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樓 2 樓 A204 會議室
主席：陳曉嫻主任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吳芷寧

壹、上次會議交辦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
次

1

會議

案由

會議決議

辦理情形

列管情形

102.10.18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中
心會議

本中心擬於 102 學年度第二
學期徵聘具法學、政治學及
東南亞語言專長之專任教師
一名，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修正
後之新聘教師規
劃書如附件。

已對外公告並
於 102.12.31 截
止收件。

解除列管

貳、報告事項
一、 本校通識教育理念、目標及核心能力之修正，經 12 月 18 日「102 學年度第一學
期第二次通識教育委員會」、12 月 24 日「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故本校通識教育理念、目標及核心能力修正如下：
（一） 通識教育理念：「發揚師範精神、培育現代公民」。
（二） 通識教育目標：
「培養具備道德內省、理性思辨、人文素養、科學精神、
社會關懷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公民」。
（三） 通識教育核心能力：
1. 道德內省力
2. 邏輯批判力
3. 溝通合作力
4. 統整創新力
5. 科技運用力
6. 管理規劃力
7. 文化賞析力
8. 公民實踐力
二、 本中心業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辦理自我評鑑完畢。
三、 本中心業於 102 年 12 月 11 日召開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會中通過

本中心 102 年度第二學期兼任教師之聘任相關事宜。
四、 本中心預定於 103 年 2 月 18 日下午 4：30 辦理本校 8C 咖啡之待用咖啡與待用餐
點授牌儀式，歡迎各位師長蒞臨參加。
（待用咖啡 Suspended Coffee 源自於義大利
那不勒斯，民眾在咖啡館預購咖啡，留給付不起錢的人享用。任何顧客皆可預購
一杯至數杯待用咖啡，讓無家可歸或貧苦人士進店時可免費領取，感受來自陌生
人的溫暖。任何人有需要，都可走進貼有待用咖啡標誌的店家，只要店裡尚有好
心人認捐的存款，店員就會端出咖啡，不需對方出示任何證明。讓我們從關懷身
邊的人開始，把愛傳遞給需要的人們。通識教育中心與 8C 咖啡合作，推廣待用
餐和待用咖啡。願意伸出援手的你，可在 8C 咖啡或通識教育中心認購一份至數
份 50 元的待用餐或咖啡，讓有需要的人隨時可以取用。）
五、 本校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共同主辦之「第 31 屆全國通識教
育教師研習會：美感、美學與通識教育」業於 102 年 11 月 9 日辦理完成，三校
並於研習會中共同簽訂「通識教育跨校策略聯盟備忘錄」
，以強化彼此合作關係，
並藉由三校不同之傳統文化，亟力革新三校通識教育之制度及提升通識課程之品
質。
六、 本學期辦理之英文門檻相關措施如下：
（一） 辦理英文會考：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英文會考業於 10 月 23 日（三）
辦理完成，共計 295 人報考，缺考人數 16 人，通過人數 57 人，通過率為
20.5%；第二次英文會考業於 12 月 25 日（三）辦理完成，報名人數 217 人，
通過人數 11 人，通過率 5.0%。
（二） 辦理英文加強班：102 學年度英文加強班報名人數為 75 人，開課班次為兩
班，時間自 102 年 11 月 11 日至 103 年 1 月 16 日每週一與週四 18：30～21：
45。
（三） 辦理 TOEIC 校園考試：TOEIC 校園考試報名對象為本校師生，說明會業於
10 月 25 日（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於教育樓多功能教室辦理完成；本學期
校園 TOEIC 考試業於 12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 30 分辦理完成，共計
192 人報考。
七、 本學期國文會考相關辦理情形如下：
（一）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文會考業於 10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20 分至 6
時 30 分辦理完成，共計 838 人報考，缺考人數 15 人，到考率為 98.2%。
（二）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文會考補考業於 11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至 5

時辦理完成，共計 15 人須補考，扣除辦理休學 4 人、免修大一國文 2 人，
到考率為 55.6%。
八、 針對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選修課程之開設，業於 11 月 14 日完成線上開課作
業，下學期共計開設 71 門通識選修課程。
九、 本中心擬於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博雅講堂（一）」通識選修課程，由本校
校長親自主持，並邀請東海大學湯銘哲校長、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李淙柏校長，及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擔任主講人，敬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
踴躍選課。
十、 本中心之英語學習系統「英語資源網、英語檢定網」業於 11 月 20 日完成驗收，
未來將開放本校師生使用。
十一、

辦理通識沙龍講座活動：
（一） 業於 102 年 11 月 22 日（五）辦理第一場通識沙龍講座，邀請知名書法
家嚴正國先生擔任主講人。講題：放下拳頭，揮毫人生新顏色。

