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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96年度技專校院評鑑結果出爐
行政類評鑑表現突出

教育部於今（97）年6月5日召開記者會

公布96年度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評鑑結

果，共有8個科系被評為三等，將被減少

招生名額及調降學雜費。另外，95年度

專科學校護理科評鑑結果也已出爐，受評

的7所專校護理科全數通過評鑑。

行政類評鑑 4校二等

96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由教育部委託台

灣評鑑協會辦理，計有7校、98個系所受

評；技術學院評鑑由教育部委託雲林科技

大學辦理，共有20校、264個系所受評。

95年度專科學校護理科評鑑由教育部委

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臺灣護理教育評鑑委

員會（TNAC）辦理，負責評鑑7所護專

的護理科。

技職司長陳明印表示，此次技專校院

評鑑有多項特色，包括重視現場教學與

參觀、容許受評學校提出評鑑委員迴避名

單、建立完整的申覆程序，以及評鑑過程

客觀中立，教育部百分之百尊重評鑑單位

的專業判斷，對結果不做任何干預，希望

表現理想的學校繼續保持佳績，表現不佳

的學校努力改進。

根據評鑑結果，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

在「行政類」評鑑普遍表現優異，僅4所

學校被評二等，分別為國立屏東商業技術

學院、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南亞技術

學院與蘭陽技術學院，其他學校全數一等

過關，顯示經過改名過程與嚴格的訪視督

導，近年技職校院在行政運作與制度建立

上有很大的進步，是可喜的現象。

6校8系落入三等 將減招降學費

專業類評鑑則有高苑科技大學國際商務

系、應用外語系；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

系；環球技術學院會計系；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北

文／鄺海音

圖／張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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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學技術學院財經法律系；中州技術

學院自動化工程系等6校8系列為三等，

陳明印指出，97學年度將調降學雜費，

98學年度進一步減少招生名額。

科技大學評鑑計畫主持人、台灣評鑑協

會理事劉維琪表示，被評三等的科系，主

要是因為課程設計、師資結構、圖儀設備

經費等方面無法符合系所發展的目標。經

過此次評鑑，他也建議未來各科技大學在

系所部分可以聘請更多專業的師資，在課

程安排上展現特色。

技術學院評鑑方面，雲林科技大學校長

林聰明分析，三等科系的主要缺失，包括

師資專長與系所辦學目標不符、基礎教學

設備老舊缺乏、課程設計不符合系科本位

的精神、欠缺技術導向等，需要再改進。

陳明印說，經由此次評鑑發現，技術學

院普遍強調產學合作與專業技術的研發，

課程也以務實致用為導向，但也出現因生

源短缺而廣收學生的現象，令產業界對技

職校院品質有所疑慮，值得學校正視。

教育部並統計此次評鑑成績亮麗的學

校，包括國立臺北護理學院11個系所一

等、吳鳳技術學院12個科系一等，以及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南開技術學院、僑

光技術學院、美和技術學院各有10個系

所一等，已經達到改名科技大學的基本門

檻，可以申請明年改大。

護理科評鑑 康寧護專表現最優

針對首次辦理的護理科評鑑，TNAC表

示，護理單科評鑑採認可制，為利於主

管機關相關行政措施的處理，在評鑑結果

之外並公布參照等第。結果顯示，康寧醫

護暨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獲評為「優先通

過」，參照等第為一等，在7所受評護專

中表現最優；其他6所護專護理科評鑑結

果為「通過」，參照等第為二等。

TNAC主委余玉眉指出，護理單科評鑑

95年度為第一次辦理，總計出動40多位

評鑑委員，前往7所受評護專進行嚴格的

實地訪視，每個學校護理科訪視時間長達

五天，評鑑委員7至8人。但因是護專從

職校升格改制後的第一次評鑑，各校多措

手不及，TNAC因而決定延長評鑑時間，

改為兩階段評鑑，於去年第一階段實地訪

評過後，要求各校提出改善計畫，再進行

第二階段訪評，每校護理科訪視兩天，出

動評鑑委員3人，結果於今年公布。

陳明印建議，護理科系必須建立明確的

辦學目標，加強考取護理師證照的比例，

並確保未來報考護專護理科學生具有一定

品質，以確保未來我國護理人員的素質。

　

