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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本校於公元2000年在各界期待與教育部的支持下誕生，肩負各界所賦予

辦學使命包括：均衡南北教育之發展、提升南部地區人文及藝術水準以促

進社會多元化、配合政府產業政策及支援鄰近之科學園區、培育菁英人才、

促進大高雄夕陽工業之轉型等。受託於各界所期許的辦學使命，本校自創

校以來始終秉持立足南台灣、放眼亞太、邁向國際的胸襟，以「結合教學

研究與產業發展，強調人文與科技並重，培育菁英人才之特色優質大學」

為發展定位，以「具國際聲望之特色型大學」為發展願景。(附件0-0-1) 

本校創校至今業已經歷12個年頭，初期以積極創設相關專業系所、在

職專班與發展產學合作為主，而在密切與各界溝通媒合的過程中也逐漸意

識到新世代的人才所需求的軟能力與公民素養的重要性。故自94年始，本

校將通識教育中心提升為一級教學單位，強化通識教育推展效能，並於96

年積極爭取教育部顧問室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的能量挹注，帶動全校性

通識教育理念的討論、研商符合時宜的課程架構與配套措施，以強化符合

辦學目地的通識教育內涵。同時基於永續經營的必要，本校改變創校以來

的虛級化政策，陸續投入專任教師人力，並擴大編制以強化通識教育的辦

學能量。 

為使本次評鑑能更聚焦於辦學現況，本校特匯聚歷年畢業生流向調

查、繪製各種報表，以呈現本校學生特質，供全校性的通識教育評鑑

工作參酌舉證。 (各項報表舉要詳附件0-0-2，另詳佐證資料7-1，位址：

http://www.sa.nuk.edu.tw:88/07graduate/graduate131.asp)有關本校學生特質

與學習表現幾點要項略述如下： 

一、 素質優良，符合各界賦予本校培育南台灣菁英人才的使命：本校

辦學聲譽素稱優良，歷年優秀學生選填志願比例有逐年提升之

勢。101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本校全校平均級分數為61.29分，

最高分之學系平均級分達65.13分，亦即每科平均達13級分(附件

0-0-3)，許多科系在全國相關系所中排名位居前百分之十。又如在

畢業後選擇升學深造的比例，99學年度達全校畢業生的53.21%，

100學年度達36.69%，足證明本校學生素質優良，符合培育菁英

人才的辦學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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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有高在地性，符合各界賦予為南台灣產業升級育才、平衡南北

教育發展之期待：本校學生具高度在地性，101學年度第1學期大

學部4074名大學部在校生中有2123名學生來自嘉義以南，占全校

大學部學生52%(詳表0-0-1)。在畢業生流向部分，本校近五年畢

業生就業地點在台灣嘉、

南、高、屏地區者平均為

60.64% ， 最 高 年 度 曾 達

64.47%，顯示本校培養之學

生對南台灣產業發展的高參

與度(詳表0-0-2)。另就教育

部22K大專畢業生企業職場

實習方案中，雇主對本校畢

業生五項指標之表現滿意度

高達75.59%(詳附件0-0-4)。

換言之，本校畢業生有約六

成留在台灣南部工作，而且

雇主滿意度佳。目前畢業生

人數雖尚有限，仍可預見未

來本校畢業生對南部產業發

展可發揮之效益。 

 

表 0-0-2  國立高雄大學畢業生就業地區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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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0-1  國立高雄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學生來源分析表 

地理位置 

台灣北部 

（北、基、

桃、竹、苗） 

台灣中部 

（中、彰、

雲、投） 

台灣南部 

（嘉、南、

高、屏） 

台灣東部 

（宜、花、

東） 

外島 

（澎、金、

馬） 

總計 

小計 963 人 892 人 2123 人 74 人 22 人 4074 人

三、 學習自主性高，對「教育與訓練」類別之職涯方向呈現高度興趣：

為理解本校學生就讀科系與性向之關聯，特針對在校生16項職涯

興趣類型進行調查，並比對各系之自我定位，兩者進行交叉分析

發現，本校學生個人之職涯興趣與其選擇就讀的科系間具有高度之契

合(詳附件0-0-5)，顯示學生入學選擇志願的學習自主性高。分析結果

同時也發現，各院系學生對於從事「教育與訓練」類別之職涯方向，

均呈現高度興趣；此亦顯示多數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成果有較高層次的

預期值，值得各單位訂定核心能力指標時參考。 

 

本校辦學資歷尚淺，現今且面臨本土產業亟待轉型、全球化世代的驟變

對跨域人才的需求；現實社會名利爭逐所導致的價值亂象有待一批對普世

價值懷有高度理想的優質公民為中流砥柱；又逢高等教育改革浪潮所帶動

之高教文化的急遽轉變，且遇國內少子化現象的發展緊接著將衝擊高等教

育生態……。於此諸多重大發展交會的當口來進行評鑑工作，其意義更具

非凡。是以本校兢兢業業盤點辦學現況，期能以現階段之辦學理念、辦學

願景、通識教育之發展定位、在學學生特質與目前畢業生表現之掌握等，

秉持一步一腳印之謙遜態度發展自我衡鑑之制度，藉此每一階段的外部評

鑑機會務實自我檢視，求以精益求精、自我超越的穩健步伐來驅策自己逐

步邁向「具國際聲望之特色型大學」的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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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過程 
 

本校為追求教學卓越，提昇教師學術與專業表現，提供學生優質學習

環境，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國立高雄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附件 0-0-6），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

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組成「校評鑑委員會」，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學術副校長擔任副召集人、教務長擔任執行秘書，責陳各院、系、所、通

識教育中心、EMBA 中心、學位學程組織各級評鑑委員會，以 5 年為一週

期之原則，辦理自我評鑑與外部評鑑。通識教育中心據此訂有「通識教育

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要點」（附件 0-0-7），依校訂流程(附件 0-0-8)落實評鑑工

作之遂行。 

本校評鑑內涵之訂定，係依據全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養成與檢核的

規劃藍圖，以 PDCA 管理循環的恆鑑精神逐級落實；不論是理念面的匯聚

(P)、策略面的擬定與推行(D)，教師面、課程面、學生學習與資源面等檢核

工作的定期實施(C)，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反饋、蒐整與定期管考等(A)，皆有

完整的計畫予以控管，充分符合自我恆鑑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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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獲致最大之評鑑效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召集所有教師組成「通

識教育中心評鑑委員會」，並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之規定，邀集產、

官、學界專家 3 人擔任外聘委員，中心所有教師為當然委員，形成本校「通

識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委員會」，以此進行先行檢視教務、課務與行政業務等

整備工作，並以此進行自我評鑑。 

自我評鑑之實施包括「通識教育中心評鑑委員會」並定期開會、「內部

評鑑」及「外部評鑑」三個階段，同時配合校訂時程，通識教育中心與全

校教學單位共同接受全校一級會議與內部控制專案小組進行品質控管： 

一、 全校性行政品質控管 

（一） 透過主管會議、行政會議進行全校管考：本校於每個月均由校長召

集一級主管召開「主管會報」，以及邀請一級主管及系所主任參與「行

政會議」。通識教育中心因屬一級之教學單位，業需配合在規定期限

內提報工作進度，交由主任於上開會議中進行報告。 

（二） 透過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進行自我評鑑：本會議係由行政副校長

主持，邀集本校行政與教學單位一級主管擔任委員。通識教育中心

每月 15 日前均針對所進行之業務填報內部控制資料，以進行自我評

鑑。 

二、 自我評鑑準備工作 

（一） 通識教育中心評鑑委員會，依評鑑工作整備需求，業於 101 年 3 月

6 日、5 月 15 日、6 月 26 日、9 月 12 日、10 月 26 日等，共召開 5

次委員會。(佐證資料 5-5) 

（二） 內部評鑑業依「校級評鑑小組」規劃之期程，於 101 年 11 月 7 日完

成。(佐證資料 5-5) 

（三） 外部評鑑，預計於 12 月 6 日進行。 

 

 
 
  



 
 

XII

 
 
 
 
 
 
 
 
 
 
 
 
 
 
 

自我評鑑之結果 
 



 
 

1

項目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壹、現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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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公元2000年在各界期待與教育部的支持下誕生，肩負均衡南北

教育之發展、提升南部地區人文及藝術水準、配合政府產業政策及支援鄰

近之科學園區、培育菁英人才、促進大高雄夕陽工業之轉型等辦學使命。

為能貼近本校的育才目的，本校在創校初期，積極創設相關專業系所、在

職專班，與發展產學合作；於此密集與各界溝通媒合的過程中，也逐漸意

識到新世代的人才所需求的軟能力與公民素養的重要性。 

大學應是涵養一個成熟的人格知人、知物、知天的殿堂，甚至能轉化

知性的關懷，引導其以行動向世界開放，而能成為這個世代所期待的優質

公民。基於此種信念，我們認為，通識教育應該培養學子具備思考當代社

會重大課題的能力與熱忱，素養的陶成應具體展現在對時代變遷的反思

上。對人類文明而言，這個世代可以說是民主、科學、資本主義、資訊科

技等發展的尖峰，挑戰著當代知識份子對倫理價值的判斷與道德信仰的知

能。不可否認這些制度與價值為人類的文明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惟在全

球化與政治、經濟、環境等多元變遷愈演愈烈的現世，現代化公民應有充

分的素養對相關議題與發展重新加以反省，並有相應的能力參與普世價值

的建立。 

為能培養現代化社會所期待的優質公民，本校以「校訓」為基本精神

演繹屬於高大人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內涵。在對相關概念

的定義中，「基本素養」係指學子內在應有的人格特質，「核心能力」則此

特質所外顯之行為張力。對此辦學理念的演繹，本校係透過校訓所綱舉之

「博學」、「弘毅」、「崇德」、「創新」之精神，期許學子涵蓄自身應

有的「人文素養」、「公民素養」、「倫理素養」、「科學素養」與「專

業素養」等特質，以此素養發展做人處事應具備之「知識力」、「社會力」、

「品格力」、「創意與洞察力」等能力，其間意義的關聯如下圖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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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博學」：為本校

對學生求學問之基

本要求，期許學子

們在「專業素養」

的養成之餘，更能

博學多聞，厚實自

身的「人文素養」。

此素養所對應之核

心能力為「知識

力」，我們相信唯

有以專業的深度為

基礎，以自學、博學的廣度為羽翼，方能培養出具宏觀思維的人才。 

二、 「弘毅」：乃本校對學生應具備之社會關懷與責任感所立之辦學目標，

期許學子在生活與學習之餘，養成地球村時代應有之「公民素養」。

此素養所對應之核心能力為「社會力」，我們深信唯有以包容的態度

認識多元文化、以同舟共濟的寬懷面對時代之驟變，方能孕育出具國

際化視野的地球村公民。 

三、 「崇德」：為本校辦學對學生為人處世應具道德觀之期許，冀望學子

在多變的時代擁有價值觀的辨識能力，且具道德勇氣而能擇善而固執

之「倫理素養」。此素養所對應之核心能力為「品格力」，我們深信

唯有獨立與深刻的倫理反思能力，方能在多元價值的反覆辯證中粹煉

出自我實現之理念，勇敢面對在生涯與職涯上種種可能之挑戰。 

四、 「創新」：為本校希望學生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求新求變

的「創造力」，期許學子在競爭激烈的時代，能秉持務實而求變的積

極態度，樂觀面對各種挑戰。此素養所對應之核心能力為「創意與洞

察力」，我們深信唯有紮實的問學功夫與創意的啟蒙，方能延展學子

生命的新境界。 

 

本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標之設定，旨在期許本校學子全人格的發

展、陶塑符合現代化社會所期待的優質公民；而通識教育所演繹之素養與

能力之內涵，亦從此「公民」概念進一步反思、鋪陳而來。一般來說，「公

圖1-1-1 校訓、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指標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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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概念應體現在一個有體制的國家所賦予之權利與義務的內涵，本校通

識教育則進一步將「公民」的意義投射到多元變遷的社會脈絡中，以符合

社會進化對其組成份子人格特質與處

事能力的期待。 

多元社會裡應該具備什麼素養才

能迎接日新月異的時代？新時代的公

民應如何與多元的他者產生良好的互

動與溝通，進一步對此社會與環境做

出正面的貢獻？環伺現代公民的生存

境遇，人與世界的關係網絡至少可以

被解釋為：（1）人與自我；（2）人與

他者(社會)；（3）人與歷史文明；（4）

人與自然環境；（5）人與科學；（6）人與藝術美學等六個向度；據此我們

歸納出的新時代公民也必須具備有思維方法素養、倫理素養、公民素養、

文化素養、科學素養、美學素養等六大基本素養。 

所謂的「思維方法素養」，是指面對問題、討論問題時，能具備正確態

度與分析、論辯能力，且能理性、客觀，具包容多種合理可能的適當態度。

所謂的「倫理素養」，是指對當代倫理議題具備應有的基本認識，同時要能

運用道德推理對現在及未來發生之具體倫理議題加以理性判斷。所謂的「公

民素養」泛指身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所必須具備基本的政治能力，以及承擔

社會公義的責任，並擁有基本的助人知能。「文化素養」特指多元文化並存

的當代社會中，公民所須具備的史學理解視域、及面對不同文化時應有的

尊重與包容態度等修養。「科學素養」所強調者，一方面是科學精神所強調

之實事求是的知識態度，另方面則強調瞭解科學產生之效果及其相應限

制，進而願意參與科學相關公共議題之討論、反思及抉擇。「美學素養」則

是強調除了專業理性能力之外，所不可或缺的感性鑑賞能力。 

而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腳步，本校也將此理念透過三級課委會的深化

而落實。首先由學校依校訓演繹，訂定全校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再由

上而下，依次落實至各院系及通識教育上。  

 

1-2  通識教育辦學特色之規劃與落實情形為何？ 

本校通識教育辦學之特色，在素養與能力並重，核心與博雅並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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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人教育、公民素養養成教育為辦學之特色與理想。在此內涵規劃的歷

程中，本校強調透過充分的理念匯聚、健全的課程結構，與有效的推行策

略，來作為辦學成效落實之基磐。 

一、 以素養與能力並重，以優質公民素養的培育為辦學特色 

誠如圖 1-1-1、表 1-1-1 及

右圖 1-2-1 所示，本校以對優

質公民的期待發展屬於高大人

應有的「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力」，以啟發學子全人格的發

展、陶塑符合現代化社會所期

待的優質公民。在本校對相關

概念的定義中，「基本素養」係

指學子內在應有的人格特質，

「核心能力」則此特質所外顯

之行為張力。由此內外關係之

互詮與演繹，本校透過「校訓」

所綱舉之精神，期許學子涵蓄

自身應有的「人文素養」、「公民素養」、「倫理素養」、「科學素養」與「專

業素養」等特質，以此素養發展做人處事應具備之「知識力」、「社會力」、

「品格力」、「創造力(創意與洞察力)」等能力；再由上而下，依次落實到各

級單位的辦學理念。 

本校「核心通識課程」的規劃正是透過上述基本素養的演繹，並以九

大能力指標為所有課程進行能力養成之標的。「核心通識」依校定基本素養

將課程規劃為思維方法、倫理素養、公民素養、科學素養、文化素養、美

學素養等六大向度，以每門課 3 學分、六向度必選四向度的低度選修共 12

學分的規劃，來深耕素養的學術厚度；同時透過「博雅通識」三大類的多

元課程，以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策略，輔以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

程的經營，以融滲各素養與能力間所能鏈結的廣度。 

 

圖1-2-1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概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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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核心能力指標與校訓、校基本素養一覽表 

校訓 
五大基 

本素養 

核心通識 

六大向度 

校定核 

心能力 
通識核心能力指標 

思維方法 
博學 人文素養

美學素養 
知識力 

公民素養 
弘毅 公民素養

文化素養 
社會力 

崇德 倫理素養 倫理素養 品格力 

科學素養
創新 

專業素養
科學素養 創造力 

 探索自我與發展潛能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運用科技與資訊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積極態度與團隊合作 

 尊重生態與倫理關懷 

 組織、規劃與實踐 

 鑑賞、表現與創新 

二、 充分的理念匯聚與紮實的意見交流 

（一）充分的理念匯聚 

本校為 2000 年甫成立之綜合大學，創

辦初期著力於校園軟硬體的建設與專業系

所的成立；積極投入人物力資源以建樹通識

教育的體質者，應屬 2007 年爭取執行「教

育部顧問室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

革新計畫」開始。於此階段的改革歷程中，

本校積極的與夥伴學校進行理論與實務的

密集交流，有意識的引進優質理念與社會關

注，來豐厚本校通識教育的辦學體質。重要

理念匯聚的場合計有： 

1. 96 年與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聯合舉

辦「新世紀通識教育改革之趨勢國際研

討會─哈佛改革經驗的東西對話」 ( 佐證資料 1-3 ，位址：

http://140.127.202.243/lcs/m_Event/m_Event_content.asp?event_id=15)  

2. 97 年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聯合舉辦之「通識教育的倫理關懷學術研

討會」，(佐證資料 1-3，位址：http://140.127.202.243/geec/m_picture.asp) 

3. 98 年與文藻外語學院共同舉辦之「通識教育的人文關懷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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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址：http://140.127.202.243/event/m_page/m_news.asp?id=hum，佐證

資料 1-3) 。 

4. 98 年爭取協辦「教育部通識平台工作坊(二)：專業通識、通識專業─

全校課程地圖建構之反思」會議 ( 佐證資料 1-3 ，位址：

http://140.127.202.243/lcs/m_Event/m_Event_content.asp?event_id=32)。 

5. 96-98 年執行「教育部顧問室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所參與之期中與期末成果發表、夥伴學校理論與實務的研習會議與成

果發表會，及 99 年密集的三年成果發表會北中南諸場次等。(佐證資

料 1-7，位址：http://event.tmu.edu.tw/actnews/content.php?Sn=51) 。 

以此相關會議的辦理積極參與，令本校與對通識教育之內涵、高等教育應

有的定位與使命，蓄積了豐富的理解養分，因而能將本校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力指標的訂定充分匯聚在通識的養成教育中。 

（二）紮實的理念溝通 

為能集思廣益汲取各方之意見，並使全校教職員生對通識教育的推動

理念有更完整的理解，本校特自 97 年始每隔一年辦理通識教育公聽會與

學生意見普查，並具體落實於會議共識之中： 

1. 97 年 1 月 2 日舉辦第 1 次「核心通識課

程公聽會」，會中邀集了本校教學、行政

等單位、數十位關心通識教育之教師，及

300 餘名學生參與。會議過程緊湊，學生

回饋熱烈，整場互動在良善且理性的氛圍

下圓滿落幕。 

2. 全面推行「通識課程回饋量表」：98 年 5 月，在核心通識課程推行一

年之後，全面進行「通識課程回饋量表」之普查，以彙集學生之意見，

作為進一步檢討規劃核心通識課程之參考。（佐證資料 6-2） 

3. 舉辦第 2 次「核心通識課程公聽會」：在

核心通識課程推行二年之後，98 年 9 月

29 日舉辦第二場通識教育公聽會，針對

兩年多以來的通識教育的改變，開誠佈公

與全校師生進行宣導與意見交流，廣納全

校師生之意見，檢討理念與實務上推動之

現況。 

97 年 1 月公聽會實況 

98 年 9 月公聽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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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召開「全校課程改革會議」：為使上述意見能充分傳達予系所教師，

暨研議出符合學生期待與高等教育發展之通識教育內涵，本校特於 97

年 1 月、99 年 4 月召開兩次「全校課程革新會議」，以校長為主席，

會同副校長、教務長、各院院長、各系主任等共同出席，研議通識教

育內涵與變革。97 年的會議為本校「核心通識課程」改革進行定調，

99 年所召開的會議則是針對兩年來核心通識課程的實施、通識教育所

推行之相關措施、公聽會等相關會議匯聚之意見，進行檢討與改進。

（詳革新計畫的三年成果報告書，頁 75-89，佐證資料 6-3） 

三、 健全的課程結構 

本校通識教育內涵，係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全人教育」、「公民教育」

教育理想之落實，規劃通識教育內涵。在課程規劃上，以「共同課程」之

規劃來涵養學子應有之「基本能力」，以「選修通識」之規劃來培育學子應

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另考量全球化時代科際整合與跨領域對

話能力的必要，特規劃「整合型學程」以鼓勵學子自發的多元學習，俾強

化專業與通識能力間的聯結。茲分述如下： 

(一) 以「共同課程」之規劃與經營涵養學子應有之「基本能力」： 

1. 優質的中文閱讀與修辭能力，以中文(閱讀與書寫)課程行之 

2. 國際交流與溝通能力，以英語會話與閱讀課程行之 

3. 健康的體魄與積極的人生觀，以 4 學期體育課程行之 

4. 社會關懷與基本的助人知能，以服務學習培養課程行之 

(二) 以「選修通識」之規劃培育學子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係指學子內在應有的人格特質，「核心能力」則此特質所

外顯之行為張力。選修通識依其類別而有不同著重，分成兩個部份： 

1. 以「核心通識」課程規劃陶鑄學生現代化公民應有之「基本素養」。

此素養係延伸自校定「基本素養」之內涵，包括「思維方法」、「美

學素養」、「公民素養」、「文化素養」、「倫理素養」與「科學素

養」，以低度選修的方式確保學子對此六大向度核心議題的完整涉獵。 

2. 以「博雅通識」落實「博雅教育」之理想，以「人文」、「社會」、

「自然」之學術分類為骨幹，各規劃 5-6 個學門向度，以此架構廣設

多元課程，俾使學子能依其性向與喜好，延伸其學習視野，以達臻傳

統通識教育追求博雅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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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型學程： 

為能具體回應此多元競爭的時代對跨領域學習的高度需求，通識教育

中心秉持「寓人文精神於科際整合的學術潮流之中」的理念，規劃一系列

的整合型學程。相關規劃植基於本校本有科際領域之優勢，精選出符合科

技主流及深化人文的學程主題，以供學生在學期間涵養科際整合、第二專

長的學習知能，暨養成以「人文」的視野思考問題。目前由通識教育中心

執行的學程如下： 

1. 由通識中心召集相關領域教師規劃「生命教育學程」(附件 1-2-1) 

2. 與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現代科技與社會發展學程」(附件 1-2-2) 

3. 與管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診斷台灣-從管理的角度學程」(附件

1-2-3) 

4. 與法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民主法治與公民參與學程」 (附件 1-2-4) 

5. 以本校綠色校園理念為基礎，結合人文社會學院「傳統工藝與創意設

計學系」、「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等課程資源，共同經營「舒適生

活與環境美學學程」(附件 1-2-5) 

6. 與人文社會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人文數位與

創意設計人才培育學程」(附件 1-2-6) 

 

