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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通識教育中心「內部自我評鑑」實地評鑑報告表 

   受評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訪視日期：104年 8 月 26 日                                       

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一、理

念、目

標與

特色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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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況描述 

林谷鴻委員： 

貴中心的核心理念是培養全人教育的

現代公民。而全人教育的目標，是在

培育大學生成為一位具有人文素養、

人際溝通、獨立思辨的判斷力的公民。 

楊鈞池委員： 

中心辦理通識教育的核心理念是培養

全人教育的現代公民。全人教育的目

標，是在培育大學生成為一位具有人

文素養、人本情懷、科技智能、人際

溝通、獨立思維判斷力、關懷社會之

身心健全的良好公民。 

楊素華委員： 

1.通識教育理念與學校辦學目標相呼

應。 

2.以「在地化」與「根植性」的成人

社會教育模式型塑學生之博雅通識

能力。 

3.通識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完整。 

李銘義委員： 

中心的核心理念就是培養全人教育的

現代公民。 

全人教育的目標，是在培育大學生成

為一位具有人文素養、人本情懷、科

技智能、人際溝通、獨立思維判斷力、

關懷社會之身心健全的良好公民。 

 

參考

效標 

 

1-2 通識教育辦學特色

之規劃與落實情形為

何？ 

參考

效標 

1-3 通識教育與學院、

系、所專業教育之融合

情形為何？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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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

效標 

 

1-5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

之效標。 

 

認可

要素 

 

一、1. 學校能依據校教

育目標，描繪明確之通

識教育理念與內涵，並

依學院、系專業教育內

涵，設計學生修讀通識

教育學分之實務。 

認可

要素 

 

一、2. 學校能規劃具體

之通識教育辦學特色，

並擬定落實通識教育辦

學特色之策略和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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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二、待改善事項 

林谷鴻委員： 

要繪出中心理念及目標，與學校目標

的對應表。 

楊鈞池委員： 

請敘明中心理念及目標，與學校目標

如何銜接，有無區隔？ 

楊素華委員： 

通識教育目標明確，各目標間可建立

適當之連結，以達通識教育的目的；

通識核心能力與通識教育目標亦應具

適當之連結性。 

李銘義委員： 

要敘明中心理念及目標，與學校目標

如何銜接，有無區隔？ 

 

三、建議事項 

林谷鴻委員： 

中心與學校的理念與目標如果是一，

就應讓所有的師生校友知道。而這種

認知應明確的公告週知。 

楊鈞池委員： 

對中心之理念及目標可以製作海報、

標語及小型宣傳卡片，並公布在適當

場所，供老師及同學參閱。 

楊素華委員： 

可考量以圖表之方式呈現學校辦學理

念、通識核心能力、通識教育目標三

者之關係或做連結。 

李銘義委員： 

對中心之理念及目標可以製作標語及

小型宣傳卡片供老師及同學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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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四、未來發展建議 

林谷鴻委員： 

學校能將通識教育中心的發展，列為

全校辦學的主要特色，因為通識教育

中心課程與成人終身教育是最為密切

相關。也建議能多開設通識的推廣課

程，成為學校的發展特色。 

楊鈞池委員： 

學校能規劃具體之通識教育辦學特

色，並將特色融入課程及活動中。 

楊素華委員： 

1.可訂定適當之策略、方法以達通識

教育之目標。 

2.創新、服務等能力可再融入通識教

育目標。 

李銘義委員： 

學校能規劃具體之通識教育辦學特

色，並將特色融入課程及活動中。 

未來將運用專案管理制度的 TTQS系

統，推動中心教學服務品質認證銅牌

以上。 

項目一 評鑑結果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林谷鴻委員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鈞池委員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素華委員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李銘義委員 

二、課

程規

劃與

設計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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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制運作情形為何？ 

