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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去（96）年12月24日公布96年度上半年

大學系所評鑑結果，受評的10所公私立

大學校院、242個系所中，計有159個

系所「通過」，比例為65.7%；55個系

所待觀察，占22.7%；27個系所「未通

過」，比例為11.2%。各系所評鑑結果與

評鑑報告已公布於評鑑中心網站（http://

www.heeact.edu.tw）。

六成六系所認可通過

96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由教

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辦理，受評學校包括國立宜蘭大學、國

立高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中山醫學大

學、中華大學、真理大學、義守大學、致遠

管理學院、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興國管

理學院等10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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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同儕進行品質判斷，認證系所

是否達到應有的教學品質標準。

評鑑中心指出，此次系所評鑑最大特

色為根據系所自訂的辦學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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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校際、

系際比較。評鑑結果分為「通過」、「待觀

察」、「未通過」三種，獲得認可者給予

「通過」，未獲認可給予「待觀察」或「未

通過」。

整體評估評鑑結果

評鑑中心表示，此次評鑑結果係由「實

地訪評小組」、「學門認可審議小組」與

「認可審議委員會」的委員，根據受評

系所教學品質進行整體評估。經評鑑中心

歸納各系所的評鑑報告發現，評鑑結果為

「待觀察」或「未通過」的系所，絕大多數

都有以下問題或缺失存在：

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圖／葉陶軒

大學系所評鑑結果公布
96年度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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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目標不明確或不符合專業發

展趨勢；（二）自我改善機制不健全或無法

有效運作；（三）課程規劃與設計未能充分

反映設立目標；（四）教師質量與教學未能

達成設立目標；（五）學習資源無法滿足學

生學習需求；（六）研究與專業表現不符合

系所設立目標或質量不佳；（七）畢業生聯

繫與追蹤機制不健全或無法有效運作等，

致使無法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因

而對情節輕微者評以「待觀察」，情節嚴

重者評以「未通過」。各受評學校認可結

果統計如表一。

三階段評鑑與審查

評鑑中心表示，96年度上半年系所評

鑑分為「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後

續審查與結果決定」三個階段；「自我評

鑑」從95年9月起至去（96）年2月止；

緊接著從3月到5月進行「實地訪評」，

每系所訪評2天，動員評鑑委員共計769

人；6月到12月則進行「後續審查與結果

決定」作業。

在「後續審查與結果決定」部分，共有

三道嚴謹的審查程序：第一階段先由訪評

小組提出訪評報告，再於9月初寄送各受

評系所提出意見申覆；此次共有142個系

所提出申覆申請，比例為58.7%。第二階

段為訪評小組從10月起針對系所申覆意

見提出回應，連同系所自我評鑑報告、實

地訪評報告、系所申覆意見、訪評小組對

系所申覆意見的回應報告，於11月一併

提交「學門認可初審小組」審議；第三階

段為12月提交「認可審議委員會」決議。

「待觀察」及「未通過」系所

明年1月起接受「追蹤評鑑」

與「再評鑑」

評鑑中心說，獲得「通過」的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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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1月起由評鑑中心針對缺失進行「追

蹤評鑑」；「未通過」的系所，98年1

月起將由評鑑中心實施全部項目「再評

鑑」。受評系所如對評鑑結果有異議，可

於即日收到認可結果報告書後一個月內，

向評鑑中心提出申訴。

受評學校 系所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備註

中山醫學大學 25 20 5 0

中華大學 24 18 4 1 1系所延後認可

致遠管理學院 15 4 7 4

真理大學 34 12 12 10

國立宜蘭大學 15 14 1 0 

國立高雄大學 23 19 3 1 

國立嘉義大學 47 43 4 0 

義守大學 28 24 4 0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6 3 5 8

興國管理學院 15 2 10 3

合計 242 159 55 27 1

表一  各受評學校認可結果統計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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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口腔材料科學研究所（共同）、口腔醫學研究所（MD）（共同）、公共

衛生學系（M）、心理學系、牙醫學系（共同）、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

（MD）、生物醫學科學學系（M）、免疫學研究所（MD）、物理治療學系、

健康餐飲管理學系、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應用外國語言學系、營養科學

研究所（MD）（共同）、營養學系（共同）、職能治療學系、職業安全衛

生學系、醫務管理學系、醫學分子毒理學研究所（MD）、醫學社會暨社會

工作學系、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視光學系、資訊管理學系、醫學

研究所（MD）、醫學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護理學系（M）

20系所 5系所 0系所

致遠管理學院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幼兒教育學系、教育研究所、

資訊工程學系、營建管理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財務金融

學系、網路通訊學系、餐旅管理學系、環境資源

學系、觀光休閒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應用日語學系、應

用英語學系、醫務管理學系

4系所 7系所 4系所

真理大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休閒遊憩事業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財政

