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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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初稿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申復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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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 

該所已對研究方法課程不足之

問題進行檢討，改善方式為鼓

勵學生到外系（如社會工作學

研究所）選修「質性研究」課

程;但目前未有學生修習，而該

所本身的方法論課程仍維持原

始設計，並未改進。 

1. 本所對強化研究方法之改善措施

是多元並舉的，非僅限於是否開

設「質性研究」課程一端。 
   本所對研究方法課程不足問題之

檢討，係由全所師生參與研議。

相關具體改善措施包括: 
（1） 碩士班增列「學術論文寫作」（2

學分）共同必修課程。 
（2） 原碩士班共同必修「政治學研究

方法」（3 學分）請有量化研究

專著及相關論文發表的教授強

化「量化研究」內容之教學。 
（3） 原博士班共同必修「政治學方法

論」（3 學分）請有量化研究專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 

1. 該所課程並無「質的研究」課程

之開設。 
2. 直至追蹤評鑑受評時，該所並無

學生至外系選修「質的研究」的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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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著及相關論文發表的教授強化

「量化研究」內容之教學。 
（4） 本所已經以承認學分方式鼓勵

並輔導有需求之研究生就近在

本校相關研究所選修「質性研

究」課程。 
（5） 請各論文指導教授特別強化論

文寫作過程中有關研究方法嚴

謹度之指導。 
（6） 除正式課程改革之外，本所為積

極回應評鑑報告有關研究方法

之建議，已向所屬學院申請經

費，積極籌辦「研究方法工作

坊」。 
2. 前項所述之多元並舉改善措施，

由本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第 9
頁，四、學術與專業表現項目，3）
所觀察「該所已增設『學術論文

寫作』課程、強化論文指導教授

研究方法之指導及籌辦研究方法

工作坊」等事實，即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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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3. 基於上述說明，本項具體申復意

見如下: 
（1） 由於本所對強化研究方法之改

善措施是多元並舉的，並未囿

限於是否開設「質性研究」課

程一端。因此，本項初稿內容

所述與實際情形容有若干出

入。 
（2） 本項初稿內容所指「目前未有

學生修習（質性研究）」係因新

措施甫推動實施研究生較不熟

悉，或因研究生尚無修習該課

程之急迫需求所致。本所已積

極鼓勵學生修習該課程。 
以上所陳，懇請惠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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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班】 

1. 該所已對基礎課程及研究

方法課程提出檢討，但目前

並無博士生赴他所選修質

性方法課程，且該所開設之

1. 呈前項所述，本所對強化研究方

法之改善措施是多元並舉的，並

未囿限於是否開設「質性研究」

課程一端。 

2. 本項初稿所指「目前並無博士生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 

1. 「政治學方法論」內容包含量化

研究與質化研究，該所尚無「質

的研究」課程之開設，應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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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政治學方法論」課程仍未

改進。 

2. 改所未設立學士班，故政治

學的相關基礎理論課程，仍

難補強。 

 

赴他所選修質性方法課程」係因

新措施甫推動實施研究生較不

熟悉，本所已積極輔導博士生修

習「質性研究」課程。 

3. 原博士班共同必修「政治學方法

論」（3 學分）課程名稱雖未變

更，但授課內容已請有量化研究

專著及相關論文發表的教授強

化「量化研究」內容之教學。 

4. 本所雖未設學士班，但對非政治

學相關系所畢業之研究生，在畢

業門檻上設有補修 6 學分基礎課

程之明文規定，可藉此補強政治

學相關基礎理論課程。 

以上所陳，懇請惠予修正。 

善。 
2. 該所雖規定「對非政治學相關系

所畢業之研究生，在畢業門檻上

設有補修 6 學分基礎課程」，惟

綜觀該所博士班課程並無完整

之政治學基礎理論課程之規

劃，應予改善。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量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 

該所已新聘助理教授 1 名，並

已合聘方式延攬中央研究院教

授，擴展該所授課領域，惟該 2
名教師未實際授課。 

1. 本所為增加師資多元性，積極向

本校爭取教師員額，惟師資員額

係由學校統一管控。 
2. 為積極增加本所師資多元性，除

爭取新聘助理教授 1 名外（新聘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該所之自我改善期間為 101 學

年度第 1 學期至 102 學年度第 1 學

期，惟該段期間該所碩士班助理教授

與合聘教授尚未遴聘完成，且無實際



 

受評班制：碩士班、博士班 
5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後本所專任教師已達 7 名），另

以合聘方式延攬中央研究院教

授 1 名（必須授課），並延攬中

研院院士為講座教授，講座教授

以學術講座方式針對新興或前

沿性議題來本所講課，擴展本所

師生之研究視野。 
3. 本所合聘教授在本所有實際授課

（課程名稱:〈政治經濟學專題研

究〉及〈族群及少數政治專題研

究〉），合聘教授原同意於 102 學

年度第 2 學期開課，但因其行政

工作忙碌，延後開課，並同意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 
4. 講座教授雖非每週上課，但其講

