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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103 學年度第二次中心會議紀錄（公告版） 

會議時間：104 年 3 月 24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博雅教育中心會議室（教穡大樓 313） 

主 席：楊主任 淳皓               記錄：李溪泉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冊 

壹、主席報告：（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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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博雅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提請 討論。 

決議：經會議通過後，續提通識教育委員
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經 103.11.7 通識教育委員會 103

學年度第 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 
案由：本中心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改

善計畫案，提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1.經 103.10.31 通識教育委員會
103‐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 
2.已於中心網頁公告周知。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 由：本中心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改善計畫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 104.3.4 教學發展中心通知辦理。 

二、本中心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改善計畫表，如附件一（p.3~6 頁） 

三、檢附教發中心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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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深圳大學續簽校級學術交流與合作協議，暨本校通識教育委員會

與深圳大學文學院簽訂學術交流與合作協議事宜，提請 討論。 

說  明：（略） 

擬  辦：（略） 

決  議：（略）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13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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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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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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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項改善策略，並且確實執行： 

1.發函提醒任課教師儘量避免評分標準或課業要求更動，宜於開學初公佈的課綱中清楚說

明，若有更動，宜經過與學生溝通討論後，再行實施。又，該課程若有 TA，教師宜給予適

當訓練。 

2.發函提醒任課教師注意修課學生的學習背景，專業術語的解說宜儘量生活化，深入淺出，

使課程更能夠達到啟迪學生興趣和擴展多元視野的通識教育目標。 

3.加強宣導通識教育，強化學生對通識課程的認識：將於本學期製作通識教育 DM，製作通識

教育微電影在通識課堂上播放、於新生輔導課程中加入通識短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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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哲學類、國際觀類課程。 

5.發函鼓勵各任課教師依課程屬性適度採用小組合作學習方式，依課程需要分享教師個人人

生經驗心得。 

6.發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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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這些改善策略的成效頗佳，可以從兩方面佐證資料得到支持： 

1. 從教學反應問卷的量性資料來看：通識多元選修課程的總平均是4.32分比上學期進步0.04

分， 

顯示學生對本中心課程滿意度上升。 

2. 從教學反應問卷的質性資料來看:上學期學生對課程的建議或抱怨(例如部分教師的評分

標準變來變去；專業術語的講解方式艱澀難懂)不復出現。 

 

二､103-1 學期教學改善計畫表 

項目    博雅教育教育中心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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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教育中心 

3.5 分以下之課程
教學評量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百分比 課程數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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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老師能清楚說明教學目標及教學

大綱。 
4.00  4.75  4.34  .690  0.00% 0 

2.本課程教材內容有組織且適切。  4.01  4.75  434  .696  0.00% 0 

教 

學 

內 

容 3.老師的授課內容能切中主題，不偏離

教學目標。 
4.04  4.69  4.35  .697  0.00% 0 

4.老師對本課程教學認真負責。  4.00  4.75  4.37  ..693  0.00% 0 

5.老師不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3.79  4.75  4.39  .699  0.00% 0 

教 
學 
態 
度  6.老師留意學生的學習反應，並改善學生

的學習困難。 
3.93  4.67  4.28  .740  0.00% 0 

7.老師能清楚表達授課內容。  3.94  4.73  4.33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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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4.76  4.31  .729  0.00% 0 

教 
學 
方 
式  9.老師與學生互動良好，能鼓勵學生

投入學習。 
3.90  4.76  4.30  .741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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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4.73  4.30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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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4.65  4.29  .729  0.00% 0 

學 
習 
評 
量 

12.老師會將各項評量結果告知學生，適時

給予意見。 
3.91  4.69  4.28  .730  0.00% 0 

教

學

品

質 

13.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品質良

好。 
3.89  4.76  4.32  .710  0.00% 0 

本中心54門課程教學反映問卷平均得分是4.32分，高於校平均得分0.13分，也高於院

平均得分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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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很多基本音樂，用欣賞和尊重態度去聆聽其他國家

