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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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系之設立宗旨為「以培育森林生態與自然資源調查監測、保

育、經營與利用相關領域之專業人才，並著重人文素養、人際溝通與

領導才能之養成」。期使該系在林業教育推廣、學術研究創新、技術

服務及優質人力培育上，成為區域性（臺灣東北部）重要的學術中心，

此亦為學校所制定的政策，甚為正確。 

該系能依據校、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考量社會需求與發

展趨勢，透過相關會議討論後，訂定該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該

系訂定「培育生態保育之專業人才，因應環境及社會之變遷，具備生

態調查監測與保育之知能」、「培育森林與自然資源管理之專業人，

具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培育木竹材料與設計利用之專業人才，

提昇木竹文化的發展」及「著重理論整合與實務應用，配合社會發展

之需求，培養專業全才」等四項教育目標，並訂定「森林生態保育能

力」、「森林資源經營能力」、「林產科學應用能力」、「森林跨領

域整合能力」及「溝通合作與宏觀能力」等五項核心能力。 

課程設計依該系教育目標規劃共同專業必修課程 55 學分與「生

態保育學群」、「森林經營學群」及「林產利用學群」三個專業領域

之核心必修課程 14 至 17 學分，一般選修 9 學分，學生可依個人性向

與特質，自由選擇修習三個教學領域課程之ㄧ。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於實地訪評中發現，低年級學生對該系的認知與認同感不足。  

2. 該系於大礁溪林場種植紅豆杉，將經由採葉提煉紫杉醇，此

類產品是屬森林特（副）產物。有關森林特產物之項目甚多，

然該系尚未有相對應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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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部分】 

1. 該系教育目標之一為培育森林生態保育等專業人才，然開授

之課程目前尚缺乏微氣象學之相關課程。 

2. 該系三個學群的核心必修課程合計 14 學分以上，然有二個學

群各 2 門課程安排在大一授課，宜進一步檢討是否妥適。 

【碩士班部分】 

1. 100 學年度之後報考研究所之人數，將明顯遞減，然該系尚未

有相關因應措施。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建置雙向溝通機制，藉適當時機或隨時與學生對談溝通，

提升對該系之認同感。 

2. 宜增開 1 門「森林特產物」的課程，以因應未來多元化的林

產物產業之發展。 

【學士班部分】 

1. 宜尋求校內相關師資或聘任兼任師資，開授微氣象學課程，

以符合該系之教育目標。 

2. 學群核心必修課程宜定位為學生具備相關基礎訓練之後，依

其興趣與出路等選擇的核心課程，故宜列在大二以上年級修

習。 

【碩士班部分】 

1. 宜擬定相關因應措施以鼓勵或吸引該系、該校或外校之學生

來所深造。並配合文宣、網站或由校友與系友廣為宣傳，由

表現優異之學生，赴各大學，推廣該系之優異特性、長處以

及未來之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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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有 11 位專任教師，包括 6 位教授、1 位副教授、3 位助理教

授及 1 位講師，師資結構穩定，且教師的學術專長均能符合該系所規

劃的生態保育、森林經營及林產利用等三個專業領域學群教學的需

求。該系著重課程之實作單元與實習課程，且教師均能依照各課程所

欲培育核心能力之權重進行教學設計。此外，教師教學有 85%以上的

課程使用自編教材，有 50%的課程使用數位資源，有 50%以上的課

程聘用教學助理協助教學，以及運用問題探討、企業參訪、問題演練

等多元教學方法等措施，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教師也運用紙筆測驗、實作測驗、書面報告、口頭問答及課後作

業等多元評量方式，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與瞭解學生的學習成

效。而為了掌握學生對課程之建議，系務會議會將「教師教學評量」

調查結果列入討論議程，並依據其結果擬定教學改進措施。該系專任

教師在 96 至 99 學年度教學評量的平均分數明顯優於全校的平均值，

可見學生對該系教師的教學品質、教學方式及教學成效均持肯定的態

度。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學士班與碩士班的課程各規劃了三個專業學群，11 位專

任教師在研究、服務及學生輔導的多重壓力下，教學負荷更

顯繁重，雖有 9 位兼任教師分擔部分課程，仍難使各學群的

課程架構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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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為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且使各學程的課程架構能符合學生學

