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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5月下旬公布95年度科技大學與

技術學院評鑑結果，受評的19校、229個

科系中，有6所私立技術學院共8個系被

評為三等，將被教育部減招、扣款及減收

學雜費。總計受評的技術學院有五成三系

所落入二等，四成二系所列為一等；科技

大學則有三成六系所為二等，六成四系所

獲評一等佳績。

95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由教育部委託台

灣評鑑協會承辦，技術學院評鑑由教育

部委託雲林科技大學承辦，評鑑對象為5

所科大、14所技術學院，分別為明志、

建國、萬能、國立虎尾與國立高雄海洋

科大，以及高鳳、大華、華夏、文藻、大

漢、和春、慈濟、永達、育達、親民、大

同、中華、崇右與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科大評鑑無三等系所

其中，科大評鑑分為行政類、專業類學

院與專業類系所，有17個專業學院、75

個系所受評；技術學院評鑑分為行政類與

專業系所，有154個系科受評。科大及技

術學院行政類評鑑均以校為受評單位。

根據評鑑結果，5所受評科大的行政類

表現均為一等，專業類學院則僅有四成一

為一等，高達五成九為二等，建國科大與

萬能科大兩校更是所有專業學院都打入二

95年度技職校院評鑑

文／陳曼玲

育達、㆗華創造奇蹟

▲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 虎尾科技大學知識工程與管理實驗室。

▲中華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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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無獲評一等的學院。專業類系所有六

成四名列一等，三成六被評為二等。

其中以國立虎尾科大表現最佳，4個學

院、19個系所中，僅1院、1系為二等，

其餘均為一等。建國科大有高達六成四的

系所二等，僅三成六的系所一等，整體表

現有待加強。此次科大評鑑並無落入三等

的系所與學院。

技術學院8系落入三等

技術學院行政類評鑑部分，雖有五成七

學校表現為一等，四成三學校為二等，但

專業類評鑑結果則是二等的系所占多數；

二等系所有五成三，一等系所占四成二，

還有8個系掉落三等。

三等的校系分別為大華技術學院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大漢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及

資訊工程系、永達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親民技術學院冷凍空調系、大同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及餐飲管理系、崇右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兩校大幅進步  創造技職奇蹟

值得一提的是，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此次

評鑑，全校除一個受評系所獲評二等外，

其他全部奪得一等佳績，評鑑成績從四年

前跌落谷底的「最後一名」翻轉為今日的

「第一名」，表現超越其他受評學校，被

教育部常務次長周燦德以「脫胎換骨」四

個字大大稱許，肯定其突飛猛進的程度，

已經成為國內大學校院的「典範」，更證

明了事在人為，只要董事會與校長、全校

主管能夠痛定思痛、急起直追，有計畫、

有策略的向上提升，精誠團結、勵精圖

治，不論條件如何的學校，都有機會可以

「創造奇蹟」。

另一所進步幅度也相當大的學校為中

華技術學院，周燦德指出，上次評鑑該校

表現也不理想，這次則僅有3個系列為二

等，其他均為一等，整體表現為技術學院

第二名。由於育達與中華兩校此次分別有

12及15個系所的成績獲評一等，技職司

長張國保宣布，兩校已通過改名科大的門

檻，其他受評技術學院則得再加把勁。

兩次三等  停招退場

至於被評三等的6校8系所，技術學院

評鑑計畫負責人、雲林科大校長林聰明分

析，這些系所多有專業師資人

數偏低、圖書設備不夠充分、

課程發展缺乏主軸、產學合作

比例過低、就業輔導無具體措

施、設備偏重研究導向而非教

學導向，以及教師過於強調研

究，與技術學院著重實務的宗

旨、目標不符等問題。

▲  技職司長張國保（左二）說明技

職校院評鑑結果。

 （張明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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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95年度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追蹤評鑑受評學校等第一覽表

一 等 二 等 訪視不評等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資

訊管理科

黎明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慈惠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應用外語科、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應用外語科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藥學科

表二：96年度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綜合評鑑受評學校

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大仁科技

大學、中臺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國立臺北

商業技術學院、國立高雄餐旅學院、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致理技術學院、

醒吾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南亞技術學院、僑光技術學院、中州技術學

院、環球技術學院、吳鳳技術學院、美和技術學院、修平技術學院、德霖技

術學院、南開技術學院、南榮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

表三：96年度改名改制後訪視學校

科技大學 臺南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元培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臺灣觀光學院

