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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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理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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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標、核

心能力與課程

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該系之課程設計未能凸顯結

合英、日語之應用外語所應具

備的特色，「應用英語組」與「日

本語文組」之課程缺乏連結。

1.謝謝委員指導，「應用英語學系」和「日本語文學系」

101 學年合併為「應用外語學系」，下分「應用英語組」

和「日本語文組」，各自保有兩種不同外語的特性，同

時又有連結兩組開設的應用外語學分學程，即「休閒

應用外語學分學程」（含旅遊服務英語、旅遊服務日

語、餐旅服務英語、餐旅服務日語等 8 學分）； 以及

「商務應用外語學分學程」（含商用英文、商用日文、

商務英語會話、商務日語會話等 8 學分）合計有 8 門

課 16 學分的連結英文和日文之特色課程。且接受委員”
互修若干學分、結合兩組強項”之建議，102 學年起已

增訂兩組之專業選修，可互相承認最多 6 學分；且增

加屬性相同之選修課程，譬如文書處理、多元文化學

習、簡報製作技巧等，更可結合兩組課程，增強特色，

達到本系的教學目標和核心能力，培育學生成為「應

英組」學生以英文為主、日文為輔；「日文組」學生以

日文為主、英文為輔的雙語人才，提升競爭力。 

附件一之一.101
學年和 102 學年

應用外語學系

應英組和日文

組四年課程規

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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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日文特色模組課程定位不明

確，且有科目繁多卻不易成功

開課的問題。 

2.關於日文特色模組課程，1.「日本語、文學暨教育模

組」，學生可選擇進修日本語教育、文學或語學教育，或

從事研究助理的工作；2.「日本語就職模組」則清楚為日

語相關領域之就業；3.「日本文化模組」則偏重日本文化

和政、經方面的進修，或從事日語領隊導遊相關行業。

本系於新生開學時即詳予介紹說明日文模組特色課程之

定位，二年級時更加強輔導，所以除了「新聞日語」採

隔年開課之外，其餘「日語翻譯」、「語言學概論」、「高

階日語能力應用」、「商用日文書信」、「觀光日語」、「職

場應用日語會話」、「日本政治經濟」、和「日本現勢」等

8 門課程，修課人數皆在 13-31 人之間，均能順利開成。

附件一之二.日
文特色模組課

程開課情形 

二、教師教學

與學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專、兼任教師數量不足，無法

依據整併後的教育目標開課及

滿足學生需求。且教師學術專

長與該系所需不盡相符，師資

結構的合理性亦有待調整。 
 

1.本系依校院之設立宗旨與目標，訂定本系之教育目標為

(1).提升專業知能、培養正確人生觀與生活態度；(2).具備

基本的升學和就業所需之外語能力；(3).培養第二專長、

取得專業證照；(4).擴展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涵養；(5).
培養團隊合作與社會服務精神。目前本系專任教師 9 人

（英文 5、日文 4、另日文合聘 1）、以及兼任教師 13 人

（英文 9、日文 4），因兩組均各開一班，且配合學校每

學年專業課程開課以 100 學分為原則之前提下，專兼任

師資之數量充足，且專任教師之學術專業專長、輔以兼

任教師之多元實務應用背景，能符合本系所需，滿足上

述的五項教育目標開課及學生輔導之需求（詳如評鑑報

告書第 18-19 頁所述）。而師資結構方面（原教授 1、副

附件二之一.應
外系專、兼任師

資學經歷背景

與教育目標之

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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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助理教授 4、講師 3，以及與餐旅系合聘助理教

授 1），除鼓勵老師進修升等外，學校 102 學年第 1 次校

教評會（102 年 9 月 10 日）已通過，本系 102 學年起一

位講師與台南校區通識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合聘，講師

比由 33％(3/9)降為 25％(2/8)，師資結構之合理性已調整

及改善。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4.日本語文組未落實協助教師

改進教材教法、多元學習評量

及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之機制。

4.本系 101 學年合併為「應用外語學系」後，即申請 101
學年度「應用外語學系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

案，第一學期以「應英組」為主、第二學期以「日文

組」為主，但學校只核准通過系上第一學期的計畫案，

不過雖然第二期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未能如期舉辦，但

每次的計畫案成員都是全體應外系應英組和日文組的

10 位老師，每次活動也都是大家共同參與，彼此分享

經驗與心得、提升教師們之專業成長。102 學年的「應

用外語學系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案，改弦易

轍，第一學期先以「日文組」主打、第二學期「應英

組」再跟上。102 學年第一學期的結果已經揭曉，本系

計畫案已經通過，日文組將執行「102 學年應用外語學

系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編號 G1021-02）。此外，

除了例行申請學校的計畫案之外，系上也將規劃自行

建立機制，每學期定期舉辦，以落實協助教師改進教

材教法、多元學習評量及教師之專業成長。 

附件二之四.102
學年第一學期

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通過名單

（G1021-02） 

三、學生輔導

與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1.教學軟體僅有 Easy Test (英
文)及 Sun On (日文)兩種，教學