一、現況描述 

林谷鴻委員： 

中心課程規劃四大領域，包括：結合

幸福人生、文學藝術、生涯規劃、溝

通心理、人群動力等特色之「人文科

學領域」課程； 整合社區營造、人權

意識、族群社會、法律政策、教育發參考 2-2 通識課程科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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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效標 依據通識教育課程架構

之情形為何？ 

展等特色之「社會科學領域」課程；

具備資訊應用、生活科技、健康保健、

環境生態、永續發展等套色之「自然

科學領域」課程；以及兼具高雄在地

特色與城市治理經驗傳承之「城市學

領域」課程。 

楊鈞池委員：中心課程規劃四大領

域，包括：結合幸福人生、文學藝術、

生涯規劃、溝通心理、人群動力等特

色之「人文科學領域」課程； 整合社

區營造、人權意識、族群社會、法律

政策、教育發展等特色之「社會科學

領域」課程；具備資訊應用、生活科

技、健康保健、環境生態、永續發展

等套色之「自然科學領域」課程；以

及兼具高雄在地特色與城市治理經驗

傳承之「城市學領域」課程。 

楊素華委員： 

1.課程規劃內容具特色，尤其在終身

學習課程的設計深具指標性與實用

性。 

2.通識四大領域規劃完整，學生選修

課程時具高彈性與全面性，滿足全

人教育的辦學宗旨。 

3.iLMS數位學習系統的建置達到網

路教學及學習的功能與效果。 

4.最近兩年通識課程開課數量增加率

為 121%，辦學用心。 

李銘義委員： 

中心課程規劃四大領域，包括：結合

幸福人生、文學藝術、生涯規劃、溝

通心理、人群動力等特色之「人文科

參考

效標 

2-3 通識課程與校、院

訂定之基本素養或社會

關注倫理議題（如：品 

德教育）呼應程度為

何？ 

參考

效標 

2-4 教師開設通識課程

之審查機制與運作情形

為何？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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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

效標 

2-6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

之效標。 

 

認可

要素 

二、1. 學校能依據通識

教育之理念與內涵、校

級基本素養，進行課程

規劃與設計，且建立課

程地圖。 

認可

要素 

二、2. 學校設有通識課

程規劃組織與開課審查

之專責機 

制，並建立完整之相關

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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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學領域」課程； 整合社區營造、人權

意識、族群社會、法律政策、教育發

展等特色之「社會科學領域」課程；

具備資訊應用、生活科技、健康保健、

環境生態、永續發展等套色之「自然

科學領域」課程；以及兼具高雄在地

特色與城市治理經驗傳承之「城市學

領域」課程。 

 

二、待改善事項 

林谷鴻委員： 

課程規劃應有事前課程審議機制，再

提送中心課程委員會進行討論。 

楊鈞池委員：課程規劃及開設需要有

完整之審查機制與法制流程。 

楊素華委員： 

建立課程地圖之檢核機制。 

李銘義委員： 

課程規劃及開設需要有完整之法制流

程及審查機制。課程地圖在評鑑時要

完整說明。 

 

三、建議事項 

林谷鴻委員： 

課程審議機制應由中心主任授權中心

老師與校外委員進行討論，再由中心

主任進行最後的確認。並建立整體的

課程品質制度。 

楊鈞池委員： 

進行課程規劃與設計，且建立課程地

圖（讓委員明確看到及說明到）。學校

設有通識課程規劃組織與開課審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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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專責機制，並建立完整之相關會議紀

錄上網。 

楊素華委員： 

可按規劃、執行、查核與行動之流程

建立課程地圖檢核機制。 

李銘義委員： 

進行課程規劃與設計，且建立課程地

圖（讓委員明確看到及說明到）。學校

設有通識課程規劃組織與開課審查之

專責機制，並建立完整之相關會議紀

錄上網。 

 

