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改善計畫表(108-2 學期-應用經濟與管理學系) 

一、教學反應問卷量化意見

參考資料：教學評量（教學反應問卷之量化資料）

1. 教學評量所有題項的平均分數皆在 4.41 以上，較前學期進步，最高分為 4.56 則落於第 5 題「老師

不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另在學生自評部分，第 1 題「我在本課程的出席率」的平均分

數最高為 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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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但較前學

期 2.76 有微幅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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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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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學生對於本系的課程內容與

教師教學具有相當高的滿意度。

2. 教學評量各構面中，教學方式有 1 門 3.5 分以下課程，較前學期有改善。請相關授課老師依規訂

處理。

3. 選修優於必修、一般課程優於實習課程，專任／兼任無顯著差異。

4. 最低分項目仍為學生課後投入時間，惟本次 2.78 較前學期略有進步（本項持續追蹤）。

5. 另，依大學部同學修課普遍在 20 學分左右，相當於 6-7 門課，若每門課課後時間花費二小時，則

一週已在課後投入 12-14 小時。要再有明顯提升，恐有困難，建議主管單位研議修正本項。

二、教學反應問卷質性意見

參考資料：教學評量（教學反應問卷質化資料）

1. 課程規劃（若有依學生意見修改課程架構，請填寫於此處）：無。

2. 質性意見回覆：整體而言，本次負面意見較往年有大幅減少，絕大多數有填寫之意見均為對老師

的感謝或肯定。下表謹就有具體建議之部份回應。

我對本課程切實、中肯的建議 本系回應

教得有點快，我這種笨笨的學生跟得很辛苦 請老師注意同學吸收情況，適當調整進度

不要說得太快。 請老師注意同學吸收情況，適當調整進度

老師能用比較容易理解的例子舉例，不覺得那麼複雜。 請老師視學生情況舉例

我覺得老師很認真的在教課，但我建議老師可以將上

課的內容彙整成一個主題，因為若沒有一個明確的主

題，像我就可能會到最後還是不知道在學什麼，就無

法將上課所學的內容整合在一起，畢竟老師您現在用

的教材是從課本中擷取的，那就可能會和原本課本要

講的內容有所不同，這是我個人的小小意見，謝謝老

請老師具體進入課程內容前，先提示每次上諌

的主題，避免學生見樹不見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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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參閱!! 

