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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理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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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部分】
該系雖將「國際視野」列為核
心能力之一，卻未訂定完整之
配套措施予以落實，例如目前
之海外學術交流、課程設計與
施教方式等，尚不足以達成此
項核心能力。
（第 1 頁，待改善
事項第 2 點）

申復意見說明
為培養學生國際視野，本系訂定進行
多項措施，以達成此項核心能力，包
括：
1. 100 學年度起已設立英文畢業門
檻(附件 1-1、1-2)。
2. 99 學年度起商管英文已列為必修
課(附件 1-3)。
3. 國際企業管理列為大學部必修課
程，碩士班選修課程。國際財務
管理列為大學部選修課程(附件
1-4)。
4. 已廣泛開設商管英文之相關選修
課，如商用英語會話、管理英文、
英文管理名著選讀等(附件 1-5)。
5. 系友會捐助英日語學習計畫，每
周兩班免費的夜間英日文課程
(附件 1-6)。
6. 課程採用原文教材。101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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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資料說明
附件1-1 學士班英語能力檢定實施
辦法。
附件1-2 碩士班學生修業辦法。
附件1-3 商管英文開課情形。
附件1-4 國際企業管理及國際財務
管理開課情形。
附件1-5 商管英文相關選修課開課
狀況。
附件1-6 語文提昇計畫班級開課表。
附件1-7 ㄧ○ㄧ學年度原文教材使
用狀況。
附件1-8 碩士班學生修業辦法。
附件1-9 補助碩士班學生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附件1-10 參訪香港浸會大學。
附件1-11 真理大學歷年與國外大學
締結學術交流關係一覽表。
附件1-12 學生出國遊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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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日間部使用原文指定教材比 附件1-13 外籍研究生入學申請表。
例為 41%，碩士班該比例更高達
73%(附件 1-7)。
7. 100 學年度起研究生需投稿國際
學術期刊或出國參加國際學術研
討會作為畢業門檻(附件 1-8)。
8. 補助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參加國
際學術研討會計畫，過去 3 年本
系已補助 38 位學生出國參加國
際學術研討會(附件 1-9)。
9. 本系過去數年一直與香港浸會大
學進行學術交流，一學期香港浸
會大學來本校參訪，一學期本系
研究生至該校參訪(附件 1-10)。
10. 本系提供多所日本、美國姊妹校
交換學生課程，包括日本名城大
學、美國德州州立 A&M 國際大
學、和肯塔基州立大學等(附件
1-11)。
11. 本系鼓勵學生出國遊學。本系學
生出國遊學獲得當地語言學校發
給結業證書者，本系發給 1,000
元獎金予以鼓勵(附件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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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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系積極招收外籍生，101 學年
度本系共有 7 名外籍研究生來本
系就讀碩士班，這些外籍研究生
分別來自墨西哥、菲律賓、越南、
和蒙古(附件 1-13)。
教師教學與學 □違反程序
習評量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教師授課負擔雖大部分符合教
育部所訂定之標準，但仍有少
數助理教授與講師之授課時數
超過標準甚多。
（第 3 頁，待改
善事項第 1 點）

依據本校減授及超授時數核算辦
附件2-1 真理大學專任教師減授及
法，本校教授基本授課鐘點數為 8 小
超授時數核算辦法
時、副教授為 9 小時、助理教授為
(1010521 行政會議修正通
10 小時、講師為 11 小時，若有超過
過) 。
基本授課鐘點數，則以 4 小時為限(附 附件2-2 企管系專任教師授課表。
件 2-1)，符合教育部規定，本系也依
此辦法排課，所以幾乎所有教師的授
課鐘點數皆在此規定之內。然而部分
教師的課程牽涉到本系、通識中心、
台南校區、以及其他系所等開課單
位，跨單位協調不易，因此造成 101
學年度下學期一助理教授授課鐘點
數為 15 小時，100 學年度另一助理
教授授課鐘點數為 16 小時(附件
2-2)，此外其他皆符合本校減授及超
授時數核算辦法及教育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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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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與學 □違反程序
習評量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該系自我評鑑報告中雖提到碩
士在職專班課程的實務教學以
企業個案研究、企業實地參訪
與企業人士演講為主，但依據
碩士在職專班的課程大綱顯
示，僅「行銷管理」明確列出
使用「行銷管理個案」一書做
為參考書，其他課程大綱中皆
未明確列出所使用的個案；且
畢業系友訪談時亦表示希望加
強理論與實務的結合，增加個
案教學數量。
（第 4 頁，待改善
事項第 1 點）

本系 101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開設
附件2-3 碩士在職專班使用個案教
的 13 門課程中，共有 9 門課在課程
材情形。
大綱中載明授課方式包含個案研究
或使用個案教材，使用個案教學的比
例為 70% (附件 2-3)。

學生輔導與學 □違反程序
習資源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與國外大學交流或交換的
機會較為欠缺，不利於提升學
生之國際觀和跨文化管理能力
之培養。
（第 6 頁，待改善事項
第 1 點）

本校與多所美國日本名校簽訂姐妹
附件3-1 真理大學日本、美國姊妹校
校，並且提供交換學生課程(附件
交換學生課程。
3-1)。然而這些姊妹校都要求一定程 附件3-2 姊妹校畢業生就讀碩士班
度的語言成績，例如美國德州州立
名冊。
A&M 國際大學要求 TOEFL-IBT 須
達 61 分以上，美國肯塔基州立大學
規定 TOEFL-IBT 成績須達 71 分以
上，由於本校學生在入學本校時，英
文成績僅屬中等，難以達到姊妹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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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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生資格。然而本系也與菲律賓
聖卡洛斯大學簽訂姐妹校，因此該校
有許多畢業生來本系就讀碩士班(附
件 3-2)，增加本系學生與外國學生互
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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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資料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