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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於

去（98）年12月11日公布，此次共有9所

公私立大學、220個系所共378個班制受

評，其中336個班制評鑑「通過」，比例達

88.89%；42個班制認可結果為「待觀察」，

占11.11%；無「未通過」的系所班制。另

有3個學位學程接受評鑑，不給予認可結

果。

98上認可通過率八成九

96上追蹤與再評鑑通過率七成六

另依規定，系所評鑑結果為「待觀察」

的系所，應於一年後接受「追蹤評鑑」，

結果為「未通過」的系所，應於一年後接受

「再評鑑」。96年度上半年受評系所中，

計有10所大學校院、79個系所接受追蹤評

鑑與再評鑑，其中4個系所因後來停招，故

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予認可結果；在給予

結果的75個系所中，共有57個系所獲認可

「通過」，比例為76%；18個系所認可結果

為「待觀察」，占24%；無「未通過」的系

所。

此次並有2校2個系所接受延後認可或延

後評鑑的實地訪評，認可結果為1系所「通

過」、1系所「待觀察」。

98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作業由

教育部補助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辦理，受評學校包括大葉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佛光大學、長榮大學、國立中山大

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

立聯合大學與淡江大學等9校，扣除免受評

鑑的系所，共有220個系所與3個學位學程

接受評鑑，並依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等

不同班制分別認可；學位學程評鑑則考量其

特殊性，現階段只公布實地訪評報告書並提

供改善建議，不給予認可結果。

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大學校院
  系所評鑑結果公布

98年度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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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全國統一門檻

檢視系所教學與目標符合度

評鑑中心表示，系所評鑑採取「認可

制」，以教學評鑑為主軸，並未訂定通過

與否的「統一」標準，而是根據系所自訂的

目標，由具有相同專業背景且均質的評鑑委

員，分別就各評鑑項目進行同儕評鑑，檢視

系所是否投入適切的資源，在課程、師資、

教學等各方面符合並達成自訂的預期目標，

以及教學品質能否提供學生一個優質的學習

環境；換言之，所認可的是系所有無整套達

成自我設定目標的適切辦學方式、過程與制

度，而不是以訂定全國統一門檻的方式進行

認可。

評鑑標準依循「做什麼」、「如何做」、

「結果如何」、「如何改善」等四個步驟

來評鑑系所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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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與專業表現」及「畢業生表現」，著

重檢視系所的「教學」品質。

評鑑流程分為「前置作業」、「自我評

鑑」、「實地訪評」、「結果決定」與「後

續追蹤」等階段，其中，97年9月至去年2

月為各系所自我評鑑期，接下來即由評鑑中

心於3月至6月進行實地訪評，隨後進行結果

決定及審議作業；去年12月結果公布後，今

年1月開始至明（100）年12月則為後續追

蹤階段。

三階段審議結果  確保公正客觀

階段一：實地訪評與申復

評鑑中心表示，系所評鑑認可結果共分

「實地訪評」、「學門認可初審小組」與

「認可審議委員會」三個階段審議。在第一

階段的實地訪評作業，98年度上半年總計出

動評鑑委員816人，96年度上半年追蹤評鑑

與再評鑑則動員281名評鑑委員。實地訪評

結束後由訪評小組召集人確認實地訪評報告

書初稿內容，於去年9月寄送給受評系所，

開放受評系所提出申復。

評鑑中心統計，此次共有89系所提出714

項申復理由，最後有86項接受申復並修正

評鑑報告內容，比例為12.04%；107項接

受部分申復，維持部分訪評意見，比例占

14.99%；另有521項、72.97%維持原訪評

意見。

階段二：學門認可初審小組

實地訪評小組完成申復意見審查，並將申

復結果函覆學校後，即彙整「系所自我評鑑

報告」、「實地訪評報告書」、「實地訪評

報告書初稿申復意見」及「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申復意見回覆說明」等資料，並提出認

可結果建議，於去年11月提交第二階段「學

門認可初審小組」審議。

學門認可初審小組由學門規劃委員會5名

委員及2名專家學者共7人組成，負責審核與

決定初步評鑑結果。評鑑中心強調，此一審

議階段的設置，可避免同一學門並非由同一

小組成員評定所有系所而造成的認知落差，

有助於以相同的立足點審議評鑑結果。且學

門認可初審小組委員如對實地訪評小組提出

的結果建議有疑義，或認為有調整的必要，

必須邀請實地訪評小組召集人或其代表列席

說明。

階段三：認可審議委員會

「學門認可初審小組」完成審議後，將

各系所班制的評鑑結果於去年12月送交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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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96年度上半年追蹤評鑑與再評鑑認可結果統計 

