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103.07.02 第 169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為落實全人學習護照（以下 一、為落實全人學習護照（以下 本點未修正。
簡稱本護照）之推動，依據

簡稱本護照）之推動，依據

「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

「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

護照實施辦法」第八條之

護照實施辦法」第八條之

規定，訂定「中國文化大學

規定，訂定「中國文化大學

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

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 二、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 一、為避免文字重複，將全人
習護照實施辦法第五條規

習護照實施辦法第五條規

學習護照項下分有 5 項

定，各項學習簽證活動認

定，各項學習護照活動認

學習簽證，各學習簽證

證標準採點數制，活動時

證標準採點數制，活動時

項下則為學習活動。

間在4小時以內者得認證1-

間在4小時以內者得認證1-

4點，4小時以上未滿8小時

4點，4小時以上未滿8小時

者得認證5-8點，8小時以上

者得認證5-8點，8小時以上

未滿16小時者得認證9-12

未滿16小時者得認證9-12

點，超過16小時者得認證

點，超過16小時者得認證

13-16點，單項活動以16點

13-16點，單項活動以16點

為限。各項活動認證點數，

為限。各項活動認證點數，

並得依重要性分為校辦

經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審

性、跨校性、全國性及國際

核後公告。

二、規範各項活動按重要性
得以獲得外加點數。

性等層級獲得外加點數，
經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審
核後公告。
三、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類別， 三、各項學習護照活動之類別， 一、以往 8 項學習護照是配
如下：

如下：

(一)德育簽證：含中華文化

(一)中華文化學習護照活

學習、課外服務學習

動：中華文化講座、倫

合 8 大核心能力而訂，
為避免文字重複，並考
量本校定位為最具中華

活動及其他德育相關

理與道德講座、中華

文化特色之教學型大

活動。

文化體驗活動及其他

學，因此改以五育均衡

有關中華文化學習活

發展為目標，改訂為五

動等四類。

育(德智體群美)學習簽

1. 中華文化學習活動
如中華文化講座、
倫理與道德講座、

(二)國際視野學習護照活

中華文化體驗活動

動：國際移地學習、國

及其他各類中華文

際學術交流、校園國

化學習活動。

際化活動及其他有關

2. 課外服務學習活動
如校園公共服務學

四類。
(三)藝文學習護照活動：藝

務學習、志工服務

文講座、藝文活動、藝

活動及其他各類課

文展演及其他有關藝

外服務學習活動。

文學習活動等四類。

(二)智育簽證：含外語學

(四)課外服務學習護照活

習、資訊應用學習活

動：校園公共服務學

動及其他智育相關活

習、社團與社區服務

動。

學習、志工服務活動

語學習講座、外語

及其他有關課外服務
學習活動等四類。

學習活動、外語能

(五)健康促進學習護照活

力檢定考試及其他

動：健康促進體驗活

各類外語學習活

動、健康促進研習課

動。

程、健康促進講座、體

2. 資訊應用學習活動
如創新思維講座、
創新思維活動、資

護照內容改以學習活動
方式納入各項學習簽證
之中。

國際視野學習活動等 二、單項活動若符合多類別

習、社團與社區服

1. 外語學習活動如外

證，並將原先 8 項學習

育競賽活動及其他有
關健康促進學習活動
等五類。

訊應用講座、資訊

(六)團隊學習護照活動：社

應用研習活動、專

團活動、班級經營活

業資訊講座、專業

動、團隊合作研習活

證照考試及其他各

動及其他有關團隊學

類資訊應用學習活

習活動等四類。

時以最符合活動簽證類
別為主，並需經過審核
程序審查。

動。

(七)外語學習護照活動：外

(三)體育簽證：含健康促進

語學習講座、外語學

學習活動及其他體育

習活動、外語能力檢

相關活動，如健康促

定考試及其他有關外

進體驗活動、健康促

語學習活動等四類。

進研習課程、健康促
進講座、體育競賽活

(八)資訊應用學習護照活
動：創新思維講座、創

動及其他各類健康促

新思維活動、資訊應

進學習活動。

用講座、資訊應用研

(四)群育簽證：含國際視野

習活動及其他有關資

學習、團隊學習活動

訊應用學習活動等五

及其他群育相關活

類。

動。
1. 國際視野學習活動
如國際移地學習、
國際學術交流、校
園國際化活動、兩
岸交流學習及其他
各類國際視野學習
活動。
2. 團隊學習活動如社
團活動、班級經營
活動、團隊合作研
習活動及其他各類
團隊學習活動。
(五)美育簽證：含藝文學習
活動及其他美育相關
活動，如藝文講座、藝
文活動、藝文展演其
他各類有關藝文學習
活動。
上列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

