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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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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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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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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待改善事項 
【碩士班、科技應用管理學位

在職進修專班部分】 
1.科技應用管理組及科技應用

管理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的定

位、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偏向

於管理學的廣泛領域，因系名

而頒給「工程碩士」學位之妥

適性，有待商榷。 

科技應用管理組及科技應用管

理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的課程設計乃

聚焦於科技管理的教育，而全球一

流大學科技管理相關領域之碩士班

(如美國麻省理工學院、史丹福大

學、柏克來加州大學、喬治亞理工

學院、壬色列理工學院、新加坡國

立大學)亦多有頒授工程或科學之

碩士學位(MS)者(請參考右欄之新

加坡國立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網

站)，故本系科技應用管理組及科技

應用管理學位在職進修專班頒授

「工程碩士」學位，符合世界一流

大學之做法。 
而科技應用管理組及科技應用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報告初稿所提意見

係針對科技應用管理組及科技應用

管理學位在職進修專班課程設計偏

向管理學的廣泛領域，與所頒授之

工程碩士學位不盡一致。申復意見

說明並未針對此一問題具體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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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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畢業學生因

為具有「工程碩士」學位，於國內

各大高科技公司(如 HP 台灣分公

司、宏達電、華碩、廣達等公司)
敘薪時亦較一般只有商管碩士

(MBA)之求職者高。 
故科技應用管理組及科技應用

管理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畢業學生授

予工程碩士學位除符合世界一流大

學之做法外，對學生就業也非常有

幫助，並無不妥。 
教師教學與

學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主要經由「教學意見調

查」瞭解在學學生對於課程與

教學之意見，學生意見反應管

道相對過於單一。 

    本系運用多元管道了解學生對

於課程與教學的意見，主要包括：

本系自行舉辦的期末教學意見調

查、學校層級辦理的期中以及期末

課程意見調查等正式管道；此外，

學生亦常透過班會、晤談時間、及

導生談話等機會表達對於課程的意

見。故整體而言，本系學生在多元

的反應管道下，多能和教師進行良

好的教學意見溝通與反應。茲就上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申復意見說明仍僅對「教師

教學意見調查」做進一步敘明，至

於所提班會、晤談時間，及導生談

話等機會表達對於課程的意見，在

訪評現場或申復意見均未提供具體

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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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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三項正式管道簡述如下。 
1.本系自行舉辦的期末教學意見調

查: 
為提升教師的教學成效與學生的學

習成果，本系所開授的每一門科目

除備有教學大綱外，另於每學期末

針對各開設科目逐一進行教學成效

評估，提供教師和教學與課程委員

會檢討或修正課程內容。教學意見

調查表包含教學精神、授課方式、

教學內容、學習效果、師生關係和

建議或意見，以五等第量表設計。

教師意見調查表以科目為單位，逐

一統計其平均數和標準差後，彙入

建議或意見，發給各任課教師，供

參考或改進。 
2.學校層級辦理的期中課程意見調

查 
由教務處辦理，為一線上教學評鑑

系統，於每學期期中開放給學生提

供教學意見回饋（開放式問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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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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課教師可自行登錄系統查閱學生

意見，作為調整下半學期教學內容

與方式之參據。 
3.學校層級辦理的期末課程意見調

查 
由教務處辦理，為一線上教學評鑑

系統，於每學期期末開放給學生提

供教學意見回饋（封閉式問題），此

調查採五等量尺，各任課教師可於

期末成績上傳後，登錄系統查詢評

量分數。本系 97 學年度上學期至

99 學年度下學期，透過學校調查的

期末教學意見調查表，每學年度的

平均級分均超過 4 級分，顯示學生

滿意本系教師的教學(表 1)。圖 1
為 97至 99 學年度各學期教師教學

意見調查平均分數的曲線圖，此分

析呈現向上成長的趨勢，顯示本系

教師近年來持續精進教學品質並獲

得學生正向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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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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2.部分實習、實驗室設備及

電腦略嫌不足且老舊，亦

難以因應該系轉型後，學

生進入業界職場之所需，

影響學生學習。 

 

    為使提升本系學生學習效益，

每年除固定的材料設備預算外，並

每年全力爭取校內校外的各種補助

經費來擴充實驗設備，並持續將實

習工場、實驗室內老舊設備汰舊換

新，以 100 學年度為例，本系平均

每生儀器設備費 0.66 萬元、業務費

0.62 萬元。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所提申復意見說明並未具體

回應原訪評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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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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充實教學與研究所需之材

料及設備資源外，各實驗室與均訂

有「實驗室管理辦法」，在指導教授

的主持下，各實驗室研究生採開放

式自主管理，重要儀器並建置使用

維護記錄，一般基礎保養、維護由

研究生負責，重大修繕採外送廠商

處理，以確保各項設備正常使用。

透過各教學實習工場、各實驗室的

各種管理辦法及師生們同仁管理與

維護這些寶貴的資源，本系創造更

高的資源使用效率及效益。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碩士班部分】 
1.碩士班學生的研究室分散

於各實驗室，該系僅設置

一間約可容納 10 人之共同

空間，研究空間及座位明

顯不足。 

【碩士班部分】 
    本系碩士班分為技職教育組、

科技應用管理組、能源應用組、車

輛技術組、電機電子組、室內設計

組共五組，其中能源組、車輛組、

電機電子組之研究生皆於各實驗室

進行研究，本系設置一間約可容納

25 人之研究室提供無實驗室之學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申復意見說明可容納 25 人之

研究室，實地訪評現場僅有約 10
個自由座位之空間，前後似有落

差。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碩士班學生

的研究室分散於各實驗室，該系僅

設置一間共同空間，研究空間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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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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使用，另備有 6 間討論室，討論

室無作上課使用時皆提供學生登記

使用。 

位仍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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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後雖已建

立整體自我改善機制，但持

續進行之方式與改進結果只

有 100 年之紀錄，缺乏其他

年度之相關資料。 
 
 
 
 
 
 
 
 

    本系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

後所進行之改善紀錄，並非僅有

100 年度資料，說明如下: 
   本系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

果與建議，並於 96 年開始規劃自

我改善工作，歷經系所評鑑改善小

組 97 年度第 1 至 3 次會議，制訂

本系 95 年度系所評鑑自我改善執

行成果並規劃擬訂系務發展計畫

書。 
    擬訂系務發展計畫書而言，於

96 年 9 月開始規劃撰寫「系所發展

與改善計畫書」，並於 96 年 11 月

12 日完成「系所發展與改善計畫

書」初稿。續經歷次系所評鑑自我

改善小組會議討論修改，並經 97
年 1 月至 100 年 5 月之多次修訂，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申復意見所提資料僅 97 年前

之紀錄，俟後（98、99 年度）之持

續改進結果，確實無相關資料可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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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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本系「系務發展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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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2.企業雇主之意見調查回收問

卷超過 90%來自教育相關行

業，工程相關行業及服務業各

只有 1 份，且自第一週期評鑑

至今僅有 1 次問卷調查紀錄。

由於本校就業輔導處自 97 學年度

起每年皆進行雇主滿意度調查之研

究，並製作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書

(以 98 學年度為例)分送至各系所，

爰此本系於 100 學年度前皆參考該

研究成果，進行課程與學生輔導等

相關規劃、安排及擬定改善機制；

本系為求更精進了解雇主對畢業生

之意向，且使學生具有完善職涯規

劃與發展，乃自 100 學年度起自行

實施雇主滿意度問卷之調查，爾後

亦落實自行實施調查之機制。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報告書之內容與該

系所提申復意見並無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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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