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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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軍軍官學校政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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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課程配當近似一般大學政

治學系，較少具軍事院校特色

的課程。（第 1頁，待改善事項

第 1點） 

一、在課程特色之發展方向，將持續

強化軍事領導統御、軍文關係、

軍事社會、軍事倫理及組織與管

理等內容。 

二、本系學生修習政治學、心理學、

社會學等相關課程，皆具人群互

動基本概念，有助於日後軍旅服

務。 

三、以正 109 年班課程配當為例，本

系修習具軍事校院特色課程概

括如下： 

1.部定必修課程 30 學分，為本校

軍官專業必修課程。 

2.通識必修課程：軍事倫理學(2

學分)、管理學(2 學分) 

3.通識博雅選修課程：政治系必選

修 2學分管理領域課程。 

4.政治系專業選修：軍事政治學(2

附件一  正 109 年班教育計畫摘要-

校共同必(軍官專業)修課

程配當表、通識必、選修課

程配當表、政治系課程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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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軍事社會學(2 學分)、

軍隊與社會關係(2 學分)、組織

理論與管理(2 學分)。 

5.本系學生得跨系選修管科系「領

導學、領導與管理個案研究、風

險與危機管理」等三門課程，列

計畢業學分 4學分。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教育目標是「培育政治理

論與應用結合之陸軍初階指揮

軍官」，但目前所開設的非理論

性課程，例如非政府組織、地

方政府與治理、談判策略、國

際法等，距離「政治理論與應

用結合」尚有落差。（第 1頁，

待改善事項第 2點） 

在政治學相關課程方面，逐步研討規

劃使理論與實務結合，正 109 年班課

程規劃，已增開「政治發展與民主

化、政治意識型態、全球公共議題、

國際情勢分析、談判理論與實務、亞

太區域整合、時勢與政策分析」等 7

門 2 學分課程，提供學生選修，不足

之處，列正 110 年班課程設計研討。

 

附件一  正 109 年班教育計畫摘要-

校共同必(軍官專業)修課

程配當表、通識必、選修畗

程配當表、政治系課程配當

表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必修課程偏重於理論，與

教育目標之「政治理論與應用

結合」有部分落差。（第 1頁，

待改善事項第 3點） 

一、配合系教育目標，將必修課程內

容朝實用或應用整合，務使其符

合學生學用合一之需求，使學生

在學習上能朝實務方面理解與

應用。 

二、自正 110 年班起，課程配當調整

規劃如下： 

附件一  正 109 年班教育計畫摘要-

校共同必(軍官專業)修課

程配當表、通識必、選修畗

程配當表、政治系課程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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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究方法」代替「政治學方法

論」。 

2.「中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

想史」代替「中國政治哲學、西

洋政治哲學」。 

3.專業選修課程增開「應用文」，

聘請通識教育中心國文老師授

課。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選修課程偏重理論和專業

研究，實務性課程較少，和其

培養初階指揮軍官之目的較不

相符。（第 1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一、正 109 年班課程設計已適當調整

相關實務性課程： 

1.刪除「地方政府與治理、談判策

略、賽局理論」等 3 門課程。 

2.增開「政治發展與民主化、政治

意識型態、全球公共議題、國際

情勢分析、談判理論與實務、亞

太區域整合、時勢與政策分析」

等 7 門課程。 

二、由課程設計委員會研討規劃自正

110 年班起配當調整： 

1.研討刪除「國際法、政治學名著

選讀」等 2 門課程。 

2.增開「口語表達、武裝部隊心理

學(或軍事心理學、武裝衝突

附件一  正 109 年班教育計畫摘要-

校共同必(軍官專業)修課

程配當表、通識必、選修畗

程配當表、政治系課程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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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等 2 門課程之相關課程，

提供學生選修。 

三、學校生活管理已將相關領導統御

課程所學融入並落實於平時生

活管理、學生實習幹部制度中，

此為軍官養成教育之一部分。 

 

教師、教學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僅依照「陸軍官校大學部

各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審議教師相關事務，並未

訂定己身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 3頁，待改善事項

第 1點） 

系依校頒「陸軍官校大學部各學系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於 105 年

9 月 6 日系務會議研討修訂己身之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並移請大學

部審理核備，以建立本系自主性的制

度與規範，以平衡軍事院校的指揮體

系及學術教育的自主性。 

 

