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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104學年度第四次中心會議 

議程 

會議時間：105年 3月 28日中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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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博雅教育中心儀器設備費

編列，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項目如下後通過。 

105.2.24.通識教育委員會第 3 次

務會議審議通過，目前經費已核
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 由：本中心 104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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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改善計畫表，如附件一（p.3~7頁） 

三、檢附教發中心 1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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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 由：國立宜蘭大學祁楨獎學金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趙涵捷前校長為紀念本校生命教育研究室榮譽顧問趙金祁教授畢生提

倡求如理念，鼓勵誠實價值，關注通識教育的長遠發展，裨益科學與人文

獲致平衡，並感念趙金祁教授夫人林碧楨女士對趙教授理想的長年支持，

特將兩人名字合稱，設立「祁楨獎學金」，每年固定捐贈新台幣 3萬元，

藉茲獎勵本校符合申請條件且獲審核通過的在校學生。 

二、 國立宜蘭大學祁楨獎學金設置辦法草稿如附件二(p.8~11)。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1. 申請表加註「申請條件」勾選欄位、附件移除歷年成績單。 

2. 修正第五點加強敘述以徵件、個人申請方式進行。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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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 由：90周年校慶專案募款活動，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管協調會」會議紀錄

(如附件三)決議博雅教育中心須協助募款總金額為 98,000元 

二、各單位基本募款金額為 7萬元，其餘依據教師員額計算每位 7000元(專任

教師 4位*7000元)， 總計 98,000元(p.12~13)。 

擬  辦：  

決 議：如學校確認相關募款事宜則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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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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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改善策略，並且確實執行：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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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04.11.16 發通知給

各授課老師 

104-1 學期已無相似質性

問題回饋 

2 如教學助理員額來自博雅教育中心，每學期期

末請回報 TA 實施情況，作為下學期本中心配置

教學助理的參考，並將另行製作表格給配置教

學助理的老師填寫。 

已於 104.11.16 發通知給

各授課老師 

教發中心 104-1 學期已於

104/12/25-105/1/15進

行 TA 問卷調查，目前尚

在分析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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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16 發通知給

各授課老師 

104-1 學期已無相似質性

問題回饋 

4 提醒任課老師用多樣化方式來做回饋，如果學

生填寫回饋單的意願不佳，請老師提醒學生可

加強使用其他管道來展開互動學習。 

已於 104.11.16 發通知給

各授課老師 

104-1 學期已無相似質性

問題回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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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04.11.16 發通知給

各授課老師 

104-1 學期只餘 1個相似

質性問題回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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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16 發通知給

各授課老師 

104-1 學期已無相似質性

問題回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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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16 發通知給

各授課老師 

104-1 學期已無相似質性

問題回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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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16 發通知給

各授課老師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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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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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4.80 4.40  0.68  0.00% 0 

2.本課程教材內容有組織且適切。 3.98 4.82 4.40  0.68  0.00% 0 

3.老師的授課內容能切中主題，不偏離教學

目標。 
4.05 4.79 4.41  0.68  0.00% 0 

教 

學 

態 

度 

4.老師對本課程教學認真負責。 4.13 4.83 4.45  0.66  0.00% 0 

5.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4.15 4.84 4.46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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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4.74 4.33  0.72  0.00% 0 

教 

學 

方 

式 

7.老師能清楚表達授課內容。 4.09 4.83 4.39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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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4.86 4.37  0.72  0.00% 0 

9.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能鼓勵學生投入學

習。 
3.93 4.83 4.36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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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4.80 4.3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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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4.78 4.36  0.71  0.00% 0 

12.老師會將各項評量結果告知學生，適時給予

意見。 
3.95 4.78 4.35  0.72  0.00% 0 

教

學

品

質 

13.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品質良好。 4.02 4.83 4.38  0.69  0.00% 0 

本中心58門課程教學反映問卷平均得分是4.39分，高於校平均得分0.11分，也高於院平均

得分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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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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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文與藝術領域」課程：「各方面都有所成長，特別是未來規劃和思考方面」、「了解關

