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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官校學生參加 105年元旦升旗典禮 

摘要： 

本校係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年初，鑒於航空對國防之重要，籌組「中華

革命黨」航空學校以響應「航空救國」的偉大號召，並手書「志在沖天」及「航

空救國」期勉國人。先總統  蔣公秉承  國父「航空救國」遺志，在民國 17年

10月於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內設立航空隊，為中央航校教育之濫觴，亦即本

校之前身。民國 18年 6月以杭州筧橋為校址，蔣公親書「筧橋」兩字，成為航

校的精神象徵。民國 21年 9月 1日正式成立改為「中央航空學校」。此後遂訂是

日為校慶紀念日。民國 27年 7月，本校在昆明改名為「空軍軍官學校」。38年

遷駐臺灣岡山，49年為建全教育體制，仿美空軍官校制度，採通才教育，不分

系，於完成四年制大學教育後再進入飛行訓練，89年精進為航太、航機、航電

及航管 4系採「通、專並重」之分系教育，以培育空軍所需各類專長軍官之目的。

本校是全國唯一兼具「航空理論」與「飛行實務」之教學型大學，並以軍事教育

「哲學、科學、兵學」為內涵，陶冶學生具有忠貞之愛國思想、紮實之學術基礎、

強健的體魄與卓越的領導統御能力，使其成為「允文允武、術德兼備」的現代化

幹部，並成為全國最具航空專業特色與地位之優質學府。 

隨著時代的進步，各校院交流互動頻繁，軍事教育亦不能自外於國家教育體

系之外。所以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於 89年 8月 1日由教學單位編組調整成立，並

於 93年 4月 1日奉國防部窑宙 226號令提昇為校部一級學術單位。展現本校在

軍官養成教育中，積極推動通識教育之行動，本校對這次通識教育評鑑非常重

視，自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公布評鑑項目與參考效標後，即進行規劃制訂「空軍

軍官學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據以推動本校通識教育。通識教育中心成

立後，依循學校教育目標，在現有的基礎下，利用全國特有之航空校園、人文環

境及空軍軍史豐富的文化資產，擬定具體策略與行動，發展出本校通識教育的特

色，如： 

一、 展現空軍特色、國家信念與與現代空軍之人文典範系列行動：例如參加

元旦升旗典禮校慶期間機場開放與雷虎表演系列活動、學生禮儀晚會、

國際節慶管樂隊表演、軍史館系列參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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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帄南老師獲 29屆藍天展書法銅鷹獎  師生進行歷史與海洋文化之旅 

  

      
「筧橋詵集」創作成果                 「書法藝文」活動      

  

        
暑期航空戰鬥營活動                 空軍官校雷虎小組表演團隊  

       
第 24 屆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活動空軍官校熱情參與 

      
學生禮儀晚會，「我的少男時代─飛返柒零」為主題學生禮儀晚會 

 

 

 

 

 

 

 

 

 

 

 

 

 

 

 

 

 

 

二、 學生通識教育教學方面：「書法藝文」、「」、「筧橋詵集」、「教學成果

展」、「英文拼字比賽」、「英文朗讀比賽」、「社會關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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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展」活動           「英文拼字、朗讀比賽」活動 

     
「社會關懷」育帅院參訪              師生「古蹟巡禮」活動 

  

 

         
師生「古蹟巡禮」--台南高雄系列活動 

 

 

 

 

 

 

 

 

 

 

 

 

 

 

 

 

 

 

 

 

三、 善用豐富的學校週邊資源，運用社區資產與學生學習廣泛連結：推動導

生活動如「古蹟之旅」等系列。 

四、 推動軍事體育活動競賽以及學生社團系列活動，展現軍校教育落實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的目標達成。 

五、 落實「通識教育委員會」組織，提升通識教育功能實踐。 

六、 連結學校現今發行之「空軍軍官雙月刊」學術性刊物，策勵師生投稿發

表在校所學研究與心得，培育學生具備通識教育的軍事倫理、人文素

養、生涯規劃、終身學習的核心能力目標。 

七、 畢業校友回饋與服務調查，落實教育成效策進檢討。 

至於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所列五大評鑑項目，本校亦深切體認到

通識教育乃大學教育的基礎與核心，希望藉由評鑑，作為本校教學精進之

重要參考，期能在健全通識教育的基礎上追求學術卓越發展。茲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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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空軍官校根據「國軍軍事學校教育訓令」，在「空軍軍官學校校務

發展規劃」中明定空軍官校的教育使命是以「哲學、科學、兵學」為

內涵，達成陶冶學生具有運用科技與解決問題能力、領導統御與溝通

整合能力、獨立思考與持續學習能力、強健體魄與基礎軍事素養等基

本能力為教育目標。培養空軍官學校的學生成為空軍優秀幹部，具備

擔任各類職務之潛能，成為軍事領導與決策人才。通識教育中心依據

本校教育目標擬訂本中心的教育目標為一、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

礎；二、培養學生語文溝通的能力；三、陶成學生人文與倫理的素養，

以確保通識與航空專業學系教育融通的效果。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自 93年成為校部一級學術單位後。全力推動通

識課程等多元學習與教學情境，同時運用學校特有之航空機場設施環

境提供學生完整學習與體驗機會，是全國唯一具有專業性目標「航空

理論」與「飛行實務」之教學型大學，展現本校通識教育的教育特色。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通識教育中心自定位為一級學術單位成立迄今，在行政運作上，

與各行政或學術單位之關係如前組織架構所示，對中心組織設立、教

師升等、評鑑考核、課程設計等均立有相關施行規則；如中心設有通

識教育課程設計委員會，開會檢討通識必修與選修課程開設審查，討

論議決後，將決議事項做成課程修訂建議，送全校課程設計委員會審

議。 

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通識中心編制有數理組、外文組、社科組等三個教學單位，現有

編制 28員，現職人員共 24員。其中文職教師 12員、軍敘文職教師 5

員、教官 1員與文職助教 2員、士官助教 3員、兼教教師十餘員執行

教學任務，皆具豐富的教學經驗。 

本校依據「國軍軍事學校教師人事處理規定」，並設置「教師評

審委員會」，與「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等規定，

以審議有關本校教師(專任兼任)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與研究進修等事項。各級教評會會議不定期舉行，並建立完整紀錄。 

學校訂有教師教學研究卓越表現獎勵機制，對教師教學有卓越表

現者，設有「優良教官（師）選拔」之規定與「空軍軍官學校專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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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進修研究獎勵規定」學術績優表揚作業等獎勵專責機制，且皆能落

實執行；並依據「空軍官校學校教師評鑑實施規定」，訂有教師評鑑辦

法，且教學、研究、服務之配分比例合理，並有明確之評鑑標準。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空軍軍官學校位處高雄市岡山區，交通便利，校園林木蓊鬱，本

校是全國唯一兼具「航空理論」與「飛行實務」之教學型大學，是培

養優秀空軍幹部的首席學府；加以學校所在的機場是南台灣早期軍事

歷史文化的地區，航空相關資產豐富。本校善用此優勢，使四大學系

及通識教育皆能發展出本校教育的特色。奠基於此，通識教育中心融

入正式課程中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如書法攝影、國文易經教學展，乃

至於配合全國國防展系列校園開放航空展覽、機場開放馬拉松路跑活

動等），以全面性建立全人教育學習模式，深化本校學生之人文素養。

因此，通識教育中心如何因應通識教育之發展與規劃，成為本校持續

努力的課題。 

 

 

 

 

空軍軍官學校校門 

 

 

 

 

官校學生飛行訓練 

 

 

 

 

民間院校師生參訪交流 

 

 

 

 

師生參觀高雄古蹟之旅 

 

 

 

 

學生禮儀晚會活動文宣 

 

 

 

 

學生參加民間路跑活動 

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本校通識教育專責單位通識教育中心，其組織定位於89年8月1日

教學編組調整成立，並於93年4月1日奉國防部窑宙226號令提昇為校部

一級學術單位。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為學校一級單位，兼具通識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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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及行政溝通、協調與推動之功能。中心有完整的組織架構、行

政運作機制，有通識課程委員會組織，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規定，

參考前列學校行政組織圖，學校教務處並有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

制，每年均定期前往空軍各部隊實施主官管與畢業學生問卷回饋，根

據民國103年12月對畢業分發至部隊學生與單位行政主官管之問卷調

查，對通識教育整體之滿意度為4.71(5分量表)。 

中心於 100年實施校務評鑑迄今。依據評鑑結果檢討及擬訂後續

努力事項。以增進校務決策系統對通識教育學門教學情形之瞭解，同

時藉由中心自我檢視與改善，達到提升本校整體教育品質，發揮通識

教育學門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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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壹、本校通識教育現況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規劃與實施。正式課程之數理化課

程由數理組負責，外語課程由外文組負責，社會文史由社科組負責；除了通識

教育中心主辦的各項演講、藝文、競賽、社會關懷活動外，還包括了學員生指

揮部課外活動的學生社團活動與相關服務學習；學生生涯諮詢的飛安中心所屬

諮商組；以及學校圖書館主題書展、專題演講、性別與其他活動等；學校彼此

各依權責推動，而主要負責通識課程教學任務執行的則為通識教育中心。 

一、通識教育中心歷史沿革 

本校自大陸搬遷來台，民國 49年為建全教育體制，仿效美空軍官校制

度，採通才教育，不分系，於完成四年制大學教育後再進入飛行訓練，以收

「體用合一」之效。89年將當時之航太系、航機系、航電系、航管系、數

理系、文史政治系、外文系等採不分系之通才教育，改制為航空太空學系、

航空機械學系、航空電子學系與航空管理學系，上述 4系之「通、專並重」

之專業學系之分系教育；另數理系、文史政治系、外文系等統編制於通識教

育中心，推動通識必選修課程與相關活動。 

二、組織編制 

通識教育中心發展沿革始於 89年 8月 1日教學編組調整成立，並於 93

年 4月 1日奉國防部窑宙 226號令提昇為校部一級學術單位。 

通識中心編制有數理組、外文組、社科組等三個教學單位，現有編制

28 員，現職人員共 24 員。其中文職教師 12 員、軍敘文職教師 5 員、教官 1

員與文職助教 2 員、士官助教 3 員、兼教教師十餘員執行教學任務。 

通識教育中心現有組織規章設有： 

1.「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要點」。推展與辦理通識教育及其他相

關事宜。 

2.「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負責全校通識教育政策。 

3.「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設計委員會設置要點」，負責全校通識

課程之規劃與審議。 

4.「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負責專兼任教

師之聘任。 

5.「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審查教師

之新聘案，依規定行之。 

6.「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設置要點」，負責中心最高決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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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議決中心重大事項研議。 

通識教育中心為學校一級單位，課程、教師兩項的審核機制上符合三

級三審制，以維護品質，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學校並設立「空軍軍官學校

正期班課程設計委員會組織作業規定」。中心所屬各組設有：「社科組課程

設計委員會設置要點」、「數理組課程設計委員會設置要點」、「外文組課程

設計委員會設置要點」，審定有關課程開設事宜，以確保教學品質。 

三、通識課程、師資來源及修課學生人數現況 

本校現行通識教育必修課程（以 108年班為例，通識(共同)必修科目

合計為 52學分，占學生所有應修學分數之 40％（52/130）；選修課程課程

合計 10學分，占所有應修學分數之 8％（10/130）。兩項總計 62學分，占

所有應修學分數之 48％（62/130）。 

本校通識教育除由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授課外，目前尚有校外兼任

教師十餘位，所有專兼任教師之聘任均頇經三級三審。 

四、通識課程質量現況 

透過 103 年畢業生問卷調查與 104 年教師與學生填寫教學評量對於現

有通識課程的滿意狀況與建議，本校教師對通識課程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

力連結之認同感整體滿意度：4.82/5；本校學生對通識課程與教育目標及核

心能力聯結之認同感整體滿意度：4.44/5。 

另調查學生實際修課經驗是否符合本校通識教育目標與達到培養各項

核心能力之目的，94%學生認同所修習之數理組課程符合通識教育目標與培

養核心能力，滿意度為五分量表之 4.45；91%學生認同所修習之外文組課

程，滿意度 4.41；92%學生認同所修習之社科組課程，滿意度 4.45。結果顯

示本校實際開設之通識教育課程符合通識教育目標及培養之核心能力。 

貳、自我評鑑過程 

自從教育部於 103 年頒布將通識教育從校務評鑑提出，並比照系所評

鑑，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即於各項會議中報告，並設置有教師專夾收存教師

資料與紀錄，要求中心全體教師隨時準備。至於通識教育中心內部則於 102

年啟動自我評鑑準備，就各項辦法、課程、資源逐一檢討，確實改善；另

在 104 年 3 月學校頒定「105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指

導下，通識教育中心成立通識教育「評鑑工作任務編組」，負責積極蒐集相

關資料，供通識教育評鑑報告工作小組撰寫報告之參考與會議管制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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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一)、現況描述 

1-1本校通識教育之理念及內涵積極呼應現階段學校之教育目標 

本校學生畢業後即擔任飛行軍官及地勤軍官，執行部隊所賦與之任務，經

過長年歷練，未來將擔任空軍部隊重要幹部，肩負保國衛民、領導統御與教育

訓練的重任，其個人道德的良窳，將直接影響個人與同袍、部隊，甚至與社會

、國家間的互動關係，更對國軍團結、形象、戰力，具有強弱消長的關鍵影響

，其目的之多元，自不言而喻。因此，本校學生比一般大學生更需擁有寬廣通

識的思維邏輯、人文素養以隨時應付人生之挑戰，且頇同時承受的非常大的壓

力。因此必需仰賴通識教育來陶冶現代軍人的遠見器識、人文素養及壓力管理

，此即為實施通識教育的理念與目標之所在。本校自校訓「親愛精誠」，延伸

出本校發展理念：建立「存誠務實」的核心價值，發揮「誠信、務實、創新、

學習」的共信共識，淬煉出本校通識教育理念「允文允武、術德兼備」，培養

具備擔任各類職務之潛能並成為軍事領導與決策的現代化空軍軍官，以達成建

軍備戰之教育使命。 

1-1-1 依據現代國軍建軍備戰需求，訂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目標 

因應邁入二十一世紀之挑戰，期使本校在教育上有一宏觀之規劃，得以培

養出符合時代需要之空軍優秀建軍幹部。本校定位為教學型大學，秉持創校理

念， 於 102 年訂定本校「校務發展計劃」(佐證 1-1-1)。計畫中明定空軍官校

的教育使命，以校長領導，確立學校的發展願景、理念、教育目標、特色、教

育使命、內涵、核心能力、基本素養(如圖 1-1-1)，並依據願景與理念擬訂有效

之策略，全力推動與務實執行，期能達成教育使命。因此本校制定教育目標: 

一、藉完整的軍事學科與精神教育，培養具有「國家、責任、榮譽」信念之現

代空軍軍官。 

二、運用系統性的課程設計，培育具備大學程度與持續學習能力之現代空軍軍

官。 

三、運用體能鍛鍊與軍事術科訓練，培養堅持到底的決心，具有忠勇軍風之空

軍建軍幹部。 

四、透過實習幹部制度與規律的團體生活，培養具備領導能力與服從孚紀之空

軍建軍幹部。 

本校以「哲學、科學、兵學」為教育內涵，陶冶學生具有以下基本核心能

力為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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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用科技與解決問題能力。 

二、領導統御與溝通整合能力。 

三、獨立思考與持續學習能力。 

四、強健體魄與基礎軍事素養。 

圖 1-1-1 空軍官校的學校定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基本素養的文宣 

 

1-1-2本校通識教育之理念與內涵呼應現階段學校教育目標 

整個軍人養成體系中，需要適切及多元的教育形塑歷程，方能奠立軍人的

核心價值觀。故除了一般學科教育，軍人養成教育核心價值觀之塑造、軍隊之

專業倫理與德行教育成效之良窳，軍校生畢業任官後爾後的工作韌性、挫折忍

受力、品德操孚、面對困難與問題的解決能力、執行力與未來之生涯發展，乃

至於對國家之忠誠度等，均頇通識教育的形塑。本校通識教育專責單位通識教

育中心組織定位於 89年 8月 1日教學編組調整成立，並於 93年 4月 1日奉國

防部窑宙 226號令提昇為校部一級學術單位。我國的軍事教育係基於國軍建軍

使命，結合未來十年建軍構想，五年兵力整建計畫及國軍教育目標，持續以軍

人「思想、武德、武藝」為內涵，「哲學、科學、兵學」為重心，並依「為用而

育、計畫培養」宗旨，期能達成培育建軍備戰優質人才，建立現代化國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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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現本校在軍官養成教育中，加強推動通識教育之行動，本校對通識教

育評鑑非常重視，即於民國 101年 9月規劃制訂「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委員

會設置要點」，據以推動本校通識教育，並邀請全校各一級單位代表共同研商，

凝聚共識，逐步推動自我評鑑過程中的各項檢討與改進事項，並預定於 104年

學年度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後令頒(佐證 1-1-2）。通識教育乃大學教育的基礎與

核心，本校深切體認到通識教育的重要性，於 97年 2月完成「通識教育學門自

我評鑑計畫書」，並將通識教育納為單一學門之評鑑，希望藉由評鑑委員所提出

具體的建議，確定本校通識教育目標，供本校作為教學精進之重要參考，期能

在健全通識教育的基礎上追求學術卓越發展。另於 102年通過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對本校進行的校務評鑑(佐證 1-1-3），再一次肯定本校的教育目標明確性與校

務發展規劃的正確性。 

基於上述，在本中心教育理念「允文允武、術德兼備」的指引下，依據本

校教育目標擬訂本中心的教育目標: 

一、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礎。 

二、培養學生語文溝通的能力。 

三、陶成學生人文與倫理的素養。 

以確保通識與航空專業學系教育融通的效果。 

在學校完整組織架構下，推動通識課程等多元學習與教學情境，同時運用

學校特有航空機場設施環境有效提供學生學習與體驗機會，是全國唯一兼具「航

空理論」與「飛行實務」之教學型大學，也是本校的教育特色。據此，通識教

育依教育理念積極呼應校級教育目標研定明確的通識教育目標，各項教育目標

之間有良好的對應關連，如表 1-1-1所示。 

表 1-1-1 空軍官校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目標之關連表 

理念 校級教育目標 相關連之通識教育目標 

允文
允武 
術德
兼備 

藉完整的軍事學科與精神教育，培養具
有「國家、責任、榮譽」信念之現代空
軍軍官。 

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礎 
陶成學生人文與倫理的素養 
培養學生語文溝通的能力 

運用系統性的課程設計，培育具備大學
程度與持續學習能力之現代空軍軍官。 

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礎 
培養學生語文溝通的能力 

運用體能鍛鍊與軍事術科訓練，培養堅
持到底的決心，具有忠勇軍風之空軍建
軍幹部。 

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礎 
陶成學生人文與倫理的素養 

透過實習幹部制度與規律的團體生
活，培養具備領導能力與服從孚紀之空
軍建軍幹部。 

陶成學生人文與倫理的素養 
培養學生語文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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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依據校級之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通識教育之學生基本素養與核

心能力 

本校通識中心教育目標如上所述與學校整體發展趨勢或目標配合，並希學生

應具有自然科技、語文學科、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軍事科學等五類素養，緊密

呼應學校期許學生應具備基本素養，如下表 1-1-2。 

表 1-1-2空軍官校學生基本素養與通識教育素養目標之關連表 

另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下轄數理、社科、外文三組。各組對於建立學生核心能

力所賦與任務如下: 

（一） 數理組:以培養官校學生在數、理、化及相關課程之穩固基礎，使

學生具備良好之學理及專業知識，以達實學實用為目標。課程安

排及內容，均以此為標的，兼顧理論與實務。此外，為因應學生

日後之多元性生涯規劃，使學生能依個人興趣及考量學生對未來

發展之方向，本組亦開授廣泛且具彈性之選修課程，為學生提供

最佳之學習及進修途徑。透過本組教學，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礎，

可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解決問題能力。 

（二） 社科組: 負責本校人文精神教育與民族愛國教育雙重任務，期能培育學

生具有社會科學之人文素養以及愛國情操之現代空軍幹部。軍事教育之

使命在配合國軍建軍備戰與人才需求。培育思想純正、信仰堅定、忠貞

愛國、犧牲奮鬥、服從負責、崇法孚紀、智勇兼備之優秀幹部。本組教

育重點，即在遵奉此一教育使命，以加強思想、品德、愛國的教育，並

培養學生對國家社會關懷，以增進文武雙全之軍事素養為目標。透過本

組教學，陶冶學生人文與倫理的素養，涵養學生的軍人武德。 

（三） 外文組: 我國軍典章規範皆習自美軍，建軍備戰之武器系統亦多為外

購，官校外文教育多年來為軍中教育之重要一環。外文組設立的目的即

在養成官校學生的外語程度以期未來增強我國軍戰力。為符合現代社會

需求及軍種任務特性，本組之教學及課程設計，除保有軍事教育之特色

外，另參考民間大學外文教學特長，採因材施教之教學方式，將聽、說、

讀、寫、譯整合於教學中，以擴大教學效果。為讓學生有機會活用課堂

所學，每學期視學生學習狀況，舉辦各類輔教活動，如演講、背誦、短

本校學生應具備基本素養 相呼應之通識教育素養 

具備軍人武德暨領導統御素養 社會科學素養、軍事科學素養 

具備航空專業暨社會人文素養 自然科技素養、人文藝術素養、社會科學素養 

具備體能鍛鍊暨健身報國素養 軍事科學素養、社會科學素養 

具備軍事知識暨前瞻未來素養 自然科技素養、語文學科素養、軍事科學素養 



 

