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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張明華    

97年度技專校院評鑑結果公布

教育部為提升技專校院教學品質而實

施綜合性評鑑，以每校每四年辦理一次為

原則，並針對前次受評三等科系（所），

於評鑑結果公告二年後辦理追蹤評鑑，以

追蹤改善情形。本（97）年度公布評鑑

結果計3所科技大學、6所技術學院及8所

專科學校綜合評鑑，以及96年度7所專科

學校護理科評鑑與5所95年度技術學院評

鑑受評三等系所之追蹤評鑑。

其中，科技大學評鑑與專科學校綜合評

鑑由台灣評鑑協會承辦，技術學院評鑑由

雲林科技大學承辦。專科學校護理科單科

評鑑則委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成立獨立運作之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

員會（TNAC）辦理，96年度護理科受評

學校共計7所，先依據評鑑意見研提改善

計畫後，再由評鑑委員於97年進行實地

輔導訪視，始研提評鑑結果。

上述各項評鑑結果已於98年6月5日建

置於技職教育評鑑資訊網（http://www.tve-

eval.yuntech.edu.tw）及台灣評鑑協會網站

（http://www.twaea.org.tw），供社會大眾

參考。

▲

南台科技大學研究團隊

特別研發出「新型蔬果汁

冷凍萃取技術」，把營養

完整「鎖」在蔬果裡。

▲評鑑促使技職校院強調技術研發特色。圖為教育部舉

行的「2009技專校院技術研發成果聯合發表會」，多所

技專校院的創意成果讓許多人眼睛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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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結果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健康科學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所）、環境工程衛生系（所）、食品科學系（應

用保健食品研究所）、生物技術系（所）、醫務管理系

二等
管理學院

生醫科技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系、資訊工程系、放射技術系（所）、護理系、財務金融

系、企業管理系（所）、資訊管理系、餐飲管理系、應用英語系

訪視不評等 光學科技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學院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所、自動化控制系、電腦應用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電光

系統研究所）、電子工程系、企業管理系、餐飲管理系

二等
商管學院

資電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資訊工程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資訊管理系、休

閒運動管理系、應用外語系

訪視不評等 光電工程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類別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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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學院

會計資訊系暨會計科、國際企業經營系（商學與管理研究所）暨國際貿

易科、幼兒保育系、生活科學系（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暨家政科、美

容造型設計系科、服飾設計管理系暨服裝設計科、視覺傳達系科（應用

設計研究所）、室內設計系科、音樂系（音樂研究所）、美術系（美術

研究所）

二等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科、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科、商品設計系科、舞蹈系

（休閒舞蹈系）

訪視不評等 企業管理系、餐飲系、時尚設計系、多媒體動畫系

元培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台南科技大學

評鑑提升學校辦學品質  

凸顯技職特色

教育部技職司表示，本次技專校院評

鑑結果發現，受評學校普遍積極投入資

源，各校均依學校特色與專業人才培育之

定位，規劃辦學方針和發展策略，強調產

學合作、專題製作、技術研發與專業證照

之實務教學重點，並積極推動學校自我評

鑑和教師評鑑制度，充分發揮技職教育特

色，力求提升競爭力和辦學品質。

評鑑承辦單位也建議教育部協助辦理校

務遠景規劃與興革策略之觀摩研討會，以

強化技專校院行政主管在校務規劃與執行

方面的視野及能力。此外，亦建議學校及

主管機關有系統的蒐集並分析社會及國際

產業發展趨勢，與相關專業領域之人才需

求趨勢，以利掌握辦學方針，規劃課程或

調整科系。

技職司指出，各技專校院評鑑結果除

對外公布外，亦將做為教育部核定各校調

整學雜費、增調所系科班或招生名額、獎

補助計畫經費與相關決策之參據。其中，

評鑑結果列為三等者將被減招及調降學雜

費，後續並再進行追蹤訪視，四等者將提

交私校諮詢委員會討論後，再交由教育部

決定如何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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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技術學院評鑑結果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機械工程系（科）、企業管理系

二等
電機工程系（科）、電子工程系（科）、資訊工程系（科）、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科）、資訊管理系（科）、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化妝品應用系、幼兒保育系（科）、餐旅管理系（科）、食品科技系（科）、運動健

康與休閒系

二等 資訊科技系、護理系（科）

三等 人力資源發展系

訪視不評等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美術工藝系（科）、傳播藝術系（科）、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科）、觀光與休閒事

業管理系（科）、食品科技系（科）

二等
電機工程系（科）、電子與資訊系、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科）、應用外語系（科）、流行商品設計系、室內設計系（科）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資訊管理系、化妝品應用系、呼吸照護系、幼兒保育系

二等 護理系（科）（所）

訪視不評等 老人照顧管理系

黎明技術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東方技術學院

長庚技術學院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

一等 ◎ 民俗技藝學系（科）

二等 歌仔戲學系（科）、戲曲音樂學系（科）

三等 京劇學系（科）、劇場藝術學系（科）

訪視不評等 客家戲劇學系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旅遊管理系（科）、旅館管理系（科）、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系（科）、中餐廚藝

科

二等 西餐廚藝科、休閒管理系（科）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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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無

二等 ◎
職業安全衛生科、資訊管理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語科、

幼兒保育科、復健科、視光學科、醫事檢驗科

訪視不評等 老人照顧科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訪視不評等 美容科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訪視不評等 化妝品應用科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無

二等 ◎ 動力機械科、園藝科

三等 餐旅管理科

訪視不評等
資訊管理科、建築與景觀設

計科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企業管理科、幼兒保育科

二等 ◎
資訊管理科、應用外語科英

文組、數位影視動畫科

三等 國際貿易科

訪視不評等 老人健康管理科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休閒事業管理科

二等
應用外語科、幼兒保育科、美容造型設計科、數位媒體創意

設計科、物理治療科

訪視不評等 餐飲管理科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餐飲管理科、應用外語科、幼兒保育科

二等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食品科學科

訪視不評等 老人照顧科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類別

結果
行政類 專業類系所

一等 ◎ 牙體技術科

二等

資訊管理科、應用外語科、幼兒保育

科、物理治療科、視光學科、醫學影

像暨放射技術科

訪視不評等 職能治療科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7年度專科學校評鑑結果

▲建國科技大學研發的「負載自動平

衡省能源電梯」節能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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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度專科學校護理科評鑑結果

95年度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受評三等系所追蹤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 校系名稱

一等 無

二等

大漢技術學院機電科技系

大漢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

崇右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大同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大同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系

永達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三等 親民技術學院機電科技學系冷凍空調組（原冷凍空調系）

▲文藻外語學院研發的「兜字‧兜

句‧鬥智‧逗趣」英語拼字遊戲，

讓許多想學好英文的人躍躍欲試。

參照等第 評鑑結果 學校名稱

一等 優先通過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二等 通過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三等 待觀察 無

四等 不通過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僑光技術學院研發「多功能創意桌椅

組合」。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研發出「單層櫃台與多層倉庫」養殖技

術，讓活海鮮也能輕鬆養在超市裡。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與廠商合力研

發「義大利麵調理包」，訴求美味

殺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