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學改善計畫表(109-1 學期-經管系) 

一、教學反應問卷量化意見 (參考資料：教學反應問卷之量化資料) 

1. 教學評量各題項平均分數皆在 4.43 以上，最高分 4.58 落於第 5 題「老師不會無故缺課、遲到、早

退。」；學生自評部分，「我在本課程的出席率」的平均分數最高為 4.64，而「除上課時間外，

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之平均最低為 2.91，整體而言，學生對課程具相當正面的肯定，但

課後自我投入學習的程度較低。

2. 教學評量各構面分析結果，教學方式有 1 門 3.5 分以下課程。

3. 必修課得分顯著優於選修。

4. 本系於五個教學構面的平均分數多數高於或等於本學院及全校。

5. 教學評量之雷達圖分析顯示各個構面中分數較低者為「學生自評」。

6. 整體建議：(1)建請分數低於 3.5 的老師精進教學方式，提高與學生互動品質；(2)請各位老師利用

各種方式強化學生學習動機。

二、教學反應問卷質性意見（參考資料：教學反應問卷質化資料）

1. 課程規劃：同學對課程架構並無意見。

2. 質性意見回覆：

教師 課名 我對本課程切實、中肯的建議 本系回應

兼 1 金選 1 1.老師教學認真  2.老師可以多講些題目並且算在黑板

上，因為中會的理論太艱深，所以寫在黑板我們才能比

較清楚的了解

請老師參酌黑板使用。

專 1 基礎必修 1 
功課報告太多

綜合回應如下：

1.請老師酌減報告份量。 
2.請老師勿於上課中討論政治。 
3.同學也請注意，本系的專業之一為管

理，評論任何組織包括政府的管理行

為，是本系專業，不見得是個人政治

立場。

4.本課程依其性質，按校外委員建議列

為必修，本系認為合理。同學不應將

老師授課風格與課程本身的必要性混

為一談。

5.請老師於報告時，注意其他同學的參

與情況。

6.請老師參酌學生對考題之意見。 
7.請老師注意最後一位同學的意見，適

時說明您教學方式想要達到的目的。

我覺得報告跟作業都集中在 5 6 月 太忙了 幾乎花了很

多時間在這上面

可不可以報告作業少一些 可以以小考取代

老師上課常表達政治立場，批評執政黨與政治煽動

希望是選修課，花費時間太多

可以學術性質少一點 功課少一點嗎? 

作業可以不用太多，別的科目也有一堆作業會不好負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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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色彩不要太濃厚