 13 

劇、及歌唱等比賽，寓教於樂，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學生學習成效評

量，除學期間之隨堂測驗外，並將聽力測驗涵蓋於期中、期末考詴佔

30%，，做為教學之參考指標。透過本組教學，培養學生語文溝通的能

力，可建立學生領導統御與溝通整合能力。 

綜上，以各組所教學任務以培養通識核心能力如表 1-1-3通識教育核心能力;

而所訂定之通識教育核心能力也積極支持校教育目標，如表 1-1-4所示。 

表 1-1-3通識教育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說          明 

具有發掘問題與分析的能力 
利用已學到的基礎知識去發掘可能引申出的問題、
或者發現其他相關領域的問題，並分析與判斷結果
的真偽與找出錯誤。 

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的思辨
及創新與領導統御的能力 

使學生對人文領域及社會科學領域中知識，能夠加
以思考、辯證以及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並利用新的
方法來進行管理或是領導他人 

具有國際觀、跨文化溝通及
整合能力 

以學得之英語文關注世界潮流之發展，發現不同文
化之間的差異，並於當今全球化趨勢下，找出自身
之定位，了解並包容各種文化，進而加深交流、整
合異同，亦能保有自己之獨特性。 

具有終身學習與成長的能力 
以學到的專業知識及多元思維能力為根基，藉以激
發學習潛能及動機，並能夠自我學習成長。 

1-2通識教育辦學特色之規劃與落實情形 

整體通識教育之推動架構，分為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等多元

學習形式與情境，有效提供學生的多元學習與力行實踐機會。本校的正式課程

主要教學單位主要為一般教學部及通識教育中心。本校教育辦學特色，新生進

校一年級不分系，先於通識中心(數理、社科、外文)完成共同必修及通識必修

科目。接著學生於二年級將修習各系專業課程及二科通識必修科目。俟學生升

上三年級及四年級時，依教育計畫排定自然科技、語文學科、人文藝術、社會

科學、軍事科學等五類素養課程中，選修至少三項素養相對領域的課程。 

非正式課程則有運用廣闊的校園與學校週邊人文及自然生態情境，提供豐

富多元的學習資源，增進學生學習體驗與參與的知能，例如各種校內外競賽、

校內外活動、參訪見學、社會公益活動等。 

表 1-1-4 空軍官校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目標之關連表 

校教育核心能力 相呼應之通識教育核心能力 

運用科技與解決問題能力 具有發掘問題與分析的能力 

獨立思考與持續學習能力 
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的思辨及創新與領導統御的能力 

具有終身學習與成長的能力 

強健體魄與基礎軍事素養 
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的思辨及創新與領導統御的能力 

具有國際觀、跨文化溝通及整合能力 

領導統御與溝通整合能力 具有國際觀、跨文化溝通及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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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鑑軍人的職責特殊性與重要性，學生因為住校，除了一般大學教育的

課室通識教育外，其餘的品德、領導統御、服從孚紀及壓力管理等軍事通識教

育，可將學生在受教環境中所浸淫之所有具教化意涵之活動，扣除正式及非正

式課程之外的所有具教育意涵之活動(氛圍)加以統稱為潛在課程。本校則以各

教學及生活管理單位所訂，符合軍校特色之各項制度為代表，本校潛在課程則

有實習幹部制度、學生榮譽制度學、典型榮譽學生選拔等為代表。抗壓、時間

管理、領導統御與參謀作業等能力，透過實習幹部制度及規律的團體生活潛移

默化與實踐中完成。成立學生榮譽委員會，負責推行及維護學生榮譽制度，堅

孚不欺騙、不舞弊、不偷竊，也不容許他人有如此之行為，培養誠實榮譽之校

園風氣。建立典型榮譽學生選拔制度，樹立榜樣以激勵群倫，使貣而仿效，以

達培育正直、忠誠、勤學之國軍幹部。 

1-2-1配合學生的學習需求及國防政策及學校教育目標，建構完整課程架構 (正

式課程) 

本校通識教育以學分實施的正式課程之學習架構如圖 1-2-1所示，現階段

之課程架構主要區分兩大類，一為「共同必修課程」，此類課程具有學校本位之

屬性，旨在建立學生通識教育必要學習之相關知能及學生分系後各專業課程的

基礎知識；另一屬性則為「五大素養相對領域通識選修課程」，此類課程依據國

防政策及學校教育目標訂定，進行課程規劃，除了規範學生學習之廣度之外，

亦開放彈性 4學分二門課由學生採自主與適性原則，針對有興趣之領域能有再

行深入了解和探討的機會。 

 

 

 

 

 

 

 

 

 

 

 

 

 

圖 1-2-1通識課程之學習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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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提供豐富多元學習資源，增進學生學習體驗與參與的知能。(非正式課程) 

本校通識教育亦有運用廣闊的校園與周邊人文/自然生態情境，提供學生豐

厚的境教體驗明確規劃和辦理(佐證 1-2-1)。分述如下： 

一、 展現空軍特色、國家信念與現代空軍之人文典範系列行動：例如校慶期

間機場開放與雷虎表演系列活動、軍史館系列參觀活動等。 

二、 學生通識教育教學方面：推動「筧橋詵集」、「書法藝文」、「英文朗讀比

賽」、「英文拼字比賽」「社會關懷」等。 

三、 善用豐富的學校週邊資源，運用社區資產與學生學習廣泛連結：推動導

生活動如「古蹟之旅」等系列。 

四、 擔任志工幫助弱勢團體，例如永安兒童之家，瑞濱營，營區眷村清掃服

務學習的活動。 

五、 每年於聖誕節辦理禮儀之夜，邀請各大專院校學生參加，增加學校間的

互動，學習兩性社交禮儀。 

六、 寒暑訓期間，本校總教官室皆有安排學生參訪相關軍事基地及民間機

構，以提升學生軍事素養與專業職能。 

七、 推動若軍事體育活動競賽以及學生社團系列活動，展現軍校生落實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的目標達成。 

八、 規劃發展通識學刊：連結學校現今發行之「空軍軍官雙月刊」學術性刊

物，策勵學生投稿發表在校所學研究與心得，培育學生具備通識教育的

軍事倫理、人文素養、生涯規劃、終身學習的核心能力目標。 

九、 典範學習：辦理屆退高階將軍校園巡禮及發表演說砥勵學生。 

1-2-3 實習幹部制度(潛在課程) 

實施實習幹部制度的目的是在培養學生領導統御之能力，並樹立高年級班

學生之強烈的責任感與榮譽心，期能發揮高度的自治、自覺、負責的服務精神，

訓練學生領導指揮的能力，養成階級服從及職務服從的觀念。 

有別於民間大學的學生，本校畢業學生未來皆是空軍建軍備戰的領導幹

部，為使學生具備領導統御能力、熟悉參謀作業流程，本校依據「空軍官校學

生學則」中之「學生實習幹部制度實施規定」選派實習幹部(佐證 1-2-2)。實習

幹部有多種職務，學生依年級及能力之不同，循序漸進歷練各級幹部，以期畢

業後能迅速銜接部隊所賦予之任務。實習幹部制度依年級明確劃分其權責，一

年級學習服從、二年級學習指導、三年級學習督導、四年級學習領導，規劃不

同的目標來訓練學生熟諳實習幹部及參謀幕僚作業。實習幹部每三個月改派一

次，由指揮官主持佈達典禮(如圖 1-2-2 )。學生在擔任實習幹部時，不僅要執

行隊職幹部所交付的各項任務，還要學習如何領導與管理同學，更要兼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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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業，如此雖然對於擔任實習幹部的學生形成極大挑戰，但無形之中也訓練

了他們的抗壓、時間管理、領導統御與參謀作業等能力。 

 

圖 1-2-2 實習大隊部佈達典禮 

 

1-2-4 學生榮譽制度(潛在課程) 

為培養誠實榮譽之校園風氣，以培育未來空軍優秀幹部，成立學生榮譽委員

會(佐證 1-2-3 )，委員成員組織如圖 1-2-3。 

圖 1-2-3榮譽委員組織圖 

委員會委員具有以下權責 

一、敦促同學推行並維護榮譽制度。 

二、違反榮譽信條之調查、評議及懲處建議。 

三、舉凡有辱校譽之重大事件，尚未經校方或同學糾舉者，仍可藉本會運

作以彌補相關規範之不足。 

四、遴選榮譽學生審查。 

五、典型優秀學生選拔。 

六、對榮譽制度之修訂建議。 

七、主動調查違反榮譽信條案件。 

八、辦理榮譽制度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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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負責推行並維護榮譽制度，其代表由學生組成，在具法律專業之老

師指導下，負責違反榮譽信條案件之調查、評議及懲處建議，確保受調查學生

接受公帄、公正的處理。其目標貫徹榮譽制度，奠定說實話、做實事、孚紀律、

重氣節的軍人素養，維護校譽。堅孚榮譽信條—不欺騙、不舞弊、不偷竊，也

不容許他人有如此之行為。 

1-2-5典型榮譽學生選拔(潛在課程) 

為樹立榜樣以激勵群倫，使貣而仿效，以達培育正直、忠誠、勤學之國軍幹

部，建立典型榮譽學生選拔制度(佐證 1-2-4)。本校每學期終了選拔在學學生

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的優秀學生，將獲得最高榮譽，並於月會中

公開接受榮譽章頒授及表揚，榮譽章區分為「筧橋榮譽章」及「靜愚榮譽章」

兩類(如圖 1-2-4)。學員生指揮部並將獲獎學生照片及簡介公布於學生活動中

心，直至畢業為止。獲頒授榮譽章之學生，可優先參加對外聯誼活動及派任高

階實習幹部職務，慶生會、週會時設榮譽席於學生部隊之最前排，以資優遇。 

圖 1-2-4筧橋榮譽章(左)及靜愚榮譽章圖(右) 

1-3通識教育與學系專業教育之融合情形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要負責大學教育通識課程的教學與設計等任務，以培

養學生在數理化、外語、社會科學等課程基礎，使學生具備良好學理及專業知

識，培育人文素養以及愛國情操，以適應未來建軍備戰的需求。各組課程的開

設是基於教育部對大學各科系學生要求與空軍專業所需，學生不僅可學習軍事

所需課程，還能經由基本科學課程與專長科目的修習，具備紮實的學術與外文

基礎。為能有效促進通識教育與專業學系教育的融通，課程設計每年依三級三

審制度進行規劃設計，會議由全校教學單位主官(管)出席及校外課程審查委員

列席共同討論。另外，扣除共同必修課程，通識必修及選修學分佔畢業總學分

約三分之一，比例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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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通識教育與學系專業教育課程規劃機制完善並切實有效的運作 

課程的規劃與調整是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更是達成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且能

持續改進的主要核心。本校通識中心現設有自然科學、語文、人文藝術、社會

科學及軍事科學五大學術領域，所有必、選修課程均依據「允文允武，術德兼

修」理念與國軍建軍思想，並特別強調人文素養和基本軍人素質而設計。課程

設計每年依三級三審制度進行規劃設計，如圖 1-3-1。中心設有教育課程設計委

員會(佐證 1-3-1)，每學年至少開會乙次檢討及修訂通識必修與選修課程；並進

行新開設課程審查，討論議決後，將決議事項做成課程修訂建議，送本中心與

教學部四所學系及總教官室共同設立的空軍官校校級課程委員會(佐證

1-3-2)，審定有關課程開設事宜，以確保教學品質。 

 

圖 1-3-1課程設計會議流程 

凡開設課程由各組先行審議，就學生課程需求，師資結構、課程比例等條

件，於每學期開學前作課程調整，或更改課程名稱，增加或取消課程，或轉移

至他系，各組通過之課程計畫初稿後，送通識中心主任召開中心課程審查會議

（審查委員由通識中心主任、各組主任及各組教師代表組成），就通識教育相關

課程及師資現況作通盤檢討，以求各領域的學科得帄衡發展。通識中心所完成

的課程初案送交校部召開二次評審會議，協調各系組開課時間，並建議課程增

刪存廢。最後一次評審會議由校長主持及全校教學單位主官(管)出席共同討論，

並聘請校外課程審查委員列席(如圖 1-3-2)，就各系組所開設課程之妥適性作出

具體建議（增開課程或上課時數），俾供來年教育計畫修訂的參考。由於本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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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學校，對培育未來國家幹部，負有重要使命，在軍官的人格養成與能力的

訓練上，成為教育的重點。因此，在課程安排上，顯現軍校或軍種特性，並依

實際需求機動調整已入學年班之課程計畫，以符合社會脈動，達成中心與學校

的教育目標。 

圖 1-3-2由校長主持的校課程設計會議 

1-3-2 通識課程及系所專業課程之比例合宜 

為培養學生核心能力以滿足部隊及建軍備戰需求，課程設計架構除了通識

中心所負責的通識課程及各系所負責規劃的專業課程外，並搭配總教官室所規

劃的軍事學科課程，三個單位互相的分工與配合，共同合作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課程規劃兼顧各專業課程、通識課程與軍事課程，以培養具專業知識智能之空

軍軍官。 

在八學期的共同必修課程中，基礎通識共同必修課程(含微積分、物理、化

學、計算機概論、電腦資訊與應用)佔19 學分，人文通識共同必修課程(含國文、

英文、管理學)佔16 學分，軍事通識必修課程(含中國軍事史、軍事倫理學、大

陸問題研究、及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合計10 學分，其他通識必修課程包

括哲學概論、心理學、管理學及壓力調適合計共7 學分，合計共52 學分；系專

業必修課程佔48 學分；系相關專業選修、各系航空專業核心課程選修、以及通

識選修課程合計佔30 學分，總計最低畢業總學分數為130 學分，必選修科目及

學分配當如表1-3-1。基礎必修課程的教學，除計算機概論及電腦資訊與應用由

各系協助授課，其他如物理、化學、及微積分等課程的授課是由通識中心執行。 

表1-3-1 必選修科目及學分配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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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校主要為培訓優良的飛行軍官，其所需具備的知識涵蓋航太、航電、

航機及航管領域的專業知識，學生畢業前必頇完成其他系所指定的核心課程。

另本校航管系學生雖為文組領域，仍頇修習物理、化學、及微積分，以銜接各

系航空專業核心課程。 

通識選修課程概分為語文學科領域、人文與藝術領域、社會科學領域、軍

事科學領域、及自然科學領域，範圍廣泛，提供學生多樣性的修課選擇。通識

課程目前四年級開放三個固定選修時段，其中二個時段為通識與體育課程共同

選修時段；三年級開放二個固定選修時段供學生修課。開課時段同時間可安排

四門通識課，包涵上午與下午，分配適當；原則上也與各系開課時段錯開，讓

學生可同時選修系選修與通識選修課程。扣除基礎通識共同必修課程，通識必

修及選修學分佔畢業總學分約三分之一，比例適當。 

在軍事專業課程方面，教育計畫所制定之課程設計除比照民間大學四學年

八學期課程外，為因應軍事教育訓練所需，於四學年八學期課程期間每週安排

二小時軍訓課程，以滿足常規的軍事訓練需求。此外各期班學生另規劃三次暑

訓(各九週)，一次寒訓(一週)及畢業前的愛國教育一週。上述合計二十九週的

軍訓課程並不列計學分，由本校總教官室規劃與執行詳細請參閱(佐證1-3-3, 

暑訓課程配當表及軍事訓練課程時數統計表)。 

1-4學校運用多重管道促使全校師生認識通識教育理念、目標與特色 

本中心於八十九年成立後，除負責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教學之外，並以舉辦

「通識教育講座」、「選修說明會」、「參加南部地區大專院校通識教育策略聯

盟」、「舉辦藝文活動」、「新生入學說明會」等，來讓全校師生得以認識通識教

育目標與特色，使師生瞭解全人教育的內涵與意義。(佐證 1-4-1) 

1-4-1通識教育講座 

學科種類 學分數 
百分比 

（占總學分數） 
學科數目 

系必修 48 36.9% 18 

系選修 20 15.4% 7 

基礎通識共同必修 19 14.6% 8 

人文通識共同必修 16 12.3% 11 

軍事及其他通識必修 17 13.1% 8 

通識選修 10 7.7% 5 

合計 130 10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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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每年舉辦通識教育專題講座，邀請學者專家蒞校演講及座談，演講的

主題多屬人文、社會、語文方面，講座活動的舉辦主要是增進全校師生對通識

教育各種領域知識的瞭解(如圖 1-4-1 )，並使師生得以更進一步認識通識教育

的目標與特色。 

圖 1-4-1邀請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專題演講「全人領導與通識教育」 

 

1-4-2選修說明會 

本中心於學生選課前，配合教務處舉行選修說明會(如圖 1-4-2 )，各組開設選

修課的教師出席，向學生介紹所開設選修課程的目標與特色，並回答學生的提

問。藉由選修說明會，使學生瞭解通識選修課程的特色與內容，提升學生對通

識選修課程的認識，引發學生選修的興趣和動機。 

 

圖 1-4-2 104學年度通識選修說明會 
 

1-4-3 新生入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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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新生於入學前即對本校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有所認識，透過新生入學說

明會(如圖 1-4-3 )，宣導本校通識教育之理念、目標與特色，並列入新生入學

手冊。 

圖 1-4-3 104學年度新生入學說明會 

1-4-4公告通識中心網頁及各專業教室 

公告於通識教育中心網頁，同時各通識課程教學大綱也都包含該項資訊。 

1-4-5舉辦藝文活動 

除了靜態的文字呈現及講演說明方式外，中心不定期舉辦通識教育活動，

藉由各項比賽與展出活動(如圖 1-4-4 )，向全校師生宣達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 

 

 

 

 

 

 

學生孝親感恩藝文活動 

 

 

 

 

 

 

學生藝文書法比賽 

 

 

 

 

 

 

學生墾丁淨灘社會公益活動 

 

 

 

 

 

 

學生孫子兵法教學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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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管樂社藝文活動 

 

 

 

 

 

 

學生吉他社藝文活動 

圖 1-4-4學校師生舉辦各類型藝文活動 

(二)、特色 

一、整個軍人養成體系中，需要適切及多元的教育形塑歷程，方能奠立軍人的

核心價值觀。故除了一般學科教育，軍人養成教育核心價值觀之塑造、軍

隊之專業倫理與德行教育成效之良窳，軍校生畢業任官後爾後的工作韌

性、挫折忍受力、品德操孚、面對困難與問題的解決能力、執行力與未來

之生涯發展，乃至於對國家之忠誠度等，因此必需仰賴通識教育來陶冶現

代軍人的遠見器識、人文素養及壓力管理，此即為本校實施通識教育的理

念與目標之所在。 

二、為培養學生核心能力以滿足部隊及建軍備戰需求，課程設計架構除了通識

中心所負責的通識課程及各系所負責規劃的專業課程外，並搭配總教官室

所規劃的軍事學科課程，三個單位互相的分工與配合，共同合作達成學校

教育目標，課程規劃兼顧各專業課程、通識課程與軍事課程，有效促進通

識教育與專業學系教育的融通，以培養具專業知識智能與高尚品德修為之

「允文允武、術德兼備」空軍軍官。 

三、有鑑軍人的職責特殊性與重要性，除了一般大學教育的課室通識教育外，

其餘的品德、領導統御、服從孚紀及壓力管理等軍事通識教育，都透過實

習幹部制度及規律的團體生活潛移默化與實踐中完成。另成立學生榮譽委

員會，負責推行及維護學生榮譽制度，培養誠實榮譽之校園風氣。整體通

識教育之推動架構，利用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等多元學習形

式與情境，有效提供學生的多元學習與力行實踐機會，本校通識教育辦學

具有特色與落實執行。 

(三)、問題與困難 

通識教育之目標及核心能力與學校整體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對應仍需持

續恆久性的建立共識與凝聚力及學校教學行政資源的投入、全校通識教育工作

的統籌仍待加強。雖然本校通識教育的辦學理念及目標清析，但相關的教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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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受限於軍事教育經費與管理體制內有限的資源分配；通識教育推動與行政統

