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請審查委員親臨現場 

說明課程審查標準 

 

✤強化非正規教育課程 

教學計畫撰寫要領與輔導 



審 

查 

課 

程 

人文領域宗教類相關課程 

 

社區大學（個人） 

佛教寺院、道教宮廟（團體） 

 

宗教、經典文獻、思想、 

哲學、生死學、 

歷史或傳記、音樂（梵唄）、 

儀式、文化、電影、 

實務、應用 



為何會有非正規課程認證？ 

 ✤非系統或非計畫性開課 

學員素質參差，相關基礎如何補足？ 

如何讓課程進行順暢？ 

開設課程是巿場導向或學員導向？ 

認證能帶給學員或教師什麼？ 

✤教師與課程：品質、品牌 

✤學員：終身學習、真的想學並學到東西 

談認證，就需有客觀與評分標準 

✤開課盲點 VS 從不同角度思維 

✤提供開課單位參考的綜合評述與改進建議 



教 

學 

過 

程 

、
教 

學 

相 

長 

 

✤享受教學過程的成長喜悅／動態 

✤有時訂定課綱， 

 但可能來修課的學員背景， 

 必須對內容作微調也不一定 

✤尤其有入門初級或高級的更是如此 

✤反思，是否有可能提供的資訊不夠明

確 



理論與實務配合✤ 

初階與進階（基礎） ✤ 

過去授課的經驗紀錄✤ 

學員對象✤ 



✤從格式本身的項目包括配分 

✤愈細愈能檢視，揭露各種訊息 

✤從頭至尾，瞻前顧後 

✤各個環節的全面整體掌握 

✤停看聽，予以斟酌，每次教學回饋， 

 適度調整修訂 

 

 



✤從教師角度 

‧教師要開設一門課程 

‧課程名稱 

‧各週主題 

‧教科書 

✤從學員角度 

‧想選修什麼課程 

‧學習內容是什麼 

‧評量方式可以接受否 

‧教師是誰 

✤教學綱要 

‧課程的內容 

‧授課的次序及連貫性 

‧不要散亂與重疊 

✤課程設計的整體配合 



✤課綱猶如一張地圖，協助學員按圖索驥， 

 透過循序漸進，終究達到學習的目標 

✤課綱猶如一則廣告DM，讓人望文生義，告訴

學員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課綱猶如一份菜單，讓學員依喜好進行點菜，

買不買單 

✤課綱猶如一種遊戲規則，告訴學員，需要參

與及接受評量的部分 



✤開課單位、開課時間、開課對象 

✤要作巿場區隔／獨賣？ 

 還是大學課程延伸，作為接軌用？ 

✤大專院校課綱之核心能力、核心素養 

✤課綱微妙建立起學員與教師的關係 

 包括對此門課程的期許或期待 

✤課綱能吸引人的目光， 

 也能拒人千里之外 

✤如何貼切，又能彰顯課程精神？ 



✤敘述段落長短適中，語義清楚，有助學員
對課程的瞭解 

✤授課課程內容的安排與適切， 

 能否與大專院校接軌， 

 宜參考大專院校課綱的編排 

✤課程內容各主題單元安排， 

 相類科目有其共通的基礎內容， 

 也能有特殊側重屬於教師的設計與安排 

✤安排合理與否，雖說能長能短， 

 是否有太過籠統之處？ 

✤具起承轉合的完整學習內容 

✤多元評量關涉課程設計的豐富 

✤太偏重失傾與其課名或主題悖離 

✤動態且整體的配合 



課 

程 

審 

查 

表 

課程審查評分指標 

評分項目 參考評分指標 

各子項

目實得

分數 

課程設計 

(40%) 

 

課程目標（補充參考：課程內容適合發

展的方向） 

/ 10 

課程大綱 

  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評量方法合

宜程度 

/ 10 

開班名稱、課程名稱 / 10 

學分給予、上課週數、時數 / 10 

師資質量 

(30%) 

