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2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表
申復單位：真理大學工業管理與經營資訊學系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目標、核心能 □違反程序
力與課程設計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該系教育宗旨及目標過於廣
泛，無法凸顯其強項與特色。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感謝評鑑委員，細心辛勞提出待改善 附件 1-1 工管系教育目標與課程關
事項，在此補充說明如下:
聯圖（附件第 1 頁）
本系教育目標: (1)培養團隊學習態
度，(2)引導學習工業管理與經營資
訊專業知識，(3)深植專業領域之研
討才能，(4)培育專業倫理之人文素
養；其中於第 2 項明確訂定本系主要
培育「工業管理」及「經營資訊」領
域之人才，另外三項雖無「工業管理」
及「經營資訊」之文字，實質蘊涵未
來畢業生在工業管理及經營資訊專
業領域，進入相關職場，或繼續就
學，學習進階之管理知識及才能，都
是本系要求必需達成之教育目標，請
參閱各項之教育目標與課程關聯圖
（如附件 1-1）。由此觀之，本系之
教育目標實際列示之意義，與欲培育
之專業領域之人才相當明確，同時亦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本於培育兼顧實務性及理論性之學
習，並強調本系教育特色。
目標、核心能 □違反程序
力與課程設計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專業課程之規劃與設計，無法
顯示系名及課程開設特色，尚
有強化之空間。

補充說明如下：
1. 本系之課程規劃與設計，每學年
至少有兩次以上的系課程會議討
論，本系課程委員會之委員，除
本系專任教師以外，並聘任外部
委員，包括業界、系友代表，及
本系學生(設置辦法詳如附件
1-2)。各課程之開設皆以培育「工
業管理」與「經營資訊」領域之
人才，所需具備之基礎性、理論
性、實務性、應用性，以及增進
未來進入職場之競爭力，與繼續
進修高階管理人才為導向，而設
計相當符合本系系名之各項課
程。本系專業課程概分成三大分
組:「作業管理組」、「管理資訊
組」
、
「經營管理組」
，各組之專業
課程表詳如附件 1-3。
2. 雖然本系學生在入學之初，大多
數未具備紮實之國、高中基礎性
的知識，但經由系上所有老師有
教無類的辛勤輔導，並藉由專業

附件 1-2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附
件第 2 頁）
附件 1-3 專業分組課程表（附件第
3 頁）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分組選修課程規劃，培育適才適
所的優質畢業生。即為本系教育
之一大特色。未來將持續在課程
會議，及系上重要發展會議中，
時時檢討課程實施，及學生學習
成效，以強化本系課程之規劃，
為教育並培養更為優秀之工業管
理與經營資訊人才而努力。
目標、核心能 □違反程序
力與課程設計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低年級學生普遍不瞭解課程地
圖的規劃內涵及專業核心課程
之特色，相關宣導作法仍有加
強的空間。

補充說明如下：

附件 1-4 選課輔導說明會（附件第
4 至 5 頁）
大學一年級至四年級課程與畢業專
題、服務實習、演講、就業、證照考 附件 1-5 課程地圖（附件第 6 頁）
試有關聯之連結情形曾在選課輔導
說明會裡進行宣導與介紹（如附件
1-4），而課程地圖（如附件1-5）之
實施細節已在選課輔導說明會裡宣
導，因此對於課程地圖的規劃內涵及
專業核心課程之特色，同學應該都能
瞭解，但可能未能達成讓本系全部的
學生都能瞭解。

學生輔導與學 □違反程序
習資源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認輔導師之選配遠低於一成，
顯示實施成效仍有極大的改善
空間。