上列各項學習護照活動內容
及其認證點數，每學期另行
公告。

認證類別，經學務處會同
相關單位審核後公告；活
動內容及其認證點數，每
學期另行公告。
四、學習簽證認可之學習活動， 四、學習護照認可之學習活動， 一、將部分「學習護照」文字
除課外服務學習、團隊學

除課外服務學習、團隊學

習與移地學習等部份校外

習與移地學習等部份校外

活動場域授權學務處會同

活動場域授權學務處會同

相關單位認證外，須於校

相關單位認證外，須於校

內各館樓內舉行，包含陽

內各館樓內舉行，包含陽

明山校本部、大夏館、大新

明山校本部、大夏館、大新

館及忠孝館，且須設有固

館及忠孝館，且須設有固

定之簽到處。學生若以參

定之簽到處。學生若以參

與校外活動之紀錄登錄至

與校外活動之紀錄登錄至

本護照，須取得學務處認

本護照，須取得學務處認

可之出席證明文件、照片

可之出席證明文件、照片

或票根等出席資料或相關

或票根等出席資料，學務

學習心得，學務處得依照

處得依照上述各項學習護

上述各項學習簽證認證原

照認證原則核定點數。

改為「學習簽證」。
二、為因應替代認列，新增學
習心得項目。

則核定點數。
五、學習護照活動簽證方式，採 五、學習護照活動認證方式，採 一、將「認證」文字改為「簽
電子簽到方式為主，紙本

紙本與電子簽到方式併

簽到為輔。

行。

(一)備有電子簽到設備之

(一)紙本簽到表須包含學

活動辦理單位，須於

生學號，活動辦理單

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提

位於活動結束後一週

供簽到表電子檔予學

內繳交活動簽到表副

務處進行登錄。

本予學務處。

(二)因場地、設備或其他特

(二)備有電子簽到設備之

殊因素改採紙本簽到

活動辦理單位，須於

時，須包含學生系級、

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提

學號、姓名等資訊。並

供簽到表電子檔予學

證」。
二、認證活動因應電子化作
業，未來將以電子簽到
為主要認證依據。

於活動結束後於電子

務處。

簽到系統進行補登，
並於補登結束後一週
內提供簽到表副本及
電子檔予學務處進行
登錄。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登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登 本點未修正。
錄學習活動至學習護照：

錄學習活動至學習護照：

(一)不符合全人學習護照

(一)不符合全人學習護照

認證範圍之活動。

認證範圍之活動。

(二)活動辦理單位未提供

(二)活動辦理單位未提供

舉辦資訊之活動。

舉辦資訊之活動。

(三)經催交活動辦理單位

(三)經催交活動辦理單位

仍未繳交簽到表者。

仍未繳交簽到表者。

(四)簽到表資料不全或字

(四)簽到表資料不全或字

跡難以辨識者。

跡難以辨識者。

七、本要點規定每一項學習簽 七、本要點規定每一項學習護 一、將部分「學習護照」文字
證活動認證標準至少須達

照活動認證標準至少須達

18 點，方取得該項學習簽證

18 點，方取得該項學習護照

認證。學習簽證認證分為 5

認證。學習護照認證分為 5

等級，達到 18 點（含）者

等級，達到 18 點（含）者

為普級；40 點（含）者為銅

為普級；35 點（含）者為銅

級；60 點（含）者為銀級；

級；50 點（含）者為銀級；

80 點（含）者為金級；100

65 點（含）者為金級；80 點

點（含）以上者為達人級，

（含）以上者為達人級，獲

獲得達人級者另頒予學習

得達人級者另頒予學習護

簽證證書，以茲獎勵。

照證書，以茲獎勵。

八、轉學生得依其轉入年級之
入學年度，適用其畢業門
檻之規定及檢核標準。依

改為「學習簽證」。
二、在從寬認證之原則下，點
數較容易達成，因此增
加各級別之數字，以為
區隔。

一、本點為新增。
二、依比列訂定轉學生之減

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

免標準。

習護照實施辦法」之規定
其標準如下：
(一)轉入二年級上學期之
轉學生，畢業時各項
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8
點。
(二)轉入二年級下學期之
轉學生，畢業時各項
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5
點。
(三)轉入三年級上學期之
轉學生，畢業時各項
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2
點。
(四)轉入三年級下學期之
轉學生，畢業時各項
學習簽證均須達到9
點。