四、 健全的 E 化環境與有效整合推行各種策略 

為了回應資訊時代「教」與「學」的真實需求，同時為解決本校通識

教育專任師資不足的窘迫，本校特建置完善之 E 化環境，包括領航高教的

「全校課程地圖系統」、「通識課程學習平台」、引導學生進行能力養成

規劃的「生涯歷程檔案平台」等，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延伸學子的學習

場域；101 學年度更推出一整合性定向輔導課程─「大學入門」，充分結合

導生制，連結通識教育理念、生(職) 涯輔導與非正式課程等元素，以強化

學生的學習動機，創造更多教與學之可能性。 

(一) 全校課程地圖 

本校自 96 學年以來，以「使用者中心」的核心理念，強調「寓知識

地圖理念於課程地圖之中」，來規劃、發展本校「全校課程地圖」，使學

習者得依其認知、性向、生涯規劃、多元能力培養等不同需求，透過互動

系統來規劃、評估、修正其學習歷程。該平台並提供研究所、證照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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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關鍵字串接至 1111、yes123、104 人力銀行等資

訊網站，方便同學查核相關訊息，也便利導師與同

學進行輔導溝通。平台自 99 年全面開放至今，已累

計超過 50,000 人次使用，深獲高大學子喜愛。相關

成果不僅受到本校學子的歡迎，亦獲邀前往政治大

學、中正大學等二十餘所大學進行分享，並獲教育

部頒「課程地圖領航學校」，儼然為我校推動通識

教育、強化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果之重點特色。 (課程

地圖平台位址：http://140.127.202.251/map/MainPage/index.html。平台功能

介紹詳附件 1-2-7，推動歷程詳佐證資料 4-4) 

(二) 通識課程學習平台 

為回應新世代教學現場之真實需求，通識中心自 96 學年以來著手研

發專屬的 E 化學習平台，以突破傳統課堂的時空限制，提供教師更多元的

教學形式，並提供學子更多元學習環境。透過「使用者中心」的研發理念，

暨學習社群共同經營的策略性推廣，此平台在 97 學年全面推行，並逐步串

接教務系統，發展為全校共同使用之平台，迄今已締造超過 860,000 人次

的高使用率。100 學年度全校推動 e 化教學，點閱率前十名之課程有三分

之二以上為通識課程，足見通識課程教師提升 e 化教學之成效。 (位址：

http://elearning.nuk.edu.tw/。平台功能介紹詳附件 1-2-8，佐證資料 4-4) 

(三) 學生生涯歷程檔案平台 

生涯歷程檔案之設計，主要在提升學子的學習動機，引導學子透過能

力養成計畫的訂定，設定中長程發展目標，以謀職為假想目標來經營學習

成果、累積自己的職場競爭條件。此平台的推動業結合「大學入門」課程

職涯規劃課題行之，並透過每學期兩次的宣導，辦理檔案競賽表揚績優同

學。平台功能介紹詳附件 1-2-9，歷屆績優同學檔案如下： 

http://elearning.nuk.edu.tw:82/p1.php?id=QTA5NzUyNjE= 

http://elearning.nuk.edu.tw:82/p1.php?id=QTA5OTEyMzQ= 

http://elearning.nuk.edu.tw:82/p1.php?id=QTA5NzE3MjQ= 

(四) 開設大學入門課程，籌組種子教師團隊，引進通識理念強化定向輔導 

為能有效提升新生定向輔導的執行成效，本校於 100 年度籌組大學入

門種子教師團隊，進行績優學校參訪、引進諮商師專業能量辦理兩天的大

學入門教學工作坊，終於 101 學年度開設 6 門「大學入門」先導課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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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合通識教育理念、學輔、生輔與職涯輔導等因素，並引進高高屏夥

伴學校優質經驗，由諮商師協助研發本校專屬教材、由系所組成的種子教

師團隊接受培訓所開設。除了課程內涵用心規劃之外，更有意識的導入上

述各種 E 化工具，連結外部資源，使相關 E 化成果得到充分的整合，展現

了本校通識教育的多元性。未來該課程將朝「共同必修」發展，相信定能

為本校通識教育的推展帶來新的契機。（本校編彙之大學入門教材詳佐證

資料 2-7） 

 

1-3 通識教育與學院、系、所專業教育之融合情形為何？ 

 一、凝聚共識與觀念溝通 

（一） 辦理通識教育教師工作坊 

為能使各系所教師以及通識課程兼任教師更瞭解通識教育之內涵，提

升通識教育品質以及教師教學知能，本校自 96 學年度以來，每學期均辦

理 1 次教師教學工作坊，藉由理念之溝通，帶動本校通識教育之永續經營，

迄今業辦理 9 次。（歷屆議程詳附件 1-3-1，佐證資料 3-3） 

工作坊的辦理初期，以課務革新與教務宣導為主，逐年導入了通識教

育之理念的研習、教師增能與評鑑、行動導向/問題導向課程革新、經營學

生學習成果等元素，並分別從理念、教師、學生與課程等方面著手，以提

升通識教育品質。 

（二） 召開全校通識課程公聽會及改革會議 

為使本校之通識課程更符合教職員生之實際需求，並能集思廣益，本

校通識教育於 97 年至 101 年，針對「通識課程」舉辦 2 次「核心通識課

程改革公聽會」、2 次全校課程改革會議、1 次「服務學習課程改革研商會

議」，暨 1 次「服務學習培養課程改革公聽會」。 

1. 召開 2 次「全校課程改革會議」（佐證資料 1-5） 

（1） 第 1 次會議：於 97 年 1 月舉行，由校長擔任主席，邀集副校長、

教務長、各院院長及系主任參與，針對本校通識課程改革之未來

方向，以及所需資源等項，進行討論。 

（2） 第 2 次會議：於 99 年 4 月舉行，亦由校長擔任主席，邀集副校

長、教務長、各院院長及系主任共同參與，針對兩年來核心通識

課程的實施，通識教育所推行的相關措施，進行檢討與改進。 

2. 進行 2 次「核心通識課程改革公聽會」（佐證資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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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 次「核心通識課程公聽會」：於 97 年 1 月 2 日舉行。會中邀

請本校教學、行政主管，數十位系所教師及通識教育教師，以及

300 餘名關心本校通識課程規劃之學生參與。 

（2） 第 2 次「核心通識課程公聽會」：於 98 年 9 月 2 日舉行。目的係

為瞭解核心通識課程推行 2 年後，對學生、教師以及系所之影響，

並針對課程規劃、全校課程地圖以及教學品質提升等配套措施方

面，進行意見交流。 

3. 進行 2 次服務學習課程相關會議（佐證資料 1-6） 

（1） 「服務學習研商會議」：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由通識教育中心

邀集系所、行政單位，針對「服務學習課程改革試辦計畫」進行

討論。會中針對校內服務機制流程、學生及服務單位所需填列申

請資料進行熱烈討論。共有約 60 人參與。 

（2） 「服務學習培養課程改革公聽會」：於 101 年 5 月 1 日，由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邀集學務處、系所、行政單位以及學生，針對於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即將改革之「服務學習培養」課程，蒐集教

職員生、學生及社團幹部之意見。共有約 70 人參與。 

（三） 研發全校課程地圖平台，辦理全校課程地圖說明會 

「全校課程地圖」是本校近年課務

革新之重點工作。為使「全校課程地

圖」能體現「能力導向課程資訊」、「生

涯規劃課程模組建議」，並提供學子

「個人化學習地圖規劃」之指引，本

校通識中心領銜開發之「全校課程地

圖系統」，特別著重各課程能力指標的

表達方式與融通設計。前者著重以蛛網圖體現各專業系所課程的核心能力

指標對應狀況，並以全校統一的「共通職能指標」(就業力指標)提供給全

校所有課程作設定，令課程資訊得依各別學生不同需求來呈現，以此打破

專業與通識課程的資訊藩籬。此外在「生涯規劃模組的多元資訊串聯」，

讓系所考量並建議專業發展的通識課程配套，進而參與通識課程之開設，

皆此全校課程地圖建置工作之延伸。  

為此工作之統合得宜，本校近年來辦理多場課程地圖說明會，與系所

與學生進行充分的理念溝通：（佐證資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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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歷屆課程地圖說明會會議一覽表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96.10.09 96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一次各系說明會 

97.03.03 96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二次各系說明會 

97.10.28 97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三次各系說明會 

98.02.26 97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四次各系說明會 

98.03.10 97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五次各系說明會 

98.09.11 98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六次各系說明會 

98.11.17 98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土環系師生說明會 

98.11.18 98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七次各系說明會 

98.12.08 98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一次學生說明會 

98.12.10 98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電機系師生說明會 

98.12.15 98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第二次學生說明會 

100.03.22 99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師生焦點團體會議 

100.05.23 99 學年度優異學生學習檔案經營秘笈暨課程學習平台

使用交流會議 

100.09.20 99 學年度土環系全校課程地圖新生座談會 

101.03.07 100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平台說明會 

101.05.08 100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應經系師生說明會 

101.11.20 100 學年度全校課程地圖生科系師生說明會 
 

二、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之落實 

（一） 開設通識與專業融合之整合型學程，成立整合型學程委員會 

本校所推出通識與專業結合之 6 個整合型學程，分別為由通識中心邀

集相關領域教師規劃「生命教育學程」、與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現代

科技與社會發展學程」、與管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診斷台灣-從管理的

角度學程」、與法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民主法治與公民參與學程」；以

本校綠色校園理念為基礎，結合人文社會學院「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

系」、「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等課程資源，共同經營「舒適生活與環境美

學學程」；與人文社會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人文數

位與創意設計人才培育學程」。 

此六個學程係通識教育中心分別與五個學院教師所共同合作，充分結

合本校辦學之特色，有規劃、且有策略的推出。在媒合學程理念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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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學院的學術優位主義，我們特別強調以「人文精神」宏觀科際整合

之脈動，俾使學子以開放的胸懷迎向跨領域學習，為全球化、科際整合的

新時代，深耕「人文精神」養分。（學程委員會及辦法如附件 1-2-1~6） 

（二） 建置全校課程地圖資訊 

課程地圖建置初期，如 97 年僅有 6 個學系參與資料建置工作，98 年提

升為 12 個學系，至 99 年已有 17 個學系完成基本資料建置，並有 6 個學系

達到完善的程度。近年來配合全校課務革新工作，各系所陸續檢討核心能

力指標的妥適性與指數設定的適配性，並對全校課程地圖上的資料進行全

面的更新。目前全校有 19 個系與 7 個研究所資料建置情形完善，特別在「生

涯規劃模組」中各學系對通識課程的建議項目裡，充分體現了系所教師對

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之可能性的嘗試。 

（三） 以核心通識為學院共通核心能力指標項目 

100 學年始，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院訂定以核心通識「哲學基本問題」、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科技與社會」等三門課程為院共同必修，在專

業發展上充份肯定核心通識素養教育的內涵規劃與課程品質。目前工學院

亦在研擬以「工程倫理」為「院」共通核心能力項目，此發展趨勢預計能

為本校通識教育與專業系所的教育融合帶來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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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認同並瞭解學校所要培養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一） 積極透過召開本校公聽會及相關會議參與及宣導 

為使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本校通識教育內涵與理念有更完整之瞭解，並

汲取各方意見，本校透過召開各項會議，如校務會議、校務發展會議、行

政會議、主管會報等向各院教師代表與各級主管進行說明外，並召開公聽

會、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E化平台、製作宣導手冊、發行電子報進行宣導。 

（二） 配套課務革新，教師與學生皆能理解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

標之內涵 

1. 制度面的訂定：本校訂有三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檢核實施計畫與要

點(詳附件1-4-1)，並由行政會議管考訂定進度。首先由校訂定欲培養

學生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標，並透過三級課程委員會落實於

各院系的課程規劃之中。各級課程委員會透過對校定指標與內涵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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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依各院系學術特質訂定各級單位之指標。 

2. 配套開課設定與學生回饋作業：與此

改革工作進行的同時，課務系統亦配

套研發相關資訊欄位，供所有課程開

課作業時填入各級指標的關聯指

數，據以呈現各課程的專業內涵與教

學方法。此資料同時建置在全校課程

地圖系統，以「雷達圖」的形式呈現。

所有學生在瀏覽課程資料與選擇課

程時皆會得到上述能力指標之訊

息，亦會在期末全校課程評鑑的欄位

裡被要求勾選回饋值，供授課教師參

考。 

3. 追蹤檢討機制：教務處則在當學年統計各級核心能力指標對應之開課

情形，送各院系課程委員會檢討其妥適性，並於期末校課程委員會控

管各學期各院系的檢討狀況。於此過程中，教師對學校所欲培養學生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內涵皆能逐年有適當程度的了解。(詳附件

1-4-2，佐證資料7-2) 

（三） 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師能理解本校通識教育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

標之內涵 

1. 透過通識課課程教師教學工作坊宣導：為使所有開設通識課程之教師

皆能充分理解通識教育之內涵，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在每學期開學前辦

理之「通識教育教師工作坊」，針對通識教育理念、通識課程規劃及

授課方式，進行討論與溝通。歷年來積極宣導與要求，已達開課教師

每年都能有八成以上的參與度。(歷屆教師工作坊議程匯整詳附件

1-3-1，詳細會議資料詳佐證資料3-3) 

2. 制度面硬性規定，全校專兼任教師一體適用：配合本校課程改革作業

與評鑑工作的推行，本校通識中心依通識課程多樣性的需求，規劃「學

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計畫規格書」，並透過每學期的工作坊

宣導了1學年宣導，規定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所有「核心通識課程」

皆須以此計畫書送外審通過方能開課，「博雅通識課程」則在101學年

度上學期全數送外審，通過後下學期方能開課。(詳佐證資料2-4) 

圖1-4-1全校課程地圖通識課 

程能力指標指數對應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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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詳實的課程計畫，核心能力與課程內涵充分結合：由於此課程計畫書

的撰寫有其理論與實務上的困難度，教師除了在課程大綱上需要展現

18週的進度，尚須規劃通識中心9大核心能力的養成計畫，針對各課

程與核心能力指標的關聯度，描述其學習成效、規劃其學習成果、訂

定準則與標準等。故所有開設通識課程之教師，對通識中心核心能力

指標內涵皆有充分之理解與演繹。〈詳本報告書項目二‧效標2-4〉 

（四） 選修通識課程的同學能理解本校通識教育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

標之內涵 

1. 課程第一節宣導：本校通識中心製作公版PPT，要求所有教師在第一

節課宣導本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標內涵，並說明該課程之授課目

標、作業規劃與該指標間的關係，務使同學能充分理解該課程與本校

通識教育內涵之內在關聯。(附件1-4-3)  

2. 課務配套措施：所有課程開課作業時填入各級指標的關聯指數，據以

呈現各課程的專業內涵與教學方法。所有學生在瀏覽課程資料與選擇

課程時皆會得到上述能力指標之訊息，亦會在期末全校課程評鑑的欄

位裡被要求勾選回饋值，供授課教師參考。此機制能敦促教師對此套

指標之傳達，落實學子對課程內涵之認知。 

 

貳、特色 

茲就上述效標所及諸要項勾勒本校通識教育理念面的五點特色： 

一、 以公民素養養成教育為標的：本校辦學以培養大高雄地區產業發展所

需求之優質人才為直接目的，在初期著眼於專業系所的籌辦歷程裡，

通識教育扣緊優質人才應有之質地，強調此人才之素養，逐漸形成以

培養現代化社會所期待的優質公民為辦學標的。 

二、 完整的素養與具體的能力指標：為聚焦此公民素養養成教育之目的，

本校緊扣以「校訓」為基本精神演繹屬於高大人應有之「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內涵。在對相關概念的定義中，「基本素養」係指學子

內在應有的人格特質，「核心能力」則此特質所外顯之行為張力；透過

三級課委會的深化，由上而下的落實，將校定「素養」與「能力」之

內涵依次落實在各單位辦學的實質內涵上。通識教育緊扣對「公民」

概念的反省，亦以校訓為核心發展學生應有的六種素養與九種能力指

標，完整且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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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充分的理念匯聚與有效的推行策略：本校通識教育辦學之特色，在素

養與能力並重，核心與博雅並行，並以全人教育、公民素養養成教育

為辦學之特色與理想。在此內涵規劃的歷程中，本校自始強調的不是

形式主義的拚湊，而是堅持透過充分的理念匯聚、健全的課程結構，

與有效的推行策略，來作為辦學成效落實之基磐。幾年下來，在理念

面的厚實、師資面的擴充、課程教學教材教法的提升等，皆有卓著之

成效。 

四、 通識教師與全校學生普遍認同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且與學院、系、

所專業教育日趨融合：透過上述理念匯聚與策略之推行，所有通識課

程開課教師皆能普遍認知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且依 100 學年度對應

屆畢業生所作之問卷，也有 92%的學生認同本校通識教育理念及目標

(詳本報告書項目五，佐證資料 6-2)。除了「全校課程地圖系統」中

各學系對通識課程薦修欄位之設定、通識中心與各學院合作之整合型

學程的開設等，部分學院選擇特定核心課程設為模組以為院核心能力

的作法，亦佐證通識教育與各院系專業教育日趨融合之發展。 

五、 以 PDCA 管理循環的精神永續經營：不論是理念面的匯聚(P)、策略面

的擬定與推行(D)，教師面、課程面、學生學習面等檢核工作的定期實

施(C)，利害關係人的學習反饋、意見蒐整與定期管考等(A)，皆有完整

的計畫予以控管，充分符合自我恆鑑之精神。 

 

参、問題與困難 

一、 通識教育辦學理念與定位仍待進一步共識之凝聚：由於國內高等教育

長久以來對通識教育之理念與定位模糊不清，對通識教育應有之規模

與課程內涵亦屢有爭議，使本校通識教育的發展過程常受校內輿論與

外部意見之挑戰與質疑。此應仍是目前各校通識教育發展所會面臨的

普遍問題。 

二、 教學行政資源的投入、全校整體通識教育工作的統籌仍待加強：由於

通識教育的辦學定位仍有疑義，相關的教學行政資源亦受限於體制內

有限的資源分配；此外在非正式課程的理念歸屬與統籌工作等，亦待

持續的討論與媒合。 

三、 通識教育的學習方向感仍待持續深耕：以往學子們對通識課程的學習

或非正式課程的活動參與較缺乏主動規劃之習慣，對通識教育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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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較少積極之動機，或遲至高年級才意識到通識教育的重要性

等，近年雖有如「學生涯歷程檔案系統」及「大學入門課程」的整合

性策略之推出，仍待全校性配套措施的落實與資源的持續投入，待其

形成校園學習文化的一環後方克其功。 

 

肆、改善策略 

一、 落實並優化相關理念媒合工作，持續進行校內共識的凝聚。 

二、 組織「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以較高之層級協助診斷本校通識教育發

展的困難與侷限，從理論與實務各方面提供諮詢。 

三、 鼓勵通識教師多參與通識教育相關、以及以高等教育發展為題的研習

會議；同時積極邀請本校系所專任教師踴躍參與校內外通識教育相關

講座，與每學期一次的教師教學工作坊，以充分瞭解通識教育理念。 

四、 積極爭取公部門計畫，提升本校通識教育的能見度，以提高校內高層

與全校師生對通識教育發展議題之持續關注與支持。 

 

伍、項目一之總結 

本校辦學以培養大高雄地區產業發展所需求之優質人才為直接目的，

通識教育的發展則扣緊優質人才應有之質地，以培養現代化社會所期待的

優質公民為辦學標的。 

為聚焦此公民素養養成教育之目的，本校緊扣以「校訓」為基本精神

演繹屬於高大人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內涵。在對相關概念

的定義中，「基本素養」係指學子內在應有的人格特質，「核心能力」則此

特質所外顯之行為張力；透過三級課委會的深化，由上而下的落實，將校

定「素養」與「能力」之內涵依次落實在各單位辦學的實質內涵上。通識

教育緊扣對「公民」概念的反省，亦以校訓為核心發展學生應有的六種素

養與九種能力指標，完整且具體。 

在此內涵規劃的歷程中，本校堅持透過充分的理念匯聚、健全的課程

結構，與有效的推行策略，來作為辦學成效落實之基磐，使此理念得以普

遍獲得通識教師與全校學生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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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壹、現況描述 

為能培養現代化社會所期待的優質公民，本校秉持務實辦學之精神，

以「學習者」為中心，塑造屬於高大人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透過長期的理念凝聚、嚴謹的課程規劃、教師專業的品質保證機制、高規

格的課程審查流程，與課程委員的嚴予把關，期能呈現高品質的通識教育

內涵，以啟發學子全人格的發展，陶塑符合現代化社會所期待之優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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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依據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係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附

件 2-1-1)、「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六、第七條(附件 2-1-2)，設置本校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附件 2-1-3)，及體育、中文、英文課程「教

學委員會」(附件 2-1-4~6)，同時訂定「通識教育中心開課審查要點」(附件

2-1-7)、「通識教育中心學生基本能力、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

施要點」(附件 2-1-8)、「核心通識課程規準」(附件 2-1-9)等，依法規劃本校

通識課程，並依通識教育中心訂定之標準作業流程(SOP) (附件 2-1-10)，執

行專業審查程序。 

二、 常態機制 

（一） 由通識教育中心各組進行課程規劃與研擬教學改進措施 

1. 必修共同課程部分，每學期由中文、英文、體育課程委員會進行初

步研商，確認授課內涵、授課教師，檢討現行法規之妥適性及研擬

修改草案，並規劃當學期重要推行工作，如：實施小班制閱讀書寫

課程教學、實施中英文基本能力檢測，體適能檢測等，經共同課程

組統籌後送「中心會議」進行研議。 

2. 選修通識課程部分，每學期由通識課程組依「核心通識」、「博雅

通識」、「整合型學程」開課需求計算應開課程數，協商各專業領

域教師支援相關課程；檢討現行法規之妥適性及研擬修改草案，並

規劃當學期重要推行工作如：通識課程教師教學工作坊主題之訂定

與講者之邀請、課程計畫申請、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計畫研

習事宜等，經與相關處室取得初步共識後送「中心會議」進行報告

與研議。 



 
 

19

（二）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進行研議 

1. 中心會議以主任為召集人，以各組組長及全體專任教師為當然委

員，所有編制內行政人員皆列席，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及其

他處室業管同仁列席，共同商議中心事務，原則上每個月召開 1 次。 

2. 各組進行課程規劃與研擬教學改進措施後，需依表定時程送中心會

議進行討論與協商，得出共識後作成提案統一送「通識教育中心課

程委員會」進行審議。 

（三）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進行審議 

1.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以主任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由中心主

任、教師代表四人、各學院選任代表一人及學生會會長組成，必要

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原則上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

得視需求加開會議。(會議記錄詳佐證資料 2-5) 

