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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宣導說明會 成果分析 

為確保認證作業之周延及可行性，並使認證作業於試辦初期順利推

行，本中心於台灣北、中、南三區舉辦「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宣導說明會」，

於會後舉行綜合座談並開放問答，藉以傾聽、了解利害關係人，如政府部

門、社教機構、社區大學、基金會、人民團體及其他需求和意見。以下針

對宣導說明會之概況、與會人員建議及因應方法做一說明： 

壹、概況 

本中心於 95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及 8 日分別於台北、台中、高

雄三地以公聽會形式舉行「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宣導說明會」，計有 264

人參加，其中參與宣導說明會的單位，以人民團體及其他最多，佔全部與

會人數之 36.74%，次之為基金會站 28.03%，再者為社區大學佔 16.29%，

各與會單位之人數百分比統計如下表。 

表 3-1  宣導說明會與會人員人數統計 

 北區 中區 南區 合計 百分比 

政府部門 2 5 8 15 5.68% 

社教機構 17 8 10 35 13.26% 

社區大學 23 8 12 43 16.29% 

基金會 45 21 8 74 28.03% 

人民團體及其

他 

54 18 25 97 36.74% 

合計 141 60 63 264 100.00% 

 

 

就各區域而言，北區、南區以人民團體參與人數最多，中區則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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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與人數最多，政府部門在各區的參與人數最少，如下表所示。 

 

表 3-2 宣導說明會與會人員人數百分比（區域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政府部門 1.42% 8.33% 12.70% 

社教機構 12.06% 13.33% 15.87% 

社區大學 16.31% 13.33% 19.05% 

基金會 31.91% 35% 12.70% 

人民團體及其他 38.30% 30% 39.68%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與會單位在各區的參與率，政府單位的參與率以南區最高，社教機構、

社區大學、基金會和人民團體及其他以北區的參與率最高。就整個區域分

布而言，北區與會人數最多佔 53.41%，次之為南區佔 23.86%，最後為中

區佔 22.73%。 

表 3-3 宣導說明會與會人員人數百分比（單位別） 

 北區 

(53.41%) 

中區 

(22.73%) 

南區 

(23.86%) 

合計 

政府部門 13.33% 33.33% 53.34% 100.00% 

社教機構 48.57% 22.86% 28.57% 100.00% 

社區大學 53.49% 18.60% 27.91% 100.00% 

基金會 60.81% 28.38% 10.81% 100.00% 

人民團體及其

他 

55.67% 18.56% 25.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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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宣導說明會與會人員建議及因應方法 

以下為第二梯次(95.11.28-95.12.8)三場宣導說明會與會人員提出

的建議及疑問，綜合整理後分為十三大類： 

（一） 認證目標與範圍。 

（二） 課程範圍及課程名稱。 

（三） 認證流程。 

（四） 場地安檢。 

（五） 師資。 

（六） 審查程序。 

（七） 學員評量。 

（八） 學分證明書有效期間。 

（九） 學分採認。 

（十） 課程計畫變更。 

（十一） 課程認證有效期間。 

（十二） 規費。 

（十三） 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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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宣導說明會意見一覽表 

類別 與會者之建議與問題 本中心之釐清與說明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與其

他專業認證有何不同？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主要受理大學學士

班層級的課程認證，與其他專業認證或

證照制度有所區隔。 

 

一、認證目標

與範圍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制度

是不是鼓勵機構走向正規

化？ 

本要點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建構正規與

非正規教育體制之間連結的橋樑」，鼓勵

全民終身學習。 

財經類的課程屬於試辦的

認證範圍嗎？是屬於那一

個領域？道德教育、家庭

教育等生活能力是否屬於

認證的範圍？ 

財經類課程屬於社會領域，道德教育及

家庭教育亦屬於社會領域的課程。 

美容、美髮的課程屬於那

一類課程領域？社會領

域？還是藝術領域？ 

 

應視課程名稱決定，若是美術造型可歸

在藝術領域，若是一般美容技術可放在

社會領域。 

開設課程中若有分基礎、

進階、高階的程度，例如

基礎日語、進階日語、高

階日語，是屬一個課程或

三個課程？ 

 

基礎、進階、高階課程屬於三個不同程

度的課程設計，需分別送件申請。 

二、課程範圍

及課程名稱 

系列課程如何送件申請？ 大學的課程大多是以 2 學分、3 學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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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幼教課程分為七大領

域，有不同的課程組合而

成，如兒童身心發展、幼

兒教學、幼兒律動等課

程。可以一次送 120小時

的系列課程嗎？或者需要

拆開分別送件？ 

 

一個單位，專業課程如建築、會計等課

程會有 8 學分的設計，建議依不同課程

名稱分別送件申請，一個課程的學分數

勿超過 8 學分。 

課程名稱如何設計較為妥

當？未來才能被大學認

可？ 

建議參考大專院校之課程屬性與課程名

稱，方便未來學員進入大學抵免學分。 

申請認證一定要開課六個

月前提出申請嗎？在實務

運作上有其困難。 

目前審查流程已縮短為二個月，建議待

試辦之後，視實際狀況修正「非正規教

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第三條。 

三、認證流程 

審查時間是不是一定會在

二個月內公告認證結果？  

審查作業預計二個月內完成，每單月的

月底會公布認證名單。但若是未通過認

證，申請單位提出申覆的話，審查作業

就會延長。 

四、場地安檢 上課場所是向外面的機構

租借，須提具安檢證明

嗎？ 

請向租借單位申請上課場地的安檢證明

影本。 

五、師資 建議放寬教師資格，開放

未達大學講師資格之特殊

專長、特殊貢獻的技藝型

專家授課。 

將待試辦後檢討是否放寬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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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一定要有大學任教資

