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應用科學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1 

101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 

受評單位：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應用科學系 

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1.學系名稱理應讓人清楚其領域，然該系系

名太過籠統，令人難以瞭解是「科學」中

之哪一領域，也因而不易訂出與「系名」

相符合之目標與特色。又考量畢業生之履

歷表填寫系名時，恐讓人難以知曉其專長

與核心能力。 

【建議事項】 

1.學系名稱之訂定宜考量能與教育目標及核

心能力相呼應。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雖提及受到先天的限制以及理學

院系所的多元性相對不足等因素，但該

系在系名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之呼

應，尚未見有具體改善，「應用科學」

的界定模糊，明顯地影響學生的學習與

生涯發展。該校宜重視該院、該系的發

展，以因應 21 世紀的生命科學及材料

科學的發展。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雖提及受到先天的限制以及理學

院系所的多元性相對不足等因素，但該

系在系名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之呼

應，尚未見有具體改善，「應用科學」

的界定模糊，明顯地影響學生的學習與

生涯發展。該校宜重視該院、該系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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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展，以因應 21 世紀的生命科學及材料

科學的發展。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2.該系「生命科學」收第三類組的學生，「奈

米科學」收第二類組的學生，來自不同類

組的學生勉強湊併在同一系，固然乃因該

校轉型之歷史包袱，但在課程的設計及學

生的專業交流方面均較為困難。 

【建議事項】 

2.若短期內無法與國立清華大學或其他大學

整併，宜依該系現有師資儘速向校方爭取

分開為兩個獨立學系，使兩系能自行規劃

發展。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生命科學」與「奈米科學」

實屬兩個差異性很大的領域，目前仍是

硬併在一起，亦未見將更改系名相關議

題提至院級或校級會議討論，其產生的

問題並未改善，且無法達到跨領域學習

的目的，學士班學生除了大一共同必修

外，其餘的時間幾乎都是分開修課，實

質上屬兩獨立領域發展。宜朝原建議事

項規劃成 2 個獨立學系，以好好各自規

劃發展。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生命科學」與「奈米科學」

實屬兩個差異性很大的領域，目前仍是

硬併在一起，亦未見將更改系名相關議

題提至院級或校級會議討論，其產生的

問題並未改善，且無法達到跨領域學習

的目的，實質上屬兩獨立領域發展。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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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朝原建議事項規劃成 2 個獨立學系，以

好好各自規劃發展。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3.該系「生命科學組」較明顯的特色為「生

物多樣性」，但從現有的教師專長來看，卻

又含括食品、免疫、分生、腫瘤，似不易

有「共同的特色」；「奈米科學組」亦有相

似問題。 

【建議事項】 

3.宜整合現有師資專長，並檢討各領域之共

同特色，以凝聚教學與研發能量。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目前課程規劃在「生命科學組」已

有集中，將原有相距較遠的「食品」和

「腫瘤」等刪除；「奈米科學組」已擬

改名為「材料科學組」，惟該系在師資

整合凝聚教學與能量上，仍未能提出有

效的改善策略。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碩士班特色已修改為「生物科

技」、「環境應用」及「材料科學」3 個

領域，較為集中、明確。但領域差異仍

是很大，不易凝聚教學與研發能量。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4.該系「奈米科學組」之定位太過狹窄，國

內、外大學之「研究所」也鮮少如此專精，

且「大學教育」理應在是「通才」或「基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提出擬將「奈米科學組」更

名為「材料科學組」，已較符合實際狀

況及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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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礎」人才之訓練，培育出日後能適應相關

領域發展之人才。再者，該組教師半數以

上之專長與「奈米」並不相關，因此不宜

以「奈米科學」做為學士班之系名或組名，

但在學士班能開幾門「奈米課程」則是很

好。 

【建議事項】 

4.該系「奈米科學組」宜更名為「材料科學

組」、「材料化學組」或其他較適宜之名稱。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提出擬將「奈米科學組」更