補充說明如下：
1. 為落實導師輔導成效，本校系採
指定及認輔導師制，以指定班導

附件 3-1 真理大學導師制度實施辦
法（附件第 7 頁）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師制為主，而以個人認輔導師為
輔。（實施辦法詳如附件 3-1）。
2. 個人認輔導師之設置，主要在考
量部分導生與班導師間之互動可
能有障礙，則該生可透過此機
制，自由上網自全校中選擇對其
有助益之老師，並登錄為個人認
輔導師。所以其登錄是來自學生
的輔導需要，本校系並不強制學
生認輔，所以認輔率近年來約在
一兩成。
3. 在實作上，本系學生有關學習、
生活、生涯問題較常尋求班導師
或專題指導老師的輔導或協助，
相對認輔導師的需求逐年減少，
但並不影響學生輔導成效。
學術與專業表 □違反程序
現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偏重學術審
查之參與，整體專業服務表現
之質與量均有改善空間。

本系系所評鑑報告原稿中有關教師
專業服務表現之成果資料補充說明
如下：
1. 教師帶領學生參訪企業並提供企
業改善意見，98 學年至 101 學年
共計 10 件，相關佐證資料請參考
附件 4-1 至 4-9。
2. 實施工業管理服務實習課程，規

附件 4-1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
限公司參訪照片。（附件第 8 頁）
附件 4-2 養樂多股份有限公司參訪
照片。（附件第 9 頁）
附件 4-3 金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參
訪照片。（附件第 9 頁）
附件 4-4 養樂多股份有限公司參訪
照片。（附件第 9 頁）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定每位學生必須於畢業前校外實
習至少 240 小時，使學生能實際
體認職場環境，並培育理論與實
務兼具之專業人才，以落實產學
合作之教育方針。本系教師於學
生實習期間會不定期前往視察督
導，而本系服務實習課程實施辦
法及相關佐證資料請參考附件
4-10 至 4-12。

學術與專業表 □違反程序
現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在學生畢業專題的內容上，與
該系教育目標「培育專業倫理
之人文素養」的關聯性低，且

補充說明如下：
1. 謝謝委員的觀察與建議，對於在
畢業專題的內容上，與本系教育

檢附資料說明
附件 4-5 雅聞魅力博物館、老 K 牌
彈簧床參訪照片。（附件第 10 頁）
附件 4-6 林口觀光酒、福特汽車股
份有限公司參訪照片。
（附件第 10 至
11 頁）
附件 4-7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
全衛生研究所、台北市消防局防災科
學教育館參訪照片。（附件第 11 頁）
附件 4-8 微熱山丘參訪照片。（附
件第 12 頁）
附件 4-9 台北市內湖垃圾焚化廠、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研
究所參訪照片。
（附件第 12 至 13 頁）
附件 4-10 真理大學工業管理與經
營資訊學系工業管理服務實習課程
實施辦法。（附件第 14 至 15 頁）
附件 4-11 真理大學工業管理與經
營資訊學系工業管理服務實習課程
委員會組織章程。（附件第 16 頁）
附件 4-12 企業服務實習相關照片
（附件第 17 頁）
附件 4-13 畢業專題內容與教育目
標及核心能力相關程度（附件第 18
頁）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專題內容與該系核心能力「基
礎理論能力」
、
「創新思考能力」
的培育不一致。

申復意見說明
目標「培育專業倫理之人文素養」
的關聯性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畢業專題的內容是屬於較為偏向
工管與資訊之專業討論，對於其
人文素養方面較為缺乏；雖然在
相關分析上是呈現出此結果，但
是在平日之課程教學中皆有注意
與工業管理與經營資訊有關的專
業倫理人文素養之培育，而如此
的培育與學生畢業專題的內容應
有相當之關聯程度（請詳閱附件
4-13）。
2. 另一方面，雖然專題內容與本系
核心能力「基礎理論能力」、「創
新思考能力」的培育不一致，但
此兩個能力可由其他較為相關之
核心能力（即實務應用能力、工
作態度與團隊合作能力）以補足
其缺乏之處，換句話說，畢業專
題的內容應視整體核心能力以觀
察其成效，而其實施成效將可由
較為相關之核心能力以補足較弱
之核心能力（請詳閱附件 4-13）
。

