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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紀錄 
開會時間：102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 上午 10：00 - 12：00 
開會地點：勵學大樓 3 樓半 視聽中心 
主    席：楊 副校長 俊毓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人員：吳彥儒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業務報告： 
一、101-1 課程評量不佳共計 9 門，已於 102 年 4 月 23 日發函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訪談授課教師，目前已有 6 門課程調整上課教材，1 門將依上課進度授課，並搭配

簡易意見表進行課程改善。截至 102 年 5 月 20 日尚有藥學院 2 門課程未回覆辦理情形。 
二、101-1 教師教學評量低於 4.5 分以下之教師，共計 29 位(含 13 位 4.2 分以下及 16 位

4.2~4.5 分的老師)，已於 102 年 4 月 22 日發送預警通知信函予未達評量標準之教師本

人。 
參、 上次會議執行追蹤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10109-01 

請教學發展組黃組長進行

分析，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1)老師給分及學生評量分

數的相關性。(2)填卷率與

評量分數的相關性。 

教學發展組 
黃淑玲組長 

辦理情形(如附件一，略) 
 結案 
□ 列管 

10109-02 

101-2 生物系所開設之有

機化學仍列為選修，請註

冊課務組持續追蹤以利確

認其 102-1 的開課情形。 

註冊課務組 
葉竹來組長 

依生物系 10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

(102.3.26)、再經院課程委員會(102.03.29)、校課

程委員會(102.05.03)決議通過，「有機化學課」

102 學年度維持選修，依據日後 2、3 屆學生反應

再考量是否調整。 
 結案 
□ 列管 
備註：請教學發展組持續追蹤此門課之

教學評量分數；請註冊課務組持續追蹤

此門課之課程設計及學生反應。 

10203-05 

請教學發展組於 4 月底前

召開本學期第 3 次教學品

質促進委員會，並於會議

中進行專案報告，報告內

容如下： 
1. 有效提高本校填卷率之

相關措施 
2. 教師教學評量與課程評

量問卷題目為同一份問

卷之可行性 

教學發展組 
黃淑玲組長 

辦理情形(如附件二，略) 
 結案 
□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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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3-06 

請教學發展組與資訊處協

調是否能於評量系統上，

規範學生進行教師教學評

量前，必先填妥課程評

量，以利有效提升課程評

量的填卷率。 

教學發展組 
黃淑玲組長 

課程評量內容較適合總結性評量，故擬

降低評量次數，並結合學生自評。 
□ 結案 
 列管，請針對上次會議決議，報告

執行情形。 

 
肆、 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一：101-1 教學評量分析專案報告(如附件一，略) 
報告人：教學發展組 黃淑玲組長 

會議討論： 
 鍾飲文教務長： 

1. 如何改善醫學院臨床教師之教學評量填卷率低的問題，請教學發展組與臨床教育訓練部

及醫學院進行討論，將於 7/11 校院首長會議中報告。 
 周逸衡院長： 

1. 簡報內容除顯著性之外，可加上平均數。 
2. 報告顯示班級人數越多，教師評量越低，可將大學部和研究所分開計算以助瞭解。班級

數大小採取不同的計算標準，可參照他校經驗。 
李志恒院長提問： 
報告顯示「學生學期成績」與「教師評量分數」為顯著弱相關，請問老師如何評估學習態度

差的學生，以避免學生因為成績低，而給予老師的評量分數也低? 

鍾飲文教務長建議： 
各院可訂定常模，建議系上老師的做法及給分標準一致，學生較不易對某個老師的給分

有意見，而影響到老師的教師評量分數。 

周逸衡院長建議： 
1. 以通識教育中心為例，事前與老師討論分數分配的方式，若有異常情形發生，院長

會發信提醒該名教師，並進行約談，若情況仍未改善，將調整該名教師的授課課程。 

2. 建議同一門課程之授課教師可成立教師社群，除討論教材內容外，對於學生評量方

式亦可建立共識。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205-01）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本校教學評量問卷題目修訂及整併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經 5 場教學評量說明會及 1 場教學評量制度公聽會，徵詢全校師生具體修正意見。 

二、 教學評量問卷及增修訂內容對照表(如附件三，略)，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一) 【教師評量】 