格及教師證，才符合規定

嗎？ 

師資不一定要具大學教師資格，只要具

碩士以上學歷即可。若是講師是大學畢

業，必須具 4-6 年相關教學或研究經

驗，並有專門著作者。 

一門課程若有多位講師合

開，需要填寫每一位老師

的學經歷嗎？ 

多位講師合開一門課程，在課程計畫上

需填寫每一位講師的學經歷背景，並符

合規定師資要求。若是邀請演講的講

師，就不必列在課程計畫中。 

外國講師可以擔任認證課

程的師資嗎？ 

師資以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

機構聘僱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可及管

理辦法」為原則。 

認證中心的審查委員大多

是在大專院校任教的老

師，這樣會不會過於侷

限？有些較為實務性取向

的課程，在審查上是否會

有不足？ 

1.認證中心的審查委員人才庫名單相當

多元，未來在審查課程計畫時也會與

每一位委員充分溝通審查的精神與標

準，以確保審查的公正性及客觀性。 

2.未來是否增聘實務取向、技術型審查

委員將提送評議小組會議及教育部認

可委員會討論。 

六、審查程序 

審查的標準為何？建議勿

用正規教育的標準來看待

所有非正規教育課程。 

1.認證流程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複

審的評分為四大項，包括課程設計

(40%)、師資質量(30%)、教學資源

(20%)及其他認定標準(10%)。 

2.審查時將重視非正規教育課程的特色

和教學發展重點，但也需兼顧正規教

育(大學)的審查標準，取得二者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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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七、學員評量 社大打分數較為寬鬆，是

否有一套客觀的評量標

準？ 

1.學員評量由任課教師自行決定，建議

教師依課程目標及學員需求，制定一

套完整的評量方法，包括上課參與、

書面報告、考試、成果展等。 

2.開課單位要注意學員的出缺勤狀況，

缺課超過總上課時數 1/6 者，即不授

予學分。 

學分證明書為什麼是十年

有效？每一個學科的知識

半衰期也不儘相同，建議

是否可以依課程領域、課

程名稱，制定不同的有效

期。例如人文、藝術、文

史類的課程有效期應更

長。電腦類技能可能為

3-5 年。 

將再送教育部認可委員會討論 八、學分證明

書有效期間 

學分證明書有效期間應改

為終身有效 

建議送教育部認可委員會討論，修正「非

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第六條。

未來學分證明的有效期，由認可的大專

院校認定。 

學分是否一定被一般大學

採認，或者由大學自行決

定？ 

尊重大學自主，持有學分證明者得依各

級各類學校之相關規定申請抵免學分。 

九、學分採認 

建議教育部宣導各大學採 1.95 年 3 月 20 日已邀請部分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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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學

分。 

如台大、台師大、致遠管理學院、高

師大、世新、台北科大、輔英、台南

大學、及社區大學全促會參與「非正

規教育課程認證學分採認說明會議」。 

2.建議教育部再召開大專院校說明會，

加強宣導。 

 

學員是否能透過此種方式

取得教師資格。 

若要取得教師資格，應依「師資培育法」

規定辦理。 

修畢四十學分可報考大學

之規定是否已通過？ 

教育部部務會報(95.12.7)通過並於 95

年 12 月 28 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50191616C 號令修正發布「報考大學

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未來只要年滿 22

歲，修習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四十學

分，具有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資格。 

如何輔導修過學分之學員

考上大學? 

建議可向開課單位詢問或上網查詢相關

資料。 

通過認證三年內，可以變

更師資嗎？ 

變更幅度以不超過 20%為原則。若是原

師資有特殊情況，如懷孕生產、出國進

修等情況，再由開課單位提出變更申

請。原則上，若是更換老師，視為新課

程。 

十、課程計畫

變更 

課程計畫變更幅度以不超

過 20%為原則，如何認

定？ 

在課程名稱、課程目標及師資不變動的

原則下，講師可以針對較新的議題或教

學方法做適度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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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課程認

證有效期間 

通過認證之後，若在半年

內無法開課是否可以保留

認證三年？ 

課程認證有效期間三年，若通過認證半

年內都未開課，認證中心將會了解實際

狀況，決定是否到機構訪視。 

申請規費是由申請單位負

擔，還是要跟學員收取？ 

申請規費由申請單位(開課單位)負擔，

每一學分收費 2000元。 

課程認證費用過高，是否

能轉嫁至學員，向學員加

收學分費? 

申請單位上課之收費規定，認證中心並

不予規範，請自行計算成本並評估學員

反應。 

十二、規費 

繳納的規費若未認證通過

會退還嗎？ 

初審通過後所繳納的規費一律不再退

還。 

十三、數位學

習 

認證制度是否將遠距學習

課程排除？ 

認證中心也受理數位學習的課程，但有

關遠距學習的部分，將依教育部數位學

習課程認證相關辦法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