（二） 業於 102 年 11 月 25 日（一）辦理第二場通識沙龍講座，邀請國立東華
大學華文文學系須文蔚主任擔任主講人。講題：報導文學：口述史與書
寫。
（三） 業於 102 年 12 月 7 日（六）辦理第三場通識沙龍講座，邀請國立清華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簡上仁副教授擔任主講人。講題：說唱臺灣民謠。
（四） 業於 102 年 12 月 7 日（六）辦理第四場通識沙龍講座，邀請國立臺南
大學音樂學系鄭方靖教授擔任主講人。講題：講咱的話、唱咱的歌。
（五） 業於 102 年 12 月 7 日（六）辦理第五場通識沙龍講座，邀請臺灣柯大
宜音樂教育學會姚玉娟理事長擔任主講人。講題：生活音樂。
（六） 業於 102 年 12 月 23 日（一）辦理第六場通識沙龍講座，邀請台灣科技
美學發展協會王鍊登理事長擔任主講人。講題：從審美學談全民美育。
（七） 業於 102 年 12 月 23 日（一）辦理第七場通識沙龍講座，邀請社團法人
台灣公平貿易推廣協會黃尚卿老師擔任主講人。講題：台灣的公平貿易
現況與分析。
十二、 為提升本校學生就業機會，增加其國際移動能力，本中心擬辦理 2 場「校園英
文達人講座」。相關資訊如下：
（一） 103 年 1 月 9 日（四）上午 10 時至 12 時。主講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李如芳老師。講題：那些年，我在美澳的日子。

（二） 103 年 2 月 19 日（三）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主講人：東海
大學葉世芬老師。講題：如何有意義的學習英文寫作。
叁、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 101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
鑑之迴避評鑑委員名單，提請
說

討論。

明：
一、 若本中心（本校）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推薦委員有專業衝突之事實，須於
1 月 23 日前填具「評鑑委員迴避申請表」送教務處彙整，俾利後續函報評鑑
中心。
二、 檢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評鑑委員推薦名單」（附件一）。

決

議：申請迴避王崇名、劉金源兩位評鑑委員（已擔任本中心之自我評鑑委員）
，備
註部分俟填寫完成後送教務處彙整。

案由二：有關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之修正，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次修正要點重要內容如下：
（一） 增加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皆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委員如中途職務異動時，
則另行推選或延聘之。
（二） 修正委員會委員及送審人之迴避規定。
（三） 增加第七條。
二、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對
照表（附件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附件三）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原條文（附件四）。

決

議：修正後於下次中心會議繼續討論。

案由三：有關 103 學年度通識核心課程之修訂，提請
說

討論。

明：
一、 為符應本校修正之通識教育理念、目標與核心能力，故提請修正103學年度之
通識核心課程科目。

二、 檢附102學年度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科目表（附件五）。
決

議：請各領域小組召集人各自召開領域小組會議，重新檢視並規畫通識教育核心
課程，並於 3 月 3 日前繳交核心課程科目表、3 月 24 日繳交核心課程之課程
大綱至本中心。

案由四：有關通識課程之博雅講堂由彈性選修課程修正為必選修課程，提請
說

討論。

明：為拓展學生學習視野，並有機會與不同領域之專家學者互動，本中心擬將博
雅講堂修正為必選修課程，以增進學生之多元能力。

決

議：因受限於場地及授課教師，博雅講堂暫維持為彈性選修課程不做變更。

案由五：本中心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自我評鑑後，針對「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
內容，提請
說

討論。

明：
一、 101 年度上半年受評單位，其自我改善與自我評鑑作業期自 102 年 1 月 1 日
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者，須於
103 年 3 月至 5 月進行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作業。
二、 本中心於 101 年度上半年受評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
，須上傳「自我改善
計畫與執行成果」相關資料，並於 1 月 24 日前檢附「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
果」紙本一式 8 份送教務處彙整並函送填報高教評鑑中心。
三、 檢附「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附件六）。

決

議：由本中心基礎教育組及博雅教育組兩組組長分別檢視內容，並於 1 月 24 日前
送教務處彙整。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一、本中心為評審所屬教師之
升等、聘任、停聘、解聘、不
續聘、資遣及學術研究等事
宜，依據本校「所、系、中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設置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
三人，由本中心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組成之，具教授資格之
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並為
主席，如中心主任迴避或因事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中心為評審所屬教師之 酌予調整文字。
升等、聘任、停聘、解聘、 不
續聘、資遣及學術研究等事
宜，特依據本校「所、系、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設置本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置委員七~十三人，
由本中心專任副教授以上教
師組成之，具教授資格之委員
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並為主
席。中心主任非本會成員時，
缺席時，得由委員互推一人代 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理之。中心主任非本會成員
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連
選得連任。委員如中途職務異
動時，則另行推選或延聘之。

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後，已無非副教
授以上教師擔任
中心主任之情
形，故將「中心主
任非本會成員
時，由委員互推一
人為主席。」刪除
之。另新增本委員
會委員任期。

三、本委員會委員人數不足第
二條規定時，由本中心推薦校
內外性質相近系、所副教授以
上或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具相
當資格之副研究員以上人員
陳請校長遴聘，依序補足委員
人數審議之，惟外聘校外委員
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三、本會委員人數不足第二條 酌予調整文字。
規定時，由本中心推薦校內外
性質相近系、所副教授以上或
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具相當資
格之副研究員以上人員陳請
校長遴聘，依序補足委員人 數
審議之，惟外聘校外委員人 數
不得超過二分之一。

