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聯絡人：江汶儒專任助理 
聯絡電話：271-7031 

主旨：本校 108-2 學期高教深耕計畫各類創新教學 (總整、深碗、微學分及跨域

共授) 課程，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開放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補助課程說明如下： 
課程類型 課程設計方向 

總整課程 
總整課程需符合整合、收尾、反思及過渡四項功能，並能夠

確實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對應學系核心能力之具備情形。 

深碗課程 
以系所之基礎課程及核心課程為限，在原有課程學分外，增

加 1 至 2 學分選修課學分。應規劃不同形式並設計師生互動、

引導學生討論之非講授類課程。(不含實習或實驗課) 

微學分課程 主要為增強正式學分課程之不足，開課時數以每 9 小時，採

計 0.5 學分為原則。 

跨域共授課程 
由兩位以上不同領域之教師合作，共同開設並出席授課，設

計具跨領域整合創新內容之課程，共授方式可分為部分時間

共授及全時共授。 

二、為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方向，將優先補助導入營運型概念之課程。 
三、申請流程： 

1. 教師填寫課程申請相關表單，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前繳交申

請資料紙本及電子檔，電子檔請寄至 cwj@mail.ncyu.edu.tw。 
2. 教務處初審後通知申請學系及教師，課程請依規定提送系、院課程委員

會議審查，並於課程執行前檢送會議紀錄至教務處。 
3. 課程中辦理活動結束後，須繳交活動成果表單及照片原始檔，並於課程

結束後 2 週內繳交結案報告書及相關成果資料，教務處辦理相關活動及

成果展時，得邀請授課教師或教學助理分享或展示成果。 
四、各類課程計畫書、經費項目編列表及法規詳如附件。 

此致 
各學院(系)、師資培育中心、語言中心、人文藝術中心、國際處 
 
 
 
 

 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敬啟 

mailto:cwj@mail.ncyu.edu.tw


總整 

國立嘉義大學開設總整課程計畫書 

課程名稱  課程學分數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開課學期 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新開課程 □是    □否 

共同授課(無則免填) 
□ 教師：____________   專長領域：_________________ 

□ 業師：____________   專長領域：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欲聘請業師者，請務必於時程內另外提出申請。 

結案報告公開 本人同意將結案報告書公開於高教深耕計畫相關網站。 

申請補助總額 
(新臺幣：元) 

※補助額度每學期最高以 5 萬元為原則，每學年以 10 萬元為原則。 

學系整體課程規劃 
(包括基礎課程、核心課程以

及總整課程分別為哪些) 
 

課程大綱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課程欲培養與檢視的學系核心能力 

課程要求 
※修習本門課程前是否需要先修課程 

參考書目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共授方式規劃 (非共授課程者免填)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包括各項能力的評量方式與標準以及所占比重) 
※預期具體成果或成品(包括檢核點、完成期限、學習成效展現方式等) 
※請務必訂定或發展 Rubrics 評量指標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課程預期效益 
※包含質化及量化成果。 
※請說明該門課如何達到「總結性整合」的各項功能： 
一、促使學生整合系上哪些課程。 
二、讓學生反思學到了什麼?還有哪些不足? 
三、協助學生連結大學經驗及畢業後生涯(包括職場與研究生涯)。 
四、檢視課程內涵設計與核心能力及評量指標的關聯性。 

申請教師 單位主管 教務處審核結果 

 
  

 
 



總整課程經費項目編列表 

主軸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 109 年___月___日至 109 年___月___日 

課程總經費  申請補助款  其他配合款  

經費項目 
(請按照經費編列基

準表項目填寫)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業 
務 
費 

工讀費 
158 時  協助計畫活動之學生工讀金(學士生) 

170 時  協助計畫活動之學生工讀金(碩士生) 

講座鐘點費 
1,000 時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邀請校內教

師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座鐘點費 

2,000 時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邀請校外專
家學者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座鐘點費 

出席費(諮詢
費、指導費) 2,000 次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出席相關會議及諮

