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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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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待改善事項 

1.養成具備臺灣主體意識及

國際視野的人才，為該所教育

目標之一，然僅要求學生選修

1門外國語相關課程，且未訂

有較嚴謹的外語能力要求或

畢業門檻，有待加強與改善。

首先，針對本所教育目標之一養成具備臺灣

主體意識及國際視野的人才，業已融入本所開

設的各類課程，凡課程所培養的核心能力包含

這兩項者共有 20 門，相關資料參考如附件一。

其次，有關要求學生選修外國語文課程，基於

本所課程規劃要求學生必選修「基礎」及「應

用」課程，共計四門，即達八至九學分，考量

研究生不宜太多必修課程，而未強制規定兩種

語文皆為必修。儘管如此，我們仍要求學生必

須在兩種語文課程中，必選修一門方符合畢業

條件之一。因此本所對於學生的語文畢業門檻

規定已落實於課程地圖規劃中。 

 

附件一：本所課程目標符

合學生核心能力「具備臺

灣主體性思維與世界觀」

之 20 門課程清單 

項 

目 

一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4.  該所課程地圖之建置，在

100年 5月始邀請校外專家學

者與畢業校友參與座談，建置

時間較晚。 

有關本所課程地圖之建置，早在 98 年 4 月、

5 月因應本校、特別是文學院辦理所屬系所課

程架構外審，已正式展開。其後，本所於 99

年度及 100 年度，先後辦理兩次系所自我評

鑑，持續修正補強課程地圖內涵，始呈現本所

目前比較完備的課程地圖架構。 

至於 100 年 5 月，本所邀請臺灣史校外專家

學者與畢業校友參與座談，亦符合本校規劃的

系所自我評鑑時程，並未有延誤或遲緩的問題。

附件二：課程架構及課程

地圖等外審資料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5.目前該所課程配合教師研

究專長，然教學課程較缺乏當

代臺灣史及跨領域課程，可再

加強。 

1.本所教學課程有關當代臺灣史課程，可見於

以下三方面：其一是課程本身以當代臺灣史

為主，包括「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及「臺

灣國際政治史研究」兩門課；其二是課程為

專史而討論涉及戰後臺灣史者，包括醫療

史、身體史、區域史、原住民史、家族史、

海洋史、踏查旅遊史等課程。其三是應用史

學課程，包括社區文化資產、博物館藏品研

究及數位人文等三門課，皆為當代文化議題。

2.本所教學課程有關跨領域課程亦不少，包括

專史方面如：醫療史、身體史、區域史、原

住民史、海洋史、踏查旅遊史等，以及應用

史學課程如社區文化資產、博物館及數位人

文等，皆為跨領域的教學課程。 

 

附件三：本所 101 學年度

課程地圖 

項 

目 

二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1. 部分科目雖有野外考察之

設計，然而授課大綱上欠缺明

確日期之標示。 

 

本所為兼顧歷史專業知識與應用實務，願投

入更多心力訓練學生，但這之間的運作過程耗

時而費力，尤其是開創性的新課程。因此有關

部分課程野外考察明確日期之訂定，因涉及許

多實際安排之問題，其具體情況謹說明如下：

1. 本所田野調查或在地學習時間往往超過 3

天以上，需在開學課後與修課學生討論出田

野時間的最大公約數，盡量不影響到其他課

程。 

另一方面則需與配合單位或人士，協調

對方適當的時間、依人數安排住宿地點，租

 



  

用車輛等細節，實難以在上課前兩個月上傳

授課大綱時就訂出時間。 

2. 本所亦有課程需在業界實習，以「數位人文

與實作」為例，無法在授課大綱上就明確標

示日期的原因有： 

（1） 未開學之前無法知道人數與學生狀

況，業界不一定能容納所有學生實

習。 

（2） 開學後，教師先與業界簽訂合作協議

書，再商討實習方式與內容。 

（3） 原定以業界承辦的內政部檔案數位

化為實習工作，但遲至學期最後一個

月，內政部仍未將檔案交辦，該公司

又無法容納 10 人以上之空間，不得

以另找實習單位，重新洽談合作協

議。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3. 部分學生反應，教師要求

之作業規定有前後不一之情

形，且作業內容的要求不符合

學生能力層級。 

此一意見可能針對「數位人文與實作」課

程，學生的意見分兩方面： 

1. 作業規定前後不一：按照教育部之規定，課

程上學期需以外聘講師授課為主，原則上每

單元皆有實作之作業。任課教師雖預先歸劃

課程內容與實作大方向，但亦也需尊重授課

教授，無法要求授課教師不能彈性調整作

業。 

2. 作業內容要求不符合學生能力層級：該課程

希望學生以數位科技應用於歷史研究或實

 



