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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02年度上半年大學通識教育
及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結果公布

教
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102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及第二

週期系所評鑑作業，已於去（102）年12月下

旬公布評鑑結果，其中，中山醫學大學與義

守大學各有45與27個班制接受系所評鑑，評

鑑結果全數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有102個班制

受評，當中100個班制通過評鑑，通過率為

98％。

系所評鑑通過率八成八  

通識教育評鑑通過率三成三

評鑑中心表示，102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

及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共有9所大學校院受評，

系所評鑑部分有305個班制評鑑通過，比例

達87.6％；37個班制有條件通過，比例為

10.6％；6個班制未通過，占1.7％。

通識教育評鑑部分，則有中華大學、國立

高雄大學、義守大學等3校認可通過，比例為

33.3％；5校有條件通過，比例為55.6％；1校

未通過，比例為11.1％。系所評鑑以班制為認

可單位，通識教育以校為受評單位，評鑑結

果均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

通過」三種。義守大學為此次受評系所班制

與通識教育全數通過評鑑的大學。

100年度上半年校務評鑑

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全數通過

除了系所評鑑與通識教育評鑑之外，評鑑

中心也持續針對100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校務

評鑑中，有部分評鑑項目被評為有條件通過

或未通過的大學，進行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評鑑結果全數通過。另100年度下半年校務評

鑑中，有2所學校2個評鑑項目因申訴有理進

行重新評鑑，評鑑結果也為通過。

102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受評單

位如對認可結果有異議，可於今（103）年1

月22日以前向評鑑中心提出申訴。為協助大

學建立品質保證持續改進機制，評鑑通過的

單位仍應根據實地訪評報告書的建議，提出

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有條件通過」

的單位必須於一年後由評鑑中心進行「追蹤

評鑑」，「未通過」的單位應於一年後接受

「再評鑑」。

各受評單位的評鑑結果與「實地訪評報告

書」（或追蹤評鑑、再評鑑的各校「改善情

形檢核表」）、「申復申請書」及「申復意

見回覆說明」，已公告於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網站「評鑑結果」專區（http://www.heeact.

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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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學校名稱

通過 中華大學、國立高雄大學、義守大學

有條件通過 中山醫學大學、真理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嘉義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未通過 興國管理學院

中山醫學大學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口腔科學研究所（學門）（碩士班）、口腔科學研究所（學門）（博士班）、公共衛生學系（學

士班）、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心理學系（學士班）、心理學系

（臨床心理學碩士班）、牙醫學系（學門）（學士班）、牙醫學系（學門）（碩士班）、牙醫學系

（學門）（博士班）、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生物醫學科學學系（學士班）、生物醫學科學學系（碩

士班）、物理治療學系（學士班）、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

系（碩士班）、視光學系（學士班）、微生物免疫研究所（碩士班）、微生物免疫研究所（博士

班）、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學士班）、應用化學系（學士班）、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應用外

國語言學系（學士班）、應用外國語言學系（進修學士班）、營養學系（學士班）、營養學系（碩

士班）、營養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營養學系（博士班）、職能治療學系（學士班）、職業安全

衛生學系（學士班）、職業安全衛生學系（碩士班）、職業安全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醫學

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士班）、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士

班）、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學士班）、醫療產業科技管

理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學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

有條件通過 無

未通過 無

不給予認可

結果

台灣語文學系（學士班）、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進

修學士班）

免受評鑑 醫學資訊學系（學士班）、醫學資訊學系（進修學士班）、醫學資訊學系（碩士班）

中華大學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生物資訊學系（學士班）、生物資訊學系（碩士班）、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學士班）、行政管理學系（學士班）、行政

管理學系（碩士班）、行政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科技管理學系（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

景觀建築學系（學士班）、管理學院（進修學士班）、餐旅管理學系（學士班）、應用日語學系

（學士班）、營建管理學系（學士班）、營建管理學系（碩士班）、營建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有條件通過 景觀與建築學系（碩士班）

未通過 無

不給予認可

結果

國際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學位學程）、創新設計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統計學系（學士班）、觀光與會議展覽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學位學程）

免受評鑑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土木工程

學系（博士班）、工程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工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工業管理

學系（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工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學位

學程）、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學士班）、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班）、通訊工程學系（學士

班）、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資

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電子工程學系（學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機

械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02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評鑑結果

102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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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學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學士班）、台灣文學系（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企業管理學

