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大學教務處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教-02-002
項目名稱 教學意見調查/信箱施測作業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作業程序 一、施測作業前
說明 （一）不列入教學意見調查/信箱之科目，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後，由系所中心產生報表敘明原因後於每學期第
2 週前彙整知會教務處。
（二）確認問卷說明檔、問卷內容。
（三）擬訂教學意見調查施測通知，並於作業前兩週起以書面及
e-mail 通知院系所中心（期初-教學意見信箱：學期第 1 週；
期末-教學意見調查：學期第 12 週）
。
（四）於作業前兩週起測試問卷說明檔與問卷內容（期初-教學意
見信箱：學期第 1~2 週；期末-教學意見調查：學期第 12~13
週）
。
（五）於本校網頁、電子佈告板、各校區公佈欄張貼公告。
二、施測作業中
（一）於網路開放學生進行填答（期初-教學意見信箱：學期第 3~9
週；期末-教學意見調查：學期第 14~16 週）
，以書面及 e-mail
通知院系所中心、授課教師向各學制學生宣導上網填答。
（二）定時追蹤課程填答率，以書面及 e-mail 通知院系所中心宣
導學生踴躍上網填答。
（三）不定期接受系所中心以及師生洽詢教學意見調查施測問題。
三、施測作業後
（一）期初-教學意見信箱：請電算中心資料轉檔產生統計報表。
（二）期末-教學意見調查：
1.請電算中心資料轉檔產生統計報表與教學意見調查填答未
達 50％之課程清單。
2.於學期第 17、18 週產生期末教學意見調查填答未達 50％課
程人工施測清單，連同紙本問卷送請系所中心依教師上課課
表逐班進行人工紙本問卷施測。
3.俟人工紙本問卷回收後，採取人工逐科逐筆輸入系統，請電
算中心資料轉檔產生統計報表。
(1)回收紙本問卷填答率達 50％以上者，則刪除該課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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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填答之意見調查資料，改以人工輸入回收之紙本問卷資
料。
(2)回收紙本問卷填答率如仍未達 50％以上者：
A.但超過該課程原上網填答之意見調查資料，則刪除該
課程原系統上之意見調查資料，改以人工鍵入回收之
紙本問卷資料。
B.如未超過該課程原上網填答之意見調查資料，則仍保
留該課程原系統上之意見調查資料，不予更置。
4.期末-教學意見調查施測結果於簽陳校長核閱後，分三階段
開放系統供教師參閱，並列印結果統計報表密件送予各院系
所（中心）主管參閱：
（1）施測結果陳校長核閱：
A.開放已上傳成績科目之教師教學意見調查統計表。
B.以密件印送各院系所（中心）之「教學意見調查單位
統計表」予主管參閱。
（2）於陳閱後，始完成上傳成績之科目，校務行政系統會
自動開放該科目之「教師意見調查統計表」，供授課
教師參閱與下載。
（3）於次一學期註冊截止前一週，對於仍未上傳成績科
目，將予全面開放「教師意見調查統計表」，供授課
教師參閱與下載，以利教學改進之參考。
5.期末教學意見調查結果統計報表建檔存參。
控制重點 一、不列入教學意見調查/信箱科目，系所中心敘明原因後於每學
期第 2 週前彙送教務組確核與設定
二、於教學意見調查施測前兩週測試問卷說明檔與問卷內容並以
書面及 e-mail 通知院系所中心。
（一）期初-教學意見信箱：學期第 1~2 週
（二）期末-教學意見調查：學期第 12~13 週
三、於教學意見調查施測期間定時追蹤課程填答率，以書面或
e-mail 通知院系所中心宣導學生踴躍上網填答。
（一）期初-教學意見信箱：每週由系統轉發學生意見至教師信
箱並副知教學發展組。
（二）期末-教學意見調查：第 14 週至第 16 週施測期間通知學
生填答課程填答率，請院系所中心宣導學生踴躍上網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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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末教學意見調查施測後，請電算中心資料轉檔，產生教學
意見調查填答未達 50％課程人工施測清單，於學期第 17、18
週請系所中心依教師上課課表逐班補施人工紙本問卷施測。
五、問卷回收及登錄後，請電算中心資料轉檔產生統計報表，陳
報校長核閱。
六、教學意見調查/信箱結果統計：
（一）期初-教學意見信箱：請電算中心資料轉檔產生統計報表。
（二）期末-教學意見調查：自 100 學年第 2 學期起，分三階段
開放系統：
1.施測結果陳校長核閱：
(1)開放已上傳成績科目之教師教學意見調查統計表。
(2)以密件印送各院系所（中心）之「教學意見調查單位統計
表」予主管參閱。
2.於陳閱後，始完成上傳成績之科目，校務行政系統自動開放
該科目之「教師意見調查統計表」
，供授課教師參閱與下載。
3.於次一學期註冊截止前一週，對於仍未上傳成績科目，將予
全面開放「教師意見調查統計表」
，供授課教師參閱與下載，
以利教學改進之參考。
法令依據 一、本校教師教學評量實施要點
二、本校選課要點
使用表單 一、期末教學意見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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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務處作業流程圖
教學意見信箱填寫作業（期初）

