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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日期：2012/07/21 

前言 

 自 101 學年度起課程大綱系統取消上傳單一檔案方式，授課教師須登入「課程大綱暨教材上傳

系統」逐項編寫課程大綱內容，同時將教材上傳功能與「授課進度」結合，教師可依週次上傳教材檔

案。(細節請參照後面各章節之說明) 

課程大綱編輯介面及教材上傳功能之介紹，分述於後。 

  

課程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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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大綱內容 

課程大綱系統包含下列項目： 

1.課程基本資訊 (由系統匯入) 

2.基本素養：中文、英文、資訊 (關聯性設定) 

3.核心能力：知識、技能與態度 (關聯性設定) 

4.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關聯性設定) 

5.課程學習目標：課程學習目標、先修課程 

6.授課進度：依週次填寫，並可依週次上傳課程教材 

7.教學方法：填寫百分比，各項總合須等於 100% 

8.課程教材：課程教材、教科書、參考書目、教學平台網址 

9.學習評量：填寫百分比，各項總合須等於 100% 

10.學習規範：有關上課的規則，如請假、遲交作業等規定 

11.備註：其他未分類之文字說明 

 

為簡化輸入介面，茲將上述欄位以填寫方式區分，共分為五大頁面： 

 課程基本資訊(由系統匯入，教師免填) 

 課程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專門議題之關聯性(關聯性設定) 

 課程目標與教材(文字欄位) 

 授課進度(文字欄位及教材檔案上傳) 

 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勾選及填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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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面 

一、登入 

(一)以個人 LDAP 登入本校「教職員工入口網」： 

 

(二)點選「教學」項下之「課程大綱暨教材上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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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視課程 

登入系統後，點選「期次」下拉式列表，可檢視不同學期之課程列表。 

 
請注意：101 學年度起，各系所將同時開設全學年之課程，請務必點選期次瀏覽上、下學期之課程，

並進行上、下學期之課程大綱編輯。(例如：1011 為上學期課程，1012 為下學期課程) 
 

三、進入編輯介面 

(一)點選「 」進入編輯介面。 

(請注意：非主授之教師可檢視大綱內容及上傳補充教材，但無法編輯大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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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選左方選單，逐一檢視並填寫各項欄位。 

  

 

 

 

 

顯示目前所編輯之課程名稱 

課程基本資訊(僅供檢視) 

點選此處可進行課程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專門議題之關聯性設定 

點選此處可編輯課程目標、參考書目等文字欄位 

點選此處可編輯每週之授課進度，並可依週次上傳教材 

點選此處可編輯教學方法及教學評量方式(採勾選及填入百分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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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編輯之項目左方將會出現「 」圖示(如下圖)，若未完成編輯則為空白。 

 

 (三)檢查是否已完成課程大綱編輯。 

1.點選「課程列表」即可回到課程列表首頁。(如紅色框線處) 

 

2.已完成編輯之課程，課程列表-「完成大綱」的欄位中會顯示為「 」，未完成編輯之課程則顯

示為「 」 

 

3.完成大綱編輯之課程，可點選 (圖示)將課程大綱內容另存為 Word 檔案，尚未完成之課

程則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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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綱編輯及教材上傳說明 

一、課程基本資訊 

點選左方選單之「課程基本資訊」即可檢視本課程之詳細內容。 

課程大綱之課程基本資訊係由「網路開課系統」資料匯入，授課教師不須填寫。 

課程基本資訊畫面如下： 

 

*授課教師如對課程基本資訊之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與開課單位聯繫確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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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1.點選左方選單之「課程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專門議題之關聯性」進行各項目之關聯性設定 

2.點選完成後請務必按下「儲存」，若有未選項目或未依規定點選之情況，將無法完成儲存。 

儲存按鈕如下圖所示： 

 
3.「暫存」功能僅提供暫時儲存編輯內容，必須按下「儲存」後出現「設定成功」才算完成編輯

(完成後左方選單會出現 [綠色圖示])。 

！請注意：原先已完成的項目(有綠色圖示)，在「暫存」時若有欄位未填完成，會清除該項目已

完成的狀態(會清除綠色圖示)，因此暫存後仍要按下「儲存」才算完成編輯喔! 