專科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張國保表示，教育部已要求三等的系

所，所屬學院96學年度一律調降學雜費

1％，並扣減該校招生名額與獎補助款，

96年度繼續進行追蹤訪視，97年再接受追

蹤評鑑，以追蹤教學品質。若追蹤評鑑結

果連續兩次三等未改善，就將勒令停招。

另外，教育部也公布95年度技術學院

及專科學校追蹤評鑑結果，受評的仁德醫

護管理專校等3校4系均從兩年前的三等

提升為一等或二等，另有一系為訪視不評

等。

評鑑結果  升學參考

周燦德呼籲考生及家長，選填志願時應

參考最新的評鑑結果，不要再用傳統的成

績去排序，否則對進步的學校不公平；而

有些學校從前表現不錯，這次評鑑卻又退

步下來，學生可藉由此次公布的結果，重

新思考就讀志願，做出最智慧的決定。

教育部表示，96年度將繼續辦理高苑

科技大學等7所科技大學評鑑及國立臺北

護理學院等20所技術學院評鑑、7所專科

學校護理科評鑑、3所94年度綜合評鑑受

評三等系科的追蹤評鑑（清雲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與

6所95年度改名科技大學及改制專科學校

的改名改制後訪視作業，另辦理95年度

技術學院受評三等系科所的訪視，以及

95年度護理科評鑑結果「待觀察」學校

訪視。

95年度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各受評

學校成績等第及評鑑報告，已公布於

技職教育評鑑資訊網（http://www.tve-

eval.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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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

95年度技職校院評鑑結果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工程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管理學院 文理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生物科技系、多媒體設計系、自動化工程系、材料科學

與工程系（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工程研究所）、飛機工程系、動力機械工程

系、機械設計工程系、車輛工程系、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光電工程系、

光電與材料科技研究所（含博、碩士班）、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資訊

工程系、工業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財務金融系、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

應用外語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一等 二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海洋工程學院、水圈學院 航運暨管理學院

造船工程系、微電子工程系、海洋環

境工程系暨研究所、輪機工程系暨研

究所、航運管理系暨研究所、水域運

動管理系、海洋生物技術系、水產養

殖系、漁業生產與管理系暨研究所

電訊工程系、航運技術系、運

籌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水產

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

海洋工程科技研究所、

航海科技研究所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工程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管理學院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高分子材料系、環境工程

系、光電工程系、工業管理系、財務金融系、

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系、國際企業系

營建科技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生物技術

系、電子工程系、資訊工程系、企業管理系、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商業設計系

萬能科技大學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人文學院、工程學院、管理學院、設計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暨機電光系統研究所、機械工程

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電子工程系、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國際企業管理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應用外語系、美容系、電機

工程系暨研究所、電腦與通訊工程系、資訊管理

系、土木工程系、空間設計系、商業設計系

建國科技大學

一等 二等

行政類

環境資源學院、管理暨設計學院 工程學院

電機工程系（所）、化學工程系暨化工與材料

工程研究所、材料工程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系暨生化工程研究所、經營管理系、工業設

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車輛工程系、機械工程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

電子工程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暨工業管理研

究所

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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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國際企業系、流通管理系、應用英語系、數位媒

體設計系、流行工藝設計系、休閒事業管理系

數位遊戲軟體設計系、數位

動畫設計系

高鳳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自動化工程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國際貿易系、資

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觀光管理系

財務金融系、

資訊工程系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大華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營建管理系、建築系、資訊管理系 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生化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數位媒

體設計系

華夏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英國語文系、日本語文系、外語教學系、翻譯系、應用

華語文系、法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

傳播藝術系

國際企業系、國際事務系、

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與傳

播系

文藻外語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環境資源管理系、

物流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土木工程系、財務金融系、財政稅

務系、國際貿易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機械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休閒事業經營系

大漢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會計資訊系、

傳播藝術系、商品設計系

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資訊工程系、材料科學

與工程系、財務金融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企業

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應用英文系、應用日語系、

多媒體設計系

和春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護理系、物理治療系、放射技術系 會計資訊系、幼兒保育系、醫務管理系 資訊工程系

慈濟技術學院

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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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生物

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建築工程系、財務金融系、

國際企業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機械工程系

永達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會計系、應用經濟系、財經法律系、財務金

融系、國際企業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企

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應用英語系、應用

日語系、幼兒保育系、休閒事業管理系

應用中文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多媒體與

遊戲發展科學系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管理科學系 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經營管理系、資

訊科技系、應用外語系、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化妝品

應用系、幼兒保育系

冷凍空調系

親民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財政稅務系、國

際企業管理系

財務金融系、銀行保險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

理系、多媒體設計系、休閒事業管理系

幼兒保育系、餐飲管理系

大同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系、企業

管理系、運動管理系

電子工程系、營建工程系、資訊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觀光管理系、食品科學系

國際事務系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行政類

航空機械系、機械工程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系、土木工程系、建築工程系、財務金

融系、國際企業系、企業管理系、航空服務管理系、資訊管理

系、生物科技系、食品科學系

觀光事業管理系、餐飲

管理系、資訊工程系

中華技術學院

一等 二等 三等 訪視不評等

行政類

會計資訊系、財經法律系、財務金融

系、國際貿易系、企業管理系、休閒事

業經營系、資訊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 資訊法律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崇右技術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