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教育精進計畫 GET UP-List (A)

A 表 學校基本資料 填寫例 102 103 104 105 106 附註說明

A01 學校年度經費 (本欄可刪除) 本表均以學年總數陳列

(a) 總金額 3,600,000

(b) 由學雜費收得之比例 % 45

(c) 教育部計畫補助 40,000

(d) 其他重要經費收入 55,000

(e) 直接用在通識教育經費 6,000

A02 學校行政結構

(a) 學院總數 6

(b) 學系總數 25

(c) 研究所總數 18

(d) 校級研究中心數 3

(e) 校級附屬單位數 5

(f) 全校生師比 15.83

(g) 全校職員及約用人數 64

(h) 全校專任助理人數 56

A03 全校教師

(a) 專任教師人數 256

(b) 合聘教師人數 36

(c) 兼任教師人數 154

(d) 專案教師人數 32

(e) 年度新進教師人數 14

A04 大學部學生

(a) 總人數 9,800

(b) 繁星入學人數 1,232

(c) 特殊人才入學人數 18

(d) 應屆畢業人數 2,423

(e) 休退學人數 23

(f) 弱勢學生人數 2,366

A 表所有數字均以『學年度』為統計基礎。 1



通識教育精進計畫 GET UP-List (A)

A05 碩士班學生

(a) 總人數 235

(b) 大學部為本校生人數 43

(c) 應屆畢業人數 65

(d) 休退學人數 7

A06 博士班學生

(a) 總人數 23

(b) 大學部為本校生人數 2

(c) 應屆畢業人數 13

(d) 休退學人數 12

A07 教師及教學評鑑

(a) 年度教師受評鑑人數 155

(b) 教師通過評鑑人數 152

(c) 全校課程平均評鑑值 4.45

(d) 教育部傑出通識教師獎 0

  

A08 學程 以學年度統計

(a) 學位學程總數 2

(b) 學位學程結業人數 23

(c) 學分學程總數 15

(d) 完成學分學程學生人數 23

(e) 全英語學程數 2

說明

(1) 以上 A01-05, 07 為必填，其餘請自行斟酌。

(2) 表格內所有建議僅做為參考，請自行修改或加說明。

(3) 若本校無相關制度或數據，請空白並加說明即可。

(4) 藍色文字為說明，完成後可以刪除。

(5) 若本校有其他特殊制度或做法，請自增 A09 列表。

(6) 所有資料將列為機密，非經填表學校同意不得外漏。

A 表所有數字均以『學年度』為統計基礎。 2



通識教育精進計畫 GET UP -List (B)

B 表 通識基本資料 填寫實例 102 103 104 105 106 附註說明

B01 本校通識教育經費 (本欄可刪除) (刮號內文字可刪除)

(a) 核定金額 21,743,065

由本校補助之年度經費 5,973,865

其他單位補助之年度經費 15,769,200 請說明由何單位補助

(b) 實支金額 20,755,167

本校年度經費 5,478,925

其他年度經費 15,276,242

(c) 執行率 95.46%

B02 通識中心架構 全學年 (各校架構不同，請自說明)

(a) 中心專任教師人數 12

(b) 中心兼任教師人數 23

(c) 中心專案教師人數 22

(d) 各學院通識開課教師人數 55

(e) 中心專任行政助理人數 5

(f) 各學院通識行政助理人數 9

B03 本校通識課程 上學期 / 下學期

(a) 通識課程總數 162 / 149

(b) 總班次 216 / 199

(c) 總學分數 564 / 509

(d) 修課學生總人次 24,308 / 21,923

(e) 由各學院開設之通識課程數 142 / 138 不記入下項充抵課程

(f) 一般課程充抵通識課程數 32 / 28

(g) 通識課程評鑑總平均 4.36 / 4.38

(h) 課程評鑑值 < 4.0 數 14 / 9 請說明 5 或 6 分量表

(i) 課程評鑑值 < 3.5 數 1 / 0

B 表基本上以『學年度』為統計基礎，但本表有部分分項之數據是以 (上學期/下學期) 方式計算 3



通識教育精進計畫 GET UP -List (B)

B04 教學助理 上學期/下學期

(a) TA 總數 259 / 245

(b) TA 評鑑總平均 4.33 / 4.39

(c) TA 評鑑值 < 4.0 人次 47 / 41

(d) TA 評鑑值 < 3.5 人次 2 / 1

(e) 傑出 TA 人次 26 / 27

(f) 卓越 TA 人次 5 / 4

B05 其他輔助教學亮點 上學期/下學期

(a) 通識開放課程 (OCW) 3 / 4 每學期新增課程數

(b) 通識磨課師課程 (MOOCs) 1 / 2 每學期新增課程數

(c) 參加夏季學院課程數 3 每年暑期上課

(d)

(e)

(f)

(藍色部分僅供參考，請自行增補)

說明

(1) 以上 B01-03 為必填，其餘請自行斟酌。

(2) 表格內所有建議僅做為參考，請自行修改或加說明。

(3) 若本校無相關制度或數據，請空白並加說明即可。

(4) 藍色文字為說明，完成後可以刪除。

(5) B05 開放自填，可填任何通識教學相關的亮點。

(6) 所有資料將列為機密，非經填表學校同意不得外漏。

B 表基本上以『學年度』為統計基礎，但本表有部分分項之數據是以 (上學期/下學期) 方式計算 4



通識教育精進計畫 GET UP -List (C)

C 表 本校通識教育相關法規 主要功能 最近修改日期 附註說明 主責單位

1 例如：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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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表 其他任何相關檔案 主要功能 檔案格式 附註說明 主責單位

1 例如：本校通識中心的簡報檔案 本校通識教學簡介 ppt? pdf? doc?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