2. 中心課程委員會得依提案作出同意或否定之決議，並得提出任何與

課程有關之建議，供通識中心研擬檢討改進之具體措施。若提案牽

涉通識課程分類架構、總學分數、必修科目與學分數、核心通識課

程規劃等事宜，尚須提交校課程委員會進一步審查與核備。 

（四）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確認「中心課程委員會」決議：通識中

心會議原則上依課程委員會決議逕付執行，若遇中心課程委員會決

議有其疑義者，仍可重整提案再送審議。 

（五） 校課程委員會核備與審查： 

1. 校課程委員以教務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學生會會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遴聘具課程規劃專長

之教師 5 至 7 人，及校外學者、專家、及畢業生代表各 1 人組成，

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2. 凡提案牽涉通識課程分類架構、總學分數、必修科目與學分數、核

心通識課程規劃等事宜，皆須提交校課程委員會進一步審議或核備。 

三、 管考與改革機制 

（一） 常態管考機制：通識中心課程執行績效評估工作由各組控管，整合

型學程實施成效由學程委員會控管，並由中心會議追蹤管考，統一

於中心課程委員會進行匯報。本校亦會在每學期結束前進行課程評

量，提供所有授課教師瞭解教學成效，對教學成果不佳之教師並配

套有「國立高雄大學教學諮詢輔導實施辦法」(附件 2-1-11)，實施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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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輔導。 

（二） 諮議與改革機制：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3條(附件2-1-2)

設有「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置委員 7 至 9 人，以校長為主任委

員，學術副校長為副主任委員，通識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餘由校

長聘請具有通識教育專長之校內外學者專家兼任之，負責協助規劃

與審議本中心之發展策略，為本校通識教育最高指導單位。通識教

育中心各組須於會議中提供完整的資料進行報告，並依委員會建議

研擬改進措施，必要時須召開「全校課程改革會議」，邀集全校一

二級教學主管參與討論，作成決議後再依常態機制付委審查與執行。 

 

2-2 通識課程科目設計依據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之情形為何？ 

本校通識教育內涵，係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全人教育」、「公民養成

教育」教育理想之落實，規劃通識教育內涵。在課程規劃上，以「共同課

程」之規劃來涵養學子應有之「基本能力」，以「選修通識」之規劃來培育

學子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另考量全球化時代科際整合與跨

領域對話能力的必要，特規劃「整合型學程」以鼓勵學子自發的多元學習，

俾強化專業與通識能力間的聯結。 

在詳細學分規劃方面，本校定有「通識課程修習要點」(附件 2-2-1)以

及「通識課程修習要點學分認定細則」(附件 2-2-2)，通識學分總學分數規

定為 32 學分，包括「共同必修」8 學分與「選修通識」24 學分。「共同必

修」課程包括「英語會話與閱讀」2 學期 4 學分1、「大學中文」2 學期 4 學

分、「體育」4 學期 0 學分，與「服務學習培養」2 學期 0 學分。「選修通識」

包括「核心通識」至少 12 學分，「博雅通識」至少 6 學分。各學系得排除

「核心通識」六種向度中與其領域相近之一向度，學生得由其餘的五個向

度中自由選擇四個向度各選擇 1 門課程來修習，每門課程 3 學分，最少修

習 12 學分。「博雅通識」課程分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

三大向度，各向度至少修習 1 門課程，總共最少修習 6 學分，其餘學分可

自由選擇核心通識或博雅通識之課程。本校通識課程結構如圖 2-2-1，詳細

科目內涵茲分述如下：  

                                                 
1 西語系學生無須修習此課程，唯須以其他通識學分補足 32 學分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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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通識課程地圖 

 

(一) 以「共同課程」之規劃與經營涵養學子應有之「基本能力」 

1. 優質的中文閱讀與修辭能力，以中文(閱讀與書寫)課程行之，使用之

教材為校內中文教師依高大學子的程度特質、及提升文章鑑賞與書寫

能力之教學目的所共同編撰之教材「中文大學堂：閱讀、賞析、寫作

新視野」，書中古文部分佔約三分之二，現代文部分約佔三分之一，

每一主題並規劃有延伸閱讀，並於書末附上「寫作指導」，俾利教師

指導學生寫作技巧(佐證資料 2-7)。課程分為上、下學期，上學期以

閱讀能力的提升為主，主要引導學子廣泛涉獵各種主題之文章，以提

升其閱讀知能與興趣；下學期以書寫能力培養為主，以低於 40 人的

小班制教學行之，搭配書寫 TA 以強化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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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交流與溝通能力，以英語會話與閱讀課程行之。該課程採分級分

班制上課，新生依其「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之英文成

績分為初、中、高階班。上課教材亦採用分級方式，以配合不同階段

的英語學習需求。參酌「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初

階班使用 CEFR A2-B1 級教材；中階班使用 CEFR B1 級教材；高階班

使用 CEFR B2 級教材。 

3. 健康的體魄與積極的人生觀，以 4 學期體育課程行之。大一 2 個學期

為「普通體育」，帶領學子普遍涉獵各種運動項目與規則；大二 2 個

學期採「興趣選項」的方式，每個學期由學生自由選擇 1 種運動項目

來專精學習。 

4. 社會關懷與基本的助人知能，以服務學習培養課程行之。課程內容分

為校園服務、校外社團服務二類： 

（1） 校園服務：學生至各教學、行政單位從事學習環境服務、推展學

術之相關活動。由校園內申請單位提供課程內容規劃方案，並經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審查通過。 

（2） 社團服務：各社團以定時定點服務為原則，包含中小學學藝、生

活輔導；弱勢及公益團體之輔導；社區服務或其他相關服務，由

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審查通過。此外，學生亦得參與校外公益

服務以抵免學分，例如於各政府機關、學校或社福/教育基金會擔

任國內、外志工。 

(二) 以「選修通識」之規劃培育學子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在本校對相關概念的定義中，「基本素養」係指學子內在應有的人格特

質，「核心能力」則此特質所外顯之行為張力。選修通識依其類別而有不同

著重，分成兩個部份： 

1. 以「核心通識」課程規劃貼近「全人教育」理念，陶鑄學生現代化公

民應有之「基本素養」。此素養係延伸自校定「基本素養」之內涵，

包括「思維方法」、「美學素養」、「公民素養」、「文化素養」、

「倫理素養」與「科學素養」。每一素養中囊括數門課程，學子們需

在六大向度中選擇四個向度的課程來修讀，以低度選修的方式確保學

子對此六大向度核心議題的完整涉獵。茲錄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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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核心通識課程與校定「基本素養」指標對照表 

校訓 校定基本素養 
通識基本素養 

(核心通識六大向度) 
詳細課目 

思維方法 
邏輯思維與論證 
哲學基本問題 

博學 人文素養 

美學素養 

藝術概論 
藝術史概論 
(中國藝術史概論、西洋藝

術史概論) 
台灣藝術史 

公民素養 
法律與人生 
服務學習課群 

弘毅 公民素養 

文化素養 
探索台灣課群 
世界文明史概論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崇德 倫理素養 倫理素養 

環境倫理 
科技倫理 
企業倫理 
職場倫理 
法律倫理 

創新 
科學素養 
專業素養 

科學素養 
科普讀物導讀 
科技與社會 
科學史概論 

除了確保對基本素養核心議題的完整涉獵，本校通識教育更著重

於讓學子以多元、有效的學習方式來培育基本素養，特此以 3 學分的

學分數賦予每一門核心通識課程的學習，並訂有「核心通識課程準則」

(附件 2-1-9)以規範之；一方面透過共同課綱的研擬以確保核心課程的

學術濃度，規定核心課程需積極導入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經營

元素，同時須規劃閱讀能力養成方案，以培養學子自學的能力與興趣。 

2. 以「博雅通識」落實「博雅教育」之理想，以「人文」、「社會」、

「自然」之學術分類為骨幹，各規劃 5-6 個學門向度：  

（1） 人文科學類：文學、哲學與宗教、藝術、語文、歷史與文化。

本類課程歷年開設最為多元，每學期皆開設 30 門以上之課程，

以補強本校系所結構人文領域課程較少之缺憾。 

（2） 社會科學類：政治與法律、財經管理、社會心理、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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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會、教育。 

（3） 自然科學類：基礎理論、生命科學、環境與生態、資訊科學、

應用科技、運動科學。由於本校系所結構較多自然科學領域之

課程，故本類課程歷年開設較少，每學期仍有 20 門以上之數。 

「博雅通識」以此架構廣設多元課程，俾使學子能依其性向與喜好，

延伸其學習視野，以達臻傳統通識教育追求博雅之理想。自 99 學年

度以來，「博雅通識」陸續開設約 200 餘門不同之課程，種類多元豐

富。(歷年開課總表詳附件 2-2-3)  

(三) 通識課程總表：茲錄 101 學年度起適用之通識課程表如下，歷年變革

請詳附件 2-2-4。 
表 2-2-2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101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共同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修課時間 

英語會話與閱讀 4 4 一全 

大學中文 4 4 於畢業年限內修畢 

體育 0 8 一二全 

服務學習培養 0 2 於畢業年限內修畢 

選修通識課程 

項

目 
六大向度 課程名稱 

課程

學分

最低

學分

思維方法 邏輯思維與論證、哲學基本問題 3 

美學素養 
藝術概論、中國藝術史概論、西洋藝術史概論、台

灣藝術史 
3 

公民素養 法律與人生、服務學習課群 3 

文化素養 探索台灣課群、世界文明史概論、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3 

科學素養 科普讀物導讀、科技與社會、科學史概論 3 

核

心

通

識 

倫理素養 
環境倫理、企業倫理、法律倫理、職場倫理、科技

倫理 
3 

12 

人文 

科學類 

包括：文學、哲學與宗教、藝術、語文、歷史與文

化等五小類，每學期開設 30 餘門課程 
2 

社會 

科學類 

包括：政治與法律、財經管理、社會心理、大眾傳

播、多元社會、教育等六小類，每學期開設 20-30

門課程 

2 

博

雅

通

識 
自然 

科學類 

包括：基礎理論、生命科學、環境與生態、資訊科

學、應用科技、運動科學等六小類，每學期開設 20

餘門課程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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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合型學程： 

為能具體回應此跨領域學習的高度需求，通識教育中心秉持「寓人文

精神於科際整合的學術潮流之中」的理念，規劃一系列的整合型學程。植

基於本校本有科際領域之優勢，精選出符合科技主流及深化人文的學程主

題，以供學生在學期間涵養科際整合、第二專長的學習知能，暨養成以「人

文」的視野思考問題。目前由通識教育中心執行的學程如下： 

1. 由通識中心召集相關領域教師規劃「生命教育學程」(附件 1-2-1) 

2. 與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現代科技與社會發展學程」(附件 1-2-2) 

3. 與管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診斷台灣-從管理的角度學程」(附件 1-2-3) 

4. 與法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民主法治與公民參與學程」(附件 1-2-4) 

5. 以本校綠色校園理念為基礎，結合人文社會學院共同經營「舒適生活

與環境美學學程」(附件 1-2-5) 

6. 與人文社會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教師共同規劃開設「人文數位與

創意設計人才培育學程」(附件 1-2-6) 

圖2-2-2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整合型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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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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訂定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標，係以「校訓」為核心，演繹各

級單位的辦學標的。其中與社會關注、倫理議題之直接相關者，乃校訓中

「弘毅」與「崇德」兩項。「弘毅」乃本校對學生應具備之社會關懷與責

任感所立之辦學目標，期許學子在生活與學習之餘，養成地球村時代應有

之「公民素養」。此素養所對應之核心能力為「社會力」，我們深信唯有

以包容的態度認識多元文化、以同舟共濟的寬懷面對時代之驟變，方能孕

育出具國際化視野的地球村公民。「崇德」為本校辦學對學生為人處世應

具道德觀之期許，冀望學子在多變的時代擁有價值觀的辨識能力，且具道

德勇氣而能擇善而固執之「倫理素養」。此素養所對應之核心能力為「品

格力」，我們深信唯有獨立與深刻的倫理反思能力，方能在多元價值的反

覆辯證中粹煉出自我實現之理念，勇敢面對在生涯與職涯上種種可能之挑

戰。上述校訓與校訂指標及通識教育相關指標關聯如表 1-2-1 與 2-2-1。 

為達臻相關素養之養成目的，本校在必修課程的規劃上設有「服務學

習培養」課程，另在「核心通識」的部分以公民素養課群、倫理素養課群

來直接呼應品德教育與相關倫理議題之學習。以下簡述各類課程近年來的

執行概況： 

一、 全校必修服務學習培養課程 

為培養學生熱心公益及服務社群之精神，本校自辦學以來規定大一必

修「服務學習」課程；唯因初期投入之人物力資源有限，致大部分服務學

習的進行模式僅以校內勞動服務為主，歷年來校內師生多有檢討聲浪。 

97 年為改革本校服務學習實施方式，特於核心通識改革初期列入服務

學習課程，徵聘兼任教師推動社會參與式學習，每學期開設 5 門以上的校

外服務課程，並帶動校內改革服務學習課程模式之檢討。終於在 101 年 11

月 30 日，由通識教育中心研擬「服務學習課程改革試辦計畫」，邀集系所、

行政單位等共約 60 人參與，進行討論。復於 101 年 5 月 1 日，由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邀集學務處、系所、行政單位以及學生約 70 人，召開「服務學習

培養課程改革公聽會」，針對於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即將改革之「服務學習

培養」課程，蒐集教職員生、學生及社團幹部之意見。 

本校目前訂有「國立高雄大學服務學習培養課程實施辦法」(附件

2-3-1)，明定校內外服務學習兩種面向，並以校外服務學習的認定為推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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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鼓勵學生與社團形成社會參與式學習方案，積極與鄰近中小學及非營

利事業單位形成策略聯盟，讓學生能在穩健的制度與合作關係下陶冶助人

知能。 

二、 核心通識服務學習課群 

97 學年開始，增設「服務學習」課程為核

心通識，重點經營「社會參與式學習」，藉以深

化服務的內涵，延伸本校學子服務的場域。「服

務學習」課程主要是在養成學生的助人知能，開

啟其弘毅的襟懷，使我們的學子成為具有利他擔

當的公民。課程透過：準備與構思→服務與行動

→反思與檢討→發表與慶賀之完整規模，讓同學

藉由服務的對象與歷程，了解多元社會中的次文

化，同時體驗助人的真義。 

經服務學習課群教師的努力，本校目前合作

機構計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高雄市政府

客委會、楠梓榮民安養中心、財團法人吉祥臻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孝愛仁

愛之家、社團法人高雄市天主教加大博愛協

會、……，囊括服務種類有兒童服務、老人服務、

國際服務、客家服務等。(歷年服務學習開課資

料詳附件 2-3-2，茲摘要 99 學年以來服務學習培

養及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概況如附件 2-3-3，相關成果報告書詳佐證資料 6-3) 

為能有效樹立與經營服務學習良善的學風，通識中心於每個學期末均

舉辦課程成果聯展，一方面藉公開的儀式給予學生最高的敬意與鼓勵，二

方面也藉此強化與協力單位的合作關係，永續經營學校、協力單位與社會

三贏的局面。 

三、 核心通識倫理素養課群 

本校倫理素養囊括多種課程，並統合多種素養於課程運作中。如「科

技倫理」課程，在培養學子科技的危機意識的同時，更導入公民共識形式

之一公聽會來培育知識份子參與公共性事務的關懷，並將科技發展與未來

社會所追求的價值連接，連帶回應於「公民素養」、「科學素養」。「環境倫

老人服務 

 

榮民總醫院病童服務 

 

慈濟環保站環保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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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課程聚焦於環境議題下所呈現之倫理衝突，循「環境倫理」、「環境人

權」、「永續經營」之主軸形構課程架構，培養學子對環境問題之意識與主

動關懷的能力，並就「環境人權」的主張與探討形成教學行動策略，以實

踐行動直接回應倫理素養、科學素養與民主素養；「職場倫理」課程首要回

應多元倫理素養與個人生命實踐互為主體的相關內涵，並強調透過職場上

道德兩難的倫理衝突案例反思對於其他場域：家庭、社會、自然環境等應

考量且擔負之責任與義務，所直接回應者為民主素養與倫理素養。 

本校倫理素養課程群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課程間串連豐富，不僅形

成教師社群長期經營，近來也積極與思維方法課群共同形成計畫以爭取教

育部優質通識課程計畫的肯定與補助。該課羣在 100 與 101 學年度皆受到

教育部顧問室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的支持，受補助課程有「環境倫理」、

「科技倫理」、「職場倫理」及「科技與社會」課程，長期以來執行成果豐

碩。歷屆成果報告書詳佐證資料 6-3，課群網址請點閱： 

100(1)  http://elearning.nuk.edu.tw/m_classgroups/m_classgroup_index.php?gd=NQ== 

101(1)  http://elearning.nuk.edu.tw/m_classgroups/m_classgroup_index.php?gd=MTM= 

四、 經營公共議題的關懷場域 

本校通識中心有計畫的經營公共議題的

討論，積極推動特色的 café philo 系列講座

之辦理。100 學年度試辦兩場，主題為「知

識分子的社會關懷」與「從美麗灣大飯店(東

發條例)議題看環境倫理」，獲得學子熱烈的

參與回響；101 學年度進一步結合「核心通

識倫理課群」、「核心通識探索台灣課群」的

能量，推出 10 場系列講座。(附件 2-3-4，成

果詳資料 4-7)，預計能有 900 位同學以上的

參與人次；未來除了系列講座的持續辦理，

也將邀請在地耆老、鄰近中小學推薦之特色

教師共襄盛舉，將此風氣開放並推展至社區。 

 

2-4  教師開設通識課程之審查機制與運作情形為何？  

在常態機制方面，學校會依教師「教師評鑑」結果（包括：歷年教學

意見調查結果、學術發表成績、教師工作坊與研討會的參與、教務配合度

101(1)café philo 辦理實況 



 
 

29

等）初步規劃教師開課數，並透過協調或指定等方式，依教師專長開設相

關課程；教師則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專長領域等個別條件進行課程設計，

依規定填列課程基本內容、對應之基本能力、相關佐證資料等，上傳於「通

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系統」(http://140.127.202.243/tea/home.asp，系統規劃

詳佐證資料 2-4)，供後續之審查。 

此外為落實專業審查之精神，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陸續將所有通識課

程以「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規劃書」之規格送外審，並規定「共

同課程」與「核心通識課程」自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始，「博雅通識課程」

自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始，皆須通過至少 2 名校外專業審查，始得開課。 

一、常態審查流程 

本校通識課程常態審查流程依「通識教育中心開課審查要點」(附件

2-1-7)之規定，分「初審」與「決審」兩階段： 

（一） 「初審」：由教師依通識中心規劃之科目，提具詳細課程規畫書並

上傳於本校「通識課程規劃系統」，由中心會議按本中心訂定之「開

課審查要點」評審之。初步結果將請課程規劃不盡合宜、或資料缺

項之教師，進行課程大綱的修改或補件，或即決議暫緩開設。 

（二） 「決審」：綜整初審結果後，於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召開前三天，

將相關資料送中心課程委員(各院代表)審閱，並於「通識中心課程

委員會」進行決審。審查結果分「通過」、「有條件通過」、「不通過」

三種。「通過」審查之課程，於會後以書面通知開課教師。「有條件

通過」之課程，則以書面告知連同口頭通知本中心課委會審查意

見，請開課教師於期限內依審查意見修正課綱回覆，再由課程委員

確認後准予開設。「不通過」之課程，則以書面告知連同口頭通知

本中心課委會審查意見，並請開課教師於下學期(或下學年)重新擬

定課綱或規畫新課程送審。 

二、專業審查(外審)機制 

由於通識課程相當多元，一門優質的通識課程的規劃取向，與課程進

行、教材教法之設計等常需涉及相當多的通識專業考量；而上述常態審查

流程卻易流於形式審查，並無法對通識課程的妥適性進行實質的把關。為

落實專業審查之精神，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陸續將所有通識課程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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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規劃書」之規格送外審，並規定「共同課程」

與「核心通識課程」自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始，「博雅通識課程」自 101 學

年度第 2 學期始，皆須通過至少 2 名校外專業審查，始得開課。 

圖 2-1-1  通識課程外審標準作業流程(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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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專業審查程序，本校通識中心制訂「通識課程外審標準作業流

程」(SOP)如圖 2-1-1，其程序由中心主任依據各組所提報「外審委員推薦

名單」，每門課程排序勾選 2-5 位外審委員名單，並由各組依委員排序將「課

程實施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規劃書」以及「審查意見表」送 2 位委

員審查。待委員回覆審查意見後，需提報中心會議、中心課程委員會討論，

最後再召開中心會議進行確認。俟審查結果通過後，才得以正式開課；若

審查未通過，則該學期停開該門課程。(「課程實施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

模式規劃書」表單與外審表單詳附件 2-1-10，外審資料詳佐證資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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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師皆能理解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一） 開課計畫書規格的嚴謹需求：配合本校課程改革作業與評鑑工作的

推行(詳本報告書〈項目一‧效標1-4〉之說明)，本校通識中心依通

識課程多樣性的需求，規劃「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計畫

規格書」，並規定自101學年度第2學期始，所有通識課程皆須通過校

外專業審查，始得開課。由於此課程計畫書的撰寫有其理論與實務

上的困難度，教師除了在課程大綱上需要展現18週的進度，尚須規

劃通識中心9大核心能力的養成計畫，針對各課程與核心能力指標的

關聯度，描述其學習成效、規畫其學習成果、訂定準則與標準等。

故所有開設通識課程之教師，對通識中心核心能力指標內涵皆有充

分之理解與演繹。 

（二） 積極宣導：在此專業審查全面推行之前，為使所有開課教師能充分

理解通識課程之特殊性與多元性、「學習成果本位評估課程規畫」之

專業性，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特自99學年度起發展課程計畫書規格，

並在每學期辦理之「通識課程教師教學工作坊」邀請講者說明，積

極宣導，俾保障這波政策推行之效果。(詳附件1-3-1，佐證資料3-3) 

二、選修通識課程的同學皆能理解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一） 課程第一節宣導：為使所有選修通識課程的同學皆能理解本校通識

教育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標之內涵，本校通識中心製作公版PPT，

要求所有教師在第一節課宣導本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標內涵，

並說明該課程之授課目標、作業規畫與該指標間的關係，務使同學

能充分理解該課程與本校通識教育內涵之內在關聯。(附件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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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務配套措施：依本校開課作業流程，所有課程在開課時均需填入

