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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書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 系 設 有 課 程 委 員

會，並定時運作。惟內

容多偏向開課名稱調

整、課務行政之討論，

少做未來轉型的規劃。

(第 2 頁待改善事項共

同部分第 1 點) 

1. 本系課程委員會乃系務會議之下的次級委員會，

委員為代表制，其權責為規劃整合審議本系相關

課程事宜，會中決議須提送系務會議報告或通

過。（附件 1-1-1） 

2. 關於本系之「轉型規劃」屬於系內重大事務，並

非系課程委員會之權責，根據系務會議設置要點

第四條第一款，須於系務會議討論以凝聚全系老

師共識。（附件 1-1-2）轉型規畫草案通常由系主任

收集同仁意見先行草擬，於系務會議提案與全系

教師共同討論，以節省開會時間。（附件 1-1-3） 

 

附件 1-1-1 本系課程委

員會設置要點 

 

 

 

附件 1-1-2 本系系務會

議設置要點 

 

附件 1-1-3 本系 98-100

學年系務會議有關系所

轉型規畫之提案 

 

項 

目 

一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1. 該系教育目標，與學士

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學

生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力設計得宜，但成立華

語文教學碩士班以後，

與原有之碩士班，彼此

性質迥不相侔，兩者之

基本能力素養與核心能

此次評鑑報告書只呈現語教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

班的核心能力，華碩班於 101 年 8 月成立，未在此次

評鑑範圍內，故未呈現相關資料。本系訂定華碩班的

核心能力已考慮與語碩班的核心能力區隔，茲分別陳

列如下：（附件 1-2-1） 
〈語碩班核心能力〉 

教學專業 A.具備語文教學的進階知識 

B.具備語文教學的研究能力 

語文專業 C.具備語文分析與研究的能力 

附件1-2-1 本系101年9

月 10 日及 9 月 18 日系

務會議擬訂及修訂本系

華碩班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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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宜有區隔。 

(第2頁待改善事項碩士

班部分第 1 點) 

D.具備思想分析與研究的能力 

E.具備文學鑑賞與研究的能力 

F.具備藝術鑑賞與研究的能力 

公民素養 G.具備面對挑戰與自我實踐的能力 

H.具備關懷生命與群我溝通的能力 

I.具備國際視野與尊重文化的素養 

〈華碩班核心能力〉 

專業知能 A.具備華語文的專業知識 

B.具備華人文化的專業知識 

C.具備華語文教學的知識與技能 

實務研究 D.具備華語文的分析與研究能力 

E.具備華人文化的分析與研究能力 

F.具備華語文教學實務與研究能力 

公民素養 G.具備面對挑戰與自我實踐的能力 

H.具備關懷生命與群我溝通的能力 

I.具備國際視野與尊重文化的素養  
項 

目 

二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以發展讀經教育

為核心，但在師資及課

程安排上均有所不足。

（第 3 頁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第 1 點） 

1. 本系發展之讀經教育，主要根據王○○教授之讀

經教育理論（附件 2-1-1），以 13 歲以前學童為實

施對象，以反覆誦讀至嫻熟為方法，「經」的定

義指：歷史上值得一讀再讀最有價值的書，舉凡

經、史、子、集皆可。讀經的重點不在解經，透

過大量讀經使孩童自然記憶，長期讀經使孩童長

期浸潤在經典中，讓經典文字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自然薰習孩童，故年紀愈小（低年級）的孩童愈

附件 2-1-1 王○○《兒

童讀經教育說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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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開始讀經，學習成效愈佳。根據上述定義，為

期學生能理解經史子集經典內涵及並具備讀經

教學的實務能力，目前本系培育學生具有讀經教

學能力的相關課程，從大學至碩博班，共 11 門

課，31 學分，茲表列如下： 

 課程名稱 年級／學分 授課老師 

儒家名著選讀 一上／3 馬○○ 

史學名著選讀 二上／3 魏○○ 

法家名著選讀 四上／2 高○○ 

儒道名著 四下／3 高○○ 

古典詩歌選讀 一下／3 彭○○ 

古典詞曲選讀 二下／3 劉○○ 

古典小說選讀 二下／3 董○○ 

四

部

名

著

名

篇

選

讀
古典散文選讀 三上／3 魏○○ 

讀經教育原理

與實務 

四下／2 高○○ 

讀經教育研究 碩二下／3 高○○ 

實

務

研

究
讀經教育理論

專題研究 

博三上／3 高○○ 

2. 本系所讀經教育實務及理論研究課程，原由王○

○老師授課。王老師自 98 學年下退休，改為兼

任教師。自 101 學年度起本系以讀經教育專長聘

任高○○老師，本系所讀經教育實務及研究課

 