四、未來發展建議 

林谷鴻委員： 

課程的設計應從學生的實質需要與未

來社會發展需要來著手，所以不是只

沿襲過去的開課機制與內容，而是能

有統計基礎與未來預測性，做為課程

品質維護與提升的重要機制。 

楊鈞池委員： 

對於課程及學生學習成效，宜建立教

學品質保障機制。課程不在求多，在

於系統化。 

楊素華委員： 

1.潛在式課程或通識教育環境的營造

可再著墨之。 

2.可將參訪、見習或動手做活動融入

課程中。 

3.依照「選修通識課程最主要考量」

的問卷調查結果，“課程內容”、

“對課程的興趣”、“教學方法”

三項目是學生選修通識課程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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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考量，此問卷調查結果可做未來教

師開課的參考。 

李銘義委員：對於課程及學生學習成

效，宜建立教學品質保障機制。課程

不在求多，在於系統化。 

項目二 評鑑結果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林谷鴻委員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鈞池委員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素華委員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李銘義委員 

三、教

師素

質與

教學

品質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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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況描述 

林谷鴻委員： 

中心四位專任老師全部為國立大學博

士，並在研究領域方面均有不同的專

長，包括:教育與專案管理、資訊科

學、人權政治、公共事務管理，在課

程規劃方面可以達到多元課程設計的

功能，達到相輔相成的目標。中心目

前聘有跨人文、社會、自然等領域的

博碩士級兼任教師 26位。貴中心在   

城市學領域的課程歸規劃,獨具特

色，貴中心訂有鼓勵教師教學成長與

研究的相關辦法。 

楊鈞池委員： 

中心四位專任老師全部為國立大學博

士，並在研究領域方面有不同的專

長，包括:教育與專案管理、資訊科

學、人權政治、公共事務管理，在課

程規劃方面可以達到多元課程設計的

功能，達到相輔相成的目標。中心目

參考

效標 

3-2 授課教師研究表現

與授課科目之符合程度

為何？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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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改進教學設計和教材

教法之情形為何？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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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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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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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聘有跨人文、社會、自然等領域的

博碩士級兼任教師 26位。 

楊素華委員： 

1.師資涵蓋各領域專家，且具博士資

歷。 

2.高選課率反應學生學習之需求量與

教師教學之高滿意度。 

3.對兼任教師之教學成效實施評鑑，

有利於提升兼任教師之教學品質，具

特色。 

4.通識教師之期刊論文(47篇)及研

討會論文(63篇)產出績效優。 

李銘義委員： 

中心四位專任老師全部為國立大學博

士，並在研究領域方面均有不同的專

長，包括:教育與專案管理、資訊科

學、人權政治、公共事務管理，在課

程規劃方面可以達到多元課程設計的

功能，達到相輔相成的目標。中心目

前聘有跨人文、社會、自然等領域的

博碩士級兼任教師 26位。 

 

二、待改善事項 

林谷鴻委員：專兼任教師的開課是否

符合學生的實質需求，是否中心有介

入輔導的機制，以維護教學品質。 

楊鈞池委員：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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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

效標 

3-7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

之效標。 

認可

要素 

三、1. 學校能遴聘或主

動邀請校內外符合通識

課程需求專長之教師開

課，且開課數滿足學生

修課需求。 

認可

要素 

三、2. 通識課程授課教

師能依據課程所要培養

之通識教育目標或校級

基本素養，設計教學內

容，並應用適當教學與

學習評量方法。 



9 
 

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認可

要素 

三、3. 學校能建立通識

教育授課教師教學專業

成長機制（含教學評鑑

表現欠佳教師之篩選或

輔導）並加以落實。 

兼任教師眾多，如何維持良好有效之

教學品質。 

楊素華委員： 

可多舉辦通識講座或工作坊以提升教

師通識與教學知能。 

李銘義委員：兼任教師眾多，如何維

持良好有效之教學品質。 

 