師資(群)學經歷優良 / 15 

師資(群)專長與課程相符 / 15 

教學資源 

(20%) 

教學設備、設施 / 15 

教學場所、上課地點 / 5 

其他認定

標準 

(10%) 

經費預算、辦理單位 

由學者專家自行決定(如：資料豐富

性、多元性等) 

/ 10 

總     分                 分 【70分(含)以上為通過】 



40%	

30%	

20%	

10%	

審查指標

課程設計

師資質量

教學資源

其他

✤從審查的評分約

可  

    分為4大項 

–課程設計(40%) 

–師資質量(30%) 

–教學資源(20%) 

–其他認定標準
（10%） 

✤依配分比重前三

項 

   又是重點，9個較 

   細的項目 

 



課程介紹 明確陳述課程理念及教學內容相關資訊 

課程目標 明確分項陳述學員修畢課程能具備的能力 

教學方法 具體說明授課方式與配合的課堂活動 

評量方式 訂定明確的客觀評量項目及所佔百分比 

進度大
綱 

詳填各週授課的主題單元、內容及參考資料 

師資質量 明確陳述個人學經歷，並詳附佐證文件 

審 

查 

停
、
看
、
聽 



課 

程 

設 

計 

✤思維開設課程的屬性 

✤純理論類、純實務類、應用類、結合二者 

✤難易程度、入門、進階、專業（初級⋯⋯） 

✤背景知識統合與補足 

✤透過延伸閱讀或運用教學活動 



課程設計 
❶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補充參考：課程內容適合發展的方向) 

✤課程大綱 

    課程介紹太冗長，建議能予以整合精
簡 

    過於簡略，且內容模糊與格式不符 

✤雖描述清楚，但內容缺乏具體性 

✤可用分項予以具體條列 
  （見樹見林、課程定位坐標、總綱） 

✤用辭遣字要明確 

 

✤團體申請， 

 目前大都有一個總體目標或核心能力。 



✤課程目標、內容、與課名不相契 

 ① 課程目標太大 

 ② 課程名稱太大，課程內容太窄 

 ③ 課程名稱太窄，課程內容不夠細緻 

 

✤若要以課名訂調的話 

 則要修正授課的內容與主題 

 範圍不宜過於窄化 



✤主要使學員對課程能有基本的認知，

認識其背後的成因與哲理， 

 並扼要理解教學內容各單元的關係。 

✤課程進行安排上， 

 建議應從源起與派別，且調整次序， 

 再配以現代的實際案例講說演練，如

此有條理系統的介紹，方能使修課學

員有周全正確的認知。  



課程設計 
❷課程大綱 

✤課程大綱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及評量方法合宜程度 

✤理論與系統學習 

✤課程可以自主安排 

 但有些是有歷史性、邏輯性、發

展性（淺到深）、由理論到實務 



✤雖說是在宗教寺廟所開設的課程， 

 但不宜預設學員都已對開設課程具背景基

礎認知，除非此課程為其他相關課程的進

階課  

✤建議在第一週或第二週，對學員講授相關

的背景、派別、功法的內容，作一概論整

體的梳理介紹，讓學員有更宏觀的視野，

瞭解其位置，以利後續各週進度的開展及

學員學習的系統認識。 

✤建議再增列相關參考書籍，以助學員延伸

學習。 



課 

程 

內 

容 

✤敎科書、指定閱讀、延伸閱讀 

✤輔助自編講義 

✤跨領域則書籍需要較多 

✤羅列還是以與課程高度相關為主 

✤選擇貼切，難易適切，也是一門藝術 

 



✤一開始的破題， 

 與觀念概念整合， 

 與背景資訊的準備 

✤授課進度整合， 

 背景有完整而全面的認識， 

 不宜分開講述 

✤教學內容的次序  

✤以使教學內容具歷史的完整性， 

 也較契合所開設的課程名稱。 

✤屬性類似，予以整合 



✤增列參考書目 

   雖附上課程內容大綱及教學內容資訊， 

 參考書目似乎較少， 

 但在補充教材卻有相關羅列， 

 建議宜將編撰講義之相關書目 

 補列在教學大綱， 

 以提供學員選課及備課時 

 更充分有益之資訊。 

✤課程總結回饋 

   建議在教學進度的最後一週， 

 作課程的總回顧  

 