(按下「暫存」後暫存成功之參考畫面) 

(按下「儲存」後設定成功之參考畫面) 

4.若欄位上方出現紅色提示文字(例如：直接相關至少 1項)，表示該欄位尚未完成。 

如下圖紅色框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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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素養：係指校定基本素養之「學科學習能力」(中文、英文、資訊)。 

依課程內容所涉及之程度點選「無關聯性」、「間接相關」、「直接相關」 

 

(二)核心能力：即「技能與態度」、「知識」(選項由開課單位自訂) 

依課程內容所涉及之程度點選「無關聯性」、「間接相關」、「直接相關」 

 

特別注意事項： 

為配合教學評量系統之設定，教師設定課程關聯性時須注意： 

1、須於「技能與態度」選項中挑選 1~5項勾選為「直接相關」(最少 1項，最多 5項) 

2、須於「知識」選項中挑選 1~3項勾選為「直接相關」(最少 1項，最多 3項) 

教師所設定的「技能與態度」、「知識」之直接相關選項將匯入新版教學評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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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課程與專門性議題關聯性設定係為配合教育部調查案，請依實際授課內容勾選，若課程與下列議

題無關，請勾選「無關聯性」。一般來說，課程中應至少有一單元(或以上)內容確實談及某議題

時，才會將課程與該議題視為「間接相關」或「直接相關」。(如遇相關評鑑作業進行時，所涉及

專門性相關議題課程可能需要提供課程大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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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目標與教材 

1.點選左方選單之「課程目標與教材」開始進行各欄位之填寫。 

2.請先按下「編輯」按鈕開啟編輯功能，填寫完成後按下儲存即可。 

 *按下「取消」即可放棄編輯(不作變動)。 

*無法儲存時，請檢查各欄位上方之提示文字，修改後再按下儲存按鈕。 

*按下儲存按鈕時，系統會同時檢查所有必填欄位是否皆已填妥，請先編輯完成必填欄位，

再按下儲存按鈕。 

3.「暫存」功能僅提供暫時儲存編輯內容，必須按下「儲存」後出現「儲存成功」才算完成編輯

(完成後左方選單會出現  [綠色圖示])。 

！請注意：原先已完成的項目(有綠色圖示)，在「暫存」時若有欄位未填完成，會清除該項目已

完成的狀態(會清除綠色圖示)，因此暫存後仍要按下「儲存」才算完成編輯喔! 

 

 

4.若欄位上方出現紅色提示文字(例如：尚未填寫或超出字數上限)，表示該欄位尚未完成。未完

成之欄位上方會出現提示文字，如下圖： 

 
5.除「先修課程」、「教學平台網址」及「備註」外，其餘欄位皆為必填。 

6.填寫時應注意事項：(*必填欄位若沒有資料可填時，請填『無』) 

(一)課程學習目標：此為「*必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2000字元。 

(二)課程學習規範：此為「*必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2000字元。 

(三)先修課程：此為「選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500字元。 

(四)課程教材：此為「*必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2000字元。 

(五)教科書：此為「*必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2000字元。 

(六)參考書目：此為「*必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4000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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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平台網址：此為「選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200字元。 

(八)連絡方式：此為「*必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500字元。 

(九) office hour：此為「*必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300字元。 

 「office hour」係指教師在未排課時段可供學生諮詢的時間。 

*若同一教師有多門課程，聯絡方式及 office hour只要填寫一次即可(系統會將此二項已

存之內容自動匯入至其他課程，修改時亦會同步更新至其他課程。) 