三級指標的關聯指數，據以呈現各課程的專業內涵與教學方法。所

有學生在瀏覽課程資料與選擇課程時皆會得到上述能力指標之訊

息，亦會在期末全校課程評鑑的欄位裡被要求勾選回饋值，供授課

教師參考。此機制能敦促教師對此套指標之傳達，落實學子對課程

內涵之認知。 

三、認同程度評估 

（一） 教師認同度評估：擬在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發放問卷對所有通識課

程教師進行普查，資料待補充。 

（二） 學生認同度評估： 

1. 學習滿意度：歷年來學生對於通識課程的教學意見回饋，其滿意度

平均多達 5 點量表 4 分以上，並保持上升之趨勢，足以顯示學生對

於通識課程之教學內容及教師表現普遍予以肯定，此教學評量結果

亦代表學生對通識課程的高度認同。 

表 2-5-1：通識教育課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課程分類/學年度 97 98 99 100 

英語會話與閱讀 4.01 4.05 4.17 4.29 

大學中文 4.02 4 4.23 4.3 

體育 4 4.1 4.1 4.19 

共同

必修 

服務 3.69 3.96 4.08 4.06 

思維方法 4.26 4.12 4.14 4.33 

美學素養 3.91 4.02 4.14 4.11 

公民素養 4.13 4.26 4.22 4.24 

文化素養 3.97 4.03 4.17 4.33 

倫理素養 4.19 4.33 4.09 4.22 

核心

通識 

科學素養 3.3 4.1 3.95 4.17 

人文科學類 4.39 4.17 4.19 4.36 

自然科學類 4.16 4.2 4.19 4.28 
博雅

通識 
社會科學類 4.14 4.17 4.25 4.29 

2. 認同度調查：本校自 96 年起積極進行通識教育改革，配合本次

評鑑工作的進行，本校也特別針對完整經歷此改革歷程之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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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應屆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 92％的學生認同目

前之通識理念，96％的學生同意通識教育對其核心能力的提升有正

向之助益；而整體回饋部分，則有 92％的學生肯定整體通識課程。

此亦佐證本校學生對通識教育目標之認同程度。〈詳本報告書項目

五，佐證資料 6-2〉 

 

貳、特色 

一、 通識課程之規劃能充分體現本校之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完善的諮議

制度、全方位的理念宣導、課程架構的設計機制、科目內涵的集思廣

益與全面外審制度的推行，能實質確保每一門通識課程應有的品質。 

二、 揚棄「因人設課」的高等教育通識亂象，強調以課程規劃之實質需求

開設通識課程，並堅持以「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計畫」之

規格，進行專業審查(外審)，其規格之嚴謹，應屬國內高等教育之先。 

三、 通識課程，特別是核心課程的設計能充分呼應校級訂定之基本素養，

同時著重於學子的品格養成與社會關注倫理議題的多元學習方式，大

力推動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經營方式、打造公共議題的關懷

場域、積極推動社會參與式學習等。 

四、 博雅通識部分，歷年來開設超過兩百餘門課，種類多元豐富，高教所

罕見。 

五、 整合型學程的規劃，充分回應現今多元化社會對跨領域人才之需求，

同時也助長本校通識與專業課程相互整合之對話空間。 

六、 所有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師與修課學生普遍理解通識教育目標，且具高

認同度。 

 

参、問題與困難 

一、 通識教育辦學理念仍待進一步共識之凝聚：由於國內高等教育長久以

來對通識教育之理念與定位屢有爭議，使本校通識教育的發展、課程

的規劃與設計亦常面臨校內輿論與外部意見之挑戰與質疑。雖經本校

通識教育理念探討與宣導之努力，所有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師與修課學

生均能普遍理解通識教育目標，但畢竟仍未成為全校總體教師之共

識，此共識實仍待進一步之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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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識課程開設規格日高，影響校內專任教師開課意願：追隨國內高等

教育改革的腳步，本校通識教育要求以較高之規格呈現每一門課程的

實質內涵及學生學習成果規劃，並落實專業審查之精神將所有課程計

畫全數外審，其開課門檻之設定實普遍較校內專業系所高，致影響校

內專任教師開課意願。 

三、 核心通識課程之特色仍待經營：核心通識課程以 3 學分之姿，搭配「核

心通識課程準則」之規格以重點培養高大學子基本素養與重大議題之

省思能力，近年且順利取得教育部優質課程資源補助，呈現多元豐富

之風貌；唯各課程的教學文化仍待更多的執行經驗與永續的資源投

入，方能形塑出符合各方期待且具高大特色之課程模組。 

四、 整合型學程成效不彰：整合型學程的規劃立意甚佳，唯因吸引學生修

習的誘因不足，致推行以來成效有限。 

 

肆、改善策略 

一、 落實並優化相關理念媒合工作，持續進行校內共識的凝聚。 

二、 持續深耕核心通識課程之內涵，型塑優質的課程文化：持續經營核心

通識課程配套發展之非正式課程活動，並積極結合南台灣、高雄、甚

至是楠梓區在地人文風俗、本土特色，以發展具有本校特色的通識課

程。 

三、 務實檢討整合型學程內涵之規劃，強化其宣導及配套措施 

四、 積極爭取公部門計畫，提升本校通識教育的能見度，以提高全校師生

對通識教育發展議題之關注與支持。 

 

伍、項目二之總結 

本校秉持務實辦學之精神，以「學習者」為中心，塑造屬於高大人應

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通識教育課程的整體規劃，從標準化

的「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課程設計、常態審查與專業外審雙軌並行的課程

審查機制、教師專業的品質保證機制、乃至於後續的管考、改善機制，本

校通識中心層層的嚴格把關，以期能呈現高品質的通識教育內涵。本校通

識教育對於社會關注議題亦投注許多心力，期望引導學子、喚起對人文關

懷的意識。除了正式課程外，本校輔以豐富多元的非正式課程，期望以境

教在無形中達成潛移默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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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壹、現況描述： 

98學年度以前，本校通識中心屬虛級化之單位，並無編制專任師資以

務實經營。98學年執行教育部中綱計畫結束後，因通識教育內涵的改革顯

著且富於成效，使全校師生對通識教育有全新的觀感與期待；為能使通識

教育永續發展，本校陸續於98學年起完成中文、英文及人文領域共3位專任

教師之聘任，同時納編3名原屬本校「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之專任教師，

充實了體育課程的規劃與教學能量。從98至100學年，從原先的零專任員額

到各大領域皆聘有專任教師負責授課及課程規劃，充分表現出本校推動通

識教育深耕的決心。目前通識中心總共有6名專任教師，1名教授，4名助理

教授，1名講師。兼任教師部份，共有2名教授，1名副教授，32名助理教授，

71名講師；助理教授級以上之教師佔總師資的三成以上，講師級教師有一

半以上的比例為攻讀學位中的博士候選人。(詳表3-0-1)。 

表 3-0-1 三年內專兼任教師的學經歷結構表 

學期 專/兼任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總數 

專 0 1 2 2 5 
99(1) 

兼 3 2 27 82 114 

專 0 1 2 2 5 
99(2) 

兼 4 2 35 82 123 

專 1 0 3 2 6 
100(1) 

兼 2 1 32 72 107 

專 1 0 4 1 6 
100(2) 

兼 2 1 38 71 112 

專 1 0 4 1 6 
101(1) 

兼 2 1 32 71 106 

在前述從事通識教育改革的歷程中，本校積極聘任各領域專長之教師

來校任教。兼任教師聘任人數，從通識中心94學年度改制為一級單位始之

慘澹經營，到98學年度第2學期一路增加到113人之高峰；除此「量」的提

升之外，改革的歷程亦同時建立相關制度，對所有專兼任、各領域教師在

通識課程的教學專業上嚴予要求，以確保「質」的增進。在教學品質管控

上，本校以三級三審的制度對教師徵聘作業嚴予把關，輔以專兼任教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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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制度、教學評量機制、教師教學增能研習、數位教學平台及教師自我成

長社群等多元規劃，協助教師教學知能與教學品質的不斷精進與提升。自

98學年起，配合專任師資員額的增加，及課程模式建構的日益完整，聘任

人數大體維持在110人上下（歷年專兼任教師人力如表3-0-1及圖3-0-1所

示），顯示本校對師資結構的控管與要求。 

表 3-0-2  95-100 學年度專兼任教師人力一覽表 

學年/期 95 96 97 981 982 991 992 1001 1002 

專任教師 0 0 0 0 4 5 5 6 6 

專案教師 0 1 1 1 1 1  1 0 0 

兼任教師 36 69 72 93 113 105 112 107 106 
 

圖3-0-1  95-100學年度專兼任教師人力成長折線 

 

3-1 授課教師之遴聘機制符合通識課程開設需求之情形為何？ 

一、 完善的教師遴聘機制 

本校通識中心教師之遴聘，乃根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附件 3-1-1)

辦理，訂定通識中心聘任審查要點（附件 3-1-2），循校定標準作業流程進

行聘任程序（附件 3-1-3），藉以嚴格篩選出學術專長符合之教師。兼任教

師除了學位聘任相當等級教師或已具教育部同等級證書者，得以免辦著作

外審外，其餘聘任程序與專任教師完全相同。 

二、 教師聘任符合通識課程開課需求 

通識中心教師聘任採「因課設人」的原則，依實際的開課需求延聘專

長領域符合之教師任教。通識中心各組需在每學期 3 月及 10 月底前提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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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規劃，依各種課程分類應開課程數評估現有師資，並於中心會議中研議

是否邀請校內教師支援開課，或公開徵聘校外相關領域師資補強開課需

求，再依「通識中心聘任審查要點」及前揭「標準化流程」辦理後續事宜。 

  本校通識中心訂有「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要點」(附件3-1-4)，依要點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審議通識中心專、

兼任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等事宜，並把關通識教師專長與通識課程之

符合。教師評審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1次會議，並視需要加開臨時會。歷

次會議紀錄均完整建立妥善保存，並依其決議事項覈實執行。99 學年至

101(1)學期間總計召開了4次委員會。（會議記錄詳佐證資料3-5） 

3-2  授課教師研究表現與授課科目之符合程度為何？ 

本校通識課程採「因課設人」原則，教師研究表現須與授課科目相符。

專任教師研究與授課表現從本校「教師評量辦法」控管，通識中心另訂有

「兼任教師評量辦法」，行之有年，並配套獎優輔劣之追蹤輔導機制。 

一、因課設人，授課教師之研究專長與授課科目相符 

本校通識中心課程開課之教師來源有專、兼任及校內系所支援教師。

課程之開設乃由通識中心規劃後，再聘任相關專長之教師授課，故所開設

之課程皆符合其學術研究專長。99-101(1)學年度之開課科目與授課教師研

究專長資料如附件 3-2-1。 

二、以嚴謹的教師評鑑制度為教師專業品質把關 

（一） 三年一次專任教師評鑑，有效提升教師專業素養及教學品質 

本校訂有「教師評鑑辦法」（附件3-2-2）、「教師評鑑辦法施行細則」

（附件3-2-3）。藉由良性的評鑑制度，以管控並提升本校教師品質。 

本校自96學年度起舉行教師評鑑，教師到校滿五年首次參加評鑑，其後

每滿三年即評鑑一次。評鑑項目分教學、研究、服務、輔導與奉獻共五項，

前四項上限各為100分。本校各院系所得依其特質增減各項分數上限，但最

多以25分為限。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項目之總分，不得超過400分。奉

獻項目之計分，最多以50分為限。五項總分未達280分者為評量未通過。通

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評鑑亦依此章程辦理。 

（二） 兼任教師評鑑制度 

因應本校通識教師師資結構多為兼任教師，為有效凝聚通識教育辦學共

識，提升及管控兼任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課程品質，本校首開全國高

教界之先例，訂定「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評量辦法」（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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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3-2-4），全面辦理兼任教師評鑑。凡於本校通識中心授課滿兩學期之兼

任教師均需接受評鑑，爾後每3年須接受再評鑑。兼任教師評量分為教師自

評（40%）及通識中心評定(60%)兩部份。評鑑結果分為「優異」、「通過」

及「未通過」，針對評鑑結果優異前3名之教師，本校通識中心頒發獎牌賦

予教學上的榮譽，並邀請其進行教學理念與實務的分享，同時給予實質上

的課程補助。 

本校通識中心自97學年試行兼任教師評鑑以來，因不願接受評鑑而不續

聘者有16人；自98學年以來，歷學期欲留任之兼任教師應受評之受評率保

持在100％。相關評鑑狀況及結果如下表3-2-1所示，其中98(2)學年及100(1)

學年未通過者主因為資料不齊全所致，皆須於次學期接受再評鑑。由評鑑

結果看來，兼任教師各方面素質整體而言符合本校通識中心教師素質之要

求。(佐證資料3-4) 

表 3-2-1  三年內兼任教師受評狀況 

學期 971 972 981 982 991 992 1001 1002 

應受評人數 21 27 5 12 9 7 23 11 

留任教師 

受評人數 

19 20 
5 12 9 5 22 7 

通過人數 19 18 5 11 9 5 18 7 

未通過人數 0 2 0 1 0 0 4 0 

受評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累計人次 19 39 44 56 65 70 92 99 

三、教師獎優輔劣機制之落實 

（一） 優良教師遴選 

1. 校內優良教師遴選：為肯定教學優良教師在教學之努力與貢獻，

本校訂有「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附件 3-2-5）。本辦

法適用校內所有專任教師。遴選委員就各候選教師之教學理念、方

法、教學熱忱、教材準備及教學成果資料進行審查，每學年至多遴

選 3 名校級教學優良教師，於校慶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牌與獎金；得

獎教師將協助教學研習等相關活動，以利本校整體教師教學品質

之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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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外兼任優良教師遴選：本校為鼓勵兼任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亦

訂定有「國立高雄大學通識課程校外兼任優良教師獎勵要點」(附件

3-2-6)，獎助兼任優良教師，每學年辦理乙次遴選，選出 3 名獲獎

教師頒發獎牌，並列為下學年度優先聘任之兼任教師。 

（二） 教師教學輔導及篩選機制 

本校針對教師評量未通過之教師給予一至二

年的改善期，並由教務處輔導參與傳習制度，透

過同儕輔導協助教師擬訂自我改進計畫並執行

後，於規定期程內辦理再評量。惟再評量仍未通

過者，則提三級教評會討論是否予以續聘。詳細

輔導流程詳右圖。 

本校通識中心亦針對兼任教師評量不盡理想

之教師透過追蹤輔導機制予以輔導，並予下一學

期再行評鑑一次，連續二次未通過評量之教師，

則不予續聘。(輔導佐證資料 3-4)  

 

3-3  授課教師依據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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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開課機制要求教師根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 

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

(附件1-4-1)，各級單位亦訂定有院、系（所）之相關要點，據此校、院、中

心、系（所）等三級課程委員會亦規定在課程設計上需依據學生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的養成來進行課程規劃，並定期檢討教育目標、畢業生基本能

力指標及課程結構。 

本校通識中心亦訂有「通識教育中心學生基本能力、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附件2-1-8)及「通識課程開課要點」（附件

2-1-7），所開設之課程科目及大綱皆須依據前揭辦法之規範，並經課程委

員會之審查把關通過後方可開課。 

二、 每學期辦理焦點會議，進行研習與研討 

為有效引導通識課程教師能依據授課科目教學目標來進行教學準備，

及改進教學設計和教材教法等，本校自96年起每學期皆辦理1次「通識教育

教師教學工作坊」，邀請長年在通識教育經營的學界先進蒞校指導，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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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授課教師的通識素養。99年開始，工作坊之後增設下午場次之「焦點團

體會議」，依課群分類辦理焦點研習與焦點討論，同樣也是邀請相關領域

學者前來指導，並於會後進行深度交流。歷屆邀請學者計有：台灣大學  

黃俊傑教授、清華大學 王俊秀教授、中山大學 劉金源教授、台北醫學大

學 林從一教授、文藻外語學院 蔡介裕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黃俊儒教授、

靜宜大學 林益仁教授、台北醫學大學 林文琪教授……等。(歷屆工作坊議

程詳附件1-3-1，詳細成果請參見佐證資料3-3)。 

三、 組成教師社群，爭取資源進行教學改進計畫 

前揭焦點團體研習業行之有年，儼然已是本校各分類科目教師進行教

學改進、研擬教學設計和教材教法等之重要聚會，以此基礎也形成以課群

為核心的教師成長社群。近年本校也以此社群為基礎申請校內外獎補助， 

99學年以來共計24種課程50餘班次因教師成長社群的運作進行實質的教學

改進計畫。(詳表3-3-1，佐證資料3-7)  

表 3-3-1  99-101 年教師社群申請並執行教學改進獎補助計畫表 

學年 教師社群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核心通識服務

學習課群 

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研發教

師社群精進計畫(本校5班+高師大1

班) 

高高屏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 

99 

核心通識服務

學習課群 

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之課程研發

教師社群精進計畫(本校5班+高師大

1班) 

高高屏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 

核心通識倫理

課群 

哲學基本問題(2班)、科技倫理、環

境倫理、科技與社會(2班) 

教育部顧問室

核心通識服務

學習課群 

服務學習─國際服務、服務學習─兒

童服務 

教育部顧問室

100 

中文課群 中文課程閱讀書寫改進計畫(24班) 高高屏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 

核心通識倫理

課群 

哲學基本問題(2 班)、邏輯思維與論

證(2 班)、職場倫理 

教育部顧問室101 

核心通識探索

台灣課群 

探索台灣-政經篇(2 班)、文化篇、歷

史篇，口述歷史 

教育部顧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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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出發，全面推動課程外審機制 

（一） 以「學習成果本位課程計畫」規格，全面推動外審 

為確保通識授課教師皆能依據科目教學目標進行教學準備及改進教學

設計和教材教法，且為檢視現有課程大綱、授課教師之專長與授課內容相

符合程度、課程大綱與通識基本素養及通識核心能力之符合程度，本校通

識中心於100學年度第2學期全面推動課程外審，並以「學生學習成果本位

評估模式」之精神訂定完整課程計畫表單、課程審查表單(附件2-1-10)，依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外審標準作業流程」循序外審。(詳本報告書項目二，

圖2-1-1，外審資料詳佐證資料2-4) 

（二） 開設「學習成果本位」先導課程 

為能妥善傳達「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規劃之精神，通識

中心通識課程組於100學年度第1學期籌組核心通識倫理課群參與各式研

習，並依規畫表單撰寫課程計畫書，送教育部顧問室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

畫審查並申請獎助獲准；以此為先導課程，並於每學期召開之「通識課程

教師教學工作坊」進行宣導，累積足夠的經驗以推動學習成果本位課程計

畫全面外審事宜。 

（三） 全面外審 

為落實專業審查之精神，本校自100學年度起陸續將所有通識課程以

「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規劃書」之規格送外審，並規定「共同

課程」與「核心通識課程」自101學年度第1學期始，「博雅通識課程」自101

學年度第2學期始，皆須通過至少2名校外專業審查，始得開課。未來所有

通識課程之開設，皆需以此規格通過後始得開設；爾後每隔三年仍須對通

識課程進行全面檢討，要求有疑義之課程進行修改，再送審查。 

 

3-4  授課教師依據科目所培養之基本素養及教學目標進行學習評量之情形

為何？ 

一、 教育目的 

本校通識教育內涵，係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全人教育」、「公民教

育」教育理想之落實，規劃通識教育內涵。在課程規劃上，以「共同課程」

之規劃與經營涵養學子應有之「基本能力」，以「選修通識」之規劃培育

學子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詳本報告書〈1-2  通識教育辦

學特色之規劃與落實〉)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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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共同課程」之規劃與經營涵養學子應有之「基本能力」 

本校學子在畢業前，應具足以下基本能力： 

1. 優質的中文閱讀與修辭能力，以中文課程行之 

2. 國際交流與溝通能力，以英語會話與閱讀課程行之 

3. 健康的體魄與積極的人生觀，以 4 學期體育課程行之 

4. 社會關懷與基本的助人知能，以服務學習培養課程行之 

（二） 以「選修通識」之規劃培育學子應有之「核心能力」 

本校學子在畢業前，應具足以下「核心能力」，此能力指標係根植於

本校訂定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標而來(詳〈表 1-2-1〉)，包括：

探索自我與發展潛能、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運用科技與資訊能力、生涯

規劃與終身學習能力、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積極態度與團隊合作、尊重

生態與倫理關懷，組織、規劃與實踐，鑑賞、表現與創新，共九種指標。 

二、 學習成果與檢核規劃 

表 3-4-1  通識教育基本能力檢核規劃 

基本能力指標 學習成果與檢核規劃 

中文閱讀賞析

與表達能力 

1. 學習成果規劃 

目前以必修中文課程修業成績 60 分為通過畢業標準。為

強化「閱讀賞析」與「表達能力」的養成，目前規劃以大

一上學期強化其閱讀賞析能力，搭配本校自編教材中「延

伸閱讀」規劃行之；下學期則以 40 人小班制著重書寫能力

之培養。小班教學每班配置 TA1 名，每位學生至少產出 4

篇文章，與授課教師及 TA 充分討論；各授課班級尚可依授

課教師之教學創意，規定更豐富之學習成果。 

2. 學習成果檢核規劃： 

（1） 書寫能力檢測：配合本校中文必修課程改革，推動本

校書寫能力檢測，制定雙向細目表，與完善的 Rubric

量表規劃，提供予學生撰寫、和教師批改之參考。本

檢測於每學期初（開學第三週）舉行，以 60 分通過標

準，總分數納入學期成績加總計分。(附件 3-4-1) 

（2） 參與高高屏區域資源中心開發之跨校中文基礎能力暨

閱讀能力檢測計畫：配合高高屏區域資源中心開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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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檢測平台，施行中文跨校會考。因該平台尚在建

構測試中，故檢測結果僅供教師教學參考。預計在完

整的檢測機制成熟後，將可納入修業成績加總計算。 

英文會話與閱

讀能力 

1. 學習成果與檢核規劃─列為學生畢業門檻： 

95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西洋語文學系另訂之）皆需通

過本校訂定之「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附件

3-4-3)，最低檢定標準需符合所規定之 7 項檢定標準之任何

一項： 

（1）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或中級複試以上。 

（2） 托福（TOEFL-ITP）：510 分（含）以上。 

（3） 網路托福（Internet-based TOEFL）：64 分（含）以上。

（4） 多益測驗（TOEIC）：590 分（含）以上。 

（5） IELTS：5 級（含）以上。 

（6） FLPT：筆試各分項成績 70 分（含）以上。 

（7） 選修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進階英文」課程，成

績及格。 

健康體魄與積

極的生命態度 

以大一、大二共 4 學期之體育課程皆通過為標準。99 年

度入學之學生，尚需通過興趣選修自選選項之檢核。 

社會關懷與基

本的助人知能 

依通識教育中心訂定「國立高雄大學服務學習培養課程

實施辦法」(附件 2-3-1)進行校園、社團服務、校外志工服

務等，服務時數需達 36 小時以上為標準，並依規定繳交個

人期中反思紀錄表、期末反思暨學習分享報告(詳附件

3-4-4，佐證資料 7-3)。學習成績以服務單位成績與指導老

師評分為準。 
 

 

