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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自 95 年 5 月成立迄今，每年均針對大

學應屆畢業生實施「學習回顧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實施至今已邁入第六年，經

過幾年的觀察，發現多數題目歷年來調查數據相似，可謂相當穩定。因此本年度

的問卷題目，有較大幅度的變動，僅保留學生對學系核心能力與本校基本素養的

自我評估，以及對學系感興趣、了解的程度，以作為與大一數據的比較。 

本年度問卷調查重點在於了解畢業生的大學整體經驗與修課經驗，同時調查

學系開設各種課程的狀況，例如導覽課程、學術寫作課程、整合式課程等。今年

度回收問卷 1735 份，回收率 32.4%，茲將調查結果摘要說明如下。 

貳、調查結果 

本問卷採四點量表，從 1 至 4 代表同意程度，1 代表非常不同意，4 代表

非常同意。為方便說明，以下圖表將以同意程度百分比 (亦即同意和非常同意兩

者百分比相加的數值) 表示。 

一、大學經驗 

(一) 大學經驗回顧 

    學生的大學經驗分為兩部分探討，一部分與探究學習 (inquiry learning) 有

關，另一部份是修課的感想。在探究學習方面 (圖 1-1)，學生的評估相當正面，

每個面向都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表示認同，從找值得探究的問題、評估可行方案、

收集資料回答問題、解釋結果，到提出有證據支持的看法。在修課感想方面 (圖

1-2)，相較之下，較多學生表示雖然修課很多，但不夠深入與專精，此調查結果

與之前本中心關心的學生淺碟學習現象互相呼應，未來如何逐漸落實深碗課程，

值得努力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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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大學經驗 I 

 

圖 1-2 大學經驗 II 

(二) 面對畢業的心情 

    如圖 2 所示，八成畢業生對未來充滿期待，但同時也有近八成的學生感到

焦慮以及覺得對未來尚未準備好，六成感到充實與很有成就感。對未來既期待卻

又因或許還沒準備好而焦慮的心情，兩者其實是有可能同時存在的。 



 
 

3 

 

圖 2 面對畢業的心情 

(三) 修課經驗 

    畢業生回想大學期間的修課經驗，為達成課程要求，九成以上的學生表示需

要思考以前沒有想過的問題，也需要歸納整理課堂所學或閱讀資料。相較之下，

需要將想法付諸實現，做出成品的的比例就沒有那麼高 (71%，請見圖 3-1)。另

外一方面，關於考試的準備，約八成左右的學生利用背誦上課筆記與教科書內

容，以及經由做練習題與考古題，通過考試。也有為數不少的學生表示考前一兩

周開始準備考試 (76%，請見圖 3-2)。73% 的學生認為需要花很多的課外時間，

以完成課程要求；而僅有 16% 的學生會上網搜尋資料後複製貼上，完成課堂報

告 (圖 3-2)。 

    

 

圖 3-1 修課經驗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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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修課經驗 II 

 

二、學習成果 

(一) 學習成果 

    由圖 4 可知，學生對於系上核心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認同 (81% vs. 

78%)，而系上老師教學以及課程規劃對於達成核心能力的幫助程度，教學得到

較高的認同度 (76% vs. 70%)。如果可以重來，近七成的學生仍會選擇相同的學

系就讀。 

    

 

圖 4 學系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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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就讀學系感興趣與瞭解程度 

    畢業生對於學系的感興趣程度，入學時與畢業時分別為 72.29 與 71.4，差別

不大。對於學系的瞭解程度，入學與畢業時則分別為 50.62 與 80.68，有明顯的

增加。由表 2 的數據可以看出，歷年來的平均數值都很接近。另外，全校畢業

生對於學系滿意度的平均值為 73.43。 

表 2 歷年來學生對於就讀學系感興趣與瞭解的程度 

 對就讀學系感興趣程度 對就讀學系瞭解程度 

 入學時 畢業時 入學時 畢業時 

96 學年度 68.67 68.97 48.49 79.62 

97 學年度 69.38 70.34 49.59 80.38 

98 學年度 69.77 69.98 49.64 80.41 

99 學年度 70.80 71.86 49.94 80.29 

100 學年度 72.29 71.48 50.62 80.68 

(三) 本校基本素養 

對於本校基本素養，學生的認同與瞭解程度均稱良好，約七成五的畢業生認

同十大基本素養，七成畢業生清楚基本素養 (圖 5)。學生自評各基本素養的具

備狀況，具備程度最高的前三名依序是「了解尊重多元文化」(93%)、「道德思辨

與實踐」(90%)，以及「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89%)。具備程度最低的則依序為

「國際視野」(72%)、「身心健康管理」(73%)，以及「美感品味」(74%) (圖 6)。

此調查結果與去年雷同，雖然排序略有差異，但具備程度最高與最低的三項基本

素養均同。 

 

 

圖 5 基本素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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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校基本素養具備情形 

三、課程 

(一) 課程規劃方案 

為深化學生學習，本中心提出大學課程規劃方案，詳如下方表格。問卷中請

學生提供系上開設各種課程的狀況。 

 

1. 導覽課程 (roadmap course)：大一開設導覽課程，說明學系教育目標、未來生

涯發展、課程架構與課程之間的關係。 

2. 學業基礎工具能力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如何做筆記、口頭及書面報告、閱讀原