(十)備註：此為「選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2000字元。 

四、授課進度（及教材上傳） 

1.點選左方選單之「授課進度」開始填寫每週授課主題或單元。 

2.請先按下「編輯」按鈕開啟編輯功能，填寫各週之授課內容後按下儲存即可。 

*按下儲存按鈕時，系統會同時檢查所有必填欄位是否皆已填妥，請先編輯完成必填欄位，

再按下儲存按鈕。 

*每週主題及單元擇一填寫即可。 

 

 

3.「暫存」功能僅提供暫時儲存編輯內容，必須按下「儲存」後出現「儲存成功」才算完成編輯

(完成後左方選單會出現  [綠色圖示])。 

！請注意：原先已完成的項目(有綠色圖示)，在「暫存」時若有欄位未填完成，會清除該項目已

完成的狀態(會清除綠色圖示)，因此暫存後仍要按下「儲存」才算完成編輯喔! 

4.若欄位下方出現紅色提示文字(例如：尚未填寫或超出字數上限)，表示該欄位尚未完成。未完

成之欄位下方會出現提示文字，如下圖紅色框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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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材上傳方式： 

A.按下 按鈕後會跳出選擇上傳檔案視窗，先選擇在電腦中要上傳的檔案後，再按下

開啟，最後按下畫面上方的儲存按鈕。 

B.出現檔案連結即表示上傳成功，如下圖框線標示處： 

 

C.若要刪除教材檔案，按下檔案名稱左方之 圖示即可刪除已上傳之檔案。 

D.可先於不同週次分別選擇教材檔案後再按下儲存，但儲存時間將視檔案大小及數量而有所

延長。 

E.若檔案過大，建議可先行壓縮檔案後再行上傳。 

6.補充教材： 

A.教師可依週次上傳課程教材，若仍有教材需要上傳，請利用表格下方「補充教材」上傳檔

案。 

B.每一位授課教師僅可上傳 1個補充教材檔案。 

 

7.填寫時應注意事項： 

(一)週次：由系統代入。(單、雙週課程僅須編輯單週或雙週之課程進度) 

(二)日期：由系統代入，但可自行編修，惟修改後將無法回復預設值，請自行斟酌是否修改。 

 *日期長度為 5字元，建議格式為月/日，例如 12/31。 

(三)每週之主題或單元擇一填寫即可，字數上限皆為 500字元。 

(四)教材上傳：此為選填項目，可依週次批次上傳檔案，檔案可上傳類型為*.zip、*.rar、

*.7z、*.doc、*.docx、*.xls、*.xlsx、*.pdf、*.ppt、*.pptx等，其它檔案類型煩

請使用壓縮檔案上傳。檔案名稱請勿包含特殊字元。(每一檔案大小以 5MB為限) 

(五)備註：此為選填欄位，字數上限為 500字元。 

(六)補充教材：此為選填項目，每一授課教師僅可上傳 1個補充教材，檔案大小以 5MB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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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 

1.點選左方選單之「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 

2.請先按下「編輯」按鈕開啟編輯功能，勾選所使用之方法並填入所佔百分比，完成後按下儲存

即可。(註：百分比欄位須填入整數且各項總合須等於 100)  

 

 

3.「暫存」功能僅提供暫時儲存編輯內容，按下「儲存」後出現「儲存成功」才算完成編輯(完

成後左方選單會出現  [綠色圖示])。 

！請注意：原先已完成的項目(有綠色圖示)，在「暫存」時若有欄位未填完成，會清除該項目已

完成的狀態(會清除綠色圖示)，因此暫存後仍要按下「儲存」才算完成編輯喔! 