表 3-4-2  通識教育核心能力檢核規劃 

1. 核心課程進行學習成果本位課程設計與檢核規劃：核心課程學習成果本

位課程設計與檢核規劃，業經 3 學期的「教師教學工作坊」、「核心課

程焦點會議」研擬並宣導，以「思維方法」課群、「倫理素養」課群撰

擬檢核範本，並經教育部顧問室「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補助執行完

竣後，全面推動實施，相關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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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共同課綱的形式形成教學計畫：由所有該課程的授課教師互推一

召集人，統籌所有開課教師依通識中心素養教育的基本設定研擬共

同課綱。依教學目標、核心能力養成規劃、18 週教學進度及內容規

劃、指定用書、參考書籍、作業設計、閱讀計畫、成績考核等項，

規劃詳細的授課計畫。(「課程實施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規劃

書」表單與外審表單詳附件 2-1-10，外審資料詳佐證資料 2-4) 

（2） 學習成果檢測規劃：依通識中心設計「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

規畫書」，以「核心能力」養成標的來設計「學生學習成果」，以

此逆推其授課進度與內容，訂定完整的學習成果檢測規劃，其項目

包括： 

 課程目的(核心能力)/關聯度/預期學習成效/學習成果規劃/準則

關聯表 

 學習成果規劃與檢核週次表 

 學習成果規劃與成績檢核比例表 

 Rubric 量表 

（3） 以課程外審制度控管教學計畫之品質：所有核心通識課程計畫業於

100 學年度下學期送外審完竣，未通過外審者需持續修改，待審查通

過後始得開課。 

（4） 檢核規劃： 

 個別檢核規劃：各課程依核心能力養成目標規劃其學習成果，

以學習成果表現逆推證成其核心能力養成之成效。 

 共同檢核規劃：所有核心通識教師積極參與高高屏區域資源中

心開發之跨校中文基礎能力暨閱讀能力檢測計畫，豐富並完善

閱讀能力檢核內容，未來將以此檢核平台與機制進階評估學生

學習成效。 

2. 博雅課程學習成果設計與檢核規劃：依核心通識課程學習成果設計與檢

核規劃之規格行之，目前刻正進行全面的外審作業。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所有博雅通識課程之開設，須經過 2 位外審委員認可通過，方能開課。

其檢核規劃亦同於核心通識課程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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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授課教師提升通識教學專業能力之機制與運作情形 

一、 形塑優質教學研習文化，每學期舉辦 1 次教師教學工作坊 

為提升通識教師教學專業能

力，本校自96年起每學期皆辦理1次

「通識教育教師教學工作坊」，邀請

長年在通識教育經營的學界先進蒞

校指導，以提升授課教師的通識素

養。99年開始，工作坊之後增設下午

場次之「焦點團體會議」，依課群分

類辦理焦點研習與焦點討論，同樣也

是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前來指導，並於

會後進行深度交流。此外本校積極爭

取教育部優質課程獎補助，100學年

起每年增開1場2天1夜的優通課程計畫研習會，協助有意願申請課程計畫之

教師順利取得計畫奧援，具體提升教學品質。 

截至101學年度第1學期止，本校業辦理9場專兼任教師教學工作坊；每

場工作坊，全校百餘名兼任教師皆有七至八成參與，對研習的平均滿意度5

點量表4以上的比率皆達100%，足見本校教師對工作坊研習成效之肯定。此

儼然為我校經營專兼任教師教學團隊之特色作法。(歷屆教學工作坊議程詳

附件1-3-1，詳細資料請參閱佐證資料3-3)。 

表 3-5-1 99-101 學年度通識授課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辦理情形 

學年度 99(1) 99(2) 100(1) 100(2) 101(1)

工作坊+焦點會議（場次） 1+0 1+3 1+5 1+4 1+4 

工作坊+焦點會議（人次） 60 102 138 149 124 

2 天 1 夜優通課程計畫研習（場次） -- -- 1 -- 1 

2 天 1 夜優通課程計畫研習（人次） -- -- 15 -- 14 

二、 成立教師教學社群，鼓勵參與校內外研習活動 

本校通識中心目前已有思維方法課群、探索台灣課群、服務學習課群、

應用倫理課群、中文課群、體育課群等6個教學社群在運作，平時透過教師

教學工作坊焦點團體會議與不定期的聚會後相討論，並積極爭取校內外相

關經費之挹注，進行教材與教法的改進。 



 
 

46

校內社群之外，亦積極形成跨校教師社群，透過課程改進與讀書會形

式，凝聚教育能量。99學年主動集結本校與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形成「行動

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研發教師社群」及「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之課程

研發教師社群」，同時申請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經費挹助以改進教學；

101年籌組「公民核心能力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書會」，亦獲教育部顧問

室輔導補助。(兩本成果報告書+1本計畫書，佐證資料3-7) 

除了經營教師社群的努力，本校亦鼓勵教師參加校內外各式研習，以

提升所有教師對當前高教改革趨勢的認知。本校通識教師參與各式研習統

計如表3-5-1，參與各項研習的平均年參與率高達132%。(佐證資料3-3) 

表 3-5-2  99-101 學年度通識教師參與各式研習統計表 

研習類別 99(1) 99(2) 100(1) 100(2) 101(1) 

校內研習 31 31 47 55 68 

校外研習 36 19 45 25 0 

總計(人次) 67 50 92 80 68 

※ 99-101 本校通識課程專兼任教師約 110 人

三、 建立示範課程，申請課程計畫獎補助，推動全面外審制度 

為提升授課教師通識教學專業能力，本校通識中心透過前揭教師社群

積極發展「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示範課程」，以此爭取外部計畫的肯

定與獎補助，形成示範課程。100學年度有6門核心課程獲選為教育部顧問

室優通課程，並以此6門課為先導課程，產出完整之「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

估模式計畫書」，逐步推廣至所有核心通識課程；以此進行第一階段課程

外審，而後次第及於博雅通識課程審查規格之訂定。截至101學年度第1學

期止，本校業有18門通識課程受到教育部顧問室優質通識課程獎補助，居

全國所有公立大學之冠。 

表 3-5-3 99-101 年教育部優通課程計畫 

年度 課程類別/課群 受補助課程名稱 數量

大一國文 閱讀與寫作 
99 

博雅通識 音樂與情感 
2 

100 
核心通識倫理課群 哲學基本問題、科技倫理、科技與社

會、環境倫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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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通識服務學習

課群 

服務學習─國際服務、服務學習─兒童服

務 

核心通識課程 環境倫理、服務學習 

核心通識倫理課群 哲學基本問題、邏輯思維與論證、職場

倫理 

核心通識探索台灣

課群 

探索台灣-政經篇、探索台灣－文化篇、

探索台灣－歷史篇、口述歷史 

101(1) 

核心通識課程 邏輯思維與論證 

8 

小計 18 

四、 運用教學平台提升 e 化課程教學技能 

由於通識課程兼任教師比例甚高，致常無法提供充分的 office hours 與學

子進行課後的學習互動，故在打破傳統課堂的時空局限、研發 E 化平台以提

供更多元的學習方法，至為重要；此亦本校致力於發展教學平台之根由。 

（一） 運用課程教學平台，促進e化學習溝通與整合，成效卓著： 

本校於97 學年度針對通識教育特殊需求，開發了「通識課程學習平

台」，歷來蒐集使用者意見予不斷的修改，使平台呈現使用上的高滿意度。

因點閱率高，深受本校師生的肯定，故於100學年積極解決技術面串接等問

題，將之升級擴大為全校課程共同使用之──「e起來高大教學平台」。截

至101年10月，該平台業已超過900,000登入人次；僅就100學年度全校推動e

化教學的統計，點閱率前十名之課程有三分之二以上為通識課程，此足見

通識課程教師提升e化教學之成效。http://elearning.nuk.edu.tw/ 

（二） 積極爭取校內e化課程獎補助 

本校自95年度設有「新教材開發獎勵辦法」（附件3-5-1），獎勵教師

開發數位教材，增進教學效果；同時設置「鼓勵開授網路教學課程辦法」

（附件3-5-2），鼓勵教師製作網路教材，開授網路教學課程，推動網路學

習與教學，提供多元化學習方式。歷來通識中心教師申請獲補助之件數如

下表。 

表 3-5-4 99-101 學年度通識授課教師申請開發新教材、網路教學補助情形

學年度 99 100 101(1) 

新教材開發補助 6 3 1 

網路教學補助課程數 7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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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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以「共同課程」厚植現代公民應有之「基本能力」，以「通識課

程」、「各學系的專業養成教育」及豐富的潛在課程等配套，厚植學子應

有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通識教育尤其是在呈顯校級能力指標

之養成，唯以〈表1-2-1〉所演繹而來之通識教育「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力」的養成成效實非短時間內可以具體評量。但是，為了確保學生於畢業

時具備應有的核心能力，本校仍以下列幾個面向來確保並評估學生整體學

習成效，並作為檢討改善之依據：  

一、 直接評量 

（一） 英文畢業門檻 

配合教育部推動大學國際化政策，暨提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本校訂

有大學部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如〈表3-4-1〉，凡95學年度入學之學生(西

洋語文學系另訂之)需於畢業前達此標準方可畢業，唯各學系仍得依其特色

自訂更高的畢業資格。 

自98至100學年，本校的英檢通過率統計約佔全校總人數三分之一（如

下表3-6-1）。針對未能符合畢業資格或是英檢能力需要加強之學生，本校

亦開設有「進階英文」課程，協助學生達到相當程度之英文能力。該課程

係免費且不限修讀次數，並重點搭配多種自學軟體、輔導參與英檢；俟修

業及格後，亦符合本校英文能力畢業之資格。 

表 3-6-1  英檢通過率及進階英文開班數 

進階英文開班數 
畢業年度 通過人數 通過率 

上學期 下學期 

98 328 33% 13 12 

99 294 29% 12 12 

100 350 33% 12 12 

（二） 發展中的中文能力檢核機制 

為確保學生的中文能力，本校刻正進行中文教學改革，同時配合執行

高高屏區域中心相關改革計畫，以研擬最適合本校特色之中文能力檢核機

制。目前共有兩種檢核機制雙軌發展，檢核結果並做為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與教學內容妥適性之檢討與改善。詳請參閱本報告書（附件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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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課程專業性保證機制 

本校通識教育的教師皆經三級三審嚴予把關始得聘任，並以開設專長

領域課程為原則。為能充分提升並管控通識教師的專業素養，本校每學期

辦理1場教師教學工作坊、數場焦點會議研習，按期辦理專兼任教師評鑑，

落實獎優輔劣等配套措施，皆行之有年；教師專長領域的專業性無虞。〈詳

本報告書項目三，效標3-5〉 

本校通識課程之開設本「因課設人」之原則，依通識教育基本素養與

核心能力指標之訂定規劃課程結構，依開課需求委託或聘任教師開設。為

能進一步落實「學習者中心」的課程設計、保證學生學習成效，本校策略

的發展完整的「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透過外部資源的挹注完整實施以

形成示範，逐步以此規格推動所有課程撰擬「學習成果本位課程計畫書」，

並推動全面的課程外審；課程品質保證具高度的專業效度。 

「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課程規劃書」的規劃以本校通識教育所設之

九大核心能力為起點，透過課程規劃、授課方式、學習成效描述、學習成

果規劃、評估準則、評量標準等系統論述，將規劃中的課程聚焦於學習成

果本位的教學品保，且經至少二位同領域專家審查通過，令九大核心能力

的養成保證更具說服力。 

三、 間接評量機制 

（一） 以課程地圖協助確實掌握學生通識教育學習成效 

本校以「核心能力」為評估要素，研發「學習成效評估界面」於深具

本校教務推動特色的「課程地圖系統」，同時

結合導生制以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狀

態。目前相關界面計有下列 3 種機制： 

1. 學習成效預估機制：學生於系統規劃

大學四年的學習歷程，系統則呈現所規

劃的學習歷程中各項能力指標之總

和、及現階段達成之指數等資訊；透過

分析圖呈現其落差，讓同學得以評估其

目前學習成效與預估成效間之差距，藉

此調整其學習規劃。 

2. 學習成果評估機制：以課程地圖中學

系所建議某「生涯規劃」選項內所有課程之能力指標的平均值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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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綠色山形圖，以學生實際修習之課程成績加權為藍色山形圖，重

疊呈現其落差，供學生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效與該生涯發展要求之能

力值之差異，同時做為導師諮商時的參考資料。 

3. 學習輔導機制：結合「導生制」，導師可利用「課程地圖」引導學

生從多種面向進行學習歷程規劃，並透過定期檢核學生學習規劃與

相關評估來掌握學生學習狀況，進一步在導師時間或其他場合對其

相關規劃與成果進行深入的學習輔導與討論。 

此 3 種評估機制目前設定為「學習成效評輔機制」，支援學生學習歷程

規劃、導師課業輔導、職涯輔導與學習成效評估等目的，引導學生自我要

求、勉力達成。 

（二） 以生涯歷程檔案平台協助同學設定學習目標，並經營學習成果： 

本系統主要在提升學子的學習動機，引導學子透過能力養成計畫的訂

定，設定中長程發展目標，以謀職為假想目標來經營學習成果，包括正式

課程、社團、工讀、學習競賽、志工、證照等的累積，來經營自己的職場

競爭條件。系統提供完整的資訊歸納與分析檢討，有助於協助學生確實掌

握各種能力的學習成效。詳請參閱本報告書〈項目一‧1-2‧五‧(三)〉。 

 

貳、特色 

本校為 2000 年新成立之大學，教師員額之配置原未若於一般傳統大

學，然因應高教通識教育改革之趨勢，本校通識中心不斷地戮力於爭取外

部計畫，挹注資源，形成校園共識，讓 98 年以前尚屬虛級化設置的通識中

心提升為一級單位，並聘任了六名專任師資，此短期內的成果，充份展現

出本校對通識教育之改革與重視的決心。 

為了因應改革過程中，本校專兼任教師員額配置比率尚難均衡之問

題，本校通識中心亦從制度面、資源面開發更有效的品質提升與管控制度： 

一、 制度面：層層把關的教師教學品質控管制度 

從嚴謹的教師聘任 SOP 流程，專兼任教師評鑑制度（含首開高教界之

風的兼任教師評鑑制度），教師獎優輔劣制度，到全面課程外審制度，設有

層層把關，有效地對教師教學品質控管。 

二、 資源面：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 

（一） 多元豐富的教師成長資源：本校透過豐富多元的教師工作坊、教學

團體會議、教師成長團體之辦理，豐富教師教學內容及品質，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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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凝聚教師之共識。 

（二） 以學生學習為本位開發的多元教學資源：本校以學生學習成果本位

出發，研發推動了實用的 E化學習平台，有效提升了師生教學互動

成長的學習空間。開發了領航於高教界的課程地圖，確實掌握了學

生通識教育學習成效。此外，還辦理各項通識藝文活動及講座，豐

富師生之教學成效。 

 

参、問題與困難 

一、 通識理念普遍被誤解與忽視： 

（一） 由於高等教育之師生，長久以來對通識教育之理念與內涵，有普遍

之誤解，認為其重要性不足。 

（二） 對本校而言，通識教育在行政教學資源之投入上，也明顯不足。 

（三） 學生普遍偏重於專業教育的學習，忽視通識教育的重要性。 

二、 師資面之缺乏 

（一） 因通識中心專任教師員額有限，不足之處需聘請兼任教師授課，較

難以充分經營各領域的多元發展。 

（二） 在系所支援教師部分，由於本校教師員額採新辦學校之比例配置，

員額甚少，又需支援系所的龐大課務，致使校內系所專任教師對通

識課程的參與度並不踴躍。 

（三） 近期申請教育部之年度計畫，最後均受限於專任教師人數過少，致

執行能力備受質疑，而無法順利通過。 

     

肆、改善策略 

一、 積極爭取公部門計畫，提升全校師生對通識教育理念之理解與重視 

（一） 組織「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協助診斷本校通識教育發展的困難

與侷限，從理論與實務各方面提供諮詢。 

（二） 持續爭取公部門計畫資源的挹注與肯定，爭取專任(案)教師名額，

提升師資。 

（三） 鼓勵專、兼任教師積極爭取教育部相關（課程）計畫，以提升教材

及課程教學品質。 

（四） 持續辦理每學期一次的通識教師研習工作坊，引進通識教育前輩先

進的智慧結晶，提升通識辦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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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鼓勵教師多參加通識教育與以高等教育發展為題的相關研習會

議。並邀請本校系所專任教師共同參與，以充分瞭解通識理念。 

二、 積極強化校內教學支援系統，援引外部區域共用資源 

（一） 鼓勵系所專任教師開設通識課程：為強化校內專任教師支援開設通

識課程，本校已將開設通識課程列入教師評鑑教學項目之加分，目

前系所開設通識課程數為總課程數之二成。未來將以專業結合通識

之理念，鼓勵系所教師以協同開課或融滲式教學方式，支援開設通

識課程，藉以強化本校通識教育師資結構。 

（二） 援引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本著區域教學資源互惠共用之精神，本

校將鼓勵師生增加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通識教育資源之運用，諸

如增加跨校選課、鼓勵參與跨校教學成長活動等，藉以強化本校教

師資源不足之問題。 

（三） 強化兼任教師之向心力：利用各項會議與工作坊進行教學理念之宣

導與溝通，提升教師的向心力與認同感，並增聘其他認同此教學理

念之教師加入本校的教學團隊。 

（四） 持續辦理專兼任教師評鑑，為教學品質做嚴格把關。 

 

伍、項目三之總結 

關於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本中心以嚴謹的管控機制，層層把關：從

授課教師遴聘的標準化流程，確保教師之學術專業與所開授課程之符合。

以完善的教師評鑑制度、獎優輔劣制度，控管已聘任教師之教學品質。以

全面的課程外審制度，把關已開設課程之授課內容與品質，再經由多元豐

富教師成長活動的推廣及辦理，強化教師教學的內涵。如此層層把關，嚴

謹且全面的管控機制，有效地優化本校通識教育之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從而也建立了校內教師對通識教育重要性的了解與認識。 

然而，因本校屬新成立之大學，關於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員額之配

置，在短期內要提升到與一般傳統大學一樣實有困難，本校的改善策略為

對內積極的提升校內系所教師通識課程開課數，開發以專業結合通識之協

同教學或融滲式教學課程。對外強化外部區域共有教學資源之運用，提升

跨校選課等共有資源之共用機制，藉以補強本校教學資源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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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壹、現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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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通識課程主要教室為五大學院之一般教室。由於本校幅員廣大，

各院逐校園外圍而建，鄰近停車場亦在外圍，學生學習活動交集並不密切；

而透過通識課程的串連，令學生的學習場域因此得以遍及整個校園。 

為了符應通識課程多元教學之需，本校多媒體教室皆優先支援通識課

程教學使用，使用率極高；通識中心並保有 6 間一般教室優先規劃與使用

權，陸續發展為機能性教室來使用。此外多元與專業的體育場館、無遠弗

屆的 E 化學習環境，令本校學子的學習場域充分延伸到課堂之外。 

隨著高等教育對通識教育的重視，本校通識教育的經費除了年度部門

預算之外，近年來在通識教育中心的努力之下也取得可觀的外部經費挹

注；與此趨勢相持而長，令原本並無 TA 支援的通識課程，近年也得以在

質量並進的情況下逐步發展。 

一、 空間與設備 

本校一般教室設備新穎，空間感及採光極佳，且均配置有空調系統、

單槍布幕及簡易的擴音設備。考量本校為開放式校園且幅員廣大，教室設

備管理不易，故電腦、單槍等多媒體設備原則上皆由開課單位配置專員或

TA 支援隨課裝置。而為了符應近年來推動多媒體教學的需求，全校各院廣

置多媒體教室，並優先支援通識課程教學；而為了有效延伸課程的學習觸

角，E 化學習平台的建置與 E 化教學的推動也令本校通識課程學習場域無

遠弗屆。為因應通識課程多元需求，通識中心也不斷擴充各式軟硬體設備，

供課程調度使用。(詳細設備表詳附件 4-1-1) 

本校校地幅員廣闊，創校以來便結合特色系所的發展積極設置各式體

育場館，使本校儼然為一大型的運動公園，堪稱本校學生與鄰近社區的重

要資產。 

（一） 一般教學空間，質量具佳 

本校創校甫 12 年，各學院教室狀況良好，均配置有黑板、講台、擴音

設備、投影螢幕、空調設施等，空間感及採光質地具佳，課程安排上不虞

匱乏。通識課程原則上雖宣導以每週一、三為主要排課時間，實際上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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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老師們的教學安排，整週所有時段皆能開課。此不僅充分便利教師排

課規劃，讓學生選課更有彈性，也令教室空間在課程的調度上不虞匱乏。 

（二） 全校多媒體教室，優先支援通識課程 

本校通識教育推動多媒體教學行之有年，也積極鼓勵教師能導入多媒

體資源輔弼教學。為能充分符應多媒體教學之需，暨提供給學子舒適的賞

析與學習空間，全校多媒體教室如圖資大樓 101、103 多媒體遠距教室、及

五大學院之多功能演講廳等，皆提供給通識課程排課之用，每學期安排在

多媒體教室之課程近 70 課次，約占所有選修通識課程的二分之一，對相關

課程品質的提升有絕對的助益。(各學院多媒體教室詳佐證資料 4-3) 

表 4-1-1 99-101 學年度通識課程排課情形 

學年度 99(1) 99(2) 100(1) 100(2) 101(1) 

一般教室排課班次 191 202 177 192 179 

多媒體教師排課班次 54 56 61 57 41 

（三） 專屬教室，預留發展空間 

除了與各院系共用教學空間之外，通識中心於綜合大樓特保留有 6 間

60 人座次之專屬教室，供通識課程靈活調度，及發展、設置機能性教室之

用。如綜合 102 教室，即應全校共同英文開課之需，於 101 學年度斥資近

300 萬建置為通識中心專屬語言教室，而為本校推動英語教學之基地；其

餘 5 間一般教室也將逐年建置為多媒體教室。(佐證資料 4-3) 

（四） 圖書館藏，穩健提升 

本校圖資大樓竣工之後，連續獲教育部重點補助購置圖書，使館藏能

迅速擴充，以提供校內師生教學研究之用，同時也提供大高雄地區一個豐

富舒適的圖書資源。本校圖書總館藏已臻 26 萬冊以上，並以每年 7%左右

的比例穩定增加。 

表 4-1-2 館藏統計-各年度入館量統計 

年度 中文 西文 總館藏 圖書年增 年成長率 

98 11,895  2,852 224,397 14,747  7.03% 

99 14,394  2,893 241,684 17,287  7.70% 

100 10,986  2,240 254,910 13,226  5.47% 

101(1) 7,768  2,149 264,827 9,917  3.89% 

累計 213,649  51,178    985,818 26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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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流場館，專業多元 