三、建議事項 

林谷鴻委員：應加強課程持續改善的

機制,過程與記錄 

楊鈞池委員： 

通識課程授課教師能依據課程所要培

養之通識教育目標或校級基本素養，

設計教學內容，並應用適當教學與學

習評量方法。學校能建立通識教育授

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學校能建

立一套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以有

效評估學生達成通識教育目標或校級

基本素養的程度。 

楊素華委員： 

可與鄰近校院共同舉辦各項活動，以

達資源共享及效益。 

李銘義委員： 

通識課程授課教師能依據課程所要培

養之通識教育目標或校級基本素養，

設計教學內容，並應用適當教學與學

習評量方法。學校能建立通識教育授

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學校能建

立一套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以有

效評估學生達成通識教育目標或校級

基本素養的程度。 

認可

要素 

三、4. 學校能建立一套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

制，以有效評估學生達

成通識教育目標或校級

基本素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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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四、未來發展建議 

林谷鴻委員：建議應逐年建立評估核

心能力的資料,並加強統計分析,以做

為持續改善的參考與依據。 

楊鈞池委員： 

從教師、學生、行政服務、校友等多

方利害關係人角度去完成教師評鑑、

教師專業社群、學生參與教學評鑑、

校友及雇主回饋等多方意見改善。 

楊素華委員： 

1.課羣或跨域的教學方式可加以規

畫、推動。 

2.可訂定鼓勵或獎勵教師專研能力的

辦法或機制。 

李銘義委員： 

從教師、學生、行政服務、校友等多

方利害關係人角度去完成教師評鑑、

教師專業社群、學生參與教學評鑑、

校友及雇主回饋等多方意見改善。 

項目三 評鑑結果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林谷鴻委員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鈞池委員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李銘義委員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素華委員 

四、學

習資

源與

環境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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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況描述 

林谷鴻委員：本校的教學大樓均已充

分應用，本中心所有的課程也都能在

本校的教學大樓內予以安排，在妥適

的協調下，並沒有空間不足的問題。

本中心所開設之電腦程式課程，則運

用本校電算中心之教室，可提供 35

人同時上課。 

楊鈞池委員：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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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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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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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教學大樓已充分規劃與使用，

本中心所有的課程也都能在本校的教

學大樓內予以安排，在妥適的協調

下，並沒有空間不足的問題。本中心

所開設之電腦程式課程，則運用本校

電算中心之教室，可提供 35人同時上

課。 

楊素華委員： 

1.教學與資源空間的規畫完善，可滿

足通識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需求。 

2.舉辦見習及實作課程，建立多元學

習方式。 

李銘義委員： 

本校的教學大樓均已充分應用，本中

心所有的課程也都能在本校的教學大

樓內予以安排，在妥適的協調下，並

沒有空間不足的問題。本中心所開設

之電腦程式課程，則運用本校電算中

心之教室，可提供 35人同時上課。 

 

二、待改善事項 

林谷鴻委員：無 

楊鈞池委員：無 

楊素華委員：在人力資源允許下，可

推廣藝文相關活動，營造潛在學習環

境。 

李銘義委員：無 

 

三、建議事項 

林谷鴻委員：建議明確釐清全校設備

與貴中心明確相關的設備，不必將不

需要的都列入，以免是反而無法彰顯

參考

效標 

4-4 通識教育對學生學

習輔導之機制為何？ 

參考

效標 

4-5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

之效標。 

認可

要素 

四、1. 學校能提供足夠

且穩定之學習資源，以

滿足通識教育課程之教

學與學生學習需求。 

 

認可

要素 

四、2. 學校能依據通識

教育之理念與內涵、校

級基本素養，營造學習

環境並規劃多元之學習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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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學生利用設備的真實狀況。 

楊鈞池委員： 

空間及圖書資源使用情形請於簡報時

多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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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要加以說明。 

楊素華委員： 

在校區空間許可下，可規畫適當藝文

活動空間，以做通識潛在教育的推

廣。 

李銘義委員： 

空間及圖書資源使用情形請於簡報時

多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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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要加以說明。 

 