授主題的質量俱佳，對本所師生

研究教學深具啟發。 
5. 因此，初稿所指「惟該 2 名教師

未實際授課」與事實略有出入。 
綜合上述，本所已竭盡所能改善師資

多元性，懇請惠予修正。 

授課之事實（該所「自我改善計畫與

執行成果」報告書第 75 至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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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量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博士班】 

該所已新聘助理教授 1 名，並

已合聘方式延攬中央研究院教

授，擴展該所授課領域，惟該 2
名教師未實際授課。 

1. 本所為增加師資多元性，積極向

本校爭取教師員額，惟師資員額

係由學校統一管控。 
2. 為積極增加本所師資多元性，除

爭取新聘助理教授 1 名外（新聘

後本所專任教師已達 7 名），另

以合聘方式延攬中央研究院教

授 1 名（必須授課），並延攬中

研院院士為講座教授，講座教授

以學術講座方式針對新興或前

沿性議題來本所講課，擴展本所

師生之研究視野。 
3. 本所合聘之教授在本所有實際授

課（課程名稱:〈政治經濟學專題

研究〉及〈族群及少數政治專題

研究〉），合聘教授原同意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但因其行

政工作忙碌，延後開課，並同意

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 
4. 講座教授雖非每週上課，但其講

授主題的質量俱佳，對本所師生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該所之自我改善期間為 101 學

年度第 1 學期至 102 學年度第 1 學

期，惟該段期間該所博士班助理教授

與合聘教授尚未遴聘完成，且無實際

授課之事實（該所「自我改善計畫與

執行成果」報告書第 75 至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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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研究教學深具啟發。 
5. 因此，初稿所指「惟該 2 名教師

未實際授課」與事實略有出入。 
綜合上述，本所已竭盡所能改善師資

多元性，懇請惠予修正。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量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 
該所以必修課程加強碩士班學

生「研究方法」訓練，惟方法

論相關課程迄未增加。 

1. 如前所述，本所對強化研究方法

之改善措施是多元並舉的，並未

囿限於是否開設「質性研究」課

程一端。 
2. 碩士班除增加「學術論文寫作」

外，共同必修課程「政治學研究

方法」亦請有量化研究專著及相

關論文發表的教授強化「量化研

究」內容之教學。 
3. 正式課程之外，另籌辦研究方法

工作坊，聘請方法論專長之學者

來校講授相關課程。 
4. 懇請惠予修正。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 

1. 該所課程並無「質的研究」課程

之開設。 
2. 直至追蹤評鑑受評時，該所並無

學生至外系選修「質的研究」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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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量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博士班】 

該所以「修業規定」要求博士

班學生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

論文，作為申請「博士學位考

試」之要件，惟仍未增加方法

論相關課程。 

1. 如前所述，本所對強化研究方法

之改善措施是多元並舉的，並未

囿限於是否開設「質性研究」課

程一端。 
2. 碩士班除增加「學術論文寫作」

外，共同必修課程「政治學研究

方法」亦請有量化研究專著及相

關論文發表的教授強化「量化研

究」內容之教學。 
3. 正式課程之外，另籌辦研究方法

工作坊，聘請方法論專長之學者

來校講授相關課程。 
4. 懇請惠予修正。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 

1. 該所課程並無「質的研究」課程

之開設。 
2. 直至追蹤評鑑受評時，該所並無

學生至外系選修「質的研究」課

程。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 

教師在當代政治思潮與民主政

治理論課程的研究成果與所開

課程之關聯性仍欠缺。 

本所有關碩士班「民主政治理論」及

博士班「當代政治思潮」課程由本所

專任教授開授多年。授課教授與本課

程相關之著作如附件。 
授課教授近年之研究多集中在兩岸

關係及中國大陸研究，但其早期著作

均與本課程相關性甚高，本項問題於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受評期間前 5 年（102 學年度

第 1 學期之前），該授課教師發表之

論文與授課課程相關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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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理由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本次評鑑實地訪評及追蹤評鑑時，可

惜沒有委員當場垂詢，否則該教授可

立即說明，應可避免本項誤會。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博士班】 

教師在當代政治思潮與民主政

治理論課程的研究成果與所開

課程之關聯性仍欠缺。 

本所有關碩士班「民主政治理論」及

博士班「當代政治思潮」課程由本所

專任教授開授多年。授課教授與本課

程相關之著作如附件。 
授課教授近年之研究多集中在兩岸

關係及中國大陸研究，但其早期著作

均與本課程相關性甚高，本項問題於

本次評鑑實地訪評及追蹤評鑑時，可

惜沒有委員當場垂詢，否則該教授可

立即說明，應可避免本項誤會。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受評期間前 5 年（102 學年度

第 1 學期之前），該授課教師發表之

論文與授課課程相關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