本校在創校之初，即規畫以運動、健康、休閒為通識教育重要發展項

目。為符應歷年來開設多元之運動、健康、休閒課程，及提供校內廣泛且

熱烈的運動風氣之需，現有場館已建設有：國際標準游泳池(50 公尺 X25

公尺) 、棒壘球場一座、排球場 4 面、籃球場 8 面、射箭場一座、田徑場、

足球場、重量訓練室、韻律舞蹈教室、壁球室 2 間、網球場 6 面、羽球場

4 面、桌球場 14 組、多功能風雨球場一座，皆優先支援開課之用，無排課

期間均公開給學生自由使用或申請使用。 

（六） 積極發展 E 化平台，提升學習動機，強化學習成效 

本校積極發展 E 化學習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強化學子的學習

成效，詳本報告書〈項目一‧1-2‧四：有效的推行策略：健全 E 化環境，

有效整合與推行各種策略〉之描述。以下茲擇要述之： 

1. 全校課程地圖平台與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全校課程地圖平台，主要在使學習者得依其認知、性向、生涯規

劃、多元能力培養等不同需求，透過互動系統來規劃、評估、修正其

學習歷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主要在引導學子透過能力養成計

畫的訂定，設定中長程發展目標，以謀職為假想目標來經營學習成果、

累積自己的職場競爭條件，藉此來提升學子的學習動機。 

2. 教學平台強化全校課程學習成效 

由於本校通識教師結構與大部分學校一樣均是兼任職居多，絕大

多數的老師有課才會到校、下課即離開；通識教育老師不像學系專任

教師有足夠的時間能待在校園，規劃 office hour 與學生進行課業輔

導。尤其是近年來高等教育學界積極推展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

程、通識教育積極發展社會參與式教學與服務學習課程，致師生之間

對課程之外的時間進行溝通互動需求日益升高。在此情況下欲強化通

識教師與學生間進行課堂之外教學的教學互動、提升學習效果，當代

社會慣用的網際網路環境的確是可資開闢、改善本問題缺憾之一圜。 

本校通識教育自 96 年執行「教育部顧問室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

校課程革新計畫」以來，便積極發展符合現代教學適用的 E 化學習環

境，並特別著重於師生互動介面的設計、課程群組互動設計、學生學

習小組介面等規劃。除了逐年開出 E 化教學先導課程，辦理 E 化教學

工作坊，更不斷精實 E 化界面的研發，成功的為本校學子打造了無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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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屆的學習場域。100 學年度全校推動 E 化教學以來，點閱率前十名

之課程有三分之二以上均為通識課程，可謂全校推動 E 化教學最成功

的單位。 

二、 經費：本校通識教育經費來源要有部門年度預算，及教育部相關計畫

經費挹注。(詳表 4-1-3，詳細資料請參閱佐證資料 4-2) 

（一） 部門預算： 

1. 中心年度預算：由於教育部補助款逐年遞減，中心各年預算整體而

言也呈現下滑的趨勢，唯下滑比例較之各系所而言明顯和緩。 

2. 語言實習費：自 99 學年度下學期共同英文業務回歸通識教育中心

始，當年度語言實習費依責任比例撥給通識教育中心；爾後除固定

比例(20%)撥給圖書資訊館充實語言類圖書專區、西語系統籌該系

大一到大四繳交金額外，餘悉歸通識教育中心推動英語文教學統籌

使用。 

3. 圖書薦購費：據當年度圖書經費額度，依院級單位標準分配給通識

教育中心教師薦購使用。 

（二） 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 

1.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95-96 年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依分項計畫

額度補助通識教育中心豐富本校境教內涵。 

2. 教育部顧問室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96-99 年連

續 4 年獲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

革新計畫」及「課程地圖深耕計畫」挹注，對本校整體通識教育體

質的改善有長遠的助益。 

3.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98-99 年連續兩年獲補助，

執行「人文數位典藏與創意設計人才培育學程」。 

4. 教育部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99-100 年獲補助，主要支援

「社會參與式服務學習課程」與「中文閱讀書寫課程」改進計畫，

建置語言教室等。 

5. 教育部顧問室優質通識課程補助相關計畫：99 年以來陸續有 18 門

課程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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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98-101 年通識教育各項經費表 

學年度 經費

項目 
計畫名稱 經費別 

99 100 101 
合計 

經常門 416,000 375,969 489,045 1,281,014中心年度預

算 資本門 100,000 249,324 100,000 449,324

經常門 160,000 494,270 200,000 854,270
語言實習費 

資本門 440,000 343,421 745,000 1,528,421

部門

預算

(常

設經

費) 圖書薦購費 業務費 1,000,000 795,747 632,290 2,428,037

補助經費 60,000  60,000教育部顧問

室通識教育

中綱計畫 校配合款 12,000  12,000

補助經費 2,280,852  2,280,852教育部顧問

室人文教育

中綱計畫 校配合款 228,060  228,060

補助經費 60,000 2,250,690  2,310,690高高屏區域

教學資源中

心計畫 校配合款 482,500  482,500

補助經費 298,668 1,274,700 1,462,901 3,036,269

執行

全校

型計

畫/

通識

計畫

經費 

教育部顧問

室通識課程

補助計畫 校配合款 59,734 254,940 312,580 627,254

合計 5,115,314 6,521,561 3,941,816 15,578,691

三、 擴大教學助理輔助教學，增加教師教學成效 

由於通識中心在98(1)學期並無專任教師，故TA僅補助給專業系所。經

爭取，99學年第1學期，通識中心教師獲補助9名TA協助輔助教學，至100

學年第2學期，配合高高屏計畫，本校推動中文課程改革，以小班制搭配TA

個別輔導閱讀書寫之教學，通識中心獲補助之TA數量增加為36名，獲補助

之經費亦大幅攀升。此外在教育部顧問室優質通識課程計畫的挹注下，也

招募為數不少的博、碩士級TA。（99-101(1)學期通識教師申請TA輔助教學

之數量及補助金額如下表4-1-4所示）。為符應通識課程的多元屬性，增強

TA輔導技能，通識中心亦針對TA舉辦多場研習營，強化教學輔導與同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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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帶領技巧等能力(歷屆TA研習議程詳附件4-1-2，詳細資料請參閱佐證資料

3-3)。 
表 4-1-4   99-101 學年支援通識課程 TA 數及補助金額 

學年／學期 99(1) 99(2) 100(1) 100(2) 101(1) 總計 

TA數量 9  8  23  37  59  136 

補助金額 80,000 70,000 618,905 156,872 1,099,266 2,025,043

TA研習營場次 --  --  --  2  2  4 

TA研習營人次 --  --  16 27 40 83 

 

4-2  通識教育配合課程需求營造學習環境之情

形為何？ 

本校於籌備處時期（民國 89 年），即設有「校

園規劃小組」委員會的組織，並於 93 年成立「校

園永續發展委員會」，本著「許高大一個綠意，許

環保一個永續」的理念，將高雄大學從魚塭、農

田逐漸墾殖為有山有水的校園，並榮居台灣第一

所簽署「塔樂禮宣言」2的大學，自許成為「世界

級綠色大學」之列。本此永續理念的經營，校園環境規劃自始以建構開放

式的校園、大學城的校園、生態復育的校園為建設標的。為了讓社會民眾

可以無障礙的自由進出，園區以綠籬取代圍牆，規劃環繞全校的自行車及

人行步道，沿途佈置森林、湖泊、綠蔭環境，處處是鳥鳴蝶影，宛如一座

都市裡的大公園。經十年努力，終於 2009 年獲教育部選為「綠色大學」示

範學校，2010 年榮獲「99 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大專院校組第一名。 

                                                 
2 本校為台灣第一所簽署「塔樂禮宣言」（Talloires Declaration）之學校。該宣言在 1990
年由一群歐美大學校長與主要領導人，在法國 Talloires 的 Tuft University，舉行了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簽署了塔樂禮宣言，明確的道出高等院校對於環境保護與永

續發展的重要性及迫切性，揭示了大學院校的「十大行動計畫」：1.增進環境永續發展

之覺知，2.創造校園的永續文化，3.培育具環境責任的公民，4.培養校內每一份子的環

境素養 5.在機構內實施生態作法，6.結合所有利害相關者的力量，7.以科際整合的方式

進行合作 8.提昇中小學的能力，9.將服務推向全國與國際，10.持續運動與互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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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學習環境即是在此氛圍中營造，開設正式課程以深化環境永續

的理論基礎，佐以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的經營，形塑高大的辦學文化。 

一、 正式課程的開設與永續校園的營造 

本校為台灣第一所簽署「塔樂禮宣言」之大學，並以其十點行動為指

導方針，推動節能、減廢、健康、永續的生態校園建構，確定以節能且資

源循環利用型的生態校園為校園發展目標。(詳附件 4-2-1) 

為推動永續校園之發展，本校成立有「校園永續發展與規劃委員會」(詳

附件 4-2-2)，擬定永續發展校園相關政策。而在正式課程部分，全校性的綠

色永續教育課程主要由通識教育中心規畫開設。於 99 年以來共開設 91 門

環境永續相關課程，總計有 4638 修課人次(詳附件 4-2-3)；以此發展之勢，

97 學年校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將「環境與生態」、「綠色科技」、「科技倫理」

等三門課程設為核心通識課程；99 學年以後改以「環境倫理」、「科技倫理」

課程統合取代之，於此充分展現了全校教師對環境永續議題的重視。 

為能深化永續校園的經營成效，本校特別建置了「永續校園網」

(http://sc.nuk.edu.tw/index.asp)，完整蒐羅了校園的經營管理、校區生態導

覽、環保設施、永續消費、環境教育等資訊，配套每年的「新生校園導覽」、

「環境永續週」活動，使永續校園理念儼然成為本校學子的固定話題，而

為本校潛在教育的最佳寫照。 

二、 校園物語與裝置藝術的環境陶冶 

曾任本校總務長的 黃世孟教授，在其卸任總務長之後寫下了他對高大

這塊土地的歷史與情感，在其撰寫的《校園物語：大學總務長日記》裡強

調：「物語創造場所生命，才能凝聚靈氣與薈萃人文」，一語直指了本校對

校園景物/潛在教育的苦心經營與蘊意深長！由於一開始完整的空間規劃概

念，本校在潛在教育的經營上自始便注重地景的經營，更著重匯聚教職員

工生的想像打造校內的公共藝術。(佐證資料 4-5) 

（一） 重要地景 

重要地景如：莿桐老樹、大山丘、小山丘、生態湖、亞熱帶闊葉生態

密林、記憶石、桃花心木矩陣林、人文景觀池、生態河道、中央廣場、人

工濕地生態淨水池、東區景觀池、歐式廣場、環校腳踏車道、露營區、橋

頭大排……等，皆蘊含著這片土地、這群耕耘者，與莘莘學子的故事。其

中「刺桐老樹」是創校初期本校庭園技工偶然在附近的鄰里巷間發現這棵

具完美樹形的老樹，驚豔之餘矢志要將其移至大學校園，並得到她慷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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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揭開這株地景精靈移交的盛大儀式。該樹除了記載創校時期的篳路

藍縷，也同時用來紀念其時因公務繁忙，積勞成疾，過世於任內的總務長，

令所有高大學子得以感念其對高大的庇蔭。 

又如「記憶石」與「桃花心木矩陣林」，其實埋藏著本校第一屆畢業生

陪同創校的年少記憶與自我期許。2004 年首次的畢業典禮，校方讓每一位

畢業生寫下對於高大發展的期許、或求學中的點滴、或自己相關的任何感

懷……，以一張 B5 版的寄語紙條，彙整成冊，埋在高大四週年校慶紀念石

的底下。校方允諾在未來第五十週年的校慶日，或是高大畢業生擔任高大

校長主持第一次校慶日，或其他任何可以、值得鼓勵高大畢業生努力貢獻、

成就非凡的新點子，便准予翻動這顆會講話的紀念石。這個期許場所，便

是校園西側剛種植完成的 77 株桃花心木，矩陣林的樹群旁邊。 

（二） 公共藝術 

除了重要地景的經營，本校亦著重於匯聚教職員工生的想像，打造校

內的公共藝術品。目前校內重要公共藝術品如：大地樂章、書香、對話、

解碼大地生機、根植大地、高大吉祥、阿呆狗頭、蜻蜓點水等，皆透過社

區營造的意見交流、教職員工生的創意發想所精心打造。如「根植大地」

一景，係由其時民族藝術學系(今「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學生共同創作的

石雕藝術路擋，將平凡的路擋石化身成臼齒、犬齒、門牙等 5 顆牙齒，並

在周圍鋪設出牙刷造型的綠化植栽，不只維護行人用路安全，也為高大增

添饒富逸趣的景點。這 5 顆牙齒，為了表現

出「好的留、壞的去」的意念，所以埋了 3

顆好臼齒當路擋、1 顆壞門齒、1 顆壞犬齒

散落在延伸的牙刷上，刷毛由淡綠色「黃金

露花」、深綠色「七里香」兩種灌木交錯組

成，創意令人莞爾與佩服。 

又如「阿呆狗頭」銅像，係創校當時的

師生為了感念校狗「阿呆」在蓽路藍縷之

初，忠心耿耿地守護校園，並與師生建立深

厚情感，在校內設立的第 1 座紀念銅像。這

位「阿呆」，其實是隻流浪的米格魯犬。高

雄大學創校初期，擔任總務長的都市發展與

建築研究所教授 黃世孟在任內與牠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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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無數個清晨黃昏，黃前總務長巡視校園、紀錄監工各棟教學大樓時，

阿呆就忠心地隨侍在側，從此一點一滴建立起深厚革命感情。在牠過世之

後，不少元老級教職員、學生對阿呆抱有深刻的感懷，因此黃教授自掏腰

包，邀請了自己的學弟─成功大學 林憲德教授共同完成雕塑銅像，設置在

校園西側、親水空間斜對角的榕樹林。 

本校的地景與裝置藝術便是在此充滿故事與情感的寄託裡薈萃出來

的。儘管創校時日仍短，這屬於高大的人文環境之美業已融滲於在此沉潛

的學子心中，成為高大專屬潛在教育最動人的一環。 

三、 打造創意、簡約、環保的通識藝廊 

豐富通識教育的藝文元素始終是我

們辦學的期盼。獲得校方的高度支持，98

年挹注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

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資源，編制「駐

校藝術家」及助理人力各一名，深度經營

本校的藝文氣息。駐校藝術家 李韻儀小

姐駐校期間，共辦理各式藝文展演、講座計十餘場，支援藝文類實作課程

共 2 門，並為通識教育中心前閒置的空間打造「通識藝廊」。 

該藝廊的設置素材全由駐校藝術家帶領學生一手包辦：以花東海岸線

的漂流木拚構藝廊的門面，以在大自然中撿拾的種子作為布幕的妝點，以

大小不一的回收鋁盆養殖具有超強生命力的孔雀魚種，間或點綴以藝術家

手工切割的馬賽克磁磚……，耗時三個月，終於在創意、簡約、環保的訴

求下打造完成，從此成為校內社團小型展覽、教職員工分享子女藝術作品、

三五同儕討論功課、行政同仁忙裡偷閒的最佳場所！ 

 

四、 經營友善校園 

為使校園能在健康、和諧的氛圍裡永續成長，本校用心經營所有的重

點議題，如交通安全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等的推動，除了成立委員會專責

處理相關問題，並透過通識中心開設相關課程以深化之。91 門環境永續相

關課程，總計有 4638 修課人次(詳附件 4-2-3)；開設 14 門性別議題課程，

共 884 修課人次(如附件 4-2-4)。在非正式課程部分，則配套有下列措施，

並定期辦理講座與研習： 

（一） 無菸校園：本校已通過「校園菸害防制辦法」(如附件 4-2-5)，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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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校園入口及各建築物張貼禁菸標幟。 

（二） 交通安全：本校已訂定「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如附件 4-2-6)

及「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 4-2-7)，並對全校 1~4

年級學生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講座，宣導正確交通安全觀念，均為降

低車禍發生率，保障學生安全。 

（三） 營造無性別歧視校園：訂定「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要點」(如附件 4-2-8)、「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辦法」(如附件

4-2-9)，且為強化本校教職員工生對性別平等之尊重，亦訂有「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 4-2-10)，每年均規劃教育訓練課

程。 

（四） 打造無障礙校園：因應本校開放校園與幅員廣闊的特質，為保障校

園安全與全區無障礙，本校駐警及保全每日密集巡檢登記各大樓門

禁缺失外，另於各重要處設監視及緊急押扣通報系統，來維護校園

安全；本校各建築之無障礙設施，則均符合 85 年 11 月 27 日行動不

便者使用設施修正後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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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通識教育的教育宗旨，在培養高大人

應有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其中九大核心能

力透過課程分類、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的授

課元素融滲於所有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的多

元活動之中，基本素養的培育，則透過核心通

識六大向度來統籌經營，以課程的深度來鏈結

相關的多元學習活動，聚焦於素養的陶成，以

成就寓教於樂的活力校園。多年來本校通識教

育配合課程需求規劃多元學習活動，逐漸凝聚

在六大素養的培育目的之上，具體方向如下： 

一、 公民素養：以服務學習、公共議題討論、

媒體識讀等形式，延伸社會參與式學習。 

（一） 經營「服務學習」，傳承助人真義 

本校自創校以來，便將「服務課程」列為校定必修，主要以校園勞作

為服務體驗內容。97 學年開始，增設「服務學習」課程為核心通識，重點

志工認證 

服務學習成果聯展 

 



 
 

63

經營「社會參與式學習」，藉以深化服務的內涵，延伸本校學子服務的場

域。「服務學習」課程主要是在養成學生的助人知能，開啟其弘毅的襟懷，

使我們的學子成為具有利他擔當的公民。課程透過：準備與構思→服務與

行動→反思與檢討→發表與慶賀之完整規模，讓同學藉由服務的對象與歷

程，了解多元社會中的次文化，同時體驗助人的真義。實際課程運作與非

正式課程經營成果，請詳本報告書〈項目二‧2-3‧二〉。 

（二） 公共議題討論 

透過通識課程的學習，常也能匯聚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學生，自發的組

織社團。如土環系 童士恒老師於 96 學年所支援開設之「議事程序概論」

課程，修課的學生在課程結束後籌組「蚵仔寮3集思社」，近年來與民間公

益團體舉辦多次校內、外環保議題之展覽，並發行《蚵報》，發掘臨近區

域環保議題，帶動校內討論，成果豐碩。該社團成員並樂於回課堂現身說

法，引起很大的迴響。 

基此發展之啟迪，本校通識中心有計畫的經營公共議題的討論，推動

café philo 系列講座之辦理。100 學年度試辦兩場，「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

與「從美麗灣大飯店(東發條例)議題看環境倫理」獲得學子熱烈的參與回

響；101 學年度進一步結合「核心通識倫理課群」、「核心通識探索台灣課

群」的能量，推出系列講座，預計將舉辦 10 場講座(附件 2-3-4，成果詳資

料 4-7)。未來除了系列講座的持續辦理，也將邀請在地耆老、鄰近中小學

推薦之教師共襄盛舉，將此風氣開放並推展至社區。 

（三） 媒體識讀課後延伸，開辦跨校記者研習營 

當代社會幾乎所有資訊的流通皆透過媒體，相關工作的參與也是時下

年輕人極富興趣的選項。鑒於本校尚未有傳播相關系所，同時也為能符應

為數不少的同學的學習興趣，通識中心特於每學期開設「媒體識讀」等相

關課程，並形成「跨校小記者培訓計畫」，邀請學界、業界講師進行專業

培訓課程，令本校及鄰近地區學子得以從做中學，貼近自己的興趣與理想。 

100 學年度上學期辦理第一梯次的研習，開設為期 8 週，每週 3 小時

的小班專業實作課程。為使本研習活動更具說服力，本校通識中心特邀請

全國記者最高榮譽金鼎獎得主，同時也是本校兼任教師的 張秀瓊老師擔

任研習導師，及 Google 認證應用服務團隊-美事多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總經

理 王致霖先生擔任實習業師，全程指導我們的學生。研習課程分為「媒
                                                 
3 「蚵仔寮」，本校臨近地區的在地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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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識讀理論」與「電子報新聞應用實作」，期末專題以「自我行銷」、「產

業界經營者專訪企劃」為題，由同學實際形成計畫採訪鄰近企業經營者。

該研習計有 23 位學員參與全程的培訓，其中部分在研習結束後即投入校

園記者的相關工作，部分學員則持續跟隨兩位指導老師，在相關應用領域

學習。(歷學期開設媒體識讀課程一覽表，如附件 4-3-1；暨媒體專業實作

班企劃及成果報告書，佐證資料 0-14) 

二、 倫理素養與思維方法素養： 

（一） 倫理素養，囊括多門課程，統合多種素養 

本校倫理素養囊括多種課程，並統合多種素養於課程運作中，同時發

展多元的非正式課程活動。如「科技倫理」課程，在培養學子科技的危機

意識的同時，積極導入「公聽會」形式來培育知識份子參與公共性事務的

關懷；「環境倫理」課程聚焦於環境議題下所呈現之倫理衝突，循「環境倫

理」、「環境人權」、「永續經營」之主軸形構課程架構，培養學子對環境問

題之意識與主動關懷的能力，並就「環境人權」的主張與探討形成教學行

動策略，以實踐行動直接回應倫理素養、科學素養與民主素養……等。 

（二） 思維方法：強調在最嚴謹的思考下，也要將每一件事情都關聯到「愛」 

「哲學基本問題」課程，以同理心出發理解哲人的思考，著重在各個

問題上體驗到思想的感動；在應用倫理課題上則辦理時事講座，發展 café 

philo 小型講座，打造校內對時下公共議題的的討論場域，令同學貼近真實

的問題；期末專題讓同學以影音的方式呈現所思，更在期末規劃一場總結

式演講，以「愛智與樂道」為題貼近哲人「愛」與「樂」的智慧境界。(歷

屆課程成果報告書詳佐證資料 6-3) 