類似的作業太多，感覺永遠在做同件事，倒不如直接用

考試的方式評量分數

報告和作業太多，壓縮到其他課堂的課後學習時間。而

且期中考完後全部都是在聽其他同學報告一直直到期

末，每周連續三堂都做同樣的事。聽取他人報告雖然能

夠學習到不一樣的事物，但是過多且重複性高的報告只

會讓學習疲乏，導致學習效率低落。

功課真的很多，多到覺得厭煩，報告是可以出沒錯，但

是希望可以在減少

其實都蠻好的，可是考卷題目要改一下。

兩份小組期末報告連續兩個禮拜上台報告再加上個人作

業的報告還有影片的小組討論 全部都擠在同一個時間

做根本沒時間好好的一個一個完成

老師出一堆作業、報告、心得…要學生一學期交那麼多

東西真的能夠深入了解嗎？

學習 OO 很重要，只是我認為課程前期對於 OO 的理論說

明太多，有許多 OO 論如 OOOOOO 這些，認識概念似乎

不如實際發現。特別 OOOOOO 這樣的東西，ppt 講解太

遙遠了，建議老師若希望我們撰寫 OOO 策略，不如帶領

我們翻閱一些案例，並且依照簡單的步驟或概念一步一

步來，妄想直接完成提案，對我們而言太難了，非常抱

歉。  另外，課程中影片觀摩令人學習許多也印象深刻，

但是課後的分組與個人心得對我們來說有些吃重，這也

使我們明白企業達到 OO 原來是這麼困難的事情，也難

怪許多企業都達不到真正的 OO。學生是否有真正學習到

OOOO 的精神呢？還是僅只是徹底明白，OO 不過是耗力

又傷神的追求，或許學生已經在課堂中得到解答。

報告有點多，希望可以少一些或是時間分散一些，擠在

同一時段且連續好幾個禮拜，可能造成報告品質下降

各教師 專題製作
可以再嚴謹些

請專題老師參酌，有些同學對專題的

自我要求較高。

專 2 基礎必修 2 
希望老師的字可以寫得好看點 請老師注意板書。

可能我資質不太好，光理解題目就得花好多時間 請老師參酌。

希望老師在課堂上可以多用生活化一點的案例解釋 請老師參酌。

希望老師改考卷的時候注重過程而不是答案精確，因為

小數點後 3、4 位輸入錯計算結果與答案誤差很大，明明

會算卻失分很多(泣) 
請老師參酌。

專 1 管選 1 
報告太多 請老師斟酌報告份量。

第一大題可以改成配合題，然後框起來 請老師參酌 。

1.老師教學認真  2.這次老師用的課本因為是原文翻譯

過來的，所有自己在讀的時候有點吃力  3.小組報告的題

目是課本後面的題目，但是有些題目講得不清楚會不知

請老師注意翻譯教科書之品質，如有

語義不明者，宜加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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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在問什麼，我覺得可以篩選掉一些題目 

1.我覺得老師很用心  2.團報的部份我覺得不適很有意

義 ，組員間都討論，但到後面感覺收穫並不是很多，我

認為試題目跟生活太沒連結，所以做起來非常吃力，就

算找公司的網站也不一定能得到資料，效果並不是很大  
3.希望老師之後可以選非翻譯書，因為翻譯書很多國外的

案例，我和同學們都認為讀起來卻時有難度。向 OO 課

本就介紹很多台灣的實際案例，我就覺得可以記得非常

長久，但○○的課本念起來有點辛苦 

請老師說明各種課程活動想要達成的

目的。 

專 3 金選 2 
真的聽太多 2 演講了?? 

綜合回應如下： 
1.請老師再斟酌演講次數。 
2.請老師斟酌授課進度。 

不用硬要交到一個進度，為了考試範圍胡亂上完，沒有

人聽得懂。 

老師上課可以講得多一點。 

專 4 基礎必修 3 有時候課有點趕。講太快。我還沒反應過來就要練習了。

但學習單方式很好。 
綜合回應如下： 
1.請老師斟酌授課進度與考試難度。 
2.學習單之使用值得肯定，但宜注意使

用時之細節。 
考試前沒發學習單，有些上課內容跟課本不一樣，導致

學生難準備考試 

學習單有點多，不好整理，但很有用 

考試好難 

上課進度有點快。 

專 5 基礎必修 4 
上課速度偏慢 

1.請老師參酌。 
2.同學也請注意，有其他同學覺得進度

太快 。 

建議老師可以上傳考卷解答 請老師參酌。 

有些計算過程與理念有點複雜，希望可以再說明清楚一

些。 

1.請老師參酌。 
2.同學也請注意，有其他同學覺得進度

太慢。 
專 3 基礎必修 5 

教學內容詳細，但是進度有點快。 請老師參酌。 

不要大一開始搞小專題，很多人受不了 

1.請老師參酌。 
2.請老師向同學說明小專題的價值。 
3.同學也請注意：專題是一個很好的綜

合性訓練，大一的專題難度其實很

淺，而且也有同學反應收獲豐富。 

我希望本課程可以跟現在台灣或國際市場有更多的連結 請老師參酌。 

專 6 基礎必修 5 
老師字及聲音有點小，課後影片畫質較差 請老師參酌。 

這學習因有小專題話很多時間，要繳的檔案格式變動

多。配分較少但要繳較多東西。期末用回家作業是一種

不錯方式。 

綜合回應如下： 
1.請老師斟酌小專題所佔比重。 
2.期末考 TAKE HOME 的方式，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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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很累 
有各有不同意見，請老師向同學解釋