 

 

 

 

 

 

 

 

 

 

 

 

 

 

 

 

 

 

 

 

附件 2-1-2 高○○老師

與讀經教育相關之學經

歷及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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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將由高○○老師授課。（附件 2-1-3） 

3. 本系 99、100 學年執行教育部經緻師培實驗計畫

(讀經教育課程暨品格教育課程規畫小組、讀經教

育教材教法研究室)，由彭○○主任主持，已辦理

二屆讀經教育國際論壇，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發

表讀經教育相關研究，建立觀念平台對話，並進

行實務經驗之交流分享。本系並至台中國光國

小、彰化大成國小設置兒童《論語》讀經實驗班，

得到校長及教師的支持和肯定。（附件 2-1-4） 

4. 98-100 學年期間，本系師長周○○及施○○老師

更利用課餘時間推廣讀經教育，如於校內設置親

子共讀班、校外宣導讀經教育，均廣受佳評。（附

件 2-1-5） 

以上顯示本系發展讀經教育的特色，全系課程已有相

應合適的安排，並有高○○、周○○、施○○、彭○

○老師大力投入讀經教學、研究與推廣，目前已有具

體成果展現。 

 

 

 

附件 2-1-3 本系辦理第

一屆第二屆讀經教育國

際論壇議程及執行精緻

師培實驗計畫成果報告 

 

 

 

 

 

附件 2-1-4 本系周○○

老師及施○○老師推廣

讀經教育情形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2. 由於強調多元專業，依

現有人力、師資專長及

課程配合上，容易發生

支援不及和整合不易的

缺點。如讀經教育有衝

1. 系所評鑑報告 26 頁及實地訪評第一天簡報第 17

頁均提到本系教師由主專長領域，兼跨及語文教

學專長領域。自 94 學年改制大學以來，本系師長

力圖發展語文教育之特色。整合需要時間自然不

易，然而本系教師各從其主專長領域，發展出相

附件 2-2-1 本系教師專

長與課程配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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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正規教育之顧慮、書

法教育和藝術教育有模

糊認定之疑慮、華語文

教育更有 L1/L2/FL 需

求之差異等，為教師要

緊慎面對的課題。 

（第 3-4 頁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第 2 點） 

近的語文教學專長領域，教師專長既各有區別，

且可以彼此支援，故能成立語文教學、文學組、

語言文化等教師群組，相互交流分享教學經驗或

心得，目前並未有整合不易無法配合課程教學之

現象。 

2. 兒童讀經教育於國小體制內實施，並不會有衝突

的問題。實施方法：教師每天利用晨光時間 30 分

鐘，及每堂課上課五鐘時間帶領兒童讀經，可使

學生靜心學習及增加記憶力和理解力的效果。近

一二十年來有關讀經教育的研究論文，都肯定讀

經教育有助於學童識字量之增加，閱讀能力之提

升，直接促進其作文語彙之運用能力，間接帶動

其他學科之快速學習，故讀經不僅不會衝擊正規

教育，反而可以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附件 2-2-2）

3. 依據九年一貫課綱，寫字（含書法）列入「語文

領域」而非「人文藝術領域」，本系負責本校師資

培育專業學程之「寫字課」，兼顧毛筆、硬筆、板

書之教學，並兼重寫字與識字之教學，本系另設

計一系列書法類之深化課程，使學生具備書法文

化之涵養，並不以藝術教育為導向。（附件 2-2-3）

4. 本系在培育國內語文教學人才已有卓越績效（因

教師指導學生參加全國語文競賽，已連續 14 年獲

得師範院校組冠軍，故最早獲教育部核准設立語

文教育碩博士班）。本系訓練之學生極合適從事語

文教學工作，為打開學生國際視野，鼓勵學生由

 

 

 

 

 

附件 2-2-2 讀經效益相

關研究論文 

 

 

 

 

 

 

 

附件 2-2-3 本系關於寫

字與書法課程之課程描

述 

 

 

 

附件 2-2-4 本系華碩班

申請書及教育部奉准成

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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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走向國外，結合校國際化發展方向，本系劉

