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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為配合校務發展規劃與治校理念，運用 SWOT 分析、評估

系所發展之優點、劣勢、轉機及危機後，於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時已訂

定「傳授食品相關知識與能力，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食品科技專業

人才」為教育宗旨，並明訂學士班和進修學士班的三個教育目標：培

育學生兼具食品加工工程、分析與檢驗、品管及研究發展能力；充實

保健食品、新興技術、生物資源開發、資訊應用多樣化課程；訓練學

生成為具有吸收最新食品資訊的專業人才。為確保達成教育目標，該

系依循校、院之發展目標，考量大學人才培育與食品科技產業人才需

求，經過教師、學生代表、校外專家學者及業界代表等，多次討論訂

定學士班和進修學士班的五項核心能力：食品專業基礎能力、食品化

學檢驗分析能力、食品微生物檢驗技能能力、食品加工製程技術能力

及食品專業統合能力，並據此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 

該系為使學生對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內涵有深入認識，透過座

談會、班會、導師時間、系友會、海報、網路及大學入門等多重管道

進行宣導，以促進師生更加瞭解系所發展方向與自我定位的努力值得

肯定。 

該系設有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的規劃與設計。系課程委員會由

教師、系學會代表、畢業生代表及校外人士等組成，依據各核心能力

規劃對應課程、審核及排課，並參考教學反映問卷結果、核心能力指

標及相關課程的連貫性，審議各課程的教學大綱適切性後，送交系務

會議，依三級三審制完成課程規劃。該系以問卷調查分析、座談、規

劃與建置三階段，完成建置對應五大核心能力的學士班課程地圖，並

規劃延伸核心能力對應之選修課程及 4 個學分學程，包括食品加工與

工程實務學分學程、食品安全與檢驗技術學分學程、食品與餐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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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學分學程及奈米生物科技學分學程，並藉由導師與學生的溝

通，協助學生瞭解與選課，普遍獲得師生的肯定與支持。 

【碩士班部分】 

該系碩士班的教育目標為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研究、創新及整合

理論與實務的能力。核心能力則包括具有「獨立完成撰寫研究計畫書

的能力」與「能運用食品相關儀器設備、設計實驗蒐集研究數據」，

但碩士班的課程地圖並未勾勒與前揭目標與核心能力的對應關係。 

（二）待改善事項 

【學士班部分】 

1. 該系設置 4 個學分學程，增加學生選課選項，立意良好，惟

如此恐增加學生修習學分數與教師授課負擔。 

【碩士班部分】 

1. 該系建置的碩士班課程地圖無法反映對應的核心能力，恐影

響學生的瞭解程度。 

（三）建議事項 

【學士班部分】 

1. 宜檢討並妥善規劃 4 個學分學程所需修習學分數，以避免增

加學生與授課教師負擔。 

【碩士班部分】 

1. 宜在碩士班課程地圖補充建置核心能力之對應關係，並於後

續的宣導及執行過程一併更新。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 100 學年度專任教師共計 17 位，計有教授 6 位、副教授 9

位、助理教授 1 位及講師 1 位，其中 13 位具博士學位，另有 1 位進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評班制：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3 

修博士中。依據教師專長，分為食品加工與工程群 7 位、食品化學群

7 位及微生物群 3 位。又為補足產業界對實務及統合能力的要求及培

育學生實務能力，另延聘兼任教師 8 位。該系 17 位專任教師，以 100

學年度為例，肩負學士班 392 位、進修學士班 118 位、碩士班 33 位，

總計 543 位學生之教學工作。在各教師授課鐘點數，以 100 學年度上

學期為例，授課鐘點數為 7 至 19、指導研究生數為 0 至 5 位。 

專任教師平均年齡 51 歲，教學資歷平均約 20 年，教師教學經驗

豐富，具教學熱忱。該系亦建立教學循環回饋改善機制，適時提供教

師參考與修訂。該校教務處亦於 99 學年度開始每年蒐集前一學年度

畢業生就學期間的修課資料，進行學生的核心能力分析，瞭解該系整

體畢業生的學習成效，並提供教學改善策略，益加確保教學品質。 

該系為使教師於教學、研究及輔導各方面持續精進，鼓勵教師運

用該校提供之補助或資源，參與教學成長課程，或短期、長期進修，

以及參與研究計畫申請，強化教師教學與研究能量，並將創新之概念

運用於教學方式、教材及評量，以確保教學符合該系之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力。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部分教師教學負擔過重，無餘裕指導研究生。 