此做法之目的及優點。 
3.也有同學表示參與小專題甚有收

穫，請同學思考原因。 
 

專題與課程並行有點累 

期末考讓我們帶回家寫真的不優，雖然我知道這是因為

老師時間不足沒能完整的把課程教完才出此下策。但這

是必修還是我們最重要的主科，帶回家讓我們寫簡直是

羞辱學生，直接把我們當學店仔完全無法接受。強烈建

議以後不要這樣了 
專 7 基礎必修 6 

 
上課時以講故事方式，有時太離題。例子有些太久。謝

謝您送我們飲料。 
 

希望老師有幾次考試可改為選擇或填空題，問答題的壓

力反而會減低對管理學的熱情 
1.請老師參酌。 
2.請老師向同學說明採用特定題型的

原因。也請同學注意：各種考題都有

他的目的性與優點。 考試可以出一點選擇題@@ 

考試可以建議採取部分選擇題，並將時事融入題目當

中，這樣效果或許還不錯。 

早點開冷氣 同學可以自己動手。 

別再講你女兒的事了辣，換點新的辣，別再講女兒就好。
請老師參酌。同學也請注意：老師有

時會以其他話題引起同學的興趣。 

專 1 基礎必修 6 
 上課進度有點敢，有些內容沒有辦法很詳細說明。 

1.請老師參酌。 
2.請同學注意，同一門課程同一位老

師，有些人覺得進度快，有些人覺得

慢。 希望老師能留意學生的學習狀況是否能跟得上，適當的

給予時間 

這次因疫情的引響，TA 課的上課期間有改動，我前幾周

常常忘記去 

課程時間如有更動，請老師及 TA 加強

提醒同學。 

他系 1 院必修 1 
 考試都開書考了還考那麼簡單???我覺得不行 

請老師斟酌考題難度。同學自我要求

高，值得肯定。 

老師可以再說明清楚一點。 請老師參酌。 

專 8 經選 1 
可以遠距離教學看看，都沒有試過 請老師參酌。 

專 9 管選 2 
補充可以再新點，有些太舊了，OO 應該要跟著現在例子

解說會更貼近 

1.請老師參酌。 
2.同學也請注意：例子新舊不重要，重

要的是背後的道理。 
期中考的題目和上屆的一模一樣，希望老師還是可以出

一些不一樣的題目 請老師參酌。 

我覺得老師的上課方式非常生活化，透過生活案例確實

可以加深印象，希望老師可以多開一些課程，如果系上

的課程都是由同一個老師開的，這樣我們就幾乎沒有選

擇的權利，希望可以多上上不同老師的風格 

本系同一門課程，目前兩班多為不同

教師開課。 

專 3 經選 2 
專題等占用很多課堂時間，教學進度落後 

1.請老師參酌專題所佔份量。並加強對

同學說明參與專題之價值。 
2.請老師斟酌進度。 
 

希望有時候進度不要那麼快，有時候尚未理解，但已經

教了下一題 

老師雖然教學認真 但學生會跟不上 還有輔導專題的所

有流程壓縮了我想學習更多個體經濟學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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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2 休選 1 
希望老師可以說話算話，不要刻意刁難 請老師參酌。 

專 8 經選 4 希望老師畫圖解釋的時候可以畫慢一點或是畫了幾個步

驟後，先停下來讓同學把圖畫完在繼續下個步驟，不然

有時候還在畫的時候老師已經在講下一部份然後就會看

不懂 

請老師參酌。 

專 9 
 

經選 5 
 老師有時候講話聲音太小 

1.請老師再注意板書及音量。 
2.請老師注意同學吸收情況。 

老師的板書字很小又有點亂  

上課的內容有點深，希望老師可以再講得更容易了解些 

兼 3 金選 3 我覺得老師還是考一下期中考比較好，畢竟一學期下來

要吸收的東西也不少，一次考真的挺吃力的。 請老師參酌。 

報告時間可否提早公佈，不然那段時間東西都卡在一

起，我想要提前準備 請老師於學期初即公布課程進度。 

本系跟

課老師 
經營管理與

國際行銷 可以少一點禮儀的課程，這樣很壓縮別堂課 請老師代向基金會反應。 

專 5 金選 4 
課堂可以安排早上，上課時方便看盤教學 

已於 109-2 將該門課程開課時間移至

早上。 

專 6 休選 2 
當掉 OOO 

同學要求高，值得肯定。老師可考慮

再提高難度及鑑別度。 

如果甚麼事都沒做 就可以拿到學分 就真是一門爽課呢 

TA 要找真的會程式的 請老師參酌。 

兼 2 休選 3 
 希望能夠分數 公平公正公開 請老師於學期初即說明評分規則。 

如果甚麼甚麼都不做 上課打電動 在家點完名再到學校 
都能拿到學分或成績比我高 那真是一門爽課呢 

同學要求高，值得肯定。老師可考慮

再提高難度及鑑別度。 

專 10 管選 3 可以的話，希望下次參訪的時間可以安排更妥當，沒辦

法參加覺得很可惜 
請老師參酌參訪安排。 

能再多加一點演講跟參訪 還有希望能邀請到唐鳳演講 

 

三、應屆畢業生核心能力檢核(參考資料：教務處畢業生核心能力數據) 

1. 本系各項核心能力平均得分如下： 

人文素養 
團隊合作與專業

倫理 
數學推理能力 統計分析能力 專業基礎能力 經濟分析能力 管理決策能力

80.32 82.26 79.24 79.62 80.19 79.73 79.95 

2. 同學表現較差之能力有兩類：一類為數理及統計，另一類為本系核心「經濟分析」與「管理決策」

能力。請各位老師再注意，適當調高這些能力的的訓練比重。 

3. 本系已修正核心能力，下學期開始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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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成效改善（參考資料：學習經驗問卷分析、休退學人數、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