1. 原第 2、3、4 題，精簡敘述，使題意更簡明。 

2. 評量方式（原第 6 題）調整至「課程評量暨學生自我評估」；為落實以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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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之教育理念，增訂「老師能視學習情形調整教學」一題。 
(二) 【課程評量暨學生自我評估】 

1. 整併「課程評量」及「學生自我評估」二大題項為「課程評量暨學生自我評估」，

第 8～13 題未列入計分，僅供教師作為調整教學之參考。 
2. 修正引導題（原 4 題）及雙重否定題（原第 8 題），精簡敘述，使題意更簡明。 

3. 修正反向題（原第 6 題），調整至第 5 題。 

4. 評量方式（原「教師評量」第 6 題）調整至第 6 題。 
5. 刪除複選題（原「學生自評」第 6 題）。 

6. 刪除問卷看法。 
三、 本案討論通過後，擬自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 
1. 由各學院指派 1-2 名代表，籌組「教學評量問卷研議小組」，並召開會議討論教學評量問

卷題目修改之事宜後再提出。 

 
 提案二（案號 10205-02）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本校「課程評量暨學生自我評估」評量時程修改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課程評量為全學期開放，分兩階段填寫(期中、期末)，若學生於期中前填寫評量並給

予意見，授課教師可參考其建議並即時修正課程安排及設計。 

二、 參照學生於教學評量說明會上的建議，教師於課程內容上有其整體性之規劃，若修完整

學期的課之後再填評量，方能對於課程整體設計跟安排有整體性的看法，故建議將評量

次數由原先 2 次，改為 1 次(期末評量)。  

三、 本案討論通過後，擬自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此案撤回，提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三（案號 10205-03）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提高教學評量系統老師可查詢學生填卷名單之門檻，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若填答筆數低於 3 筆，受評教師無法查詢填卷學生名單，以及評量分數。 

二、 參照學生於教學評量說明會及公聽會上之建議，若是小班級較容易核對出填答學生的身

分及填答內容，會影響到學生填答的意願。  
三、 建議提高顯示填卷名單的門檻從 3 筆增加至 10 筆。 

四、 本案討論通過後，擬自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此案撤回，提下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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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案號 10205-04）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本校網路教學評量系統增修案(如附件四，略)，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經 5 場教學評量說明會及 1 場教學評量制度公聽會，徵詢全校師生具體修正意見。 

二、 擬增修教學評量系統操作介面，使其更友善化、便利性，以提升學生填答之意願。 

決議：此案撤回。 

 
 提案五 （案號 10205-05）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本校「教學評量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五，略)，請審議。 

    說明： 配合實施方法修正教學評量要點。 
一、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總分大於 4.8(含)以上之教師，列入教師升等計分」，

因教師升等非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之權責，故予以刪除。 
二、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對於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評量分數若低於 4.2

分以下，轉由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與教發中心輔以質化評量進行教學輔導改善措

施，並將輔導或改善情形回報校課程委員會。」之內容有疑慮，其考量點為 1.課程評量

分數不佳與教師個人教學方法、態度及主授課教師之間並無絕對關係，若透過教發中心針

對主授課教師進行教學輔導，恐無法針對課程評量之改善提供實質助益；2.建議轉由各

系、院課程委員會處理課程評量分數未達門檻之課程，以具體落實輔導改善之目的。 
  決議：修正通過，修改內容摘要如下：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因教師升等非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之權責，修正後條文為： 
「101 學年度起採 6 級分制，總分大於 4.8 分以上(含) 且學年度有效填卷數大於 100 份以

上之專任教師，由本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呈報校長同意後獎勵之。若總分介於 4.2 分

(含)-4.5 分之教師名單，經本委員會審議後，須提報各學院與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以
下簡稱教發中心)進行預警。評量分數低於 4.2 分之教師名單，轉由學院與教發中心輔以

質化評量進行教學輔導。三年內累計兩學年評量分數低於輔導門檻者，提各級教評會審

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有，共 1 案，如下：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10203-06 
請教學發展組與資訊處協調是否能於評量系統上，規

範學生進行教師教學評量前，必先填妥課程評量，以

利有效提升課程評量的填卷率。 

教學發展組 
黃淑玲組長 

 
柒、散會：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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