文書籍等，幫助大學學習。 

3. 系核心課程：每門均為份量厚重的課程 (4-6 學分) 

4. 兩種層次的領域課程：核心課程以外的領域課程，開設兩種深淺程度不同的課

程，並由課號判別深淺，專攻領域者修讀較深的課程，非專攻領域者則修讀

概論性課程。 

5. 學術寫作課程：針對就讀領域的學術寫作課程，例如：如何決定報告主題、統

整分析蒐集到的資料、形成報告架構、基於證據支持自己的論點等。 

6. 整合式課程：大四開設整合先前三年所學，培養實際應用與解決問題能力的整

合式課程，例如：專題 (project)、 實習、大四論文、專題討論 (seminar) 等。 

 

    整體而言，47% 的同學表示系上有開設大一導覽課程，也有 47% 同學的

系上有開設學業基礎工具能力課程。系上核心課程份量厚重得到多數同學的認可

(74%)，也有為數不少的同學表示核心課程以外的領域課程，系上有不同深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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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供選擇 (64%)。學術寫作課程則較少學系開設，僅有 42% 同學表示系上有

開設。反觀整合式課程，高達 74% 同學的系上有這類課程 (圖 7~圖 12)。修過

整合式課程的同學 (74%) 對於該課程的整體感覺都反應不錯 (如圖 13)，將近

九成的同學認為整合式課程能夠檢視學生是否具備學系核心能力，86% 的同學

表示該課程能夠整合大學所學專業知識。整合式課程對於升學或就業的準備程度

則較低 (76%)。 

 

  

圖 7  導覽課程開設狀況                 圖 8 基礎工具課程開設狀況 

  

圖 9  核心課程厚重                     圖 10  兩種層次課程開設狀況 



 
 

8 

  

圖 11 學術寫作課程開設狀況       圖 12 整合式課程開設狀況 

 

     

 

圖 13 整合式課程修課感想 

 

(二) 系上課程規劃 

    對於學系的課程規劃，得到最多學生認同的是「由易到難、循序漸進」(77%)，

另外也有 73% 的學生認為課程架構完整。「提供多元選擇」以及「先後次序銜

接良好」則各有 66% 以及 62% 的認同度。值得注意的是有高達七成的學生，

認為不同課程的內容常有重複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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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系上課程規劃 

     

 

 參、結論 

    本年度的問卷回收率較去年稍低，推測原因可能與施測時間有關。今年施測

時間接近五月底，距離畢業生離校時間較近，多數畢業生恐怕已有下一步安排，

在學校的時間也相對減少，可能影響海報以及 email 宣傳成效，進而影響填答

率。未來的問卷施測時間應該再提早，提早進行宣傳，使畢業生確實收到訊息，

以期提高回收率。 

    今年問卷刪除歷年調查結果已經穩定的題目，新增「大學經驗」題組，總結

如下： 

(1) 學生對於探究學習 (inquiry learning) 的各個面向，從發現問題、評估方

案、蒐集證據、解釋結果、建立論述，都認為自己已經在大學時期學

會。不過，這是學生單方面自評的結果，還需要加上老師的他評，才

能夠有較全面性的瞭解。 

(2) 學生的修課經驗大致上是正面的，課堂上多需要思考未曾想過的問題，

並歸納整理所學與所讀。相較之下，將想法付諸實現，做出成品的機

會較沒有那麼多。目前校方正在大力推動總整課程 (也就是問卷裡的整

合式課程)，總整課程的目的為整合大學所學，並以具體的成果或成品

展現學習成效。藉由鼓勵學系開設總整課程，未來希望能夠有更多學

生有機會產出成品，發展職場所需技能，增強自信心。 

(3) 在課堂評量的部分，多數學生表示可以藉由考古題或背誦書本與筆記，

通過考試，也常在考前一兩周開始準備考試。由此看來，評量的設計

還有改進的空間。評量的內涵應以期初所訂的目標與能力為指導原

則，同時，教師應思考以多元以及較高層次 (例如分析、應用、評估等) 

的方式評量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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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十大基本素養的內容在去年微調之後，今年度為第二次針對同樣內容進

行調查。雖然調查結果雷同，排名前幾名以及後幾名的素養是一樣的，不過比較

數據之後發現，落後的幾項素養，包括美感品味、身心健康管理、國際視野等，

今年學生認為自己已具備的百分比均高出去年 10% 左右。雖然這個趨勢還需要

持續觀察，不過這個結果還是令人感到振奮。校方積極在校園內營造藝文氛圍，

並努力拓展國際能見度，爭取更多外國學生到本校就讀，或許效果已慢慢發酵，

期許能夠朝更好的方向前進。 

    最後，課程的規劃方案，往年請學生對於各項規劃表示同意程度，進行多年

之後，發現學生對於各方案都表認同，今年改以詢問系上開設各類課程的狀況。

結果發現，系上的專業課程規劃，不論是厚重的核心課程，或是兩個層次的專業

領域課程，多數學生認為系上已經具備。整合式課程也已有相當數量學生表示學

系有開設，不少同學曾經修習，可謂已經有相當好的基礎。未來將鼓勵學系將總

整課程與核心能力連結，使其作為檢視核心能力的機制之一，讓總整課程得以發

揮更大的功效。而整體的課程規劃也有若干可以再改善的面向，例如與達成核心

能力的關聯性、課程之間的重複性略高、先後的銜接次序等，值得學系再加以檢

討與思考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