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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二) 下午 1 點 30 分  

開會地點：勵學大樓 視聽中心 

主    席：陳 副校長 宜民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 席 者：如簽到表 

記錄人員：王于珊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宣讀確認 

103 年學度 第 2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會議紀錄簡要表（104.03.05） 

案   由 決   議 

報告案一：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評量」分數統計結果。 照案通過。 

報告案二：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評量」分數統計結果。 照案通過。 

提案一：本校「教學評量要點」修正草案，請討論。 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教學評量〈含「課程評量」及「教師教學評量」〉，擬改一次評量 

 並配合雙向回饋系統之建置，請討論。 
照案通過。 

提案三：為配合新制教師升等中對於教學評分的需要，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識 

 教育中心所開設的各類課程，擬自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以人文社會 

 科學院所制定的「大學部、研究所、體育課程等三類紙本課程評量問卷」 

 評量結果替代校方網路教學評量問卷之結果，請審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人文社會科學院/通識課程紙本評量問卷與校級網路教學評量系統整併 

 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 

提案五：醫學院 block 課程「教師教學評量」試行方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一：教師給分，如平均分數過高時，是否有機制可提醒教師，請教務處 

 調查其他學校之作法。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已完成調查，請參閱

業務報告第三點。 

臨時動議二：教務處研議「教師教學評量」分數應用，並於下次教學品質促進委 

 員會提案討論，如：新增加權問卷數之平均值，俾於未來校內相關 

 辦法或獎勵採計時，可多一選擇及參考指標。 

請參閱「五、提案討

論：提案二」。 

 

參、 業務報告：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評量」不佳(有效平均值低於 4.20 分)，共計 2 門，已於 104 年 3

月 26 日發函各學院院長及校課程委員會，進行追蹤輔導及訪談，其改善結果及處理情形已

提報 104 年 5 月 8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通過，感謝各學院及單位之協助

與配合。 

二、 102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不佳(有效加權平均值低於 4.20 分)的 7 名專任教師，教師發展

暨學能提升中心，已完成後續質性訪談及教師回饋意見，並於 103 年 11 月 3 日召開教學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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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追蹤 102 學年度輔導之 7 名教師，103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有效加權平均分數，如下： 

102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輔導名單 

NO 受評教師學院 受評教師系所 專兼任 職稱 
102 

有效加權平均值 

103 

有效加權平均值 
備註 

1 醫學院 醫學系 1 P 3.75 4.69 

 2 護理學院 護理系 1 AP 3.01 3.61  

3 醫學院 醫學系 1 AP 3.64 (5.01) 

Block 課程 

4 醫學院 醫學系 1 AP 3.87 4.43 

5 醫學院 醫學系 1 P 4 (4.59) 

6 醫學院 醫學系 1 LECT 4.05 4.57 

7 醫學院 醫學系 1 P 4.17 5.01 

※ ()表示「教師教學評量」未達有效評量門檻，為全部評量之平均值。 

三、 關於教師給分過高/低，已調查四所大學相關處理方式如下： 

學   校 處  理  方  式 

中山大學 平均成績≧90 分或≦60 分之科目，將寄信提供系主任參考。 

義守大學 
全班超過 1/2 人數不及格或平均成績低於 45 分，教師需寫報告簽至教務

處彙整，並報請校長核備。 

中國醫學大學 全班及格率低於 1/3，將安排教師與教務長面談。 

慈濟大學 僅通識課程，系統會提醒。 

 

【主席指示】 

若老師給分過低時，是否有配套的調整方案？建議老師應盡可能依常態分佈給分，避免影響學生

未來申請研究所有困難，請教務處研議是否成立一小組進行規畫或處理此狀況。 

 

肆、 報告案：  

 報告案一（案號 1041027-01） 

報告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案由：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評量」分數統計結果。 

說明： 

一、 依 103.03.24 高醫教字第 1031100801 號函公布之「教學評量要點」辦理。 

二、 103-2「課程評量」統計分析結果及預警輔導名單，請參閱附件一(P.9-12)。 

三、 103-2「課程評量」結果摘要如下： 

 全校受評科目，扣除修課人數<10 人(計 632 門課)，共 1087 門。 

 達有效評量門檻之科目共 115 門(佔全部受評科目 10.58%)。 

 無效評量之科目共 972 門(佔全部受評科目 89.42%)。 

 有效平均值為 5.2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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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全校 受評科目之「課程評量」 