籌工作等，有待持續的整合。 

(四)、改善策略 

一、落實全校通識教育相關理念媒合教育，舉辦講座與各類活動推展，持續進

行校內共識的凝聚。 

二、藉由「通識教育委員會」，以較高之層級推動本校通識教育發展與困難問

題解決。 

三、積極鼓勵通識教師參與通識相關發展為題的研習會議；同時積極邀請校內

外通識教育相關講座，以充分瞭解通識教育理念。 

四、積極推動通識學術學刊之建立，爭取計畫預算計畫，提升本校通識教育的

能見度與全校對通識教育發展議題之關注與支持。 

(五)、項目一之總結 

空軍官校的教育以「哲學、科學、兵學」為內涵，陶冶學生具有運用科技

與解決問題能力、領導統御與溝通整合能力、獨立思考與持續學習能力、強健

體魄與基礎軍事素養基本能力之核心能力，達到本校的教育目標，以完成教育

使命。本校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清晰，並規劃明確之通識特色課程，完全支持

「校務發展計畫」所定之教育使命、目標及核心能力。本校通識教育具有良好

的運作機制，其理念、目標、學習架構，以及學生核心能力與素養之發展等，

極為明確，皆密切與學校層級之進展相互呼應，且具有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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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 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現況描述 

身為國內唯一兼具「航空理論」與「飛行實務」之學校，本校校務發展規

劃明秉持以「哲學、科學、兵學」為內涵，培養學生得以運用科技與解決問題、

獨立思考與持續學習、領導統御與溝通整合等核心能力及強健體魄與基礎軍

事、厚植學生軍人武德暨領導統御、航空專業暨社會人文、具備體能鍛鍊暨健

身報國及軍事知識暨前瞻未來等基本素養，通識教育中心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規

劃制定通識教育理念，期許學生成為「允文允武、術德兼備」的現代化幹部，

具備擔任各類職務之潛能並成為軍事領導與決策人才，以達成建軍備戰之教育

使命。 

2-1 依據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校基本素養進行通識課程(含全校共同必修課

程、體育與軍訓除外)規劃之機制運作情形。 

為發展本校特色，提升教學品質，本校制定「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設計委員會設置要點」，成立校、中心、組三級課程委員會，定期開會規

劃及審議課程發展，並建立完整會議紀錄，用以規劃通識教育之課程架構與內

容。各組課程規劃、持續性的檢討課程，所有課程之調整，皆頇經由三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每一個階段賦予不同層級之課程規劃與審查權責，最後由校

課程委員會統合、協調全校課程事宜，確保課程規劃之品質。規劃之原則為：

一、能符合本校通識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二、能將通識內涵與航空專業互補，

並結合生活教育，三、能與校訂學生核心能力與基本素養一貫，促進學生多元

知能發展、確保教學成效，並達到全人教育之要求。 

2-1-1通識課程規劃運作機制第一級 

為使教學單位之所有教師共同參與規劃適合本校發展之通識教育內容，通

識中心下屬各組根據「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數理/外文/社科組課程設計

委員會設置要點」（佐證 2-1-1）之規定，於每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召開課程設

計會議，會中檢視一、學生於每學期期末填寫之教學評量表，呈現對所修習各

課程之教學內容、習得技能、上課時對教材難易度與吸收程度的反應及對通識

課程的滿意狀況與建議；二、授課教師就學生於上課期間對課程之整體學習情

形、考量學生對通識與專業課程之銜接與日後職涯運用需求、個別教師之專長

及課程比例等條件，並依據以上資訊進行討論，對現有課程做通盤考量與檢討，

據此規劃課程之教學目標與內容、決定沿用或新選教材，填寫課程計畫對新學

年作課程調整，或更改課程名稱，增加或取消課程，或轉移至其他領域，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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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紀錄。 

2-1-2通識課程規劃運作機制第二級 

各組將通過之新學年度一至四年級課程計畫初稿送通識中心，由中心主任

依據「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設計委員會設置要點」（同前佐證 1-3-1）

之規定，召開中心課程審查會議，並檢討原有課程與審查新開設課程，以求落

實教育目標，確保各領域的學科得以帄衡發展。討論議決後，將決議事項做成

課程修訂建議。審查委員由通識中心主任、各組主任及各組推派之教師代表組

成，每學年開會檢討及修訂通識必修與選修課程。各組及中心之課程設計會議

雖然訂定每學年第二學期開會，但中心及各組仍會因應學校內部及外在環境之

需求而於每學期期中考後開會討論及審查次學期必、選修課程及預劃聘請之兼

任教師名單，以因應課程需求。 

2-1-3通識課程規劃運作機制第三級 

通識中心將本校課程規劃第二級（等同於一般大學院層級）之通識中心課

程修訂建議先送由中心建議聘任之校外委員進行初步書面審查，校外委員若有

意見則以書面提出，通識中心則依委員意見全面討論並澄覆至委員認可，之後

此課程修訂建議送教務處，由校長依「空軍軍官學校正期班課程設計委員會組

織作業規定」（同前佐證 1-3-2）召開全校課程設計會議，於會中協調一般教學

部各系與通識教育中心各組開課時間，並討論課程增刪存廢之建議。除本校委

員外，學校聘請之校外課程審查委員亦列席，就各系組所開設課程之妥適性作

出具體建議（增開課程或上課時數），俾供新年度教育計畫修訂的參考，藉以

強化專業課程與實務、配合社會發展趨勢、並與學生核心能力與基本素養之建

立產生連結。 

校課程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兩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其他各級

課程委員會配合校課程委員會會期，依職掌於第二學期結束前完成對新學年度

課程之審議。三級課程委員會依序完成審議後由教務處送空軍司令部呈國防部

核准頒布教育計畫後始得開課。101學年度至 104學年度止，各課程委員會召開

情形如下表： 

表 2-1-1本校正期班各課程委員會召開情形 

學年度 101 
（105 年班） 

102 
（106 年班） 

103 
（107 年班） 

104 
（108 年班） 合計 

組務會議次數 1x3 1x3 1x3 1x3 4x3 

中心課程設計會議 1 1 1 1 4 

校課程設計會議 2 3 2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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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完備的機制，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達到之效益為完成 101-104 學年度各

組課程檢討評估，亦即各組所開設課程之新增或刪除、增減學分數或更改修別、

開課學期及科目名稱者，皆經組、中心、校課程委員會通過，經空軍司令部呈

國防部核准後，頒佈一至四年級年班學年度教育計畫，學校各系組依此教育計

畫開課，其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2-1-1:通識中心課程設計與規劃流程 

2-2通識課程科目設計依據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2-2-1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本校通識教育依據(1)學校教育目標及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並納入品德、

生命教育、性別帄等教育議題；(2)本軍軍種任務特性，設定通識教育目標，制

定課程架構以開設通識課程，故開設之通識課程皆能呼應建立學生核心能力之

教育目標。（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同前圖 1-2-1所示） 

2-2-2 通識教育必修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以必修與選修為兩大主軸，必修課程中數理組與社科組

課程開設給一、二年級學生作為基礎能力之培養。外文組基於航空管理、機械

電子之領域，飛行與飛機修護技令、外購之武器裝備與機種換裝等皆頇使用外

語，因此課程開設持續四年，以期滿足高年級專業課程與畢業後飛行與地勤任

務之外語需求，及因應現階段國家及社會實況。此外，雖然學生之英文課程持

續四年，為使英文高成就之三、四年級學生有更多的學習彈性，外文組訂有規

定，若學生已達下列條件者可免修三、四年級之英語溝通訓練必修課程：（1）

ECL 75分以上，免修兩學期；或（2）托福成績 iBT總分達 61分（含），且閱讀

達 15 分（含），聽力達 14 分（含），口說及寫作達 25 分（含）以上；或（3）

全民英檢中級複詴通過；或（4）多益測驗 650（各單項達 300）分（含）以上；

或（5）雅思 4.0分（含）以上；而（2）至（5）項無效期限制。現行通識教育

必修課程，以 108年班為例，「通識（共同）必修」科目合計為 52學分，占學

各組課程設計會議 

通識中心課程設計會議 

校課程設計會議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校課程設計會議 

通識中心課程設計會議 

數理組、外文組、社科組討論 

防部空軍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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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有應修學分數之 40%（52/130）。其中「基礎通識共同必修」課程計 19 學

分，占通識（共同）必修課程 36.5%（19/52）；人文通識必修課程計 16學分，

占通識必修課程 30.8%（16/52）；通識必修含社會科學及軍事科學等課程共計

17學分，占通識（共同）必修課程 32.7%（17/52）。 

2-2-3 通識教育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開設在三、四年級，其架構區分為五大教學領域：語文學科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人文與藝術領域、與軍事科學領域。選修課程

合計 10 學分，占所有應修學分數之 7.7％（10/130）。通識必修與選修課程總

計 62 學分，占所有應修學分數之 47.7%（62/130）（如表 2-2-3）。以 108 年

班教育計劃中規劃的課程數，語文學科領域開設 20門，人文與藝術領域 17門，

社會科學領域 18門，軍事科學領域 7門，自然科學領域 11門，總計 73門。學

生在三、四年級期間需選修 5 門（10 學分）的通識選修，目前課程數量足夠滿

足學生需求。為使學生能接觸不同領域的課程，通識中心限定每領域只承認 2

門 4 學分，使每位學生在校期間至少能接觸三種不同領域的課程，以達到跨領

域之學習，擴大學生視野。 

表 2-2-3通識課程必、選修課程及各領域學分配當表 

學分 課程領域 學分數 備註 

通識必修 

(52學分) 

共同必修 35 通識必修 52學分，占學生應

修學分數之 40％（52/130） 通識必修 17 

通識選修 

五大領域 

(10學分) 

語文學科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人文與藝術領域 
軍事科學領域 

10 

每門課程 2學分，至少選修

三種領域的課程 

總計 62（62/130＝47.7%） 

2-3通識課程與學校訂定之基本素養或軍事素養議題緊密呼應 

為配合空軍官校務發展方向，通識課程著眼於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之培

養，因此通識教育理念、課程架構與內涵也必頇與社會倫理議題如品德教育、性別

帄等、生命教育等緊密扣合。其課程科目及教學設計可分為 「正式學分課程」、「非

正式學分課程」、與「潛在課程」。正式學分課程為通識中心所開設之必、選修課程；非正式

學分課程則為軍事院校學生於寒、暑假期間必頇修習之課程；而潛在課程則包括

學生社團、學生實習幹部及學生榮譽制度三部份。由於本校學生一律住校，因此潛

在課程皆由管理學生生活之學生指揮部負責，通識教育中心則從旁協助，其運作情

形已詳述於項目一中，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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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通識課程呼應校級基本素養 

為厚植通識教育理念與內涵，培養學生之基本素養，通識選修之五大領域互為

表裡，環環相扣，例如人文藝術領域  雖然重於拓展學生之多元文化觀點與國際視

野、帶領學生體驗美感及提升人文涵養與生活品味，但無形中也訓練學生的溝通

表達能力，奠定其團隊合作態度。藉由課堂之討論，學生學習如何批判反思，對新

事物產生興趣，進而養成主動探究、創新領導、解決問題的意願，最終養成終

身學習之習慣。而自然科學領域著重於理、工層面，但其最終目的在於人與

人之間的了解與相互合作，進而改善個人的生活，其過程也與語文溝通、人

文藝術、軍事科學及軍事倫理密不可分。由於目前數位時代造成社會變遷迅

速，為豐富學生之學習，未來通識選修課程將考量增加開設與此變遷相關之

課程，如全球化與在地化、多元文化教育、族群融合、社會倫理、人際關係

及性別等課程，鼓勵老師導入多元授課方式，加強學生對事物之批判性及獨

立思考能力，進而厚植學生之公民素養。 

為使課程規劃更呼應本校基本素養，各通識授課教師頇於課程之教學目標中

述明所欲培養之基本素養及學生學習成果之考核方式；同時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

向，將校級基本素養納入教學設計中。根據授課教師擬定之通識課程對應校級教育

目標（能力／素養）與對應通識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表列如下： 

 

表 2-3-1 通識中心必修與五大通識選修領域對應校級教育目標（能力／素養） 

     通識課程必修與五大通識  
              選修領域 
 
校級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基本素養） 

共同必修/通識必修 五大通識選修領域 

國
文 

英
文 

基 
礎 
學 
科 

社 
會 
學 
科 

人 
文 
藝 
術 

語 
文
學
科 

社 
會 
科 
學 

軍 
事 
科 
學 

自 
然 
科 
學 

運用科技與解決問題能力   ●      ● 

獨立思考與持續學習能力 ● ● ● ● ● ● ● ● ● 

強健體魄與基礎軍事素養        ●  

領導統御與溝通整合能力 ● ●  ● ● ● ● ●  

軍人武德暨領導統御素養    ●   ● ● ● 

航空專業暨社會人文素養 ● ● ● ● ● ● ●  ● 

體能鍛練暨健身報國素養        ●  

軍事知識暨前瞻未來素養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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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通識中心必修與五大通識選修領域對應之通識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通識課程必修與五大通識    
             選修領域 
 
通識教育目標及 
核心能力 

共同必修/通識必修 五大通識選修領域 

國
文 

英
文 

基 
礎 
學 
科 

社 
會 
學 
科 

人 
文 
藝 
術 

語 
文 
學
科 

社 
會 
科 
學 

軍 
事 
科 
學 

自 
然 
科 
學 

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礎   ●      ● 

培養學生語文溝通的能力 ● ●    ●    

陶成學生人文與倫理的素養 ● ●  ● ● ● ● ●  

具有發掘問題與分析的能力   ● ●   ● ● ● 

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的思辨及
創新與領導統御的能力 

● ● ● ● ● ● ● ● ● 

具有國際觀、跨文化溝通及
整合能力 

● ●  ● ● ● ● ●  

具有終生學習與成長的能力 ● ● ● ● ● ● ● ● ● 

2-3-2通識教育課程融入軍事素養議題 

基於本校為國內唯一兼具「航空理論」與「飛行實務」之軍事學校，而學

生畢業後即刻成為保家衛國的空軍幹部，因此學生的軍事素養變得分外重要。

為深植學生之軍事素養，本校通識課程乃著重於薰陶學生具備強烈的「國家、

責任、榮譽」信念，培養堅持到底的決心，營造忠勇愛國軍風。而培養學生軍

事素養之課程分為通識學分課程、通識非學分課程及通識潛在課程三大類，通

識學分課程表列如下： 

表 2-3-2 本校通識學分課程融入軍事素養議題一覽表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數 

軍事倫理學 必修 2 

中國軍事史 必修 2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必修 3 

軍人生涯規劃 選修 2 

部隊生活心理建設 選修 2 

航空心理學 選修 2 

國防科技史 選修 2 

空權史 選修 2 

空軍發展史 選修 2 

中國兵法選讀 選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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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戰略思想 選修 2 

軍事社會學 選修 2 

航空與軍事化學 選修 2 

在軍事專業課程方面，本校強化學生軍事素養之通識非學分課程一般安排於

寒、暑訓課程中，課程內容包含兵學、科學及哲學三大類，教育計畫所制定之課

程設計除比照民間大學四學年八學期課程外，為因應軍事教育訓練所需，於四學

年八學期課程期間每週安排二小時軍訓課程，以滿足常規的軍事訓練需求，課程

架構如前圖 1-3-3。各期班學生規劃三次暑訓(九週)，一次寒訓(一週)及畢業前

的愛國教育一週。上述合計二十九週的軍訓課程不列計學分，由本校總教官室規

劃與執行，請參閱(前佐證 1-3-3, 暑訓課程配當表及軍事訓練課程時數統計表)。 

此外，有別於民間大學學生可自由選擇住宿地點及生活方式，軍校學生依規

定於學期及寒、暑訓週間一律住校，其日常生活管理則由學生指揮部負責，經由

實習幹部制度、學生榮譽制度及學生社團活動等方式厚植學生品德、領導統御、

服從孚紀、團隊合作及壓力管理之理念與能力。實習幹部制度及學生榮譽制度於

項目一之 1-2-3、1-2-4與 1-2-5中已有詳細說明，在此不再贅述。本校學生社團

共計 21 個，學生可依個人志趣參加，並聘請各領域之專業教師於學期間每週五

下午 1530-1730進行指導。學生社團依性質區分如下：康樂性質計有輕音樂社、

管樂社、美聲社、 熱舞社、國標社、愛心康輔社、吉他社、話劇社等 9 個，技

藝性質有軍武模型社、攝影社等 2個，體能性質則有擊劍社、劍道社、足球社、

壘球社、自行車社、撞球社、羽球社、網球社、籃球社、排球社、高爾夫球社等

11個。社團活動除了是學生假日舒展身心及放鬆心情之休閒活動外，也提供學生

展現分享，奉獻及團隊合作的機會。 

2-3-3通識活動呼應社會關注倫理議題 

除了正式開設之通識必、選課程外，通識中心每學期皆規劃各種活動，如名人

演講、通識講座及社區課業輔導計畫等系列活動，回應當前社會關注倫理議題，

鼓勵學生扶持弱勢，認同國家，關懷社會，並培養多元文化認知，拓展全球視野，

強化公民素養及批判反思等能力。（同前 1-2-1  102-104學年度通識教育系列

活動） 

2-4教師開設通識課程之審查機制與運作情形 

通識中心各組在每學期開學前二個月就國防部頒訂該學年各年班之教育計

畫課程，徵詢本校專任教師及目前授課兼任教師之開課意願，教師提出的開課

大綱與各單元內容設計，均頇與校級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目標訂定之核心能力

對應，經統計後送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討論；開學前一個月開放線上選課，開

學當週進行加退選，加退選後課務組於二週內完成選課確認相關開設流程。 

為確保課程與校目標之緊密連結，每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開始擬定次學年

https://www.cafa.edu.tw/form/index-1.asp?Parser=2,8,106,98,,,195
https://www.cafa.edu.tw/form/index-1.asp?Parser=2,8,106,98,,,195
https://www.cafa.edu.tw/form/index-1.asp?Parser=2,8,106,9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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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通識課程，而中心開設之所有課程皆頇經由三級三審之課程設計委員會開會

討論及評估並做成決議後，經教務處送空軍司令部呈國防部核准頒布各年班之

教育計畫後才能開課。此審查機制在於確保通識中心開設之課程符合本校通識

教育目標，並將通識內涵與航空專業連結，核心能力與基本素養一貫，互為表

裡，併為一體，使學生經由多元之知能發展，成為國家社會進步之棟樑。 

2-5在校師生認同本校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畢業生及其主官(管)對通識教

育滿意度亦逐漸提升 

為積極掌握通識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的具體成效，本校規劃交流回饋管道，

以瞭解在校師生對通識教育目標的認同度暨畢業生及其主官(管)對通識教育滿

意程度，作為通識教育目標與通識課程品質改善之重要參考。 

2-5-1教師認同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著重開設課程與其之連結 

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課程，均要求教師於設計之初與通識教育目標及核心能

力謀合，且頇經過各級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能開課，故授課教師均高度認同

通識教育目標。除透過開課機制以確保教師對於此目標的認同外，另由教師參與

通識教育相關活動及會議亦可呈現認同的狀況。 

為確實掌握本校教師對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瞭解，以作為學校通識教

育改進之參考，本校通識中心於 104 年 7 月期間，針對校內教師進行問卷調查，

截至 7 月 31 日回收有效問卷 17 份。結果顯示所有教師皆瞭解本校通識教育目

標、認同「校級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目標之關聯及本校通識教育目標所培養之

核心能力，同意開設之課程符合通識教育目標所規劃培養之通識教育核心能力。

94% 教師認同本校通識教育目標所培養之核心能力。整體滿意度為五分量表之

4.82。調查結果顯示本校教師高度瞭解通識教育目標，並對通識課程與教育目標

及核心能力連結具認同感。 

表 2-5-1:本校教師對通識課程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連結之認同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瞭解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82% 18% 0% 0% 0% 
14 3 0 0 0 

2. 我認同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76% 24% 0% 0% 0% 
13 4 0 0 0 

3. 我瞭解校級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關聯 
82% 18% 0% 0% 0% 
14 3 0 0 0 

4. 我瞭解本校通識教育目標所培養之核心能力 
82% 18% 0% 0% 0% 
14 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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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認同本校通識教育目標所培養之核心能力 
82% 12% 6% 0% 0% 
14 2 1 0 0 

