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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工程學院；文理
學院；電機資訊
學院；管理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含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工程
研究所）；車輛工程系（含碩士班）；飛機工程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研究
所）；動力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研究所）；機械設計工程系（含碩
士班）；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含碩士班）；生物科技系（含碩士班）；
休閒遊憩系（含碩士班）；多媒體設計系；應用外語系；光電工程系（光
電與材料科技研究所）；資訊工程系（含碩士班）；電子工程系（含碩士
班）；電機工程系（含碩士班）；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研究所）；財務金
融系；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

二等 工業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水圈學院；海事
學院；海洋工程
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水產養殖系；海洋生物技術系；漁業生產與管理系；海事
資訊科技研究所；航運技術系；輪機工程系；海洋工程科技研究所；海洋環
境工程系；造船工程系；微電子工程系；海洋休閒管理系；航運管理系

二等 管理學院 電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運籌管理系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人文社會學院；
工學院；電資學
院；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發展系（所）；文化事業發展系（所）；應用外語系；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與防災科技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化學工程與
材料工程系（所）；模具工程系（所）（含應用工程科學研究所）；機械
工程系（機械與精密工程研究所）；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資訊工程系
（所）；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程系（所）；企業管理系（所）（高階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金融系（金融資訊研究所）；財政稅務
系；國際企業系（所）；會計系（所）；資訊管理系（所）；觀光管理系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二等 財經與商務決策研究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人文社會學院；
工程學院；設計
學 院 ； 電 資 學
院；管理學院；
精誠榮譽學院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應用外語系；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機械工程系；營建工程系；工商業設計系；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
系（光電工程研究所）；電機工程系；工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科技管理
研究所；財務金融研究所；資訊管理系；工程技術研究所

二等 醫學工程研究所
訪視不評等 專利研究所
＊整合型研究所（博士班）及學位學程係
「無等第」，其成績係納入所屬學院計
算，評鑑報告請上網參閱

管理研究所

免評系所
化學工程系（97學年度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建築系（98學年度通過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



54第    期 100.732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民 生 與 科 技 學
院；醫學與生命
學院

幼兒保育系；食品營養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系暨生物
安全衛生研究所；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醫務管理系；生物科技系暨生物醫
學研究所

二等 健康與管理學院
餐旅管理系；資訊管理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視光系；醫學檢驗生物技術
系

訪視不評等 食品科技系
＊整合型研究所（博士班）及學位學程係
「無等第」，其成績係納入所屬學院計
算，評鑑報告請上網參閱

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人文社會學院；
工學院

幼兒保育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所；應用外語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暨營建
工程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所；建築與室內設計
系；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程系所；機械工程系暨機電工程研
究所；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國際企業系

二等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資訊管理系所
訪視不評等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整合型研究所（博士班）及學位學程係
「無等第」，其成績係納入所屬學院計
算，評鑑報告請上網參閱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工學院；服務事
業學院；管理學
院

應用外語系；化學工程與材料科技系；光電系統工程系；資訊工程學系；電
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精密機電工程研究所）；幼兒保育
系；休閒事業管理系；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服務事業管理研究所；工業工
程與管理系；財務金融系；資訊管理系

二等 ◎
人文社會與科學
學院

運動管理系；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旅館事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
國際企業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工程學院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自動化工程系；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研究所）；文化創意與設
計系；休閒事業管理系；資訊工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二等
商管學院；電資
學院

企業管理系；財務金融系；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電子工程系（電機與
資訊研究所）；電機工程系

訪視不評等 服務業經營實務學位學程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商學院；電資學
院

機械工程系；財務金融系；應用外語系；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
程系所暨電腦通訊與系統工程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企業管理系暨經
營管理研究所

二等
工學院；管理學
院

土木工程系暨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研究所；應用空間資訊系；中亞研究所；
國際企業經營系暨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整合型研究所（博士班）及學位學程係
「無等第」，其成績係納入所屬學院計
算，評鑑報告請上網參閱

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物業管理學位學程

南開科技大學

清雲科技大學

評鑑Ю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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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人 文 暨 科 學 學
院；工程學院；
電資學院；管理
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應用外語系；工程（技術）研究所；化工與材料
工程系；機械工程（學）系；資訊網路工程系；電子工程（學）系；電機工
程（學）系；工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系；
國際企業系；資訊管理（學）系