○老師擔任進修部主任期間先成立華語文中心，

經教育部核准得以招生外籍人士來本校學習華

語，另一方面著手申請華語文教學碩士班，以培

養對外華語文教學及教材研發人才為目標。本系

華碩班申請計畫書中已先做好評估（附件 2-2-4 本

系華碩班申請書），系上原有國語正音、語言學、

中國文化、語文教學方面之部分教師，有相當實

力可跨足華碩班課程，目前已有三位教師指導外

籍生撰寫華語文教學相關論文，可支援華碩班課

程，待華碩班成立再新聘二位專任教師，將可使

華碩班教學負擔達到平衡。本系華碩班經教育部

聘請專家審核後奉准於 101 學年成立（附件 2-2-4 

教育部奉准成立公文），101 學年本系旋聘任

UCLA 應用語言學博士蔡○○老師至華碩班任

教，102 學年本系將再聘任具華語文教學與研究專

長之教師一位。 

5. 為區別 L1 及 L2 之差別，本系設計語碩班及華碩

班學生之核心能力不同。（附件 2-2-5 核心能力對

照表）L1 乃中文為母語之教學，是對本國學生之

語文教育，即本系作為語文教育學系之原有特

色，本系要求語教系學生的 FL 能力達全民英檢中

級初試通過。L2 即本系華碩班，將發展學生具有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之教學能力，目前華碩班培養

學生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能力之相關課程

 

 

 

 

 

 

 

 

 

 

 

 

 

 

 

 

 

附件 2-2-5 本系語碩班

及華碩班核心能力對照

表、語教系及華碩班學

生外語能力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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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二語言習得研究、華語文教材教法研究、

初級華語教學研究、中高級華語文讀寫教學研

究。我系要求華碩班學生 FL 之能力要通過全民英

檢中高級複試，其他外語能力則相當於全民英檢

中高級複試。（附件 2-2-5） 

綜上所述，本系現有師資專注於語文教育的多元發

展，已區別 L1/L2/FL 的不同，教學上並未有整合不易

之現象，茲因本週期評鑑的範圍不含華碩班，故評鑑

報告書未呈現相關論述。 

項 

目 

三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碩、博士班部分】 

1. 碩、博士班研究生缺少

研究室。 

（第 5 頁待改善事項碩

博士班部分第 1 點） 

關於本系研究生研究空間，已於 101 年 4 月 26 日實

地訪評《待釐清問答覆說明報告》中第 7 頁說明。空

間屬校方整體管理範圍，本系在既有空間，已做最符

合學生利益之規畫，茲再說明如下，附件並附貼圖片

介紹：（附件 3-1-1） 

1. 本系每年碩班 15 名學生（10 名一般生，5 名在職

生），博班 5 名學生（均在職生），以學生平均修

業二年來計算，由於在職生每週至校上課一至二

天，大都不使用本系研究空間，本系須提供約 20

名一般生研究空間及設備。 

2. 本系特設圖書研討室（20 坪）放置 5 部電腦、1

部高階掃描器，及 5 張可供 4-5 人討論之圓桌，專

供研究生使用。由於全校已建置無限上網基地，

另系另備筆記型電腦 10 部，供學生借用，故每位

研究生均有充足的電腦設備可以使用。加上碩班

附件 3-1-1 本系研究生

研究空間及設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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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二間（每間 20 坪），每間 4 部電腦；博班教

室二間(每間 6 坪)，每間１部電腦，均可提供研究

生課餘使用。本系總計 15 部桌上型電腦、10 部筆

記型電腦、5 張討論圓桌、60 個座位，共 72 坪空

間供學生使用。每位研究生平均使用 3.6 坪空間，

1.25 部電腦。 

綜上所述，目前本系空間及設備均能滿足研究生需

求，故本系研究生並無研究空間及設備使用不足的問

題。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2. 98 至 100 學年度碩、博

士班報名有逐年遞減。

（第 5 頁待改善事項碩

博士班部分第 2 點） 

1. 碩博士班報名人下降乃全國性現象（附件 3-2-1），

雖難以歸責本系，然本系已注意此一現象，並著

手思考因應之道。（附件 3-2-2） 

2. 本系博士班 98-100 報名人數分別為 11、13、10 人，

並非逐年遞減。（原自我評鑑報告書第 66 頁） 

 

附件 3-2-1 台清交博士

班報名人數超低 

 

附件3-2-2本系101學年

第 1 次系務會議提案 

項 

目 

五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 目前系友網站架設於

學生專區下，搜尋不

易，不甚妥適。 

（第 8 頁待改善事項共

同部分第 1 點） 

本系師長平時透過至各輔導區小學專業服務，或擔任

語文競賽評審及指導講習，與系友已有緊密的聯繫，

為加強系友服務，本系於實地訪評結束，經評鑑委員

建議，業已於系網首頁右邊增加「系友專區」（附件

5-1-1），方便直接點選連結系友網頁。未來將思考建

置「校友服務平台」，以強化系友聯繫及服務。 

 

附件 5-1-1 本系系網首

頁系友專區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