級分距 課程數 比例 

5.00(含)以上 96 8.83% 

4.50(含)~5.00 12 1.10% 

4.20(含)~4.50 6 0.55% 

4.20 以下 1 0.09% 

未達有效評量門檻 972 89.42% 

合計 1087 100.00% 

四、 103-2「課程評量」有效平均值 4.20(含)~4.50 分，共 6 門，將轉由學院(中心)進行預警(P.12)。 

五、 103-2「課程評量」有效平均值低於 4.20 分以下，共 1 門，將轉由學院(中心)與校課程委

員會輔以質化評量，進行教學輔導(P.12)。 

決議：照案通過。陳核後，由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備函辦理下列事項： 

1. 「課程評量」有效平均值高於 5.00 分之課程，共 96 門，函送紙本獎狀予課程主負責教

師，以茲鼓勵。 

2. 「課程評量」有效平均值低於 4.20 分之課程，共 1 門，轉由各學院(中心)輔以質性訪談，

進行教學輔導改善措施，並將輔導改善情形回報校課程委員會。 

3. 「課程評量」有效平均值 4.20(含)~4.50 分之課程，共 6 門，轉由各學院(中心)進行預警。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報告案二（案號 1041027-02） 

報告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案由：103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分數統計結果。 

說明： 

【專任】 

一、 專任教師之「教師教學評量」統計分析結果及輔導名單，請參閱附件二(P.13-17)。 

二、 專任教師之「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摘要如下： 

 全校受評之專任教師共 558 位。 

 達有效評量門檻之教師共 404 位(佔全校受評專任教師 72.4%)。 

 無效評量之教師共 154 位(佔全校受評專任教師 27.6%)。 

 有效評量之加權平均值為 5.27 分、平均填卷率為 65.36%。 

三、 專任教師之有效加權平均值低於 4.20 分以下，共 5 位，其中 1 位因臨床見實習課程授課

時數另計，致有效加權平均值為 0，其有效平均值為 5.70，將不列入輔導名單，餘 4 名

則轉由學院(中心)及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輔以質性訪談進行教學輔導(P.16)。 

四、 專任教師之有效加權平均值 4.20(含)~4.50分，共 6位，將轉由各學院(中心)進行預警(P.17)。 

五、 專任教師中，未達有效評量之 154 位，將轉知各學院(中心)。 

六、 專任教師之有效加權平均值達 5.00 分以上，且有效問卷數大於 100 份者，計 187 位，扣

除獲得 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14 位，共計 173 位將簽請校長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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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受評【專任】教師_「教師教學評量」 

