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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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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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

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2.該系課程甫自兩學群轉變

為三學群不久，如今又有改為

新的兩學群之議，課程設計方

面似乎不甚穩定。 
（第 1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1. 本系課程原規劃分為三個學

群，惟在專任師資僅有九名的

條件下，課程運作似較吃力。 
2. 因教師的非預期因素，造成部

分課程開設時程延宕，致使課

程供給與學生修業需求間產生

落差。 
3. 為使課程運作順暢，提升教學

效果，經本系同仁多次溝通討

論、慎重考慮，方自 101 學年

度起修訂為兩學群主副修的課

程設計（附件 1）。 
4. 本系課程架構調整之目的乃是

為了確保學生修業權益，追求

趨於穩定的課程設計。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本次評鑑時間範圍為 97-100
年之系所運作情況，訪評意見所言

如實反映該等年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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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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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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

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3.該系以文化與自然為核心

概念，而文化與自然生態的學

習，又強調實地觀察訪談詮釋

的能力，但系上開設的相關實

作課程卻明顯不足，因此，如

欲達成目標，似有相當困難。

（第 1-2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1. 本系在課程名稱中雖未見「實

作」名目，但諸多課程皆觸及

實作內容。如野外考察（附件

2）、地圖判讀、鄉土與寺廟調

查、訪談、家族史撰寫、女性

生命史訪談等工作。 
2. 學生實地觀察及訪談之實作活

動成果，常具體呈現於相關課

程之作業或報告中（附件 3）。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正式的實作課程相當有

限，系方所述申復意見多屬支節項

目，而非指出哪些課程屬於實作範

圍，因此，尚未能舉證推翻原訪評

意見。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

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課程規劃上，田野課程開授

與否，或擬定安排在何一學群

中開設，皆未有明確規劃。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1. 考量教師專長，本系歷來田野

調查課程均安排由地理領域教

師於地理學群中開設。除 98 學

年度因受教師授課鐘點所限，

未能開授田野調查課程外，

97、99、100 等學年度均開授田

野調查課程（附件 4）。 
2. 有鑒於田野調查能力已於 100

學年度明列為本系核心能力之

一，且為歷史學、地理學與人

類學共同所需之技能，故於 101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申復意見第二點係敘述

未來課程的改變方向，不在本次評

鑑的 97-100 年度範圍，故不列入考

慮。此外，原訪評意見指的是田野

課程為何開設於地理學群，而同屬

非常需要田野調查訓練的文化學

群卻不見該課的開授，因此，顯現

該系課程整體規劃上，並未有系統

的開課理念，從而僅是便宜行事而

置於地理學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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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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年度起明確規劃為入學新生

四年級之共同必修課程（附件

1）。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

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2.課程設計中缺少論文寫作

的課程，因此，學生研究能力

的養成，不易獲得確認。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1. 本系碩士班課程雖未具「論文

寫作」名稱之課程，但系上教

師具有共識，於必修課「研究

方法」中必須指導或輔導學生

進行論文寫作。 
2. 本系教師開設的相關課程中常

要求學生書寫符合學術寫作規

範的書面報告，教師即可指導

寫作方法，並鼓勵學生將修繕

後的書面報告投稿於學術研討

會或期刊，俾能增進其論文寫

作能力。如 100 學年度入學之

碩士生即有三位分別於 2012 年

間修完「社會史專題研究」與

「臺灣產業史專題研究」後，

將其課堂報告修改發表於「國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的確缺乏正式的論文寫

作課程。申復意見所言「研究方法」

乙課教師們的「共識」，係一無法

驗證的抽象說詞，難以形成說服

力。另外，個別學生的較優表現，

值得嘉許，但，此事也無礙訪評委

員所指之缺乏論文寫作課程的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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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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第三屆