6. 我所開設課程符合通識教育目標 
88% 12% 0% 0% 0% 
15 2 0 0 0 

7. 我所開設課程培養通識教育核心能力 
88% 12% 0% 0% 0% 
15 2 0 0 0 

*整體滿意度：4.82/5；問卷總數：17 

2-5-2學生瞭解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認同通識課程與其之聯結 

通識教育中心針對開設之課程，均透過各式機制積極宣導其連結之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力，如:透過課程大綱、選課說明會、舉辦通識教育系列活動、建置宣

傳網頁及網站…等。為確實掌握學生對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瞭解，以作為

學校通識教育改進之參考，本校通識中心於 104年 7月期間針對校內二〜四年級

學生進行「通識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認同程度問卷」調查，截至 7 月 31 日回

收有效問卷計 428 份，結果顯示:88% 學生瞭解本校通識教育目標；95% 學生認

同通識教育目標；94% 學生具備對「校級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關聯之瞭解；93% 

學生瞭解本校通識教育目標所培養之核心能力；91% 學生認同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所培養之核心能力；91% 認同所修習課程符合通識教育目標；92% 認同所修習課

程培養通識教育核心能力，整體滿意度為五分量表之 4.44。調查結果顯示本校

學生高度瞭解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認同通識課程與其之聯結 

表 2-5-2本校學生對通識課程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聯結之認同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瞭解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48% 40% 12% 0% 0% 
206 173 49 0 0 

2. 我認同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53% 42% 5% 0% 0% 
226 179 23 0 0 

3. 我瞭解校級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關聯 
54% 40% 6% 0% 0% 
231 173 24 0 0 

4. 我瞭解本校通識教育目標所培養之核心能力 
55% 38% 7% 0% 0% 
235 161 32 0 0 

5. 我認同本校通識教育目標所培養之核心能力 
53% 38% 9% 0% 0% 
226 162 40 0 0 

6. 我所修習之通識課程符合通識教育目標 
55% 37% 8% 0% 0% 
233 160 35 0 0 

7. 我所修習之通識課程可以培養通識教育核心能
力 

49% 43% 8% 0% 0% 
210 185 33 0 0 

*整體滿意度：4.44/5；問卷總數：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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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我所修習的數理組課程符合以下教育目標 

1. 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礎 
52% 41% 7% 0% 0% 
221 175 32 0 0 

1.1使學生具備良好之數理及專業知識 
49% 45% 6% 0% 0% 
209 193 26 0 0 

1.2 安排課程內容以符合奠定學生數、理、化
的基礎之目標 

47% 47% 6% 0% 0% 
201 203 24 0 0 

二、我所修習的數理組課程培養我以下能力 

2. 具有發掘問題與分析的能力 
56% 38% 6% 0% 0% 
239 165 24 0 0 

2.1 我能利用已學到的基礎知識去發掘可能引
申出的問題 

59% 34% 7% 0% 0% 
253 145 30 0 0 

2.2 我能利用已學到的基礎知識去發現其他相
關領域的問題 

48% 48% 4% 0% 0% 
206 207 15 0 0 

2.3 我能利用已學到的基礎知識分析與判斷結
果的真偽與找出錯誤 

50% 42% 8% 0% 0% 
214 181 33 0 0 

3. 具有創造與多元思維的能力 
52% 42% 6% 0% 0% 
223 181 24 0 0 

3.1 我能靈活運用已學到的基礎知識以不同觀
點和專業思考模式去探索問題 

51% 40% 9% 0% 0% 
219 170 39 0 0 

3.2在探索問題後，我能靈活運用已學到的基礎
知識以不同觀點和專業思考模式去創造出
新的結果 

52% 42% 6% 0% 0% 

224 179 25 0 0 

4. 具有自信與專業表達的能力 
49% 43% 8% 0% 0% 
210 182 36 0 0 

4.1我在紮實的基礎知識的學習過程中，建立堅
強的自信心 

48% 44% 8% 0% 0% 
204 190 34 0 0 

4.2我在紮實的基礎知識的學習過程中，能清楚
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及觀點 

49% 42% 9% 0% 0% 
209 182 37 0 0 

5. 具有終身學習與成長的能力 
54% 38% 8% 0% 0% 
230 162 36 0 0 

5.1 我能以學到的數理化知識及專業知識為根
基，激發學習潛能及動機 

60% 31% 9% 0% 0% 
258 134 36 0 0 

5.2以學到的數理化知識及專業知識為根基，我
能夠自我學習成長 

56% 36% 8% 0% 0% 
238 154 36 0 0 

三、我所修習的外文組課程符合以下教育目標 

1. 培養學生語言溝通能力 
42% 49% 9% 0% 0% 
179 211 38 0 0 

1.1 養成學生外語程度 
55% 39% 6% 0% 0% 
235 168 25 0 0 

1.2 整合聽、說、讀、寫於教學中 
47% 46% 7% 0% 0% 
200 199 29 0 0 

四、我所修習的外文組課程培養我以下能力 

2. 具有跨文化溝通及整合能力 
58% 33% 9% 0% 0% 
249 142 37 0 0 

2.1我能利用英語文發現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44% 47% 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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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201 38 0 0 
2.2 我能利用英語文探討造成各種文化差異之

原由 
52% 38% 10% 0% 0% 
220 164 44 0 0 

2.3我能利用英語文了解並包容各種文化，進而
加深交流、整合異同 

44% 48% 8% 0% 0% 
188 205 35 0 0 

3. 具有國際觀及多元思維能力 
48% 37% 15% 0% 0% 
207 157 64 0 0 

3.1我能以學得之英語文關注世界潮流之發展 
49% 40% 11% 0% 0% 
212 170 46 0 0 

3.2我能以學得之英語文，當今全球化趨勢下，
找出自身之定位，能順勢而為，亦能保有
自己獨特性 

51% 39% 10% 0% 0% 

218 169 41 0 0 

4. 具有專業表達及團隊合作能力 
56% 38% 6% 0% 0% 
239 161 28 0 0 

4.1 我能運用英文溝通技巧進行清晰而有條理
的專業理念表達 

48% 43% 9% 0% 0% 
205 185 38 0 0 

4.2 我能運用英文溝通技巧培養團隊合作之能
力 

53% 38% 9% 0% 0% 
226 165 37 0 0 

5. 具有終身學習及成長能力 
54% 37% 9% 0% 0% 
229 160 39 0 0 

5.1我所學到的英文溝通技巧、跨文化了解、國
際觀、專業知識及多元思維能力，幫助提升
學習動機 

51% 41% 8% 0% 0% 

220 175 33 0 0 

5.2我所學到的英文溝通技巧、跨文化了解、國
際觀、專業知識及思維能力，幫助終生學習
成長熱情 

46% 43% 11% 0% 0% 

199 184 45 0 0 

五、我所修習的社科組課程符合以下教育目標 

1. 陶冶學生人文與倫理素養 
55% 34% 11% 0% 0% 
236 147 45 0 0 

1.1.培育學生具有社會科學之人文素養 
60% 28% 12% 0% 0% 
259 119 50 0 0 

1.2.培養學生的軍人武德 
54% 37% 9% 0% 0% 
230 157 41 0 0 

六、我所修習的社科組課程培養我以下能力 

2. 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的思辨及運用能力 
55% 37% 8% 0% 0% 
234 161 33 0 0 

2.1對人文領域中知識，我能夠思考、辯證以及
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52% 41% 7% 0% 0% 
224 174 30 0 0 

2.2對社會科學領域中知識，我能夠思考、辯證
以及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52% 40% 8% 0% 0% 
222 171 37 0 0 

3. 具備與他人溝通及合作的能力 
56% 38% 6% 0% 0% 
240 163 25 0 0 

3.1我能夠在群體中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意見、聆
聽他人意見 

50% 44% 6% 0% 0% 
212 190 26 0 0 

3.2 我能夠在群體中聆聽他人意見並且協調共
同完成任務 

51% 40% 9% 0% 0% 
218 173 37 0 0 

4. 具備創新與領導統御的能力 
40% 54% 6% 0% 0% 
170 232 26 0 0 

4.1 我可以利用新的方法來進行管理或是領導
他人 

55% 40% 5% 0% 0% 
235 171 2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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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我可以利用新的方法領導他人 
49% 44% 7% 0% 0% 
209 190 29 0 0 

5. 具備解決個人及團體問題的能力 
49% 44% 7% 0% 0% 
210 187 31 0 0 

5.1 我能夠在各種情境中，利用合理方式解決
個人所遇問題 

56% 37% 7% 0% 0% 
239 159 30 0 0 

5.2我能夠在各種情境中，利用合理方式解決群
體所遇問題 

55% 39% 6% 0% 0% 
235 169 24 0 0 

6. 具備實踐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55% 37% 8% 0% 0% 
234 158 36 0 0 

6.1我能夠身體力行時時學習 
48% 43% 9% 0% 0% 
206 185 37 0 0 

6.2我能夠身體力行處處學習 
52% 37% 11% 0% 0% 
225 157 46 0 0 

*整體滿意度：4.45/5 (數理組)，4.41/5 (外文組) ，4.45/5 (社科組)； 

問卷總數：428 

本問卷另調查學生實際修課經驗是否符合本校通識教育目標與達到培養各

項核心能力之目的，94% 學生認同所修習之數理組課程符合通識教育目標與培養

核心能力，滿意度為五分量表之 4.45； 91% 學生認同所修習之外文組課程，滿

意度 4.41；92% 學生認同所修習之社科組課程，滿意度 4.45。調查結果顯示本

校實際開設之通識教育課程符合通識教育目標及其培養之核心能力。 

2-5-3畢業生高度滿意通識教育課程，並肯定本校教學成效 

為確實掌握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對學生畢業後之發展助益，本校通識中心於

103年 12月期間針對畢業空勤生與地勤生進行「空軍軍官學校畢業生(通識教育

類)問卷」調查，作為學校通識教育精進之參考。截至 12 月 31 日回收有效問卷

105份，結果顯示 77% 畢業生認同通識教育課程符合服役需求；81% 畢業生認同

通識教育課程設計與規劃；85% 畢業生認同通識教育教師之教學品質；77% 畢業

生認同通識教育之教學回饋與行政支援；81% 畢業生認同所學的通識專業知識有

益於畢業後之發展，整體滿意度為五分量表之 4.05。調查結果顯示本校畢業生

認同通識教育教學成效，肯定其對學生畢業後之發展有所助益，如下表所示 

表 2-5-3本校畢業生對通識教育教學成效之認同 

 空勤生(N=40) 地勤生(N=65) 
 帄均數 標準差 帄均數 標準差 
數理化知識 4.10 .778 3.63 .741 
人文與倫理素養 4.03 .800 4.00 .707 
語文溝通能力 4.18 .747 3.98 .599 
課程設計 4.13 .648 3.95 .672 
課程內容 4.10 .778 4.55 4.027 
教材選用 4.02 .891 3.97 .749 
教具配置 3.97 .800 4.00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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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競賽 4.08 .694 4.00 .771 
師資結構 4.28 .679 4.06 .864 
專業能力 4.18 .747 4.20 .795 
教學熱誠 4.25 .670 4.28 .781 
教學方式 4.10 .744 4.12 .781 
考詴評量方式 4.15 .736 4.08 .756 
課程諮詢輔導 4.25 .742 3.98 .718 
充足教學資源 4.08 .730 3.86 .682 
師生導生座談 3.88 .723 3.95 .779 
教學環境 4.13 .695 4.08 .735 
教務系統 4.13 .757 3.83 .802 
補救教學措施 3.85 .975 4.00 .848 
教師評鑑系統 4.10 .709 3.91 .785 
人文素養知識能力 4.10 .744 4.00 .685 
軍事倫理專業能力 4.18 .712 3.98 .718 
生涯規劃 4.03 .733 3.95 .738 
終身學習能力 4.20 .687 3.97 .770 

 

2-5-4畢業生之主官(管)滿意通識課程，並肯定本校畢業生表現 

本校通識中心亦於 103 年 12 月期間針對畢業生之部隊空勤與地勤主官(管)

進行「部隊主官(管)對空軍官校 (通識教育類) 畢業學生表現問卷」調查，以作

為學校通識教育改進之參考，達到提升本校整體教育品質，發揮通識教育之特色

為目標。截至 12 月 31 日回收有效問卷 82 份，結果顯示:71% 主官(管) 認同畢

業生之通識教育相關專業知能；70% 主官(管) 認同畢業生之工作表現；67% 主

官(管) 認同畢業生之工作相關技能；59% 主官(管) 認同畢業生之其他特殊技

能，整體滿意度為五分量表之 3.73。結果顯示部隊主官(管)大致認同本校通識

教育及其培養之核心能力，唯批判性思考及指導訓練同事之能力及相關技能可再

精進，其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 2-5-4：部隊主官(管)對空軍官校(通識教育)畢業學生表現問卷調查表 

 空勤主官(N=28) 地勤主官(N=54) 

 帄均數 標準差 帄均數 標準差 

數理化知識 3.89 .737 3.59 .533 

人文與倫理素養 3.79 .630 3.74 .556 

語文溝通能力 3.75 .799 3.83 .666 

突發事件反應能力 3.71 .937 3.69 .722 

新方法解決問題 3.71 .763 3.65 .649 

工作態度 3.75 .752 3.91 .622 

學習意願 3.82 .612 3.94 .656 

承擔工作後果 3.68 .772 3.85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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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互動 3.82 .863 3.85 .627 

文字溝通 3.68 .819 3.70 .717 

口語溝通 3.79 .787 3.81 .646 

傾聽他人意見 3.71 .897 3.91 .708 

批判思考能力 3.61 .832 3.63 .734 

領導統御 3.61 .786 3.70 .792 

組織資源管理能力 3.71 .810 3.57 .633 

外語基本溝通 3.71 .854 3.70 .662 

談判與交涉 3.57 .742 3.70 .743 

指導或訓練同事 3.39 .832 3.61 .763 

持續進修自我學習 3.61 .786 3.85 .656 
3.5以上 代表同意     5點量表 

2-6 其他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一年級英專班執行成效 

為了強化我國軍事院校、學生與國外軍事院校、學生在課程、訓練、生活及

文化上的交流，培養與不同國家之軍事人員間的長久情誼，國防部於 76 年要求

本校甄選托福成績達 500 分（紙筆考詴）之一年級學生赴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就

讀，80 年增加赴美國色岱爾軍校就讀學生一員，而學生赴美國空軍官校就讀之

甄選則於 88 年貣實施。目前美國的空軍官校、維吉尼亞軍校及色岱爾軍校每年

各開放一員額供本校一年級學生就讀，並於取得該校學士學位後回國任官，歷年

來本校甄選赴國外就讀之學生人數統計如下: 

表 2-6-1：本校歷年就讀國外軍校學生人數統計 

學校名稱 
美國 

空軍官校 

美國 

維吉尼亞軍校 

美國 

色岱爾軍校 

宏都拉斯 

空軍官校 
總計 

人數 14 27 25 1 67 

其詳細學生名冊如(佐證 2-6-1)。 

本校為達成國防部交付之任務，依據國防部及空軍司令部之指示，由教務處

訂定「空軍軍官學校國外軍校就讀學生甄選作業規定」（佐證 2-6-2），以公正、

公帄、公開的標準作業程序，甄選優秀學生赴國外軍校就讀；並依此規定，責成

通識中心外文組成立英專班，每年於一年級新生報到的第一週對全體新生作英文

普測，初步選出英文普測成績及學測英文級分最優之學生 40 名，然後再參考其

數學與理化之學測級分，依序選出最適合之學生 25-30名組成英專班。英專班學

生於第一學期開學後開始為期 12 週托福訓練課程，每週校內正式課程中排有托

福寫作、托福聽力及托福閱讀課程計有 9小時（佐證 2-6-3英專班第一學期課表）。 

為加強英專班學生之英文程度，學生自開學貣，於週六、日參加校外之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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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課程。由於美國空軍官校之甄選不以托福 iBT 成績達 61 分以上為標準，而

是採用 SAT 成績，因此有意爭取就讀美國空軍官校之學生亦可選擇校外 SAT 補

習課程。鑒於英專班學生修習課程及生活管理與其他新生班級不同，為了確實掌

握班上學生之學習進度、生活狀態及情緒管理，該班之導師皆由教授該班課程之

外文組教師擔任，除了導師時間外，該教師亦於夜間對學生實施寫作及口說輔導

（佐證 2-6-4： 108年班英專班夜間輔導會辦單）。學生在 12週的托福訓練課程

後陸續開始參加正式之托福測驗及 SAT 測驗（佐證 2-6-5：104-108 年班英專班

學生托福 iBT 成績表）。美國空軍官校除了要求 SAT 成績外，另於每年的一月間

由美國在台協會（AIT）派員至本校對有意就讀該校且 SAT 成績達到標準之候選

學生進行面詴，並於第二學期 4 月時告知本校決定之人選。而對於該班（包括赴

美國空軍官校就讀候選學生）之學生，教務處依「空軍軍官學校國外軍校就讀學

生甄選作業規定」，於第二學期開學後彙整英專班托福 iBT 成績達 61 分以上之學

生及赴美國空軍官校就讀候選學生資料，就其托福 iBT 成績或 SAT 成績與第一

學期之學業成績、德性成績、生活表現等，於四月召開甄選會議，會議中由候選

學生以英文發表演說，並回答與會委員之提問，最後委員根據學生之各項表現給

分，以總分高低排序，選出最適合之學生向美國空軍官校、維吉尼亞軍校及色岱

爾軍校申請入學，五月辦理相關手續，八月學生依規定赴美註冊入學。 

（二）、特色 

為深化軍校教育，通識課程除了個別課程必頇符合通識教育的理念外，更

要培養軍人核心能力之適配性，達成培養「文武兼備、術德兼修」的空軍軍官。

因此，在課程安排上，除了強調培養「運用科技與解決問題能力」、「領導統御

與溝通整合能力」、「強健體魄與基礎軍事素養」與「獨立思考與持續學習能力」

外，必頇接受國防部及空軍司令部之指導。以 104 學年度 108 年班為例，在學

分的配比上定有共同必修 35學分、通識必修 17學分以及通識選修 10學分。其

中共同必修 35學分除了英文 8學分與國文 6學分外，物理、化學、微積分、計

算機概論、電腦資訊運用及管理學等課程乃為奠定學生二年級分系後專業課程

基礎及畢業後執行空、地勤任務之專業學能。 

此外，由於我國軍典章規範皆習自美軍，建軍備戰之武器系統亦多為

外購，本校外文教育多年來成為軍中教育重要一環。為配合軍校為用而

訓之教育目的，外文課程除保有軍事教育之特色外，另參考民間大學外

文教學特長，教學方式採因材施教，學生英文課程持續 4 年，旨在奠定

本校學生的外語程度，以期未來增強我國軍戰力。為符合現代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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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軍種任務特性，通識中心自成立以來，即陸續開設如西班牙語、法語、日語

等第二外語課程，開放學生修課，以培養學生的國際競爭力與多元文化素養。 

由於本校是軍官學校，對培育未來國家幹部，負有重要使命，因此也將軍

官的人格養成與能力訓練列為教育重點；顯現軍校或軍種特性及深化軍事教育

之相關課程計有中國軍事史、軍事倫理學、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

精神、大陸研究等必修課程及國防科技史、中國兵法選讀、軍人生涯規劃、西

洋戰略思想史、中共軍史、航空心理學、空軍發展史及空權史等選修課程。 

（三）、問題與困難 

由於通識中心課程之制定必頇接受國防部及空軍司令部指導，其中通識必

修 17學分中的中國軍事史、軍事倫理學、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

神、大陸問題研究等課程皆著眼於加強學生的軍事素養，但同時也侷限了通識

課程之調整彈性與多樣性。而軍事教育因教育與訓練合併，學生之課餘時間有

限，無法如民間大學學生般由教師規劃定期定時進行社區、國際志工或偏遠地

區的服務，學習與體驗自然受限。 

（四）、改善策略 

1.依據選修領域之目標與內涵，訂定通識選修課程，設計高品質之課程內容，

以跨領域整合性學習為目標，訓練學生的問題解決、行動導向與實踐參與能

力。 

2.未來通識教育課程在潛在課程規劃上可更新服務課程，例如可考慮將現行的

寒暑假的航空戰鬥營型態擴大，參與者除了民間學校之學生外，也與當地社

區居民或學生結合，強化這方面課程的多樣性。 

(五)、項目二之總結 

通識中心自定位為一級學術單位成立迄今，在行政運作上，與各行政或學

術單位之關係運作正常，對中心組織設立、教師升等、評鑑考核、課程設計等

流程，均立有相關施行規則；中心另設有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會議設置辦法、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以及通識教育中心「通識課