級分距 
達有效問卷 未達有效問卷 

人數 佔全校受評 
專任比率 

佔有效評量 
專任教師比率 人數 佔全校受評 

專任比率 
佔無效評量 
專任教師比率 

5.00(含)以上 331 59.32% 81.93% 111 19.89% 72.08% 

4.50(含)~5.00 62 11.11% 15.35% 40 7.17% 25.97% 

4.20(含)~4.50 6 1.08% 1.49% 2 0.36% 1.30% 

4.20 以下 5 0.90% 1.24% 1 0.18% 0.65% 

小計 404 72.40% 100.00% 154 27.60% 100.00% 

全校合計 558 

【固定兼任】 

七、 固定兼任教師之「教師教學評量」統計分析結果及輔導名單，請參閱附件三(P.18-19)。 

八、 固定兼任教師之「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摘要如下： 

 全校受評之固定兼任教師共 106 位。 

 達有效評量門檻之教師共 34 位(佔全校受評固定兼任 32.08%)。 

 無效評量之教師共 72 位(佔全校受評固定兼任 67.92%)。 

 有效評量之加權平均值為 5.40 分、平均填卷率為 63.10%。 

全校受評【固定兼任】教師_「教師教學評量」 

級分距 
達有效問卷 未達有效問卷 

人數 佔全校受評 
固定兼任比率 

佔有效評量 
固定兼任比率 人數 佔全校受評 

固定兼任比率 
佔無效評量 
固定兼任比率 

5.00(含)以上 31 29.25% 91.18% 54 50.94% 75.00% 

4.50(含)~5.00 2 1.89% 5.88% 17 16.04% 23.61% 

4.20(含)~4.50 1 0.94% 2.94% 1 0.94% 1.39% 

4.20 以下 0 0.00% 0.00% 0 0.00% 0.00% 

小計 34 32.08% 100.00% 72 67.92% 100.00% 

全校合計 106 

九、 固定兼任教師之有效加權平均值 4.20(含)~4.50 分，共 1 位，將轉由各學院(中心)進行預

警(P.19)。 

決議：照案通過。陳核後，由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備函辦理下列事項： 

【專任教師】 

1. 「教師教學評量」有效加權平均值高於 5.00 分，且有效評量問卷數大於 100 份之專任

教師，扣除獲得 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14 位，共 173 名，簽請校長核示績優獎

勵方案。 

2. 「教師教學評量」有效加權平均值低於 4.20 分之專任教師，共 4 名(已扣除因授課時數

為 0 之教師 1 名)，提報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及所屬學院(中心)，輔以質化評量並進

行教學輔導。 

3. 「教師教學評量」有效加權平均值 4.20(含)~4.50 分之專任教師，共 6 名，提供所屬學

院(中心)及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參考，並進行預警。 

4. 「教師教學評量」未達有效評量之 154 位專任教師，將轉知各學院(中心)。 

【固定兼任教師】 

5. 「教師教學評量」有效加權平均值 4.20(含)~4.50 分之固定兼任教師，共 1 名，轉由各

學院(中心)進行預警。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頁 5 / 41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41027-03）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案由：本校「教學評量要點」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4.8.24 公告之「組織規程」行政單位組織系統表，配合組織整併修正單位名稱及

辦法內容。 

二、 依 104.3.5 之 103 學年度第 2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決議通過，配合 104 學年度「教學評

量」施行新方案，特修訂本要點內容，為求本要點條文內容及目的明確，酌作文字修正。 

三、 本修正草案業經 104.9.2 教務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四、 檢附本校「教學評量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請參閱附件四(P.20-23)。 

五、 本案通過後，將由提案單位備函公告。 

決議：修正後通過。陳核後，由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公告後實施。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二（案號 1041027-04）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案由：新增「教師教學評量」分數，俾於未來校內相關辦法採計時有第二選擇或參考項目。 

說明：有關校內各項法規辦法使用「教師教學評量」之分數，建議如下： 

一、 原有效評量之「有效加權平均值」，更名為「有效加權授課時數平均值」。 

1. 「教師教學評量」獎勵金及「教學優良教師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考量此兩獎項均

為遴選或獎勵教學績優之教師，故從嚴認定僅採計達有效評量之平均值，並加權授課

時數後之”有效加權授課時數平均值”。 

2. 計算公式： 

 

𝑁𝑎：a 科目達有效評量之授課時數；𝐴𝑉𝐺𝑎：a 科目平均值 

𝑁𝑏：b 科目達有效評量之授課時數；𝐴𝑉𝐺𝑏：b 科目平均值………… 

二、 新增一全部評量之「加權問卷數平均值」。 

1. 「教師評估」及「教師升等計分標準」：考量醫學院課程屬性及研究所課程修課人數

少，自 104 學年度起，將於教學評量系統多增加一欄位分數為，採計全部評量之平均

值並加權問卷數後之”加權問卷數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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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公式： 

 

𝑁𝑎：a 科目學生填卷數；𝐴𝑉𝐺𝑎：a 科目平均值 

𝑁𝑏：b 科目學生填卷數；𝐴𝑉𝐺𝑏：b 科目平均值………… 

決議：照案通過。陳核後，由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依決議內容辦理後續事宜。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三（案號 1041027-05）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案由：暫緩 104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最低受評門檻「授課時數/學分數≧2」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試算 102-103 學年「教師教學評量」資料，如設教師最低受評門檻，預估有近 3 成之教

師將完全無法受評，其中以醫學院教師為多數(達該學院 5 成之教師)。 

二、另部分課程學分為 0，如體育、體驗課程、後醫系銜接課程、服務學習、大學入門等，

或學分數過高(大於 8 學分)，都可能提升授課教師達最低受評門檻的難度。 

三、臨床見實習部分，因授課時數多為另計，僅提供總時數且無法對應至課程，致使系統計

算時均為 0，此亦影響教師最低受評門檻的計算。 

四、考量未來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及提案二之規劃，擬暫緩 104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最低