、
準備
1.每學期第 2 週前
2. 控制點 1

不列入教學意見調查科目，敘明原因
各學院

1.學期第 1~2 週
2. 控制點 2

1.學期第 3~9 週
2. 控制點 3

確認說明檔內容、宣導學生上網填答

教學發展組

1. 學生：開放網路進行教學意見填寫
2. 教師：由系統寄發學生意見供檢視
教學發展組

施行結束，電算中心轉檔並產生報表
電算中心

1.學期第 10 週

教學意見信箱學生回饋件數統計並建
檔
教學發展組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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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務處作業流程圖
教學意見調查施測作業（期末）

、
準備

1.學期第 12~13 週
2.控制點 2

1.學期第 14~16 週
2.控制點 3

確認問卷並測試內容、宣導學生上網填答

教學發展組

開放網路進行教學意見填答
教學發展組

1.學期第 17 週
2.控制點 4

施測結束，產生填答未達 50％課程清單

電算中心
第 17~18 週

系所協助進行人
工紙本問卷施測

否
填答率是否達 50％

教學發展組

填答率是否達 50％

否
否
是

超過原網路填答率者，則
刪除原填答資料，改鍵入

是

人工紙本問卷資料。

教學發展組
未超過原上網填答率，則
不予更置。

教學發展組
刪除原填答資料，鍵
入回收紙本問卷資料

A

教學發展組

A
1.人工紙本問卷資
料鍵入系統後
2.控制點 5

1.分三階段開放系
統供教師參閱：
（1）施測結果陳奉
校長核閱：
A.開放已上傳成
績科目之教師
教學意見調查
統計表。
B.以密件印送各
院系所之教師
教學意見調查
單位統計表予
主管參閱。
（2）於本案陳閱
後，始完成上
傳成績之科
目，校務行政
系統會自動開
放該科目之
「教師意見調
查統計表」
，供
授課教師參閱
與下載。
（2）次一學期註冊
前一週，開放
仍未上傳成績
科目之教師教
學意見調查統
計表。
2. 做為每年教學績
優教師遴選依據
之一
3.控制點 6

轉檔並產生施測結果統計表資料

教學發展組

教學意見調查施測結果，陳校長核閱

施測結果影送系所，開放系統供教師參閱

教學發展組

期末教學意見調查結結果統計表建檔

教學發展組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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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內部控制制度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年度

自行評估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作業類別(項目)：教學意見調查/信箱施測作業
評估期間:年 月 日至年 月

日
評估日期： 年 月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教學意見調查施測作業，應注意
下列事項：
（一）不列入教學意見調查科

目之作業：
1.是否於施測作業前（每學
期第 1 週）以書面通知系
所中心，請各單位依限產

生報表敘明理由，再由
各學院於每學期第 2 週前
彙整知會教務處。
2.是否於施測作業前彙整核
對完成。
（二）教學意見調查施測通知方
式：
1.是否以書面通知系所中心
（期初：學期第 1~2 週；
期末-教學意見調查：學期
第 12~13 週）。
2.是否以各種管道（書面、
E-MAIL、電子佈告板、網
路公告等）通知學生上網
填答。
（三）是否完成問卷測試（期末
-教學意見調查：學期第
12~13 週）。
（四）是否依學校行事曆所排定
時間定期進行施測（期初
-教學意見信箱：學期第
3~9 週；期末-教學意見調
查：學期第 14~16 週）。
（五）期末人工問卷施測與建檔
作業（學期第 17~18 週）：
1.期末施測是否於施測作

落實

部分
落實

未落實

未發生

不適用

日
評估說明/
改善措施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落實

部分
落實

未落實

未發生

不適用

評估說明/
改善措施

業結束完成後，產生教學
意見調查填答未達 50％
之課程清單。
2.期末施測填答未達 50％
之課程，是否於學期第
17、18 週請系所中心協助
進行人工紙本問卷施測。
3.回收之人工紙本問卷資
料建檔作業方式：
（1）回收紙本問卷填答率達
50％以上者，則刪除該
課程原上網填答之教學
意見調查資料，改以人
工鍵入回收之紙本問卷
資料。
（2）回收紙本問卷填答率如
仍未達 50％以上者：
A.但超過該課程原上網
之填答率者，則刪除該
課程原系統上之教學
意見調查資料，改以人
工鍵入回收之紙本問
卷資料。
B.如未超過該課程原上
網之填答率者，則仍保
留該課程原系統上之
教學意見調查資料，不
予更置。
（六）施測結果統計表產生：
1.是否如期產生施測結果統
計報表（期初：學期第 8
週；期末：教師學期成績
送達教務處後）
2.是否將教學意見調查施測
結果陳報校長後，並影送
系主任及於網路開放系統
供教師查閱，作為教學效
能之參考。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流程製作 1 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同 1 類

之作業流程合併 1 份自行評估表，將作業流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欄勾選「落實」
、
「部分落實」
、
「未落實」
、
「未發生」或「不
適用」
；其中「未發生」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不
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令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
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落實」、「未落實」或「不適用」情形，於評估說明/改善措
施欄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3. 請填表人於評估說明/改善措施欄敍明評估樣本數，例如 106 年 9 月至 107 年 8 月共計有
96 件，依規定抽樣評估 15 件(原則上每月 2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