報告

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

果報告書及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認定

結果應公告於本校網頁。 

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報告

書、評鑑結果、評鑑委

員意見應公告於本校網

頁。 

「慈濟大學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第十點公告之

「評鑑結果」，宜修

為「自我評鑑結果

報告書」 

 

 

 

「慈濟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小組每學年至少召開一

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原1年召開2

次修正為1年

召開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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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目的 

為提升辦學績效及建立自我改

善機制，慈濟大學特依據大學法

第五條及大學評鑑辦法訂定『慈

濟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目的 

為提升辦學績效及建立自我改

善機制，慈濟大學特依據大學

法第五條訂定『慈濟大學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配合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機制

認定意見表，增

加依據法源。 

第二條  評鑑類別與對象 

自我評鑑分為系所專業（含校內

具教學屬性之單位）、校務行政

及專案評鑑各類別，本校所有單

位皆需受評，各單位得依評鑑需

要訂定相關辦法。 

第二條  評鑑類別與對象 

自我評鑑分為系所專業（含校

內具教學屬性之單位）及校務

行政兩個類別，本校所有單位

皆需受評，各單位得依評鑑需

要訂定相關辦法。 

配合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機制

認定意見表，增

列專案評鑑，作

為訂定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要

點依據。 

第五條  評鑑辦理原則 

一、系所專業及專案評鑑由單位

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或其

他督導評鑑單位檢視之項

目擬定自我評鑑計畫執行

之。 

二、校務行政評鑑依大專院校校

務評鑑實施計畫要項擬定

自我評鑑計畫辦理。實地訪

評委員名單由主任委員核

定後聘任之。 

第五條  評鑑辦理原則 

一、系所專業評鑑由單位依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或其他督

導評鑑單位檢視之項目擬

定自我評鑑計畫執行之。 

二、校務行政評鑑依大專院校

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要項擬

定自我評鑑計畫辦理。實

地訪評委員名單由主任委

員核定後聘任之。 

配合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機制

認定意見表，增

列專案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