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期 !##$%&&

!"
追追追

!"#!"#$$%"

% !"#$%&'(&%)'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評鑑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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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評鑑項目

● 評鑑項目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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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1-1 辦理通識教育之理念及內涵為何？與現階段學校辦
學之教育目標如何呼應？

‧ 與通識教育規劃相關之校務發展計畫等資料
‧ 討論通識教育、確定教育目標與擬訂發展計畫之相
關資料

‧ 凝聚通識教育共識之策略、方式與實施情形之相關
資料

‧ 學校高階主管（如校長）參與通識教育理念訂定之
相關資料

‧ 理念與目標宣導之相關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1-2 通識教育辦學特色之規劃與落實情形為何？ 
1-3 通識教育與學院、系、所專業教育之融合情形為
何？

1-4 學校促使全校師生認識通識教育理念、目標（含
校、院基本素養）與特色之方式為何？

1-5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參考效標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2-1 依據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校（院）基本素養進行
通識課程（含全校共同必修課程，體育與軍訓除
外）規劃之機制，其運作情形為何？ 

‧ 通識課程之課程架構相關資料
‧ 通識課程之科目依據課程架構進行設計之相關資料
‧ 通識課程之審查機制與運作之相關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2-2 通識課程科目之設計，依據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之情
形為何？

2-3 通識課程與校、院訂定之基本素養或社會關注之倫
理議題（如：品德教育）呼應程度為何？

2-4 教師開設通識課程之審查機制與運作情形為何？ 
2-5 通識教育授課教師與選課學生對通識教育目標之認
同程度為何？

2-6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表一  評鑑項目一「理念、目標與特色」之參考效標和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表二  評鑑項目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參考效標和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 評鑑項目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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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項目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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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項目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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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項目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

我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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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3-1 授課教師之遴聘（含主動邀請授課）符合通識課程
開設需求之情形為何？

‧  授課教師學經歷之基本資料
‧  授課教師之通識教育相關著作基本資料
‧  三年內授課教師流動資料
‧  教師教學大綱
‧  教師自編講義或編製數位媒材之成果
‧  授課教師參與通識教育相關研討會與活動之資料
‧  評估學生在通識教育整體學習成效機制之相關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3-2 授課教師研究表現與授課科目之符合程度為何？
3-3 授課教師依據科目所能培養之基本素養與教學目
標，進行教學準備、改進教學設計和教材教法之情
形為何？

3-4 授課教師依據科目所能培養之基本素養與教學目
標，進行學習評量之情形為何？

3-5 授課教師提升通識教學專業能力之機制與運作情形
為何？

3-6 通識教育依據規劃之通識教育理念內涵及校（院）
基本素養，評估學生整體學習成效之機制為何？

3-7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參考效標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4-1 學習資源（含空間、經費、設備，及教學助理等）
符合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需求之情形為何？

‧ 軟硬體設施相關資料
‧ 學習資源之管理與維護相關資料或文件
‧ 年度專用經費資料
‧ 學生專用活動與學習空間之相關資料
‧ 與通識教育相關之潛在課程、多元學習活動資料
‧ 輔導學習預警學生之相關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4-2 通識教育配合課程需求營造學習環境（如潛在課
程）之情形為何？

4-3 通識教育配合課程需求規劃多元學習活動（如藝文
活動）之情形為何？

4-4 通識教育對學生學習輔導之機制為何？
4-5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表三  評鑑項目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之參考效標和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表四  評鑑項目四「學習資源與環境」之參考效標和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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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5-1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定位為何？

‧ 學校組織章程
‧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組織架構相關資料
‧ 行政人力資料
‧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相關會議資料
‧ 通識教育配合學校自我評鑑，進行自我評鑑與改善之相關資料
‧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平時運作之自我改善相關資料
‧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蒐集與分析畢業校友意見之機制與結果之相
關資料

‧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根據畢業校友意見之分析結果，進行自我改
善之相關資料

‧ 針對五年內最近一次通識教育評鑑或訪視之改善建議，執行自
我改善之相關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5-2 學校行政體系支持通識教育之運作情
形為何？

5-3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架構與人力
配置為何？

5-4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行政運作為何？
5-5 通識教育配合學校自我評鑑機制進行
品質改善之情形為何？

5-6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平時行政運作於進
行課程規劃、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
之品質改善情形為何？

5-7 通識教育蒐集畢業校友意見進行品質
改善之情形為何？

5-8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表五  評鑑項目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之參考效標和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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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精神，評鑑項目與參

考效標僅是共同參照架構而非唯一架構；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亦考量各受評單位之辦學特

色與行政運作方式各異，倘若大學校院實際

運作情形未能於既有之參考效標中呈現，亦

可自行於所屬項目增列效標，透過自主舉證

展現績效。+&#$%&A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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