「邏輯思維與論證」課程，除了基礎的形式邏輯訓練外，同時強調用

思維方法與批判精神對各種領域進行融滲與連結，如裝置藝術、建築空間、

知識判斷等，更強調邏輯可以在生活上助人應用。該課程在本校運作已累

積有多年經驗，業形成特有的課程文化，並將歷年學生的心血、教師的教

學 成 果 匯 聚 成 「 高 大 邏 輯 趣 味 網 」 ：

(http://140.127.202.252/sgek/m_home/m_home.asp)，以邏輯創意的數位化成果提供

給服務單位以回饋社會。如該課程長年與高雄市社團法人加大博愛協會合

作辦理兒童邏輯服務，藉由關懷弱勢家庭兒童和活動策劃增進學子問題解

決的能力，同時也達到刺激其「創新」的思維與觀察想像力、啟發「弘毅」

的社會責任感，並在「崇德」面建立對品格的期許，充分展現高雄大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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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人文關懷與教育理念。 

前揭課羣在 100 與 101 學年度皆受到教育部顧問室公民核心能力課程

計畫的支持，長期以來在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設計的配套活動中執

行成果豐碩。歷屆成果報告書詳佐證資料 6-3，課群網址請點閱： 

100(1)  http://elearning.nuk.edu.tw/m_classgroups/m_classgroup_index.php?gd=NQ== 

101(1)  http://elearning.nuk.edu.tw/m_classgroups/m_classgroup_index.php?gd=MTM= 

三、 文化素養與美學素養：從「通識教育週」，展延為「通識藝文季」 

為提升學生人文素養，通識教育除了在核心課程規劃「美學素養」與

「文化素養」兩類課群之外，更著眼在相關活動的辦理規劃上，以引導學

子人格的全面發展，使更具有廣博整視野及開闊通達人生態度。於 98 學年

度辦理第一屆通識教育週活動，以「生命教育週」為題 ，期許學子能熱愛

生活，珍愛生命，並進而激發出自我潛能，覺察個人生涯特色(附件 4-3-2)。

99 學年度搭配該年度駐校藝術家的創意，打造第二屆通識教育週為「高大

文藝復興運動」，藉以提升本校藝文學習環境，拓展學生藝文視野。(附件

4-3-3) 

由於兩屆通識週的熱烈回響，同時受到校方的高度支持，100 學年度

起將活動辦理個規模擴大延展為整學期之「通識藝文季系列活動」，搭配

課程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於每學期規畫平均約 10 週次之大、小型講座活

動，與我們的學子進行多元的互動。本校目前業已辦理兩屆的通識藝文季

活動，多元活動計約 20 場次，2000 人次參與(活動計畫書與成果剪影詳佐

證資料 4-6)；未來本校也將循例持續辦理，為型塑高雄大學辦學文化而努

力。 

本校配合通識教育理念積極規劃多元學習活動，以期能貼近我們對高

大學子應有素養之期許。除了校方主動邀集相關單位與各領域專家、展演

者所辦理之活動，通識教育中心亦重視以「學習者本位」，讓學生形成自學

方案，以學習成果爭取獎勵；如歷年來在以下相關活動之辦理，皆獲得同

學熱烈的參與與肯定。更多元的學習成果競賽，詳佐證資料 4-8。 

表 4-3-1  99-101 學年多元活動辦理情形 

競賽名稱/學年度 辦理單位 99 100 101 獎項/獎勵 參與人次 

學生學習檔案獎補助 通識中心 

教務處 
● ○   獎金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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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涯歷程檔案競賽 教務處  ●  ○ 獎金  1200 

影評競賽 教務處  ●  ○ 獎金  62 

學習影展競賽 教務處   ● 獎金  800 

創意競賽 研發處   ● 獎金  140 

4-4 通識教育對學生學習輔導之機制為何？ 

學習輔導應包括個別科目的學習輔導，及學生

學習歷程、生涯發展等的輔導。囿於現有師資結構，

本校通識課程以兼任教師開設居多，專、兼任教師

能於課後支援學生學習輔導者著實有限。為此本校

在執行教育部顧問室 96-99 年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

畫時，特別著重推動 E 化教學以延伸課堂之外的學

習場域；此外近年來在爭取教學助理支援通識課程

的學習輔導工作上，亦有突破性的佳績。 

在生涯、職涯的輔導工作上，本校積極結合通識中心、專業系所、學

務處、諮商中心等單位之能量，以統合大學理念、生涯規劃、專業發展等

元素，共同籌設「大學入門」課程；而為能使相關工作之推動更加落實，

本校自 96 年執行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以來，便積極投入學習歷程輔導工

具─「全校課程地圖」、「學生生涯歷程檔案」之研發，並配套推動「住宿學

習」多元發展方案，由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為第一順位積極參與輔導大

一新生大學四年的學習規劃的工作。以下茲分述之： 

一、 學習輔導方面： 

（一） 推動 E 化教學，延伸學習場域與師生互動 

本校通識教育自 96 年執行「教育部顧問室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

程革新計畫」以來，便積極發展符合現代教學適用的 E 化學習環境，並特

別著重於師生互動介面的設計、課程群組互動設計、學生學習小組介面等

規劃。近年來在 E 化教學的策略推動上卓有成效，累計點閱率已超過

900,000 人次，充分展校本校通識教育推動 E 化教學之成效，也成功的為本

校學子打造了無遠弗屆的學習場域。〈詳請參閱本項目‧壹〉 

（二） 爭取 TA 資源挹注通識課程 

教學助理為高等教育輔助教學相當重要的一環，其意義不只在輔助學

生學習，更在藉由教師與 TA 的互動過程，散播良善的學習態度，進而培

養未來的優質教育人才。職是之故，爭取 TA 投入通識課程的經營，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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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向來受歷屆通識教育主管所重視，近年來陸續也獲突破性之發展。 

99 學年度以前，除了計畫案課程所挹注的教學助理之外，全校的 TA

資源分配乃以系所專業課程為主。經歷屆通識主管及教師的爭取，終於在

100 學年度始獲 TA 的配置。99 學年上下學期各獲 9 名與 8 名教學助理的

配置，100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獲 7 名與 38 名之配置，優先支援核心課程、

服務學習課程，及校定必修課程。 

本校通識教育特別重視 TA 知能的養成，與優質輔導風氣的型塑。通

識課程的 TA 培訓除了要通過本校教務處所舉辦的基本課程、鼓勵其參與

該處所辦理的進階課程之外，尚需參與通識中心為不同屬性課程所辦理的

專業培訓。如支援一般課程的進階培訓，著重在群組學習的帶領技巧與良

善態度的養成；中文閱讀書寫 TA 社群著重在寫作知能的提升與寫作指導

技巧的訓練；英語實習 TA 社群的培訓則強調會話帶領能力的培養；每一

種進階培訓皆會導入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以傳承良善的學輔風氣。通識中

心歷年辦理之 TA 專業培訓課程，相關資料請詳(附件 4-1-2)及佐證資料 3-3。 

二、 學涯與職涯輔導 

（一） 結合「全校課程地圖」推動學習歷程規劃輔導 

本校以「學習者中心」為前提，從「層次化的科際結構向度」、「多元

化的職能整合向度」、「個人化的學習歷程規劃向度」，研發「全校課程地圖

平台」，主要在使學習者得依其認知、性向、生涯規劃、多元能力培養等不

同需求，透過互動系統來規劃、評估、修正其學習歷程；並結合導生制，

使系所教師與通識中心教師得透過此介面了解學生的學習規劃，進一步與

教師討論學習規劃的妥適性。 

本平台自 98 年推行以來，業已創造超過 50000 人次的點閱使用，其中

認為使用此平台「有助於了解學系課程的規劃內容」、「有助於思考生涯規

劃」、「有助於規劃大學四年的學習歷程」、「有助於就各方面能力之培養，

來規畫學習歷程」等 4 項，5 點量表滿意度 4 以上的回饋皆在 75%以上，

此外如認為此平台「有助於了解通識課程規劃內容」、「有助於了解目前所

學與就業市場需求」、「有助於了解所學與性向之符合關係 」、「有助於規劃

未來的職場生涯」、「有助於規劃升學或證照考試」、「有助於了解課程內容

與各種能力養成之關係」，其 5 點量表滿意度 3 以上的回饋則高達 90%以

上。而從學生的實地訪談中，我們也發現同學對此工具之認知與態度有巧

妙的轉變。從一開始異口同聲：「這是什麼東西？」、「這是要幹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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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質問，到計劃執行第二年漸漸有高年級的同學提出「為什麼這個東西

現在才做出來？」，而今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在不同的場合反應：「為什麼有

些系資料這麼完整，使用如此方便，為何我們系卻沒有？」。此充分的反應

了本系統之研發實質回應了我們的學子在學習規劃引導的高度需求，同時

肯定了本計劃兩年餘來在高雄大學耕耘之成果，為此我們也受到教育部顧

問室的肯定，獲頒「課程地圖領航學校」之榮銜。 

（二） 推動「大學入門」課程 

在生涯、職涯的輔導工作上，本校積極整合通識中心、專業系所、學

務處、諮商中心等單位之能量，共同籌設「大學入門」課程。該課程除了

統合大學理念、生涯規劃、專業發展等元素，更結合了近年來「全校課程

地圖」、「學生生涯歷程檔案」之研發成果，納入了職能性向分析、UCAN

職業興趣探索與職能診斷，並配套推動「住宿學習」多元發展方案，以期

能及早養成大學生應有的學習態度，強化其學習動機。 

「大學入門」計畫與教案詳附本資料 1、2，目前業於 101 學年度上學

期開出 6 門種子課程，修課學子的滿意度調查、意見彙總詳附件 4-4-1 (規

劃中)，未來擬朝全校全部學系共同開設的目標發展。 

（三） 結合「住宿學習」推動學宿關懷輔導 

為能有效落實大一新生定向輔導，協助學子養成大學生應有的學習態

度與知能，本校學務處特針對新生歷年來住宿約有 90%左右的高比例利

基，自 100 學年度下學期始發展住宿學習工作。為能有效提升學子對通識

課程、校內的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的學習動機，通識教育中心的專任教師

主動爭取為此政策的第一順位種子老師，且幾乎全數投入此工作的支援。

除了協助培訓宿舍助理推動各類能力發展方案，更積極擔任學宿輔導教

師，第一線關懷學生的作息與課後學習狀況。住宿學習自 100 學年度下學

期試辦以來，辦理 RA 培訓及能力發展講座計有 3 場，約 100 人次參加，

平均活動滿意度達 4.23；以通識教育教師為主的輔導老師駐點諮商晤談高

達有 60 場次，每場次約 1-2 小時不等，對住宿新生的生活作息與宿學狀態

進行傾聽與輔導，並將相關意見回饋給生輔單位。100 年下學期參與前述

晤談的學生計有 179 名，配套 RA 訪視住宿計約 1,000 人次，幾乎達所有住

宿學生的 100%。(附件 4-4-2 住宿學習成果報告書) 

 

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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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功引進教育部相關計畫資源，有效挹注各類需求基本規模之發展，

奠定通識教育在高大辦學的能見度與重要性。 

二、 研發 E 化工具，推動 E 化教學，延伸學習場域，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卓然有成。 

三、 領航高教界的「全校課程地圖」，有效引導學子的學習歷程規劃，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 

四、 落實「塔樂禮宣言」，充分結合永續校園的利基，推動環境教育，經

營優質的潛在教育品質，卓有成效。 

五、 結合校園物語，打造公共藝術，經營具豐富對話元素的深度校園。 

六、 以清晰的辦學理念為核心，環繞校定基本素養發展通識教育內涵，依

素養培育的目地延伸多元學習活動。 

七、 推動大學入門課程與住宿學習輔導工作，對大一新生的定向輔導工作

前瞻且深入。 

八、 TA 社群培訓與經營，深入且完善。 

 

叁、問題與困難 

一、 教育部補助經費逐年下降，計畫經費缺乏穩定性，影響通識教育的多

元發展，連帶影響校園環境潛在教育的經營與維持，辦學效能明顯受

限。 

肆、改善策略 

一、 設定必要資源項目且合理之經費規模，取得校內共識與支持，挹注固

定資源以永續經營。 

二、 持續爭取公部門計畫，挹注辦學能量，推動教學創新。 

 

伍、項目四之總結 

在學習資源上，本校辦學年資尚輕，設備新穎，辦學初期著眼於以落

實「塔樂禮宣言」之精神，墾殖永續校園，豐富校園內自然、人文與藝術

間的對話元素，經營出深度的潛在教育品質，此不僅是本校通識教育發展

在環境教育上的最大利基，同時也是大高雄地區一塊經營國民運動、健康、

休閒的福地。 

由於近年來受本校高層的大力支持，成功引進教育部相關計畫資源，

有效挹注各類需求基本規模之發展，奠定通識教育在高大辦學的能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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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尤其能以清晰的辦學理念為核心，環繞校定基本素養發展通識教

育內涵、依素養培育的目地延伸多元學習活動、發展 E 化工具以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與成效，配套經營日趨成熟。近年來著力於學生輔導工作的精進

與落實，不論是強化新生定向輔導的「大學入門」課程的研發與「住宿學

習」的推動，或是在 TA 資源的引進、TA 的培訓與社群經營，皆能以穩健

的步伐朝深入且完善的理想努力邁進。 

學習資源面的最大困境，在於校方人物力資源投入的局限與不穩定

性，故此在設定必要資源項目且合理之經費規模，取得校內共識以挹注固

定資源來永續經營通識教育，是當前最重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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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壹、現況描述 

5-1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定位為何？ 

一、 創校初期，組織定位模糊 

本校創立之初，通識教育原屬教務處課務組所綜理的業務範圍。92年8

月更名為「綜合教學部」，始為一獨立之教學/行政單位。 

二、 94 學年度，始為一級之教學單位，編制單薄 

94年8月1日奉教育部核准，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組織定位歸屬於

院級之學術單位，下設「人文教育組」、「社會科學教育組」、「科技教育組」

及「運動健康休閒教育組」，其功能旨在依教育部政策及本校發展特色，規

劃、協調與執行學校通識課程及相關行政業務。在編制方面，設置主任1人，

綜理中心事務；組長1人，負責督導中心業務；組員及行政助理各1人，推

動各項教學行政事宜。 

中心設置之初，規畫四組編制以符合通識課程的分類。唯施行以來，

未及於中文、英文、體育等科目之經營，「運動健康休閒類」課程亦始終無

法與「必修體育」有效分割，未能如規劃所預期形成本校通識辦學的一個

特色，因此在相關會議與計畫評審的場合中屢遭質疑。此外，在人員的編

制上，設置之初雖有四個組之編制，卻始終只有主任1名、組長1名、組員

與助理各1之編制，實不足以有效推動相關業務。 

三、 97 年以後，業務量擴充，組織改組，編制厚實 

隨著高等教育對通識教育重要性的肯定，暨校內業務的大幅調整，通

識中心除了延續選修通識課程的經營，另增多項重大業務： 

（一） 97學年始，開辦全校必修大一中文課程。 

（二） 98學年下學期始，原本規畫由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所負責規畫開設

之大一、大二體育，移交通識中心辦理。 

（三） 99學年始，原本規畫由西洋語文學系所負責辦理的大一英語會話與

閱讀課程，移交通識中心辦理。 

為使現行組織符合業管內涵與業務推動之需求，本校特於100年修訂中心

設置辦法，將之前規劃之四組，依實際需求修整為「教學發展組」、「通識

課程組」、「共同課程組」等3組；逐年爭取編足組長之編制，並納編3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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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之教師，新聘中文、英文、人文領域之老師各1名，

以實質增益本校通識教育之經營能量。現有中心編制增設為主任1名、組

長3名、組員1名與助理2名、專任教師6名，較之96年以前有大幅之提升。 

5-2  學校行政體系及學術單位支持通識教育之運作情形為何？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之組織定位為一級學術單位，與各學院屬同一等

級，此組織層級之設定有利於通識教育中心與各教學行政單位在各大校級

會議裡能直接進行理念傳達與業務溝通，因能有助於通識教育之推動；歷

來在教學行政單位的業務推動皆能協調順暢，一方面支援各處室的教務/課

務精進策略，同時也受各教學行政單位的支援與輔助。如在經常性的業務

合作中： 

一、教務與課務：全校型的教務與課務工作主要由教務處專責處理，通識

中心大部分開排課、選課、加選、教學助理培訓、教師專業成長等業

務，也賴教務處統籌規劃。而教務處相關教務與課務的精進措施，也

常委由通識教育中心開設先導課程，俾利其後續向全校院系進行宣

圖5-1-1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業管範圍選課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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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如中英文基本能力培育與檢核工作、學習成果本位評估課程推動

工作、大學入門先導課程之統籌與開設等。 

二、學務工作：由於許多非正式課程的推動亦通識教育的一環，通識教育

中心遂與本校學務處常有相當頻繁的互動與支援。如與學務處共同規

劃全校必修服務學習培養課程之內涵，並依業務屬性共同經營；通識

教師積極支援學務處大力推動之宿舍輔導教師制度，歷來儼然為全校

參與教師之最大宗。此外在正式課程支援相關政策的推動(如僑輔工

作、性平工作等)、大型演講活動、表演活動、學生活動與競賽等，通

識中心與學務處長期保有相當好的合作共識。 

三、行政支援部分：總務處提供教學與學習所需之場地、建置與改善境教

之整體環境，如遠距教室、多媒體教室、演講廳、藝文活動之場地、

宿舍環境等；會計室則協助經費之正確執行與核銷；秘書室協助完備

規章辦法及校級相關會議；人事室協助教師聘任、評鑑、升等；圖資

館提供則提供圖書資源、網路 E 化設備與電腦教室……，皆與通識中

心各項業務密切相關，互動良好。 

四、重大專案開發，如涉及多數處室之複雜性創新業務，通識教育中心與

各單位的合作狀況良好： 

（一） 如「全校課程地圖」建置應屬教務處業管，因計畫執行考量由通識

教育中心統籌擔綱，教務處配合宣導各院系課務檢討工作的投入；

又涉及結合導生制、校務系統的修改等，亦透過學務處與圖資館的

鼎力相助，方有今日「全校課程地圖領航學校」之成就。 

（二） 又如「大學入門」課程之研發，涉及通識教育理念之傳達、大一新

生定向輔導、生職涯發展輔導、專業發展規劃等複雜之元素，則由

教務處統籌，學務處與通識教育中心、各開課學系教師共同研討，

而能順利推行。此皆可佐證全校教學行政體系與通識教育業務推動

之良性關係。 

 

5-3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架構與人力配置為何？ 

經 96-99 年通識教育中綱計畫之執行，暨符應 97 年以來陸續新增之業

務，為使現行組織符合業管內涵與業務推動之需求，本校於 100 年度修訂

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2-1-2），調整組織為「教學發展組」、「通識課程組」、

「共同課程組」三組；此外，並爭取組長滿編，提升專任師資加入本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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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教育之經營。現有中心編制為主任 1 名、組長 3 名、組員 1 名與行政助

理 2 名，專任教師 6 名。辦法修訂前後中心人力配置對照如表 5-3-1，相關

組織編制圖如下圖 5-3-1。 

表 5-3-1 執行中綱計畫前後通識中心人力資源對照表 

 
主任 編組 組長 

專任 
教師 

行政 
人員 

計畫 
人力 

97 學年 1 4 1 0 2 1 

100 學年 1 3 3 6 3 0 

 

5-4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行政運作為何？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設有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附件 2-1-2，佐證資料

5-4-1）、通識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附件 3-1-4）、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附

件 2-1-3），及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附件 2-1-2），皆依相關辦法設立與運作，

並建立完整會議紀錄，以因應各項業務之推動、執行與追蹤後續辦理情形，

成效良好。而各委員會之章程及組織辦法，均能符合學校組織章程內容與

規定，會議紀錄均完整建檔。如表 5-4-1 本中心各類定期召開之會議及委員

會。 

表 5-4-1   通識中心各類定期會議及委員會一覽表 

會議/委員會 
開會 
次數 

主持 參與人員 
適用辦法

(附件編號) 
會議記錄

(佐證資料)

通識教育發展委

員會 

每年 1

次 

校長 含校外委員 3 人、校內委

員 3 人共 7 人 

2-1-12 5-5 

通識中心會議 每月 1

次 

主任 含中心組長、專任教師與

行政人員共 11 人 

2-1-2 5-2 

通識中心教師評

審委員會 

每學期 

1-2 次 

主任 含 5 院代表、教務長、2

位推選委員共 9 人 

3-1-4 3-5 

通識中心課程委

員會 

每學期 

1-2 次 

主任 含中心專任教師、各院代

表共 10 人 

2-1-3 2-5 

生命教育學程委

員會 

不定期 主任 中心、生命教育相關教師

共 2 人 

1-2-1 2-5 

現代科技與社會

發展學程委員會 

不定期 主任 中心教師、理學院教師代

表共 3 人 

1-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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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通識中心各類定期會議及委員會一覽表 

會議/委員會 
開會 
次數 

主持 參與人員 
適用辦法

(附件編號) 
會議記錄

(佐證資料)

診斷台灣 -從管

理的角度委員會 

不定期 主任 中心教師、管理學院教師

代表 1 人 

1-2-3 2-5 

民主法治與公民

參與學程 

不定期 主任 中心教師、法學院教師代

表 3 人 

1-2-4 2-5 

舒適生活與環境

美學學程 

不定期 主任 中心教師、人文社會科學

院教師代表 3 人 

1-2-5 2-5 

人文數位典藏與

創意設計人才培

育學程 

不定期 主任 通識中心教師、人文社會

科學院、工學院、管理學

院教師代表共 4 人 

1-2-6 2-5 

體育課程委員會 不定期 組長 體育教師、校外委員 2-1-4 2-5 

中文課程委員會 不定期 組長 中心各組組長、中文專、

兼任教師代表共 5 人 

2-1-5 2-5 

英文課程委員會   (研議中)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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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評鑑機制 

本中心為提升教學研究品質與行政服務效能，落實校教育目標，掌握

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達成情形，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之規定

（附件 0-0-6），特訂「通識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要點」（附件 0-0-7），並

邀集產、官、學界專家 3 人擔任外聘委員，並據此進行自我評鑑。 

自我評鑑之實施包括組織「通識教育中心評鑑委員會」並定期開會、「內

部評鑑」及「外部評鑑」三個階段： 

（一） 通識教育中心評鑑委員會，依評鑑工作整備需求，業於 101 年 3 月 6

日、5 月 15 日、6 月 26 日、9 月 12 日、10 月 26 日召開 5 次委員會。

(佐證資料 5-5) 

（二） 內部評鑑業依「校級評鑑小組」規劃之期程，於 101 年 11 月 7 日完

成。(佐證資料 5-5) 

（三） 外部評鑑，則於 12 月 6 日完成。 

四、 行政品質控管與改善 

（一） 透過主管會議、行政會議進行全校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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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於每個月均由校長召集一級主管召開「主管會報」，以及邀請

