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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105學年度第 1次中心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105年 10月 7日中午 11時 10分 

會議地點：社群討論室(經德 2樓藝術廊道-社群討論室) 

會議主席:陳 復主任      紀錄:黃珮鈞 

壹、主席報告： 

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本中心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

改善計畫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105/4/15 第 4 次通教會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通過。 

二 

案由：國立宜蘭大學祁楨獎學金設置辦法，
提請 討論。 

決議: 經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 由：本中心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改善計畫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 105.2.22通識教育委員會通知辦理。 

二、本中心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改善計畫表，如附件一（p.2~6頁） 

三、檢附教發中心 104-2教學反應問卷統計分析報告資料，請參閱（略）。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續送通識教育委員會會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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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博雅教育中心教學改善計畫表 

說明: 

1. 依據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規定及本會「通識課程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改善機

制」，  各教學中心應於每學期第五周前召開教學改善會議，針對各項教學回饋意見提出

具體改善措施。 

2. 本表提供各教學中心召開教學改善會議討論和記錄之用，各教學中心得增列項目。本表經

主管核章之後，送本會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一､104-2學期具體教學改善策略的執行情形追蹤 

    本中心上學期共提出五項改善策略，並且確實執行： 

 104-1 學期具體教學改善策略 執行情形追蹤 效果評估 

1 提醒任課教師如果有配置教學助理（TA），請

慎選教學助理，並依據通識教育的博雅精神用

於輔助課程教學改善。並請有配置教學助理的

教師給予適當與學生互動技巧的訓練（如請其

參與通識教育委員會開設的通識 TA訓練課

程），讓 TA 展現人際互動的軟實力，作為學弟

妹的示範。  

已於博雅中心網頁公告週

知。 

104-2 學期有 1個相似質

性問題回饋 

2 提醒任課老師用多樣化方式來做回饋，請老師

可加強使用其他管道來展開互動學習 
已於博雅中心網頁公告週

知。 

104-2 學期已無相似質性

問題回饋 

3 提醒任課教師注意休息和下課時間，避免影響

學生的下一節上課時間或休息時間。 
已於博雅中心網頁公告週

知。 

104-2 學期有 1個相似質

性問題回饋 

4 提醒任課教師選擇合適方式做適度點名，以顧

及學生對公平性的感受，提高學生的出席率，

並善用期中預警機制來提醒出席率不佳的學

生。 

已於博雅中心網頁公告週

知。 

104-2 學期有 1個相似質

性問題回饋 

5 提醒老師博雅教育中心開設課程應具有應用性

與生活性，有同學表示有些課程專業術語太多

不太好理解，請任課老師多注意課程內容宜符

合通識教育的博雅精神，裨益學生修習該課程

能豐富生活與應用的體驗。 

已於博雅中心網頁公告週

知。 

104-2 學期有 1個相似質

性問題回饋 

6 建議任課教師對上台報告學生的講評儘量客

觀，語氣中性，如果學生報告成效不佳，必要

時可以要求重新找老師報告一遍，並且給予學

習協助。 

已於博雅中心網頁公告週

知。 

104-2 學期已無相似質性

問題回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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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4-2學期教學改善計畫表 

項目    博雅教育教育中心 104-2學期教學改善計畫表 

一、 

教學

反應

問： 

 

一、現況說明 

(一)整體統計分析: 

表一、各評量題項之分數分布狀況 

教學評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分以下之課程 

百分比 課程數 

教 

學 

內 

容 

1.老師能清楚說明教學目標及教學大綱。 3.86 4.67 4.36 0.69 0.00% 0 

2.本課程教材內容有組織且適切。 3.71 4.77 4.35 0.71 0.00% 0 

3.老師的授課內容能切中主題，不偏離教學

目標。 
3.71 4.77 4.38 0.70 0.00% 0 

教 

學 

態 

度 

4.老師對本課程教學認真負責。 3.97 4.77 4.43 0.71 0.00% 0 

5.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3.87 4.81 4.45 0.70 0.00% 0 

6.老師留意學生的學習反應，並改善學生的學習

困難。 
3.71 4.69 4.30 0.75 0.00% 0 

教 

學 

方 

式 

7.老師能清楚表達授課內容。 3.92 4.77 4.36 0.71 0.00% 0 

8.老師使用適當教學方法及資源，能引起學生學習

興趣。 
3.50 4.82 4.34 0.76 0.00% 0 

9.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能鼓勵學生投入學

習。 
3.64 4.70 4.33 0.74 0.00% 0 

學 

習 

評 

量 

10.老師評分方式與標準於事前清楚說

明，並能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效。 
3.71 4.68 4.35 0.72 0.00% 0 