1.目前購置的兩種教學軟體，內容多元豐富，系上鼓勵學

生充分使用，目前教學資源尚符學生所需，未來將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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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修正事項 器材與硬體設備老舊。 續爭取經費編列預算，充實軟體內容。而教學器材和

硬體設備方面，學生另可使用學校開放的「上機教

室」、圖書館的電腦、以及系上的自學中心，電腦、網

路設備均符學生之所需。未來亦將繼續爭取經費編列

預算，逐步升級各項軟硬體設備，讓學生學習資源更

為完備。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期中預警與學生自學機制未

能有效落實。 
2.本校實施期中預警制度及停修辦法，本系老師均能確實

落實，針對期中 1/2 學科不及格的學生，給予關心與輔

導，配合學生的自學及改善，成效顯著。針對 102 年度

「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待釐清問題」中編號 3-5（頁 34）
委員所提「圖 13 所示 101 期中預警學生比例驚人，高達

20％以上。有無具體輔導、追蹤措施？成效不彰如何提

升？」本系當時書面說明老師的輔導及學生的配合自學

情形及現場資料佐證，101-1 學期期中預警改善了 54％
（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待釐清問題附件之 57 頁）。可

能當時陳述不夠詳盡，因此系上再次檢視 99-101 學年之

間學生的成績總表，統計出三年之間期中 1/2 不及格者

227 人（18.44％），含應英組 71 人、日文組 156 人，但

期末 1/2 不及格者僅 76 人（6.17％），含應英組 34 人、

日文組 42。顯見相較期中的學習表現，學生在期末學業

1/2 不及格的情形已大幅減少了 12.27％。這都歸功於老

師的輔導與同學的自學改善。而學生的自學機制方面，

可從應外系十四項全方位的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運作

（評鑑報告書第 28 頁）、以及教師的輔導記錄（評鑑報

附件三之二.真
理大學應外系 
99-101 學年期

中和期末 1/2 學

科不及格對照

表以及教師輔

導記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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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書之附件 3-1）與本系應英組和日文組的自學中心之使

用情形（評鑑報告書第 36 頁），在在顯示本系老師的期

初和期中預警輔導學生的自學機制之落實情形及成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學生程度落差大，容易流失優

秀學生。 
 

3.本系七成以上的學生來自大學指考分發，學系定位及少

子化，學生入學時程度落差大是不爭的事實，但秉持「愛

與服務」的精神，本系注重輔導學生在校的學習過程之

自我提升，了解學生的個別差異（評鑑報告書 29 頁的學

生學習背景分析），提供「補強教學」和「補救教學」（評

鑑報告書第 30 頁），尤其小班教學、師生互動非常好，

學生會流失的最大原因是地緣關係，會想要轉學到離家

較近的學校。然而亦有不少優秀的學生對學校有很高的

認同感，決定在本校完成學業，經核對 98-101 學年入學

學生名冊，各班前五名（65 人）中即有 42 人（65％）現

仍在學中、且表現一樣績優，可見有教無類，老師盡心

盡力教學和輔導，會受到學生和家長的肯定的。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6.（日文組）參加實習與服務學

習之學生人數比例低，日本語

文組學生之實習與服務學習制

度未實際落實。 

6.謝謝委員指正。日文組參加實習與服務學習之學生人數

比例低的問題，乃系上疏忽，未補上「服務學習」方面

的資料。實際上，目前日文組學生的實習服務，以校外

的「高雄科工館」和校內的「台灣文學資料館」為主。「高

雄科工館」的暑期實習，屬較高的專業服務工作性質，

除皆經學校推薦、嚴格審查外，每位學生均需服務 200
小時以上，且經館方督導人員考核通過，始發給實習證

書。近 3 年來，本校日文組 11 位學生在高雄科工館的實

習計 2684 小時。而日文組學生在「台灣文學資料館」的

附件三之六.日
文組學生「高雄

科工館」與「台

灣文學資料館」

的實習與服務

學習之學生名

單、人數、與時

數資料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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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學習」則結合志工和服務教育，包括協助館務的

