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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班務會議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一次開會紀錄 

 
時    間：108年 11月 14日(四)下午 13時 00分 

地    點：生資大樓 2樓碩專班辦公室(生資大樓 2樓 205室) 

主    席：陳威戎院長                                           記錄:嚴珮萱          

與會人員：陳怡伶委員、鄭永祥委員、楊江益委員、林世斌委員、羅盛峰委員(請假)、

尤進欽委員、賴裕順委員(請假)、張明毅委員、張永鍾委員、鍾曉航委員、

陳子英委員、高勇偉學生代表、李明鴻學生代表 

 

一、 主席報告 

二、 前次會議紀錄報告(附表) 

三、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 審議教發中心彙整學生對「107學年度第 2學期授課教師教學反應問卷統計」提出之教學改善

計畫表。 

說明: 配合本校「教師教學追蹤輔導實施要點」，各系(所)應依教學評量結果召開教學改善會議進行

改善教學品質之討論，碩專班已於 108年 10月 29日召開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

會，討論結果參見附件一。 

決議: 決議通過，會議記錄續送教發中心核備。 

 

提案二、 

案由: 審議修正「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審核要點」(附件二)之第三條及

第四條要點。 

說明: 依學校規定學分抵免申請需於開學第二週內提出並辦理完成，因作業時間急迫，使本班無法於

第二週內召開課程委員會審核，因此碩專班每學期都由班主任先行同意抵免，之後開課程委員

會時再提追認案審議。而經查證完「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附件三)，確定母法無

詳列學分抵免需經課程委員會審核，故欲修正「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分

抵免審核要點」之第三條及第四條要點。碩專班已於 108年 10月 29日召開 108學年度第 1學

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修改內容如下並請參見附件四。 

決議: 1.第三條 本班新生…經審核後依學校程序辦理抵免。修正為「第三條 本班新生入學後，得申

請修業課程學分抵免。抵免學分申請限於新生入學後第二週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班提

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將不予受理。」。 

2.第四條 學分抵免審核…以決定是否同意抵免。修正為「第四條 學分抵免有疑義時，得召開

本班課程委員會議議定之。」。 

3.修訂後通過(附件五)。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散會(108年 11月 14日下午 13點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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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108.05.10) 

 

 

項次 
案   由   及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備註 

1 

審議教發中心彙整學生對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授課教

師教學反應問卷統計」提出

之教學改善計畫表。 

決議通過，會議紀錄續送教發中心核備。  

2 
彙報 108 學年度碩專班報到

生 

碩專班課程內容可針對每年入學生之工作背

景來調整授課內容。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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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改善計畫表 

(107-2學期-生資院碩士在職專班) 

依據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規定，各系(所)、中心應依教學評量結果擇期

召開教學改善會議以期改善教學品質，其討論形式屬於全面性、綜合性的討論。依 105

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推動委員會決議事項，下列項目為必檢討項目，請各單位依項目

提出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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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反應問卷統計分析 

1. 如下(表一)可發現教學評量所有題項的平均分數皆在4.41以上，而最高分為4.56則落於第

11、12題「老師適時給予學生作業、報告或考試等評量方式，有效掌握學生學習效果」、「老師會將

各項評量結果告知學生，適時給予意見」。另外，學生自評部分中第1題「我對本課程的出席率是」

的平均分數最高為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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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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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各評量題項之分數分布狀況 

教學評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分以下之課程 

百分比 課程數 

教 

學 

內 

容 

1.老師能清楚說明教學目標及教學大綱。 
3.75 5.00 

4.50 0.360 0.00% 0 

2.本課程教材內容有組織且適切。 
3.75 5.00 

4.49 0.330 0.00% 0 

3.老師的授課內容能切中主題，不偏離教學

目標。 4.00 5.00 
4.51 0.280 0.00% 0 

教 

學 

態 

度 

4.老師對本課程教學認真負責。 
3.50 5.00 

4.51 0.410 0.00% 0 

5.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3.50 5.00 4.49 0.410 0.00% 0 

6.老師留意學生的學習反應，並改善學生的學

習困難。 3.75 5.00 4.50 0.370 0.00% 0 

教 

學 

方 

式 

7.老師能清楚表達授課內容。 
3.75 5.00 4.50 0.370 0.00% 0 

8.老師使用適當教學方法及資源，能引起學生學

習興趣。 3.75 4.86 4.41 0.310 0.00% 0 

9.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能鼓勵學生投入

學習。 4.00 4.86 4.48 0.240 0.00% 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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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評 

量 

10.老師評分方式與標準於事前清楚說

明，並能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效。 4.00 5.00 4.51 0.280 0.00% 0 

11.老師適時給予學生作業、報告或考試

等評量方式，有效掌握學生學習效果。 4.00 5.00 4.56 0.300 0.00% 0 

12.老師會將各項評量結果告知學生，適時給予

意見。 4.00 5.00 4.56 0.300 0.00% 0 

教

學

品

質 

13.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品質良好。 

3.75 5.00 4.48 0.410 0.00% 0 

學生自評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分以下之課程 

百分比 課程數 

1.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是： 
4.25 5.00 4.65 0.180 0.00% 0 

