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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圖／葉陶軒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今

（97）年6月13日公布96年度下半年大學

系所評鑑結果，受評的9所公私立大學、

264個系所、458個班制中，共有386個

系所班制認可「通過」，比例為84.3%；

65個系所班制「待觀察」，占14.2%；7

個系所班制「未通過」，比例為1.5%。各

系所認可報告、申覆申請書及申覆意見

回應書已公布於評鑑中心網站（http://

www.heeact.edu.tw）。

認可通過率八成四

96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作業

由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受

評對象包括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元智大學、玄奘大

學、立德管理學院、明道大學、臺北醫學

大學與輔仁大學等9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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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方

式採不排名的「認可制」，以「教學品質

保證」為精神，由專業同儕（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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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品質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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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中心指出，自96年度下半年起，

系所評鑑以系所為受評單位，依不同「班

制」分別認可；也就是依「博士班」、

「碩士班」、「大學部學士班」分別核給

評鑑結果。另外，管理學門設在院級的在

職專班亦獨立給予認可結果。依此原則，

96年度下半年系所評鑑總計有264個系所

共458個班制受評並分別核予認可結果。

　

依教學品質綜合判斷  

核予評鑑結果

評鑑中心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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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呈現的各項資料，對其教學品質進行

整體評估，結果分為「通過」、「待觀察」

與「未通過」三種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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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中心強調，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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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98）年下半年將由評鑑中心針

對問題與缺失進行「追蹤評鑑」；「未通

過」的系所則實施全部項目「再評鑑」。

受評系所如對評鑑結果有異議，可於即日

起收到認可結果報告書後一個月內，即7

月18日以前，向評鑑中心提出申訴。

為了尊重學校意見，96年度下半年系

所評鑑網路公告方式亦有所改變，除了將

受評學校 系所班制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 90 89 1 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8 44 4 0

中國文化大學 103 79 22 2

元智大學 26 25 1 0

玄奘大學 28 17 11 0

立德管理學院 29 9 15 5

明道大學 19 14 5 0

臺北醫學大學 29 27 2 0

輔仁大學 86 82 4 0

合  計 458 386 65 7

96年度下半年各受評學校系所認可結果統計

認可結果報告書上網外，亦一併公告受評

系所的申覆申請書及實地訪評委員的申覆

意見回應書，以利學生與社會大眾參酌。

　

三階段評鑑

不採統一量化指標

此次評鑑中心辦理系所評鑑具有多項特

色，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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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事證為基礎進行自身比較，不做校際、系

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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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9月起至96

年8月止；緊接著從96年10月到12月進

行評鑑委員「實地訪評」，每系所訪評兩

天；97年1月到6月則進行「後續審查與結

果決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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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農藝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園藝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森林學系大學部、碩士

班、博士班；植物病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昆蟲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動物

科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農村規劃研究所碩士班；獸醫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共

同）；獸醫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獸醫病理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獸醫

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土壤環境科學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水土保持學系大學

部、碩士班、博士班；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生物產業推廣暨經營學系

碩士班；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財經法律學系大學部（共同）；科技

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

所碩士班（共同）；應用經濟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

班；財務金融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行銷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科

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班；電子商務研究所碩士班；會計學系碩士班；中國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

士班；外國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歷史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

班；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醫學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應用數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

班；物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生物科技

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生命科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分子生物學研

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生物化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

89班制

待觀察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 1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班；水產養殖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大學

部、碩士班、博士班；食品科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航運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

班；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光電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材料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生命

科學系大學部（共同）；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輪機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

班；海洋環境資訊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海洋事

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碩士班（共同）；系統工程暨造

船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44班制

待觀察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商船學系大學部、碩士班 4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元智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管理研究所博士

班（共同）；國際企業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會計學系大學部、碩

士班；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資訊傳播學系大學部、碩士班；中國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應用外語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資

訊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25班制

待觀察 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 1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96年度下半年

註：免受評鑑系所 1.通過IEET認證：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河海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大學部）。

註：免受評鑑系所 1.通過IEET認證：電機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通

訊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機械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

班、博士班）；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生物科技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註：免受評鑑系所 1.通過IEET認證：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機械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

士班）；土木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環境工程學系（大學部、碩

士班、博士班）；化學工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精密工程研究所（博士班）；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光電

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2.接受95年度台灣文史系所評鑑：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3.參加93年度化學學門評鑑：化學系

（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10第   期 97.714

中國文化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動物科學系大學部；土地資源學系大學部；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大學部；生活應用科學系大學部、

碩士班；新聞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廣告學系大學部；資訊傳播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大眾傳播學

系大學部；法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教育學系大學部；心理輔導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政治學系

大學部（共同）；經濟學系碩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共同）；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共同）；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大學部；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在職

專班碩士班；資訊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班；會計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國際貿易學系大學部、

碩士班；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電機工程學系大學部；材料科學與奈米科技

研究所碩士班；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

所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景觀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紡織工程學系大學部；美術學系大學部；

