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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之追蹤

評鑑與再評鑑結果出爐，計有 23 個班制認

可通過，2 個班制被評為「待觀察」，認可

通過率為九成二；另 99 年度下半年軍警校

院系所評鑑結果亦已完成，報告書也已公告

上網。受評系所如有異議，可向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提出申訴。

為協助大學建立品質保證持續改進機制，

教育部補助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一般大學

（不含技職校院）與軍警校院系所評鑑作

業，自 95 年至 99 年度以半年為一梯次，

分別對 79 所大學共 1,890 個系所與學位學

程進行評鑑。全部評鑑作業已於今（100）

年 6 月全部結束，目前僅餘部分梯次的追蹤

評鑑與再評鑑作業尚待進行。

認可通過率九成二

評鑑中心表示，評鑑結果為「待觀察」或

「未通過」的系所，應於一年後接受「追蹤

評鑑」或「再評鑑」。評鑑中心今年 6 月完

成 97年度下半年系所評鑑「待觀察」與「未

通過」系所的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含重新評

鑑）結果審議作業，共有 10 校、26 班制接

受追蹤評鑑、1 班制接受再評鑑、1 班制接

97年度下半年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之追蹤評鑑

與再評鑑結果公布

鏡廣角

▌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受評學校
中國

文化大學
元智大學 東吳大學 長庚大學

國立

中央大學

國立

交通大學

國立

成功大學

國立

臺東大學
康寧大學 銘傳大學

受評班制 1 1 2 1 9 1 8 1 3 1
通過 0 0 2 1 9 1 8 1 0 1
待觀察 0 0 0 0 0 0 0 0 2 0
不需給予

認可結果

(停招或
合併班制)

1 1 0 0 0 0 0 0 1 0

註： 1.中國文化大學、元智大學、康寧大學原為96年度下半年受評系所，申請延後與97年度下半年系所一起進行追蹤評 
 鑑、再評鑑。

 2.國立臺東大學為重新評鑑。

表一  97年度下半年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含重新評鑑）認可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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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新評鑑。總計 28 個受評班制中，1 班

制停止招生、2 班制進行系所整併，故依規

定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予認可結果；給予

認可結果的 25 班制中，共有 23 班制認可

結果為「通過」，比例為 92%；2 班制認可

結果為「待觀察」，占 8%。

綜觀此次部分系所被評為「待觀察」的

理由，主要在於專任師資不足，加以選修學

分較少，部分選修課程又未能開課，致使無

法提供學生足夠的專業訓練，以及課程規劃

機制有待加強等。97 年度下半年追蹤評鑑

與再評鑑（含重新評鑑）認可結果統計如表

一。

99 年度下半年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報告書公告上網

在 99 年度下半年評鑑部分，共有空軍航

空技術學院、陸軍專科學校、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等 3 所軍警校院 15 系所共 19 班制接

受系所評鑑。考量軍警校院屬性特殊，教育

部已另將各受評系所的認可結果轉知軍警校

院主管機關國防部與內政部參酌，不予公

告，然軍警校院各受評系所之「實地訪評報

告書」、「申復意見申請書」與「申復意見

回覆說明」，仍將依例公布於評鑑中心網

站，供社會大眾參閱。

另外，99 年度下半年同時有中國醫藥大

學、淡江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等 3 校 4

班制接受重新評鑑，認可結果均為「通過」。

請見表二。

定位「教學評鑑」

檢核系所能否達成自設目標

是否具有自我改進機制

評鑑中心指出，系所評鑑定位在「教學評

鑑」，主要評鑑系所的教學品質，而非教師

的研究成果，故不以 SCI、SSCI 論文數的多

寡作為評鑑通過與否的標準。評鑑項目共計

五項，分別為：「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學

生事務」、「畢業生表現」、「研究與專業

表現」。評鑑委員係根據學校自訂的教學目

標，檢視學校自己所提出的策略措施，能否

有效達成自我設定的教學目標，以及是否具

有健全的自我改善機制，等於是用系所自訂

的標準衡量自己是否達成自設目標，評鑑通

過與否的關鍵在於系所是否具有自我改善的

能力，絕非以國立大學或研究型大學的標準

去評鑑私立大學或其他類型大學。

經評鑑中心統計，97 年度下半年追蹤評

鑑與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自 99 年 11 月

4 日起至 12 月 20 日止，合計動員 82 名、

共 872 人次之評鑑委員；99 年度下半年系

所評鑑實地訪評作業自 99 年 11 月 11 日起

受評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淡江大學

受評班制 2 1 1
通過 2 1 1
待觀察 0 0 0

不需給予認可結果

(停招或合併班制)
0 0 0

表二  99年度下半年系所評鑑（重新評鑑）認可結果統計

鏡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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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2 月 24 日止，合計動員 94 名、共 109