詢會議費用 

審查費  式  

邀請校外委員出席會議前先行對相關

文件所作審查(按字計酬：每千字中文

200 元、外文 250 元。按件計酬：中文

每件 810 元、外文每件 1220 元。)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1.91%(含鐘點費、

出席費、審查費、學生工讀費等) 

臨時人員勞、
健保及勞工退
休金 

 式  學生工讀之勞保費用 

國內旅費、短
程車資 

 人次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補助之旅費、參加
校外相關研習差旅費及運費(最高補
助嘉義-台北高鐵來回票價) 

 次  校外參訪交通費 

國內差旅雜費 400 人次  教師出差雜費 

保險費  人次  校外參訪學生意外保險費 

膳宿費 

 人/日  
課程、活動住宿費(依其原訂職等報
支，簡任級人員最高補助 1,800 元，學
生最高 1,600 元) 

80 人次  
辦理社群、活動、工作坊、講座、會
議或成果發表會等之膳食費(每人上
限最高 80 元) 

印刷費(含影
印費、裝訂費)  1 式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會議及成

果發表等資料影印之印刷費 

對學生之獎助  1 式  計畫辦理相關競賽之獎金 



總整課程經費項目編列表 

主軸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 109 年___月___日至 109 年___月___日 

課程總經費  申請補助款  其他配合款  

經費項目 
(請按照經費編列基

準表項目填寫)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場地布置、使
用費  1 式  計畫活動及成果發表等相關活動布置

及場地租借費用 
課程、活動材
料費  1 式  計畫需求之相關材料費 

物品費  1 式  
計畫業務所需使用之消耗品或非消耗
品(如滑鼠、隨身碟、錄音筆、記憶卡、
資訊電器延長插座、耗材等物品) 

雜支  1 式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計畫使用文具用
品、紙張、郵資、資訊耗材如墨水匣、
碳粉匣等 

小  計   元  

合  計   元  

授課教師  單位主管  

 
 



國立嘉義大學開設總整課程補助要點 
106年10月31日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5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與促進學生學用合一，鼓勵各學系開

設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俾供學生統整與運用所學，並就學系所要培育之學生核心

能力面向，進行學習成效總檢核，藉此回饋至學系整體課程規劃與教學成效之改善或精

進，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開設總整課程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總整課程，係指有關大學教育總結性整合式課程，目的在使學生整合並深化

所學，讓學習穩固完成。總整課程應能幫助學生回顧學習經驗，以接軌職涯發展，並協

助教師以及學系驗收與檢討教學成效與課程規劃。故總整課程之課程設計必須符合整合

(integration)、收尾(closure)、反思(reflection)及過渡(transition)四項功能，並能夠確實檢視

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對應學系核心能力之具備情形。 
三、總整課程實施方式可結合專題計畫、企業實習、服務學習、產學合作等面向，實施成果

可以多元呈現，包括：實體作品(模型)、電腦模擬、校內競賽、成果展或其他形式的設

計與實作。 
四、符合前述要點之課程，由該課程之開課單位填具申請表(含計畫書)提出申請，經教務處

審核通過後實施。惟每學期補助以一系一門為原則；獲補助之總整課程，由開課單位提

供教學助理，協助相關教學活動。 
五、每門總整課程依規劃內容以每學期最高補助五萬元為原則，實際補助額度得視計畫性質

與需求酌予調整，補助項目包含： 
(一)課程進行需製作模型或成品時所需之實驗實習材料費與雜支。 
(二)課程進行期間因技術或評量需要，邀請校外專家進行實務指導時所需之專家指導費。 
(三)進行校外教學、實地調查等所需之交通、保險費。 
(四)舉辦成果展和競賽活動所需之場地、佈展、印刷、膳食、工讀、評審等費用。 

六、獲補助之總整課程應於實施期間辦理一次教學觀摩或成果展示，邀請學系或學院教師參

加，且課程結束後二個月內應填具結案報告書(含課程實施影片剪輯十分鐘)至教務處；

教務處舉辦相關活動時，得邀請授課之教師及教學助理分享教學成果與經驗，並得錄影、

錄音及將相關資料置於教務處網站，供觀摩學習。 
七、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政府補助或本校自籌收入。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深碗 