老師的邏輯、思維跟很多同學不一樣，所以我其實常

常聽不懂，但老師非常努力想讓我們聽得懂，我也很

努力在聽，可是就是聽不懂，我覺得像是在 XXXX 那

裡，老師講了第二次，可是如果教學的方法沒變，只

是在放慢速度講一次，對於吸收比較弱的我來說其實

沒有太大的幫助，只是換湯不換藥而已，希望老師之

後能夠換條路徑，換個方法，也許學生就可以聽得懂

了 

請老師注意同學吸收情況，適當調整教學方法

教的速度對我來說太快 請老師注意同學吸收情況，適當調整進度 

XXXX 可以再開一門課 請老師考慮多開課程 

教得很棒，內容很豐富但總覺得一個學期時間不夠

啊，XXXX 沒辦法那麼快就學成 
請老師考慮多開課程 

批改答案的準則建議先告知同學，一開始的幾次小考

都抓不到答案到底錯在哪 
請老師檢討考試或作業時，能提供批改評分之

準則 
課程開在四上，但報告過多。大家在忙專題的那幾週，

根本沒有時間和組員討論報告，更何況大家課表不一

樣，很難挪出時間。 

請老師斟酌報告的時間和份量 

1.老師在板書方面會用許多顏色，但整學期觀察下

來，顏色大部分沒有一定的系統、規則，這會讓同學

產生視覺上的誤會，我們在理解上會有產生一些疑惑

2.希望老師在表示圖形上的點時，盡可能用一樣的符

號表示，如果課本上跟老師授課時的符號不一致，會

對我們造成疑惑 

請老師參酌 

聽不懂 請老師斟酌授課方式 

多實際計算很好 請老師參酌 

統計這科目其實很生活化，我覺得老師可以在把生活

中的例子帶到統計學課堂中，例如選與民調他們是如

何做統計，讓我們可以在書本跟生活有很強的連結，

一定可以增加學習動機 

請老師視同學情況多舉例 

我知道老師教學很認真，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就是

不能吸收，也不太能理解總經的內容，自己讀了後也

覺得很沮喪，這學期結束後可能也不會再接觸總經了

請老師注意同學吸收狀況。也請同學不必灰

心，可以找時間和老師討論問題所在 

老師教的內容根本沒人聽得懂..... 請老師斟酌授課方式 

老師教得太潦草，習題也都只是給我們看答案且沒有

講解，根本還沒搞清楚怎麼算老師就又往下教，而且

數位學習網上面也沒有放解答，以致根本不知道要怎

麼解題 

請老師視同學情況調整速度，並考慮於數位學

習網上提供更多資源 

老師說明繳交作業不清楚，還要學生問才會講要以什

麼形式交作業，缺席狀況遲到也照樣記你曠課 
請老師參酌。相關課程規訂應於學期開始即說

明，也請同學第一次上課務必出席，老師多半

會在第一次上課規訂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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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老師可以教慢一點...都跟不上進度 請老師視同學情況調整速度

後面的投影片也可以打開，不然教室太大後面都看不

到

請老師參酌

可以擦黑板時，間隔久一點，會來不及抄 請老師參酌

上課內容有時候會有點亂，可以錄影提供學生課後再

看幾次

請老師參酌

有點像在上數學課，算出數字後，就只是得到一個數

字。除了力信個案的作業之外（但那份財報也不完整，

外加行業比較特殊）。

請老師注意學生吸收之情況，適時補充說明數

據之意義

希望能公布練習的解答 請老師參酌

希望考前的回顧複習題目，能有解答 請老師參酌。但也請同學注意，老師提供複習

的題目，是重點提示，目的在提醒同學學習，

不可以當作洩題用。

如果老師的講義能同步到數位學習網就更好了 請老師參酌

希望老師講解題目能夠慢一點，有時候我的理解速度

跟不上老師的講解速度

請老師視同學吸收情況調整速度

在課程中，希望多一些實例的觀摩，可以增加活動設

計時思考的面向和仔細周詳。

請老師參酌

組別有點太多了 組別數可能與修課人數有關。如修課人數並未

太多，再請老師衡酌組數，如組數較多，則可

調整各組報告時間。

報告內容的範圍有點多，可能需要報告主題內容或增

加報告時間

請老師參酌

能多一點的參訪機會 請老師參酌

小考時沒法看前一堂學習單有點虧 請同學注意，既是考試，就請遵守老師的相關

規訂

講解不要太快速，可以講解更詳細。 請老師視同學吸收情況調整速度

希望能有中文的解答，用英文解答會不確定自己翻譯

的跟課本是否一樣

請老師參酌，也請同學提高英文能力

1.希望黑板能寫的大力一點、粗一點，上課時字會看

不清楚，複習時看影片也很模糊

2.希望說講義內容可以提醒一下在第幾頁，每次拼命

抄在空白的地方，後翻幾頁就發現該寫的地方

請老師參酌

小考就是小考不用硬說是作業，會有被騙的感覺 請老師參酌。也請同學注意，小考或作業都是

學習，只要老師是公平的，沒有什麼騙不騙的

問題

不太同意老師點名規則，應更嚴謹。 同學下次可更明確指出具體問題。請老師參

酌。

分組可以再考慮 同學下次可更明確指出具體問題。請老師參

酌。

多點考試 少一點作業報告 請老師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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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重點可以再講解詳細一點 請老師視同學吸收情況調整速度