  



✤教材內容擇選 

   較有單一宗教色彩， 

 建議能以開放角度， 

 引介學員瞭解與尊重 

 多元宗教的生死觀。 

✤基礎理論補強 

    為避免學員對生死的看法會受到講者

主觀影響， 

 產生片面零散的觀念， 

 建議講者宜加強補充學員 

 生死學的基礎理論。 



✤檢附資料與授課大綱不一致 

    雖附上授課的課程內容大綱與簡報， 

 但在課程的授課次序與內容的連貫上， 

 有散亂與重疊的狀況， 

 宜修正此缺失， 

 以提供修課學員更充分、 

 有邏輯秩序的課程資訊。  



教 

學 

活 

動 

✤適切合宜或太單調 

✤有時不斷累績，多試幾次， 

 如同試水溫，或轉換不同方式型態，

看出學習效果 

✤不要呆板，僵化 

✤講授、討論、報告、參訪、展演 

✤具體說明教學方式及配合的課堂活動 

✤建議能有相關的網站與影片， 

 作為本課程的輔助，以豐富教學內涵 



✤教學活動進行 

    課程進度隨主題進行皆附上課程內

容大綱，每週多有「電影短片欣賞」

課堂活動，由於此課程為3學分課

程，建議補充教學進行方式， 

 譬如3小時是如何進行的相關資訊。 

✤註明清楚資訊 

    第12週為電影賞析， 

 建議如同第5週片名予以註明， 

 以提供學員充分有益的資訊。  



教學方法 

 

• 教學方法：講述法、影片欣賞。 

範例一：過於簡略、制式 

 

• 教學方法： 

• 講述法：教師講解理論內涵。 

• 分組報告：學員以兩人或小組方式，依老師講授主題，各週進行專
題報告。 

• 影片欣賞：藉由欣賞影片，並設計議題進行討論。 

範例二：具體說明教學方式暨搭配之課堂活動 

✤注意： 

具體說明教學方式及配合的課堂活動 



評分標準 

✤訂定明確且客觀評量項目及所佔百

分比 

✤過於籠統及偏重部份項目， 

 恐失去評量客觀性 

✤評分項目多元，除了豐富課程，也

能瞭解學員在各個面向的學習情形 

✤成果展、攝影、影音紀錄、掃描 

✤知情意行的發展 

✤考試安排的時間 

✤評量兩刃＝有時給予學員壓力，設

計妥當反而提昇其能力 



評量方式 

• 評量方式： 

• 上課參與佔 70% 

• 考試佔 30% 

範例一：過於籠統及偏重部份項目，恐失去評量客觀性 

 

•評量方式： 

•上課參與佔 30% 

•書面報告或閱讀心得佔 20%  

•成果展、作品集佔 30% 

•考試佔 20% 

範例二：訂定明確且客觀評量項目及所佔分百分比 

✤本項重點： 

訂定明確且客觀評量項目及所佔百分比 



✤課程設計、課堂活動與評量的配合 

    一項為「上課參與」(佔60%)， 

 如果是包括出席率、分組討論、 

 實習操作等面向， 

 建議讓學員知道細部的比重。  

✤原因乃在課程介紹與教學方法上， 

 皆提及實務經驗與實際操作， 

 課程主要屬於「實務操作」 

 建議在期末的評量能突顯本課程的實際

運用能力，這也是該課程能朝向機構特

色發展的賣點。 



✤考試的時間與方式 

 在教學綱要排定是在何週舉行， 

 是一次或是兩次， 

 是以筆試或其他形式，宜加以說明 

✤ 「成果展、作品集」(佔 30%)， 

 其形式為何？  



✤籠統與偏重 

  現有評量項目包括「上課參與」(70%)與

「書面報告或閱讀心得」(30%)， 

由於「上課參與」所佔的比重很高 

 