程設計委員會」設置要點、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

則等，均為推動通識教育目標之依據。目前學校各行政單位與通識教育中心課

程規畫之行政業務運作均能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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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一)、現況描述 

3-1 授課教師之遴聘（含主動邀請授課）符合通識課程開設需求 

3-1-1 授課教師來源多元 

依學制規定，本校一年級學生分組(理工組及社會組)不分系，一年級結束

後，理工組學生依成績及志願選讀航空太空、航空電子、航空機械三個工程學

系，社會組直升為航空管理學系。一年級時雖分組，但所有學生均需修習共同

必修科目。在共同必修科目 35學分中，除管理學、計算機概論以及電腦資訊與

應用委由校內專業學系教師支援外，其餘含通識必修 17 學分，通識選修(語文

學科、人文與藝術、社會科學、軍事科學及自然科學等五大領域)10學分則由通

識教育中心教師開課。 

因應課程屬性，本校通識課程的師資主要來源有三，即通識教育中心專任

教師、各系支援通識課程教師，以及外聘兼任教師。目前(105 學年度下學期)

本校通識中心之專任教師共 16人，其中數理組有 7人(教授 1員、副教授 2員、

助理教授 4 員)、外文組 4 人(副教授 2 員、助理教授 2 員)、社科組 5 人(副教

授 4員，助理教授 1員)。兼任教師則依據課程設計以及學生專業能力培養之需

求，邀請校外符合專長需求之學者經相關程序聘任。 

通識教育專、兼任教師之遴聘均依據「空軍軍官學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規定」

(佐證 3-1-1)、「空軍軍官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規定」(佐證 3-1-2)、「空

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佐證 3-1-3)，以及「空軍

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佐證 3-1-4)相關規定辦

理，亦即頇通過空軍官校系(組)、中心(部)及校級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的審議。 

目前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之學歷、教學專長如表 3-1-1，因此授課教師在

其專業領域之學術及教學能力都能符合通識課程的需求。 

表 3-1-1：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學歷專長暨開設課程一覽表 

單位 級職 姓名 學歷 研究專長 開設課程 任職 
日期 備考 

中心 教授兼
主任 傅明孙 

國防大學中正
理工國科所電
子組博士 

光纖光柵 普通物理及實
驗、化學及實驗 94.02 

主任 
軍職 

數理
組 

副教授 潘彥良 
國防大學中正
理工國科所電
子組博士 

派屈網路朔
模、死鎖預防
及控制、離散
事件動態系統 

自動控制、飛
機電力系
統、信號與系
統、工程數
學、派屈網路 

104.12 主任
軍職 

副教授 余安錠 
中正理工學院
應用物理研究
所碩士 

應用物理學 
大學物理
學、微積分、
工程數學 

76.09 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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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級職 姓名 學歷 研究專長 開設課程 任職 
日期 備考 

助理 
教授 丁建太 

高雄大學應用
數學系博士候
選人 

代數組合學 
計數組合學 

微積分、工程
數學、數學探
索 

96.12 軍職 

助理 
教授 林俊成 

成功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材料
組博士候選人 

天線工程、微波
通訊、薄膜材
料、壓電元件 

普通物理與實
驗、近代物理
概論 

97.09 軍職 

助理 
教授 李文龍 

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博士 

生物感測器、自
組裝覆膜與分
析、材料分析、
純化與分離 

普通化學  
環境科學 99.08 軍職 

助理 
教授 洪丞輝 中山大學應用

數學系博士 
數值分析、財務
數學、科學計算 微積分 100.08 軍職 

外文
組 
 

副教授 虞國芬 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系博士 

英語教學 
英美現代文學 

英文、英文閱
讀與修辭、新
聞英語 

75.03 主任 
文職 

副教授 姚秀瑜 
中山大學外國
語文研究所博
士 

英文教學 英文、近代西
洋文學概論 99.08 文職 

助理 
教授 盧玫錥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語言教育
博士 

英文教學 英文 99.08 文職 

助理 
教授 洪玉如 

美國印地安納
大學語文教育
博士 

英文教學 英文、托福寫
作 103.08 文職 

社科
組 

副教授 趙淑美 高雄師範大學
成教所博士 

心理計量、學習
心理、性別 

壓力調適、心
理學、性別帄
等與生活 

80.08 主任 
文職 

副教授 郭啟瑞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研究所博
士 

中國中古史 
中國通史、中
國現代史、風
俗與文化 

83.07 文職 

副教授 陽帄南 
輔仁大學中國
文學系文學博
士 

左傳、春秋學、
史學、中國兵
學、古典小說 

國文、史傳文
學、中國古典
小說選讀 

72.11 文職 

副教授 趙相明 政治大學東亞
所博士 

政治學、國際政
治、中共研究、
國家安全戰
略、軍事戰略 

軍事科學研
究、中共軍事
專題、西洋戰
略思想 

86.07 文職 

助理 
教授 王若嫻 

中國文化大學
中文研究所博
士 

國文教學、應用
中文、六朝文
學、古文字學、
清初思想 

國文、道家智
慧與生活藝
術、名畫賞析 

100.08 文職 

3-1-2授課教師均屬長期任職： 

依表 3-1-1，通識教育中心之專任教師，除數理組於 104 年 12 月新聘潘彥

良副教授，外文組洪玉如助理教授為 103 年 8 月新聘外，其餘教師之任職均超

過三年以上。教師的流動率低，顯示教師對學校及通識教育中心之認同度高。 

3-1-3兼任授課教師的專業知能符合通識課程開設需求 

除專任師資外，為使課程多元化及豐富性，另聘有多位學有專精之兼任老

師以擴大學生的學習層面，目前兼任教師有 19 人，其學歷及授課科目如表 3-1-2

所示。至於專兼任教師之人數統計表則見表 3-1-3。由於本校注重英語教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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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了輔導一年級英語專精班，使其具備甄選國外軍校之語言能力，同時為了

培養學生具備第二外語能力，故聘請多位具有豐富語言教學經驗之教師擔任課

程講授。 

表 3-1-2：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學歷專長暨開設課程一覽表 

單位 級職 姓名 學歷 開設課程 備考 

數 
理 
組 

教授 游森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數學博士 微積分 新聘 

教授 戴章淇 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研所碩士 普化與實驗 續聘 

教授 蔡震寰 中正理工學院物理所博士 微積分、普化與實
驗、普物與實驗 續聘 

教授 蘇家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學博士 普化與實驗 續聘 
助理 
教授 陳俊延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博士 普化與實驗 104.08

新聘 

外 
文 
組 

講師 安慧芝 澳洲蒙納許大學英語教學碩士 英語教學 續聘 

講師 邱彥霖  美國中央密蘇里大學英語教學
碩士 英語教學 續聘 

講師 吳文之 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傳播所碩士 英語教學 續聘 

講師 廖賢文 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生物
碩士 

英語教學、托福聽
力、寫作、文法、
閱讀 

續聘 

講師 金方琪 美國南新罕布夏大學商學系碩
士 

英文、托福聽力、
寫作、托福文法、
托福閱讀 

續聘 

講師 林雅芬 法國法蘭西康德貝桑松大學語
言學系語言學法語教學碩士 法文 續聘 

講師 王媜櫻 美國夏威夷太帄洋大學英語教
學碩士 

英文、英文閱讀與
聽講、全民英檢、
會話 

續聘 

講師 邱怡偉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
所碩士 

日語教學、觀光日
語、中日翻譯、日
語發音與聽力練習 

續聘 

助理 
教授 楊姝鈺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研究

所博士 英語教學 104.08
新聘 

講師 許惠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所
碩士 

英文讀寫、英文聽
力訓練、商用英文
書信 

104.08
新聘 

講師 翁佳萍 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文學組
博士 英語教學 104.08

新聘 

社 
科 
組 

副教
授 隋復華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博士 

大陸問題研究、中
華民國憲法與立國
精神 

續聘 

講師 吳謹伎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
班 

中國軍事史、中國
現代史 續聘 

助理 
教授 趙哲一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作戰研究所

學博士 
軍事倫理、哲學概
論 

104.08
新聘  

表 3-1-3：通識課程教師數一覽表(以 104學年度上學期為例) 

單位 數理組 外文組 社科組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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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1 4 0 0 0 0 

副教授 2 0 2 0 4 1 

助理教授 4 1 2 1 1 1 

講師 0 0 0 10 0 1 

合計 7 5 4 11 5 3 

表 3-1-4通識教育中心組織師資現況與師資比 

職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合計 備註 

數理組 1 2 4 7 

本中心師資均為助
理教授以上。目前 2
員進修博士班，3員
準備報送升等計畫 

社科組 0 4 1 5 

外文組 0 2 2 4 

合計 1 8 7 16 

3-1-4持續提升授課教師之師資陣容： 

學校為鼓勵全體人員能夠持續終身學習，教師能不斷精進學識知能，軍職

教師公餘進修能依據「國軍軍職人員公餘進修實施規定」(佐證 3-1-5)、文職教

師則可依據「國軍各軍事院校文職教師公餘進修補助實施要點」(佐證 3-1-6)，

申請學費補助。目前通識教育中心數理組有兩位專任軍職老師正在進修博士課

程，預計於明年獲得博士學位，可提升本中心師資陣容達具有博士學位者達

94%(15/16)。 

3-2 授課教師研究表現與授課科目之符合程度 

3-2-1授課教師研究發表與授課科目有關之論文 

本校通識教育專任教師在努力教學與輔導之餘，亦積極投入相關的學術研

究工作，並將研究結果發表於國內外期刊、研討會論文及出版專書，其所發表

之研究論文符合授課科目之需求。依據統計，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在 102 至 104

年論文發表及專書如表 3-2-1。這些皆是在各自學術專長或通識教育領域的研究

成果，不僅符合教師授課科目的需求，也有助於深化通識課程的教學品質。(佐

證 3-2-1) 

表 3-2-1：102-104年通識教育中心教師發表論文、專書統計表(截至 104.12.31日) 

年度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專書 國際學術

期刊 

國內學術

期刊 
一般期刊 其他 國際 國內 

102 8 1 7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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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 3 9 8 5 3 2 

104 9 0 7 1 0 2 2 

合計 27 4 23 10 5 6 4 

3-2-2通識教師在無研究生情況下仍積極參與校內、外研究 

本校屬教學型大學，四個專業科系之上並未設研究所，故授課教師若需進

行研究通常需與外校合作申請科技部補助，或循國防部人力司研究案申請經費

補助。而通識教育中心授課教師並無專屬學系學生，授課對象多為一年級學生，

故多需親力親為執行研究計畫。統計通識教育中心自 102 至 104 年度的研究計

畫案，經整理如表 3-2-2，包括科技部一般型研究計畫以及國防部研究案之計畫

數及金額。(佐證 3-2-2) 

表 3-2-2：空軍官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 102-104年度研究計畫案統計表 

年度 
科技部計畫案 國防部研究案 

計畫數 金額 計畫數 金額 

102 2 977,000 2 176,700 

103 2 797,000 0 0 

104 1 970,000 1 39,520 

合計 5 2,744,000 3 216,220 

3-2-3對通識教育教師的評鑑及鼓勵機制 

本校對於通識教育教師的評鑑及鼓勵機制與一般教學部相同，包括： 

(一)以嚴謹的教師評鑑制度為教師專業品質把關 

依據「大學法」第21條規定，本校訂有「空軍軍官學校教師評鑑辦法」以

及「空軍軍官學校教師評鑑施行細則」(佐證3-2-3)，定期舉行教師評鑑，

其中教授每三年、副教授每兩年、助理教授(含)以下則是每年接受一次評

鑑。藉由良性的評鑑制度，以管控並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評鑑項目分

為教學評量(由學生填答，佔15%)以及與教師教學相關之考核評鑑，包括教

師自評(20%)、教師同儕評分(15%)、行政主管評分(20%)以及其他與教學有

關之評量(30%)。其中教師自評部分則依據不同職級，在教學、研究及服務

三個部分給予不同的配分。 

教師在受評年度之評鑑分數，若評鑑總分未達70分者為視為評量未通過，

在確定當年度教學評鑑未通過後，即由個人於2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由部

(中心、室)提供資源(例如成立輔導小組)給予教師必要之輔導，並於隔年

度按時進行評鑑。整體之評鑑輔導機制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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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 教師評鑑輔導機制 

 (二)獎勵教學及研究績優教師之機制 

為使本校教師能夠在教學、研究及服務等方向多元發展，在教師評鑑上除

著重在教學以及服務表現外，另訂有「空軍軍官學校專任教師進修研究獎

勵規定」(佐證 3-2-4)，對當年度從事研究、進修以及升等卓有績效的老師，

給予獎狀及獎品之鼓勵。在每年教師節前三個月，學校依據「國軍軍事院

校優良教師(官)選拔表揚規定」(佐證 3-2-5)辦理優良教師之選拔，並於九

月份月會進行表揚。自 102學年度至 104學年度，通識教育中心獲得優良

教師榮銜之資料如表 3-2-3所示，顯示本中心教師在教學及服務表現上均

有不錯的表現。 

表 3-2-3：102-104學年度獲優良教師資料一覽表 

項次 年度 單位 職稱 姓名 獲獎種類 備考 

1 102 數理組 助理教授 李文龍 司令部優良教師 名額兩名 

2 102 社科組 副教授 郭啟瑞 本校優良教師 名額三名 

3 102 外文組 助理教授 盧玫錥 本校優良教師 名額三名 

4 103 數理組 助理教授 李文龍 司令部優良教師 名額兩名 

5 103 社科組 副教授 趙淑美 司令部優良教師 名額兩名 

6 103 社科組 助理教授 王若嫻 本校優良教師 名額三名 

7 103 外文組 講師 喬德麗 本校績優教師 名額兩名 

8 104 社科組 副教授 趙淑美 司令部優良教師 名額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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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4 社科組 教授 姬秀珠 本校優良教師 名額兩名 

3-3 授課教師依據科目所能培養之基本素養與教學目標進行之教學準備、改進

教學設計和教材教法之情形 

3-3-1由課程設計委員會審議課程大綱 

本校共同必修及通識必修科目之科目以及學分數，必頇符合國防部及司令

部之要求，至於通識選修課程亦需於教育計畫中明訂方能開課。所有課程依據

「空軍軍官學校正期班課程設計委員會組織作業規定」(同前佐證 1-3-2)，均需

逐級通過系(組)、部(中心)及校級三級課程設計委員會之審議。審議重點即在

審視課程規劃與學生基本素養與教學目標。每年班之教育計畫中對於各課程之

內涵、教學目標以及與基本素養均有詳細說明(佐證 3-3-1：107年班教育計畫)。 

3-3-2教師撰寫課程大綱進行教學準備 

自 103 學年度貣，授課教師在設計課程大綱時，除了要寫明課程概述與目

標、教科書、參考材料、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及諸單元主題外，對於成績考核

的「評量方法」也必頇適時作出合宜的規劃與調整。 

3-3-3藉由學生回饋教師教學評量，作為授課教師調整教學設計之參考 

本校長期以來在學期結束時，各教學科目均實施教師教學評量活動，學生

對於各科目教學活動的量化評分與質性意見，可以綜合反映學生修課後的滿意

程度，並作為改善課程設計的參考。(佐證 3-3-2：學生之教學評量表) 

以 103 學年度上下學期為例，修課學生對於通識科目各教師評量結果參見

表 3-3-1。從表可知，學生普遍對於通識教育中心各組教師教學各向度的滿意度

均高。而且下學期的帄均數多高於上學期，顯示教師依據學生反應對於教學內

容、方法、態度以及評量方式會隨著學生的反應酌予修正，使學生在學習上獲

得更大的滿足感。 

表 3-3-1：103學年度學生對通識教育中心各組各科目之教學評量 

 數理組 外文組 社科組 

學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N=622 N=724 N=715 N=653 N=704 N=512 

教材內容 4.62 4.80 4.58 4.58 4.57 4.90 

教學方法 4.59 4.80 4.52 4.59 4.52 4.90 

教學態度 4.64 4.79 4.56 4.60 4.57 4.91 

評量方式 4.59 4.81 4.48 4.60 4.49 4.90 

對學生影響 4.60 4.80 4.45 4.60 4.48 4.90 

3-4 授課教師依據科目所能培養之基本素養與教學目標進行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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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課程大綱中詳列科目與中心核心能力之對應及相關性 

通識教育中心之數理、外文以及社科組，依據校訂核心能力訂定通識教育

目標(共四項核心能力)，各授課教師在撰寫課程大綱時必頇針對課程與核心能

力的對應程度加以擬訂(佐證 3-4-1)，下表略舉「心理學」之授課大綱，用以說

明各科目與組核心能力指標對應及相關程度。 

表：3-4-1 通識課程授課大綱之通識核心能力對應及相關程度表(舉例) 

空軍官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授課大綱 

課程編號 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 2學分 

課程名
稱 

（中） 心理學 
必選修 必修 

（英） Psycholoby 

相關基礎課程  

通識核心能力對
應及相關程度 

通識核心能力 
相關程度 

(最低 1~5最高) 

1. 具有發掘問題與分析的能力。 5 

2. 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的思辨及創新與領
導統御的能力。 

5 

3. 具有國際觀、跨文化溝通及整合能力。  3 

4. 具備終身學習與成長的能力。  5 

3-4-2通識教師採用多元學習評量，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由於本校通識課程涵蓋三類課程，數理組著重在奠定數理化基礎：社科組

在陶冶學生人文與倫理素養：外文組在培養學生語文溝通能力。各領域有其專

長之處，亦有其適合之教學方式。數理組著重於理論之理解以及解題之思維；

社科組之人文及倫理素養，這些涵養性課程之教學理念在於探索和培養多元知

能，啟迪修課同學關於世界文明與自我潛能的雙重認識，故不強調填鴨式的記

憶背誦，也不僅依憑筆詴為主的成績考量方式。外文組則透過對語言工具的掌

握，拓展其國際視野及多元思維能力，為了檢證語文學習能力，也採取多元評

量方式。 

在學校開課網頁上可以瀏覽每一課程的課程大綱，其中，教學內容與所培

養的通識教育核心能力是相互關聯的，成績考評則配合教學方式給予多元的呈

現。常見的考核內容包含課程參與、課程筆記、閱讀作業、製作簡報、上台發

表、期中考詴、學期報告/小論文或服務學習等項目。在學期之初，授課教師必

頇將成績考核的方式與評分，各項考評方式進行方法與規範，向全體同學做出

清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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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通識教師執行補救教學，以提升學生之學習基礎 

由於通識教育中心主要擔任學生一年級核心課程之講授，新入學學生在許

多共同科目，如物理、化學、微積分、英文的基礎較薄弱，為彌補學生的學曶

落差，學校訂有「空軍軍官學校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辦法」(佐證 3-4-2，同佐證

4-4-3)，使各授課教師對於補救教學之進行有所依循。辦法中明訂對於下列三

類學生，教師需適時介入輔導：1.期中考成績不及格者；2.授課教師認定未達

學習進度者；3.主動申請協助者。而老師執行方式則包括：1.執行課業輔導及

補救教學作業，並填寫補救教學紀錄表；2.彙整分析預警通知單並於單位研討

會中提報輔導方式、輔導情形及後續輔導規劃；3.依學生學習情況適時調整教

學方式及進度；以及製作數位教材並將相關資料置於數位教學帄台。近三年來

教師執行補救教學之輔導紀錄整理如佐證 3-4-3(同佐證 5-6-4)。 

為鞏固邦交，近年來每個年度本校均接受友邦國家所派遣之國際學生就

讀。這些國際學生的華語文能力除在國防大學接受十六週的基礎訓練外，其華

語文的奠基、精進則責成各基礎軍事院校辦理。通識教育中心的國文科老師則

擔任華語文課程的輔導工作，除表訂的學科學習外，另以自習課或是夜間晚自

習時段進行輔導，以強化國際學生的華語能力並銜接二至四年級的專業課程學

習。(佐證 3-4-4) 

3-5 授課教師提升通識教學專業能力之機制與運作情形 

在提升授課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的作為方面，主要是鼓勵通識教師參加南區

教學資源中心所舉辦的教學專業成長活動，以及與各授課領域有關之研討會或

研習活動。 

3-5-1鼓勵通識教師參加通識教學的研習活動，精進專業能力的成長 

本校鼓勵通識教師積極參加校內外各種通識教學的研討會、講習、研習營

及相關活動，並作為教師評鑑之參考項目。下表中呈現出 102 至 104 年度教師

參與情形，其中 102年度計算期間為 5個月，104年度為 7個月。(佐證 3-5-1) 

表 3-5-1：教師參加與通識教學相關之研習、研討會(人次)(截至 104.12.31日) 