四、未來發展建議 

林谷鴻委員：建議對於通識課程所能

發揮的多元上課方式與教學評量方

式，將具體特色予以明列。 

楊鈞池委員： 

建立通識教育對學生學習輔導之機

制。 

楊素華委員： 

1.雖在「選修通識課程最主要考量」

的問卷調查結果，場地與設備因素非

學生修課的主要考量因素，未來若在

資源許可下可進行學習環境的營

造，其對學校整體的發展會有實質的

助力。 

2.在成人教育方面，除教本知識的傳

授外，若能擴增多元學習與體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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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會是一大特色。 

李銘義委員： 

建立通識教育對學生學習輔導之機

制。 

項目四  評鑑結果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林谷鴻委員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鈞池委員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李銘義委員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素華委員 

五、組

織、行

政運

作與

自我

改善

機制 

參考

效標 

5-1 通識教育專責單位

之組織定位為何？ 

 

一、現況描述 

林谷鴻委員：有鑒於通識中心課程為

本校立校精神與校長治校理念的重要

實踐場域。因此，除了聘請張校長親

自為通識課程授課之外，也敦聘張校

長自 103學年度起擔任通識教育中心

課程規劃委員，期待校長能將完整的

教育理念與時代發展趨勢，引導入課

程規劃之中。敦聘外聘委員、學生代

表與畢業校友代表加入課程規劃委員

會。 

楊鈞池委員： 

敦聘張校長惠博擔任通識教育中心課

程規劃委員並親自授課。有鑒於通識

中心課程為本校立校精神與校長治校

理念的重要實踐場域。因此，除了聘

請張校長親自為通識課程授課之外，

也敦聘張校長自 103學年度起擔任通

識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期待校長

能將完整的教育理念與時代發展趨

勢，引導入課程規劃之中。敦聘外聘

參考

效標 

5-2 學校行政體系支持

通識教育之運作情形為

何？ 

 

參考

效標 

5-3 通識教育專責單位

之組織架構與人力配置

為何？ 

 

參考

效標 

5-4 通識教育專責單位

之行政運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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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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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學生代表與畢業校友代表加入

課程規劃委員會。 

楊素華委員： 

1.通識教育中心為一級學術單位，編

制主任及行政助理各一人，專任教

師共四人。 

2.校長及行政體系對通識教育非常重

視與支持。 

3.通識教育中心均能配合學校行政及

教育的運作。 

4.在學學生及校友對學校的教學運作

方式持高度肯定。 

李銘義委員： 

敦聘張校長惠博擔任通識教育中心課

程規劃委員並親自授課。有鑒於通識

中心課程為本校立校精神與校長治校

理念的重要實踐場域。因此，除了聘

請張校長親自為通識課程授課之外，

也敦聘張校長自 103學年度起擔任通

識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期待校長

能將完整的教育理念與時代發展趨

勢，引導入課程規劃之中。敦聘外聘

委員、學生代表與畢業校友代表加入

課程規劃委員會。 

 

二、待改善事項  

林谷鴻委員：建議儘速推動兼任老師

評鑑制度，以及課程外審制度，以及

新開設課程品質維護檢討機制，組成

整體通識中心課程品質系統。 

楊鈞池委員： 

參考

效標 

5-6 通識教育專責單位

平時行政運作進行課程

規劃、教師教學、及學 

生學習之品質改善情形

為何？ 

 

參考

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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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

效標 

5-8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

之效標。 

認可

要素 

五、1. 學校能於學校組

織法中明訂通識教育專

責單位之定位，並依規

定設置。 

認可

要素 

五、2. 學校通識教育專

責單位能有健全之組織

架構，編制充足之行政

人力，落實行政運作機

制並建立完整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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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認可