2.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

程： 
2.14 4.75 3.12 0.880 70.00% 7 

3.我對本課程： 
3.83 5.00 4.44 0.340 0.00% 0 

4.我對本課程的學習態度： 
4.00 5.00 4.46 0.290 0.00% 0 

5.修習本課程後，使我獲益： 
4.00 5.00 4.51 0.320 0.00% 0 

【名詞解釋】 

最小值：意指該題項所有課程中的最低值。 

最大值：意指該題項所有課程中的最高值。 

平均數：意指同學對課程評價的集中程度，分數越高，表評價越佳。 

標準差：意指同學的課程評價的差異程度，分數越小，表評價越一致。 

 

2. 教學評量各構面之系、院、校比較如下(圖一)，顯示本班於五個教學構面的平均分數高於

本學院，由此得知學生對於本院的課程內容與教師教學之肯定。 

 

 

 

 

 

 

 

 

 

 

圖一、教學評量各構面之系、院、校平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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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個構面之雷達圖分析如下(圖二)，其中分數較低者為「學生自評」。本班仍會積極辦理相

關成長活動，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改善學習行為。 

 

 

 

 

 

 

 

 

 

 

 

圖二、教學評量之雷達圖分析 

 

(二) 教學評量之課程列表 

教學評量各課程總平均如下(表二)，原始總平均皆落在 3.8~5分之間。顯示學生對於本班課程滿

意度偏高，本班也將繼續精進課程內容。 

表二、課程列表 

編號 科目名稱 開課系所 

原始總平均 

(教學評量

1~13) 

調增總平均 

(必修課程加 0.2

分；但滿分以 5 分為

限) 

1 生物產業智財權實務探

討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95 4.95 

2 生物產業經營管理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29 4.29 

3 生物資源特論 二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29 4.49 

4 羊乳保健化妝品之開發

應用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37 4.37 

5 專題討論 二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53 4.73 

6 專題討論 四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3.81 4.01 

7 碩士論文 二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86 5.00 

8 碩士論文 四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90 5.00 

9 農業創新經營管理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49 4.49 

10 熱加工工程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4.5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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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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之質性意見內容皆為正面反應，學生對本班的各課程內容感到滿意及實用

外，對於教學品質也都持肯定的評價，如下(表三)。 

 

表三、質性意見 

編

號 
課名 

我覺得本課程讓我收穫最多

的是 

我對本課程切實、中肯的

建議 
回應 

1 碩士論文 

二 

 

當我遭遇到瓶頸時，指導教授

均適時提供我援助，當我準備

專題討論簡報等資料時，指導

教授不厭其煩，盡力指導並撥

空聽取我簡報。 

實驗不拘泥於室內或室

外，教授指導我們也是隨時

隨地，這樣的課程設計，非

常符合碩專班同學需求。 

感謝各指導老師的

用心，也將請各指

導老師持續協助學

生。 

2 專題討論 

二 

 

幫助我按部就班完成論文寫

作，也可以借由學長姐及同學

的發問，讓自己更加進步。 

可以提早一週將專題討論

的摘要給我們，我們可以先

搜尋相關知識。 

將參考學生意見，

請報告者提早提供

摘要。 

3 生物產業經

營管理 
可以獲得許多知識 對自己非常有幫助 謝謝。 

4 農業創新經

營管理 
藉由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授

課及參訪相關企業，收穫良

多。 

繼續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

並安排至各中小企業參訪

行程。 

將持續提供實用的

課程及安排至相關

企業參訪。 

5 羊乳保健化

妝品之開發

應用 

 

實際學到許多日常可以使用

的技術，曹老師非常認真用心

教學、設計課程及期中末考

題。 

可以請同學穿著實驗衣上

課。 

 

未來會請同學穿著

實驗衣。 

6 生物產業智

財權實務探

討 

 

老師非常盡責認真教學，並設

計期中期末考試題目，讓我學

習更多，更能實際運用。 

這門課實際可以運用於論

文發表，非常實用，謝謝學

校為我們設計這門課程。 

謝謝。 

7 生物資源特

論 二 

 

跨領域的專家學者讓我學習

更多。 

 

繼續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

傳授專業知識、經營理念。 

 

會持續精進課程內

容，使課程內容更

專精。 

8 碩士論文 

四 
很棒 不錯 謝謝。 

9 專題討論 

四 
讚 很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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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域學習人數及百分比 

參考資料：教務處提供跨域人數 

本班學生跨系選課人數為 15 名，約占全班學生人數 71%。配合學生在職公司之職務需求，未來

也會持續鼓勵學生跨域選擇自己職場相關或有興趣之課程。 
 

四、學生學習成效改善 

參考資料：休退學人數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本班無人休學。 

 

