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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曼玲

101學年度
技專校院評鑑結果公布

教
育部今（102）年6月公布101學年度

技專校院各項評鑑與99學年度追蹤評

鑑結果，其中專業類評鑑有59％的科系所與

學院名列一等，39％獲評二等，6個科系落入

三等；行政類評鑑有高達83％的學校獲評一

等，17％為二等。另有11個護理科系所接受

護理科系所評鑑，獲評一等與二等的比例分

別為55％與45％。

6科系評鑑結果三等  

將扣減學雜費或減招 
101學年度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與專科學

校評鑑由台灣評鑑協會承辦，計有23所科技

大學、技術學院與專科學校接受綜合評鑑，

評鑑結果分成行政類與專業類兩部分。行政

類評鑑共有19校獲評一等，4校被評為二等，

其中科技大學均獲一等。專業類評鑑在科技

大學計有67％的系所與學院獲評一等，33％

系所與學院獲評二等；技術學院計有51％的

系所獲評一等，44％的系所獲評二等，2系被

評為三等；專科學校則有60％的科系獲評二

等，1科系落入三等，一等科系只占38％。

教育部表示，101學年度科技大學無三等

系所，技術學院則有2個三等系所、專科學

校亦有1個三等科系必須再接受追蹤評鑑，且

102學年度將調降學雜費1.77％，希望藉由評

鑑制度啟動學校內部改進機制，透過評鑑提

升辦學績效。

另在99學年度技術學院三等系所追蹤評鑑

部分，已有3系的評鑑結果由上次的三等提升

為二等，但仍有3系停留在三等。教育部擬扣

減這3系103學年度招生名額作為處分，減招

幅度恐達50％，實際結果仍須相關委員會開

會決定。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與專科學校護理科系

所評鑑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台灣護理教育評

鑑委員會（TNAC）辦理，評鑑結果亦比照技

專校院評鑑採取「等第制」，101學年度計有

6個系所獲評一等，5個系所名列二等。

103學年度改採認可制評鑑
技職司指出，103學年度起，技專校院評

鑑將由「等第制」改為「認可制」，與大學

評鑑相同，強調自己跟自己比，較能符合國

際潮流。各項評鑑結果已公布於技專校院評

鑑資訊網（http://tve-eval.twaea.org.tw/）

供社會大眾參考。

技職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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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評鑑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廚藝學院

餐旅學院

觀光學院

中餐廚藝系、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西餐廚藝系、旅運管理系、旅遊管

理研究所、旅館管理系、烘焙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餐旅

管理研究所、餐飲廚藝科、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

二等
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餐旅教育研究所、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

系、餐飲管理系

不公布等第
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運輸與休閒服務規

劃碩士學位學程、餐飲創新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護理學院

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生死與健康心理諮

商系）、長期照護研究所、健康事業管理系所、資訊管理系所、嬰幼

兒保育系所、醫護教育研究所

二等
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

健康事業管理學院

旅遊健康研究所、運動保健系所、護理助產研究所、聽語障礙科學研

究所

中臺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健康科學院

護理學院

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牙體技術暨材料系（醫學工程暨材料研究

所）、生物科技研究所、老人照顧系、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食品

科技系（碩士班）、國際企業系、視光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安全與防災科技研究所）、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碩士班）、醫療

暨健康產業管理系（碩士班）

二等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碩、博班）、藥物科技研究所

元培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健康學院

福祉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系（所）、生物醫學工程系（福祉科技與工程研究所）、食

品科學系（所）、健康休閒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應用英語系、環境

工程衛生系（所）、醫務管理系（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醫學檢驗

生物技術系（所）

二等
管理暨語文學院

醫事科技學院

企業管理系（所）、視光系、資訊工程系、餐飲管理系、應用財務管

理系、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所）

訪視不評等 數位創新管理研究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生活科技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藝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生活服務產業系（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多媒體動畫

系、服飾設計管理系（服裝設計科）、室內設計系、美容造型設計

系、美術系（含碩士班）、音樂系（含碩士班）、時尚設計系、財務

金融系、商品設計系科、國際企業經營系（含碩士班）、視覺傳達設

計系碩士班、會計資訊系、資訊管理系、舞蹈系、餐飲系、應用英語

系（應用外語科）

二等 企業管理系

訪視不評等 微型創業管理學位學程

不公布等第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程、銀髮生活產業學位學

程、課後照顧學位學程

101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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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安全工程學院

觀光餐旅學院

幼兒保育系、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安全科技與管理系、消防系

（所）、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應用日語系、應用遊戲科技系

二等 數位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餐旅管理系、應用英語系、應用數位媒體系（所）、觀光休閒管理系

訪視不評等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財務金融系

美和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健康暨護理學院
生物科技系、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研究所）、美容系、食品營養