九、為激勵學生自主學習，本護 八、為激勵學生自主學習，學習 一、修訂點號，並修訂部分文
照訂有獎勵措施鼓勵通過

護照訂有獎勵措施鼓勵通

認證學生；獲獎名額及項

過認證學生；獲獎名額及

目視當年度預算編列而

項目視當年度預算編列而

訂，實行方式於每學期另

訂，實行方式於每學期另

行公告。

行公告。

字。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一、修訂點號。
實施；修正時亦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修正後全文
100年11月2日第166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07月02日第169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落實全人學習護照（以下簡稱本護照）之推動，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
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各項學習簽證活動認
證標準採點數制，活動時間在4小時以內者得認證1-4點，4小時以上未滿8小
時者得認證5-8點，8小時以上未滿16小時者得認證9-12點，超過16小時者得
認證13-16點，單項活動以16點為限。各項活動認證點數，並得依重要性分為
校辦性、跨校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等層級獲得外加點數，經學務處會同相關
單位審核後公告。
三、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類別，如下：
(一)德育簽證：含中華文化學習、課外服務學習活動及其他德育相關活動。
1.中華文化學習活動如中華文化講座、倫理與道德講座、中華文化體驗
活動及其他各類中華文化學習活動。
2.課外服務學習活動如校園公共服務學習、社團與社區服務學習、志工
服務活動及其他各類課外服務學習活動。
(二)智育簽證：含外語學習、資訊應用學習活動及其他智育相關活動。
1.外語學習活動如外語學習講座、外語學習活動、外語能力檢定考試及
其他各類外語學習活動。
2.資訊應用學習活動如創新思維講座、創新思維活動、資訊應用講座、
資訊應用研習活動、專業資訊講座、專業證照考試及其他各類資訊應
用學習活動。
(三)體育簽證：含健康促進學習活動及其他體育相關活動，如健康促進體驗
活動、健康促進研習課程、健康促進講座、體育競賽活動及其他各類健
康促進學習活動。
(四)群育簽證：含國際視野學習、團隊學習活動及其他群育相關活動。

1.國際視野學習活動如國際移地學習、國際學術交流、校園國際化活動、
兩岸交流學習及其他各類國際視野學習活動。
2.團隊學習活動如社團活動、班級經營活動、團隊合作研習活動及其他
各類團隊學習活動。
(五)美育簽證：含藝文學習活動及其他美育相關活動，如藝文講座、藝文活
動、藝文展演其他各類有關藝文學習活動。
上列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認證類別，經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審核後公告；活
動內容及其認證點數，每學期另行公告。
四、學習簽證認可之學習活動，除課外服務學習、團隊學習與移地學習等部份校
外活動場域授權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認證外，須於校內各館樓內舉行，包含
陽明山校本部、大夏館、大新館及忠孝館，且須設有固定之簽到處。學生若
以參與校外活動之紀錄登錄至本護照，須取得學務處認可之出席證明文件、
照片或票根等出席資料或相關學習心得，學務處得依照上述各項學習簽證認
證原則核定點數。
五、學習護照活動簽證方式，採電子簽到方式為主，紙本簽到為輔。
(一)備有電子簽到設備之活動辦理單位，須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提供簽到表
電子檔予學務處進行登錄。
(二)因場地、設備或其他特殊因素改採紙本簽到時，須包含學生系級、學號、
姓名等資訊。並於活動結束後於電子簽到系統進行補登，並於補登結束
後一週內提供簽到表副本及電子檔予學務處進行登錄。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登錄學習活動至學習護照：
(一)不符合全人學習護照認證範圍之活動。
(二)活動辦理單位未提供舉辦資訊之活動。
(三)經催交活動辦理單位仍未繳交簽到表者。
(四)簽到表資料不全或字跡難以辨識者。
七、本要點規定每一項學習簽證活動認證標準至少須達 18 點，方取得該項學習
簽證認證。學習簽證認證分為 5 等級，達到 18 點（含）者為普級；40 點（含）
者為銅級；60 點（含）者為銀級；80 點（含）者為金級；100 點（含）以上
者為達人級，獲得達人級者另頒予學習簽證證書，以茲獎勵。

八、轉學生得依其轉入年級之入學年度，適用其畢業門檻之規定及檢核標準。依
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之規定其標準如下：
(一)轉入二年級上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8點。
(二)轉入二年級下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5點。
(三)轉入三年級上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2點。
(四)轉入三年級下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9點。
九、為激勵學生自主學習，本護照訂有獎勵措施鼓勵通過認證學生；獲獎名額及
項目視當年度預算編列而訂，實行方式於每學期另行公告。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