於西方音樂的歷史,分辨各時期音樂不同的特徵」、「老師在我們報告時，提出問題是讓我

們思考，所以我們在報告前先預想很多老師可能問的問題，想的越多，我們對報告就越了

解，讓我們自己思考是老師的教學方式，請老師繼續貫徹這個方式吧，謝謝老師」、「讓我

更了解生命的意義，不再於”活著”，而是怎麼活著」等。 

(2)「社會科學領域」課程：「老師強調了很多溝通上需要的技巧，在與人對話前須做好製碼

與解碼的整理，能讓溝通對話更順利」、「一開始以為文化人類學是門艱深晦澀的課，但是

上課後發現老師以簡單且幽默的方式，帶我們去進入這門課，而且老師會以很貼切的例子

來讓我們理解，我覺得這門課對之後我們在社會上的思維有很大的幫助，事情不只有單一

的選項，有時候還要考慮背後的意義」、「企業與職場倫理學到的不僅只是知識，更是讓我

檢視自己的行為是否有符合倫理；做報告的過程中，更幫助自己去加深認識系上未來工作

應具備的倫理操守，這門課真的很實用」、「有提高判斷事物謬誤正確與否性的提高,思路

想法也更清楚明晰了」等。 

(3)「自然科學領域」課程：「認識中醫基礎相關知識，學會找穴位並應用在自身身上，改善

身體狀況。」、「瞭解太陽能電池、風力發電、友善農業都有初步的知識瞭解」、「知道如何

救人救己,生命無價,學到很多知識,透過實際操作可以知道自己學到了多少」、「真正的在

課程中學到東西 並改變我對環境與其他事物的看法 這是我在學校修得最開心的課 沒有

之一」、「輕鬆但是有趣，深入淺出的教學令我記憶猶新，尤其是利用數位平台的教學模

式，讓我能更容易去規劃時間，學習變得更彈性也更有效率，不懂的地方或是忘記了也能

回去複習。總而言之，這是一門很棒的課程!」等。 

 

2. 代表性的學生建議： 

(1) 老師可以和同學多點互動，感覺只有上台報告和老師上課有點單調。 

(2) 因為要表達的東西太多了，導致後期上課一直在趕課，我覺得可以把一些影片大概撥個

重要的東西，然後提供影片位置給同學課後有興趣的自行查閱(可能透過數位學習園區或

是建立群組等方式)然後對大家報告的內容可以多嚴苛一點給予建議，不然有人做很爛還

自己評分 99啊... 

(3) 希望老師能在每組報告時，給予方向指引，有些小組報告時，實在令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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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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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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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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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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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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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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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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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校友自認對於通識教育內涵之了解程度及重視程度，雖有近六成者覺了解並重視，然

亦有三至四成者持中立或負面看法。 

2. 校友對母校通識教育之看法與滿意度：包含教師教學方式與態度、課程內容、課程多元

性、實用性、啟發性等，雖有五成左右持肯定態度，然亦有約四成者持中立看法，另有一

成左右不滿意。 

3. 在母校通識教育對其通識能力養成之助益程度，「表達分享及溝通協調」、「自我學

習」、「團隊合作與人際互動」等能力養成之助益上，有超過六成者認同其助益度，若加

上中立者，則在九成之上；覺助益度較低者為「外語能力」、「閱讀與寫作」、「科學探

索」及「資訊素養與電腦技能」等能力之助益，此也許與同學們對通識課程之認定範圍多

限於通識選修部份所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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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通識教育，包括在新生輔導課程中加入通識教育單元，藉由戲劇表演來引領學生更

認識通識教育的性質，強化學習動機。  

2.持續每一學期皆常態性開設法律類（訂專利契約）、管理與領導類、職涯規劃類（職涯培力

課程）、職業安全類、生命教育類、國際觀類課程。  

3.鼓勵任課老師課程期末報告多實施須經同學團隊合作從事完成的作業，如攝製紀錄片或微電

影，或聯合舉辦展覽。  

4.鼓勵各任課教師依課程屬性培養學生的表達溝通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創意思考能力和團隊

合作能力。 

四、 

教師

的教

學改

善報

告書

建議

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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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教師的自我學習與改進教學方法。 

2、 授課內容再做精細設計，設計出更活潑的教案，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3. 往後教學將減少影片播放，以符合學校規定；上課方式改為將請同學多陳述心得，或進行

分組報告，使同學更能了解防災的重要性。 

4. 從大學生命教育的角度來探索視聽教學與影像製作，不能不同時留意這兩個層面對大學生

命教育帶來的限制。視聽教學不論作為課程的主體或方法，都不應該讓生命教育被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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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策