有時候上課內容聽不太懂，需講解更讓我們容易了解 請老師視同學吸收情況調整速度

老師，上課的板書可以寫清楚些 請老師參酌

老師上課方法獨特，完全獨出一派，沒有人理解他的

上課方法，完全每有從基礎開始上起

請同學注意用詞，勿以偏蓋全。也請老師注意

同學吸收情況

老師上課步調太快，請盡量放慢速度 請老師視同學吸收情況調整速度

老師政治傾向明確  舉例政治色彩太重 常常攻擊某

特地政黨的不倫理

請老師避免於課堂中涉及政治或宗教等爭議

議題

老師能幫忙轉成ＰＤＦ欓嗎？每次打開檔案之後就要

自己重新排列?? 
謝謝老師

請老師參酌

考試太簡單，不免讓人覺得出社會無競爭力，宜大出

去比不過別人，不過 XX 老師很用心，努力上課 
謝謝同學的認真。考試難度再請老師參酌

判決書中的特殊詞彙不容易找到解釋，在看不懂內文

的情況下，要整理出心得有點困難。

請老師參酌。也請同學注意，看不懂的基礎詞

彙應該去找答案或問老師。

希望可以設一些門檻來檔外系選修的 不知同學為何建議要擋外系選修，請同學下次

明確指出理由，再討論。如無正當理由，本系

教師不宜阻擂外系同學修課。

希望老師平時小考的解答及題目可以放數位學習網，

方便複習

請老師參酌

希望老師的政治立場不要表達的太明顯. 請老師避免於課堂中涉及政治或宗教議題

希望老師能教完一章節就將講義上傳 請老師參酌

希望能換老師 請同學注意，每門課程之教師配置，有許多複

雜層面的考量因素。建議同學對於教師之教

法、教材或課程相關之問題，提出具體說明，

方有改善之可能。

希望課程可以先教 XXXX，再教後面的課程不然有些

同學在上課時會聽不懂，作業跟報告會很難完成，同

組的同學會很辛苦

請老師參酌

XXXX 量表的作業很混亂，很多題項沒有用 請老師參酌

建議老師放慢速度教課，或開兩學期。上完這麼多堂

課，其實很多基礎觀念仍不清楚，也更困難銜接後面

的內容，導致在報告上無法達到老師的期待。

另一個方法是，設定選課門檻，給有基礎 XX 概念的

人再學。

請老師參酌

XX 真的很難．．．．．．好多公式 請老師協助同學理解，避免死背公式

教學中講師有涉及政治意識與立場，建議多加注意 請老師避免於課堂中談論政治或宗教等問題

教學認真 但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完全不知道在講什麼

我只想好好的學 XX 
請老師注意同學吸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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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不少，或許可以採取報告代替考試的方式，否則

對修其他報告課程的同學，負擔可能會過於集中較難

負荷，老師加油，辛苦了

請老師參酌作業／報告之分配

課本內容有點雜亂，希望老師平常上課就能多帶一些

題目

請老師參酌

課堂用學習單的方式讓我們練習題目，讓我們更加熟

悉此課程。

請老師參酌

三、畢業生流向追蹤 

參考資料：學務處畢業生流向追蹤數據

以下報告本系大學部畢業滿五年(102 畢)請調查果。 

1 基本資料：應追蹤 83 人，實際調查 60 人。 

2 就業狀況：21.67%目前非就業中，61.67%有全職工作。 

3 就業機構：56.76%任職於企業，16.22%任職於學校。 

4 任職部門：行政部門 24.32%，企劃行銷部門 18.92%，業務部門 13.51%。 

5 行業： 製造 13.51%，批發零售 13.51%，教育 16.22%，其他包括：電力、運輸倉儲、餐飲住宿、

出版傳播、金融保險、技術服務及支援服務、公共行政、醫療保健等。

6 平均月收入：集中在 2.5 萬至 4.3 萬。 

7 工作地點：100%在境內，其中近 35%於北北基／桃園，約 20%在中部，約 15%在南部，13%於

宜蘭。

8 未就業者，均在進修或準備證照或公務員考試。 

9 本系訓練對工作之幫助，約半數認為有幫助，半數認為尚可。 

10 學校有幫助的學習經驗部份，主要包括：專業知識、人脈、校內實務課程、社團活動。 

11 認為學校應加強以下能力的培養：問題解決、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工作紀律。 

