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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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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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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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頁，待改善事項 1）：
該所在設立之初，教育目標與

取向以「家庭與社會工作」為

主軸……，對於此教育目標是

否仍有共識，有待重新檢視。

（第 2 頁，建議事項 1）：宜

因應社會發展趨勢、考量學生

多元學習之需求與興趣，並經

過師生充分討論後重新確立

教育目標。 

感謝委員之建議，但針對本所以

「家庭與社會工作」為教育目標與

取向，本所自 2005 年成立以來，

曾經過多次所上教師、師生或課程

委員會進行定期與不定期討論，並

針對「家庭與社會工作」目標進行

相關課程架構與內容之調整，師生

之間具有相當程度之共識，但本所

因只成立 6 年多，成效尚未能顯

現，未來亦將視發展趨勢與需要繼

續進行檢視。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並未否定該所師生

對教育目標之共識程度，而係期許

該所宜因應社會發展趨勢、考量學

生多元學習之需求與興趣，適時進

行檢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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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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頁，待改善事項 3）：
該所之……，然仍有部分受訪

學生不甚清楚相關指標及其

內容……。 
（第 1 頁，建議事項 3）：
宜……，亦宜納入教學意見調

查中以進行評量。 

感謝委員之建議，本所除透過學校

之學生期中、期末意見調查及多元

評量方式，瞭解學生學習情形及協

助學生瞭解課程所欲培養的核心

能力外，本所亦已修訂完成教學意

見調查表，並將於本學期開始執

行。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該所雖透過多元方式協助學生

瞭解核心能力指標及相關內

容，然訪評過程中仍有部分學

生表示不甚清楚，宣導工作尚

有加強空間。 

2. 有關納入教學意見調查中以進

行評量之建議，屬實地訪評後

之改善作法，不在意見申復範

圍。 

教師教學與

學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第 3 頁，待改善事項 1）：
為彌補獨立設所之師資員額

限制，該所部分學生或跨校或

跨（系）所修課，然該所目前

並未正式設置跨校或跨（系）

所之合作教學。 
（第 3 頁，建議事項 1）：宜

考慮與更多相關系所建立跨

校或跨（系）所修課之正式合

1. 本校自民國 88 年 10 月 13 日起

訂定「校際選課實施要點」，即

鼓勵學生跨校選修，各年度行

事曆均明訂校際選課辦理期

程。本所且於民國 98 年與台大

社工系（所）訂有跨（系）所

修課之正式合作關係，每學期

均有學生前往他校或他（系）

所選修相關課程，也有他校或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訪評意見主要期許該所與更多

相關系所建立跨校或跨（系）

所修課之正式合作關係，不侷

限於跨校社會工作學系之合

作。 

2. 申復意見說明第 3 和 4 項屬實

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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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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關係，以利學生修課規劃及

未來專業發展。 
他（系）所選修本所開設之課

程。 
2. 各校老師在目前教學壓力下，

前往他校開設課程意願不高，

本所教師多次邀請開課，大多

數表示希望本所學生能至該校

選修其開設之課程，這部份則

回歸各校教務規定，目前並無

窒礙難行之處。 
3. 本著跨專業整合的發展趨勢與

需要，在本院（社科院）積極

協助推動跨專業課程的努力

下，本所曾於 99 學年度分別與

本院大傳所及政治所進行跨專

業整合課程之座談，該座談會

均邀請業界代表參與，並將於

101 學年度正式建構跨專業整

合課程。 
4. 本所於 101 年暑假期間與大傳

所陳○○教授合作志願服務與

學習活動，未來有機會進一步

見申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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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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發展跨領域課程。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第 5 頁，待改善事項 1）：
部分非社會工作背景入學的

學生反應，在補修學士班課程

及實習安排方面，曾經歷困

難。 
（第 5 頁，建議事項 1）：宜

針對非社會工作背景入學的

學生反應，在規劃具體的學習

輔導及協助機制。 

1. 輔導機制：本所透過新生座談

會、導師制度、所辦助教及安

排相似背景之學長姊組成學生

家族等機制輔導學生。 
2. 本所與台大、實踐及文化等校

之相關科系取得跨（系）所修

課之承諾。 
3. 本院已調整「社會、政治及大

眾傳播」學分學程之課程架

構，且在 100 學年度上學期招

生時，進行校內與所內之宣導

與公告，並已於 101 學年度開

始實施，以回應非本科系入學

學生之需要。 
4. 本所已於 98 學年度調整非本科

系入學學生的補修學士班課程

規定，取消實習補修之規定。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訪評意見主要係反應該所非社

會工作背景入學學生在補修學

士班課程及實習安排方面之困

難。 

2. 有關補修學士班課程方面之改

善，該所提出之申復意見說明

第 2 和 3 項係屬實地訪評後之

改善作法，不在意見申復範圍。 

3. 至於有關實習安排之困難，訪

評委員期許該所宜針對個別學

生之需求，規劃具體的學習輔

導及協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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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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頁，待改善事項 2）：
第一週期……，本次評鑑亦有

學生反應有鋪設木質地板團

體室之需求。 
（第 5 頁，建議事項 2）：宜

評估該所可用空間，設置多功

能用途的專業教室……。 

本所已完成估價，將於本校社科院

第三期工程中，在本所 SW503 會議

室舖設木質地板，改裝為多功能用

途的專業教室。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

在意見申復範圍。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