受評門檻「授課時數/學分數≧2」之限制。 

五、檢附依 102-103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資料試算之結果，詳請參閱附件五(P.24-25)。 

決議：修正後通過。陳核後，由相關單位依下列決議事項配合辦理： 

1. 本案暫緩實施一年，104 學年度由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先行公告並向全校

教師宣導，並於 105 學年度開始正式施行。 

2. 醫學院：依「教學評量要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及本次提案四決議，醫學院 block

課程「教師教學評量」施行方式，由醫學院另訂之。 

3. 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依本次提案五決議，施行自訂之紙本評量問卷，並

將紙本統計結果提供教務處匯入系統。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四（案號 1041027-06）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案由：醫學院 block 課程之「教師教學評量」施行方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3.2.7 本校 102 學年度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決議通過，醫學院 block 課程因屬性特殊，

其「教師教學評量」由醫學院另訂試辦方案，詳如下： 

試辦期間：102 學年~103 學年 

問卷內容：縮減為 1 題(整體而言，我給予該授課教師正面的評價)及開放式問題 1 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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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教學態度尊重性別平等)。 

施行細則：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基礎臨床整合課程(block)教學評量

施行細則 
103.06.04 102 學年度醫學系暨學士後醫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3.06.10. 102 學年度第 3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通過 

103.06.26 102 學年度第 4 次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9.19 103 學年度第 1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通過 
一、  本細則依「高雄醫學大學教學評量要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訂定之。 

二、  基礎臨床整合課程(block)「教師教學評量」為有效評量且排序在該學年該科系最

後 3%者，將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進行質化評量並進行教學輔導。三年內

累計兩年「教師教學評量」分數為最後 3%者，提醫學系與醫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三、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醫學院院務會議及學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審議通過，自公

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依 104.9.24 醫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醫學院教師不受「教師教學評量」最低門檻限

制，而 block 課程維持 102~103 學年度試辦方案內容。 

三、醫學院 block 課程「教師教學評量」已屆試辦年限，是否同意繼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醫學院 block 課程「教師教學評量」由醫學院另訂之，並依上述方案繼續施

行。另因組織整併單位名稱及「教學評量要點」修訂，同步修正本施行細則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詳如下。陳核後，請醫學院備函公告後實施。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基礎臨床整合課程(block)教學評量施

行細則 
103.06.04 102 學年度醫學系暨學士後醫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3.06.10. 102 學年度第 3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通過 

103.06.26 102 學年度第 4 次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9.19 103 學年度第 1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通過 

104.10.27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通過 

條序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一、  本細則依「高雄醫學大學教學評量要

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訂定之。 
本細則依「高雄醫學大學教學評量要

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訂定之。 

二、  基礎臨床整合課程(block)「教師教學評

量」為有效評量且排序在該學年該科系

最後 3%者，將由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

中心進行質化評量並進行教學輔導。三

年內累計兩年「教師教學評量」分數為

最後 3%者，提醫學系與醫學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 

基礎臨床整合課程(block)「教師教學評

量」為有效評量且排序在該學年該科系

最後 3%者，將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

中心進行質化評量並進行教學輔導。三

年內累計兩年「教師教學評量」分數為

最後 3%者，提醫學系與醫學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 

三、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醫學院院務會議及

學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審議通過，自

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醫學院院務會議及

學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審議通過，自

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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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案號 1041027-07）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案由：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自行施測之紙本評量問卷，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04.3.5 第 2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決議通過，配合新制教師升等對於教學評分之需

要，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自 104 學年度起施行自訂之紙本評量問卷結果替

代校方網路教學評量問卷結果，並將紙本統計結果提供教務處匯入系統，以維護教師權

益；同時，校方將不開放施行紙本評量之網路問卷(含「課程評量」及「教師教學評量」)，

以避免學生重複評量。 

二、檢附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自訂之大學部(中、英文版)、研究所、通識、體育、

服務學習-準備期(中、英文版)、服務學習-實作期等 8 種紙本評量問卷，詳請參閱附件六

(p.26-41)。 

決議：照案通過。陳核後，轉知人文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教務處配合辦理。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伍、臨時動議 

 學生代表建議，可於開會前先提供議程，以利學生會針對提案內容收集學生相關意見。 

 

 

陸、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有，共      案，如下：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柒、散會：  15  點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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