以上不及格人數） 

1. 學習經驗問卷分析： 

(1) 學習目標方面：「參與社團活動」、「精進才藝或特定能力」及「增廣見聞」等三項低於校或院

平均。本系同學對於專業以外之其他軟實力似乎較無興趣。 

(2) 時間運用方面：「休閒娛樂」佔比最高，且高於校院平均。「課業學習」「工讀實習」高於全校、

「運動健身」「社會服務」低於校或院平均。請老師們鼓勵同學，酌減休閒娛樂，將時間移做培

養其他能力或運動健身。 

(3) 教育資源方面：「實驗或實習課程紮實」、「充足之學習或研究資源」、「良好自學環境」、「國

際體驗機會」低於校或院平均。請老師多爭取實習機會，鼓勵學生出國，本系將持續向學院爭取

自學空間。 

(4) 課堂參與方面：全數高於校院平均。 

(5) 學習困擾方面：各項分數大致不高於校或院平均。 

(6) 學習途徑方面：「利用校外資源」最高，其次為詢問學長姐。直接問老師者最低。請老師鼓勵同

學有問題直接問老師。 

(7) 認同的教學型式：「產學合作」最高、「互動式教學」、「即時回饋系統」其次，「傳統教學方

式」最低。請老師多採取互動式教學，即時回饋學生學習成效，並爭取產學合作。 

(8) 預計跨域學習類型：學分學程>跨系修課>輔系>雙主修。想要雙主修者高於全校平均。 

(9) 未曾跨域修課之原因：「課業負擔過重」「無興趣」「不了解相關規定」為主因。 

(10) 其他各方面大致優於校院平均，包括對學系感興趣、了解學系、核心能力等。 

2. 108-2 休退學人數 

(1) 休學人數 6 人：大學部 5 人，碩士班 1 人。較 108-1 年 15 人減少。 

(2) 退學人數 7 人：大學部 5 人，碩士班 2 人。較 108-1 年 11 人減少。 

(3) 以上合計 13 人。請導師協助瞭解學生休退學之原因，並加強輔導。 

3. 108-2 學生 1/2 或 2/3 不及格人數：如下表，合計共 12 人，略高於 108-1 的 10 人。少於土木、機

械、生機、電子、電機五系，高於其他學系。 

經管系 大學經管一甲 1 

大學經管一乙 3 

大學經管二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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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經管二乙 2 

大學經管三甲 0 

大學經管三甲 0 

 大學經管四甲 4 

 大學經管四乙 2 

小計 12 

 

五、跨域學習人數及百分比（參考資料：教務處提供跨域人數） 

1.本系跨域學習人數：碩士班 3 人，大學部 107 人，全校最多，較過去明顯進步。 

2.配合學院實體化，未來大學部比例應達 100%。 

系所名稱 學生跨系選課人數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30

電子工程學系 40

應用經濟與管理學系經營管理碩士班 2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5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 14

電機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 18

食品科學系 21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71

環境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 6

資訊工程學系 13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54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7

智慧休閒農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29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

電機工程學系 31

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1

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

應用經濟與管理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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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學生預警輔導成效（參考資料：預警輔導系統及分析） 

1.本系預警 21 人，輔導 21 人，改善 20 人，改善率 95.24％。 

2.感謝老師輔導。請老師持續幫忙，全校共 13 系輔導率 100％，共有 5 系改善率 100%。 

 

七、教師教學效能（參考資料：教師效能問卷分析） 

1.本系僅 5 人填表，回收率 41.7%，請老師踴躍填答。 

2.整體而言，調查結果呈現本系教師以下看法： 

(1) 對校內教育部計畫參與情況不足。 

(2) 學術研究會影響教學付出。 

(3) 學生畢業前對生涯發展無明確方向及規劃。 

(4) 將課程轉換為磨課師意願不高。 

(5) 學生英語能力不足與外國人溝通。 

(6) 國際化方向及落實不足。 

3.本系將加強教育部計畫之參與率。 

 

八、上次會議執行追蹤事項 
1.本系核心能力已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110 學年度正式適用。建議解除追蹤。 

外國語文學系 91

園藝學系 66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5

土木工程學系原住民專班 1

應用經濟與管理學系 107

土木工程學系 27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32

園藝學系碩士班 5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2

環境工程學系 14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5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進修學士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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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交流人數：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無新增國際交流人數。持續追蹤。 

3.跨域學習人數己有明顯增加，建議解除追蹤。 

4.預警改善率較前一學期退步（本次因 1 人未改善），請老師加強輔導。持續追蹤。 

 
 

   依據學生學習成效推動委員會 106 學年度第一次會議紀錄辦理，各單位依「提昇學

生學習成效管制流程圖」，將上列改善計畫經系務、院級會議討論通過，呈報後請於下

表打勾: 
 

呈報層級 
系務會議 院級會議 

□ □ 

填報人 單位主管 院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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