11.老師適時給予學生作業、報告或考試

等評量方式，有效掌握學生學習效果。 
3.79 4.68 4.33 0.73 0.00% 0 

12.老師會將各項評量結果告知學生，適時給予

意見。 
3.71 4.65 4.31 0.74 0.00% 0 

教

學

品

質 

13.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品質良好。 3.79 4.74 4.36 0.71 0.00% 0 

本中心58門課程教學反映問卷平均得分是4.36分，高於校平均得分0.1分，也高於院平均得

分0.08分。五個教學構面的平均分數整體表現均高於本學院與全校，由此可瞭解學生對於

博雅中心的課程內容與教師教學具有相當高的滿意度。 

 
 (二)具代表性的學生質性回饋： 

1. 代表性的學生質性回饋： 

(1)「人文與藝術領域」課程：「可以在繁忙的正課中的得到一點休閒的科目，可以欣賞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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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學習壓力的環境下學習」、「對音樂的修養與培養也很重要，能使我提昇一定的內

涵」、「對自我的認識和了解，與同伴們的互動及溝通」、「學會欣賞對方的特質，並勇於表

達自我想法」等。 

(2)「社會科學領域」課程：「經過課堂的教學與自己的思考，我對於事情的看法跟以前不一

樣，對自己也更了解了」、「對於全世界的政治局勢更加了解，且老師都會從許多不同角度

提供不同的觀點和同學們一起討論，我覺得這種氣氛很好」、「訓練邏輯推理能力，能用科

學且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事情」、「全世界都在獎全球化，但上課之後才真正知道什麼是全球

化。印象最深刻的是旅遊 vs觀光。希望以後出去玩能以旅遊的方式去認識世界而不是觀

光」等。 

(3)「自然科學領域」課程：「很多知識可以應用在生活上，重要的是要學會思考，才能讓課

堂上的東西，變成自己的實戰經驗」、「老師很親切地很用心地教導我們很多身心學肢體開

發的動作和重點,謝謝老師!上完課我覺得我一定要努力活得很健康很有活力!」、「學習到

我專業知識以外的東西,有風能,太陽能,還有綠色生活.在每個磨課師課程都有豐富且詳細

的內容,課後的測驗題更能加深對內容知識的印象,特別是實作風扇,覺得有趣好玩!」、「雖

然非本科系的學生,但老師講解非常詳細,覺得園藝相當有趣,且老師有讓我們種植植物,看

到他們長大感覺很有成就感,老師也教我們在挑選蔬菜和水果的技巧,在生活上相當實用,

修這們課獲益很多」等。 

 

2. 代表性的學生建議： 

(1) 作業太多，一個通識課作業那麼重很累人。 

(2) 老師每次都很準時點名，會對學生造成一些壓力或是很匆忙趕來上課。可能是假期有點

多或是同學要上台報告，老師常常在趕進度，有些課上的很倉促、快速帶過。 

(3) 希望老師能認真聽學生報告，報告全程都不在是要如何對學生打分數? 

(4) 校外參訪的時間安排希望可以精確一點，不然浪費時間又沒有學到東西實在是很可惜。 

(5) 希望出去較遠的行程的時候，能多顧慮自行前往的同學。 

二、具體改善措施： 

1.發信提醒任課教師如果有配置教學助理（TA），請慎選教學助理，並依據通識教育的博雅精

神用於輔助課程教學改善，避免有勞逸不均的現象。並請有配置教學助理的教師給予適當與

學生互動技巧的訓練（如請其參與通識教育委員會開設的通識 TA訓練課程），讓 TA展現人

際互動的軟實力，作為學弟妹的示範。 

2.發信提醒任課教師注意休息和下課時間，避免影響學生的下一節上課時間或休息時間。 

3.發信提醒任課教師選擇合適方式做適度點名，以顧及學生對公平性的感受，提高學生的出

席率，並善用期中預警機制來提醒出席率不佳的學生。 

4.發信提醒老師博雅教育中心開設課程應具有應用性與生活性，有同學表示有些課程專業術

語太多不太好理解，請任課老師多注意課程內容宜符合通識教育的博雅精神，裨益學生修習

該課程能豐富生活與應用的體驗。 

5.針對有課程同學表示希望老師能認真聽學生報告，不宜報告全程人不在卻對學生打分數，

將發信給全體通識選修課程教師，希請留意，避免學生有感覺評量不公的現象。 

6.有同學反應校外參訪的時間安排希望可以精確一點，不然浪費時間又沒有學到東西實在是

很可惜，教師將在選課前兩週時就安排時間並告訴同學，事先能與參訪單位善做溝通，慎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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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TA）來執行課程各環節事項，裨益學生能真正從參訪過程中獲得相關體驗。 