4.「教學方法」及「學習評量」設定方式： 

 *先勾選所使用之教學方法，填入百分比(整數即可，請勿加上”%”符號) 

  

*「學習評量」之設定方式與教學方法相同。請注意兩者皆須完成才可按下儲存。 

5.如採用「其他」方式，請於下方「說明」欄位中說明採用方式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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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學方法」及「學習評量」與核心能力相關說明亦可於「說明」欄位中敘明。 

教學方法說明欄位：(字數上限為 1000字元) 

 

學習評量說明欄位：(字數上限為 1000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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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技能與態度」定義描述 
編碼 名稱 描述 

B1 閱讀理解 理解文件或文章中文句與段落的意義 

B2 積極傾聽 當他人說話時能注意聆聽，了解重點並適時發問 

B3 文字表達 透過書寫和他人達到有效溝通 

B4 口語表達 透過口語有效的傳達訊息 

B5 數學 用數學解決問題 

B6 科學 運用科學規則和方法解決問題 

B7 批判思考 運用邏輯與推理，評價不同觀點、方案與取向的優缺點 

B8 主動學習 主動了解某些新資訊在解決問題或做決策時的用途 

B9 學習策略 當學習或教導新事物時，選擇適當的方法和程序 

B10 監督 監督與評估自己、他人或組織的表現，以提出改善的方案 

B11 人際覺察 察覺他人的反應並理解其原因 

B12 合作 為完成任務，在團隊中調整自己以配合他人行動 

B13 說服 說服他人改變想法或行為 

B14 協調 在討論會議中，協商各種不同意見使大家達到共識 

B15 教導 教導或指導他人 

B16 服務導向 主動察覺並幫助他人 

B17 解決複雜問題 針對複雜問題認定其性質，搜尋並整理相關資料，發展與評估可行方案並付諸執行 

B18 作業分析 分析需求，規劃出新的作業程序 

B19 技術設計 調整或改進現有設備與技術，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B20 設備選用 挑選適當的工具和設備以完成工作 

B21 設備安裝 安裝設備、機器、線路或程式 

B22 程式撰寫與應用 電腦程式之撰寫與應用 

B23 設備監控 監控儀錶或其他指標，使設備正常運作 

B24 儀器操控 操作、控制儀器或系統的運作 

B25 設備保養 為器材進行週期性的保養 

B26 偵除錯誤 發現操作錯誤的原因，並解決問題 

B27 維修 使用適當的工具維修機器或系統 

B28 品質管理分析 透過檢測，評估產品、服務或程序的品質 

B29 判斷和決策 從成本與利益的觀點判斷出最佳的方案 

B30 系統分析 確定社會系統或技術系統的運作機制及環境因素對成果的影響 

B31 系統評估 評估社會系統或技術系統之效能、問題與矯正方向 

B32 管理時間資源 安排自己與他人的時間 

B33 管理財務資源 管理金錢支出效率與帳務管控 

B34 管理實體性資源 管理並恰當使用儀器設備和材料 

B35 管理人力資源 激勵、調度他人工作，使成員適才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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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名稱 描述 

B36 創意力 能流暢地進行分殊思考、產生點子之認知能力 

B37 原創力 在面對特定領域、真實情境或實際問題時，能提出新穎與原創方案之認知能力 

B38 彈性應變/適應 在多變環境中，能開放地面對不確定與模糊之心理能力 

B39 壓力調適 在壓力情境下，能有效且平靜地與壓力源共處之心理能力 

B40 主動任事 能主動迎接挑戰與責任、慣於積極任事的心理能力 

B41 追求卓越 能自我挑戰地設定合理目標、且能努力以赴之心理能力 

B42 韌性堅持 面對困難時能韌性地堅持以對之心理能力 

B43 實作能力 能將理論應用於實務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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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知識」定義描述 
編碼 知識名稱 知識描述 