一級主管及系所主任參與「行政會議」。 

2. 由於通識教育中心係屬本校一級教學單位，因此均需於期限內，提

報工作進度與內容，交由主任於上開會議中進行報告。 

（二） 透過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進行自我評鑑 

1. 本會議係由行政副校長主持，邀集本校行政與教學單位一級主管擔

任委員。通識教育中心每月 15 日前均針對所進行之業務填報內部

控制資料，以進行自我評鑑。 

2. 於 101 年度製作 2 份通識教育相關之標準作業流程 

(1)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徵聘標準作業流程制訂

程序」及「作業層級自行檢查表」（如附件 5-5-1）。 

(2)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外審標準作業流程制訂程

序」及「作業層級自行檢查表」（如附件 2-1-10)。 

五、 課程評鑑機制之落實與品質改善 

（一） 常態機制，能定期開會建立完整會議紀錄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係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附件

2-1-1)、「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附件 2-1-3)，及體育、中文、英文課

程「教學委員會」(附件 2-1-4~6)，依「通識教育中心開課審查要點」(附件

2-1-7)、「通識教育中心學生基本能力、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

施要點」(附件 2-1-8)、「核心通識課程規準」(附件 2-1-9)等，規劃通識課程，

並依通識教育中心訂定之標準作業流程(SOP) (附件 2-1-10)，執行專業審查

程序。所有程序均建立完整的會議紀錄。(佐證資料 2-4、2-5、2-6) 

1. 課程規劃程序：首先由通識教育中心各課程(群)委員會進行研議，

由各組進行課程規劃與研擬教學改進措施，形成方案後交付「中心

會議」進行討論與確認；形成會議紀錄後提案至「中心課程委員會」

進行審議，凡涉及通識課程分類架構、總學分數、必修科目與學分

數、核心通識課程規劃等事宜，皆須提交校課程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或核備。「中心課程委員會」之決議須交由「中心會議」進行再確

認，並統籌推行工作。 

2. 管考機制：通識中心課程執行績效評估工作由各組控管，整合型學

程實施成效由學程委員會控管，並由中心會議追蹤管考，統一於中

心課程委員會進行匯報。本校亦會在每學期結束前進行課程評量，



 
 

77

提供所有授課教師瞭解教學成效，對教學成果不佳之教師並配套有

「教學諮詢輔導實施辦法」(附件 2-1-11)，實施追蹤輔導。 

3. 諮議與改革機制：通識教育中心設有「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由

校內外學者專家 7 至 9 人組成，負責協助規劃與審議本中心之發展

策略，為本校通識教育最高指導單位。通識教育中心各組須於會議

中提供完整的資料進行報告，並依委員會建議研擬改進措施，必要

時須召開「全校課程改革會議」，邀集全校一二級教學主管參與討

論，作成決議後再依常態機制付委審查與執行。(附件 2-1-12) 

（二） 改善機制，推動課程實施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全面外審 

1. 隨著高等教育對通識教育有越來越高的期待，本校深知一門優質的

通識課程的規畫取向，與課程進行、教材教法之設計等常需涉及相

當多的通識專業考量。而上述常態審查流程卻易流於形式審查，並

無法對通識課程的妥適性進行實質的把關。為落實專業審查之精

神，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陸續將所有通識課程以「學生學習成果本

位評估模式課程規劃書」之規格送外審，並規定「共同課程」與「核

心通識課程」自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始，「博雅通識課程」自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始，皆須通過至少 2 名校外專業審查，始得開課。 

2. 為落實專業審查程序，本校通識中心制訂「通識課程外審標準作業

流程」(SOP 圖 2-1-1)，將各課程以「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

之規格撰寫之課程計畫書，以及「審查意見表」送 2 位委員審查。

待委員回覆審查意見後，需提報中心會議、中心課程委員會討論，

最後再召開中心會議進行確認。俟審查結果通過後，才得以正式開

課；若審查未通過，則該學期停開該門課程。(「課程實施學生學

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規劃書」表單與外審表單詳附件 2-1-10，外審

資料詳佐證資料 2-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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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課程規劃之品質改善情形 

隨著高等教育對通識教育內涵之重視，近年來本校通識教育亦著重於

課程規劃之品質改善工作。96 年以前，通識課程的修習規定僅以一張「通

識課程學分規劃表」行之，相關選課規定亦僅規範在人文、社會、科學、



 
 

78

運健休等四類課程中各修一門課程，餘皆可藉由高比例的跨系選修來折抵

之簡單規範。其課程規劃過程缺乏校內師生共識的凝聚，課程內容亦無充

分討論。 

隨著高等教育追求教學卓越、自我評鑑等工作之推行，同時經 96-99

年通識教育改革期間多次全校性會議之召開，包括 2 次「核心通識課程改

革公聽會」、2 次全校課程改革會議、1 次「服務學習課程改革研商會議」，

暨 1 次「服務學習培養課程改革公聽會」等會議之召開〈詳本報告書項目

一，效標 1-2〉，本校通識教育內涵，遂能聚焦於學習者中心，以「全人教

育」、「公民養成教育」等教育理想之落實，來發展通識教育的辦學內涵。 

本校通識教育辦學目的之設定，一方面著重與本校為產業育才之目的

相輔相成，同時強調在課程的規劃上與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作實質性

的結合，目前定調以「共同課程」之規劃來涵養學子應有之「基本能力」，

以「選修通識」之規劃來培育學子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並

訂有完整之辦法，且全數上網(http://gec.nuk.edu.tw/files/11-1001-176.php)。

較之相關辦法訂定之前缺乏理念溝通與架構不完整之狀況，有相當大的提

升。茲錄近年來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改革之歷程，詳附件 2-2-4。 

此外考量全球化時代科際整合與跨領域對話能力的必要，本校特別規

劃「整合型學程」以鼓勵學子自發的多元學習，俾強化專業與通識能力間

的聯結；未來將努力於提高學子修習誘因之策略，以擴大相關規劃之綜效

〈詳本報告書項目二，效標 2-2〉。 

二、 教師教學之品質改善情形 

本校對教師教學品質的管控，除訂有教師教學評量之辦法，於每學期

對全校所有課程進行教學意見調查，其成果亦列為教師評鑑之教學計分項

目，及列入教師升等評分項目，並作為獎勵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之重要指標；

而對教學評量結果不佳之教師，則訂有完整的追蹤輔導機制。 

教學品質管控之具體績效，表現在每學期定期對全校所有課程進行評

量，及教師評鑑中對教學項目的考核。課程評量內涵包含質化及量化意見，

量化結果置於教師教學資訊系統供開課教師及所屬系所主管查詢，質化意

見則以紙本彌封分送授課教師及所屬主管；所有結果均建立完整紀錄，提

供本校研擬改革措施時參考。 

除全校性教學品質管控機制之外，通識教育中心為深化教學品保成

效，特辦理通識課程學習回饋，以問卷的方式掌握學生學習態度及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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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以檢核執行計畫以來的課程改革績效；更開國內高教界之先，針對教師

教學與研究成果辦理全面性的兼任教師評鑑，輔以教師研習、教學工作坊、

獎優汰劣等機制，深化通識課程教學團隊之經營。(詳本報告書項目三，效

標 3-2，及佐證資料 6-2）。 

本資料引自本校教務系統。按 96 學年度屬「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

課程革新計畫」之規劃與宣導期；97 學年度始，包括通識新制、整合型學

程、大學中文、E 化教學等相關措施皆如火如荼展開。下表列出 96 學年度

至 99 學年度改革前後之相關數據變化，並於表後簡要說明部分數據變動： 

表 5-6-1  歷年通識教育課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課程分類/學年度 96 97 98 99 100 

英語會話與閱讀 3.97 4.01 4.05 4.17 4.29 

大學中文  4.02 4 4.23 4.3 

體育 3.94 4 4.1 4.1 4.19 

共同

必修 

服務 3.6 3.69 3.96 4.08 4.06 

思維方法  4.26 4.12 4.14 4.33 

美學素養  3.91 4.02 4.14 4.11 

公民素養  4.13 4.26 1.22 4.24 

文化素養  3.97 4.03 4.17 4.33 

倫理素養  4.19 4.33 4.09 4.22 

核心

通識 

科學素養  3.3 4.1 3.95 4.17 

人文科學類 3.94 4.39 4.17 4.19 4.36 

自然科學類 4.15 4.16 4.2 4.19 4.28 
博雅

通識 
社會科學類 4.05 4.14 4.17 4.25 4.29 

（一） 選修科目部分：包括「核心通識」與「進階通識」，係 96-99 年執行

教育部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所直接改革之對象。就所有平均分數

來說，97 學年度推行通識新制以來，所有成績均有明顯提升之趨勢。

特別是「通識選修」的部份（通識中心的主要業管範圍），96 學年以

前的分數均在 3 與 4 之間起落，96 年陸續執行改革迄今後，各平均

分數皆維持在 4.1 以上。至 100 學年度，所有類科平均分數均於 4.20

以上，足見學生對教師教學滿意度之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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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必修科目部分： 

1. 「必修科目」涵蓋包括「大一英文」、「體育」、「服務」等，唯 97 學

年以前相關業務皆非通識中心的業管範疇，而教學滿意度也始終在

「3.7」、「3.8」之間上上下下。 

2. 97 學年開始，「必修科目」增加「大學中文」，始由通識中心辦理。

中文教學草創初期，因師資不充足導致學生回饋之成績不盡理想；

經本中心一年來充實中文師資、密集召集相關兼任教師共同協商、

討論本校中文教育應有之「通識教育/中文教育」的定位與內涵、交

流教學策略，並費時一年共同撰作本校大學中文專屬之教材─「中文

大學堂─閱讀、賞析、寫作新視野」。經一年的經營與凝聚共識，中

文課程的高滿意度已將整體共同必修(包括英文與體育)教學滿意度

的長年頹勢從 96 學年的「3.81」，逐年攀升，實屬不易，足見本校大

學中文課程推行之成效。 

三、 學生學習之品質改善情形 

學生學習之品質改善情形，可在教學資源的豐富性與與課程滿意度的

大幅提升佐證之。 

課程部分，從 96 學年各學期開課數為 252 門與 246 門，至 99 學年以

後每學期開課數都能維持在 220 門左右(共同必修約 90 門，通識選修約 130

門)。101 學年起因應核心通識學分每門課上修為 3 學分，調整核心通識每

學期至少開設 46 班次、博雅通識課程每學期至少開設 66 班次，總開課數

皆維持在 120 門課程以上；此中所有課程皆程度不等的強調閱讀計畫的經

營、行動/問題導向的課程設計、實施學習成果本位評估模式等，充分的提

升本校通識課程的多元性與學術濃度。(歷年開課總表詳附件 2-2-3) 

學習工具的提升上，透過「全校課程地圖」的推動來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與學習方向感，其成效卓著；在常設的使用者回饋機制中，認為使用此

平台「有助於了解學系課程的規劃內容」、「有助於思考生涯規劃」、「有助

於規劃大學四年的學習歷程」、「有助於就各方面能力之培養，來規畫學習

歷程」等 4 項，學生在 5點量表滿意度 4 以上的回饋皆在 75%以上；在所有

項目 3以上的認同度上皆達 90%。其次在透過通識課程學習平台的普遍經營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亦有有相當高的使用者滿意度〈詳以下效標 5-7〉，

此皆充分的呈顯出學生學習品質的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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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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中心於 96 年度開始實施之一連串通識教育課程改革，所以目前

僅針對改革後之第 1 屆應屆畢業生（101 年 6 月約 1000 位畢業生）進行調

查，以作為未來改革方向之參考。以隨機抽查方式，發出 200 份問卷，回

收之有效問卷為 138 位，回收率為 70％。(佐證 6-2) 

本次問卷結果詳附件 5-7-1，主要針對四部分進行討論：一為通識理念

之瞭解，共有 92％認同目前之通識理念；二是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共有 96

％同意其核心能力有提升，惟生涯規劃與終生學習能力部分，分數略低，

這也是未來通識課程應再加強的重點；三是通識教育通識課程教師教學品

質，96％學生肯定教師授課品質，這也是四大部分中，整體平均分數最高；

四是整體回饋部分，共 92％的學生肯定整體通識課程，尤其是通識課程學

習平台以及教師教學品質。然而在學校投入通識教育資源部分，獲得之分

數相較其他部分，略低。這也是日後需要強化之部分。 

針對兩項評價較低之項目，在「生涯規劃與終生學習能力」部分，本

校業從大一新生定向輔導工作著手，主要在規劃「大學入門」課程及發展

「住宿學習」兩大面向〈詳本報告書項目四，效標 4-4 之說明〉；在「學校

投入通識教育資源」部分，目前朝設定必要資源項目且合理之經費規模，

取得校內共識以挹注固定資源來永續經營為努力方向。 

 

貳、特色 

   本中心於 96 學年度開始，實施一連串之通識教育革新計畫，相當重視

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且不定期均會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強化教學品質，

以及課程內容。希冀學生學習後，能確實達到通識教育之目標。 

 

參、問題與困難 

本校在準備通識教育評鑑工作的過程中，充分體會自我控管機制要能

穩健、永續的發展，實有賴學校本身清晰的通識教育辦學定位。誠如本報

告書在各項目問題所呈現者，由於高等教育長久以來對通識教育之理念與

內涵有著普遍之誤解，存在台灣高等教育學界對通識教育的定位與重要性

亦存在著相當大的落差，認為其重要性不足；本校通識教育雖然在自我定

位上以公民養成教育為辦學標的之自我期許，但不諱言在形構每一個環節

的規格與層次時，也常面臨相關的困境。隨此困境而來，則表現在全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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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的過程中，通識教育在行政教學資源的挹注上常致困乏。近年公部

門雖也有專款挹注高等教育通識教育之發展，唯多以短中期競爭型計畫行

之，對辦學資歷尚淺、財務結構仍未穩固的本校來說，即便曾獲 3-4 年期的

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的洗禮，對組織、師資經營、課程理念的各面向有

躍進的幫助，但仍留有辦學理念具體定位，進而落實的結構面、資源面等

相當大的提升空間。此實在未來自我恆鑑工作的歷程中，仍待不斷的努力。 

 

肆、改善策略 

一、 持續運作「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引進外部優質建言協助診斷本校通

識教育發展的困難與侷限，從理論與實務各方面提供諮詢。 

二、 推動校內常態性的通識理念交流平台，持續凝聚校內通識教育辦學共

識。 

三、 持續辦理每學期一次的通識教師研習工作坊，引進通識教育前輩先進

的智慧結晶，提升本校通識教育的辦學知能。 

四、 鼓勵通識教育專任教師多參加通識教育與以高等教育發展為題的相關

研習會議；同時積極邀請本校系所專任教師，踴躍參與通識教育相關

講座，以充分瞭解通識理念。 

五、 持續爭取公部門計畫資源的挹注與肯定，提升校方的支持度。 

 

伍、項目五之總結 

本校於法令規章中，明訂通識教育中心專責單位之定位與功能，本中

心也確實依據組織規章去運作，充分發揮行政輔助教學之教育行政理念。

本校通識教育相關決策、師資聘任、課程規劃等，皆原則上符應本校辦學

之育才理想，並遵循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通識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通

識課程委員會之決議辦理，並於每月定期舉辦的中心會議中，推動暨管考

經常性行政事務的落實情形，定期檢討通識教育之推動與成效等相關業務。 

遵循著 PDCA 之管理循環理論，本校通識教育長久以來有意識的建立

自我評鑑機制，並確實使得該機制能發揮提升通識教育辦學品質、確保學

生學習成效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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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本校辦學以培養大高雄地區產業發展所需求之優質人才為直接目的，

通識教育的發展則扣緊優質人才應有之質地，以培養現代化社會所期待的

優質公民為辦學標的。 

為聚焦此公民素養養成教育之目的，本校緊扣以「校訓」為基本精神，

演繹屬於高大人應有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內涵。在對相關概念

的定義中，「基本素養」係指學子內在應有的人格特質，「核心能力」則此

特質所外顯之行為張力；通識教育緊扣對「公民」概念的反省，亦以校訓

為核心發展學生應有的六種素養與九種能力指標，完整且具體。在此內涵

規劃的歷程中，本校堅持透過充分的理念匯聚、健全的課程結構，與有效

的推行策略，來作為辦學成效落實之基磐，使此理念得以普遍獲得通識教

師與全校學生的認同。 

通識教育課程的整體規劃，從標準化的「學生學習成果本位」課程設

計、常態審查與專業外審雙軌並行的課程審查機制、教師專業的品質保證

機制、乃至於後續的管考、改善機制，均經層層的嚴格把關，以期能呈現

高品質的通識教育內涵。除了正式課程外，本校輔以豐富多元的非正式課

程，期望以環境教育與生活教育在無形中達成對學子潛移默化之用。 

在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的經營與管控機制方面，從授課教師專業聘的

標準化流程、多元豐富教師成長活動的推廣及辦理，輔以完善的教師評鑑

制度、獎優輔劣制度，如此層層把關，嚴謹且全面的管控機制，有效地優

化本校通識教育之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從而也建立了校內教師對通識教

育重要性的了解與認識。 

在學習資源上，本校辦學年資尚青，創校初期著眼於以落實「塔樂禮

宣言」之精神，墾殖永續校園，豐富校園內自然、人文與藝術間的對話元

素，經營出深度的潛在教育品質，此不僅是本校通識教育發展在環境教育

上的最大利基，同時也是大高雄地區一塊經營國民運動、健康、休閒的福

地。 

由於近年來受本校高層的大力支持，成功引進教育部相關計畫資源，

有效挹注各類需求基本規模之發展，奠定通識教育在高大辦學的能見度與

重要性。尤其能以清晰的辦學理念為核心，環繞校定基本素養發展通識教

育內涵、依素養培育的目地延伸多元學習活動、發展 E 化工具以提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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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與成效，配套經營日趨成熟。近年來著力於學生輔導工作的精進

與落實，不論是強化新生定向輔導的「大學入門」課程的研發與「住宿學

習」的推動，或是在 TA 資源的引進、TA 的培訓與社群經營，皆能以穩健

的步伐朝深入且完善的理想努力邁進。 

學習資源面的最大困境，在於校方人物力資源投入的局限與不穩定

性，故此在設定必要資源項目且合理之經費規模，不論是專任教師資源或

其他人物力資源等項目，在取得校內共識以挹注固定資源來永續經營通識

教育，是當前最重要之課題。 

本校於法令規章中，明訂通識教育中心專責單位之定位與功能，本校

通識教育中心也確實依據組織規章去運作，充分發揮行政輔助教學之教育

行政理念。通識教育相關決策、師資聘任、課程規劃等，皆原則上符應本

校辦學之育才理想，並遵循通識教育發展委員會、通識教育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識課程委員會之決議辦理，並於每月定期舉辦的中心會議中，推動

暨管考經常性行政事的落實情形，定期檢討通識教育之推動與成效等相關

業務。遵循著 PDCA 之管理循環理論，不論是理念面的匯聚(P)、策略面的

擬定與推行(D)，教師面、課程面、學生學習面等檢核工作的定期實施(C)，

利害關係人的學習反饋、意見蒐整與定期管考等(A)，本校通識教育長久以

來有意識的建立自我評鑑機制，並確實使得該機制能發揮提升通識教育辦

學品質、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目的，充分符合自我恆鑑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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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編號 

 

一、 理念、目標與特色 

項目 準備內容 

1-1 摘要說明 

1-2 理念、目標與特色相關辦法 

1-3 學術交流會議 

 三次大型研討會(通識學會、台南科大、文藻) 

 教育部通識平台工作坊 

 歷次參與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期

初、期末成果會議 

1-4 策略會議 

1-5 全校課程改革會議 

1-6 歷次公聽會 

1-7 歷屆課程地圖說明會會議資料 

二、 課程規劃與設計 

項目 準備內容 

2-1 摘要說明 

2-2 課程規劃與學習成果檢核流程 

 總表 

 中文 

 英文 

 體育 

 核心通識、博雅通識 

2-3 歷年課表(共同課程、核心通識、博雅課程) 

2-4 課程審查 

 SOP 

 外審委員名單 

 外審資料(分次羅列)  

 教師課程規劃系統 

2-5 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3年內） 

2-6 校課委會會議紀錄、教務會議紀錄 

2-7 自編教材 

 大學入門 

 中文大學堂：閱讀、賞析、寫作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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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素質與教學品保 

項目 準備內容 

3-1 摘要說明 

3-2 教師聘任 

 聘任流程 SOP 

 歷年聘任與解聘表 

 現有師資學經歷總表 

3-3 教師增能 

 歷屆教師工作坊：緣起說明、總表及會議資料 

 教師參與各類研習彙整表 

 歷屆 TA 工作坊：緣起說明、總表及會議資料 

3-4 教師評量 

 歷史簡述 

 評量辦法 

 歷屆彙總表與獎優紀錄 

 評量資料 

3-5 會議紀錄 

 中心教評會會議記錄 

 校教評會會議記錄 

3-6 專任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教學、行政、研究、服務、其他 

3-7 教師社群獎補助計畫 

 本校教師社群 

 跨校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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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習資源與環境 

項目 準備內容 

4-1 摘要說明 

4-2 歷年經費：部門預算、計畫經費等核定資料 

4-3 硬體資源： 

 通識教育中心與通識藝廊樓地板面積→新大樓規劃樓

地板面積(photo) 

 教師研究室(photo) 

 語言教室(photo) 

 4 間優先使用之教室(photo) 

 圖資 101、103 多媒體教室、各院多媒體教室(photo)

4-4 軟體資源： 

 E 起來教學平台，系統架構與功能簡介、使用率等 

 全校課程地圖平台，系統架構與功能簡介、使用率等

 各式英文學習軟體，系統架構與功能簡介、使用率等

 圖資提供之免費軟體 

 其他 

4-5 永續校園相關資料 

 文宣品 

 校園簡介 

 專書-校園物語 

4-6 從通識週到通識藝文系列活動 

4-7 學生學習活動 

 Café philo 公民素養系列講座 

 大學入門講座 

 非識不可電子報 

 媒體專業實作班 

4-8 學習競賽活動 

 學生學習檔案獎補助 

 學生生涯歷程檔案競賽 

 影評競賽 

 學習影展競賽 

 創意競賽 

 超級通識王(96-98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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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組織與行政運作 

項目 準備內容 

5-1 摘要說明 

5-2 中心會議資料 

5-3 教育部文書 

5-4 內部文書 

5-5 評鑑相關會議 

5-6 其他 

 

六、 自我改善機制 

項目 準備內容 

6-1 摘要說明 

6-2 相關活動（問卷調查與公聽會等）與佐證資料 

6-3 計畫執行 

 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人文數位典藏與創意設計人才培育計畫 

 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群改進計畫 

 績效評估 

 

七、 其他 

項目 準備內容 

7-1 摘要說明 

7-2 全校課程與三級核心能力指標關聯統計表 

7-3 服務學習培養課程期末反思暨學習分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