略 

變成「有視聽」而「無生命」的教學，教師不能光靠聲光持續刺激期待引發學生的反應

（徵諸實際經驗，實體課程如過度使用視聽設備從事於教學，會使得學生對影像素材的反

應遞減），卻沒有引領學生藉由查證資料來相互討論與深層思考，因此其需要與其他教學法

相互搭配操作。即使攝製磨課師來從事於教學，如果有舉辦實體座談會，或與大學通識課

程或專業課程搭配開設，都較能藉由面對面的討論增強學習效果。師生從事於影像製作，

就是對視聽教學提供第一手重要補充教材，並使得師生能真正落實生命教育，這不僅是攝

製有關於生命教育的影片，更是對自家生命的滋養與拓展。 

5. 「民主法治與生活」分數之所以較高，可能與上課時經常討論時事議題有關，此乃因為這

些議題透過媒體傳播，廣為學生所周知，且較能引起學生興趣。其他課程或可仿效此一作

法，在課堂上置入一些與課程相關之時事議題，以供學生討論。另學生建議之部份，有些

或可提供參考，如增加討論時間，提升課程的趣味性等。但增加影片放映部份，因已達學

校所規定之上限，即每學期以四部片為限，故無法回應學生之要求。 

就學生端本中心將擬定兩項改善策略，回應教師的需求： 

1.本中心將加強舉辦教學法的相關講座，介紹各種不同類型教學法的特色與實作，提供給教

師更多教學知能成長空間。 

2.本中心將加強各類型教學社群的凝聚，鼓勵教師參與，期待教師間能加強教學實務經驗的

交流，裨益共同砥礪成長。 

填報單位(教學中心)：博雅教育中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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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祁楨獎學金設置辦法 

105.3.28.104年度第 3次中心會議通過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本校「受理捐贈獎助學金施行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宗旨：本校趙涵捷前校長為紀念本校生命教育研究室榮譽顧問趙金祁教授畢生提倡

求如理念，鼓勵誠實價值，關注通識教育的長遠發展，裨益科學與人文獲致平衡，

並感念趙金祁教授夫人林碧楨女士對趙教授理想的長年支持，特將兩人名字合稱，

設立「祁楨獎學金」，每年固定捐贈新台幣 3 萬元，藉茲獎勵本校符合申請條件且獲

審核通過的在校學生（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第三條  本獎學金管理運作： 

        每年 8 月底前由趙涵捷前校長將捐贈獎學金匯入本校專戶，由本校博雅教育中心受

理申請事宜。 

第四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獎勵就讀本校的學生共計 3 名，各頒發新台幣 1 萬元獎學金與獎狀

乙紙。 

第五條  舉辦相關徵件活動，由個人申請，符合下列申請條件（四擇一）： 

（一）撰寫論文研究趙金祁教授求如理念。 

       （二）實踐科學與人文的平衡有具體成果。 

       （三）認同誠實價值並持續在生活中落實。 

       （四）修習通識課程作業展現跨領域素養。 

第六條  申請時間：每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由本校博雅教育中心公告辦理，凡合

於前述資格者，應在公告截止日前填具申請表（如附件）向本校博雅教育中心申

請。 

第七條  審核方式：由本校生命教育研究室召集人召集委員組成相關委員會共同審核，決定

當年受獎人名單，將審核結果通知博雅教育中心，報請本校發給獎學金與獎狀。 

第八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與會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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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祁楨獎學金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 

姓名 
 性別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 

科系 
 

學制 

年級 
 

學號  
連絡 

電話 
 

通訊 

地址 
 

申請 

條件 

□撰寫論文研究趙金祁教授求如理念。 

□實踐科學與人文的平衡有具體成果。 

□認同「誠實價值」並有感人的事蹟。 

□通識課程期末報告展現博雅的素養。 

附件 

□ 推薦信 

□ 申請自傳 

□ 相關成果（自附並說明） 

□ 其他有利於申請的文件  

學生所

屬科系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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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祁楨獎學金 

推薦信 

學生姓名  系級  

推薦人姓名  職稱  

（請說明申請學生於成績單以外的研究、學習及處世情形） 

(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頁)       推薦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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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祁楨獎學金 

申請自傳 

學生姓名  系級  

（申請者請說明與申請條件相關的學思成長歷程） 

(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頁)   學生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