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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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防醫學院航太及海底醫學研究所 



 

受評班制：碩士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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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防醫學院航太及海底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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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實際授課內容或學習評量，尚

未見完整、具體且結構性的規

劃，以呈現或檢核該項核心能

力之達成情形。（第 1 頁第 14
行，現況描述與特色） 

1. 本所之授課內容均經過完整規

劃，詳如課程地圖，每堂課之課

程內容皆能符合核心能力之培養

（詳如評鑑報告書 p14 所示）。 
2. 學期結束後每堂課程皆有學習評

量，完整呈現於本所佐證資料

夾，其中學習評量更區分為學院

及所內之評量，以完整呈現核心

能力之達成情形。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實際課程之規劃與設計，

仍偏向分組授課，其中共同必修之

「航太/海底醫學專題討論」及「論

文研究」不宜做為該所 2 組共同必修

課程。故課程規劃與設計未有完整、

具體且結構性的規劃。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實際課程之規劃與設計，

除 2 組共同必修之航太/海底醫

學專題討論及論文研究外，仍

偏向分組授課，缺乏全體學生

都必須修習之共同核心或必修

課程，無法充分展現兩所整併

本所學程不強調培養學生跨領域能

力，為了要培養學生共同的六大核心

能力（如課程地圖所示），學生除了

修習兩組原有的專業課程--航太醫

學及海底醫學相關課程，另有每週 2
小時為期兩年共 4 學期的共同必修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實際課程之規劃與設計，

仍偏向分組授課，其中共同必修之

「航太/海底醫學專題討論」及「論

文研究」不宜做為該所 2 組共同必修

課程。故課程規劃與設計未有完整、



 

受評班制：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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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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以培養學生跨領域能力之原意

及特色。（第 1 頁第 14 行，待

改善事項 1） 

課程 seminar，所有學生都必須全程

參與此課程，在這課程中彼此學習分

享其專業學識，使學生六大核心能力

的培養更進一步整合完成。 

具體且結構性的規劃。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課程規劃與實際授課內容

和核心能力之對應與連結關係

仍弱；且未訂定明確之核心能

力檢核指標，不利於具體呈現

畢業生核心能力達成情形。（第

2 頁第 1 行，待改善事項 2） 

本所於每堂課程簡介中皆明確定義

該課程之核心能力培養（詳如評鑑報

告書 p14 所示），本所學生必須參與

軍醫大會及航空醫學年會的海報展

示或口頭報告，這是本所學生畢業的

門檻之一，也是核心能力達成的具體

展現。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規定之軍醫大會及航空醫

學年會的海報展示或口頭報告之畢

業門檻，固為指標之一，惟尚無法完

整呈現畢業生具體核心能力之達成。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該所課程規劃

與實際授課內容和核心能力之對應

與連結關係仍弱；且所訂定之核心能

力檢核指標未臻完整，不利於具體呈

現畢業生核心能力的達成。 
教師、教學及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參訪空軍軍官學校、岡山航空

生理訓練中心及三軍總醫院等

單位，立意甚佳且務實。惟在

師資及教學活動方面，未能藉

此建立更緊密的交流與合作，

殊為可惜。（第 3 頁第 5 行，待

本所與空軍軍官學校、岡山航空生理

訓練中心及三軍總醫院皆有密切之

交流合作，除師資方面互相交流，如

航空生理訓練中心朱信副院長、三軍

總醫院蔡宗能、陳信傑、彭忠衎醫師

等至本所上課，本所何振文老師及李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 

1. 該所除師資方面與教學活動之互

相交流外，於教學設施等資源未

有更為具體的共享或互動。 
2. 該所申復意見說明提出「研究方



 

受評班制：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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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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改善事項 1） 世裕老師也擔任航空生理訓練中心