國立嘉義大學開設深碗課程計畫書 
 

課程名稱  

新開課程 □是    □否 開課號  

課程類別 
□ 系基礎課程   □ 系核心課程 
※現行實習課或實驗課等，不適用於深碗課程。 

開課學期 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課程學分數  

授課教師  開課系所  

上課時間/地點  授課對象  

共同授課(無則免填) 
□ 教師：____________   專長領域：_________________ 

□ 業師：____________   專長領域：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欲聘請業師者，請務必於時程內另外提出申請。 

結案報告公開 本人同意將結案報告書公開於高教深耕計畫相關網站。 

原有課程需搭配深碗 
課程之必要性及形式 

 

課程大綱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課程要求  

參考書目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共授方式規劃 (非共授課程者免填)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包括各項能力的評量方式與標準以及所占比重) 
※預期具體成果或成品(包括檢核點、完成期限、學習成效展現方式等)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課程預期效益 
※透過執行深碗課程，預計對原有基礎或核心課程達到的效益。 

申請教師 單位主管 教務處審核結果 

 
  

※請於課程執行前檢附系課程及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非首次開課者，請檢附前次開設課程之院
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深碗課程經費項目編列表 

主軸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 109 年___月___日至 109 年___月___日 

課程總經費  申請補助款  其他配合款  

經費項目 
(請按照經費編列基

準表項目填寫)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業 
務 
費 

工讀費 
158 時  協助計畫活動之學生工讀金(學士生) 

170 時  協助計畫活動之學生工讀金(碩士生) 

講座鐘點費 
1,000 時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邀請校內教

師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座鐘點費 

2,000 時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邀請校外專
家學者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座鐘點費 

出席費(諮詢
費、指導費) 2,000 次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出席相關會議及諮

詢會議費用 

審查費  式  

邀請校外委員出席會議前先行對相關

文件所作審查(按字計酬：每千字中文

200 元、外文 250 元。按件計酬：中文

每件 810 元、外文每件 1220 元。)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1.91%(含鐘點費、

出席費、審查費、學生工讀費等) 

臨時人員勞、
健保及勞工退
休金 

 式  學生工讀之勞保費用 

膳宿費 80 人次  
辦理社群、活動、工作坊、講座、會
議或成果發表會等之膳食費(每人上
限最高 80 元) 

印刷費(含影
印費、裝訂費)  1 式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會議及成

果發表等資料影印之印刷費 
場地布置、使
用費  1 式  計畫活動及成果發表等相關活動布置

及場地租借費用 
課程、活動材
料費  1 式  計畫需求之相關材料費 

物品費、雜支  1 式  
計畫業務所需使用之消耗品或非消耗
品(如滑鼠、隨身碟、錄音筆、記憶卡、
紙張、文具、耗材等物品) 

小  計   元  

合  計   元  

授課教師  單位主管  



微學分 

國立嘉義大學開設微學分課程計畫書 

課程名稱  

新開課程 □是    □否 
開課單位序號 

(由系所填寫)  

課程類別 
□演講   □大師班  □活動(含展演、實作、田野) 
□實驗(實習、參訪、移地教學)  □工作坊 
□數位學習(遠距、磨課師、開放課程) 

開課學期 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課程學分數  

授課教師  開課系所  

上課時間/地點  授課對象  

共同授課(無則免填) 
□ 教師：____________   專長領域：_________________ 

□ 業師：____________   專長領域：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欲聘請業師者，請務必於時程內另外提出申請。 

結案報告公開 本人同意將結案報告書公開於高教深耕計畫相關網站。 

原有課程需搭配微學分 
課程之必要性及形式 

 

課程大綱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課程要求  

參考書目  

共授方式規劃 (非共授課程者免填)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包括各項能力的評量方式與標準以及所占比重) 
※預期具體成果或成品(包括檢核點、完成期限、學習成效展現方式等)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課程預期效益 
 

申請教師 單位主管 教務處審核結果 

 
  