二、 

學生

學習

成效

自我

評量

表 

   目前學生學習成效自評量表實施對象限於通識核心和共同基礎課程，未包含通識多元選修課

程，故無資料呈現。 

三、 

校友

和雇

主回

饋意

見 

一、現況說明：(依據通識教育委員會提供的校友與雇主對通識課程意見報告書，摘取與通識

選修課程有關的部份) 

1. 畢業校友通識課程是否有助於專業科目以外知識學習之看法，由結果顯示有七成一以上非

常同意或還算同意，另亦有兩成四校友持中立意見。 

2. 畢業校友於學校學習中通識能力實質增進狀況及其建議優先培養能力之比較，由結果呈

現，學校通識課程增進之能力及校友優先推荐者，整體來說還算相符，惟＂多元文化與國

際觀＂及＂創意思考與開發能力＂仍有改善的空間，尤在現今多元及全球化社會，此兩項

能力越顯重要，之後在通識課程之規劃或設計上或可再予精進。 

3. 通識課程對於專業以外課程學習及對生涯發展規劃之助益，雖有六七成校友同意，然亦有

兩三成校友持中立意見，顯示在這兩方面仍待加強。 

4.校友和雇主皆認為職場重要通識能力：「表達分享及溝通協調能力」、「自我學習能力」、「團

隊合作與人際互動能力」。 

二、具體改善措施： 

1. 有關「多元文化與國際觀」，本中心擬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增開幾門跨國文化課程，如

「韓國社會與文化」、「日本佛教與日本文化」，裨益增進學生相關素養。有關「創意思考

與開發能力」項目，未來將在開課前特別提醒教師將強此層面，尤其希望教師能提供專業

以外課程學習及對生涯發展規劃之助益。 

 

 

四、 

教師

的教

學改

善報

告書

建議

的改

善策

略 

    本中心專任教師於每一學期初皆須繳交個人針對上一學期教學的教學改善報告書，以 

下摘錄教師的重要改善策略： 

1、 相較於個人其他課程，此課程給予學生發表意見的機會較少，相對的，師生互動的機會亦

較少。在未來，個人希望課程講述的時間能減少，同時增加學生討論與發表的時間。 

2、未來將採用學生證感應點名，或不定期簽到方式，將出席率列入成績考量。報告分量則會

按課程內容適度增加。 

3. 加強教師的自我學習與改進教學方法。探討班級學生之特性，因必修因素而不得不修習此

門課程，占多大數，是為不爭的事實，但後面的希望學習到實用的知識占一半以上的人

數，可以推測雖為必修，但是仍希望獲得到實用的知識，對自己有幫助。故對教師而言，

是個正向提醒，努力完成課程的設計，幫助學生學習。 

4. 教師將特別在選課期間提醒同學，如無交通工具，或無法確認有同學能相互陪伴與共同成

行，不適宜修習本課。 

5. 教師未來開設本課程，將限制修課人數在 45人內，避免對當地環境帶來太大的負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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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6. 教師將在選課前兩週時就安排時間並告訴同學校外參訪事項，事先能與參訪單位善做溝

通，慎選教學助理（TA）來執行課程各環節事項，裨益學生能真正從參訪過程中獲得相關

體驗。 

7.105學年度第 2學期再增加 2堂課的實體上課時間，增加與學生的實體互動交流。 

 

就學生端本中心將擬定兩項改善策略，回應教師的需求： 

 

1. 在開學前一週會發信給全體教師，注意加退選限修人數相關規定事項，避免影響學生權

益。 

2. 未來在徵課時會提醒申請開課教師，本中心開設主要的是生活性與應用性的課程，宜增強

開課的實用意義，藉此呼應「創意思考與開發能力」，尤其希望教師能提供專業以外課程

學習及對生涯發展規劃之助益。 

填報單位(教學中心)：博雅教育中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