授課老師（詳如課表）；研究方面本

所與航空生理訓練中心及三軍總醫

院皆有多項合作之研究計畫，研究實

施地點就在岡山航空生理訓練中心

或三軍總醫院，以達緊密的交流合

作。 

面本所與航空生理訓練中心及三

軍總醫院皆有多項合作之研究計

畫」，惟未提出相關佐證資料。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參訪空軍軍官

學校、岡山航空生理訓練中心及三軍

總醫院等單位，立意甚佳且務實。惟

在師資及教學資源共享方面，未能藉

此建立更緊密的交流與合作，殊為可

惜。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因學生修課人數不多，故鼓勵

學生選修他組課程，以期彌補

核心課程開設不足及兩所合併

後銜接之問題。（第 3 頁第 21
行，現況描述與特色） 

本所之課程開設乃依據本所成立之

宗旨目標及課程委員會討論後開

設，所以核心課程的開設相當充實而

連貫，學生由基礎的航空/潛水生理

課程學習開始，接著接觸航空/潛水

醫學知識，各組學生學習相關專業知

識，最後將該專業知識運用在實務案

例探討及研究（可參閱本所課程地

圖），學生除了修習必修課程外，本

所希望給予學生更大的學習空間，因

此鼓勵學生依其興趣及認為與其論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實際課程之規劃與設計，

仍偏向分組授課，其中共同必修之

「航太/海底醫學專題討論」及「論

文研究」不宜做為該所 2 組共同必修

課程。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而 2 組共同核

心課程不足，故鼓勵學生選修他組課

程，以期彌補核心課程開設不足及兩

所合併後銜接之問題。 

 



 

受評班制：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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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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文主題相關而加以選修其他課程（組

內或他組課程），課程的修習跟修課

人數多寡無關（只要有學生修習就開

課），所以本所並無核心課程不足及

合併後銜接之問題。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校內圖書及電子期刊等資源之

數量與品質，尚未能完全滿足

研究生的學習需求。（第 3 頁第

24 行，現況描述與特色） 

本校為國內唯一的軍事醫學校，圖書

館設有軍陣醫學專區，內含各相關教

科書、雜誌及期刊（包括國際潛水醫

學專家林玉鍾教授捐贈個人之相關

潛水醫學叢書收藏）等，而所內也有

專屬圖書室，供學生參考閱覽，學生

對學校及所內的學習環境滿意度高。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相關專業期刊數量及種類

仍有強化之空間。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校內圖書及電

子期刊等資源之專業期刊的數量與

品質，尚未能完全滿足該所研究生的

學習需求。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部分學生領取教師科技部計畫

之碩士生補助，然其他相關補

助項目及申請方法之宣導似較

不足。（第 4 頁第 3 行，現況描

述與特色） 

本所除教師利用國防計畫或科技部

計畫補助學生外，學校更會不定期利

用校內公布欄、電子公布欄、公務信

箱 e-mail 及集會場合等方式通知學

生各項獎學金及教學助教申請辦

法，以補助學生。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此點乃根據委員實地訪評學生

所得之結果。 

 



 

受評班制：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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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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無專職之所辦行政人員，

目前由講師兼任，部分行政上

的問題，學生較難即時反應。

（第 4 頁第 4 行，現況描述與

特色） 

本所為單純的研究所，所的規模及範

疇不大，並沒有太多的行政業務，師

生相處融洽，且各老師皆有安排

office hour，學生有任何問題都可以

即時反應即時處理。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確實無專職之所辦行政人

員。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教育目標以發展高階「航

太及海底醫學專業」為重點，

惟學生來源缺乏軍職生，恐不

利於落實原設立之宗旨與目

標。（第 4 頁第 11 行，待改善

事項 1） 

本所宗旨目標為「培育具專業知識與

研究能力之人才，發展國內航太及海

底醫學」，本所學生在經過兩到四年

的研究所學程後，皆能養成並提供其

專業知識，以促進及提升國內航太及

海底醫學之水準（如航太醫學授課目

標即期望學生能提供相關專業知識

以增進飛安），所以不管學生身分是

否為軍職生，皆能落實本所的宗旨及

目標。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強調軍陣醫學之發展，宜

鼓勵軍事背景學生修習。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對於學生未來職場或生涯規劃

方面，該所開設之課程尚有不

足。（第 4 頁第 12 行，待改善

事項 2） 

本所課程地圖的規劃就是為培養學

生的專業學識及相關核心能力以面

對及進入職場生涯，所以本所畢業生

職場就業概況也多彩多姿並不遜於

其他的系所，畢業生出路有從事教學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未舉證開設職場進路或職

涯發展之相關課程。 

 



 

受評班制：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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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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研究的（包含副教授、助理教授、講