系（進修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休閒遊憩事業學系

（學士班）、休閒遊憩事業學系（進修學士班）、休閒遊憩事業學系（碩士班）、宗教文化與組織管

理學系（學士班）、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學士班）、法律學系（進修學士

班）、英美語文學系（學士班）、英美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音樂應用學系（學士班）、財政稅

務學系（學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國際貿易學系（學士班）、國際貿易學系（進修學士

班）、統計與精算學系（學士班）、統計與精算學系（碩士班）、會計資訊學系（學士班）、經濟學系

（學士班）、經濟學系（財經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運

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學士班）、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進修學士班）、運動資訊傳播學系（學士班）、

運動管理學系（學士班）、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應用日語學系（進修學士班）、應用數學系（學

士班）、觀光事業學系（學士班）、觀光事業學系（進修學士班）、觀光數位知識學系（學士班）

有條件通過
人文與資訊學系（學士班）、航空運輸管理學系（學士班）、餐旅管理學系（學士班）、應用外語學系

（學士班）

未通過 無

不給予認可

結果
生態觀光經營學系（學士班）

免受評鑑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宜蘭大學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學士班）、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生物技術碩士

班）、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動物科學碩士班）、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博士班）、生物資源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食品

科學系（學士班）、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食品科學系（碩士班）、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學士

班）、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園藝學系（學士班）、園藝學系（碩士班）、電機資訊學院學

士班（學士班）、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學士班）、應

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碩士班）、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

有條件通過 綠色科技學程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未通過 無

免受評鑑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士班）、化學工程

與材料工程學系（碩士班）、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工

程學系（學士班）、電子工程學系（四技進修部）、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

班）、電機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機

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四技進修部）、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環境工程學系（學士班）、環境

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高雄大學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學士班）、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碩士班）、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生命科學系（學門）（學士班）、生物科技研究所（學門）（碩士班）、西洋語文學

系（學士班）、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學士班）、亞太工商管理學系（碩士班）、亞太工商管理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東亞語文學系（學士班）、法律學系（學士班）、法律學系（碩士班）、法律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金融管理學系（學士班）、金融管理學系（碩士班）、政治法律學系（學士班）、政治法律學

系（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政治法律學系（碩士班）、政治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財經法律學系

（學士班）、財經法律學系（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

（高階法律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高階管理人

才培育中心（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金門班)）、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學士班）、創意設計與建築
學系（碩士班）、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資

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學士班）、運動健康與

休閒學系（碩士班）、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應用化學系（學士班）、應用

化學系（碩士班）、應用物理學系（學士班）、應用物理學系（碩士班）、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應

用經濟學系（碩士班）、應用數學系（學士班）、應用數學系（碩士班）、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有條件通過 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統計學研究所（博士班）

未通過 無

免受評鑑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學士班）、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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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士班）、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

系（碩士班）、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中國文學系（學士班）、中國文學系

（碩士班）、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學士班）、木質材料與設計學

系（進修學士班）、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水生生物科學系（學士班）、水生生物科學

系（碩士班）、史地學系（學士班）、史地學系（碩士班）、史地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外國

語言學系（學士班）、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幼兒教育學系（學士班）、幼兒教育學系（碩士

班）、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生化科技學系（學士班）、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生

物事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生物農業科技學系（學士班）、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生物機

電工程學系（學士班）、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企業

管理學系（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班）、行銷與運籌學系（學士班）、行銷與運籌學系（碩士班）、音樂學系（學士班）、

音樂學系（碩士班）、食品科學系（學士班）、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食品科學系（碩士

班）、食品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食品科學系（博士班）、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特殊教

育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財務金融學系（進修學士班）、動物科學系（學

士班）、動物科學系（進修學士班）、動物科學系（碩士班）、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

士班）、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育學系（學士班）、教育學系（碩士

班）、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教育學系（博士班）、景觀學系（學士班）、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學士班）、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視覺藝術學系（學士班）、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園藝學系（學士班）、園藝學系（進修學士

班）、園藝學系（碩士班）、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學士班）、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

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

學程）、農藝學系（學士班）、農藝學系（碩士班）、農藝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電子物理學系

（學士班）、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輔導與諮商學系（學士班）、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

班）、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學士班）、數位學習設計

與管理學系（碩士班）、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應用化學系（學士班）、應用化學系（碩士

