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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 

受評單位：中國文化大學通識教育 

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待改善事項】 

1.該校師生對於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大都不

甚瞭解，且該校雖以「質樸堅毅」為校訓，

卻未見將「質樸堅毅」的精神融入通識教

育理念當中之論述。 

【建議事項】 

1.該校雖然辦理多次研討會，然未有針對學

校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建構之深入探討。

宜由校長或副校長主持，邀請全校教師（尤

其是各院院長、系所主管）及校外專家，

透過研討會及公聽會等方式，針對學校通

識教育進行全面性的檢討，且宜將「質樸

堅毅」之校訓融入，訂定出兼具理想性與

具體可行性之通識教育目標，並藉此凝聚

全校對通識教育理念的共識與認同，以期

加深師生對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的認知。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1. 為了強化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的凝

聚及確立，該校透過多次會議尋求

共識，之後在行政會議、行政座談

向全校主管宣達，並向全校院系所

主管與通識教師闡釋通識教育之理

念與宗旨。 

2. 該校校訓為「質樸堅毅」，透過通識

教育的實施與薰陶，配合該校教育

目標，強調培育德智體群美兼備的

五全人才，同時具備質樸堅毅的品

格涵養。顯見該校已將「質樸堅毅」

的精神融入通識教育理念當中。 

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待改善事項】 

2.通識教育正規課程的開設雖是通識教育的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除了通識課程的 28 學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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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重要部分，但並非全部，其他尚能藉由許

多創意性的作法，如大一生活學習圈建

構、社會參與式學習及住宿學習等，始能

彰顯通識教育特色；實地訪評發現，該校

學生大多不清楚學校通識教育特色所在，

仍有加強空間。 

【建議事項】 

2.除了一般通識教育正規課程開設外，宜擴

大潛在性課程、相關活動（包括學務處課

外活動、學校藝文活動等）及環境營造等

作法，並利用臺北大都會豐富的文化與環

境資源，以建立該校通識教育之特色。 

外，已提供廣泛的潛在課程與課外活動

學習，包括曉峰學苑、專業課程服務學

習、全人學習護照及課外服務學習等輔

助性學習管道，加上該校長期以來積累

發展的動態與靜態藝文特色活動，以及

該校獲得永續發展教育所提供的環境

教育場域，皆提供了豐富而多樣化的廣

泛通識教育學習機會。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待改善事項】 

1.該校通識課程的審議機制雖已建立，惟由

教學大綱的審議結果中發現，教學大綱中

的授課內容未見與通識精神、理念的關聯

性，亦未充分反映在課程進度中，且有課

程進度內容簡化、不完整等現象，顯見該

審議機制之功能尚未完全落實。 

【建議事項】 

1.通識課程委員會宜確實發揮課程審議機制

的功能，明確訂定課程審查要項，並將通

識課程與通識精神的關聯性納入指標。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通識課程委員會已發揮課程審議

機制的功能，並能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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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待改善事項】 

2.部分課程之教學大綱雖已置於網頁上，但

有資料不全或內容不完整之情況，此係因

教師將課程進度表誤置於教材區，或疏漏

而未完整呈現所致。 

【建議事項】 

2.教學大綱宜完整放入網頁，可由教學助理

協助，以供學生選課參考。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教學大綱已完整置入網頁，並由教

學助理協助增補內容，有利學生做為選

課的參考。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待改善事項】 

3.該專責單位對通識課程的課程規劃沒有自

主權，且對課程內容的品質管控，仍力有

未逮，卻要負起通識教育執行成效之責，

似有不當。 

【建議事項】 

3.為確保課程審議的事權統一，宜重新思考

「通識教育中心」做為「行政單位」排課

與庶務性工作的定位與功能。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建置校、院、系（中心）三

級通識課程委員會，並發揮課程審議功

能，且該校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達到自

然融滲行之有年；惟課程仍屬基礎性，

單一課程居多，宜再重新思考該專責單

位對課程規劃之功能。 

 

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待改善事項】 

1.針對通識課程所要培養之通識教育目標或

校級素養項目，雖該校宣稱所有通識課程

皆訂定有教學目標，授課教師須依據所授

課目之教學目標，撰寫教學進度、設計教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1. 該專責單位根據法規賦予明確的權

責與定位，對課程安排有充分的主

導權。且透過定期召開的會議，該

專責單位對於通識教育目標與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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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學方法及教學大綱，並經課程規劃推動小