師及研究助理等）各種學專業人員，

詳如本所職場就業概況，所以沒有課

程開設不足之問題。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提供給學生經濟支持之相

關訊息不夠透明化，不利學生

依其需求申請。（第 4 頁第 14
行，待改善事項 3） 

本所除教師利用國防計畫或科技部

計畫補助學生外，學校更會不定期利

用 e-mail 及集會場合等方式通知學

生各項獎學金及教學助教申請辦

法，以補助學生。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此點乃根據委員實地訪評學生

所得之結果。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部分儀器的使用率不高。

（第 4 頁第 16 行，待改善事項

4） 

本所優勢即為具有充實之儀器設

備，但由於學生數不多，根據學生之

研究題目，每年會有部分儀器使用率

不高。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此點乃根據委員實地訪評儀器

使用記錄所得之結果。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有自行設計之儀器設備，

惟其相關安全防護措施有待加

強。（第 4 頁第 17 行，待改善

事項 5） 

本所儀器設備皆有安全使用說明，有

定期的維修及保養，且由受過訓練之

專業人員管理及使用。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此點乃根據委員實地訪評儀器

操作手冊、維修及保養紀錄所得之結

果。 

 



 

受評班制：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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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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延請校外專家學者演講次

數偏低，102 年 1 場與 104 年 4
場，多集中於 104 年。（第 5 頁

第 23 行，現況描述與特色） 

本所在過去 5 年幾乎每年皆邀請多

位學者專家至本所演講，但由於篇幅

關係僅列入大型場次。另外，學院也

經常邀請國外學者專家進行演講（幾

乎每週一場次），以達學習新知及學

術交流目的。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根據該所提供之資料所得之結

果。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教師有參與跟航太與海底

醫學專業相關之校外服務，但

較少國家考試或國科會、科技

部審查委員等之校外服務；該

所學生有參與校內或所內服

務，但校外服務較為缺乏。（第

6 頁第 1 行，現況描述與特色）

提供服務就必須是專業，才能達到應

有的效果，所以本所教師對非專業以

外之校外服務並未強求；學生雖未直

接參與校外服務，但也會提供本身專

業知識給需要之人員，如一般民眾或

相關飛航/潛水人員，以促進飛航及

潛水安全，這也是很重要的校外專業

服務。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根據該所提供之資料所得之結

果。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教師參與產官學合作的研

究計畫仍闕如。（第 6 頁第 5
行，待改善事項 1） 

本所之賈淑敏老師即有產官學相關

之合作計畫（101 年度 2 件，102 年

度 1 件）。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根據該所提供之資料所得之結

果。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該所教師參與

產官學合作的研究計畫仍顯不足。 



 

受評班制：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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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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教師雖有校內整合型計畫

的補助，然參與校外的整合型

計畫仍闕如。（第 6 頁第 6 行，

待改善事項 2） 

本所除國防計畫外，更有與高雄總醫

院岡山分院、三軍總醫院與耕莘醫院

等之合作計畫（詳如評鑑報告書 p41
所示及附件）。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根據該所提供之資料為合作計

畫，而非整合型計畫。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近三年該所師生雖有參與國內

學術活動，惟參與國際學術會

議的次數不多，出國參與國際

學術交流活動之成效有限。（第

6 頁第 8 行，待改善事項 3） 

本所教師有參與多次之國際學術會

議（如附件資料），另外，為促進國

際學術交流，本所也多次邀請國外學

者專家至所上進行學術交流，學校也

經常邀請國外學者專家進行演講（幾

乎每週一場次），這些方式皆能達到

與國際學術交流之目的。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根據該所提供之資料所得之結

果。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所師生參與校外服務方面，

尚待強化。（第 6 頁第 10 行，

待改善事項 4） 

提供服務就必須是專業，才能達到應

有的效果，所以本所教師對非專業以

外之校外服務並未強求；學生雖未直

接參與校外服務，但也會提供本身專

業知識給需要之人員，如一般民眾或

相關飛航/潛水人員，以促進飛航及

潛水安全，這也是很重要的校外專業

服務。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根據該所提供之資料所得之結

果。 



 

受評班制：碩士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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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部分學生的畢業論文與航太及

海底醫學領域較無直接關係。

（第 6 頁第 11 行，待改善事項

5） 

請參閱本所之論文題目，皆與航太及

海底醫學相關。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根據該所提供之資料所得之結

果。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