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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 

時  間：10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0 分 

地  點：南校區：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北校區：行政大樓三樓康寧廳 

主  席：張教務長 毓幸 

列席指導：黃校長 宜純、李副校長 惠玲、楊副校長 慕慈。 

 
壹、主席致詞 

1.教育部來函，107 學年度起各學制不能開設遠距課程，但因為有在職專班的科系以及部分科系

有開設的需要性，在以不影響學生的權益為原則，將就此商討應對方式。 

2.學生成績一事，請老師們在送成績前再要多省視，以免影響學生的權益及老師個人教師評鑑

的成績。 

3.關於學位證書格式改版一案，內容部分已經請應外科協助做另一次的確認，套印是否需要報

部核准，已在確認中，如果需要報部將協請秘書室協助報部。 
4.五專部英文門檻由各科自訂一案，請各科訂定後提教務會議討論。 

 
貳、工作報告 

前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次 決議案摘要 決議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 

1 

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

康寧大學專科部服務學

習課程施行辦法」，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1.107.01.22 鈞長核定通過修正。

2.107.01.23 校園公布施行。 

2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

院系∕單位擬開設遠距

教學課程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課務組 依決議辦理，照案實施。 

3 
變更本校各學制學位證

書格式案，提請  討論。 
修正後通過 註冊組 

1.依決議辦理，並訂於 1062 學期

啟用。 

2.因應學位證書格式改版，已分

別進行： 

(1)針對 1062 應屆畢業生進行

宣導說明、調查及校對英文

姓名。 

(2)採購 A4 橫式證書用紙。 

(3)協調資圖中心進行教務系

統報表改版。 

3.列於107年 3月 28日召開之行

政會議教務處註冊組業務報告

周知。 

4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

大學學士班學則全案修

正草案，提請  討論。 

修正後通過 註冊組 
1.本案經函報教育部後，於 107

年 3 月 12 日獲其回覆(臺教高

(二)字第 1070023519 號)，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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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說明意見修正、釐清與酌修

後再報。 

2.擬於草擬修正案後，依修正程

序提請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

議，再行函報教育部備查。 

5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

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

第 6 條、第 13 條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註冊組 

1.本案已於107年2月14日獲教

育 部 ( 臺 教 文 ( 五 ) 字 第

1070023518 號)核准修正後核

定。 

2.於107年3月16日於註冊組網

頁及校園公告周知。 

6 
外語中心英文能力畢業

資格檢定暨實施要點修

改，提請 審核。 

照案通過，五

專部英文門檻

由各科自訂 
商資院 擬陳請校長核訂後公佈實施，並

以電子公文會簽各學術單位。 

7 

擬修訂本校「教師授課鐘

點及鐘點費計算要點」，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授權教務處規

畫修正後通過
課務組 

依決議辦理，於 107 年 2 月 7 日

校園佈告及本處課務組網頁公布

週知。 

 

参、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更正台北校區學生 1061 學期成績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任課教師更正或補登學期成績辦法」第 5條 變更學生及格狀態（不及

格分數更改為及格或及格分數更改為不及格），需由教務長召開教務會議議決之，

任課教師應列席會議說明。 
二、北校區擬申請更正 1061 學期成績案件計有 7件(不及格分數更改為及格），條列如

下：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編號 
(請核單) 學生姓名 任課教師 課程名稱 更正原因 原成績 更正後成績

附件 1 
齊囿誠同學 
五企一忠

(106536135) 
周松和 
老師 

全民國防
教育 登記錯誤 58 

(不及格) 
78 

(及格) 

附件 2 
吳錚同學 
五資一忠 

(106534123) 
周松和 
老師 

全民國防
教育 登記錯誤 56 

(不及格) 
75 

(及格) 

附件 3 
林家甄同學 
五資一忠 

(106534141) 
周松和 
老師 

全民國防
教育 登記錯誤 57 

(不及格) 
76 

(及格) 

附件 4 
張方承同學 
五視四忠 

(106534141) 
徐偉鈞 
老師 一年數學 計算錯誤 16 

(不及格) 
80 

(及格) 

附件 5 
張維芯同學 
大幼二忠 

(105A13130) 
鄭美芳 
老師 兒童戲劇 登記錯誤 40 

(不及格) 
62 

(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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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編號 
(請核單) 學生姓名 任課教師 課程名稱 更正原因 原成績 更正後成績