94年科大追蹤評鑑 

3系進步為二等

教育部此次亦同時公布94年科技大學

追蹤評鑑結果，原本三等的3個系所在經

過95年訪視委員的輔導後，表現都有所

進步，於96年訪視後，成績改列二等。

上述各受評學校評鑑報告及等第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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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同時宣布，97年度將繼續辦理

3所科技大學評鑑、6所技術學院評鑑、

8所專科學校綜合評鑑，以及95年度技術

學院評鑑受評三等系所的追蹤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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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結果

嶺東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一等 二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健康科學院、護理學院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食

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研究所）、醫學檢驗

生物技術系（醫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幼

兒保育系、護理系（所） 

資訊管理系、國際企業系、應用外語系、醫

務管理系（醫護管理研究所）、放射技術系

（放射科學研究所）、牙體技術系（醫學工

程暨材料研究所）

生命科學研究所、文教事業

經營研究所、老人照顧系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休閒學院 人文暨社會學院、資訊暨管理學院、環境暨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休閒健康管理研究所）、餐旅

管理系、環境資源管理系（環境

管理研究所）、食品科技系

應用外語系（英、日文組）、餐飲管理系、資訊工程

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資訊管理系、醫務管理系、

職業安全衛生系、生物科技系暨研究所、藥學系（製

藥科技研究所）、護理系

社會工作系 觀光事業學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

系

中國科技大學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規劃與設計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資訊學院、管理學院

財政稅務系、企業管理系暨運籌管理研究所、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會計系、建築系暨建築研究所、室內設計系、視

覺傳達設計系

應用英語系、資訊工程系、電腦與通訊系、資訊管理系、

產業經營管理系、財務金融系、國際商務系、休閒事業管

理系、土木工程系暨土木與防災科技研究所、資訊傳播系

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工程學院、機電學院 商業暨管理學院

化工與生化工程系（所）、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系（所）、電子工程系（所）、企業管理系

土木工程系（所）、建築系（所）、電機

工程系（所）、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

理系、資訊傳播系

國際商務系、應用外語系

一等 二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財經學院、設計學院 資訊學院、管理學院

商務科技管理系、財政系、會計資訊系、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

所、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與

流通管理所）、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所）、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所）、數位媒體設計系（數位

媒體設計所）、流行設計系（流行設計所）

資訊科技系（資訊科技應用所）、

資訊管理系、財務金融系（財務

金融所）、保險金融系、國際貿易

系、應用外語系、科技商品設計系

財經法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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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一等 二等 訪評不視等

行政類

觀光休閒學院 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人文暨管理學院

水產養殖學系、航運管理學系、服務業

經營管理研究所、觀光休閒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信工程學

系、食品科學系、行銷與物流管理學系、資訊

管理學系、應用外語學系、餐旅管理學系、海

洋運動與遊憩學系

海洋創意產業研究所、觀光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致理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保險金融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科）、財務金融系（科）、

國際貿易系（科）、會計資訊系、企業管理系（科）、應用日語

系、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系、資訊管理系（科）

財經法律系、多媒體設計系、應用英語系（科）、

資訊網路技術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室內設計系、流通管理系（所）、商

業設計系（科）（所）、資訊管理系

（科）、休閒事業經營系

資訊科技與應用研究所、資訊工程系、銀行保險系（科）、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財務金融系（科）、財政稅務系、國際貿易系（科）、應用中文系、會計資訊

系（科）、應用統計系、企業管理系（科）、事業經營研究所、多媒體設計系

（所）、應用日語系（科）、應用外語系（科）／應用英語系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資訊管理系（所）、嬰幼兒保育系（所）、醫護管理系（所）、旅遊健康研究所、

運動保健系（所）、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護理系（所）

（博）、護理助產研究所、醫護教育研究所、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

長期照護研究所

聖約翰科技大學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工學院、電資學院 商管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自動化及機電整合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管

理系（含碩士班）、電子工程系（含碩士班）、資訊工程系、電腦與

通訊工程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國際貿易系

電機工程系（含碩士班）、財務金融系、應用

英語系

96年度技術學院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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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資訊工程系（科）、電子工程系（科）、電機工程系（科）、