名為「材料科學組」，已較符合實際狀

況及學生需求。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5.學士班與碩士班的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應有所不同；但是各項資料中卻未顯出兩

者的差異。 

【建議事項】 

5.宜重新檢討學士班及碩士班具體核心能力

之差異，並據以修訂相應之課程規劃。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制定的核心能力已將學士班

及碩士班分開，然要求學士班學生必須

「具備生命科學與材料科學專業基礎

與學術」，在目前課程規劃區分為 2 組

的框架上，恐怕不易達成。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強調碩士班學生需「具備生命

科學與材料科學領域研究精進知識」，

然而其兩領域之互補性低，且難以培養

學生同時具備此 2 項「專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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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1.該系專任教師 15 位，加上兼任教師，雖然

生師比低，但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皆分為

生命科學及奈米科學兩組。此兩組因為專

業領域的關係，課程很難相互支援，對學

生而言，課程的選擇相當侷限，且學生反

應課程內容較簡略，深度較不夠，也無法

獲得跨領域學習的好處。 

【建議事項】 

1.在導師或課程委員會的控管下，宜鼓勵學

生到鄰近的大學修課，以彌補選修課不足

的情況。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鼓勵學生到鄰近大學修

課，包括國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國

立交通大學工學院等。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鼓勵學生到鄰近大學修

課，包括國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國

立交通大學工學院等。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2.該系針對六項核心能力指標與教學方法設

計有對照表，但學生核心能力是否達成系

所期望的目標，卻沒有具體的評量方法與

評斷標準，僅籠統說明課程的評量方式，

包括紙筆測驗、報告、實驗、操作等多元

方式。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依據學士班的核心能力建

構評量機制，主要透過實驗操作、紙筆

測驗以及書面與口頭報告等方式，檢視

學生學習的成果以及邏輯思辯能力的

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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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建議事項】 

2.宜進一步檢視並定義學士班與碩士班各別

之核心能力，然後據以修訂其所需具備之

專業基礎學識，並繼而思考研擬一套健全

之學生學習評量機制。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依據碩士班的核心能力建

構評量機制，主要透過實驗操作、紙筆

測驗以及書面與口頭報告等方式，檢視

學生學習的成果以及邏輯思辯能力的

培養。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3.生科領域課程的整合及橫向聯繫雖已有初

步規劃，仍需再持續進行。 

【建議事項】 

3.宜強化生物資源及生物科技整合的課程，

普通生物學及其他必修課程宜由 2 位或以

上不同專長的教師合開互補。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普通生物學」已由 2 至 3 位

教師授課，並強化天然物應用及酵母菌

的應用（大三及大四課程）課程之教

授。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整合生物資源及生物科技

相關課程之教學。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4.課程地圖缺乏課程連結的邏輯說明。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改善課程地圖，增訂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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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建議事項】 

4.課程地圖及必選修課程之規劃，宜於學生

手冊或系所網頁明確規範與說明，並配合

導師的輔導。 

課程地圖及其說明。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改善課程地圖，增訂碩士班

課程地圖及其說明。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1.理學院僅有兩系一所，規模太小，專業圖

書資源貧乏且圖書經費不足。 

【建議事項】 

1.宜與鄰近大學分享圖書資源，如互惠提供

圖書證。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1. 該系已與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各夥伴學校簽訂館際合作協議書，

提供學生圖書資源。 

2. 該校特別與國立清華大學圖書館合

作獲 50 張借書證，供學生使用。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1. 該系已與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各夥伴學校簽訂館際合作協議書，

提供學生圖書資源。 

2. 該校特別與國立清華大學圖書館合

作獲 50 張借書證，供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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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2.經常性預算逐年下降，難以挹注實驗耗材

與社團活動。 

【建議事項】 

2.宜積極爭取研究計畫及產學專案，以挹注

教學資源。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持續爭取研究計畫及產學專

案，並積極爭取教育部教學改善計畫。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持續爭取研究計畫及產學專

案，並積極爭取教育部教學改善計畫。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3.系館未設置電梯且缺乏無障礙環境，同一