【進修學士班部分】 

1. 該系進修學士班受限於授課時間，部分專業科目未能修習，

影響學生專業能力的養成。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適度調整教師授課負擔及研究生指導情形，使學生能得到

良好的研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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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士班部分】 

1. 宜再增設進修學士班專業課程，以確實培養學生具備專業能

力。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教學研究設備已具水準，於 98 年搬遷至新系館後，空間大

幅增加，除教室與各項研究實驗專業空間外，碩士生 5 至 6 人共用 1

間研究室，另有研討室和會議室。在課業輔導方面有導師輔導、授課

教師 office hours、TA 輔導及自學中心，學習預警與輔導機制已有效

執行，例如：101 學年度上學期預警學分數達二分之一有 4 位，經師

長輔導與家庭關懷並用後，已降為 2 位。生活輔導方面，該系設有學

生法律諮詢、租屋資訊、獎助學金及助學貸款等協助機制，讓學生能

快樂學習、安心讀書。另外，該系透過職涯楷模經驗分享、產業座談、

產業參訪，以強化學生的職涯規劃。 

101 年該系有 10 位學生擔任 10 個社團的社長（該校社團約有 70

個），學生藉此能培養溝通能力與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並增進團體合

作精神。 

該系教師、各項委員會及行政人員均以學生學習及學生事務為

重，提供輔導與服務，頗能達成學生在學期間的全人教育目標。 

【碩士班部分】 

該系的師資、實驗空間及儀器設備皆符合學生學習研究需求，足

以培育優秀且兼具特色專長的食品專業人才。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考取證照學生人數偏重食品與檢驗技術，烹飪、烘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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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專業證照取得較少。 

【學士班部分】 

1. 該系設計的學分學程中，食品加工與工程實務學分學程之師

資與相關加工設備尚有不足之處，且學生未能充分瞭解該學

程內涵。 

2. 四年級學生修課意願低落，校外打工情形普遍，職涯規劃積

極度不足。 

【進修學士班部分】 

1. 進修學士班學生欠缺證照考試輔導措施。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積極宣導證照考試的重要性，並開放實驗室、專業教室及

實習工廠，方便學生練習，並安排教師輔導，研擬鼓勵辦法，

協助學生取得烹飪、烘焙及其他專業證照。 

【學士班部分】 

1. 除充實食品加工與工程實務學分學程之師資與設備外，宜透

過導師於一至三年級時多向學生講解課程內容，因材施教，

引導學生依其興趣選擇課程，除了增加考取證照的機會，亦

能培養優良且具特色的專才。 

2. 宜調整四年級課程，透過導師選課輔導，加強宣導修習職涯

及進路相關的課程。 

【進修學士班部分】 

1. 進修學士班學生宜比照學士班學生，於週末假日安排證照考

試輔導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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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具有良好農業食品加工實務研究傳統，共 17 位專任教師（6

