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4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表 

申復單位：臺北基督學院通識教育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二、課程規劃

與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於 104 學年度設立之

基督教博雅核心課程中心

後，乃正式確立博雅核心

課程審核機制。惟對於校

核心能力之 8C 與核心必

（選）修課程之對應關

係，雖有會議記錄，但缺

乏理念論述與邏輯關聯

性。 

 本校 8C 核心能力之始由英文主

修所制定，經過無數會議討論後

推展成為全校性 8C 能力。其與

課程間對應關係，亦經多次會議

中討論而來，具完整過程與脈

絡，詳參附件會議紀錄與相關資

料。 

 附件 2-1-1 英文主修會議記錄 
    附件 2-1-2 五年計畫實踐策略 
    附件 2-1-3 五年計畫 2000-2005 
    附件 2-1-4 課程與核心能力對

應資料 

二、課程規劃

與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60 必修學分之博雅核心課

程，雖有課程架構，但缺

乏明確且具有導引功能之

課程地圖。 

 本校核心課程雖暫未有課程地

圖，但本校網頁中已呈現「基督

教博雅學系」的課程地圖（含核

心課程部分）。另具課程學分表

供學生參考。 

 附件 2-2 課程學分表 

二、課程規劃

與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在三大核心必選修之「人

文類」（五擇二），並未有

排除機制，雖依當日「實

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回應說

 關於核心必選修「人文類」是否

須排除機制，雖之前已初步討

論，且於「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

回應說明」中闡述，但針對該議

 附件 2-3 會議記錄 
 附件 2-4 本校博雅教育之設計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明」（頁 6），該校表示已有

此理念與作法，然尚未經

相關會議確立。 

題，經多次討論，基於博雅教育

理念以及全人觀念為基礎，且回

歸博雅教育的源流，「人文類課

程」呼應西方古典時代的七藝，

以及相對培養的能力（附件

2-4）。希冀學生不論主修為何，

均能對各類課程有所涉獵，並為

未來主修專業打下基礎。課程環

環相扣的功能大於排除機制，因

此，部分概論性課程仍暫保留在

核心必選修中。 
三、教師素質

與教學品質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依目前專兼任師資，負責

博雅核心課程必選修60學
分及其他相關課程之授

課，似嫌不足。 
 
 
 
 

 
 

 1.本校因受教育部核定學士班

招生名額僅 45 名限制，單靠學

費無法維持學校運作，需自行募

款的額度也較一般學校龐大，致

使需多方開闢財源以維持營

運。現已積極招收學分推廣班學

生以增加收入，更盼能爭取增加

教育部學士班招生員額。 
2.本校每年固定召開 SP 策略規

劃會議，定期檢視，師資部分實

已列入 SP 規劃中。未來將視財

務狀況、招生人數多寡等，擬定

專任教師員額，逐年增加。 

 附件 3-1  擷取 2016-2021 年 SP
策略關於師資員額部

分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三、教師素質

與教學品質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專任教師多負擔服務或行

政工作，壓縮研究時間，

學術能量仍有改善空間。

 本校定期均規劃教師發展訓練

日、研討會、教師音樂會等，分

享教學與研究學術成果，例如：

104學年度第一學期末校內教師

曾分享翻轉教育─1know 數位

學習平台應用成果發表。 
本校專任教師參與學術活動情

況如附件 3-2-3。 
 另外，教師授課時數減免問題，

亦於 104 學年度第二次教務會

議中討論，將持續改善。 

 附件 3-2-1 教師發展訓練、基督

教教育研討會  
    附件 3-2-2 104 學年度第二次教

務會議紀錄 
    附件 3-2-3 臺北基督學院專任教

師學術活動一覽

表 

三、教師素質

與教學品質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針對教學評結果分數較低

之課程，雖該專責單位表

示「教務處針對分數較低

的課程，分別約談教師與

學生」，然未見建立相關機

制。 

 本校訂有相關教師教學評量輔

導辦法，惟仍在討論階段，持續

調整相關機制中。 

 附件 3-3-1 相關討論之臨時教 
務會議記錄 

    附件 3-3-2 臺北基督學院教學

評量辦法(草案) 
    附件 3-3-3 臺北基督學院教學評

量輔導辦法(草案) 
三、教師素質

與教學品質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已依教育宗旨及六育

理念建立八項核心能力，

然未能落實於教學大綱及

學生學習成果評量表上。

 八項核心能力落實教學大綱中

已於會議中通過，同時透過學生

雷達圖呈現相關核心能力學習

成果。 

 附件 3-4-1 課程會議記錄 
附件 3-4-2 課程大綱草案 
附件 3-4-3 學生雷達圖 

四、學習資源

與環境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教室桌椅的安排仍屬傳統

排列方式，不利於博雅教

育重視的小組討論教學使

 本校教師在課程設計中，不乏小

組討論或分組互動之形式，甚至

設計不同教室桌椅排列方式，亦

 附件 4-1 教師授課空間情形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用。 不侷限教室內授課（如：附件

4-1），但礙於教室有限、課堂人

數不同，以及每堂課程屬性不

同，教師多於課堂前移動桌椅，

課後立即恢復為排列方式，以利

下堂課程不同需求的使用方式。

 

四、學習資源

與環境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書院教育以屬靈的生

活學習為主，並未善用在

宿舍生活所引發的公共議

題（如門禁管制），進一步

引導學生學習公民實踐的

精神與技巧。 

 1.本校定期召開各類型之座談

會議，如：教務信仰座談會、膳

食座談會等。透過學生自行推舉

代表，以及面對面與學校溝通的

過程，實踐公民選舉精神與技

巧。 
 2.關於門禁問題，自基督書院時

代起即有相關討論，甚至融入教

師課程設計，成為辯論的主題，

讓同學藉由辯論過程，培養公民

素養。 

 附件 4-2 座談會紀錄 

四、學習資源

與環境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學習資源較為匱乏，

卻為能善用周邊學校，如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之學習

資源。 

 本校雖教學資源較匱乏，但具

「校際選課」機制（詳附件

4-3），且加入圖書館組織聯盟，

共享資源（詳附件 4-4）。學生亦

藉由其他校外活動機會(如校際

間與全國性的各項比賽)與他校

師生進行交流學習。 

 附件 4-3 學生校際選課 
 附件 4-4 圖書館館際合作與組

織聯盟參與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