樓層高低水平不同，易生危險。 

【建議事項】 

3.宜設法平順同一樓層之高低落差與搭建電

梯，以建置無障礙空間。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系館 3 樓銜接走廊高低落差仍存

在，且未見搭建電梯之規劃，未能建置

無障礙空間。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系館 3 樓銜接走廊高低落差仍存

在，且未見搭建電梯之規劃，未能建置

無障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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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學士班部分】 

【待改善事項】 

1.該校規模太小，學生社團常面臨人數不足

窘境，社團活動難以活絡。 

【建議事項】 

1.宜鼓勵學生與鄰近大學辦理跨校活動，積

極參與專業學術和課外學習活動。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與鄰近大學合辦迎新活動，且

辦理科學營及相關服務學習活動。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學士班部分】 

【待改善事項】 

2.該系在該校具有獨特性，然缺乏相關科系

支援，不易建立產學合作或跨領域學程，

造成該系學生跨領域學習上的困難。 

【建議事項】 

2.針對師資單薄及領域過於獨特狹窄的問

題，建議兩組成為獨立之學系，並增加師

資，以及擴大與鄰近大學的教學及學術合

作。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1. 該系 2 組成為獨立學系之建議，似

不受校方接納。 

2. 該系已與鄰近大學及研究中心形成

研究聯盟。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1.內部形成研究團隊的內聚能量仍嫌不足，

各領域的研究主題不夠聚焦。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已依專業領域不同，區分三大研究

方向為生物科技、環境應用及材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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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建議事項】 

1.受限於師資專長較分散，該系宜找出各領

域研究的重點，發展出研究特色，並鼓勵

申請整合型計畫。 

學，並已將教師配置於各領域。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已依專業領域不同，區分三大研究

方向為生物科技、環境應用及材料科

學，並已將教師配置於各領域。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2.部分專任教師參與國際交流，但尚不普遍。

【建議事項】 

2.宜規劃教師參與國際交流之鼓勵措施，以

提升該系在國際上的能見度。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訂定補助辦法鼓勵師生參

與國際研討會。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訂定補助辦法鼓勵師生參

與國際研討會。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1.受「教育」大學名稱的影響，外界（包括

企業界）對該系的認識停留在「師範教育」

面向，不但影響招生也同時影響畢業生的

就業。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藉由教學強化學生能力，改

變外界對教育大學之刻板印象。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應用科學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11 

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建議事項】 

1.宜對外宣揚該系特色，破除外界對「教育」

大學系所的刻板印象，意即強化一般系所

的特色。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藉由教學強化學生能力，改

變外界對教育大學之刻板印象。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2.學生的國際觀稍嫌不足。 

【建議事項】 

2.宜有落實國際化的策略與鼓勵措施，鼓勵

學生出國參加研討會，強化與國際接軌的

研究與教學。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訂定辦法補助學生出國參

加研討會。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訂定辦法補助學生出國參

加研討會。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共同部分】 

【待改善事項】 

3.系友會的功能尚須強化。 

【建議事項】 

3.宜強化系（所）友會的功能，加強與畢業

生的聯繫，聽取畢業生的建言。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目前已有系友間之聯繫活

動，惟尚未正式建置系友會組織章程。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目前已有系友間之聯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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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理由） 

動，惟尚未正式建置系友會組織章程。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學士班部分】 

【待改善事項】 

1.對於學生的就業輔導稍嫌不足，有待加強。

【建議事項】 

1.宜強化產學合作，並開設實務課程或增加

參訪與實習的機會，落實學生的產業實

習，以提升畢業後的就業競爭力。 

【學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有業界專家合聘師資，並有

實際授課。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碩士班部分】 

【待改善事項】 

1.學生對於職場的瞭解稍嫌不足，該系的配

套及積極作為可以更加強化。 

【建議事項】 

1.宜建構產學合作平台，增加學生與外界接

觸的機會。 

【碩士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理由： 

該系已合聘業界師資，並安排就業

場所見學之活動。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