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務年會 意見回饋單
意見回饋

負責單位

一、 課程地圖定期檢討 (5 年
左右)：
1. 提供每門課資訊：課程
委員會及開課教師選擇
之核心能力、修課學生
評鑑時勾選之習得核心
能力。
2. 定期發文請課程委員會
及開課教師 (?) 檢討。

課務組

回覆內容

1.本處已開發完成課程地圖建
置作業系統，請各教學單位
依其教育目標及所屬學生畢
業前應具有之核心能力完成
其課程結構並進行檢討，俾
利所設計之課程更能對應到
學生核心能力養成之需要。
2. 課 務 組 於 每 學 期 公 告 課 程
前，發文至各系、所、學位
學程轉知所屬教師建置課程
大綱時，應同時確認該課程
於課程地圖中所勾稽的核心
能力，若有錯誤須予以修正。
二、 深碗課程：必修學分提高 教發中心 深碗課程之教學內容與學分規
會與「必修↓、選修↑」之
劃，是系、所、學位學程整體
原目標相牴觸，如何解決?
課程架構改革工程的一部分。
亦即，提高某些核心課程之必
修學分數係建立在整合或調整
現有課程架構的前提下，即經
過系所課程委員會以基礎-核心
-總整三個層次的課程理念規劃
出的核心課程架構所推動的深
入學習模式。若能以此模式來
推動，深碗課程學分數的增加
對於系、所、學位學程整體必
修課程的總學分不至於增加。
三、 通識課程：
共教中心 本校從去年開始，內部已在進
1. 總學分 (18 學分) 可否
行通識教育政策的評估與檢
降低?
討，包括理念與目標、課程規
2. 通 識 課 程 開 放 彈 性 ：
劃、學分數、修課規定等，將
A1~A8 領域扣除本系所
逐步評估、調整與改善，以符
屬者，其他領域可有選
合時代的改變與本校的教育目

意見回饋

負責單位

擇性，例如化學物理屬
A6、A7，餘 A1~A5、
A8 六領域選四領域以
上。

四、 火星人計畫可施行，但候
選人才之產生方式可修
正，由高中校長推薦有弊
端（私校曾發生過修改成
績）
，應以發掘弱勢有天份
獨特人才為優先。

註冊組

回覆內容
標。
至於目前本校實施的通識教育
學分與其他學校差異並不大；
目前學生應修習的領域設計，
則是排除與就讀學系相關的領
域之後，其他領域至少需修習
一門課程，目的在於幫助學生
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強調不同
學術領域之間對話。
1. 本方案為 104-106 學年度間
以單獨招生方式，於「數理
學群」進行小規模試辦，再
視辦理效益，評估 107 學年
度推行其他領域之可行性。
2. 本 項 招 生 由 學 生 申 請 之 方
式，招收對象主要為對數學
領域顯現卓越表現、極高天
份及優異才能者。學生必須
出具可資證明學生特殊才能
或獨特潛力之明確、客觀條
件，如特殊成就、工作成就，
特定等級競賽及獲獎結果，
特定類型及等級之證照訓練
或其他明確之特殊經歷等。
今年 3 月- 6 月教務長至各學院
實訪，已請各教學單位發揮課
程委員會的功能，並檢討學系
課程之規劃，使課程的設計能
對應學生核心能力，並檢定學
習成效之推動。

五、 有關核心能力檢定學習 課務組
成效之推動，應由學校安
排與各系所中心之主任
座談或至少推派一名課
程委員會參與此座談。由
承辦人員向上稟報實有
困難。
六、 謝謝教務長及教務同仁 教發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針對資深教師推
辦理此活動!非常欣賞教
行的業務包括：教學傑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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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的一些理念，也願意
配合，但怕「推不動」，
與其他同仁討論，建議除
了針對新進教師以外，當
教師申請升等、擬接任系
所主任…時，或許可考慮
「強迫學習」，讓他們必
須了解重點教務工作的
內涵。
七、 上午之教務工作推動，建
請教務長於各院課程委
員會時說明 (各系所課程
委員會召集人會出席)，更
能達到效果。
八、 今年辦理之評鑑經驗分
享座談會因距離評鑑時
間較近，是否考慮可放在
上學期舉辦，方能有更充
裕的時間去準備。
九、 學生選課系統是否可將
學生修課的課程不再顯
示，因本所有學生本學期
重修上學年度同一門課
程而須辦理退選程序，此
應在選課時即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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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與教師精進營，未來將
利用資深教師與會的機會，介
紹推銷重點教務工作。另外，
針對特定重點，例如翻轉教
室、深碗課程等，由中心主動
召集成立教師成長社群，以利
業務推動。感謝您的建議，未
來將納入舉辦活動時的考量。