人次之評鑑委員。評鑑結果經過「實地訪評

小組」、「學門認可初審小組」與「認可審

議委員會」三階段的嚴謹審議後做出最後決

議，分為「通過」、「待觀察」、「未通過」

三種。

99 年度下半年「待觀察」系所  

101 年下半年仍應接受追蹤評鑑

為尊重受評學校表達意見的機會，系所

評鑑於結果公布前及公布後，分別設有「申

復」與「申訴」機制。首先，評鑑委員於實

地訪評結束後，會先將改善情形檢核表或實

地訪評報告書初稿送交各受評系所，受評系

所可針對內容提出「申復」申請，由評鑑中

心交由實地訪評小組，針對系所申復意見提

出回應。

評鑑中心統計，此次 97 年度下半年追蹤

評鑑與再評鑑及 99 年度下半年軍警校院系

所評鑑，計有 12 個系所提出 60 項申復理

由，其中包括「不符事實」1 項、「要求修

正事項」59 項，經實地訪評小組開會處理

後，最後決定 2 項接受申復，並修正評鑑報

告內容，比例占 3.33%；16 項接受部分申

復並維持部分訪評意見，占 26.67%；另有

42 項維持原訪評意見，占 70%。

認可結果公布後，受評系所如有異議，則

可在收到評鑑結果報告書後一個月內，向評

鑑中心提出「申訴」。99 年度下半年系所

評鑑及 97 年度下半年追蹤評鑑與再評鑑，

受評系所的申訴截止日期為 100 年 7 月 20

日。

針對 99 年度下半年系所評鑑「待觀察」

的系所，將依規定由評鑑中心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起，對該系所的問題與缺失進行「追

蹤評鑑」。97 年度下半年追蹤評鑑與再評

鑑被評為「待觀察」的系所，則應針對評鑑

報告所列問題與缺失，提出後續自我改善計

畫與執行成果，送交評鑑中心審閱，並納入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核。 

此次評鑑結果有關之各系所「改善情形

檢核表」或「實地訪評報告書」、「申復意

見申請書」與「申復意見回覆說明」，已全

數上網公告，請參閱評鑑中心網站（www.

heeact.edu.tw）。

▲系所評鑑屬於教學評鑑，著重評鑑系所的教學

品質，不以教師發表論文數作為評鑑標準。（陳

秉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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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碩士班（碩士班） 1班制

長庚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碩士班）；軟體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網路學習

科技研究所（博士班）；生命科學系（學士班）；生

命科學系（碩士班）；生命科學系（博士班）；系統

生物與生物資訊研究所（碩士班）；系統生物與生物

資訊研究所（博士班）

9班制

國立中央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經濟學系（學士班）；經濟學系（碩士班）；藝術研

究所（碩士班）；中國文學系現代文學碩士班（碩士

班）；歷史學系（博士班）；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班）；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生物資訊與

訊息傳遞研究所（碩士班）

8班制

國立成功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1班制

國立交通大學

鏡廣角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不需給予認可結果 管理學院（博士班） 1班制

註： 原名為「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原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教育部核准於99學
年度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原評鑑結果為「通過」）整併為「管理學院（博士

班）」，故申請延後進行追蹤評鑑，然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認可結果。

元智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2班制

東吳大學

97 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含重新評鑑）結果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不需給予認可結果 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 1班制

註： 原名為「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原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教育部核准於98
學年度與「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原評鑑結果皆為「通過」）進行整

併更名為「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故申請延後進行追蹤評鑑，

然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認可結果。

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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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1班制

銘傳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待觀察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班）
2班制

不需給予認可結果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 1班制

註： 1.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原名為「財務管理學系（學士班）」（原評鑑結果為「未
  通過」），經教育部核准於98學年度更名為「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財務金融 

 學系（學士班）」經校務會議通過將於99學年度併入「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原評鑑結果皆為「待觀察」），故申請延後進行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然 
 經報教育部，未核准二系所進行整併，此二系所遂於99年度下半年進行追蹤評鑑與再評 
 鑑。

 2.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於99學年度停止招生，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認可結果。

康寧大學（原立德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應用科學系（學士班） 1班制

註： 原名為「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學士班）」，經教育部核准於97學年度更名為「應用科學系
（學士班）」，其為重新評鑑。

國立臺東大學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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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99學年度停止招生之班制，
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予認可結果。97年度下半年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共計有1個停招班制。

2. 考量學校因應整體發展而進行系所合併需求，系所如於自我改善期間已奉准合併或因系所合併已於校
務會議通過在案且向教育部申請核備中，並經評鑑中心同意延後一年進行追蹤評鑑或再評鑑，屬下列

整併情形之「待觀察」或「未通過」系所，仍須進行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然「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

予認可結果」:

 （1）同班制系所整併，如「待觀察」系所併入「通過」系所，系所名稱仍為「通過」系所之名稱。
 （2）同班制系所整併後，更名為一新系所名稱，如「待觀察」系所與「通過」系所整併後更名。
 97年度下半年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共計有2個班制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予認可結果。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學士後中醫學系（學士班） 2班制

中國醫藥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歐洲研究所（博士班） １班制

淡江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 1班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99 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重新評鑑）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