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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系所評鑑結果公布

97年度㆖半年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去

（97）年12月31日公布97年度上半年大

學系所評鑑結果，受評且核給認可結果的

9所公私立大學、231個系所、418個班制

中，共有376個班制評鑑「通過」，比例

達89.95%；42個班制認可結果為「待觀

察」，占10.05%；「未通過」的系所班

制數則為零。另有11個學位學程首次接受

評鑑但不需核予認可結果，一個班制延後

評鑑。

認可通過率九成  

無系所「未通過」

97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作業

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受評學校包括

大同大學、中原大學、世新大學、亞洲大

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

清華大學、開南大學與實踐大學等9校共

242個系所（含11個學位學程）。

其中，學位學程係首次納入系所評鑑對

象，但考量其為國內大學校院新嘗試的教

學學習方向，成立時間短且相關法規尚未

完備，加上各學位學程的複雜性、多樣性

與不同於一般系所的特殊性，經評鑑中心

97年4月第14次董事會議通過及教育部同

意，現階段學位學程評鑑，評鑑委員只公

布實地訪評報告書並提供改善建議，不核

予認可結果。因此，扣除受評的11個學

位學程，此次系所評鑑實際認可系所數為

231個，並依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等

不同班制分別認可。

打破統一固定指標  

不做公私立與跨校系比較

此次大學系所評鑑項目共計五項，包

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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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特色為檢視系所辦學措施是否

符合自訂的辦學目標、有無建立與落實自

我改善機制，以及不採固定、統一的量化

指標，改以事證為基礎進行自我比較，不

做公私立、校際與系際比較。

在評鑑流程上，整個評鑑作業分為「自

我評鑑」、「實地訪評」及「後續審查與

結果決定」等三個階段；自我評鑑從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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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進行至97年2月；接下來從97年3

月到5月進行評鑑委員實地訪評，每系所

訪評兩天，總計動員評鑑委員782人，累

計人次為1,083人次；最後則於97年6月

到12月進行「後續審查與結果決定」作

業。

系所申覆比例為三成八

在「後續審查與結果決定」部分，共

有三道嚴謹的審查程序：第一階段先由

實地訪評小組提出實地訪評報告初稿，

於97年9月寄送各受評系所提出意見申

覆；此次共有93個系所提出申覆，比例

為38.43%。

在受評系所提出的714項申覆意見中，

共有47項經開會審查後接受申覆，由實

地訪評小組修正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內

容，比例占6.58%；65項接受部分申覆，

維持部分訪評意見，比例為9.1%；602項

維持原訪評意見，占84.31%。

第二階段為實地訪評小組從97年10月

起，針對系所申覆意見進行審查，並將

結果函覆學校，然後彙整「系所自我評鑑

報告」、「實地訪評報告書」、「實地訪

評報告書初稿申覆意見」及「實地訪評報

告書初稿申覆意見回覆說明」等資料，於

11月提交「學門認可初審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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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從97年度上半年此次系所

評鑑開始，學門認可初審小組委員若對實

地訪評小組提出的結果建議有所疑義，必

須邀請實地訪評小組召集人或其代表列席

說明。

第三階段為「學門認可初審小組」提出

「結果建議書」，於97年12月送交「認

可審議委員會」議決，進行最後的認可結

果決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公布評鑑結

果。

專業同儕根據教學品質整體評估

核予認可結果

此次系所評鑑採不排名的「認可制」，

以「教學品質保證」為精神，由專業同

儕（評鑑委員）進行品質判斷；認可結果

的決定係由「實地訪評小組」、「學門認

可初審小組」與「認可審議委員會」的委

員，根據受評系所在各評鑑項目的實際表

現，綜合系所自我評鑑報告與兩天的實地

訪評結果，對其教學品質進行整體評估，

經共識決後，認證系所是否能「提供學生

一個優質學習環境」，達到應有的教學品

質標準。獲得認可者給予「通過」，未獲

認可者依達成「教學品質保證」的問題或

缺失程度差異，經由綜合判斷給予「待觀

察」或「未通過」。

▲大同大學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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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鑑中心歸納此次各系所的評鑑報

告發現，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的系所，

絕大多數都有以下四點問題或缺失存在，

以致無法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因

而被評以「待觀察」。這四點為：（一）

設立目標不明確或不符合專業發展趨勢；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未能充分反映設立

目標；（三）教師質量與教學未能達成設

立目標；（四）學習資源無法滿足學生學

習需求。

97年度上半年各受評學校系所認可結

果統計如下：

表一  97年度上半年各受評學校系所認可結果統計表

受評學校 大同大學 中原大學 世新大學 亞洲大學
國    立

東華大學

國    立

政治大學

國    立

清華大學
開南大學 實踐大學

系所班制數

（不含學位學程）
9 37 42 40 53 81 77 38 41

通過 8 36 40 38 51 78 71 20 34

待觀察 1 1 2 2 2 3 6 18 7

未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備註
1個班制

延後評鑑

學位學程

（不需核給認可結果）
0 3 1 0 2 3 2 0 0

▲

國立東華大學校景。

為尊重受評學校並給予其表達意見的機

會，評鑑中心指出，系所評鑑除於實地訪

評結束後設有「申覆」機制，認可結果公

布後還有「申訴」機制，受評系所對結果

如有異議，可於收到認可結果報告書後一

個月內，向評鑑中心提出申訴。

「待觀察」系所  

99年應接受追蹤評鑑

另為協助大學建立品質保證持續改進機

制，評鑑中心表示，此次評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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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至5月。