課務組

教務處業於今年 3 月- 6 月安排
教務長至各學院實訪，進行教
務工作的宣導及與各學院意見
交流。

教務處
秘書室

將研議其可行性。惟各項評鑑
作業之籌辦及工作人員參與評
鑑相關知能之研習課程等，仍
宜於評鑑週期內即長期且持續
建置、參與，並建立相關佐證
資料及紀錄備用。
學生選課系統係由學生輸入
「流水號」或「課號+班次」或
「課程識別碼+班次」進行選
課，或由學生匯入「臺大課程
網」/「我預計要選的課程」中
之課程，都是由學生自行決定
選課。又課程網及學生選課系
統必須適用全體學生，且部分
系所同意學生同一學期可重複
修習課程、不同學期可重複修
習課程，故無法將學生已修過
課程不予顯示。

註冊組
研教組
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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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許多業務線上系統辦理
需登入計中帳號，是否可
以改為用公務帳號，因有
承辦人員並非是校聘而
無計中帳號，在辦理業務
上會有困難度。

資訊組

十一、 招生總量提報，給的時
間太短。

教務處
秘書室

十二、 醫學院系所經常「收不
到」教務處的函文、電
子文或 e-mail (例如 5/27
網路登分說明，本次
2014 教務年會等)，敬請
校總區教務處日後可函
文至醫學院系所同仁。

教務處
秘書室

十三、 請將醫學院系所同仁的
e-mail 建檔為群組，日後
總區教務處 e-mail 通知
時，亦同時 e-mail 給醫
學院各系所同仁。

教務處
秘書室

公務帳號也是計中帳號，目前
各種教務線上系統是要授權給
承辦人登入計中帳號或授權給
系所登入公務帳號，完全取決
於該項教務線上系統業務負責
單位所提的資訊需求，資訊組
將依照其需求配合修改相關資
訊系統。
目前以開放一週供系所學位學
程填報相關資料為原則；若有
特殊需求者，請逕向本處聯繫
延長填報時間。
1. 因應校方提高行政效率及
節能減碳之原則，本處多配
合改以電子發文，而不再印
送紙本公文。各單位應指派
專人每日至電子公文系統
確認校內電子文。
2. 敬請醫學院向所屬系、所、
學位學程之教務承辦人員
加強宣導，應每日至電子公
文系統收取公文，以免同樣
情事再度發生。
1. 考量教務業務之多樣性，不
同業務皆有不同承辦人負
責，若以 e-mail 通知全體同
仁，恐生他人困擾。故本處
將加強提醒業務單位與各院
系所承辦人保持良好暢通之
溝通管道，以確保重要訊息
即時傳遞。
2. 本處刻正規畫教務窗口聯繫
平台建立事宜，請各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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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建議日後舉辦「招生成
績處理系統」之使用操
作說明會。

負責單位

註冊組
研教組

回覆內容
所、學位學程配合指派一人
作為教務聯繫窗口，俾使教
務業務順利推動。
註冊組：
目前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於每年試前均有召開電子書審
作業線上審查系統及「招生成
績處理系統」之使用操作說明
會，請各學系務必派員參加。
研教組：
本組將請資訊組協助於碩、博
士班招生成績處理系統內增加
操作說明。
將本建議納入規劃參考。

十五、 教務年會之召開立意良 教務處
好，且能有機會讓同仁 秘書室
交流業務。為建議召開
時間延至「繳交成績截
止日」之後，因六月底
這段時間，承辦同仁較
為繁忙。
十六、 每 張 投 影 片 的 字 數 太 本處各相 謝謝指教，日後將留意投影片
多，字體太小，看起來 關單位 字數多寡及、字體大小及印刷
一團糊，等於沒看。
效果。
十七、 謝謝同仁辛勞舉辦，日 教務處 感謝各院、系、所、學位學程
後請多多舉辦。
秘書室 教務同仁的熱情參與。
十八、 感謝教務處各組同仁平
感謝各院、系、所、學位學程
教務處
日給予系所的幫助，謝
教務同仁平日的支持，往後亦
秘書室
謝，辛苦了!
請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