四、本委員會開會審議升等暨
新聘、停聘或解聘、不續聘、
資遣及學術研究等事宜之事
項，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方得決議，所為決議不得牴
觸現行法令。

四、本會開會審議升等暨新
酌予調整文字。
聘、停聘或解聘、 不續聘之事
項，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方得決議，所為決議 不得牴
觸現行法令。

五、本委員會開會審議教師升
等案時，不得由低職級審查高
職級，委員人數不足第二條規
定時，應依第三條規定補足相
當該升等職級委員人數審議
之，升等者之碩、博士 論文指
導教授應行迴避。

五、本會開會審議教師升等案 迴避規定整合至
時，不得由低職級審查高職
第六點。
級，委員人 數不足第二條規定
時，應依第三條規定補足相當
該升等職級委員人數審議之
，升等者之碩、博士 論文指導
教授應行迴避。

六、本會委員遇討論與其本
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姻
親提會評審事項時，應自 行迴
避。未自 行迴避者，主席應經
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本委
員會委員與審議案件之當事
人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自行
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應
經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一）學位論文指導關係。
（二）本人或其配偶四親等
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者。
（三）代表著作、參考著作
或所列著作之合著人
或共同研究人。
（四）相關利害關係人。
（五）其他依法令應予迴避
者。
迴避委員不列入該議案之全
體委員人數及出席委員人數
之計算。
因前述迴避規定，致委員人數
不足最低下限時，應由本委員
會另聘專長領域職級相當之
人員擔任委員補足之。

六、本會委員遇討論與其本
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姻
親提會評審事項時，應自 行迴
避。未自 行迴避者，主席應經
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依據「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系、所、中
心、學位學程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八條修正
並整合第五點之
迴避規定。

七、本中心所屬教師之升等、
聘任、停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及學術研究等事宜，應秉
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各審議案由本委員會通過
後，再提送人文學院教評會，
最後由校教評會決審之。任教
師資之資格條件暨考核（評
鑑）作業規定依人文學院資格
條件規定。

新增。

八、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
七、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
酌予調整文字。
後，送人文學院院務會議審
後，送院務會議審核，經校長
核，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時亦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7 日 95 學年度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4 日第三次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年○○月○○日○○學年度第○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中心為評審所屬教師之升等、聘任、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及學術研究等事
宜，依據本校「所、系、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本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由本中心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組成之，具教授資格
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並為主席，如中心主任迴避
或因事缺席時，得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中心主任非本會成員時，由委員互推一
人為主席。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委員如中途職務異動時，則另
行推選或延聘之。
三、本委員會委員人數不足第二條規定時，由本中心推薦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副教授
以上或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具相當資格之副研究員以上人員陳請校長遴聘，依序補足
委員人數審議之，惟外聘校外委員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四、本委員會開會審議升等暨新聘、停聘或解聘、不續聘、資遣及學術研究等事宜之事
項，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所為決議
不得牴觸現行法令。
五、本委員會開會審議教師升等案時，不得由低職級審查高職級，委員人數不足第二條
規定時，應依第三條規定補足相當該升等職級委員人數審議之，升等者之碩、博士
論文指導教授應行迴避。
六、本會委員遇討論與其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姻親提會評審事項時，應自行迴
避。未自行迴避者，主席應經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本委員會委員與審議案件之
當事人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應經會議決議請該委
員迴避。
（一）學位論文指導關係。
（二）本人或其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三）代表著作、參考著作或所列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四）相關利害關係人。
（五）其他依法令應予迴避者。
迴避委員不列入該議案之全體委員人數及出席委員人數之計算。
因前述迴避規定，致委員人數不足最低下限時，應由本委員會另聘專長領域職級相

當之人員擔任委員補足之。
七、本中心所屬教師之升等、聘任、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及學術研究等事宜，應
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各審議案由本委員會通過後，再提送人文學院教評
會，最後由校教評會決審之。任教師資之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作業規定依人文
學院資格條件規定。
八、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後，送人文學院院務會議審核，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
於 103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審議通過
由 103 年○○月○○日校長核准，103 年○○月○○日公告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6 年 2 月 7 日 95 學年度第一次通識教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4 日第三次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中心為評審所屬教師之升等、聘任、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及學術
研究等事宜，特依據本校「所、系、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設置
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
二、本會置委員七~十三人，由本中心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組成之，具教授資格
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並為主席。中心主
任非本會成員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三、本會委員人數不足第二條規定時，由本中心推薦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副
教授以上或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具相當資格之副研究員以上人員陳請校長遴
聘，依序補足委員人數審議之，惟外聘校外委員人數不得超過二分之一。
四、本會開會審議升等暨新聘、停聘或解聘、不續聘之事項，須有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所為決議不得牴觸現
行法令。
五、本會開會審議教師升等案時，不得由低職級審查高職級，委員人數不足第
二條規定時，應依第三條規定補足相當該升等職級委員人數審議之，升等
者之碩、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應行迴避。
六、本會委員遇討論與其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姻親提會評審事項時，
應自行迴避。未自行迴避者，主席應經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七、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後，送院務會議審核，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