附件二  政治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要點 

教師、教學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教師近 6年流動率相當

高，造成教師與教學傳承的斷

層，師資結構亦出現不穩定的

現象。（第 3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一、本系處理教師事務均依國防部

105 年 8 月 8 日國人培育字第

1050013319 號令修頒之「國軍

軍事學校教師人事處理規定」辦

理，對教師與教學傳承的斷層，

師資結構不穩定的現象，本系將

持續改進。 

二、因應少子女化，本校教學實施小

而精的模式，依教育計畫編班暨

附件三  國防部 105 年 8 月 8 日國人

培育字第 1050013319 號令

修頒之「國軍軍事學校教師

人事處理規定」 

附件四  正 109 年班教育計畫摘要-

教育編組 

附件五  陸軍軍官學校正期班課程

開設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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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開設作業規定，第一至二學

期不分系採小教授班制，每班以

25-30 人為原則；第三至八學期

以學系編班，各學系必修課程以

班為單位開課，系選修及通識課

程須滿 12 人以上始可開班；第

七至八學期屬各學系必修「專題

性質」課程須滿 8 人以上始可開

班。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圖儀、教學場地設施，受限於

預算不足，汰舊換新速度緩

慢，在資源經費分配上亦處於

弱勢。（第 6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一、將儘速汰舊換新教學設備，以因

應學生學習與教學之需求，目前

於 105 年 6 月投資 120 餘萬元完

成「充實研討室設備」案，建置

完成多功能教室一間，另於 107

年建置教學用統計套裝軟體，

108 年建置數位化研討室。 

二、圖書經費依學校配額，持續爭取

新年度之圖書經費，並提高其使

用率。 

三、本系 104-107 年教育行政預算編

列分別為 678.08 仟元、675.12

仟元、977.4 仟元、1010.8 仟元，

資源經費分配能支應學系教學

附件六  本系 105、107、108 年投綱

建案 

附件七  本系104-107年教育行政預

算編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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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在校生每日晨間均有體能相關

訓練，致使無法善用晨間時間

學習，亦影響上課表現。（第 6

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學生晨間體能相關訓練均依校頒之

作息時間表執行，晨間實施跑步、單

槓及伏地挺身；下午實施跑步、仰臥

起坐及球類活動、環境整理，將體能

訓練融入學生日常生活中，以培養日

後軍旅服務之基本體能，此為軍事校

院之教育特色之一。晨間學習，將建

議學校參考，以避免一般性體能訓練

而影響學生上課表現與學習成效。 

 

附件八  正 109 年班教育計畫摘要-

夏、冬令作息時間表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雖建置畢業生資料庫，但僅止

於學生基本資料之建立與保

存，無積極的管理或整合以為

未來之運用。（第 6頁，待改善

事項第 3點） 

一、將及時更新畢業生資料庫。 

二、積極管理畢業生資料庫，使資料

庫能充分發揮作用，搜集畢業生

意見。 

三、每年校慶、校運會，通知系友返

校參加校友座談，並在親師座談

會中分享部隊經驗。 

四、在臉書上建立系友連絡系統，分

享經驗，交流訊息。 

 

附件九  校友、親師座談會資料 

附件十  系友臉書系統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過去數年該系發表之學術著作

和執行之研究計畫有集中於部

一、將積極邀請校外學者分享如何投

稿學術期刊之經驗。 

附件十一  TSSCI 學術論文發表統

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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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修正事項 分教師的情形。（第 7頁，待改

善事項第 1點） 

二、鼓勵教師依其研究專長，投稿至

政治理論、國際關係或公共行政

等領域密相關的學術期刊，本系

102-104 年於 TSSCI 期刊發表 4

篇學術論文。 

三、建議學校申請科技部教師成長研

習營活動，裨益教師提升撰寫專

題研究計畫的能力和技巧，以強

化整體之研究表現。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術研究發表有集中於若干軍

事院校期刊和研討會的趨勢。

（第 7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一、鼓勵本系老師分散學術期刊的投

稿對象和研討會論文發表的場

域。 

二、增加本系教師研究成果與國內外

學術社群對話的機會。 

 