✤建議配合其教學方法修正為「上課參

與」、「分組討論」、「實際操作」等細

項，分別訂定各項百分比，以力求評量方

式之明確性與客觀性。 

 

✤在教學評量有一項是成果展，不是很確

定是否就是同學的平時作業，還是在期末

有另作專題報告，作為成果發表。 



課程設計 

❸開班名稱 

課程名稱 

✤社區大學／宗教團體機構課程（長年固定在

實施）／或是另外開發 

✤開班名稱、課程名稱（相關，必要與否）為

使送審之課程能與各大專院校接軌，凡申請非

正規教育課程認可之終身學習機構應遵守以下

課程命名與書寫原則 

✤主標應參考各大專院校課程以正式的學術用

語為命名原則。 

✤但為尊重機構之獨特性及行銷招生的需求，

較活潑的課程名稱得以下列形式刊載於開課機

構之招生簡章或相關文宣中 

✤課程名稱，太冗長較不宜 



課程設計
❹學分給予 

上課週數 

時數 

✤學分給予、上課週數、時數 

 （單元週次不配合）  

✤ 2學分或3學分 

✤ 36小時或54小時 

✤ 36小時，1次3小時，上課週數為12

次 

✤注意： 

 考試、影片賞析、演練實習、 

 參訪時間等安排之明確性 



師資質量
❶師資(群)

學經歷優良 

✤師資(群)學經歷優良（佔15%） 

✤理論課程：碩博、教學經歷 

✤實務課程：證照、獲獎、實務經歷 

✤課程評量意見 

✤授課教師的背景 

✤曾授過的課程、專業的訓練、出版的

專書及發表的期刊，都有加分作用 

✤注意： 

    學經歷資料的佐證檢附， 

 各項相關經歷及證明文件完備 

 



師資質量
❷師資(群) 

專長與課程相符 

✤師資(群)專長與課程相符（佔15％） 

 （學歷，教學，研究，實務持續相關） 

✤所列授課教師之簡歷，雖僅有大專學

歷，但其個人累積相當多的實務教學

經歷，實值得肯定 

✤但也建議在初期開辦， 

 能搭配一位較具有學術研究的學者作

理論基礎的介紹，除對修課學員之知

識與專業素養能予以提昇，亦能對本

課程有加分作用。  



教學資源 

❶教學設備設施 

✤後援部隊 

✤教學場域 

 提升學習效能 

✤相關佐證資料 

✤執照 

✤安檢 

✤照片 

✤因應課程延伸的配備需求 



教學資源
❷教學場所 

上課地點 

✤教學場所、上課地點（佔5％） 

✤上課地點教學設備、設施 

✤電腦與投影設備、白板或麥克風音響 

✤寺院宮觀具有的配置、藏書、活動資源及

宗教氛圍 

✤宗教儀式、養生、法會等實務活動 

✤需要操作演練與討論的硬體空間設施 



   其他認定標準 

經費預算 

辦理單位 

由學者專家 

自行決定 
(如：資料豐富性、多元性等) 

✤參考書目合宜 

✤質量的均衡 

✤配合課程重要權威書籍 

✤課程深淺、學員素質、人數多寡 

✤教科書與指定閱讀 

 



✤詳填課程計畫：涵蓋課程名稱、課程

目標、課程大綱 (含教學內容、方法及

評量方式)、授課時數及學分、師資學

經歷、教學設備及場所等 

✤備齊各項送審資料，進度大綱、師資

學歷證明文件、課程講義、學生學習記

錄或成果報告、教學實況影音檔案等 

 



✤課程設計－課程認證－課程進行－課程結束 

✤通過認證的自我反思 

✤教學現場反饋回應，覺察修正，進行自我體檢 

✤教學成效，實際教學情形，也關涉學術良心，

可以自製評量意見回饋單，累績教學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