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活動成果暨滿意度分析表 

學校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活動名稱 資優教師應有的教學特質 
主軸計畫名稱 B 主軸計畫：教師樂儀 
執行策略名稱 B2-2 跨院系教師社群    TE-I-04【數理資優教育微學程】 
活動日期 100 年 10 月 06 日 
活動時間 上午 10：00～12：30 
活動地點 本校民雄校區科學館 408 研討室 
主辦單位 數理教育研究所 
參加人數 6 人 
活動聯絡人 侯惠蘭小姐 聯絡電話 05-2263411 轉 1901 

對應計畫書之 
質量化績效指標 

【質化績效指標】 
1.參與教學法研習之教師，能積極提問及參與討論。 
2.教師樂於嘗試以英語授課。 
【量化績效指標】 
1.各學院教師教學法研習參與人次每場至少 30 人次，教師參與滿意度五等

量表 4.0 以上。 
2.各系每年至少辦理 2 場次之教師同心教與學研習，參與人數達到全系教

師人數之 60%，教師參與滿意度五等量表 4.0 以上。 
3.教師對研習能解決其教學困惑的程度達 70%。 
4.全年辦理 10 次以上教師英文口語訓練及全英語授課講座，活動滿意度達

五等量表 4.0 以上。 
活動內容說明(請詳加說明) 

個人接觸資優大約九年了，從對自己的小朋友教學開始接觸，個人比較著重在創造力在

國中小的經驗應用在大學的教學上，最近也想放到補教教學上，問題在於老師怎麼跟學生去

互動，主流在加深加廣，速度反而是個障礙，學習的品質和量，教學和吸收。 
第一個 level 同儕沒有比他好的，第二個 level 同年紀沒有比他好的，第三個是歷史性的，

是從他的產品還是他的想法去決定? 
一個資優班真的很資優的二三個，其他的大約是比一般人好，但是一般老師會著重在資

優的那幾個，整個速度就被那幾個的速度抓著走，久而久之整班就被帶走，等到後來那二個

被拉倒，整班就倒了。 
有一個學生很特別，他最後回饋說內容都學過了，但是第一次感受數學是可以自己想的，

可以互動。用對或錯是最危險的，因為有可能是部份對，部份錯，要對學生的想法很 sensitive ，
小孩的想法如果要想辦法用到自己本身的知識系統，不要被固定的想法限制住。 

一個式子加入單位的思考，而不是全用數字思考，整個就不一樣，如果當初太過強勢，

從自己的角度去解釋，那就沒機會。先認為小孩也會有機會對，那看他的角度，怎麼讓他會

對，就創造力來說，超過一般的創造力，非傳統超越書上所教的。錯並非好像是一個人不正

常一樣，而是要去看他背後的東西 。 
效益評估（請列點說明） 

1、粗淺瞭解一點資優生的特質。 
2、教師保有開放性，需有被學生啟發的準備。 



3、看見許多資優數學教學的好實例！給自己許多數學教學上的省思及靈感。 
4、瞭解資優生的數學自發性解法。 

檢討與建議（請列點說明） 

一、參與者建議事項： 
資優教師數理背景不夠，理應從制度面改善。 
二、執行單位改善作法： 
除加強大學數理基礎教育外，並於適當機會提出建言。   

活動照片（至少 4 張照片以上） 

                       
        主持人介紹演講者                            演講者：施皓耀教授 
              

       
施皓耀教授實例講解                              林樹聲老師提問 
 

        
         林志鴻老師提問                              大合照 



滿意度調查 

施測項目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 
不滿意 

Ｑ1 對於本次活動安排的學習內容

有所收穫 100% 0% 0% 0% 0% 

Ｑ2 本次學習到的內容可運用至學

程教學上 100% 0% 0% 0% 0% 

Ｑ3 本次學習到的內容有助於提升

教師專業（教學或自我） 100% 0% 0% 0% 0% 

Ｑ4 對於本次活動內容與實際學程

教學內容一致 100% 0% 0% 0% 0% 

Ｑ5 整體而言，對於本次活動安排

滿意 80% 20% 0% 0% 0% 

施測項目之分析圖 
指標項目 1.對於本次活動安排的學習內容有

所收穫 
Ｑ1您對本次研習的課程內容是否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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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此次演講針對『本次活動安排的學習內

容有所收穫』看法，感到非常同意達 100
％；同意達 0％；尚可達 0％；不同意

達 0％；非常不同意達 0％。整體而言，

100％之參與成員對此次課程內容符合

需求感到同意。 

指標項目 2.本次學習到的內容可運用至學程

教學上 
Ｑ2您對本次研習講師的講述表達能力是否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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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此次演講針對『學習到的內容可運用 至
學程教學上』之看法，感到非常同意達

100％；同意達 0％；尚可達 0％；不同

意達 0％；非常不同意達 0％。整體而

言，100％之參與成員對此次課程內容

符合需求感到同意。 
指標項目 3.本次學習到的內容有助於提升教

師專業（教學或自我） 
Ｑ3 研習過程中，演講內容滿足您積極討論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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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4.  對於本次活動內容與實際學程教

學內容一致 
Ｑ4 您對現場工作人員的服務態度是否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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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此次演講針對『本次學習到的內容有助

於提升教師專業』看法，感到非常同意

達 100％；同意達 0％；尚可達 0％；不

同意達 0％；非常不同意達 0％。整體

而言，100％之參與成員對此次課程內

容符合需求感到同意。 

說明：此次演講針對『活動內容與實際學程教

學內容一致』之看法，感到非常同意達

100％；同意達 0％；尚可達 0％；不同

意達 0％；非常不同意達 0％。整體而

言，100％之參與成員對此次課程內容

符合需求感到同意。 
指標項目 5. 整體而言，對於本次活動安排滿

意 
Ｑ5您對本次研習場地安排是否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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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此次演講針對『活動安排滿意』 
之看法，感到非常同意達 80％；同意

達 20％；尚可達 0％；不同意達 0％；

非常不同意達 0％。整體而言，100％
之參與成員對此次課程內容符合需求

感到同意。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