機械工程系（科）、財務金融系、國際企業管理系／國際貿

易科、應用日語系（科）、應用英語系（科）、資訊管理系

（科）、幼兒保育系（科）、消防學系、保全管理系（科）

化學工程系（科）、光機

電暨材料研究所、電子商

務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科）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一等 二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應用外語系、餐飲管理系（科）、中餐廚藝系、西餐廚藝系、

烘焙管理系、旅館管理系（科）、餐旅管理研究所、旅運管理系

（科）、航空管理系（科）、旅遊管理研究所

餐旅行銷管理系、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飲廚藝科

環球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環境資源管理系、商品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科）、

公關事務設計系、商務科技管理系、企業管理系（科）、

資訊管理系（科）、觀光與餐飲旅館系（科）

金融系、行銷管理系、應用外語系、美容造型設

計系（科）、幼兒保育系（科）、生物技術系

會計系

南亞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土木與環境工程系、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建

築系、企業管理系（科）、資訊管理系（科）

材料與纖維系、資訊工程系、財務金融系、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幼兒保育系（科）

機械工程系、觀光與

休閒事業管理系

修平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科）、資訊網路技術

系、電機工程系（科）（所）、應用中文

系、資訊管理系（科）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電子工程系、機械工程系（科）（所）、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財務金融系、國際企業經營系（科）、數位媒體設計系、應

用英語系、應用日語系、人力資源發展系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電機工程系（科）、國際

貿易系（科）、資訊管理系

（科）、餐飲管理系（科）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電子工程系（科）、電腦

與通訊工程系、機械工程系（科）、企業管理系

（科）、應用外語系（科）、資訊傳播系、生物科

技系、觀光與餐飲旅館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財經法律系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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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環境資源管理系、金融與風險管理系（科）、財務

金融系、財經法律系、國際貿易系（科）、應用華語文系、企業管理系

（科）、應用外語系（科）、資訊管理系（科）

資訊科技系（科）、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會

計資訊系（科）

德霖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營建科技系、機械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財務金融系、國際企業

系、企業管理系、應用英語系、餐旅管理系（科）、休閒事業經營系

光電工程系

亞東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工業管理系、材料與纖維系、電子工程系、通訊工程系、電機工程

系、機械工程系（含汽車組）、工商業設計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醫務管理系、護理系 老人照顧系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財務金融系、財政稅務系、國際商務系、會計資訊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 

南榮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營建工程系、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

程系、機械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室內設計系、財務金融系、企業管理系、應用英語

系、應用日語系、資訊管理系、餐旅管理系（科）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資訊科技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所）、財務金融系、國際

貿易系（國際企業研究所）、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系、不動產

經營系（所）、應用日語系、休閒事業經營系

會計系、企業管理系、應用外語系

（所）、資訊管理系（所）

電腦與通訊系

蘭陽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建築系（科）、自動化工程系（科）、國際企業

經營系（科）

電腦應用工程系（科）、電子工程系（科）、光電工程系、化妝品

應用系（科）、財務金融系（科）、應用外語系（科）、資訊管理系

（科）、健康休閒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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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行銷與流通管理

系、視訊傳播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生物科技系

資訊工程系、工程技術研究所、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景觀設計系、應用外語系、幼兒保育系

（科）、保健營養系（科）

自動化工程系

美和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訪評不視等

行政類

財政稅務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美容系（科）、

幼兒保育系（科）、生物科技系、休閒運動與保健系、

食品營養系、社會工作系、護理系（科）

資訊科技系、應用外語系、健康事

業管理系、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文化事業發展系

餐旅管理系

南開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訪評不視等

行政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

程系、自動化工程系、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研究所、財

務金融系、企業管理系、應用外語系、休閒事業管理系

資訊工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多

媒體設計系、資訊管理系

文化事業發展系

醒吾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財務金融系、國際貿易系、資訊傳播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

理系、資訊科技系、餐旅管理系、旅運管理系（科）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會計資訊系、應用英語系、觀光

事業管理系（科）

參照等第 一等 二等

評鑑結果 優先通過 通過

學校名稱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4年科技大學受評三等系所追蹤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 二等

校系名稱

崑山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清雲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含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95年度專科學校護理科評鑑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