※請於課程執行前檢附系課程及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非首次開課者，請檢附前次開設課程之院
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微學分課程經費項目編列表 

主軸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 109 年___月___日至 109 年___月___日 

課程總經費  申請補助款  其他配合款  

經費項目 
(請按照經費編列基

準表項目填寫)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業 
務 
費 

工讀費 
158 時  協助計畫活動之學生工讀金(學士生) 

170 時  協助計畫活動之學生工讀金(碩士生) 

講座鐘點費 
1,000 時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邀請校內教

師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座鐘點費 

2,000 時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邀請校外專
家學者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座鐘點費 

出席費(諮詢
費、指導費) 2,000 次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出席相關會議及諮

詢會議費用 

審查費  式  

邀請校外委員出席會議前先行對相關

文件所作審查(按字計酬：每千字中文

200 元、外文 250 元。按件計酬：中文

每件 810 元、外文每件 1220 元。)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1.91%(含鐘點費、

出席費、審查費、學生工讀費等) 

臨時人員勞、
健保及勞工退
休金 

 式  學生工讀之勞保費用 

膳宿費 80 人次  
辦理社群、活動、工作坊、講座、會
議或成果發表會等之膳食費(每人上
限最高 80 元) 

印刷費(含影
印費、裝訂費)  1 式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會議及成

果發表等資料影印之印刷費 
場地布置、使
用費  1 式  計畫活動及成果發表等相關活動布置

及場地租借費用 
課程、活動材
料費  1 式  計畫需求之相關材料費 

物品費、雜支  1 式  
計畫業務所需使用之消耗品或非消耗
品(如滑鼠、隨身碟、錄音筆、記憶卡、
紙張、文具、耗材等物品) 

小  計   元  

合  計   元  

授課教師  單位主管  



深碗&微學分 

國立嘉義大學彈性學分課程實施要點 
106年5月2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5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 
108年11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進行課程革新，以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與教師的有效教

學，衡量教學潮流與發展趨勢，針對課程架構及內容進行結構性的彈性改變，特訂定「國

立嘉義大學彈性學分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彈性學分課程為深碗課程及微學分課程： 

(一)深碗課程開課原則 
1.以系所之基礎課程及核心課程為限，在原有課程學分外，增加 1 至 2 學分。所增

加之學分數，以厚實學生自我學習份量為重點，力求專精而深研的課程規劃，以

培養學生較高層次的學習與認知能力。 
2.深碗課程所增加之每 1 學分(開課時數至多 2 學時)，應規劃不同形式並設計師生

互動、引導學生討論之非講授類課程，包括討論課、實作課或展演等。現行實習

課或實驗課等，不適用深碗課程。 
(二)微學分課程開課原則 

1.開課時數以每 9 小時，採計 0.5 學分為原則，依此類推。 
2.學生修習微學分課程得採計大學部各學系自由選修學分或通識課程選修學分，學

分由系統自動以整數學分計入，未達整數之學分則無條件捨去。(惟各學系自由選

修學分於必選修科目冊另有規定者，則依學生入學當學年度規定採計) 
3.學生於修業年限內選修微學分課程累計抵修以 2 學分為上限。微學分課程考核採

通過或不通過，不計入學期成績平均計算。 
4.微學分課程(增強正式學分課程的不足)包括演講、大師班、活動(含展演、實作、

田野)、實驗(實習、參訪、移地教學)、工作坊及數位學習(遠距、磨課師、開放課

程)等。 
三、課程可由 2 位以上跨系所且不同領域之教師全程參與共同授課，每位教師可依實際到課

時數計算鐘點，亦可採共時教學計算鐘點。教師開設微學分課程或深碗課程之鐘點費由

教育部相關計畫支應，惟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得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四、課程開設採申請審查制，以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為單位，由一位計畫主持人提出

課程計畫案，說明深碗課程或微學分課程之必要性與形式、師資專長、授課內容及預算

編列，並具體說明該課程如何培育學生核心能力，以及相對應知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於開課前一學期經系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領域課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