位教授、9 位副教授、1 位助理教授及 1 位講師），其中 13 位具博士

學位，師資陣容健全。該系依照教師學術專長，將研究專業領域規劃

成 4 個專業領域：「食品微生物之菌種鑑定、改良及生物資源與產程

技術開發利用」、「保健食品生理活性檢測及新檢驗技術之開發研

究」、「機能性食品及新興加工、包裝技術研究」及「奈米技術應用

於食品製程、貯藏與檢測等研究」。 

每位專任教師均有獨自研究室，另有公用儀器室、官能品評室、

檢驗中心、冷凍冷藏室等，研究空間充足。97 至 100 年食品檢驗中

心收入穩定成長。 

96 至 100 學年度該系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總件數（99 件）與總金

額數（43,881 仟元）均較前期評鑑有所成長。教師的研究計畫約有半

數（47/99）為具東臺灣地區產業特色之計畫。 

【學士班部分】 

該系為鼓勵學士班學生多參與專題研究，自 98 學年度起將專題

研究課程由選修改為必修。 

【碩士班部分】 

該系於 98 學年度成立碩士班，碩士生在教師指導下參與在地食

品生物資源利用、檢驗技術開發及米食加工技術研發與推廣食品認證

制度等相關研究。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規劃專任教師的 4 個專業領域，與教師指導研究生研究

特色的三項內容不盡相符；另該系自我評鑑（101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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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意見回應與自我改善計畫中又述及「本系教師研究分

為三大研究小組」，顯見該系自我規劃與發展之方向與研究

特色尚待釐清。 

2. 該系以「加強與全國學校與研究單位合作以提升產學合作與

學術研究能量」做為優勢強化策略，然而只見宣示，未有任

何具體實質的作為與績效。 

【碩士班部分】 

1. 該系未訂定教師與學生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相關資料及獎勵

辦法。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整合規劃各教師專業領域形成之研究方向宜明確一致。 

2. 除與外校或研究單位合作外，宜善加利用校（院）內相關資

源，如生物科技與動物科學系，加強合作建立特色。 

【碩士班部分】 

1. 宜制訂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相關獎勵辦法，以鼓勵專任教師與

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議。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透過該校建置校（系）友通訊錄，於 94 年 5 月底設立系友

會，每年 5 月定期聚會，或舉辦畢業系友回娘家、系友楷模講座活動，

實施畢業系友及其雇主問卷調查等，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情

形良好。 

該系亦藉由畢業系友問卷、系友座談、畢業系友、雇主滿意度調

查等方式蒐集相關回饋建議。94 至 10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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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均為 100%，就業滿意度調查回收率 76%，但 97 學年度畢業

生就業滿意度調查除碩士班為 88%外，學士班畢業生或學士班、碩士

班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的回收率則僅有 41%至 43%。 

該系同時結合該校學習成效考核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

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反映意見，並召開系務會議，就該項意

見之分析結果，檢討修訂核心能力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

學與學習評量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之足夠與否等，該系亦依

據計畫、執行、檢核、行動循環系統（PDCA），規劃完整的學習自

我改善機制，執行的成效包括 99 年 10 月擬訂、規劃及檢視該系核心

能力及其對應課程權重與該系就業能力指標；98 學年度起增開膳食

營養學、公共衛生營養及生命期營養學等營養師考照相關課程及安排

校外學習，協助學生取得考照資格，並修訂食品分析實驗、食品科學

概論及學士班專題討論等課程大綱，調整食品工程實習、食品加工單

元操作的開課學期，以及將食品化學二、食品分析二、食品分析實驗

二等課程由必修改為選修，有機化學一、二必修課程由原來的二上、

二下改為一下、二上等。另，該系亦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機制並

紮實執行。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畢業生就業滿意及雇主滿意問卷問題題意模糊不夠精

確，導致問卷回收率不高和選項答案參差不齊，無法進行系

統分析以做為課程改善之依據。 

2. 該系全體教師對於自我評鑑報告彙編、審校的參與積極度稍

嫌不足，部分執行成效及佐證資料的呈現不夠周延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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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宜更明確聚焦畢業生就業滿意度及雇主滿意度各項問題

的內容，以提高問卷回收率，並能將反映意見進行有效系統

分析，做為課程改善參考。 

2. 該系全體教師宜積極參與自我評鑑報告的彙編、審校，使得

該系自我評鑑報告中執行成效的呈現更加周延齊備。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