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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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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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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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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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該所隸屬社會科學學院，該

院尚有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政

治學研究所，三所教師共同支

援開設「社會、政治與大眾傳

播」學分學程，惟該所如何與

學院發展目標契合、以及與該

院其他教學單位有更進一步

的橫向合作與交流，為未來可

以努力的方向。（第 1 頁，待

改善事項第 1 點） 
 
1.該所宜考量社會科學學院

發展目標，並與該院其他教學

單位，就教學、研究與資源進

行整合運用，以達綜效。（第

“社會、政治與大眾傳播學分學程"
如何與學院發展目標契合，係屬社

科院全院共同事務，將與全院各所

共同研討。社科院潘○○院長已經

於第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學立即

召開三所與中心主管會議，並擬徵

詢三所老師建議，開始集思廣益，

積極推動三所的教學與研究進行

更緊密的結合與整合的多項計畫。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本待改善事項乃著重於該所

如何與學院發展目標契合，以及與

該院其他教學單位有更進一步的橫

向合作與交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二）待改善事項 
1.該所隸屬社會科學學院，該院尚

有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政治學研究

所，三所教師共同支援開設「社會、

政治與大眾傳播」學分學程，呈現

三所教師之交流合作。惟除此之

外，該所如何與學院發展目標契

合、以及與該院其他教學單位有更

進一步的橫向合作與交流，為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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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碩士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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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頁，建議事項第 1 點） 繼續努力的方向。 
對應之建議事項毋須修正。 

教師教學與

學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該所推動教學助理制度，惟

助學金金額與教學助理工作

負荷有待進一步調整。（第 3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宜增加教學助理人數以減

輕其工作負荷，並適度提高其

助學金金額。（第 3 頁，建議

事項第 1 點） 

由於助學金金額為學校統一分

配，依據評鑑建議所方將與校方溝

通助學金金額是否有調整可能，另

外也將協調所上教師，將在分配助

學金人數、金額及工作份量時維持

一定的合理性。而所方也將鼓勵教

師研究案積極聘用所上同學，給予

所上同學更多獲取助學金之機會。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

在意見申復範圍。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以該所學生數及實際使用

情況而言，研究生共同使用空

間及相關電腦設備稍嫌不

足。（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宜考量學生數及實際使用

台師大由於校園空間之既有限

制，導致使用空間之擴充較為困

難，但所方將向校方爭取經費，除

修繕既有的老舊教室與使用空間

外，未來在既有空間中設計規劃可

提供研究生共同使用之空間。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

在意見申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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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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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狀況，提供較寬敞之場域及相

關電腦設備以因應學生之需

求。（第 4 頁，建議事項第 1
點）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部分教學空間及教學 E 化設

備較為老舊，影響課程教學品

質及學生學習效果。（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2.宜汰換更新教室 E 化設備，

並適度整修老舊之教學空

間，以提升課程教學品質及學

生學習效果。（第 4 頁，建議

事項第 2 點） 

將於第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辦理並

實行學生教室 703、705 電腦 E 化

的實行，已編列預算購買中。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

在意見申復範圍。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學生反應目前該校圖書館

有關該所之專業圖書較為不

足。（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3.宜因應該所之核心能力及

學生此一反映意見與事實不符，本

所每年購買中西文圖書經費都超

過百萬元，而且因為全校只有大傳

所使用相關圖書，所以在借閱上都

遠比其它大學如政大、世新、輔仁

方便許多。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刪除本項待

改善事項與對應之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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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碩士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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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之定位，建請該校圖

書館添購相關專業圖書，以利

師生教學、研究之需。（第 4
頁，建議事項第 3 點）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4.98、99 學年度分別有 3 名、

10 名學生退學，退學率略高。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4.針對學生退學狀況，宜多加

關注及輔導，以降低退學率。

（第 4 頁，建議事項第 4 點）

本所向來以嚴格標準看待學生學

習，從好的方面想，是希望同學入

寶山不要空手而回，因此嚴格進行

淘汰；但另外一面即是可能會產生

偏高的退學率，易導致有浪費學習

資源的疑慮。本所經查核相關資

料，99 學年度退學人數為 5 名，評

鑑委員誤讀為社科院退學人數 10
名。 
有關本所退學率問題上，本所早已

多所注意，過去除透過導師制度瞭

解學生學習狀況外，另所務辦公室

在每學期期末與期初都會親自致

電研三及研四以上的學生，提醒他

們注意修課年限，特別是面臨最後

一年或一學期的同學，也會多所叮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依實地訪評基本資料數據，

退學人數部分並無判讀錯誤之情

事；退學人數如依該所申復意見說

明仍偏高。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二）待改善事項 
3.98、99學年度學生退學率略高。 
對應之建議事項毋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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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碩士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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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嚀，希望注意自身修課年限的問

題，並鼓勵他們在論文撰寫上多做

努力。 
但是在委員的善意提醒後，本所會

更積極面對退學率偏高的事實，除

將繼續追求高標準的教學品質

外，另方面則將會投入更多的人力

與資源在關懷與追蹤學生的學習

狀況，以減少退學率的發生，並減

低因退學率偏高而導致的教育資

源分配疑慮。 
學術與專業

表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該所於 97 年調整教學與研

究方向之後，似乎略有影響其

學術與研究專業主軸，教師研

究與專業表現能否融入教學

內容，可再思考。（第 5 頁，

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為聚焦研究主軸與教學內

容，並凸顯專業學術特色，該

本所於九十七年調整教學取向，絕

無影響本所任何學術與研究專業

主軸。從行銷傳播調整為傳播政經

分析與傳播文化研究，毫無影響本

所任何學術與研究專業。因為原本

教授行銷學教師轉至其它系所，本

所教師依舊致力於個人既有的學

術與研究專業上，所以並無所謂影

響學術與研究專業情事，只是讓本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刪除本項待

改善事項與對應之建議事項，原內

容移至（四）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2.該所於97年調整教學

與研究方向之後，請教師繼續確保

研究與專業表現之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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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班制：碩士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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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宜評估教師研究與教學之

融合程度。（第 5 頁，建議事

項第 1 點） 

所定位和發展方向更為明確。而且

所有教師在既有學術與研究領域

也都有傑出表現，也都能融入教學

內容，並未影響本所任何學術與研

究專業，而是讓本所學術與研究專

業實際作為更契合調整後的發展

主軸。 
畢業生表現

與整體自我

改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多數畢業生表示學習英語

之環境有待強化。（第 7 頁，

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 宜持續改善英語學習環

境，如可考慮逐漸增加以英語

授課之科目，以增加學生之就

業競爭力。（第 7 頁，建議事

項第 1 點） 

關於英語教學環境的要求，以及增

加英語授課的建議，本所每一學期

已經定期實施一至兩學們的以英

語教學的傳播課程，而根據上課老

師表示：效果最好的都不是以教授

特定傳播知識內容為主，而是讓學

生能夠去表達自己各方面的想

法。今後將詢問校友並整合意見，

評估所謂校友需要的英語環境。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本項待改善事項係依畢業生

意見反映陳述，英語學習環境仍有

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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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