育課程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向教務處申請通過後始得開課。 
五、開課單位應於課程結束後兩個月內，提交執行報告(含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至教務處評定

其執行績效。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跨域共授 

國立嘉義大學開設跨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一、課程資訊(2 選 1) 
(一)開課形式一：結合 2 門原開課程 

開課學期 □全學年        學年度   □半學年         學年度 第      學期 

授課對象  

 主授 共授 

課程名稱   

課號/課程序號   

授課教師   

開課系所   

學分數   

上課時間/地點   

課程性質 □必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專長領域 

  

授課教師 
出席情形 

□全時共授(全學期均共同出席)       

□部分時間共授(部分週次共同出席：___週、預定共授時間：      ) 

跨領域及創新

整合之描述 

含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 

 
(二)開課形式二：新開 1 門課程 

開課學期 □全學年        學年度   □半學年         學年度 第      學期 

授課對象  

課程名稱  

課號/課程序號  

開課系所  

學分數  

上課時間/地點  

課程性質 □必修   □選修 



 主授 共授 

授課教師   
授課教師 
專長領域 

  

授課教師 
出席情形 

□全時共授(全學期均共同出席)       

□部分時間共授(部分週次共同出席：___週、預定共授時間：      ) 

跨領域及創新

整合之描述 

含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 

 
二、預期效益及成果形式 

 主授 共授 

課程預期效益 

非首次開課者，應提出前次課程評

鑑結果 

非首次開課者，應提出前次課程評

鑑結果 

預期成果形式 

例如：實作成品、連結企業辦理成

果發表會、辦理公開成果發表會

(請說明時間、地點等)、輔導學生

參加校內競賽展現實作成果、輔導

學生參加校外競賽(請說明參加競

賽名稱、競賽時間、地點、參加隊

數等)、辦理高峰論壇會(說明預計

辦理時間、地點)等 

例如：實作成品、連結企業辦理成

果發表會、辦理公開成果發表會

(請說明時間、地點等)、輔導學生

參加校內競賽展現實作成果、輔導

學生參加校外競賽(請說明參加競

賽名稱、競賽時間、地點、參加隊

數等)、辦理高峰論壇會(說明預計

辦理時間、地點)等 

 
三、課程大綱、進度及共授方式規劃 
(一)課程大綱(若為原開課程，可直接下載資料繳交)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關聯性 
1.具備基礎科學知識及延伸至有機、物化、分析、無機、化學生物、或材料等

領域之相關專業知識 
 



2.具備化學各領域中，學術或產學研究所使用各項技術(含儀器)之相關知識  
3.具備個人專業領域所需之知能，並瞭解專業領域之發展  
4.具備整合化學專業知識的能力，並創新思考將專業知識應用於理工醫農等其

他領域 
 

5.具備處理數據與收集資料的能力，能有效溝通與表達，且具組織性的邏輯思

考力 
 

6.具有發現問題、研究問題、進而解決問題之能力  
7.具備領導、管理規畫、團隊合作、與自我終身學習之能力  
8.培養具社會責任與國際觀之胸襟與思考  
◎本學科學習目標  

◎課程要求  

◎成績考核  

◎參考書目與學習資源  

◎教材講義  

 
(二)共授方式規劃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參觀實習   □其他：                        

 

 

(三)課程進度(若為原開課程，可直接下載資料繳交) 

週次 主授-單元主題 共授-單元主題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第 5 週   

第 6 週   

第 7 週   

第 8 週   

第 9 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授課教師簽章 

主授教師  

共授教師  

申請教師 單位主管 教務處審核結果 

 
  

※課程欲聘請業師者，請務必於時程內另外提出申請。 
※請於課程執行前檢附系課程及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非首次開課者，請檢附前次開設課
程之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跨域共授課程經費項目編列表 

主軸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 109 年___月___日至 109 年___月___日 

課程總經費  申請補助款  其他配合款  

經費項目 
(請按照經費編列基

準表項目填寫)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業 
務 
費 

工讀費 
158 時  協助計畫活動之學生工讀金(學士生) 

170 時  協助計畫活動之學生工讀金(碩士生) 