12 綜合以上各點，提出建議如下： 

甲、本系對訓練對工作之幫助，有半數認為尚可。請老師加強各課程可以對工作有幫助之部份，

並適時提醒學生注意。

乙、任職於教育機構者多，有意願報考公職者多，值得本系注意。

丙、請老師鼓勵同學與社團活動、擔任 TA，並學習人際能力。 

四、雇主滿意度 

參考資料：學務處雇主滿意度調查(2019) 

1. 主要就業產業：運輸倉儲業、專業及技術服務業、批發零售及教育機構。跟去年以金融保險、科

技對為主，略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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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能力滿意度前三名：專業技能、團隊合作、邏輯思考、情緒管理與抗壓，與去年大致相同。 

3. 工作能力符合期待：團隊合作與職場倫理、人文素養、專業基礎能力。與去年相同。 

4. 工作能力最不符合期待：統計分析能力、管理決策能力、經濟分析能力。比去年多了「統計分析

能力」。 

5. 最應具備之能力：團隊合作與職場倫理、專業基礎能力、人文素養。與去年相同。 

6. 本系校友優勢：團隊合作、專業技能。 

7. 本系校友待加強能力：國際觀、創新或美感、應變與問題解決。 

8. 綜合以上各點，提出建議如下 

 本系將修正核心能力。 

 請導師鼓勵本系學生在通識課程方面，對創新、美感相關課程優先選擇。 

 持續鼓勵本系同學參與國際交流活動（列入追蹤：請系辦持續統計各種國際交流活動參與人

數，如未有持續增長，再尋求其他解決方案）。 

 

五、學生學習成效改善 

參考資料：休退學人數、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以上不及格人數 

1. 1.108 學年，本系休學人數 15 人(大學部 8 人，碩士班 7 人)，全校最多。和去年一樣，是全校最

多者。 

2. 退學人數 11（大學部 9 人，碩士班 2 人），有進步，已退出全校前三名。 

3. 108-1 本系 1/2 或 2/3 不及格人數 10 人，位列學校中等。 

4. 綜合以上：顯見課業壓力並非學生休退學主因。本系學生休退學情況嚴重，可能與學生志向有關。

本系應加強對大一新生之輔導，建立學生對本系之認識。 

 

六、跨域學習、輔系及雙主修人數及百分比 

參考資料：教務處提供跨域、輔系及雙主修人數 

1. 本系跨系選課人數 22 人，比去年更少，且低於外文系及休健系。請老師鼓勵同學跨系修課。 

2. 未取得輔系、雙主修人數資料，但據判斷應不多，且本系開設之跨域學分學程，多數修習人數不

多。學院已列為新生畢業條件，未來應可改善。(持續追蹤)。 

 

七、學生預警輔導成效 

參考資料：預警輔導系統及分析 

1. 預警輔導比率達 100%，感謝各位老師辛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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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警改善比率 92.9%(13/14)，已達 90%，較去年進步。(持續追蹤：請各位老師設法提高預警輔導

品質，並請系辦持續追蹤本比率) 。

八、上次會議執行追蹤事項

1. 核心能力修訂：本系已經兩次系務會議討論修正本系核心能力，待本學期課程委員會召開並邀請

外部委員與會並提供意見後，即可正式修訂。持續追蹤。

2. 國際交流人數：本系近三年國際交流人次如下表，自 108 起有減少的趨勢，今年因疫情亦會減少。

未來將持續追蹤，並輔以邀請國外學者專家演講，以提高學生國際觀。

學期 學生赴境外研習人次 境外學生至本院研習人次

106-1 3 2 

106-2 3 1 

107-1 2 1 

107-2 5 1 

108-1 2 2 

108-2(新冠肺炎疫情) 2 0 

3. 跨域學習、輔系及雙主修人數及比例；跨系修課人數仍少，持續追蹤。

4. 預警改善比率：已較去年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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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