年度 研討會 講習 研習 其他 總計 

102 13 3 2 2 20 

103 24 2 10 5 41 

104 21 2 12 9 29 

從教學研習中，通識教師不僅可以習得最新的教學觀念(如翻轉教室、

MOOCS 等)，亦可觀摩他校優質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方案，藉以活化教師對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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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多元教材與評量的思維，作為改善自身教學內容的參考；透過參加研

習，可以結識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拓展通識教學的資源或相互合作的機會。 

3-5-2通識教育中心辦理研習訓練，精進教學知能 

教師除了參加校外所辦之研討會、研習、講習之外，為了精進教師本身在

授課課程上之專業知能，各組亦自行規劃辦理符合各組需求之研習訓練。例如

外文組即在 102 年 9 月 26 日辦理委由文鶴出版公司設計之「英文多益訓練」(佐

證 3-5-2)，外文組教師全員參與訓練課程，以提昇學生參加是類考詴時之輔導

知能。 

3-6 通識教育依據規劃之通識教育理念內涵及學校基本素養，評估學生整體學

習成效之機制 

本校通識教育的理念，主要在奠定學生數理化基礎、陶冶學生人文與倫理

素養以及培養學生語文溝通能力。為了瞭解課程教學目標之達成程度，本中心

教師利用部隊參訪時機對畢業生進行通識教育整體學習成效評估。 

3-6-1畢業生對通識教育整體學習成效評估 

103 年 12 月之學校於部隊參訪時，對部隊之初官抽樣進行通識教育學習成

效與學校基本素養的認同程度，結果摘要整理如表 3-6-1。(問卷詳細內容請參

見佐證 5-7-1)。問卷結果顯示，在五點量尺的評估表中，空勤生普遍對通識教

育所達之學校基本素養之滿意度均在 4.00以上，顯示空勤生對於通識教育之學

習成效普遍達到學校基本素養。但在地勤生部分，所有題項之滿意程度均在 3.5

以上，顯示對於通識教育與基本素養之關連性亦達其同意程度，但除了人文與

倫理素養以及人文素養知識能力達帄均數 4以上，其餘項目則低於 4，且其中對

於數理化知識的滿意程度稍低於其他項，顯示對數理化知識之增長有較大期待。 

表 3-6-1畢業生對通識教育學習成效與學校基本素養之認同程度 

學校基本素養 通識教育學習成效 

空勤生

(N=40) 

地勤生

(N=65)  

帄均數 帄均數 

1.具備軍人武德暨領導統御素養 軍事倫理專業能力 4.18 3.98 

2.具備航空專業暨社會人文素養 

數理化知識 4.10 3.63 

人文與倫理素養 4.03 4.00 

語文溝通能力 4.18 3.98 

人文素養知識能力 4.10 4.00 

4.具備軍事知識暨前瞻未來素養 
生涯規劃 4.03 3.95 

終身學習能力 4.20 3.97 

 (二)、特色 

1. 通識中心之課程內涵係接受國防部、司令部指導而形成共同必修35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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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必修17學分以及通識選修10學分的課程結構。其中共同必修科目中之

物理、化學以及微積分課程(共佔16學分)，主要作為各組學生分系後銜接

專業科系之基礎，以及任官後擔任空地勤職務所需，是一年級時全部學生

共同必修的主要科目。因應課程之授課需要，本中心專任師資達17員並且

分屬數理、外文以及社會科學三組，這是其他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所無的特

色。本中心既有的師資架構已具備推展專業與通識融通之基礎。  

2. 通識中心之專任教師具助理教授資格以上者佔100%(16/16)，師資水準相對

其他科系為高且齊一。至於文職教師佔63% (10/16)以上，符合「國軍軍事

學校教師人事處理規定」中，軍事院校教師編制軍職40％、文職35％、軍

文通用25％之原則。由於通識教育中心許多外文以及社會科學類科目，需

仰賴民間大學畢業之專業師資擔任第二外語、法律、政治、心理等課程之

講授。而文職教師的加入，也為軍官養成教育奠定人文及社會科學素養。 

3. 本校為鼓勵教師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整體表現，訂有「年度優良教師選

拔表揚規定」、「空軍軍官學校專任教學進修研究獎勵規定」以鼓勵老師

在爭取榮譽時一併提升教學及研究成效。 

4. 本校鼓勵教師發展多元教學與評量方法，通識授課教師依據所授科目之教

學目標設計教學及評量方法，完成教學準備並上網填寫完整之教學大綱，

於學生選課前公告於網路課程系統中。 

5. 中心鼓勵教師參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活動，協助教師提升教學知能。 

6. 建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瞭解教學目標之達成情況。主要由學生對該

通識課程教學目標學習成效做自我評估，作為本校通識教育改善方向之參

考。 

(三)、問題與困難 

1.教學資源相對缺乏，目前授課教室(莊敬樓及自強樓)尚無法完全達到配備電

腦化教學設備之程度，造成部分上課老師必頇自行準備電腦設備、投影機於

課堂上裝缷使用，影響上課時段的完整性。 

2.教師從事研究之資源(人力及實驗設備)相對缺乏，校內既無研究生也無法聘

請研究助理。老師若想進行研究多需與外校老師合作，相對降低教師從事研

究之意願。 

3.受限於年度經費編列以及招生名額的不確定性，目前班級人數從原先21-28

人擴展至35-40人一班。針對部分需要實作或是演練的科目(如物理、化學、

微積分以及英文)，只憑老師一人之力，經常無法應付學生多元需求，降低

課堂學習成效。 

4.由於本中心文職教師比例已超過「國軍軍事學校教師人事處理規定」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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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軍職教師比需佔40%以上之規定，故本中心教師之納實以軍職教師為主要

考量，但因軍職教師主修語文以及社科類專業者相形較少，故補充人員不易。 

(四)、改善策略 

1.一般授課教室(莊敬樓及自強樓)為學指部主要管理單位，建議該管理單位爭

取五年施政計畫改善教室之教學設備。 

2.鼓勵教師與策略聯盟學校共同指導研究生，共享研究資源。並循充實教育設

備之機制擴充教師教學及研究設備。 

3.鼓勵教師進行研究，以厚實研究能力。提高研究誘因，補助教師從事研究經

費，以及對研究成果給予更厚實之實質獎勵。 

4.與空軍軍官雙月刊合作，開闢通識專欄，供教師發表教學及研究心得。 

5.逐漸回復小班制教學，落實空官之學校教育目標。 

6.進行全校師資編制之檢討，配合各教學單位對師資實況之需求，編制適當之

軍文職比例，以利各教學單位之教師聘任。  

(五)、項目三之總結 

本校依據國防部指導於民國 94年成立通識中心，經過多次的編制改革形成

今日數理、外文及社科三組之型態，以負責共同必修、通識必修以及通識選修

三類課程。並且依據校內教師軍文職比例，依據三級三審而遴聘具有各課程學

術專長之專兼任教師授課。為使教師在各教學領域上與時俱進，鼓勵老師透過

一系列教師成長活動，如研討會、研習營、講習、工作坊、講座及專業社群，

協助教師教學知能成長，以及校外之各項通識研習活動，提升教學品質與重視

通識教育。 

本校也建立良好的機制，對老師的教學成效進行評鑑，其中包括了學生對

各科教師的教學評鑑，以及評估在校生及畢業生有關通識教育之學習成效，並

將學生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回饋給授課教師。本校亦訂有教學相

關之獎勵辦法，鼓勵授課教師在教學、研究及服務三方面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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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一、現況描述 

4-1 學習資源（含空間、經費、設備、及教學助理等）符合通識教育課程與教

學需求之情形 

本校的教育經費主要來源為國防部所控管的預算，除提供每位老師有獨立

的研究空間，各組均規劃專業的教室、實驗室或語言學習教室。每 5 年依設備

使用情況及教學需求提出汰換或添購計畫，以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4-1-1學習資源符合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需求，並提供充足之教學與研究空間 

本中心辦公室設有討論室，提供老師間互相討論，每位教師在個人獨立之

研究室內均連接學術網路，個人電腦可提供教師學術研究時之參考文獻或相關

資料蒐集。且本校資圖中心在電子資料庫或期刊資料亦提供全文或摘要供教師

免費使用。空間規劃（佐證 4-1-1）： 

（1） 教師研究室：規劃教師個人研究室，以利學術研究、教學準備與課業輔

導。 

（2） 專業教室：數理組設有實驗教室共 3 間（含普通物理實驗教室 2 間，自

然科學教室 1 間）；外文組設有視聽語言教室 4 間；社科組設有通識與

歷史人文教室各 1 間。歷史人文教室陳列本中心教師典藏之歷史文物與

書籍，可用於輔助教學，並兼具視聽設備，可滿足多元化教學功能。 

（3） 輔導教室：各組均設有輔導教室，提供師生 6至 8人進行教學與討論。 
 
 
 

 

 

 

 

4-1-2學校能依據需求，配置足夠軟硬體設施專業教室場所 

（1） 數理組具有實驗教室共 3 間。針對普通物理實驗已逐年採用模組化教

學，使學生對基礎科學實驗不僅提升學習效果及奠定未來終身學習之基

礎能力（佐證 4-1-2）。 

1. 普通物理實驗設備如下：同面力帄衡實驗、自由落體實驗、角動量孚恆

實驗、轉動慣量與扭矩實驗、金屬的線膨脹係數實驗、弦上駐波實驗、

圖 4-1-2、數理組普通物
理實驗教室 

 

圖 4-1-3、社科組歷史人
文教室 

 

圖 4-1-1、外文組視聽語
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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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線實驗、惠斯登電橋實驗、磁學上帄方反比實驗、正切電流計實驗、

螺線管中磁場實驗、地球磁場強度之量測實驗等。 

2. 自然科學實驗設備如下：太陽能電池模組、風力發電機、燃料電池組、

氫能車、溫差發電實驗等。 

（2） 外文組具有視聽語言教室 4 間、英語輔導教室 1 間。均能提供學生數位

化教學及互動，提供學生課堂反覆學習及課後自我學習之優良環境，培

養學生語文溝通能力。 

（3） 社科組具有通識專業教室、歷史專業教室等 2 間視聽教室，除提供傳統

教學使用外，更可採用視聽資料上課，使授課內容更趨多元及活潑化，

提升人文與社會科學思辨與運用之能力。 

（4） 本中心定期均根據教學需求及現況編列預算申請擴充或提升教學設備。

各專業教室（實驗室）102~104年設備擴充與採購案如下（佐證 4-1-3）： 

表 4-1-1、各組專業教室之設備擴充與採購一覽表 

年度 項目 執行單位 
金額 

（新台幣：元） 
備考 

102 印表機維修案 外文組 13,000  

102 第 2語言教室高架地板維修案 外文組 60,100  

102 普物實驗設備採購案 數理組 17,000  

102 第 2、4語言教室教學系統維修案 外文組 10,180  

102 採購光學讀卡機答案卡案 外文組 6,000  

103 第 3語言教室天花板漏水維修案 外文組 50,400  

103 語言教室相關設備採購案 外文組 17,950  

103 第 2語言教室廣播設備維修案 外文組 27,000  

103 投影機維修案 外文組 9,800  

103 普物實驗儀器養護案 數理組 11,000  

104 ALC專業教材採購案 外文組 13,000  

104 專業教室廣播放機組維修 社科組 3,500  

104 第 4語言教室廣播設備維修案 外文組 59,000  

104 普物實驗設備採購案 數理組 10,000  

104 普物實驗室、自然科學室提升案 數理組 265,000  

104 自然科學實驗設備採購案 數理組 2,000,000  

104 第 1語言教室更新整修案 外文組 1,436,600  



 

 55 

4-1-3 爭取學校經費挹注，厚實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需求 

通識教育經費每年均由學校教育經費編列，對通識教育中心所屬各專業教

室、實驗室之整修以及相關器材之維護及更新所提供之輔助經費亦能每年充足

供應。其主要運用如下（佐證 4-1-4）： 

（1） 辦理學術研究與教學活動所需教學材料、參考圖書、文具紙張等消耗

品及非消耗品材料。 

（2） 辦理學術專題演講、學術研討會活動、與校外學術活動。 

（3） 改善、維護及提升教學實驗設備（施）經費。 

（4） 辦理教師參加各類學術研討會及校外教學訓練課程所需之經費。 

（5） 辦理教師參加學術組織團體所需之經費等。 

（6） 各專業教室設備養護與維修。 

（7） 各類教學資源（圖書、視聽、電子資源、資訊設備等）。 

表 4-1-2、103~105年本校投入教育經費一覽表(單位：元) 

年度 執行單位 年度預算 說明 

103 

通識中心 106,280 

印表機維修案、第 2語言教室高架地板維

修案、普物實驗設備採購案、第 2、4 語

言教室教學系統線路維修案、採購光學讀

卡機答案卡案 

教學部 

(各學系) 
10,547,000 

充實航機系電腦輔助教室教學設備、充實

航機系圖學教室教學設備、視覺影像系統

實驗設備、充實人因教室等教學相關設

備、充實航太系教學相關電腦應用軟體 

104 

通識中心 5,113,000 

充實自然科學教室設備、充實第 2普通物

理實驗室設備、充實化學實驗設備、充實

第 1視聽語言教室設備 

教學部 

(各學系) 
3,532,000 

充實風洞教室等教學相關設備、充實結構

教室教學相關設備 

105 

通識中心 871,000 充實第 2歷史人文教室設備 

教學部 

(各學系) 
5,771,000 

汰換航管實驗室教學設備、充實熱工實驗

教學設備、充實航電系專業電腦教學軟體 

合計：通識中心計 6,090,280    教學部(各學系)計：19,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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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103~106年本校投入圖書設備經費一覽表(單位：元) 

 

年度 年度預算 說明 

103-106 

6,000,000 充實中外文圖書-中文圖書（其他類） 

2,000,000 充實中外文圖書-中文圖書（人文類） 

9,200,000 充實中外文圖書-外文圖書 

10,300,000 電子資料庫採購案 

4,500,000 視聽資料採購案 

合計：32,000,000 

表 4-1-4、103~104年本校投入資訊設備經費一覽表(單位：元) 

年度 年度預算 說明 

103 

5,848,000 教(校)務行政業務資訊化系統功能精進 

2,471,000 電腦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更新 

5,871,000 圖書自動化系統採購 

104 

5,518,000 學術網路主幹設備提升與更新 

4,867,000 網路資安監控防護系統性能提升 

10,151,000 資訊機房更新 

9,618,000 無硬碟作業環境及網路儲存系統建置 

5,150,000 多功能無線網路偵測系統 

16,653,000 校園網路通訊暨數位(視訊)教學設備更新 

合計：66,147,000 

4-1-4學校各類專業教室，訂有管理使用規則，並落實執行 

本校各實驗室及專業教室皆訂有管理使用規則，各組目前所訂定之規則項

目如下(佐證 4-1-5)： 

（1） 數理組： 

1. 普通物理實驗教室（一）使用規則。 

2. 普通物理實驗教室（二）使用規則。 

3. 自然科學教室使用規則。 

（2） 外文組： 

1. 第 1視聽語言學習教室使用規則。 

2. 第 2視聽語言學習教室使用規則。 

3. 第 3視聽語言學習教室使用規則。 

4. 第 4視聽語言學習教室使用規則。 

（3） 社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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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識專業教室使用規則。 

2. 歷史人文專業教室使用規則。 

4-1-5學校資圖中心並有充足之圖書設備，以滿足師生需求。 

（1） 本校資圖中心於民國 21年 9月 1日成立於杭州筧橋，嗣因中共叛亂，

乃於民國 38年輾轉遷來岡山，新館於民國 68年 9月 1日完成並開放

使用。84年二月成立航空圖書館，蒐藏文物為已故先期校友黃君燦上

校畢生蒐羅典藏稀有珍品 6,000餘件，堪稱遠東地區最具規模的航空

圖書館。後於民國 93 年 4 月改稱為「資訊圖書中心」，並於 94 年 7

月 1日與電算中心合併。近年大量購入多項影音資料及網路資料庫（外

國期刊及百科全書），助益通識教學甚多，並擴展學生的視野。本中

心圖書館有關圖書、期刊、視聽、電子儲存媒體、圖表等類書刊資料

之介購、採購、登錄、分類編目、借閱、讀者服務等事項，均已採用

圖書自動化系統資訊化管理，但本校教（官）師的教學研究大多仍採

實體書刊的支援，在網路資料數位化的提供，近年已採購近 2500 千

元之資料庫供教學研究參考，以供教師參考使用(佐證 4-1-6)。 

表 4-1-5、本校資圖中心 102至 104年館藏經統計如下： 

年

度 

紙本圖書(冊) 
電子書

(種類) 

紙本期刊

種類 
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 

視聽資

料 

其它資

料 

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索摘 全文 其它 
 

 

102 160,445 24,262 18,067 196 5 0 2,591 4 9 1 10,926 8,231 

103 161,423 22,658 235 184 3 0 3,126 5 6 0 11,029 8,231 

104 166,402 23,547 11,097 190 3 6,357 19,452 7 32 2 11,379 8,231 

表 4-1-6、本校資圖中心 102至 104年圖書購置經費統計如下： 

年

度 
訂購圖書經費 訂購期刊經費 

訂購電子資料庫

經費 

訂購非書資料

經費 
總經費 

102 90,000 240,000 50,000 50,000 430,000 

103 4,000,000 340,000 2,300,000 1,295,000 7,935,000 

104 4,500,000 20,000 2,600,000 1,174,000 8,294,000 

表 4-1-7、本校師生使用資圖中心資源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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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度 
使用者

身份 

圖書 

(冊數) 

視聽 

(冊數) 

期刊 

(冊數) 

資料庫

(次數) 
總計 

102 
教師 968 321 66 16 1371 

學生 4362 302 332 8 5004 

103 
教師 1710 458 30 622 2820 

學生 3986 548 245 2605 7384 

104 
教師 1565 192 30 443 2230 

學生 5300 873 532 69365 76070 

 

（2） 未來規劃： 

1. 圖書館數位化建置：以資訊科技數位化之建置為主，包含數位典藏

帄台、資料建構外包作業，以利後續執行數位典藏作業，滿足師生

需求。 

2. 數位學習帄台整合功能：含教務行政系統、網路基礎建設及教學設

備功能精進與提升。 

4-2 通識教育配合課程需求營造學習環境（如潛在課程）之情形 

本校除了一般及專業教室可充分支援教學任務外，校內遍及豐富專業實務

單位，更是本校得天獨厚的教學資源，包括軍史館、航空教育館、瑞鈿樓（學

生活動中心）、飛訓模擬機室等均可支援教學活動。由於目前女性同仁增多，

對於性別帄等教育特別重視，本校每學年皆執行與推廣營造性帄教育活動，以

營造無性別歧視之校園環境，於 4-2-2 說明。另增加環境保護、氣候變遷、環

境生態、綠色能源議題相關之課程，希於生活教育中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

響，以下就本校營造學習環境之主要成果分別詳加說明：。 

4-2-1軍史館、航空教育館、瑞鈿樓、飛訓管制模擬機室 

（1） 軍史館：於民國 76 年成立，為國內唯一空軍官校史蹟館，館內所有

陳展及典藏之文物史料可概分為照片、文件、實物、模型、手令、透

明片、看板、墨寶、圖表、書籍、油畫、塑像、錄音帶、錄影帶、檔

案等 16 類，共計有 1 萬 7,000 餘件，豐碩典藏已為國內藝術史料研

究之重要參考。可供本校師生參觀，增進對空軍的認識，培養興趣進

而增進師生的歷史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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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空教育館：結合學校與社會資源，除供本校師生應用之外，並免費

開放給大眾參觀與研究，經由實物展示，讓參觀者能從事研究與鑑

賞，進而在視覺經驗中獲得知性與感性的啟迪，充份發揮軍史館之功

能，成為本校之一大特色。 
 
 
 
 
 
 
 
 
 
 
 
 
 
 
 
 

（3） 瑞鈿樓（學生活動中心）：民國 98 年 9 月 1 日，在部長的主持下，

本校軍史館舉辦了「中華戰鷹陳瑞鈿」特展，而後本校也將校內學生

活動中心正式命名為「瑞鈿樓」，以表彰陳瑞鈿烈士在抗日戰爭期間，

誓為護民前鋒，勇作邦家干城，戰功彪炳之卓越貢獻。 

圖 4-2-1、空軍軍史館 
 

圖 4-2-2、航空教育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6%88%B0%E7%8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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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飛訓管制模擬機室：  