講座鐘點費 
1,000 時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邀請校內教

師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座鐘點費 

2,000 時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邀請校外專
家學者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座鐘點費 

出席費(諮詢
費、指導費) 2,000 次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出席相關會議及諮

詢會議費用 

審查費  式  

邀請校外委員出席會議前先行對相關

文件所作審查(按字計酬：每千字中文

200 元、外文 250 元。按件計酬：中文

每件 810 元、外文每件 1220 元。)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1.91%(含鐘點費、

出席費、審查費、學生工讀費等) 

臨時人員勞、
健保及勞工退
休金 

 式  學生工讀之勞保費用 

國內旅費、短
程車資 

 人次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補助之旅費、參加
校外相關研習差旅費及運費(最高補
助嘉義-台北高鐵來回票價) 

 次  校外參訪交通費 

國內差旅雜費 400 人次  教師出差雜費 

保險費  人次  校外參訪學生意外保險費 

膳宿費 

 人/日  
課程、活動住宿費(依其原訂職等報
支，簡任級人員最高補助 1,800 元，學
生最高 1,600 元) 

80 人次  
辦理社群、活動、工作坊、講座、會
議或成果發表會等之膳食費(每人上
限最高 80 元) 

印刷費(含影
印費、裝訂費)  1 式  計畫活動、講座、工作坊、會議及成

果發表等資料影印之印刷費 

對學生之獎助  1 式  計畫辦理相關競賽之獎金 



跨域共授課程經費項目編列表 

主軸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 109 年___月___日至 109 年___月___日 

課程總經費  申請補助款  其他配合款  

經費項目 
(請按照經費編列基

準表項目填寫)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場地布置、使
用費  1 式  計畫活動及成果發表等相關活動布置

及場地租借費用 
課程、活動材
料費  1 式  計畫需求之相關材料費 

物品費  1 式  
計畫業務所需使用之消耗品或非消耗
品(如滑鼠、隨身碟、錄音筆、記憶卡、
資訊電器延長插座、耗材等物品) 

雜支  1 式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計畫使用文具用
品、紙張、郵資、資訊耗材如墨水匣、
碳粉匣等 

小  計   元  

合  計   元  

授課教師  單位主管  

 



國立嘉義大學開設跨領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 
 

106年 10月 31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9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推動跨領域之教學創新，

鼓勵多位教師共同開授跨領域及創新整合式課程(以下簡稱共授課程)，特
訂定 「國立嘉義大學開設跨領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共授課程，係指由兩位以上不同領域之教師合作，共同開設並

出席授課，設計具跨領域整合創新內容之課程。共授方式可分為部分時間

共授及全時共授。 

三、共授課程之所有授課教師依各人實際出席上課時數計入教師每週授課時數，

每門課程授課時數總數至多以該課程學時數之 2 倍為限。教師得因開授跨

領域共授課程超支鐘點，但每學期至多以 4 小時為限，且全學年合併其他課

程之總超支鐘點數仍須符合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

辦理。但共授課程為原開課程，非新開設者或已另支領計畫鐘點費或演講費

者，不得再重覆支領本校共授課程鐘點費。 

四、主授教師應提具計畫書，經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領域

課程委員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向教務處

申請同意後開授，必要時教務處並得邀請校外專家參與審查。 

五、計畫書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課程資訊(含課程名稱、開課學期、授課教師、授課對象、課號與課程識

別碼、學分數、全/半年、必/選修等)。 

(二)跨領域及創新整合之描述(含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 

(三)課程大綱。 

(四)課程進度規劃。 

(五)共授方式規劃。 

(六)成績評量方式。 

(七)課程預期效益(非首次開課者，應提出前次課程評鑑結果)。 

(八)其他。 

六、共授課程應由主授教師負責統整學生成績，並用網路登分系統登分，登分完

畢並確認後即完成成績繳交。有關成績評量方式及繳交成績事宜，悉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課程主授教師應於課程結束後兩個月內，提交執行報告(含學生整體學習成效)
至所屬院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報告其執行績效後，續

提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備查。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