檢附資料說明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學術與專業表 □違反程序
現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畢業專題每組學生 8 至 10 人， 補充說明如下：
附件 4-14 畢業專題會議記錄表（範
教師輔導效果不易達成。
謝謝委員的建議，雖然畢業專題每組 例）（附件第 19 至 20 頁）
學生 8 至 10 人，但是在專題會議記
錄表（如附件 4-14）裡有設計供出
席會議的學生簽到的空格，因此能提
高學生出席專題會議的意願，而能達
到教師輔導畢業專題學生的效果；另
一方面，教師輔導的效果包含多項層
面，例如畢業專題內的學術討論、參
與專題同學的團隊合作能力、解決工
業管理與經營資訊學系相關專業問
題之能力，以上皆是本系教師在輔導
畢業專題學生時所考量的重點。

學術與專業表 □違反程序
現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畢業專題之主題受限個別教師
專長領域，專題成果未能驗證
及展現學生 4 年之學習成效。

補充說明如下：
附件 4-15 大學一年級至四年級課
謝謝委員的建議，在“102 年度上半 程與畢業專題之關聯情形（附件第
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
21 頁）
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裡：
第二項＂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的＂現況描述與特色＂之第三段最
後一行曾提及：教師教學與評量已建
立 PDCA 機制，具有特色。換句話說，
PDCA（Plan-Do-Check-Act）循環能
夠落實到學校教師教學的程序中，促
使教學品質持續改善；而教師之教學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即包含畢業專題之主題與內容，因此
專題成果應能驗證及展現學生 4 年
之學習成效。
請參閱大學一年級至四年級課程與
畢業專題之關聯情形（附件 4-15）。
畢業生表現與 □違反程序
與整體自我改 □不符事實
善機制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雖於每年蒐集畢業生及畢
業系友考取各校研究所之名
單，但未能進行後續追蹤以確
認畢業生流向。

補充說明如下：
附件 5-1 畢業生及畢業系友考取各
本系有進行後續追蹤該名單的畢業
校研究所後續追蹤及畢業生流向（附
生選念系所及現況，曾於書面審查待 件第 22 至 23 頁）
釐清問題手冊中描述(如附件 5-1)，
然而部分畢業生及畢業系友聯絡不
易，本系已盡量掌握其流向。

畢業生表現與 □違反程序
與整體自我改 □不符事實
善機制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雖然已進行「畢業生就
業、升學與系所滿意度」調查，
然未針對其調查結果進行統計
與分析。

補充說明如下：
附件 5-2 畢業生就業、升學與系所
本系曾於系所評鑑報告的附錄 5-9： 滿意度調查分析（附件第 24 至 30 頁）
畢業生就業、升學與系所滿意度調查
分析中，有針對該調查結果進行統計
與分析（請詳見附件 5-2）。

畢業生表現與 □違反程序
與整體自我改 □不符事實
善機制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核心能力的重要性和滿
意度」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
於核心能力之滿意度均低於重
要性之認同度，然該系尚未針
對上述結果提出相對應之具體
改進方案。

補充說明如下：
本系利用「重視-滿意度」分析
(IPA)，來瞭解在校生對本系提供的
核心能力各方面之重視與滿意度（如
附件 5-3-1）。調查結果顯示，在校
生認為系上提供的六大核心能力很
重要且對目前現況表示滿意，惟滿意
度均低於學生認同的重要性。於此，

附件 5-3-1 學生學習成效意見調查
分析（附件第 31 至 37 頁）
附件 5-3-2 課程設計委員會之組成
與會議記錄（附件第 38 至 47 頁）
附件 5-3-3 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之
組成與會議記錄（附件第 48 至 49 頁）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本系透過「課程設計委員會」與「學
生學習成效委員會」（如附件 5-3-2
至 5-3-3），持續追蹤、調整課程。
另外，教師亦會透過每學期的教學績
效檢視表，適度調整教學方式與內
容，以提高學生對六大核心能力的滿
意度。

檢附資料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