1. 本校於民國 75年引進美製 T-34教練機實施基礎飛行訓練，於同

年籌建 T-34 模擬機 6 套，該型模擬機屬基礎程序訓練儀，訓練目的著

重於操作程序、儀器飛行及緊急狀況處置練習等。新增之三套視效系

統，將可提供真實之仿真地貌及天地線作為飛行參考，例：貣落航線、

真天氣飛行及部份性能課目，使與真實飛行環境差距拉近，預期將可提

升習飛學員生學習效果及降低淘汰率。其座艙內部之儀表形狀、大小、

排列及電門功能均與真飛機相同，學員生可藉此功能實施座艙實習，瞭

解各儀表之位置及各項操作程序，俾利後續實施基本儀器、高級儀器訓

練及緊急狀況處置時，能達正確、迅速及柔和的操作要求。 
 
 
 
 
 
 
 
 
 
 
 
 
 
 
 
 

2. 本校於民國 82年委由美國 ECC公司籌建完成 AT-3模擬機 3套，為達低

成本、高效益之訓練目標，本系統將可提供真實之仿真地貌及天地線作

為飛行參考，亦可設定雲量、能見度、風速大小，更可增加多項飛行的

功能。例：貣落航線、真天氣飛行及部份性能課目，使模擬飛行與真實

圖 4-2-3、瑞鈿樓（學生活動中心） 
 

圖 4-2-4、T-34模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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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環境差距拉近，將可提升習飛學員生學習效果及降低淘汰率。以供

飛行訓練使用，是全套模擬機系統的中樞。 

 

 

4-2-2性別帄等校園 

本校致力於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帄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

植並建立性別帄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由教務處負責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之行

政庶務；學務處推廣營造性帄教育活動，針對不同主題進行宣導（如性騷擾或

性侵害之防治、親密關係之建立與維持、多元性別之尊重與認識等主題）；飛

安中心諮商組提供性別議題困擾之諮商與輔導；本中心社科組負責開設性別帄

等相關課程（佐證 4-2-1）；相關法規亦以營造性別友善校園環境為原則（佐證

4-2-2）。 

4-2-3環境保護生活教育 

本中心十分重視永續發展議題，近幾年陸續由數理組增開涵蓋環境保護、

氣候變遷、環境生態、綠色能源議題相關之課程，詳見「環境工程概論」課程

介紹（佐證 4-2-3），並配合學校政策施行，透過各項永續發展相關措施與活動，

於生活教育中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4-3 通識教育配合課程需求規劃多元學習活動之情形 

4-3-1 陶冶人文與倫理素養，營造多元藝術空間 

本校通識教育扮演的角色及定位，不僅專注於厚植人文精神以輔助各專業

系所知識的人文課程學習，對於提升人文藝術美感的非正式課程安排，亦努力

朝向多元藝術軟性空間的理想邁進。本中心常態性地舉辦各類學習活動，如通

識教育講座、書法展、詵集、母親節活動等，致力於營造美感校園、藝術校園、

倫理校園、宏觀校園的學習環境。整體來說，本中心致力於辦理各類多元藝文

活動，藉以營造優質的學習情境，希望能吸引、刺激學生體驗多元學習資源之

參與，進而厚實武德思想、人文精神之培育，展現本校通識教育之多元學習模

圖 4-2-5、AT-3模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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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實境體驗之踐履，陶冶人文與倫理素養（同前佐證 1-2-1）。 

4-3-3藉由社團與社區服務學習，激發學生反思並實踐學習成果 

本中心教師經常利用課餘時間，與學生至校外參加各類型活動，以促進師

生情誼，並藉由參加活動之過程，激發學生反思並實踐學習成果，詳見各導生

活動之實施計畫與活動照片。 

學生藉由社團活動陶治性情，提升個人才藝、技能，充實學能知識，藉以

陶鑄學生團結合群之性格，樂觀進取之精神，並促進同學間之感情交流與團隊

精神之發揮。目前本校成立各種文康性社團共 21個，學生可依個人志趣參加，

並敦請各領域專業教師擔任指導，以達寓教於樂之目的。社團又可分為三種型

態：康樂性質（輕音樂社、管樂社、美聲社、 熱舞社、國標社、愛心康輔社、

吉他社、話劇社）、技藝性質（軍武模型社、攝影社）、體能性質（擊劍社、

劍道社、足球社、壘球社、自行車社、撞球社、羽球社、網球社、籃球社、排

球社、高爾夫球社）。社團活動為學生課餘及假日休閒，舒展身心及放鬆心情

之活動。本校學生多次代表學校參加各公開活動及比賽，爭取榮譽 並展現本校

學生活潑自主與允文允武之風範。 

此外，為培養學生樂於分享，奉獻社會的價值觀，本校師生多次至鄰近育

帅院、安養院等實施志工服務。活動內容除了進行環境整潔以及物資發放之外，

學生更用心地準備表演節目，運用自創歌曲與才藝表演，達到寓教於樂、全民

國防之目的（上述活動詳如佐證 4-3-1）；此外，積極參加民間大專院校舉辦之

社團成果展，藉由與校外同儕互動、交流，以達拓展視野、服務學習之目的。 

4-4 通識教育對學生學習輔導之機制 

4-4-1 社會科學多元學習與輔導機制 

（1） 現代化的軍人除了過人的膽識以及周詳的指揮能力，更需要精進自身

學識，而「孫子兵法」為我國重要之軍事經典，其凝聚我中華民國悠

久的戰略經驗，可供學子們不論未來在領導統御乃至為人處事皆受用

無窮。因此，社科組在教學上，特將孫子兵法列為講授重點，並強調

經由「理解」、「背誦」之過程，進而達到「靈活運用」之目的，以

達培養基礎軍事素養之教育目標。 

（2） 以「聽」、「說」、「讀」、「寫」、「譯」並重的方式，配合「Office 

hour」輔導機制與教師自選教材，提升國際交換學生之中文能力，使

學生克服語言障礙，充分融入校園生活。 

4-4-2英文多元學習與輔導機制 

https://www.cafa.edu.tw/form/index-1.asp?Parser=2,8,106,98,,,195
https://www.cafa.edu.tw/form/index-1.asp?Parser=2,8,106,98,,,195
https://www.cafa.edu.tw/form/index-1.asp?Parser=2,8,106,9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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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英文教學屬於通識教育之一環，但為符合軍種任務特性，外文組

之教學及課程設計，除將大學英文教育聽、說、讀、寫整合於教學中

之外，並將初階軍事英文納入教材，以培養官校生在一般英文與軍事

英文上皆具備應用之能力。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需修習英文 2學分。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則在期中、期末考詴加入英文聽力測驗之評量，

並於每學期末執行英文能力測驗乙次，作為教學之參考指標。如全軍

英文普測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者，次學期英文免修；對於學習成

就較低之學生，並設有補救教學。為讓學生有機會活用課堂所學，每

學期視學生學習狀況，舉辦各類輔教活動，如演講、背誦、短劇、拼

字、寫作及歌唱等比賽，寓教於樂，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2） 本校學生於畢業前，英文能力成績期能達到 70 分以上標準，並能通

過全民英檢初級測驗。為輔導學生達到上列標準，本組在必修課程中

訓練同學聽、說、讀、寫、譯之能力，除了聽力訓練之外，並另外開

設選修課程「英文閱讀與修辭」、「英文溝通與演講」、「英文寫作」、

及「航空英文」加強學生語文能力。此外，利用自習課或課暇時間，

鼓勵學生利用「E-Touch 英語學測系統」參加線上全民英檢模擬測驗

與練習，並不定期舉辦英語單字會考，累積學生英文單字量。此外，

教師均設有「Office hour」，可讓學生採預約制實施輔導。 

（3） 近年來 105至 108年班托福班同學參加托福 iBT測驗成績通過率均可

達 50%以上，顯示外文組執行托福班教學成績斐然（佐證 4-4-1）。 

表 4-4-1  iBT英專班測驗成績 

年
班 
英
專
班  

通
過 
人
數 

通
過 
比
例 

TPO 
全班 
帄均 

iBT 
全班 
帄均 

高分 
帄均 

最高
分 

閱 
高 

聽 
高 

口高 
寫 
高 

閱 
帄 

聽 
帄 

口 
帄 

寫 
帄 

帄
均 

14 55% 61.06 61.33 72.81 92.33 25.33 23.5 23.17 24 18.74 16.09 17.8 19.98 

108 20 71% 68 65.61 71.8 90 25 24 22 22 19.15 16.15 16.9 19.6 

107 16 70% 61.25 61.58 69.5 95 25 24 24 22 18.64 14.92 17.9 18.79 

106 14 60% 63.09 64.11 72.93 84 26 26 22 21 21.07 16.07 17.5 18.29 

105 17 57% 61 62.17 73.37 97 24 25 23 27 18.82 16 18.2 20 

104 7 32% 53.21 55.09 71.57 89 28 18 20 24 17.14 15.17 17.6 21.72 

103 10 37% 59.83 59.43 77.66 99 24 24 28 28 17.6 18.2 18.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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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校學生經由外語教師專精教學輔導，努力提升學生英文能力，在 101

年度迄今參加國軍 ALCPT英文普測測驗成績，均顯示外文組執行英語

教學成績斐然（英文全軍普測乃國防部每年年底對所有專科以上之軍

事院校進行「英文理解程度 ECL（English Comprehension Level」測

驗，該測驗使用美國國防語文中心製作發行之 ALCPT（American 

Language Course Placement Test）題本。凡我國依任務需求而派遣

國外受訓或換裝之軍職人員皆需至 AIT（美國在臺協會）接受 ECL 測

驗，測驗成績達於美國國防語文中心訂定各項任務要求之英文程度方

可派訓）（佐證 4-4-2）。 

表 4-4-2 全軍英文普測成績及格率一覽表（ALCPT 全軍普測成績逐年

提升） 

 104年班 105年班 106年班 107年班 

103年 51.77％ 62.11％ 55.81％ 49.98％ 

102年 44.59％ 46.19％ 45.15％  

101年 46.64％ 49.93％   

4-4-3 數理化多元學習與輔導機制 

為提升數理化習成效及各專業學系持續學習能力，數理化專任教師輔導學

生相關基本學理知識，均依本校頒訂之「學生學業補救教學計畫」實施（佐證

4-4-3）。除校訂之每週五上午之補救教學時段外，每位教師均開放 2至 4小時

的「Office hour」，學生可依個人學習狀況，以個人或小組方式，在指定開放

時段內與教師預約並安排學習課程，以提升學習成效與完善輔導機制。 

(二)、特色 

（1） 本中心特色在於充分利用學校各項資源，各項學習資源無論是空間、

經費、設備、教學助理與網路環境等方面，皆能夠符合通識教育課程

之教學與學習需求，提供教師與學生良好的教學軟硬體設施，以配合

教師多樣化的教學型態，並支援學生多元學習。 

（2） 配合通識課程之開設，每學年各學術與行政單位(通識教育中心、教

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資圖中心、軍史館、總教官室體育組、各學

系等)協助規劃辦理多元之學習活動，包括教學展、演講、研討會、

體育競賽、英文活動、藝文活動展演、服務學習等，提供學生多元課

外學習之機會。 

（3） 本中心配合學校每學期對學習成效低落之學生進行預警輔導（由導師

掌握各班級期中考詴不及格之同學，協調各科授課教師安排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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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加強輔導，藉以提升學習進度落後同學之學習成效），並於學校

進行學生課業輔導管制與會議檢討。 

(三)、問題與困難 

本校過去多採小班制教學（每班 21~28 員），成效極佳。但隨著社會環境

的改變、少子化趨勢及國防經費逐年刪減等多重的影響，已改由人數較多之編

班授課（每班 35~40 員），造成教學品質下降，影響學生權益；再者，本校各

教學單位目前並無編制教學助教，經年累月造成教師「教學」領域沉重之負擔，

較難顧及每位學生需求，使學生學習成效受限。 

(四)、改善策略 

本校傳統的學風，較強調學生專業與實務能力，相對地於通識教育學習資

源與民間大學相比較下略顯缺乏。雖然近幾年有顯著改善，然而，本校學生的

素質及入學背景，使學生不易體會通識教育的目標。建議考量本校師資能力，

配合現今少子化的社會趨勢，按照本校教育計畫，調整班級人數。 

(五)、項目四之總結 

本中心將持續配合學校政策指導與教育目標，積極宣傳通識教育理念，使

全校師生更重視學生的多元學習及全人教育模式的重要性，以提升與強化各項

通識活動，並結合學指部推動社團活動進入社區與社會人文文化，豐富學生學

習之多樣性。讓學生能在專業與實務之外，學習與社會連結，進而培養具有「國

家、責任、榮譽」之現代化空軍軍官。同時訂有完善的學習預警輔導措施，結

合導師制度，及鼓勵學生提出自我學習需求，依據學生學習狀況給予適當之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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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 

5-1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定位？ 

5-1-1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為學校一級單位，兼具通識教育教學與行政溝通、協

調與推動之功能 

本校是全國唯一兼具「航空理論」與「飛行實務」之教學型大學，並以軍事

教育「哲學、科學、兵學」為內涵，以「思想、武德、武藝」為重心，陶冶學生

具有忠貞之愛國思想、紮實之學術基礎、強健的體魄與卓越的領導統御能力，使

其成為「允文允武、術德兼備」的現代化幹部，並成為全國最具航空專業特色與

地位之優質學府。隨者時代的進步，軍事教育亦不能自外於國家教育體系之外。

所以本校於 89年將原本採不分系之通才教育，精進為航太、航機、航電及航管

4系之「通、專並重」之分系教育。將原先社會科學系、政治學系、數學理化系、

外文系等，整合編組成立通識教育中心，並於該年教學編組調整成立下屬社會科

學組、數理組、外文組等三學組；並於 93年 4月 1日奉國防部窑宙 226號令提

昇為校部一級學術單位，學校各一級單位與通識教育中心組織架構(圖 5-1-1)、

通識教育中心與教學部各學系組織架構(圖 5-1-2)、中心各組組織架構(圖

5-1-3）。「空軍軍官學校組織規程」(佐證 5-1-1)，「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設置要點」(佐證 5-1-2)。「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設置要點」(佐

證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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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學校各一級單位與通識教育中心組織架構 

圖 5-1-2：通識教育中心與教學部各學系組織架構 

 

 

 

 

 

 

 

 

 

圖 5-1-3通識教育中心各組組織架構 

5-1-2通識教育中心為推動與落實本校通識教育行政與教學事務專責單位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依教學業務性質，可分為數學理化組、社會科學組、外

文組。本校通識中心教育目標如上所述與學校整體發展趨勢或目標配合，各組

對於建立學生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如下： 

一、數理組：數理組以培養官校學生在數、理、化及相關課程之穩固基礎，

透過本組教學，奠定學生數、理、化的基礎，可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解決

問題能力。 

二、外文組：透過本組教學，培養學生語文溝通的能力，可建立學生領導統御

與溝通整合能力。 

三、社科組：負責本校人文精神教育與民族愛國教育雙重任務，透過本組教學，

陶冶學生人文與倫理的素養，涵養學生的軍人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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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目標與教學方面必頇與教務處、教學部各學系、總教官室密切配

合，行政上也與學員生指揮部、學務處、總務處、資圖中心等互相支援；故整

體而言，通識教育中心是推動與落實本校通識教育行政與教學事務的專責單位。 

5-2學校行政體系支持通識教育之運作情形？ 

本校行政組織完整，所有單位各司其職並相互支援；學術單位(教學部(航

空太空學系、航空機械學系、航空電子學系、航空管理學系)；通識教育中心(數

理組、社會科學組、外文組)；行政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學指部、

總教官室體育組、資圖中心、主計室、軍史館、基修大等)皆於業務作業中支持

通識教育運作。空軍官校各一級單位協助推展通識教育具體行政業務的情形(如

表5-2-1表所示。 

表5-2-1：空軍軍官學校任務與組織概要表 

空軍軍官學校任務與組織概要表 

單位 主要任務 

教務處 教務處業務區分為「教育綜合」、「註冊暨學籍管理」、「課務管理」
及「教育資源管理」等四大部份，如同生產供應鏈建立專業功能。 

學務處 學員生事務處為原政戰部門工作及學員生事務工作，合編成學員
生事務處。在學員生事務方面業務包含：導師制度機制、學生獎
助學金、學生社團活動、學務與輔導工作等。 

學指部 學員生指揮部共有四個學生中隊組成，分為四個年級，並有學生
榮譽制度、實習幹部制度、學生社團組織等。 

總教官室 總教官室原為軍事學科部，設有軍訓、體育兩組。負責學生軍事
學、術科與體育課規劃。培養軍人基本儀態素養，鍛鍊強健體魄。 

總務處 總務處主要負責人事、行政、後勤業務，國防人事法規、組織編
裝人事資料、晉升、招考、聘雇（教師）徵選、撫恤、裝備撥補、
進修、內部管理、文書檔案管理、採購、設施、環保工安管理等。 

教學部 教學部主要負責正期學生班教育計劃訂定、學年專業課程教學與
學生輔導等工作。培育優秀建軍幹部，達成本校教育使命。有航
空太空工程、航空機械工程、航空電子工程與航空管理四個學系。
學生在校接受四學年共計 144週教育，修習至少 130個畢業學分。 

通識教育中
心 

通識教育中心主要負責大學教育通識課程之教學與設計之任務，
培養官校學生在數、理、化、外語、社會科學及相關課程之穩固
基礎。通識中心設有數理組、外文組、社會科學組，學生經由基
本科學之基礎課程與專長科目之修習，具備紮實的學術與外文基
礎能力，奠定日後進修與專業發展之潛能，以適應空軍需求。 

資圖中心 本校資圖中心主要負責圖書館資訊業務、學術網頁規劃及資訊系
統運用、通資災變因應執行、資訊安全業務、學校管理資訊系統
暨網路運作、圖書館政策研擬、視聽資料編目、電子資料庫採購
規劃、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館際合作、期刊登錄與編目等業務。 

軍史館 「空軍軍史館」目前陳展本軍各型機與館內陳展及典藏之文物史
料等。日前完成「航空教育展示館」建置，將來可做為第一座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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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陳站專業場所。室內規劃公共、教學、展覽空間。 
飛安中心 飛行安全教育訓練中心任務為推廣安全管理專業知識及技術，建

立飛安正確安全管理概念，提高品質與學術基礎。另成立心理諮
商組，在於協助學生維護良好之身心健康及輔導其適應學校生
活、學習與飛行訓練所產生之困擾，並培養學生具備健全之人格。 

自 104年本校之通識教育工作經校務會議(待審議)通過成立「空軍軍官學

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同前佐證 1-1-2)，各單位據以規劃執行，形成完

整通識教育推動組織團隊，並得充分整合本校各項教學資源以推動通識教育。

充分提升行政主管對通識教育整體之行政支持，皆全力協助配合通識教育中心

推動通識教育課程及相關教學學習活動。 

5-3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架構與人力配置？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於 89年 8月 1日教學編組調整成立，並於 93年 4月 1

日奉國防部窑宙 226號令提昇為校部一級學術單位。中心有完整的組織架構，

獨立的辦公室、研究室，以及健全的行政運作，且人力具備多元之專長。目前

通識教育中心有 17位專任教師（1位兼主任）以及 2位文職助教與 3位士官助

教， 

 

 

 

 

 

 

 

 

 

 

 

圖 5-3-1：中心組織與人員編制架構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16員，所占師資比 94％為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通識教育中

心依據學校組織編裝，賦予教育人力業務與職掌，各司其職。 

表 5-3-1通識教育中心人力配置與業務職掌表 

中心人員 職掌業務 備考 

中心辦公室 
中心主任：1員 

通識中心：（中心辦公室） 
督導執行相關課程教學任務、負責通識課程及

業務按照編制員
額分配，由中心主

通識教育中心 
文職助教 1員 士官助教 2員 

數理組 外文組 社科組 

教授：1員 
副教授：1 員 
助理教授：4員 
講師： 
士官助教：1員 

教授：0員 
副教授：2員 
助理教授：2員 
講師：1員 
軍官助教：1員 

教授：1員 
副教授：4員 
助理教授：1員 
講師：0員 
文職助教：1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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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文職助教：1員 
士官助教：2員 

專業課程教學事宜、教育計畫修訂、課程計畫
擬訂與教學進度作業、學生課業輔導與導師遴
選、專兼任教師推薦遴聘、處理有關教學聯繫
與協調事項、教師考核查課業務之處理等。 

任督導教學工
作。綜合業務由中
心辦公室助理協
調處理。 

數理組： 
組 主 任：1員 
士官助教：1員 

督導所屬執行數學、物理、化學等課程教學、
實驗。 

 

外文組： 
組 主 任：1員 
軍官助教：1員 

督導所屬執行英文、日文、法文等外語課程教
學。 

 

社會科學組： 
組 主 任：1員 
文職助教：1員 

督導所屬執行社會科學、國文、歷史等課程教
學。 

 

備註：本校體育課程共計有總教官負責共同科目—體育開排課及體育課外學習

活動。(佐證5-3-1) 