研究生論文研討會」和「臺灣

史料研究」期刊（附件 5、附件

6）。 
3. 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要求研究

生必須以第一作者身分至少發

表一篇經審查通過之研討會論

文、期刊論文或專書論文方能

取得申請學位口試資格（本系

碩士班修業要點第廿條）（附件

7），此要求即為確認碩士生研

究能力的方法之一。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

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3.該系由社會科教育學系轉

型而來，目前碩士班入學考試

仍維持過去之考科，與「文化

與自然資源」之系名與課程實

質內涵，似有不相符合之處。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3點）

1. 本系在發展上定位以歷史學、

地理學和人類學的知能為基

礎，進行文化與自然資源相關

的研究與教學（自我評鑑報告

第 5 頁）（附件 8），因此前述三

個領域的基礎學科乃是碩士生

開展研究的重要立足平台。 
2. 以基礎學科作為入學考試的科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社會科學教育學系與文化與

自然資源學系理應有各自的立系

學理基礎，縱使後者維持前者時代

的碩班考科，也宜系統地說明它百

分百沿用不變的學理所在。該系所

提供的相關資料中，顯然欠缺該等

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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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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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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檢測欲入學者是否具備一

定程度之研究發展基礎能力，

學理上並無不合理之處。 
3. 歷史學、地理學和人類學的知

能於文化與自然資源相關議題

的探索上具有重要的應用價

值，此乃普遍被接受的認知，

故在本系碩士班入學考試的地

學通論和史學通論考題中也常

見類似的應用題型（附件 9）。
教師教學與

學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文化學群之部分課程因教

師授課學分已達上限而無法

再開設新課程，以致出現部分

學生無課可選的窘境。例如

102 級選修文化學群之學生，

即因可修學分不足，而改以歷

史學群抵認 12 學分，失去學

群劃分之意義。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1. 據歷年統計，本系各領域學群

教師平均每人開課學分數如表

1 所示。文化學群教師平均授課

學分大多不及其他兩個學群，

且在各學期均未達到含超授鐘

點的上限。 
2. 上述資料於實地訪評時所提出

之待釐清問題回覆中已加以補

充列明（「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

回覆」第 18 頁～第 19 頁）（附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的自我評鑑報告書主動

提及「102 級選修文化學群之學

生，即因可修學分不足，而改以歷

史學群抵認 12 學分。」，而「『實

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回覆』第 18 頁-
第 19 頁」並未針對此一狀況提出

說明。其次，申復意見表 1 列出

97-100學年每位教師開平均課學分

數，固然在 9-12 個學分之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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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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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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共同部分】 
1.文化學群宜再增聘一位師

資，並優先考慮具備人類學與

地理學雙專長者，使該學群得

以開出足夠之課程。 
（第 4 頁，建議事項第 1 點）

件 10）。 
3. 考量教師授課負擔，三學群課

程之運作最終恐影響學生修課

權益，且失去學群劃分意義，

故經多次溝通討論，自 101 學

年度起調整課程，入學新生適

用兩學群主副修的設計架構

（附件 1）。 
 
表 1 
學期 平均每人開課學分數 

地理 歷史 文化 
97-1 14.33 13.00 9.75 
97-2 13.00 13.00 9.33 
98-1 12.67 13.00 10.00 
98-2 13.33 10.00 10.00 
99-1 10.33 12.00 11.33 
99-2 12.33 11.00 9.25 
100-1 12.67 13.33 12.33 
平均 12.67 12.19 10.28 

此為自量的角度說明教師的課程

負荷，卻未能回答授課科目主題與

內容是否滿足學生的需求。至於申

復意見 3 說明：從 101 學年起將把

三學群課程調整成兩學群的架

構。此事超出本次評鑑年度範圍，

不列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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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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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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術與專業

表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4.該系較少舉辦(或參與)國際

學術研討會，學生參加國際學

術交流活動亦有不足。 
（第 8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1. 囿於經費，本系較難以獨力舉

辦國際研討會，然而仍透過和

人文與社會學院內各相關系所

合作辦理的方式，積極提升本

系師生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的

機會。 
2. 受評年期內，本系於 98年和 100

年共參與辦理「大鵬灣國家風

景區 2009 宗教、文化、濕地旅

遊發展國際研討會」、「2011 簡

吉與臺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

討會」、「2011 柏楊學術國際研

討會」，系內研究領域教師與旨

揭研討會議題相近者，並踴躍

擔任發表人或評論人（附件 11
～附件 13）。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同意刪除此

項待改善事項和相對應的建議事

項。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