要素 

五、3. 學校通識教育專

責單位能自行設計或結

合學校建立之機制，定

期蒐集內部互動關係

人、畢業生、企業雇主

等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

見，做為持續品質改善

之依據。 

通識中心只有兼任工讀生一人，行政

人力相當單薄。通識教育進行品質改

善之情形為何，並未敘明。 

楊素華委員： 

通識教育中心負責全校通識教學業務

外，也需配合學校的行政相關作業，

在人力上稍嫌不足。 

李銘義委員：通識中心只有兼任工讀

生一人，行政人力相當單薄。通識教

育進行品質改善之情形為何，並未敘

明。 

三、建議事項 

林谷鴻委員：建議將課程與教學品質

制度與改進對應到未來應改進措施，

其對應關係予以圖表化、明確化，以

使改進努力能依回饋循環持續改進。 

楊鈞池委員： 

增加通識中心行政人力，未來若學校

員額許可，可增加專任師資。並針對

學校自我評鑑機制進行整體通識中心

行政及教學品質改善。 

楊素華委員： 

建議可增加助理或工讀人力協助通識

教育中心業務的推廣。 

李銘義委員：增加通識中心行政人

力，未來若學校員額許可，可增加專

任師資。並針對學校自我評鑑機制進

行整體通識中心行政及教學品質改

善。 

 

四、未來發展建議 

林谷鴻委員：建議能強化統計調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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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力，進行各種教學與滿意度調查，目

前的調查方式與結果相當薄弱，難以

形成投入改善的決策參考依據。 

楊鈞池委員： 

學校通識教育專責單位能自行設計或

結合學校建立之機制，定期蒐集內部

互動關係人、畢業生、企業雇主等對

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做為持續品質

改善之依據。 

楊素華委員： 

通識教育主要為學生全人素養的型

塑，因此四大通識領域具同等重要

性，如何開展各領域的特色並加以落

實，可思量之。 

李銘義委員： 

學校通識教育專責單位能自行設計或

結合學校建立之機制，定期蒐集內部

互動關係人、畢業生、企業雇主等對

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做為持續品質

改善之依據。 

項目五  評鑑結果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林谷鴻委員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鈞池委員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李銘義委員 

■通過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楊素華委員 

待釐

清事

項 

 

林谷鴻委員：無 

楊鈞池委員：無 

楊素華委員：無 

李銘義委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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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特色

總評 

林谷鴻委員： 

城市學課程是貴校與貴中心的特色，目前做得很好，能做為各校的表

率，但卻未能為外界所熟知，因此應強化城市學的師資與課程規劃，並

在學校對外行銷時，成為學校亮點。 

楊鈞池委員： 

通識課程特色明確，同學都十分有向心力。行政人力雖不足。 

楊素華委員： 

1. 實務取向的課程設計方式獨具特色。 

2. 行政體系對通識教育理念與施行方式支持度高。 

3. 數位學習方式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可滿足終身學習的需求。 

4. 學生對通識課程教學滿意度高。 

李銘義委員： 

通識課程特色明確，同學都十分有向心力。行政人力雖不足，但是能辦

理這樣評鑑活動，相當不容易，對校長、主任、老師們、行政助理，獻

上敬意。 

綜合

意見 

林谷鴻委員： 

本人認為貴中心的努力看得見，做得很好，但建議在各種調查統計的過

程中，要能夠建立更多的數據與改進循環的對應說明，建立課程品質維

護系統，以使評鑑委員能確實瞭解貴校與貴中心的努力成果。 

楊鈞池委員： 

1. 實務取向的課程設計方式獨具特色。 

2. 行政體系對通識教育理念與施行方式支持度高。 

3. 數位學習方式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可滿足終身學習的需求。 

4. 學生對通識課程教學滿意度高。 

楊素華委員： 

1. 通識教育理念、目標明確。 

2. 教師專業能力優。 

3. 課程多、學生修課選擇性高。 

4. 評鑑資料及說明充足。 

5. 教學場域規劃完整。 

6. 各項章程及辦法訂立完善。 

7. 教師專業能力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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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類別 指標 建議 

8. 通識相關業務繁多，但人力稍嫌不足，可評估後增聘之。 

李銘義委員： 

總體評鑑是通過，希望中心針對待改善及建議意見進行修正。 

 

 

委員簽名：林谷鴻委員、楊鈞池委員、楊素華委員、李銘義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