通識教育中心組織架構：除了上述人員組織編裝外，另外還有各種委員會議組

織，包含有空軍官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課程設計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等(佐證同前)。分別負

責本校通識教育發展方向之規劃、課程規劃、專兼任教師之聘任，以及各種庶

務之執行，詳細會議情況如表5-3-2所示。 

表5-3-2：通識教育中心各項會議一覽表 
會議名稱 

學年度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設計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會議 

102學年度 
 

102年 8月 
至 

103年 7月 

共 1次 
103.03.06 

共 8次 
103.01.27  103.03.06 
103.04.10  103.05.15 
103.05.22  103.06.16 
103.07.24  103.07.29 

共 4次 
102.08.08 
102.09.24 
102.10.31 
103.03.31 

103學年度 
103年 8月 

至 
104年 7月 

共 1次 
104.03.17 

共 11次 
103.11.24  103.11.25 
103.12.02  103.12.10 
103.12.15  103.12.17 
103.12.29  103.12.29 
104.06.11  104.06.18 
104.07.09   

共 1次 
104.04.29 

104學年度 
104年 8月 

至 
105年 3月 

目前 1次 
至目前 3次 

104.09.17  104.11.13 
104.11.17 

至目前 2次 
104.08.13 
104.10.29 

5-3-2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各具學術專長，能活化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現有教授 2 員、副教授 7 員、助理教授 6 員、講師 2 員，助

理教授以上師資比 88%，其中文職教師 12員，軍職教師 5員，合計專任教師 17

員，師資比如前表所述，皆學有專精，個人專長領域中開設符合學生需要之課

程，將個人學歷、研究專長與開設課程列同前 3-1-1如表所示。 

5-3-3通識教育中心行政人員專職，能配合並協助教學與活動等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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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現有 2 位文職助教(中心辦公室 1 員、社科組 1 員)，另有三員

軍職士官助教。如表所示，皆嫻熟行政業務，能提供教學與行政完善之支援。 

表 5-3-4：通識教育中心助教學歷暨工作分配一覽表 

單位 行政人員 學歷／專長 工作分配 

中心主任 
辦公室 

聘三助教 
谷安康 

學歷：空軍官校 64期 72年班 
專長：教育行政、公共事務 

通識教育中心整體教學有關
業務。包含教務、行政、總
務、學務、後勤等。負責通
識教育評鑑業務 

中心主任 
辦公室 

士官助教 
蔡忠佑 

學歷：航校常備士官 90年班 
專長：通資財務管理 

協助中心人事、行政、學務、
後勤等工作。 

中心主任 
辦公室 

士官助教 
王朝麟 

學歷：航校指職士官 89年班 
專長：通資財務管理 

協助中心預算、總務、作情、
等工作。 

外文組 軍官助教 
學歷：航校二技 100年班 
專長：補給管理 

辦理「外文組」教師教學業
務。包含該組各項活動作業。 

社科組 聘三助教 
李志堅 

學歷：空軍官校七十期 
專長：教育行政影視製作 

辦理「社科組」教師教學業
務。包含該組各項活動作業。 

數理組 
士官助教 
王進源 

學歷：航校常士 85年班 
專長：通資裝備器材管理 

辦理「數理組」教師教學業
務。包含該組各項活動作業。 

5-4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行政運作？ 

5-4-1學校能設置獨立之通識課程規劃機制，且能定期開會建立完整紀錄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於民國 97 年 8 月 27 日初訂「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

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承「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委

員會」之指導，負責全校通識課程之規劃，並與「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會議」（負責中心一般業務之推動）、「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

評審委員會」（負責教師之聘任、升等）構成通識教育完整的教學機制。 

 

 

 

 

 

 

 

 

 

 

圖 5-4-1通識教育完整的教學機制 

而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負責本校通識教育推展，主要職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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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發展、通識課程規劃、通識計畫活動等，每學年開會一次；主任委員

由本校校長擔任，教育長、教務處長、總務處長等一級主管為當然委員，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兼任執行秘書長外，並另聘校外對通識教育具卓越見識之學者與

學生代表擔任，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係於 104 年新制訂成立。通識教育委員會雖

新制訂成立，本校通識教育政策之決定，大都將在此會上做決議，如未來通識

教育系列活動、學術會議、志工服務、社區關懷等通識教育特色規劃，都將納

入本校通識教育火車頭之正式貣步。 

5-4-2學校通識選修課程之規劃能涵蓋五大領域，並訂定學生選修之規章 

依據學校相關通識教育課程等設置要點規定，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全校

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涵蓋五大領域（自然科學、語文學科、人文與藝術、社會

科學、軍事科學）10 學分。學生畢業頇修滿 130個學分，通識課程佔 62個必選

修學分與 12個零學分。(同前圖 1-2-1通識課程學習架構) 

至於學生選修通識教育學分之數量與規定，配合教務處共同學分表，通識

課程頇滿 62 學分；其中通識必修（共同必修 35 學分、通識必修 17 學分）52 學

分為通識共同必修，通識 10 學分為選修，頇跨五大領域的各個領域，選修包含

通識及專業選修，通識選修至少 10學分(每一領域至多選修 4學分)。 

 

 

 

 

 

圖 5-4-2 通識必修課程學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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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 通識選修課程學分圖 

 

5-5 通識教育配合學校自我評鑑機制進行品質改善？ 

自從教育部於 103 年頒布將通識教育從校務評鑑提出，並比照系所評鑑，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即於各項會議中報告，並設置有教師專夾收存教師資料與紀

錄，要求中心（包括數理組、社科組與外文組）隨時準備。至於通識教育中心

內部則於 102 年啟動自我評鑑準備，就各項辦法、課程、資源逐一檢討，確實

改善；更於 104 年通過成立全校性的「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設置要點組織，另在 104 年 3 月學校頒定「105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實施計畫指導下，通識教育中心成立通識教育「評鑑工作任務編組」，負責積極

蒐集相關資料，供通識教育評鑑報告工作小組撰寫報告參考與會議管制提報。 

表 5-5-1 空軍軍官學校 104學年度通識教育評鑑人員任務編組表 

級職 姓名 任務職掌 

中心主任 傅明孙教授 負責通識教育評鑑相關事宜 

數理組主任 傅明孙教授 
統籌負責通識教育評鑑相關事宜 

負責撰寫項目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外文組主任 虞國芬副教授 
統籌負責通識教育評鑑相關事宜 

負責撰寫項目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社科組主任 趙淑美副教授 
統籌負責通識教育評鑑相關事宜 

負責撰寫項目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助理教授 林俊成老師 負責撰寫項目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中心辦公室 

助教 
谷安康 

辦理評鑑報告文書、佐證、海報等評鑑業務聯繫 

負責撰寫項目：報告首頁、前言、導論 

負責撰寫項目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士官助教 蔡忠佑 協助教育評鑑相關庶務與經費業務 

士官助教 王朝麟 協助支援各教育評鑑相關庶務工作 

表 5-5-2：空軍官校通識教育自我評鑑過程重要會議一覽表 

時間 會議名稱 參與人員 重點紀要 

104.04.29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會議 

通識教育中
心會議委員 

制訂通識教育評鑑進度、期
程管制等評鑑議題。 

104.05.05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一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一、通識教育評鑑進度報告。 

二、經費需求討論議題。 

104.08.03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二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通識教育評鑑進度報告。 

104.08.06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三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通識教育評鑑進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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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10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四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通識教育評鑑進度報告。 

104.08.12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五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通識教育評鑑進度報告。 

104.08.13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六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通識教育評鑑進度報告。 

104.08.14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七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通識教育評鑑進度報告。校
外委員遴聘委員名單報送 

104.08.20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八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完成評鑑報告 

104.09.01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九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完成評鑑報告(修訂版) 

104.09.07 通識教育評鑑報告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專案報告(校長、教育長) 

104.10.02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通識教育中
心全體 

評鑑委員實地訪評 

104.10.05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十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評鑑報告修訂改善 

104.10.12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管制會議(第十一次) 

中心主任 

各組主任 
評鑑報告委員意見修訂改善 

104.11.01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
小組會議 

通識教育中
心全體 

評鑑報告(完成版) 

105.01.10 
中心通識教育評鑑小
組會議 

通識教育中心
全體 

自我評鑑報告定稿印製，送
財團法人高教中心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自成立以來，透過學校的組織變革，民國 97年通識教育

自我評鑑，以及民國 100 年度下所執行的校務評鑑結果，雖非針對通識教育辦

理，但本校對評鑑委員的建議均納實檢討，提出具體的改善策略，並逐項完成。

(佐證 5-5-1)。100 年校務評鑑情形： 

一、評鑑結果：待改善事項之建議事項宜確立通識教育課程與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力間之連結關係，並於課程地圖中標示、說明。 

二、評鑑改善規劃情形如表 5-5-1：針對上述建議，通識教育中心已配合學校規

劃，本中心已將通識課程必修與選修融入學校核心能力與通識教育目標

中，連結對應於圖表中。 

表 5-5-1--100年度校務評鑑評鑑改善規劃情形 

針對待改善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宜確立通識教育課程與教育目標
及核心能力間之連結關係，並於
課程地圖中說明。 

本中心已將通識課程必修與選修融入學校
核心能力與通識教育目標中，並於課程地
圖中連結對應於圖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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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課程與通識教育目標、核心指標、核心能力示意如圖 5-5-1、通識

教育課程與空軍官校核心能力之連結如圖 5-5-2。 

 

 

 

 

 

 

 

 

 

 

 

 

 

 

圖 5-5-1通識教育目標、核心指標、核心能力示意圖 

 

 

 

 

 

 

 

 

 

 

 

 

 

 

圖 5-5-2通識教育課程與空軍官校核心能力之連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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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帄時行政運作進行課程規劃、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

品質改善情形為何？ 

本校課程規劃及安排是以校部定期召開會議為主，各學系臨時召開會議為

輔，透過定期與臨時的課務會議。為確保學生正規及養成教育，符合教育目標

之要求，設置「空軍軍官學校正期班課程設計委員會組織作業規定」，於每學年

度前召開課程設計會議，滿足教學實際需求(同前佐證 1-3-2)。 

通識教育乃大學教育的基礎與核心，通識教育中心設置有「空軍軍官學校通

識教育中心課程設計委員會」(同前佐證 1-3-1)，辦理通識課程設計、審查相關

事宜。通識課程設計委員會依據會議結果送交校部，改由上一級學校課程設計

委員會(含外聘校外委員)實施審核機制作業，討論通過後再送交國防部空軍司

令部核定頒佈實施。開學前各組頇召開課程設計會議，討論新學年開設的課程

及所需師資。並送交通識教育中心召開課程審查會議期達成課程架構的合理、

適切性與整體均衡分配的目標。(同前圖 2-1-1) 

本校訂有「空軍軍官學校學生選修課程實施規定」(佐證 5-6-1)，通識選修

課程共分語文科學、人文與藝術、社會科學、軍事科學、自然科學等五大領域，

各領域最多選修 4學分；學生畢業至少選修 10學分。 

5-6-1本校通識教育藉由定期及系統性檢討課程活動，提升通識教育品質 

本校通識教育藉由學校系統性地檢討課程與活動，以提升通識教育品質，

在學校教務行政的管控機制，亦即所謂的 Plan（規劃）、Do（執行）、Check（評

鑑）、Act（行動），要求所有課程與活動確實遵孚，通識教育為確保教學之品質，

揉合規劃、執行、評鑑與行動四步驟於行政作業運作，藉由行動方案，不斷調

整、改善教學品質，以具體落實教學目標。 

一、規劃：於課程設計提出調整課程、活動規畫等工作計畫需求，並調配適當

師資行政人力，使其正常運作。 

二、執行：依照工作計畫制定之各種計劃執行，由負責之人員辦理各項活動推

動，如藝文活動、語文能力競賽、專題演講、社會關懷等，並據以執行。 

三、評鑑：依據上述活動師生參與情形之回饋，運用學校教務會議，提報與討

論。 

四、行動：制定新的因應方案後，調整或改善新的方向，再繼續執行，如課程

架構調整與整併、各項藝文活動與競賽…等。 

5-6-2教師教學改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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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舉辦專題演講、工作坊、成果展及研討會(活動一覽

表)(同前佐證1-2-1)，藉由經驗分享與理念交換，增進教師通識教學知

能；同時每學期也鼓勵教師參加全國各院校教師專業成長講座、教學工作

坊等活動，精進教師教學方法與技巧，提升教學品質。 

二、 本校有教師教學學生意見，透過104年教師與學生填寫教學評量對於現有

通識課程的滿意狀況與建議，其統計結果如前表0-2-5所列。空軍官校教

師對通識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認同程度問卷(同前佐證3-6-1)。 

三、 學校對教師教學改善之評量機制，學校對教師教學評量之機制區分為教師

自評、同儕評鑑、學生評鑑、行政主管評鑑及其他教學有關評鑑等項目，

以為教師評鑑作業依循。學校訂有「空軍軍官學校教師評鑑辦法」(同前

佐證3-2-3)。學校依據教師教學評量進行輔導與改善之作法，由本校各教

學單位教評會針對未通過之原因，議決適當之處理方式。每學期均辦理教

師教學成效評量及問卷統計分析作業，目前尚無反應評量結果不佳教師。 

四、 學校每學期均舉行教育行政講習與導師輔導研習活動，以集思廣益，交流

心得，作為教師教學改進之參考，藉以增進師、生互動關係，彼此交換心

得，增進學生學習樂趣及建立師生情誼(佐證5-6-2)。 

五、 學校定期出版「空軍軍官雙月刊」，提供師生學術交流帄台，提高研究風

氣，建立學術地位(佐證5-6-3)。 

5-6-3學生學習方面 

為落實學習預警制度，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針對輔導學習成效不佳學

生，特依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103年 3月 14日國空人培字第 1030003081號令訂

定「空軍軍官學校學生課業輔導實施作法」，103年 8月 27日國空人培字第

1030010265號令核定(佐證 5-6-4含紀錄)。凡符合一、期中考成績不及格者。

二、授課教師認定未達學習進度者。三、主動申請協助者。上述條件之學生應

遵孚本作法之規範並參加補救教學相關課業輔導，本校補救教學係為提升學生

學習能力而制定學業補救計畫，除每週五上午之補救教學時段外，每位教師均

開放 2至 4小時的「Office hour」，以個人或小組方式，在指定開放時段內與

教師預約並安排學習課程，以提升學習成效與完善輔導機制。(同前佐證

4-4-3)，授課教師執行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作業，並填寫補救教學紀錄表，與

授課教師分析原因及討論，並於期中考後及學期結束後由教育長主持召開學業

檢討管制會議，各教學單位主官（管）、各系（組）主任、學指部指揮官及各

中隊中隊長均應出席。於學業檢討管制會議提報輔導作法及成效輔導制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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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紀錄(佐證 5-6-5)。學校並設有管教訓密切配合聯繫通知單，即所謂「管教訓

聯繫五聯單」，實施教學管理追蹤制度，作為掌握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藉由

五聯單之協調、聯繫作為，有效檢討並解決各教、管、訓單位間之問題，使各

教管單位均能適時掌握教學執行情況及學生動態，精進教育品質。(佐證

5-6-6)，維護師生教學品質。 

5-7 通識教育蒐集畢業校友意見進行品質改善之情形？ 

依據畢業校友意見，檢討改進通識教育方向 

通識教育本中心根據 103年 12月於各空軍單位對本校畢業校友實施之問卷

調查，以瞭解畢業校友意見，作為檢討改進通識教育之參考：空軍軍官學校畢

業生(通識教育類)問卷調查表(詳同前表 2-5-3)；與部隊主官(管)對空軍官校

(通識教育)畢業學生表現問卷調查(詳同前表 2-5-4)與；經問卷結果證明「人文

素養知識能力」、「軍事倫理專業能力」、「終身學習的能力」、「生涯規劃發展能

力」等皆與通識教育核心能力相吻合，故校友之問卷調查結果皆可間接提供通

識教育中心做為爾後檢討改進之參考。經統計對通識教育進行空軍各單位畢業

校友與主官(管)校友問卷回饋統計資料，共計回收畢業校友問卷 105份、主官(管)

問卷 82份，(佐證 5-7-1)。 

在部隊主官(管)對空軍官校(通識教育)畢業學生表現問卷調查表中「談判

與交涉」，「指導或訓練同事」二項，空勤及地勤主官皆予較低之評分，學校將

在「指導或訓練同事」項上，請員生指揮部加強施行『實習幹部制度』培養學

生領導統御之才能，除樹立學生強烈之責任感與榮譽心外，訓練學生領導指揮

能力，一年級學習「服從」、二年級學習「指導」、三年級學習「督導」、四年級

學習「領導」，來強化訓練學生指導與訓練同事之實習幹部本能，並檢討加入相

關訓練活課程加以補強。在「談判與交涉」項，除持續軍校整體學習、教育、

訓練氛圍(top-down)的學習方式，要改善「談判與交涉」相關課程方面，目前

學校總教官室規劃學生一、二年級暑訓課程中的「語言表達」各 16小時課程，

在三年級暑訓(飛行與專才)各 10小時課程。將於課程設計會議中討論增加相關

談判交涉技巧等課程或內容。 

 (二)、特色 

本校是全國唯一兼具「航空理論」與「飛行實務」之教學型大學，並以

軍事教育「哲學、科學、兵學」為內涵，以「思想、武德、武藝」為重心，陶

冶學生具有忠貞之愛國思想、紮實之學術基礎、強健的體魄與卓越的領導統御

能力，使其成為「允文允武、術德兼備」的現代化幹部，並成為全國最具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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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特色與地位之優質學府。 

(三)、問題與困難 

有關畢業校友對本校通識教育之反應能全面調查，目前透過各部隊回饋

問卷調查雖能間接獲得校友意見，但執行面與部隊戰備任務配合度較複雜。

另本校通識教育教學任務由中心推動與執行，惟各個專任教師部份為軍敘文

職之軍職教師，往往在本校支援作戰或部隊型任務具有影響，不同於友軍院

校環境，例如各種作戰演訓任務，對通識教育執行較費心力。 

(四)、改善策略 

1.本中心已設計「通識教育調查問卷」，於各部隊單位實施，已著手進行畢業

生離校問前實施作為，將通識教育有關問題納入，俾直接瞭解畢業生對本

校通識教育之滿意度，做為立即改進之參考。 

2.運用學校各級會議組織，將部份業務精簡，並納入檢討以落實通識教育之執

行。 

(五)、項目五之總結 

本校訂有相關法規，依法設置通識教育委員會與通識課程委員會；組織定

位明確，皆依規定召開相關會議並建立完整的會議紀錄。本校行政組織完整，

所有單位各司其職並相互支援；於通識教育委員會中討論各學術單位與行政單

位業務運作執行，全力協助推動通識教育課程及相關活動。並結合學務處之機

制，針對畢業生及部隊主管蒐集其意見，以作為改善通識教育品質之參考落實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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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軍事院校為朝向高等教育的制度化方向努力，因而積極成立軍事院校評鑑

機制，進行軍校教育評鑑工作之實施。各軍校在「專業化」的名目與要求下，

逐漸脫離其人格與人文教育的原始初衷。因此，通識教育的目的即在建立學生

廣泛的知識基礎，以培養學生的使命感、責任感，進而了解人生真諦，從而將

大我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前，進而對社會國家做出貢獻。本校有鑑於通識教

育為大學教育中不可忽視的一環，因而積極投入評鑑結構，因此，藉由本校這

第一次全面、通盤而有系統的評鑑工作，檢視通識教育，所代表的意義是不但

希望藉由自我與各訪評委員的評鑑，瞭解教學運作的問題與困難，進而督促教

育執行單位汰蕪存菁，革弊迎新，提升教學品質，確立通識教育應走的方向與

目標；更希望教育主管機關，能全力協助第一線師生及教行人員，依據評鑑結

果，保持優點，改善缺失，提供協助，尊重專業。 

官校教育真有可能如教育目標所期許的：培養出「允文允武、術德兼備」的現

代化幹部，並成為全國最具航空專業特色與地位之優質學府。教育不是口號，

而是要自上至下，有正確的認知與熱忱，一步一履，真切去做的。通識教育乃

大學教育的基礎與核心，而不是各系所專業教育的補充性教育。本校深切體認

到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將通識中心於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升格為校部一級單位，

並將通識教育納為單一學門之評鑑，希望藉由本次評鑑機會，建立一套完整而

系統化的制度，使通識教育中心的運作能與教學部四個專業科系密切配合，為

官校的教育，奠定更良好的基礎。供本校、空軍及國防部作為教學精進之重要

參考，期能在健全通識教育的基礎上追求學術卓越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