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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之遠距教學課程填報說明 

一、本學期全校所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請配合學校每學期「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課程上網填

報作業，依據填報欄位（詳下），將當學期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資料輸入「課程填報程式」

(可於 http://ucourse-tvc.yuntech.edu.tw/→【下載專區】下載)，再交由學校統一彙整

人員併入全校課程資料檔，一併上傳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 

二、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 

(一)遠距教學定義：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

進行之教學。 

(二)遠距教學課程：指科目課程總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三)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指主要授課或大部分時數採非同步網路教學平臺進行者。 

(四)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指主要授課或大部分時數採同步視訊教學系統進行者。 

三、欄位說明：   

序號 填報欄位名稱 必填性 遠距課程需特別填寫說明 

1 課程名稱 必填  

2 課程英文名稱 必填  

3 學院中文名稱 必填  

4 系所中文名稱 必填  

5 系所英文名稱   

6 系科屬性碼 必填  

7 學程名稱    

8 分組    

9 年級   

10 開課老師 必填  

11 專兼任碼 必填  

12 教師分類碼 必填  

13 聘書職級碼   

14 學分數 必填  

15 每週上課時數 遠距課

程必填 

1. 遠距課程請填入每週「面授」及「同步遠距教學」之合計

上課時數。 

2. 若無法界定每週時數，填入每週平均時數（即學期總「面

授」+「同步遠距教學」時數除於總課程週數）。 

16 每週實習時數    

17 課程大綱 遠距課

程必填 

1. 遠距課程請輸入該門課程「教學計畫大綱」網頁

（html）或檔案（doc 或 pdf）之超連結網址，且能有

效連結閱覽。 

2. 格式須依據教育部規定之格式填寫(詳附表，下載網址：

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

https://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ucourse-tvc.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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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欄位名稱 必填性 遠距課程需特別填寫說明 

18 課程連結 遠距課

程必填 

1. 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為必填。 

2. 輸入該課程教學平臺首頁連結網址。(不需閱覽課程) 

19 備註 新開設

遠距課

程必填 

若為本學期新開設遠距課程，請註明「新開設遠距課程」文

字 

20 男學生修課人數 必填  

21 女學生修課人數 必填  

22 授課語言 1    

23 授課語言 2    

24 證照 1    

25 證照 2    

26 學制碼 必填  

27 部校定碼 必填  

28 科目類別碼 必填  

29 教學型態碼 遠距課

程必填 

教學型態 代碼 

遠距教學(同步) 2 

遠距教學(非同步) 3 

課堂教學+遠距輔助教學 

(同步、非同步) 
8 

 

遠距教學課程： 

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

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

教學方式進行者。  

1.遠距教學(同步)： 

指科目總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

行，且主要(或多數)採網路視訊系統，以同步教學進行者。 

2.遠距教學(非同步)： 

指科目總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

行，且主要(或多數)採網路教學平台，以非同步教學進行

者。 

3.課堂教學+遠距輔助教學(同步、非同步) 

本課堂教學有利用遠距教學授課，但遠距授課時數未達課

程總授課時數的二分之一，為輔助教學性質。  

30 國外合作遠距課程

碼 

遠距課

程必填 

1.請填入代碼，分類如下： 

選項 代碼 

否 0 

是 1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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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欄位名稱 必填性 遠距課程需特別填寫說明 

否：該遠距教學課程不是與國外合作之遠距教學課程。 

是 ：該遠距教學課程是與國外合作之遠距教學課程。 

2.若該課程為遠距教學課程(教學型態碼欄位為2、3、8)，

則此欄位為必填欄位。 

3.若有，須於教學計畫(教育部格式)之第18項「國外學校

合作遠距課程」填寫合作學校與校系所名稱。 

31 必選修碼 必填  

32 師資來源碼 必填  

33 全英語教學碼 必填  

34 全英語學程碼   

35 跨校選修碼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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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院校課程資源網之遠距教學課程填報說明 

一、本學期全校所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請配合學校每學期「技專院校課程資源網」課程上網填

報作業，依據填報欄位（詳下），將當學期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資料輸入「課程填報程式」