的音樂、「了解邏輯是甚麼，要如何運用」、「學到宜蘭歷史的可貴之處」、「對藝術有更

深入的認識以外,提升問題解決能力，學到系上專業課程學不到的東西」、「學到了許多

關於人際關係方面知識理論和處理方法  還有職場的應對進退」、「學到許多有關拉丁

美洲文化知識」等。 

(2)「社會科學領域」課程：「了解自己競爭的優勢在哪，有系統規劃未來」、「學習商業

上的倫理道德」、「再與人溝通上有新的體悟」、「了解如何處理著作權和法律問題」、「對

於溝通的技巧有更多的認知與認識更多的同學」、「透過實際踏查，了解台灣原住民組

文化之美」、「從老師那學到了許多關於人際關係方面知識理論和處理方法  還有職場

的應對進退」、「對愛情中的心理和生理成分有更深入了解」、「對時間更會管理」、「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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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國家組織如何有效運作」、「了解人生每一個階段的重要事情並提前做好心理準備」

等。 

(3)「自然科學領域」課程：「有了比以前健康的生活習慣」、「對養生與生命有更深一層的

領悟」、「學到環境解說的知識」、「學習樂器的科學」、「對於海洋資源更加了解，也讓

我們更了解國外的海外開發、運用資源」、「奈米的概念和應用」、「了解甚麼食物能吃，

什麼食物要避免」、「學到視窗軟體運用,讓我收穫滿滿」等。 

 

2. 代表性的學生建議： 

(1)TA 的應對技巧，不夠親切，與同學互動性差，講話口氣差。 

(2)有些教師晚下課，或占用學生休息時間，造成學生趕到下一門課教室已經遲到。 

(3)希望老師能夠點名，有些同學經常沒來，心裡有不公平的感覺。 

(4)有些教師對上台報告同學的批評言語偏向情緒性，讓同學十分難堪。 

(5)音樂課的音響品質差，不如上學期教室好，希望能夠改進。 

 

 

二、具體改善措施： 

1.發函提醒任課教師慎選 TA，並且給予適當與學生互動技巧的訓練，讓 TA 展現人際互動

的軟實力，作為學弟妹的示範。 

2.發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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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函建議任課教師適度點名，以顧及學生對公平性的感受，並且提高學生的出席率。 

4.發函建議任課教師對上台報告學生的講評儘量客觀，語氣中性，必要時可以要求重新找

老師報告一遍，並且給予學習協助。 

5.由於音樂教室拆除，目前暫借藝文沙龍上課，將改善喇叭的品質或洽借其他音效比較好

的空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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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近六成者了解並重視，然

亦有三至四成者持中立或負面看法，故而學校應加強對於通識教育之實質內涵及重要性

之宣導，以提高同學對通識教育正確之認知。 

2.校友認為對畢業後生活工作最有助益的課程：法律類(專利、訂契約)、管理與領導類、

職涯規劃類、哲學類、國際觀類。 

3.校友和雇主皆認為職場重要通識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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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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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改善措施： 

1.加強宣導通識教育，強化學生對通識課程的學習動機：將配合新一期教卓計畫，持續加

強學生的學習輔導，包括於課堂上透過通識教育微電影讓學生了解通識教育，在新生輔

導課程中加入通識教育單元，輔導學生選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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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力課程)、哲學類、國際觀類課程。 

3.發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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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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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學生對通識課程的學習態度：除了善用通識教育微電影於學期初向學生宣導通識

課程的重要性外，對於前幾周未出席學生，可於課堂上簡要重複課程大綱和評量重點，

加深學生的印象，提高學生對課程的心理準備。 

2. 增進教師對 PBL 學習法操作方式的嫻熟度：可多舉辦相關教師教學觀摩，或教師成長

社群活動。 

本中心將擬定兩項改善策略，回應教師的需求： 

1. 配合新一期教卓計畫，更新通識教育微電影的內容，並且上網，提供教師作為學習輔

導的補充材料。 

2. 配合新一期教卓計畫中的「問題導引，翻轉學習」方案，邀請對 PBL 或 AL 有興趣之專

任教師加入教師社群。 

填報單位(教學中心)：博雅教育中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