受評學校
中山醫

學大學

中華

大學

致遠管

理學院

真理

大學

國立宜

蘭大學

國立高

雄大學

國立嘉

義大學

義守

大學

稻江科技暨

管理學院

興國管

理學院

受評系所數 5 5 10 22 1 4 4 4 11 13

通過 4 5 8 14 1 4 4 4 6 7

待觀察 1 0 2 8 0 0 0 0 4 3

未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已停招不給予認可結果 0 0 0 0 0 0 0 0 1 3

階段「認可審議委員會」做出最後決議，再

由評鑑中心向董事會提出評鑑結果報告案，

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公布。認可結果分為

「通過」、「待觀察」、「未通過」三種。

98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及96年度上半年

追蹤評鑑與再評鑑認可結果統計如表一、表

二。另外，原於96年度上半年受評的中華大

學工程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延後認可，認可結

果為「待觀察」；原擬於97年度上半年受評

的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博士班

延後評鑑，認可結果為「通過」。

重視教學品質與自我改善機制

此次98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並無未通過

之系所，代表9所受評大學整體教學品質均

受肯定，無嚴重缺失，惟少數系所仍有部分

程度較輕微之問題待解決，因而先評予「待

觀察」，待下次追蹤評鑑時再重新另予認

可。

彙整此次認可結果報告書，「待觀察」系

所出現的主要問題如下：（一）部分系所的

課程設計不符合或難以達成教育目標，或者

課程規劃與實際開課內容有落差；（二）部

分系所師資不足，流動率過高，教師負擔沈

重，或師資專長與教育目標不符；（三）部

分系所未落實或缺乏自我改善機制；（四）

部分系所教學空間、設備仍顯不足；（五）

部分系所教育目標與定位不明確，缺乏特

色。

評鑑中心亦十分重視評鑑委員的專業性，

強調所有評鑑委員不僅均具有與受評系所相

關的專業領域，並在委員遴聘前事先將評鑑

委員推薦名單送請受評系所審閱，且受理迴

避申請，於實地訪評前更嚴格要求所有委員

表一  98年度上半年各受評學校系所認可結果統計 

受評學校
大葉

大學

中國醫

藥大學

佛光

大學

長榮

大學

國立中

山大學 

國立陽

明大學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國立聯

合大學

淡江

大學

受評班制數 37 46 39 39 43 50 36 9 79

通過 31 41 30 31 41 48 33 7 74

待觀察 6 5 9 8 2 2 3 2 5

未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受評學位學程數

(不給予認可結果)
0 0 0 0 0 0 2 1 0

免受評班制數 14 3 0 2 38 6 17 27 25

▲

淡江大學校景。

 （王錦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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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參與行前講習，以確保評鑑作業的專業

與公正性，同時一律要求委員簽署「評鑑倫

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評鑑前並發給評鑑

手冊，明訂委員應遵守實地訪評倫理規範，

對訪評過程中使用過之資料或獲取之資訊，

以及所提出之認可結果建議，應確實做到保

密原則，以維護評鑑過程與結果的客觀公正

性。

系所評鑑既非研究評鑑也非聲望評鑑，而

是教學評鑑，重點在評鑑系所的教學有無符

合自設的辦學目標，以及有無一套完整的教

學品質自我改善機制，評鑑中心表示，系所

評鑑結果不宜與大考排行榜或學術水準、學

校聲望、社會認知劃上等號，評鑑結果不理

想的系所，不代表其在大學排名、研究績效

或產學合作上表現不佳。

98上「待觀察」系所  

100年上半年應接受追蹤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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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於實地訪評結束

後，會先將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送交各受評

系所提出意見申復，然後再進行報告書的修

正與確認作業；認可結果公布後，受評系所

如有異議，則可再向評鑑中心提出申訴。98

年度上半年評鑑及96年度上半年追蹤評鑑與

再評鑑受評系所申訴截止日期為99年1月18

日。

另為協助大學建立品質保證持續改進機

制，98年度上半年評鑑「通過」的系所，

仍應根據認可結果報告書的建議，提出自

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待觀察」的系所

將由評鑑中心針對問題與缺失進行「追蹤評

鑑」。追蹤評鑑的實地訪評時間預計為100

年3月至5月。評鑑通過或經追蹤評鑑認可通

過者，認可有效期限為五年。

98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及96年

度上半年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的結果，含各系

所認可結果報告書、申復申請書、申復意見

回覆說明及學位學程實地訪評報告書，已公

布於評鑑中心網站（www.heeact.edu.tw）。

▲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順利完成98年度上半

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結果，並秉持資訊透

明化精神予以公布。

 （王錦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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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

年度
上半年
年度
上半年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

大葉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共同）；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人