整理、以及參觀導覽和解說等，每學年均有 8-11 位志工

和 26-38 位的服務教育學生。因此，結合過去三年「高雄

科工館」的暑期實習和「台灣文學資料館」的志工（28
人、6775 小時）與服務教育（97 人、3492 小時），合計

實際從事服務學習的人數，已達 136 人（時數 12,951 小

時）（如附件三之六資料補充）。日文組學生在實習和服

務學習除了「質」的備受肯定外，也規劃「量」的提升，

將與台南歷史博物館和社區學校等進行學童日語學習合

作計畫，提供本系日文組學生更多的機會和舞台，加強

落實實習和服務學習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7.日本語文組之海外交換留學

生人數比例低。 
 

7.本校的日本姊妹校共 5 所，每年台南校區分配的名額共

6 人（含香川大學 2、名城大學 1、城西國際大學 1、北

亞大學 1、新瀉大學 1），其中香川大學和名城大學要求

日文能力需在 N2，其餘需 N3 以上。交換留學主要以大

一、大二生為主，然而日文組所招收的學生程度原屬後

段部分，關於學習日文也絕大多數為初學者，在大一、

大二時要達到 N2-N3 以上程度並不容易，且不少學生來

自經濟弱勢家庭，雖學校有補助及減免，仍有績優但因

經濟負擔考量無法實現留學之夢者。然而在系上鼓勵及

老師輔導之下，每年都有學生參加交換留學，計 98-101
學年之間共 9 人（含香川大學 4、城西大學 3、名城大學

和北亞大學各 1），平均每年 2.25 人，已誠屬不易。 

附件三之七. 真
理大學台南校

區日文交換留

學生資料一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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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8.學生修習輔系與雙主修之人

數偏低。 
8.本系學生程度較低者不少，一方面需花較多時間補強基

礎能力，已無餘力加修輔系(20 學分)或雙主修(40 學分)；
另一方面學生認同本系的課程規劃已能滿足他們的基本

需求，除一二年級的基礎課程外，三四年級更可選擇「休

閒應用外語和商務應用外語學程」或「日文模組課程」，

可習得專業領域和生涯規劃的相關知識，有助升學和就

業。因此，目前修讀輔系與雙主修的人數較少。但仍會

持續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取得證照，提升競爭力。 

 

四、學術與專

業表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教師學術成果 43 篇論文當

中，約有一半左右為非所屬外

語文教學學門相關論文，在「學

術研究」與「教學」之結合度

上明顯薄弱。 

1 謝謝委員指導，原教師學術成果發表 43 篇論文，因資

料後補增加 8 篇(如下題之說明），合計 51 篇。經分析，

確實尚有 9 篇（約 17％）非所屬外語文教學學門相關

論文，但學校不僅鼓勵學生多元學習、也鼓勵教師跨

領域研究、並培養第二專長。綜觀本系教師學術表現，

除外語相關學門之外，亦涵括商業、管理、政治、經

濟、文化、資師培訓等等，且皆能與本系之教學目標

相連結（如附件四之一），因此，雖在「學術研究」與

「教學」之結合度上較形薄弱，但仍不能忽略其與系

上教學目標之契合度。然而，系上也會持續鼓勵老師

積極研究發表，且以不脫於外語教學學門相關研究為

主。系上也規劃往後教師提出的論文之核定接受為學

術研究表現與否，由系教評會開會討論或請校外專家

審定。相信會有所改善。 

附件四之一.應
外系教師專

長、授課、研

究成果及教學

目標之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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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99 至 101 學年度之 13 位專任

教師中，只發表 1 篇論文者有 1
位、0 篇有 4 位，研究能量明顯

不足，有待提升。 

2.就歷年教師學術研究中的論文發表而言，因 99-101 學

年之間本系 13 位專任教師中有 3 位轉聘本校台北校區系

所，加上部分教師論文出版時間的關係，系上補件不齊，

才造成評鑑報告書（42 頁表 32）所列之數據。經補全及

補件後之資料呈現，系上每位教師均有論文發表 1 篇以

上，合計增加 8 篇（含期刊論文 6、研討會論文 2）（如

附件）。不過，除教學、輔導服務之外，研究仍為大學教

師本務之一，系上還是會繼續鼓勵老師提升本質學能及

自身的研究能量。 

附件四之二. 
99-101 歷年教

師研究論文發

表補件資料： 
*高坂嘉 100.1.15 

*蔡蒔菁、吳敏

琿 101.4.23 

*范蓓怡、方冠

傑 100-2 網頁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專任教師尚無個人專用研究

室。 
 

3.本校區每位專任教師均分配有個人專屬研究室，電腦、

網路、列印等設備俱全，提供教師良好的研究與輔導環

境。且為感念兼任教師的幫忙與辛勞，本系三年前即提

供一間兼任教師之休息室，電腦設備、冰箱、茶水均備，

方便兼任教師課間休息與師生互動之用，同時學生亦可

就近課後繼續向老師請益，延伸學習和輔導。 

附件四之三.102
學年應外系教

研室配置圖 

五、畢業生表

現與整體自我

改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該系應用英語組與日本語文

組之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

不一致，分析項目不同。 

2.應英系和日文系於 101 學年起合併，之前兩系畢業生之

問卷皆於 100 學年第 2 學期前即已依系所規劃執行，故

兩組機制和分析項目不盡一致。101 學年併系後的問卷和

追蹤機制當能統一、且將精進問卷內容的設計和後續分

析之加強。非常感謝委員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