附件 6 
陳歆婷同學 
大幼二忠 

(105A13132) 
鄭美芳 
老師 兒童戲劇 登記錯誤 40 

(不及格) 
62 

(及格) 

附件 7 
何暐淇同學 
大幼二忠 

(105A13510) 
鄭美芳 
老師 兒童戲劇 登記錯誤 50 

(不及格) 
72 

(及格) 

 附件順序 
附件 1：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齊囿誠同學 

附件 2：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吳錚同學 

附件 3：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林家甄同學 

附件 4：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張方承同學 

附件 5：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張維芯同學 

附件 6：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陳歆婷同學 

附件 7：教師更改或補送學生學期總成績請核單-何暐淇同學 

 
附件 1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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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件 4 

 
附件 5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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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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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7 年 3 月 20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70030972 號函辦理，如附件 8。 
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9、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 10，請參閱附件。 

三、 

擬辦：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函報教育部備查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 9「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10「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要點」修正後草案 

附件 8教育部 107 年 3 月 20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7003097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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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要點第四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四、各級專任教師須授滿基本

授課時數（兼行政職務得減授

基本時數），其超出部分再依

各部別之超支鐘點費標準支

給。部別以主要授課時段為依

據。 
（前略） 
（二）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

超鐘點數日間、夜間、

假日合計以 6 小時為

限，超過 6 小時者仍以

6 小時計算。 

四、各級專任教師須授滿基本授

課時數（兼行政職務得減授基本

時數），其超出部分再依各部別

之超支鐘點費標準支給。部別以

主要授課時段為依據。 
（前略） 
（二）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超

鐘點數日間、夜間、假日

合計以 6 小時為限，超過

6 小時者仍以 6 小時計

算。 

一、依教育部 107 年 3 月

20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70030972 號函辦

理。 

二、酌修文字。 

 
附件 10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要點（修正後條文） 
民國 104 年 9 月 2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5 年 1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05 年 9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06 年 1 月 19 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一、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明確訂定本校各級教師應授課時數，並使超支鐘點費之核發

有所依循，依據「康寧大學職員工服務規則」訂定本要點。 
二、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鐘點數： 

（一） 教授 9 小時。 
（二） 副教授 10 小時。 
（三） 助理教授 11 小時。 
（四） 講師 12 小時。 
（五） 臨床實習指導 40 小時。 
（六） 短期約聘教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以上基本授課鐘點數，依學校狀況必要時酌予調整。 

三、專任教師兼任行政及學術主管減授鐘點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校長每週基本授課鐘點數 0 小時，超授鐘點以每週 4 小時為限、副校長每週基本授

課鐘點數 2 小時，超授鐘點依本辦法第 4 點規定辦理。 
（二） 該校區學生總人數達 2500（含）人以上者（不含碩士班學生），一級主管每週減授

5 小時，二級主管每週減授 4 小時。 
（三） 該校區學生總人數未達 2500 人者，一級主管每週減授 3 小時，二級主管每週減授 2

小時。 
（四） 專任教師符合上兩項之一者，始得支領超支鐘點費。 

四、各級專任教師須授滿基本授課時數（兼行政職務得減授基本時數），其超出部分再依各部別

之超支鐘點費標準支給。部別以主要授課時段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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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授課時數係以日間學制、進修學制計算為原則，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得併計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開授學分班之課程時數；併計後仍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得於次

一學期之超鐘點扣抵之。若連續兩個學期均未達基本授課時數且情形嚴重者則專案

處理。 
（二）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超鐘點數日間、夜間、假日合計以 6 小時為限。 
（三） 專任教師校外兼課應利用非到校時間，且以校內課程為優先。申請校外兼課者應於

學期開始前兩週簽請校長（副校長）同意始得為之。校外兼課時數含校內各學制超

鐘點數，合計每週以 6 小時為限，且校內超鐘點時數應高於或等於校外兼課時數。 
（四） 教師受記過以上或依教師評鑑結果，教師教學或評鑑成效需改善者，於事實發生後

三學年不得超授鐘點，亦不得在校外兼課。 
（五） 擔任本校推廣教育課程，其鐘點費支領規定依推廣教育中心給付標準辦理。 

五、本校所聘任兼任教師每週授課鐘點數至少 4 小時，至多以 6 小時為限。若因課程不可分割

或教師具特殊專長，經專案簽准者，其授課鐘點數得增至 8 小時。 
六、指導研究生論文。每指導研究生一名於畢業論文通過後發給指導費四千元，專任教師每學

年度以不超過 5 名為原則；兼任教師每學年度以不超過 1 名為限。專任教師退離職得繼續

指導至學生畢業為止，但不計入超支鐘點。若多人共同指導一位研究生時則平分之。 
七、本校專任教師之超鐘點費及兼任教師之授課鐘點費依本校鐘點費支給標準表計支；在職專

班授課鐘點費比照夜間鐘點費支給標準計支，唯日間部授課者，依日間部鐘點費發給。 
八、專任教師請假期間所遺課務應明訂時間補課，如需另請他人代課者，須經學校同意後商請