習所需，該系宜考慮採用以下作法，包括（1）輔導及鼓勵學

生選修與該系相關的跨領域學程，如「休閒產業學程」與融

入生物多樣性內涵的「環境教育學程」；（2）開設學士班與

碩士班可以共同選修的專業課程；（3）增聘業界兼任教師，

促進學生的實務經驗及對產業的瞭解，亦能增加學生校外實

習及到產業界就業的機會；（4）依據課程的屬性，配置教學

助理協助教學，實習課最好能配置 2 名教學助理，而班級人

數過多的課程宜優先配置 1 名助理，最終目標為 1 科目 1 助

理，除可減輕教師的教學負荷外，也可協助學生課後的學習；

（4）教師將產學合作與學術研究成果融入課程，提升學生就

業知識與技能；（6）擴大跨校選課合作（已與國立臺灣大學

合作），以爭取赴產業實習之機會等。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在生物資源大樓完建後的教學空間，由原來的 1,218 平方公

尺增加至 2,646 平方公尺，另有 173.4 公頃實驗林場，教學空間與設

備已趨完備。在 96 至 101 學年度間的圖書期刊費在 85 萬至 104 萬元，

儀器設備費在 105萬至 196萬元，並依序分配至各學群領域集中使用。 

該系有完善的學生學習預警與輔導機制，導師不僅會和被預警的

學生晤談，也會安排其課後輔導，學習成效不佳學生的及格率提升了

85%。除了導師外，專題研究指導教師對學生生活與學業之輔導也不

亞於導師。導師與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亦給予學生各項的生活輔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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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0 年度該系也提供約 75 萬元的獎助學金，使部分有需求的學生

能安心學習。該系 80%以上的學生為外地生，轉學生的比例也在 10%

左右，教師對這些學生的生活適應與照顧均不遺餘力。 

【學士班部分】 

該系課程內容豐富，教師授課除了原理講授之外，亦配合實習等

實務操作達到多元學習效果。教學空間除教室外，設置了 17 間實驗

室，提供配合課程實習操作的空間。此外，實驗林場與林業試驗所福

山研究中心等單位離學校相當近，提供豐富的實習資源。 

學生之學習輔導，除了任課教師之外，部分課程設置教學助理協

助教學，提升學習效果及品質。導師制度在學生學習與生涯規劃方面

提供良好的協助。該系不定期舉辦演講與企業參訪，使學生對於林業

發展趨勢與對企業能更深入瞭解。 

【碩士班部分】 

教師指導碩士班學生人數有做控管，使研究資源的使用能達到良

好的效果，並且固定時間舉辦研究室討論，可達到指導的品質，指導

教授亦可充分提供學習與生涯輔導。碩士班目前設置 17 間實驗室，

可滿足碩士班學生研究的需求，實驗林場亦充分提供做論文研究的資

源。該系碩士班另訂定碩士班學生參加研究成果發表補助辦法，鼓勵

碩士班學生積極參與學術研討會。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教學空間雖足夠，然部分儀器設備老舊，影響實驗課程

的效果，及論文研究實驗的品質。此外，教室多使用黑板，

易影響其可見度。 

2. 該系與森林相關領域的書籍與期刊稍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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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畢業生對該系意見與看法滿意度大致良好，惟滿意度較差者

為該系空間環境與設備（57%），於實地訪評瞭解，該系在林

產利用學群領域空間與設備稍弱，其設備須適當充實改善。 

【學士班部分】 

1. 由於應用數學課程多為大班教學，易影響學生學習效果。 

【碩士班部分】 

1. 100 學年度共有 15 位碩士班的學生休學，約占該班學生總人

數的四分之一，碩士班學生續學率的提升，有待改善。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向校方爭取經費，以及向外界申請研究經費進行改善。另

教室黑板宜更換為白底，尤以教師上課時，多以 slides 配合手

寫來進行，將可提高學生之學習效果。 

2. 宜向校方爭取充足經費，增加圖書及期刊資料，以滿足學生

學習需求。 

3. 製圖教室空間宜加強林產利用相關家具製圖設備，及設置木

材加工利用機械工廠，以利林產利用實務之教學研究。 

【學士班部分】 

1. 宜將應用數學課程改成小班制教學，並增加教學助理的人

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碩士班部分】 

1. 宜分析學生休學的動機，瞭解其在生活及學業上或研究過程

中所遇到的困難，以做為未來輔導新生修課與決定研究主題

之參考；或增加研究生清寒獎助金之金額與名額，使其在就

學期間能專心及安心學習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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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目前該系師資之學術專長和研究領域，可劃分為生態保育 4 位、