二等 商學與管理研究所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國際行銷系

二等 ◎
幼兒保育系；企業管理系；社會福祉與服務管理系；美容造型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運動
健康與休閒系；數位內容設計系；餐飲管理系；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三等 多媒體設計系
訪視不評等 流行創意商品設計學位學程；旅館管理學位學程；財務金融系；婚禮與會展企劃學位學程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工程學院；管理
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材料科技研究所）；環境工程系；光電工程系；資訊工
程系；國際企業系；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系；管理與資訊系；觀光與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等
電子資訊學院；
觀光與設計學院

工程科技研究所；生物技術系；營建科技系；電子工程系；企業管理系；財
務金融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商業設計系

訪視不評等 影像顯示技術研究所；餐飲管理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人文社會學院；
民生學院；休閒
學院；環境永續
學院；藥理學院

文化事業發展系；社會工作系；應用外語系；保健營養系；食品科技系；嬰
幼兒保育系；運動管理系；餐旅管理系；應用空間資訊系；醫務管理系；溫
泉產業研究所；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環境資源管理系；職業安全衛生系暨產
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研究所；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暨化粧品科技研究所；生物
科技系；藥學系暨藥物科技研究所

二等 健康暨資訊學院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生活應用與保健系；休閒保健管理系暨休閒事業管理
研究所；觀光事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醫藥化學系

訪視不評等 資訊科技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環 境 與 生 命 學
院；醫學與健康
學院；護理學院

幼兒保育系；應用外語科系；生物科技系；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環境工
程與科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系；物理治療系；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助產系

二等 ◎ 人文與管理學院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保健營養系
訪視不評等 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整合型研究所（博士班）及學位學程係
「無等第」，其成績係納入所屬學院計
算，評鑑報告請上網參閱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健康美容學位學程；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健康事業
管理學位學程

龍華科技大學

大同技術學院

萬能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99學年度技術學院綜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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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視覺傳達設計系（科）

二等 ◎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科）；化妝品應用系（科）；休閒運動保健系；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
系；兒童與家庭服務系；創意生活設計系；電子工程系（科）；電機工程系（科）；數位媒體
設計系；餐旅行銷管理系（科）；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科）

三等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機電科技學系冷凍空調組
訪視不評等 生活服務產業系；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科） ；創新與創業管理系；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流通管理科）；財務金融系；商品設計系；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
（科）

二等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企業管理系（科）；多媒體設計系（科）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傳播藝術
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碩士班）；應用外語系（科）；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訪視不評等 安全科技管理系；物業管理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環境資源管理系

二等 ◎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休閒事業經營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企業管理系；物流管理系；
國際企業系；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機械工程系；觀光事業管理系

三等 財務金融系
訪視不評等 珠寶技術系；財政稅務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日本語文系；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在職專班；外語教學系；西班牙語文系；法國語文系；
英國語文系；國際事務系；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在職專班；傳播藝術系暨創意藝術產業
研究所在職專班；資訊管理與傳播系；德國語文系；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翻譯
系

二等 國際企業管理系
訪視不評等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二等 ◎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生物科技系；行銷管理系；車輛工程系；建築工程系；經營管理系；資
訊管理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科技研究所

三等 企業管理系
訪視不評等 財務金融系；應用外語系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化工與材料工程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國際貿易系；資訊管理系；電子
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電工程系、所

二等 財務金融系；資訊工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應用外語系；觀光管理系

大華技術學院

大漢技術學院

文藻外語學院

永達技術學院

評鑑Ю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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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

二等
休閒事（產）業經營系；企業管理系；時尚造型設計系；財務金融系；財經法律系；國際企業
系；資訊法律系；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

訪視不評等 商品設計系；創新創業經營系；會計資訊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化妝品應用系；建築（工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資產與物業管理系（所） ；電子工程
（學）系；數位媒體設計系；機械工程（學）系

二等 企業管理系；室內設計系；資訊工程系；電機工程系（科）
訪視不評等 化學工程系（科）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放射技術系暨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會計資訊系；資訊工程系；醫務管理系
訪視不評等 物理治療系

參照等第 評鑑結果 受評單位
一等 優先通過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科、系

二等 通過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科、系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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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人力資源發展系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學系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劇場藝術學系

評鑑結果 受評單位
二等 餐旅管理科

評鑑結果 受評單位
訪視不評等 國際貿易科

參照等第 評鑑結果 受評單位
四等 不通過 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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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二等 ◎
休閒事業管理系；休閒英語系；流行工藝設計系；流通管理系；遊戲藝術與設計系；數位商務
系；數位影音設計系

三等 數位動畫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崇右技術學院

華夏技術學院

慈濟技術學院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9學年度護理科系所評鑑 97學年度專科學校受評三等系所追蹤評鑑

97學年度技術學院受評三等系所追蹤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