西洋音樂學系大學部；中國音樂學系大學部；戲劇學系大學部；中國戲劇學系大學部；舞蹈學系大

學部、碩士班；中國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日本語文學系大學部（共同）；韓國語文學

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俄國語文學系大學部（共同）；德國語文學系大學部（共同）；英國

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法國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史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體育

學系大學部；國術學系大學部；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應用數學

系大學部；物理學系大學部；地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大氣科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

同）；地學研究所博士班（共同）；地質學系大學部（共同）；資訊科學系大學部；生物科技研究

所碩士班（共同）

79班制

待觀察

食品暨保健營養學系大學部；行政管理學系大學部；政治學系碩士班（共同）；經濟學系大學部、

博士班；社會福利學系大學部；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勞動學研究所大學部、碩士班；中國大陸研

究所碩士班（共同）；機械工程學系大學部；化學工程學系大學部；藝術研究所碩士班；日本語文

學系碩士班（共同）；俄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共同）；德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共同）；哲

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觀光事業學系大學部；生命科學系大學部（共同）；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大學部

22班制

未通過 政治學系博士班（共同）；美國研究所碩士班（共同） 2班制

玄奘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新聞學系大學部；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法律學系大學部、碩

士班；教育人力資源與發展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應用心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公共事務管理學

系大學部；國際企業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大學部；中國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

班、博士班；應用數學系大學部

17班制

待觀察

大眾傳播學系大學部（共同）；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社會福

利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外國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歷史學系大學部；宗教學系大學部、碩士

班

11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立德管理學院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資訊傳播學系大學部；資源環境學系碩士班；資產科學學系大學部（共同）；地區發展管理學系大

學部、碩士班（共同）；應用英語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休閒管理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

學系大學部

9班制

待觀察

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行銷管理學系大學部；物流管理學系大

學部；工業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資源環境學系大學部；營建科技學系大學部；翻譯學系大學

部（共同）；應用日語學系大學部；休閒管理學系大學部；觀光與旅館學系大學部；食品餐飲管理

學系大學部；醫務健康照護管理學系大學部

15班制

未通過
財務管理學系大學部；科技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科技管理研究所在職

專班碩士班
5班制

註：免受評鑑系所 1.參加93年度化學學門評鑑：化學系暨應用化學研究所（碩士班）。

註：免受評鑑系所 1.通過IEET認證：資訊科學學系（大學部、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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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精緻農業學系大學部；教學藝術研究所碩士班；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共同）；國際行銷與運籌

學系大學部（共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大學部（共同）；材料暨系統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共

同）；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碩士班（共同）；造園景觀學系大學部（共同）；時尚造形學系大學

部；中國文學學系大學部（共同）；國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應用日語學系大學部；休閒保健

學系大學部；生命科學學系大學部

14班制

待觀察
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數位設計學系大學部；應用英語學系大學部；餐旅管理學系大學部；

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
5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明道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保健營養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醫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牙醫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生醫材料暨工程研究所碩士班；護理學系大學部

（共同）；護理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共同）；藥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共同）；生

藥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公共衛生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醫務管理

學系大學部、碩士班；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大學部；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呼吸治

療學系大學部

27班制

待觀察 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 2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輔仁大學

結果 系所名稱 班制數

通過

食品科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營養科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食品營養學研究所博

士班（共同）；影像傳播學系大學部（共同）；新聞傳播學系大學部（共同）；廣告傳播學系大學

部（共同）；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法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共同）；財

經法律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兒童與家庭學系大學部、碩

士班；心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共同）；臨床心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經濟

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社會學系大學部、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系大

學部、碩士班；景觀設計學系大學部、碩士班；音樂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應用美術學系

大學部、碩士班；織品服裝學系大學部、碩士班；中國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翻譯學研

究所碩士班（共同）；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英國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比

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共同）；德語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日本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法

國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西班牙語文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共同）；義大利語文學系

大學部（共同）；歷史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哲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宗教學系大學部、碩士班、

博士班；體育學系大學部、碩士班；餐旅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班；圖

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護理學系大學部；公共衛生學系大學部、碩士班；職能治療學系大學

部；數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物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資訊工程

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82班制

待觀察 哲學系大學部；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護理學系碩士班；生命科學系大學部 4班制

未通過 無 0班制

備註

（共同）：係指共同評鑑，針對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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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美術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1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註：95年度延後認可。

註：醫學系另行接受醫學系評鑑，不納入此次系所評鑑受評對象。

註二：醫學系另行接受醫學系評鑑，不納入此次系所評鑑受評對象。

註一：免受評鑑系所 1.通過AACSB認證：應用統計研究所（碩士班）；統計資訊學系（大學部）；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

管理學研究所（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大學部）；會計學系（大學部、碩士

班）；金融研究所（碩士班）；商學研究所（博士班）；科技管理學程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班）。 2.參加93年度化學學門評鑑：化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