班）、應用化學系（博士班）、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應用數學系

（學士班）、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獸醫學系（學士班）、獸醫學系（碩士班）、獸醫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學士班）、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進修學士班）、體育與

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有條件通過 生物資源學系（學士班）

未通過 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

免受評鑑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學

系（博士班）

義守大學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大眾傳播學系（學士班）、大眾傳播學系（進修學士班）、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生物科技學

系（碩士班）、物理治療學系（學士班）、健康管理學系（學士班）、健康管理學系（進修學士

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資訊

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士後中醫學系（學士班）、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應用日語學

系（進修學士班）、應用日語學系（碩士班）、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應用英語學系（進修學

士班）、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應用數學系（學士班）、營養學系（學士班）、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醫務管理學系（學士班）、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士

班）、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護理學系（學士班）、護理學系（大學二

年制在職專班）

有條件通過 無

未通過 無

免受評鑑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學士班）、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碩士班）、化學工程學系（學士班）、生

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生物技術與

化學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學士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

科學與工程學系（學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通訊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資訊工程學

系（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電子工程學系（學士

班）、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系（博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電機工程

學系（進修學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電機工程學系

（博士班）、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學士班）、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學系（碩士班）、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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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幼兒教育學系（學士班）、幼兒教育學系（進修學士班）、休閒遊憩與旅運管理學系（碩士班）、

數位內容設計與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數位內容設計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有條件通過

休閒遊憩與旅運管理學系（學士班）、休閒遊憩與旅運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財經法律學系

（學士班）、財經法律學系（進修學士班）、動畫遊戲設計學系（學士班）、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四年制技術系）、動畫遊戲設計學系（碩士班）、傳播藝術學系（學士班）、運輸物流與行銷管

理學系（學士班）、數位內容設計與管理學系（學士班）、諮商心理學系（學士班）、餐旅管理學

系（學士班）、餐旅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餐旅管理學系（四年制技術系）、營養科學學系

（學士班）、營養科學學系（進修學士班）

未通過 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學系（進修學士班）

不給予認可

結果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進修學士班）

學校名稱

項目一 項目二 項目三 項目四 項目五

學校自我定位 校務治理與經營 教學與學習資源 績效與社會責任
持續改善與

品質保證機制

大同大學 -- -- 通過 -- --
佛光大學 -- -- -- 通過 --
明道大學 -- -- 通過 -- --
國立中正大學 -- 通過 -- -- --
國立空中大學 通過 -- 通過 -- --
國立高雄大學 通過 -- -- --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 通過 -- -- --
國立臺東大學 通過 -- -- --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通過 通過※ -- 通過 通過

國立聯合大學 -- -- 通過 --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 -- -- 通過 --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 通過 通過※ 通過 --
興國管理學院 通過 通過 -- -- 通過

備註：1.※代表再評鑑，未標示代表追蹤評鑑，-- 代表上次評鑑通過，此次無需接受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2.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於102學年度整併為臺北市立大學。

學校名稱

項目一 項目二 項目三 項目四 項目五

學校自我定位 校務治理與經營 教學與學習資源 績效與社會責任
持續改善與

品質保證機制

中山醫學大學 -- 通過 -- -- --
康寧大學 -- -- 通過 -- --

興國管理學院

結果 班制名稱

通過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大學二年制在職專

班）、網路多媒體設計學系（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

有條件通過

文化創意與觀光學系（學士班）、文化創意與觀光學系（進修學士班）、文化創意與觀光學系（大

學二年制在職專班）、行銷與物流管理學系（學士班）、行銷與物流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行

銷與物流管理學系（四年制技術系）、珠寶學系（學士班）、財經法律學系（進修學士班）、財經

法律學系（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網路多媒體設計學系（學士班）、網路多媒體設計學系（四年

制技術系）、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

未通過 財經法律學系（學士班）、網路多媒體設計學系（進修學士班）、應用日語學系（進修學士班）

備註

1. （學門）：係指學門評鑑。受評單位如歸屬於同一學門且性質相近者，可申請進行學門評鑑。評鑑結果採對
個別受評單位下之各班制分別認可。

2. 不給予認可結果：考量評鑑乃在於促進系所自我改善之精神，並兼顧在學學生之權益，停止招生仍需接受評
鑑之班制，則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予認可結果。102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計有9個停招班制。
3. 免受評鑑：申請或通過國內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之系所。

100年度上半年校務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果

100年度下半年校務評鑑重新評鑑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