本校教師代課或依規定延聘教師代課，代課鐘點費支給悉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辦法」辦

理。兼任教師因事不能到校授課，以自行補課為原則，若需請人代課，其費用自行負擔。 
九、實習課任課教師需親自到場指導，各科實習鐘點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 按規定教師必需在實習單位現場全程指導學生實習者，按實際在場時數，以 2 小時

折算 1 小時計算鐘點費。 
（二） 專科部教師採定期或不定期赴實習場所巡迴督導或指導學生實習者，每班級按學生

實習學分數乘 1.2 倍計算鐘點費，但夜間部及假日專班按每班級學生實習學分數乘

1.3 倍計算鐘點費。其教師實習指導鐘點之核配算法為：學分數 × 倍數（日間 1.2
倍，夜間或假日專班 1.3 倍） × （教師所帶實習學生人數）／該班全體學生人數）。

大學部教師以學分數直接計算鐘點費。 
（三） 學期中實習指導列入專任教師授課總鐘點數計算，寒暑假實習指導，得列計專任教

師學期授課鐘點。 
十、本校專題及服務學習鐘點數計算方式如下： 

（一） 專題課程：專題學分數×1.2 倍×班級總數×（指導組數／專題總組數），惟授課時數

得列入專任教師授課鐘點數計算。 
（二） 服務學習、康寧勞作教育、服務學習與實踐等三門課程由所屬班級之導師授課，為

特殊課程，其授課時數不計入基本時數及鐘點數。 
十一、 共同授課之課程，授課時數應按月平均分攤，分段授課視同共同授課，應計算總時數比

率後按月平均分攤。 
十二、 本校教師暑（寒）期授課授課鐘點費按各級職之日間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辦理。 
十三、 大班上課鐘點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 79 人以下者，以 1.0 倍計算鐘點數。 
（二） 80 至 100 人者，以 1.2 倍計算鐘點數。 
（三） 101 人以上，以 1.3 倍計算鐘點數。 

十四、 各部別最低開班基準人數如下： 
（一） 專科部：30 人。 
（二） 大學部、進修學士班：必修 15 人；選修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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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所、研究所在職班：8 人。 
（四） 特殊班別經簽准者，不受上開規定限制。 
授課學生人數計算以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截止日（上學期 10 月 15 日、下學期 3 月 15 日）
之翌日為基準，若不足上開人數仍須開班者，應按修課學生人數比例核發專任教師授課之
超鐘點費，兼任教師不受此限。 

十五、 本校教師鐘點費計算及發放原則如下： 
（一） 鐘點費每學期以十八週計算，按實際授課時數計支鐘點費。 
（二） 實習、專題指導鐘點費因故未能與一般課程一同核算者，開課系（科）於當學期第

十二週前造冊簽核，逕送教務處併入期末教師超鐘點費一次發放。 
（三） 專、兼任教師之超鐘點費計算第一學期自 9 月 1 日起至翌年 1 月 31 日止；第二學

期自 2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十六、 教師因其他原因需增（減）鐘點數者，應由該教師所屬之聘任單位於每學期開學前以專

簽陳報，會辦教務處課務組、人事室、會計室，呈校長核准後為之。 
十七、 各系科因教學之需要得簽准分組授課，分組人數以 25 人以上為原則。 
十八、 專任教師帶職帶薪進修博士學位前三年或帶職帶薪短期進修者，學校得配合排課，惟課

程排定後，不得再任意調課。申請公假一日進修之教師不得支領超鐘點費及在外兼課兼

職。 
十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鐘點費支給標準表 

類  別 
支給數額 

備    註 
日間授課 夜間授課 

教  授 795 830 
一、 單位：新台幣元。 
二、 夜間授課時間為下

午六時以後。 
三、 假日授課比照夜間

授課。 
副 教 授 685 710 

助理教授 630 665 

講  師 575 615 

助  教 410 440 

 

肆、臨時動議 
 
伍、散  會 1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