(可於 http://course-tvc.yuntech.edu.tw/→【下載專區】下載)，再交由學校統一彙整人

員併入全校課程資料檔，一併上傳際專院校課程資源網。 

二、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 

(一)遠距教學定義：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

進行之教學。 

(二)遠距教學課程：指科目課程總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三)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指主要授課或大部分時數採非同步網路教學平臺進行者。 

(四) 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指主要授課或大部分時數採同步視訊教學系統進行者。 

三、欄位說明：    

序號 填報欄位名稱 必填性 遠距課程需特別填寫說明 

1 課程名稱 必填  

2 英文課程名稱 必填  

3 科系 必填  

4 系科屬性碼 必填  

5 科系英文名稱   

6 學程名稱   

7 組別   

8 年級   

9 班級   

10 開課老師 必填  

11 專兼任碼 必填  

12 教師分類碼 必填  

13 聘書職級碼 必填  

14 學分數 必填  

15 開課時數 遠距課

程必填 

1. 遠距課程請填入每週「面授」及「同步遠距教學」之合計上

課時數。 

2. 若無法界定每週時數，填入每週平均時數（即學期總「面授」

+「同步遠距教學」時數除於總課程週數）。 

16 實習時數   

17 課程大綱 遠距課

程必填 

 1. 遠距課程請輸入該門課程「教學計畫大綱」網頁（html）

或檔案（doc 或 pdf）之超連結網址，且能有效連結閱

覽。 

2. 格式須依據教育部規定之格式填寫(詳附表，下載網址：

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

https://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course-tvc.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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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欄位名稱 必填性 遠距課程需特別填寫說明 

18 課程連結 遠距課

程必填 

1. 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為必填。 

2. 輸入該課程教學平台首頁連結網址。(不需閱覽課程) 

19 備註 新開設

遠距課

程必填 

若為本學期新開設遠距課程，請註明「新開設遠距課程」文

字。 

20 填表人   

21 男學生修課人數 必填  

22 女學生修課人數 必填  

23 授課語言 1  1.  

24 授課語言 2  2.  

25 證照 1   

26 證照 2   

27 部別碼 必填  

28 學制碼/學程碼 必填  

29 部校定碼 必填  

30 半全年碼 必填  

31 科目類別碼 必填  

32 教學型態碼 遠距課

程必填 

教學型態 代碼 

遠距教學(同步) 3 

遠距教學(非同步) 4 

課堂教學+遠距輔助教學 

(同步、非同步) 
8 

課堂教學+實習 (校內、校外)+遠

距輔助教學(同步、非同步) 
11 

遠距教學課程： 

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

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

學方式進行者。  

1.遠距教學(同步)： 

指科目總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

行，且主要(或多數)採網路視訊系統，以同步教學進行者。 

2. 遠距教學(非同步)： 

指科目總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

行，且主要(或多數)採網路教學平台，以非同步教學進行

者。 

3. 課堂教學+遠距輔助教學(同步、非同步)：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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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欄位名稱 必填性 遠距課程需特別填寫說明 

本課堂教學有利用遠距教學授課，但遠距授課時數未達課

程總授課時數的二分之一，屬輔助教學性質。 

4. 課堂教學+實習 (校內、校外)+遠距輔助教學(同步、非同

步)： 

本課堂教學與實習課程有利用遠距教學授課，但遠距授課

時數未達課程總授課時數的二分之一，屬輔助教學性質。 

33 國外合作遠距課程碼 遠距課

程必填 

1.請填入代碼，分類如下： 

選項 代碼 

否 0 

是 1 

否：該遠距教學課程不是與國外合作之遠距教學課程。 

是 ：該遠距教學課程是與國外合作之遠距教學課程。 

2.若該課程為遠距教學課程(教學型態碼欄位為3、4、8、

11)，則此欄位為必填欄位。 

3.若有，須於教學計畫(教育部格式)之第18項「國外學校合

作遠距課程」填寫合作學校與校系所名稱。 

34 必選修碼 必填  

35 師資來源碼 必填  

36 全英語教學碼 該課程

為全英

語教學

此欄位

必填 

 

37 跨校選修碼   

 

http://ace.mo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