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事業經營

研究所碩士班（共同）；管理學院博士班（共同）；會計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材

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學士班；造形藝術學系學士班；工業設計學系學士班、四技部；視覺

傳達設計學系學士班；空間設計學系學士班；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應用日語學系學

士班；歐洲語文學系學士班；應用外語研究所碩士班；運動事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生物產業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分子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學士班

31班制

待觀察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英美語文學系學

士班；生物資源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6班制

註：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學士班（含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四技

部）、碩士班、博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工業工程與科技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環境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營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中醫學系學士班（共同）；針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中西醫結合研

究所碩士班（共同）；牙醫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口腔衛生學系學士班（共

同）；藥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中藥資源學系學士班（共同）；中

國藥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藥物化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藥

用化妝品學系學士班；公共衛生學系學士班（共同）；健康風險管理學系學士班；醫務

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環境醫學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共同）；生物統計研究所碩士班；癌症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分子系統生

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免疫學研究所碩士班；放射技術學系學士班；運動醫學學系學士

班；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復健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物理治

療學系學士班（共同）；生態暨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生物科技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共同）

41班制

待觀察
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中國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學士後中醫學系

學士班；藥物安全研究所碩士班（共同）
5班制

註：醫學系另行接受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評鑑，護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另行接受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

員會（TNAC）評鑑，不納入此次系所評鑑。

佛光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傳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心理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公共事務學系學士班；未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社

會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藝術學研究所碩士班；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學士班；文學系碩

士班、博士班；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歷史學系碩士班；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宗教

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佛教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文化資產與創意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生命學研究所碩士班；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30班制

待觀察
政治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

學系學士班；文學系學士班；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歷史學系學士班
9班制

▲佛光大學。   （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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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

所碩士班、博士班；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政治經濟學系學士班；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班；音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中國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應用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

班；物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生物科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共同）；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

海洋地質及化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海洋事務研究所碩士班；海下科技暨應用海

洋物理研究所碩士班

41班制

待觀察 劇場藝術學系學士班；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2班制

註：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光電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2.通過AACSB認證：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財務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公共

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醫務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管理學院EMBA碩士在職專班。

長榮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健康科學學系學士班；大眾傳播學系學士班；臨床心理學系學士班；經營管理研究

所碩士班、博士班；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國際企

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航運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視覺藝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媒體設計科技學

系學士班；翻譯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共同）；日本研究所碩

士班（共同）；基督教學系學士班；運動休閒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醫務管理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學士班；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31班制

待觀察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會計資訊學系學士班；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哲學與宗教學系學士班；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

學系學士班

8班制

註：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科技工程管理學系學士班。2.接受95年度台灣文史系所評鑑：台灣

研究所碩士班。

▲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資訊大樓。 

 （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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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班；生醫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心智哲學研究所碩

士班；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腦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牙醫學系學

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口腔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傳統醫藥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藥理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生物藥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公共衛

生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

所碩士班、博士班；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神經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碩士

班；生理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生物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博士班；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生命科學系暨基因

體科學研究所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48班制

待觀察 急重症醫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班制

註一：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註二：醫學系另行接受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評鑑，護理學系學士班、博士班與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碩

士班另行接受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TNAC）評鑑，不納入此次系所評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比較教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班；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輔導與諮商

研究所碩士班；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國際企

業學系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社

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中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歷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33班制

待觀察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班；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博士班 3班制

不需給予

認可結果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2班制

註：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學士班；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地震與防災工程研究

所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生物醫學科技研究所碩士班。2.參加93年度化學學門

評鑑：應用化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國立聯合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經營管理學系學士班、經營管理系四技部；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資訊管理系四技

部；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班（共同）；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客家語

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班

7班制

待觀察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華語文學系學士班 2班制

不需給予

認可結果
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班制

註：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工業設計學系學士班；化學

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光電工程學系學士班（含光電工程系四技部）、碩士班；材料科學工程學系學

士班、碩士班；材料與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建築學系學士班（含建築工程系四技部）；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電子工程學系學士班（含電子工程系四技部）、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含電機工程系四

技部）、碩士班；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含機械工程系四技部）；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學士班（含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四技部）、碩士班；能源與資源學系學士班。2.接受95年度台灣文史系所評鑑：台灣

語文與傳播學系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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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共同）：係指共同評鑑，受評系所凡屬同一學門且性質相近者，可申請進行共同評鑑。評鑑結果對個別系或

所分別認可。

2.不需給予認可結果：考量學位學程為一各大學新嘗試之教學學習制度，成立時間較短；加上各學位學程之複

雜性與多樣性，此次學位學程評鑑僅提供改善建議，不對學位學程給予認可結果。

淡江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大眾傳播學系學士班／大眾傳播學系傳播碩士班；資訊傳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課