五、教師教學效能 

參考資料：教師效能問卷分析（碩班僅建研所需填寫） 

 本班因無專任教師，無須填寫。 

 

六、上次會議執行追蹤事項 

 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之質性反應與上學期相比，本班課程內容及授課老師都獲得學生的肯定及正

面評價，宜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內容，以強化學生主動學習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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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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審核要點 

                          一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生資院碩專班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2.03.05 

                            一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生資院碩專班班務會議會議通過 102.03.20 

 

第一條 依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

本班)「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審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學分抵免。 

一、曾在教育部立案研究所或碩士班肄(畢)業之研究生，或就讀他校研究所生物資源相

關課程學分班，結業有並持有證明者。 

二、曾於本校各系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並重考進入本班之學生。 

三、曾於本院研究所、碩士班隨班附讀，取得學分證明者。 

四、修讀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持有學分證明者後，本班之新生。 

五、本班新生於修學士學位期間先修研究所課程達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計入大學部

畢業學分數，並持有證明者。 

第三條 本班新生於入學後，得申請修業課程學分抵免。並依學校規定於新生入學後，當學期規

定時間內向進修推廣部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不予受理。申請學分抵免者，需檢附

學分證明、成績單、授課教師教學大綱等資料送本班課程委員會審核，經審核後依學校

程序辦理抵免。抵免學分之限制如下： 

一、可抵免之畢業總學分數，扣除專題討論與碩士論文外，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

為上限。 

二、申請抵免學分之學科名稱與學分數，原則上應與曾修習及格之學科名稱與學分數相

同。 

三、學科名稱與學分數不同時，學分互抵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不予抵免。 

（三）學科名稱不同，由本班課程委員會審核是否同意抵免。 

第四條 學分抵免審核，由班主任召集本班課程委員會進行審查，以決定是否同意抵免。 

第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學分抵免辦法及本班修業規章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要點經本班課程委員會及班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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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審核要點 

                          一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生資院碩專班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2.03.05 

                            一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生資院碩專班班務會議會議通過 102.03.20 

                          一零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生資院碩專班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8.10.29 

 

第一條 依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

本班)「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審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學分抵免。 

一、曾在教育部立案研究所或碩士班肄(畢)業之研究生，或就讀他校研究所生物資源相

關課程學分班，結業有並持有證明者。 

二、曾於本校各系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並重考進入本班之學生。 

三、曾於本院研究所、碩士班隨班附讀，取得學分證明者。 

四、修讀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持有學分證明者後，本班之新生。 

五、本班新生於修學士學位期間先修研究所課程達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計入大學部

畢業學分數，並持有證明者。 

第三條 本班新生入學後，得申請修業課程學分抵免。抵免學分申請限於新生入學後第二週內，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班提出申請，經班主任審核後依學校程序辦理抵免，逾期視同

放棄將不予受理。抵免學分之限制如下： 

一、可抵免之畢業總學分數，扣除專題討論與碩士論文外，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

為上限。 

二、申請抵免學分之學科名稱與學分數，原則上應與曾修習及格之學科名稱與學分數相

同。 

三、學科名稱與學分數不同時，學分互抵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不予抵免。 

（三）學科名稱不同，由本班課程委員會審核是否同意抵免。 

第四條 學分抵免有疑義時，得召開課程會議議定之。 

第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學分抵免辦法及本班修業規章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要點經本班課程委員會及班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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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審核要點 

                          一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生資院碩專班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2.03.05 

                            一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生資院碩專班班務會議會議通過 102.03.20 

                          一零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生資院碩專班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8.10.29 

               一零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生資院碩專班班務會議會議通過 108.11.14 

 

第一條 依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

本班)「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審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學分抵免。 

一、曾在教育部立案研究所或碩士班肄(畢)業之研究生，或就讀他校研究所生物資源相

關課程學分班，結業有並持有證明者。 

二、曾於本校各系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並重考進入本班之學生。 

三、曾於本院研究所、碩士班隨班附讀，取得學分證明者。 

四、修讀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持有學分證明者後，本班之新生。 

五、本班新生於修學士學位期間先修研究所課程達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計入大學部

畢業學分數，並持有證明者。 

第三條 本班新生入學後，得申請修業課程學分抵免。抵免學分申請限於新生入學後第二週內，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班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將不予受理。抵免學分之限制如下： 

一、可抵免之畢業總學分數，扣除專題討論與碩士論文外，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

為上限。 

二、申請抵免學分之學科名稱與學分數，原則上應與曾修習及格之學科名稱與學分數相

同。 

三、學科名稱與學分數不同時，學分互抵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不予抵免。 

（三）學科名稱不同，由本班課程委員會審核是否同意抵免。 

第四條 學分抵免有疑義時，得召開本班課程委員會議議定之。 

第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學分抵免辦法及本班修業規章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要點經本班課程委員會及班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