稅務學系、統計與精算學系（共同）、會

計資訊學系、經濟學系（共同）、運動事

業學系（共同）、運動資訊傳播學系（共

同）、運動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研究所、

數理科學研究所（共同）、數學系

工業管理學系、水域運動休閒學系

（共同）、自然資源應用學系、宗教

學系（M）、英美文學系、航空服務

管理學系、財經研究所（共同）、國

際貿易學系、資訊科學學系、資訊管

理學系、餐旅管理學系、觀光事業學

系

日本語文學系、知識經濟學系、科

技管理學系、音樂應用學系、財務

金融學系、財經法律學系、創新管

理學系、資訊商務學系、應用日語

學系、應用英語學系

12系所 12系所 10系所

國立宜蘭大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土木工程學系（M）、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外國語文學系、生物技術研究所

（共同）、生物機電工程學系（M）、自然資源學系（M）、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

所、食品科學系（M）、動物科技學系（M）（共同）、園藝學系（M）、經營管理

研究所、電子工程學系（M）、電機工程學系（M）、應用經濟學系（M）

資訊工程研究所

14系所 1系所 0系所

興國管理學院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文教事業管理學系、應用日語

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系、財稅

學系、財經法律學系、資訊科學學系、資產管理科學學

系、電子商務學系、網路應用科學學系、應用英語學系

行銷與物流管理學系、國際

企業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2系所 10系所 3系所

中華大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M）、企業管理學系（聯合）、行政管理學系

（M）、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M）、科技管理學系（MD）、財務管理學

系、國際貿易學系、通訊工程學系、景觀建築學系（M）、微電子工程學

系、經營管理研究所（聯合）、資訊管理學系（M）、運輸科技與物流管

理學系（M）、電機工程學系（M）、機械工程學系、機械與航太工程研究

所、餐旅管理學系（共同）、營建管理研究所

生物資訊學系、休閒遊憩規劃與

管理學系（共同）、應用數學系

（M）、營建工程學系

外國語文

學系

18系所 4系所 1系所

（備註:工程科學研究所（D）延後認可）

96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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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M）、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生命科學系（共

同）、生物科技研究所（共同）、西洋語文學系、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M）、法律學系（M）、金融管理學系、政治法律學系（M）、統計學研究

所（MD）（共同）、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經濟管理研究所、資訊工程

學系、資訊管理學系、電機工程學系（M）、應用化學系（M）、應用物理

學系、應用經濟學系、應用數學系（M）（共同）

財經法律學系、高階經營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運動

健康與休閒學系

民族藝術學系

19系所 3系所 1系所

國立嘉義大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M）、中國文學系（M）、水生生物科學系（M）、外國語言

學系（M）、幼兒教育學系（M）、生物事業管理學系（M）、生物資源學系（M）、生

物農業科技學系（共同）、生物機電工程學系（M）、生物藥學研究所（共同）、休

閒事業管理研究所、企業管理學系（共同）、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共同）、林產

科學系（M）、科學教育研究所（共同）、美術學系/視覺藝術研究所、音樂與表演藝

術研究所（聯合）、音樂學系（聯合）、食品科學系（M）、家庭教育研究所、特殊

教育學系（M）、動物科學系（M）、國民教育研究所（MD）、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

究所、教育學系、景觀學系、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M）、園藝學系（M）、微生物與

免疫學系（M）（共同）、資訊管理學系（M）、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共同）、農學

研究所（MD）、農藝學系（M）、管理研究所（MD）（共同）、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

班、輔導與諮商學系（M）、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教育科技研究所、數學教育研

究所（共同）、應用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應用經濟學系（M）、應用數

學系（M）、獸醫學系（M）、體育學系/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

分子與生物化學系暨

生物科技研究所、史

地學系（M）、資訊工

程學系（M）、運輸與

物流工程研究所

43系所 4系所 0系所

義守大學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M）、大眾傳播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MD）、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M）、企業管理

學系（共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MD）、物理治療學系、財務金融學系

（M）、國際商務學系、通訊工程學系、會計學系、資訊工程學系（MD）、資

訊管理學系（M）、電子工程學系（MD）、電機工程學系（MD）、管理研究所

（MD）（共同）、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M）、應用日語學系、應用英語學

系、應用數學系、職能治療學系、醫務管理學系（M）

健康管理學系、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醫學營養學系、護

理學系

24系所 4系所 0系所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諮商心理

學系、餐旅管理學系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文學與平面傳

播學系、幼兒教育學系、老人福祉學

系、資訊科技學系

財經法律學系、動畫與遊戲軟體設計學系、國

際企業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學系、運輸與物流學

系、應用語文學系、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營養

保健科學學系

3系所 5系所 8系所

（M）：有碩士班

（D）：有博士班

（MD）：有碩士班與博士班

 未加任何註記：代表獨立系（或所）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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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專任教師員額不足4人之學系或研究所，凡

          屬同一學門性質相近者，申請進行共同評鑑。

（聯合）：係指聯合評鑑，針對無員額編制之學系或研究所，可與同一學門性質相近之具有員額編制之學系或研究

          所，申請進行聯合評鑑。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