附件十二  教師學術論文發表統計

表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尚未建立周延的學術發表獎勵

機制，如專業學術期刊論文和

學術專書出版（不含教材和翻

譯編撰）未納入獎勵範圍，略

嫌可惜。（第 7頁，待改善事項

第 3點） 

一、爭取設立更為積極的學術發表獎

勵機制，目前獎勵案均依學校

103 年 3 月 20 日陸官校總字第

1030001062 號令校頒「本校專

任教師學術著作獎勵要點」、104

年 11 月 19 日陸官校總字第

1040004973 號令修頒「陸軍軍

官學校教師獎懲實施規定」辦

附件十三  103 年 3 月 20 日陸官校

總字第 1030001062 號令

校頒「本校專任教師學術

著作獎勵要點」 

附件十四  104 年 11 月 19 日陸官校

總字第 1040004973 號令

修頒「陸軍軍官學校教師

獎懲實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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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專業學術期刊論文和學術專

書出版已屬獎勵範圍。 

1.本系 102 年、104 年投稿 TSSCI

教師獎勵 2 案。 

2.本系 103 年、105 年獲科技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獎勵 2 案。 

3.本系 104 年申請獲准僑委會華僑

事務課程開課獎勵 1 案。 

二、鼓勵教師參加國內專業學會舉辦

之學術研討會。 

三、鼓勵教師參加國內外學術社群活

動，促進專業期刊論文之發表和

學術專書之出版。 

 

附件十五  學術獎勵統計表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教師爭取研究計畫，包括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及政

府部門委託研究計畫等情況，

仍有待加強。（第 7頁，待改善

事項第 4點） 

建議學校訂定具體措施與辦法(例如

減授鐘點)，鼓勵教師每年提出專題

研究計畫之申請，103-105 年本系教

師申請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 2 案，僑

委會獎助開設一般課程 2 案，國防部

軍事研究 3 案。 

 

附件十六  研究案統計表 

自我分析、改

善與發展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目前較少有與其他學校或

學術社群間之互動，恐不利學

生學習。（第 8頁，待改善事項

將加強與外界一般大學學術社群間

之互動，增進學生專業素養與學能。

一、104 年 10 月 24 日，2 位老師參

附件十七  參加學術社群發表學術

論統計表 

附件十八  103-105 學年度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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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點） 加「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 2015

年會暨第八屆學術研討會_新面

貌或是舊故事？地緣政治與地

綠經濟重組下的國際格局」，並

發表 2 篇學術論文。 

二、103 年 11 月 15 日，3 位老師參

加「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2014

年會暨第七屆學術研討會_亞太

政治經濟之轉型與挑戰」，並發

表 3 篇學術論文。 

三、102 年 12 月 7 日，3 位老師參加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13

年會暨第六屆學術研討會_變動

世界中的衝突與和平」，並發表

3 篇學術論文。 

四、每學期規劃邀請 2-3 位學者專

家，蒞系實施專題演講，與師生

共同研討相關議題，交換心得。

103-105 年共邀請 8 位學者實施

演講。 

五、系學會每學期規劃至他校相關系

所實施課堂學習，參與他校專業

課程體驗，均有利於學術互動與

學生學習多元化。已參訪過輔仁

參訪、學術演講規劃案 

附件十九  專題演講統計表 

附件二十  學生交流活動統計表 

附件二一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

跨校選修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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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等學校之相關學

系，並在課堂上與同學互相學

習。 

六、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遴選四

位學生，實施跨校選修課程，依

學生意願選修中山大學、高雄師

範大學之通識課程，以增加學生

之學習寬度與交流機會。 

 

自我分析、改

善與發展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目前未能針對部參訪問卷

做有效之運用，殊為可惜。（第

8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將對於部隊參訪問卷結果做更具體

的研究和處理。 

一、列為系課程設計委員會、系諮詢

委員會和系務會議之重要議題

討論。 

二、尋求課程設計共識，以促進

積極改。 

 

附件二二  本系正 109 年班課程設

計提報資料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