  

務，並沒有預設學生的「能力層級」，希望

學生能自我挑戰，勇於超越。 

3. 再則本課程之設計本來就在訓練歷史學門

學生向來較弱的數位能力，並需要跨領域學

習 GIS、互動網頁設計、網路行銷與企劃等

非傳統歷史屬性作業，對學生的確難度較

高，但長遠來看，應有助於拓大學生的學習

與就業領域。 

項 

目 

三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2.該所舉辦之學生活動多為

內部交流，可增進師生情感，

也有助於專業學習，惟仍應鼓

勵學生跨領域學習，以拓展其

視野。 

1. 參考項目一的相關說明可知，由於本所教學

課程之中有關跨領域的課程不少，學生修習

這些跨領域課程，即與不同領域研究生有許

多交流共同學習的機會。本所課程教師不僅

積極帶動學生跨領域的學習，實際也有不少

足資分享的學習成果。 

2. 本所舉辦之學生活動也兼顧跨領域學習和

外部交流。 

實例一：民國 99 年 3 月 26 日本所舉辦「雲

嘉沿海外傘頂洲與養殖漁業訪問調查」事先

請台師大地理系教授林○○演講「臺灣西南

海岸與外傘頂洲的變遷」，田野實查更有台師

大地理系陳○○教授、吳○○教授、英語系

林○○教授、輔大陳○○老師、淡江歷史系

黃○○教授、東華大學陳○○教授、工業研

究所黃○○經理參與，各就所長講解討論與

提問。學生除本所以外，還有暨南大學博士

生、日本交換生、成功大學台文所學生參加。

 



  

 

實例二：本所「臺灣踏查旅遊史」課程於民

國 99 年 1 月 14 日舉辦「從踏查到壯遊」座

談會，除研究生發表學習成果報告外，專題

演講邀請政大臺史所教授戴○○、台師大地

理系洪○○教授、國文系陳○○教授，並有

英文系教授李○○、林○○教授、內政部營

建署國家公園林○課長前來參與。 

 

實例三：本所與臺師大文學院合辦「空間凝

視：移動經驗與文化再現——宜蘭的觀察」

（99.10.30-31），活動之前，已陸續舉辦不

同領域的讀書會，同學自由參加。在地學習

參與教師包括臺師大臺史所、地理系、國文

系、英語系、臺文所教授，校外則有台大、

東海大學教授，外國學者為漢堡大學Prof. Dr.

○○○, Institut für Geographie, Universität 

Hamburg 

參訪之後，並舉行跨界討論與心得分享。 

□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5.該所招收之外籍學生來自

不同文化背景，基礎知識與語

言能力參差不齊，有待建立相

關輔導機制。 

   本所因臺灣史、特別是臺灣近代歷史發展的

獨特性，與日本近代發展的關係密切；因此，

自創所以來，歷年招收不少日籍學生，近年來

申請進入學者有增加的趨勢。為此，本所自 96

年以來即建立外籍學生的輔導機制，主要是從

申請獎助學金的研究生之中，選擇適任者協助

外籍學生學習及生活適應。101 年，本所鑑於

附件四：本所 96-101 學年

度外籍生輔導機制及實施

情形 



  

申請就讀本所的外籍生人數增加，而向本校頂

尖大學計畫辦公室申請外籍新生輔導計畫經

費，並獲得充分的支持，亦是本所重視外籍生

輔導機制之實證。 

 

項 

目 

五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3. 該所目前尚缺乏對於優秀

學位論文之出版辦法與獎勵

機制。 

基於臺灣史在歷史學門之中的獨特發展，碩

士論文的品質或研究成果頗受肯定及重視；也

因此，相關出版或獎助的管道甚多。本所一方

面定期提供相關獎勵出版訊息，實際上，歷年

來本所優秀的學位論文亦經常獲得獎助出版；

另一方面，本所每年出版的學報《師大台灣史

學報》，亦鼓勵優秀學位論文投稿、發表，是另

一穩定的學術發表園地。整體上，本所畢業生

優秀學位論文具有良善的獎勵機制。 

 

（本表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