97年度上半年大學系所評鑑結果，含

各系所認可結果報告書、申覆申請書、

申覆意見回覆說明及學位學程實地訪

評報告書，即日起公布於評鑑中心網站

（http://www.heeact.edu.tw）及教育部網站

（http://www.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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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事業經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經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工業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共同）；設計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共同）；應用數學學系學士班
8班制

待觀察 應用數學學系碩士班 1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大同大學

中原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財經法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心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共同）；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會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國際貿易

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建築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景觀學系學士班；室內

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商業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應用華語文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應用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宗教研究所碩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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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

36班制

待觀察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共同） 1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不需核給認可結果
管理學博士學位學程（共同）；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共

同）
3班制

國立東華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臨床與

諮商心理學系學士班；經濟學系／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全球運籌管理研

究所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共同）；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

班；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會計學系學士班；環境政策研究所碩士班；公

共行政研究所碩士班；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民族文化

學系學士班（共同）；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暨民族發展研究所學士班、碩士班；電

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博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博士班；民族藝術研究

所碩士班；中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英美語文學系暨比較文學博士

班／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歷史學系學士班；運動與休

閒學系學士班；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

班；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研究所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博士班；生命科學系／生物技術研究所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海洋生物多樣性

及演化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共同）

51班制

待觀察 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共同）；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共同） 2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不需核給認可結果 公司理財碩士學位學程；數位知識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共同） 2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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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生物環境工程學系（學士班）；化學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學

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工業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電子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

班）；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2.參加93年度化學學門評

鑑：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註一：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

註二：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博士班）延後評鑑，將於98年度上半年進行實地訪評。

註： 免受評系所  1.申請或通過IEET認證：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通訊

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生物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材料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化學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光電工程研

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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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計量財務金

融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

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共同）；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化學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材料科學工程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博士班；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工程與

系統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外國

語文學系碩士班；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哲

學研究所碩士班；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物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天文研究所碩士班（共同）；資

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生

命科學系學士班（共同）；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

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共同）；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

71班制

待觀察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中國文學系學士班；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人文社會學系學士班
6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不需核給認可結果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共同）；理學院學士班 2班制

註： 免受評系所  1.參加93年度化學學門評鑑：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2.接受95年度台灣文史系所評鑑：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實踐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共同）；財務金融與

保險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行銷管理學系學士班；企業管理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企業創新與創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會計學系學士班；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學士班；會計資訊學系學士班；國際貿易

學系學士班（台北校區）；國際貿易學系學士班（高雄校區）；建築設計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音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服裝設計學系學士班；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學士班（共同）；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服飾設

計與經營學系學士班（共同）；時尚設計與管理學系學士班（共同）；應用中文學系學士

班；應用外語學系學士班；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餐飲管理學系學士班；休閒產業管理學

系學士班；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學士班；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學士班

34班制

待觀察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金融管理學系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

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觀光管理學系學士班
7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世新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傳播研究所博士班（共同）；新聞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廣播電視電影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

系碩士班；口語傳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傳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傳播管

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法律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共同）；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管

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行政管理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社會心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班；性別研究

所碩士班；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學士班；中國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英

語學系學士班；日本語文學系學士班；觀光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40班制

待觀察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學士班；英語學系碩士班 2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不需核給認可結果 商管專業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1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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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新聞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廣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

廣播電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法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

同）；教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共

同）；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班；心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政治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外交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東亞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班（共同）；財政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班；公共行政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地政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社會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勞

工研究所碩士班；中國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英國語文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阿拉伯語文學系學士班（共同）；

斯拉夫語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土耳其語文學系學士班（共同）；日本

語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韓國語文學系學士班（共同）；歷史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博士班；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宗教研究所碩士班；民族

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78班制

待觀察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宗教研究所博士班；生命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3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不需核給認可結果
傳播學院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共同）；歐洲語文學程

學士班
3班制

開南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法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保全管

理學系學士班（共同）；物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共同）；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空運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資訊及電子

商務學系碩士班；會計資訊學系學士班；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應用日語學

系學士班；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共同）；資訊科學學系學士班（共同） 

20班制

待觀察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國際行銷學系學士班；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學士班；會計資訊學系碩士班；風險管理學系學士

班；專案管理研究所碩士班；資訊傳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應用日語學系碩士班；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共同）；數位科技學系學士班（共同）

18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註： 免受評系所  1.接受95年度台灣文史系所評鑑：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2.

通過AACSB認證：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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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商管專業學院碩士學位學程；金融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

班）；會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統計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博士班）；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班）；經營管理碩士學程（碩士班）。

備註

（共同）：係指共同評鑑，針對96學年度起始招生之學系或研究所，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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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財經法律學系學士班；幼兒教育學系學士班；心理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經營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會計與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視

覺傳達設計學系學士班（共同）；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學士班（共同）；資訊與設計學系學

士班、碩士班；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健康暨醫務

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生物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工程學

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資訊科學與應用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電腦與通訊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資訊傳播學系學士班；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38班制

待觀察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2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