森林經營 3 位及林產利用 4 位。雖規模組織員額編制並不龐大，但研

究能量和成果甚為可觀，99 至 101 學年度三年內，已發表研討會論

文共 87 篇，指導碩士論文 29 篇。教師之專業表現優越且屢獲研討會

獎項、技轉、森林學術獎、林業及自然保育卓越貢獻獎、優良學術著

作，以及資深教育優秀人員獎等，皆受學界、政府公部門或企業界所

肯定和讚譽。該系教師在 96 至 100 學年度執行國科會、農委會、縣

市政府或私人企業委託之研究計畫，不包括負責或參與整合性計畫之

39 個子計畫，共有 63 件，總金額為 62,740,961 元，平均每年 13 件，

每件金額平均約為 1,255,600 元，此皆可彰顯該系教師之研究能量和

專業表現，深受學界、業界或政府公部門所肯定。 

此外，教師亦熱心參與服務與推廣工作，如擔任國家考試委員、

國內大學相關系所之碩、博班論文考試委員、研究計畫評選、審查、

考核、相關學會之理監事或委員、國內外學術期刊之論文編審及國內

國際講習會講師等。 

該系學士班之「專題討論」為必修課程，在該系教師之指導和協

助下，97 至 100 年至少有 20 篇論文於國內之學術研討會發表，而碩

士班學生研習態度認真，論文皆能如期完成，並且品質良好，96 至

101 年共計有 45 篇碩士論文，並由其中產出期刊論文 13 篇與研討會

論文 67 篇。 

此外，該系教師為提升研究水準及國際學術合作，除邀請國外學

者蒞校演講，交換研究理念、經驗及心得，多位教師亦非常積極踴躍

參訪國外大學與研究機構，學習其經驗、長處，或將其研究成果於國

際性學術研討會發表，此亦彰顯臺灣於此一領域之研究成就，建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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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友誼和未來國際合作之橋樑。 

綜合觀之，該系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符合現代森林學之內涵及其在

自然、生態資源經營管理及永續利用之宗旨；在教學、研究、服務及

國內外之學術交流，皆與該系設立之宗旨與目的相符。該系師生在此

一領域之研究、服務及推廣亦獲得不少獎項。該系在生態保育等研究

設備甚為先進，研究教學環境甚佳，此等氛圍皆有利於卓越學術與專

業表現之實踐。未來也將戮力發展成為臺灣東北角，以及棲蘭山、太

平山為主之檜木林、濕地及木材產業等具資源特色之學術研究中心。

該系也將致力於國內外同儕學術交流，以及建構未來合作可能性之橋

樑，提升臺灣於此一領域之知名度和提升國際之學術地位。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學生較少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有待提升。 

2. 學生較缺乏參與跨國之產、官、學實習之經驗。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以學校或教師之資

源，或向國科會及相關單位爭取更多資源，來資助學生出國

參與各學術研討會之機會，以拓展國際視野和汲取學習各國

相關學術領域之專長。 

2. 宜鼓勵學生參加跨國之產、官、學實習，甚至學術合作之機

會，蒐集相關資訊經校或系網站，或由各層級班代代為宣傳

相關資訊，對獨具潛力之學生由各相關教師特別指導與輔

導，以激勵其全力投入之意願，加深熟悉職場之實作經驗、

技術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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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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系學生為達成該系設定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養成，除須修

畢 128 學分課程外，為增加學生未來就業多元能力，該系也輔導相關

職能就業學程，其執行成效對投入職場具正面效果。 

畢業生對自我認知與自信肯定之相對態度達 80%以上，具備實務

與實習等經驗，將可增加職場競爭力。 

學士班畢業生透過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分析結果，在大學生

涯中學習方法與學習態度表現成績分布在 75 至 84 之間，一般以專業

知識及技能較強，外語能力與自我行銷能力較弱。 

碩士班學生則對其在學期間各項表現均滿意，且主要核心能力在

於發掘與解決問題能力及人格特質養成，職涯之選擇主要根據於其興

趣與專長。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畢業生投入相關產業比例偏低，有待進一步提升。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推動相關領域之產學合作及加強校外實務實習課程，擴展

與產業界連結關係，以增進學生進入職場能力之養成。並宜

配合現今遍及海外如大陸地區、越南、馬來西亞及印尼等林

業或木業相關產業之台商急需之人才需求，擴大其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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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