1 數學 關於算術、代數、幾何、微積分、統計及其應用的知識 

2 物理 關於物理原理與定律的知識，包括在流體、物質、大氣力學與力學、電學、原子、次原子

等之結構和過程等的了解與應用 

3 化學 關於化學組成、結構、物性、化學過程與轉化等知識，包括使用化學藥品及化學作用、危

險標誌、生產技術和廢棄物處理等 

4 資訊與電子 關於電路板、處理器、晶片、電子設備、電腦軟硬體及程式的知識 

5 網路與電信 關於播放、轉換、控制及操作電腦網路與電信系統等知識 

6 工程與科技 關於工程科學與技術的實際應用知識，包括應用原理、技術、過程與設備，設計與生產各

種物品與勞務 

7 機械 關於機器與工具的知識，包括其設計、使用、修理與維護 

8 建築營造 關於房屋、道路結構之建築或修繕所牽涉的材料、方法、工具等知識 

9 設計 關於計畫、藍圖、製圖和模型製作等的設計技巧、工具與原理的知識 

10 生命科學 關於植物、動物等有機體的組織、細胞、功能、相互依存性及其彼此間與環境相互作用的

知識 

11 醫學 關於診斷、疾病治療、殘障等所需資訊和技術等知識，包括症狀、治療方式、藥物性質及

其與人體相互作用、預防保健措施等 

12 藝術 關於音樂、舞蹈、視覺藝術、戲劇和雕塑等創作與表演所需理論和技術的知識 

13 歷史與文化 關於歷史事件及其起因、指標及對文明與文化影響的知識 

14 傳播與媒體 關於媒體製作、通訊、傳播技術和方法的知識，包括經文字、口語及視覺等之傳播媒體 

15 教育與訓練 關於課程設計及教育訓練的原理原則及方法、個別和團體教學及訓練成效評量等知識 

16 心理學 關於人類行為表現、能力與性格的個別差異、學習和動機、行為及情緒異常的評量及治療

等知識 

17 社會學與人類學 關於團體行為及團體動力、社會發展趨勢與影響、人類遷移、種族、文化及其起源等知識 

18 哲學與宗教 關於不同哲學系統及宗教的基本原則、價值、倫理、思考方式、習慣常規及其對人類文化

影響等知識 

19 治療與諮商 關於身心功能失常的診斷、治療及復健的原則、方法和程序，及生涯諮商與輔導等知識 

20 本國語文與文學 關於本國語文結構與內容的知識，包括文字的意義、聲韻與寫作 

21 外國語文與文學 關於某一外國語文結構與內容的知識，包括文字意義、拼音、發音及文法 

22 人力資源 關於人員招募、選拔、訓練的原則、程序、福利津貼、勞工關係、協商及員工資訊等知識 

23 顧客與人群服務 關於顧客及人群服務的原則與程序的知識，包括顧客需求調查、服務水準及顧客滿意度的

評量 

24 管理 關於經營管理策略的制定、資源的分配、人力資源模型、領導技巧、生產方法、人員與資

源的協調等知識 

25 銷售與行銷 關於產品或服務的展示、促銷和銷售的原則和方法，包括市場策略、產品展示、銷售技巧

及銷售控制系統等知識 

26 經濟與會計 關於經濟和會計原則與工作、財務市場、銀行及財務資訊的分析與報告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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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知識名稱 知識描述 

27 法律與政治 關於法律、法典、法庭程序、判例、行政規章、行政命令、機構規則及民主政治程序等知

識 

28 行政 關於行政程序與管理系統等知識，包括資料處理、檔案管理、表格設計及其他行政程序 

29 生物資源與食品生產 關於種植植物、養殖動物、食品生產、食品保存與處理等技術與設備設置等知識 

30 地理與環境 關於描述地貌、海洋及氣團的原則與方法等知識，包括其區域特色、位置、與環境交互關

係及動植物與人類的分佈區域等 

31 公共安全 關於為有效促進資料、財產、制度與人身安全所需之設備、政策、程序與策略的知識 

32 生產與作業 關於追求有效生產所需的物流、製程、品管與成本的知識 

33 交通運輸 關於航空、鐵路、航海、道路運輸的原理與方法，及有關成本與利潤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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