系、健康與生技產業研究所

二等
民生學院

經營管理學院

休閒運動保健系、兒童服務系、社會工作系、珠寶系、財務金融系、

健康事業管理系、健康照護研究所、資訊科技系、資訊管理系、餐旅

管理系、應用外語系

訪視不評等 文化創意系、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觀光系

不公布等第 長期照護學位學程

高苑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工程學院

機電學院

土木工程系（所）、化工與生化工程系（所）、企業管理系、行銷

與流通管理系、建築系（所）、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程系

（所）、綠色能源科技系、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所）

二等
商業暨管理學院

資訊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系、光電科學與工程系、國際商務系、經營管理研究

所、資訊科技系（資訊科技應用研究所）、資訊傳播系、資訊管理

系、應用外語系

訪視不評等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文化創意設計與數位整合學位學程、多媒體動

畫遊戲學位學程、扣件產業技術整合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空間資

訊應用學位學程、香妝與養生保健學位學程、綠環境設計學位學程、

銀髮族事業管理學位學程、觀光與遊憩事業經營學位學程

遠東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工程學院

電資學院

餐旅休閒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系、企業管理系、光電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系、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所）、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旅遊事業管理系、能

源應用工程系、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電子工程系、電腦應用工

程系（所）、電機工程系（所）、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機械工程

系（所）

二等 商管學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

系（所）、餐飲管理系、觀光英語系

嶺東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財經學院

設計學院

資訊學院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研究所、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所）、金融與風險管理系、流行設計系（所）、

財政系（財稅與會計資訊研究所）、財務金融系（所）、財經法律

研究所、國際企業系（所）、視覺傳達設計系（所）、會計資訊系、

資訊科技系（資訊科技應用研究所）、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與應用

研究所）、資訊網路系、數位媒體設計系（所）、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所）

二等 管理學院 科技商品設計系（所）、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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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評鑑

環球科技大學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幼兒保育系、生物技術系（所）、企業管理系（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

理研究所）、行銷管理系、美容造型設計系、財務金融系、商品設計

系、視覺傳達設計系、環境資源管理系（所）、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二等 管理學院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

訪視不評等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電子商務系、餐飲廚藝系

備註

 1. 訪視不評等係指成立未滿二年或已停招滿一年以上之受評單位。
 2. 不公布等第係指學位學程不單獨公布等第，成績納入所屬學院內計算。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民俗技藝學系

二等 京劇學系、客家戲學系、歌仔戲學系、劇場藝術學系、戲曲音樂學系

東方設計學院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科）、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室內設計系、流行商品設計系（科）、美

術工藝系（科）、設計行銷系、電子與資訊系（科）、電機工程系、應用外語系（科）、觀光

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科）

二等 餐飲管理系（科）

三等 影視藝術系

訪視不評等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動畫多媒體設計科、遊戲與玩具設計科、遊戲與動畫設計學位學程、數位

科技設計學位學程

不公布等第 美容與生活應用學位學程、餐飲管理學位學程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幼兒保育系（科）、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美容流行設計系（科）、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二等 ◎ 食品保健系、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資訊多媒體應用系、餐旅管理系（科）

訪視不評等 人力資源發展系、時尚造型表演系、餐飲廚藝系（科）

臺灣觀光學院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觀光休閒系、觀光旅遊系

二等 ◎ 廚藝管理系（科）、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系

三等 觀光餐旅系（科）

黎明技術學院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化妝品應用系（科）、企業管理系、機械工程系（科）

二等 資訊科技系、資訊管理系、電機工程系（科）、數位多媒體系（科）

訪視不評等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創意產品設計系、電資學士班學位學程、觀光與餐旅管理系

備註  
 1. 訪視不評等係指成立未滿二年或已停招滿一年以上之受評單位。
 2. 不公布等第係指學位學程不單獨公布等第，成績納入相關系所內計算。

101學年度技術學院綜合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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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資訊管理科

二等 ◎

建築科、食品科技科、動力機械

科、園藝科、電機工程科、餐旅管

理科

三等 文化創意設計科

參照等第 評鑑結果 受評單位

一等 優先通過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元培科技大學護理系、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國立臺南護理專

科學校護理科、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二等 通過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慈惠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系（所）

備註 
護理科系所評鑑採認可制，為利於評鑑結果相關行政措施之處理，上表由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TNAC）研提。

評鑑結果 受評單位

二等 大同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系、大漢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動漫設計系

三等 永達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保健營養生技系、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娛樂創意系

訪視不評等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機電科技學系冷凍空調組

備註 
訪視不評等係指成立未滿二年或已停招滿一年以上之受評單位。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化妝品應用科

二等 老人照顧科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生命關懷事業科、視光學科、職業

安全衛生科

二等 ◎
幼兒保育科、復健科、餐飲管理

科、醫事檢驗科

訪視不評等

高齡健康促進科、健康美容觀光

科、資訊管理科、數位媒體應用

科、調理保健技術科、應用外語科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幼兒保育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語科

二等 老人照顧科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幼兒保育科、企業管理科、資訊管

理科、應用外語科

二等
高齡社會健康管理科、數位影視動

畫科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數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二等 幼兒保育科、休閒事業管理科、物理治療科、美容造型設計科、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

訪視不評等 應用外語科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結果       類別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物理治療科、視光學科、應用英語科

二等
牙體技術科、幼兒保育科、美容保健科、資訊管理科、應用日語科、職能治療科、醫學影像暨

放射技術科

備註 
訪視不評等係指成立未滿二年或已停招滿一年以上之受評單位。

101學年度專科學校綜合評鑑結果

101學年度護理科系所評鑑結果

99學年度技術學院受評三等系所追蹤評鑑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