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教育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碩士

班；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日本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東南亞研究所碩士

班（共同）；俄羅斯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歐洲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全球化政

治與經濟學系學士班；美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

（共同）；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共同）；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產業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

通訊科技管理學系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運輸管理學系學士班／運輸管理學系運輸科學碩士班；經營決策學系學士班／

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國際貿易

學系學士班／國際貿易學系國際企業學碩士班；保險學系學士班／保險學系保險經營

碩士班；會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公共行政學系學士班／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

士班；未來學研究所碩士班；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班（共同）；中國文學

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俄國語文學系學士班（共同）；日本語文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英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西班牙語文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法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德國語文學系學士班（共同）；歷史學系學士

班；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數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統計學

系學士班／統計學系應用統計學碩士班；物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軟

體學系學士班

74班制

待觀察
歐洲研究所博士班（共同）；歷史學系碩士班；旅遊與旅館管理學系學士班；多元文

化與語言學系學士班；生命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5班制

註：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建築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

班；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化

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2.參加93年度化學學門評鑑：化學學系學

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學校提供）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鄺海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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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果

年度
上半年
年度
上半年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果

中山醫學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應用資訊科學學系（學士班）；醫學

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護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醫學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學士班）

4系所

待觀察 視光學系（學士班） 1系所

中華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建設與專案管理學系（學士班）；外

國語文學系（學士班）＊；休閒遊憩

規劃與管理學系（學士班）；應用數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生物資訊學系

（學士班）

5系所

待觀察 無 0系所

致遠管理學院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財務金融

學系（學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

士班）；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學

士班）；觀光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

班）；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餐

旅管理學系（學士班）；醫務管理學系

（學士班）＊

8系所 

待觀察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觀光事業

管理學系（學士班）
2系所

真理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自然資源應用學系（學士班）；財經法

律學系（學士班）＊；財經研究所（碩

士班）；創新管理學系（學士班）＊；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國際貿易

學系（學士班）；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

學系（學士班）；音樂應用學系（學士

班）＊；英美語文學系（學士班）；應

用日語學系（學士班）＊；宗教文化與

組織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水

域運動休閒學系（學士班）；觀光事業

學系（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學士

班）

14系所

待觀察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資訊商務

學系（學士班）＊；科技管理學系（學

士班）＊；知識管理學系（學士班）

＊；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日本

語文學系（學士班）＊；餐旅管理學系

（學士班）；航空服務管理學系（學士

班）

8系所

國立宜蘭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1系所

待觀察 無 0系所

義守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醫學營養學系（學士班）；護理學

系（學士班）；健康管理學系（學士

班）；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士

班）

4系所

待觀察 無 0系所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營養保健科學學系（學士班）＊；

財經法律學系（學士班）＊；幼兒教

育學系（學士班）；公共事務管理學

系（學士班）；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

（學士班）＊；文學創作與傳播學系

（學士班）

6系所

待觀察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老人福

祉學系（學士班）；動畫與遊戲軟體

設計學系（學士班）＊；資訊科技學

系（學士班）

4系所

不需給予

認可結果
應用語文學系（學士班）＊ 1系所

國立嘉義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史

地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工程

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生化科技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

4系所

待觀察 無 0系所

國立高雄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財經法律學系（學士班）；高階經營管

理碩士在職專班；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

學系（學士班）＊；運動健康與休閒學

系（學士班）

4系所

待觀察 無 0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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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評鑑及延後認可結果

結果 學校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博士班 1系所

待觀察 中華大學工程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1系所

興國管理學院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財經法律學系（學士班）（共同）；財稅學系

（學士班）（共同）；資產管理科學學系（學

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科技管理

學系（學士班）；電子商務學系（學士班）；

網路應用科學學系（學士班）

7系所

待觀察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行銷與物流管理學

系（學士班）；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
3系所

不需給予

認可結果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國際企業學系

（學士班）＊；資訊科學學系（學士班）
3系所

備註

1.（共同）：係指共同評鑑，凡受評系所結果相同，且屬同一學門性

質相近者，可申請進行共同評鑑。評鑑結果對個別系或

所分別認可。

2.不需給予認可結果：考量評鑑旨在促進系所自我改善之精神，並兼

顧在學學生之權益，針對98學年度停止招生之

班制，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予認可結果。

3.＊：係指96年度上半年評鑑結果為「未通過」的系所，於98年度

上半年進行「再評鑑」。未標示＊者則為96年度上半年評

鑑結果為「待觀察」的系所，於98年度上半年進行「追蹤評

鑑」。

▲興國管理學院。

▲ ▲系所評鑑重視教學品質與自我改進

機制，檢視系所能否提供學生優質的學

習環境。 （王錦河／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