組及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審查委員會審定

通過後方准開設；惟由實地訪評發現，許

多課程 18 週的綱要呈現有空白（例如

CE69、CF14）、不全（例如 CB36、CE58）

或綱要敘述過於簡單（例如 CB21、CB36）

等情況。看不出授課教師對於所欲培養之

通識教育目標或校級素養該如何進行教

學。且諸多課程中，針對通識教育四大目

標之文字顯示不相同，所對應的能力培養

亦不確實，例如 CE58 每週課綱均填寫符合

核心能力（1）。顯示該校通識教育專責單

位在通識課程教學品質的要求及審查上不

夠落實。 

【建議事項】 

1.為真正有效的推動全校性之通識教育，通

識教育專責單位之定位與權責應明確而詳

盡，如對課程的規劃、開設與審查應有完

全的主導權，且對於通識課程如何達到所

欲培養之通識教育目標或校級素養，宜建

立有完善的專責機制進行教育品質的管

控，如此方能有效的推動與落實通識教育。 

素養的控管，也有明顯的進展。 

2. 課程大綱的範本已與通識教育目標

及校級素養與教學內容對應，但各

週課程內容的表達稍顯簡略，宜加

入更詳細的每週授課細節。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待改善事項】 

1.該專責單位每學年度經費主要來自各年度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表示之前經費彙整方式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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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教學卓越計畫相關經費，每個學年度來自

該校的分配預算平均僅有 20 餘萬。該專責

單位雖自 98 學年度起成立，其學年度經費

理應獨立編列，然實地訪評發現，部分經

費仍有由教務處支援之情形。 

【建議事項】 

1.宜增加該專責單位之年度經費，其經費亦

宜獨立編列，以提升該專責單位之工作效

能。 

簡略，今已重新整理經費資訊，年度經

費編列額度尚屬合理範圍。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待改善事項】 

2.該專責單位雖有教學助理之編制，然而從

實地訪評發現，目前教學助理的工作偏向

協助課程教師處理教學庶務，對於促進學

生學習效益之幫助較小。 

【建議事項】 

2.該校在教學助理設置的制度上，宜更完善

且永續，並宜強化教學助理的功能，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於新的學年度進行相關辦

法的修訂，進而強化教學助理的功能，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待改善事項】 

3.以該專責單位現有編制規模及運作模式，

所呈現的諸多工作執行成效較偏向匯集校

內相關單位目前業務之工作成效，而非通

識專責單位基於實踐該校通識教育理念，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近年來該專責單位在落實學校通

識教育理念上，已能透過校內各種委員

會及協同校內各單位積極規劃通識教

育多元化活動，並善用校園宣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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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主動積極規劃之具體活動。 

【建議事項】 

3.基於事權統一，該專責單位宜主動積極規

劃通識教育多元化活動，並善用校園宣導

管道，鼓勵師生踴躍參與。 

鼓勵並提升師生活動參與率。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待改善事項】 

4.學生全人學習護照設計立意良好，然而學

生參與「校外服務學習」及「外語學習」

之比例偏低。 

【建議事項】 

4.宜善用大都會環境資源，並創新活動內

容，以增加學生全人學習護照中「校外服

務學習」及「外語學習」部分學生的參與

比例。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近年來已能努力善用

校內外資源，創新相關活動內容，並妥

善運用校園宣導管道，鼓勵並提升相關

活動的參與比率。 

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1.現行通識教育相關行政組織之建置主要在

於解決通識課程開設的問題，由於通識課

程大多由各系所開設，程序主要是由下而

上。在缺乏理念與目標、由上而下的主導

機制下，該校通識教育之理念與目標實難

貫徹。此外，該專責單位與該校其他相關

單位（包括語文中心、華岡博物館、學務

處等）活動之整合情形，仍待加強。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行政組織雖維持原有架構，然

藉由多次召開的中心會議及共同科目

與通識課程委員會之會議來溝通協

調，完成主導權之確認，此外，透過該

專責單位負責執行曉峰學苑舉辦各式

課程與活動，並能與其他單位共同舉辦

企業參訪等，明顯有橫向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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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建議事項】 

1.宜檢討現行組織與行政運作是否可落實通

識教育理念與目標的主導、推廣與實踐，

並宜再加強該專責單位與校內相關單位的

整合。 

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2.依該校課程規劃，通識課程應於大一、二

選修，然實地訪評發現，大一、大二除國

文、英文及電腦資訊課程之學生較多外，

其他課程選修之學生仍占較少數。 

【建議事項】 

2.宜通盤檢討並落實通識課程之選課機制。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以發函方式修訂通識

課程選課規則，限制大四學生已修滿通

識課程 12 學分者，於第一階段不可再

選課；未滿 12 學分者得修 3 門，另其

他學生每學期僅能修習 2 門通識課程，

藉此選課技術來調節各年級選修分

布，惟該選課機制尚有改善空間。 

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3.該專責單位雖為行政單位之屬性，然每個

學年度仍需統籌協調各院系開設為數眾多

的通識課程，現有專職人力資源恐有不足。 

【建議事項】 

3.宜適度增加該專責單位應有之專職人力，

強化並健全該專責單位應有功能，以利規

劃通識教育及整合教學資源。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依該校 101 年 6 月「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得聘任專兼任教

師若干人，惟聘任程序欠缺法源。自 104

年 5 月 20 日通過該專責單位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自此得以進行該專責

單位合聘教師之聘任、聘期及中止合聘

之審議，並於之後陸續聘任 1 位教授與

1 位副教授為該專責單位合聘教師，人

力資源已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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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