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數學系 
 

 

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 

申復申請書 

 

 

 獨立評鑑      □學門評鑑   □ 學院評鑑 

申復單位：臺北市立教育大學數學系 

本文共 10 頁，填表日期： 101 年 09 月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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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部分】 
1.因應環境變化或招生需求，該系多次

更名，使學生及校友對該系之長遠發

展不甚明瞭。（第 2 頁，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第 1 點） 

1. 本系原為本校於民國 90 年新設立之數學

資訊教育學系，於 100 年更名數學系（含

數學教育碩士班），僅更名一次，並非實地

訪評報告書初稿所稱「該系多次更名」。 
2. 本系延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本系系教師評

審委員會議委員和系課程委員會議委員，

也邀約專家學者來本系演講，掌握數學、

統計、和數學教育等相關領域的發展情形。

3. 對本系的長遠發展及規劃，均有利用系週

會及張貼海報方式及各種機會向學生宣

導。 
4.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附件 1-1  本系更名之相關

會議議題及公文 

附件 1-2  專家座談會紀錄 

 

項 

目 

一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目前國小師資過剩導致學士班修讀師

培的學生意願不高，且部分選讀師培

課程之學生選擇放棄實習，往就讀研

究所發展。該系除要求教育部重視此

一問題外，似未有更積極之作為。（第

2 頁，待改善事項學士班部分第 1 點）

1. 本系於學生入學之新生始業輔導請系主任

及導師宣導學生未來修課及職涯進路。 
2. 本系每學期於系週會時間邀請系友回校與

學弟妹分享求學時心得及就業之經驗，亦

從中瞭解畢業系友之發展。 
3. 本系課程手冊及網站亦有未來發展及畢業

生出路之介紹

http://math.tmue.edu.tw/front/bin/ptlist.phtm

附件 1-3  新生資料 

附件 1-4  本系回校分享之

校友及應屆畢業

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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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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l?Category=44。 
4. 本系已向學生宣導 103 年度「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民

小學師資類科加考「數學能力測驗」。此將

有利本系師培生之職場競爭力，更加鼓勵

本系學生修讀師培課程。 
5.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數學教育碩士班部分】 
1.數學教育碩士班報名人數逐年快速下

降，尤其是統計組，國內現今統計學

研究所眾多，統計組缺乏特色，招生

恐未具競爭力。（第 2 頁，待改善事

項數學教育碩士班部分第 1 點） 

1. 統計組於 98 學年度開始招生，每年招收 5
人，98 學年度報名人數為 4 人、99 學年度

報名人數為 12 人、100 學年度報名人數為

17 人，顯見報名人數為逐年上升。 
2.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數學教育碩士班部分】 
2.書報討論課程邀請學者專家演講，並

要求學生繳交心得報告以換取畢業

所需之學術積點，但教師出席率卻極

低，未能激發出學術交流之風氣，而

僅讓學生視此課程為一畢業需求。

（第 2 頁，待改善事項數學教育碩士

班部分第 2 點） 

1. 碩士班書報討論課程之演講，並未納入學

術活動積點之採計項目。 
2. 書報討論課程之進行方式為本系教師授課

9 週、學者專家演講 9 週，課程性質屬協

同教學而非僅學術交流之活動；主要目的

為增進碩士一年級學生了解相關領域專家

學者之學術研究深度及廣度。 
3.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附件 1-5  碩士生參與學術

活動實施要點 

違反程序 【數學資訊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部分】 1. 本系在每學期中會發出下學期選修課程預 附件 1-6  本校大學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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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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限於學生人數，數學資訊教育教學碩

士學位班幾乎無開設選修課，有失多

元化教學與學習之教育理念。（第 3
頁，待改善事項數學資訊教育教學碩

士學位班部分第 1 點） 

選表，讓學生預選，再召開課程會議，討

論預選課程與確認開課課程和授課教師，

並檢視所對應之核心能力，根據課程內容

加以討論，以符教學碩士學位班學生之需

求。 
2. 本校訂有大學部、研究所、進修教育學位

班學生相互選課辦法，第五條規定大學部

及進修教育學位班學生上修研究所開課之

課程，需另經授課教師及所長同意，得採

計為畢業學分。 
3.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究所、進修教育

學位班學生相互

選課辦法 

項 

目 

二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學士班基礎數學如微積分、高等微積

分、代數等科目的教學，以直接講述

和配合 power point 為主，已有不錯的

教學成效，惟仍有學生學習略有困

難。（第 5 頁，待改善事項學士班部

分第 1 點） 

1. 未來考慮引進其他教學方式以求突破，如

配合教學助理（TA）之制度，為學習困難

之學生進行各輔導，以提高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成效。 
2.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項 

目 

三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多元化的學習資源、輔導機制等

管道較為繁複，主動性較弱的學生，

1. 本系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資源、輔導機制等

管道，導師為第一線輔導人員，如此學生

方能尋求適所適性之輔導資源。 

附件 3-1  導師輔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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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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恐不易尋求有利資源與協助。（第 6
頁，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第 1 點） 

2.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2.部分學生參與學生精進學習檔案製作

之意願不高，或不清楚實施方案之內

涵，殊為可惜。（第 6 頁，待改善事

項共同部分第 2 點） 

1. 依本系發展之近程、中程及長程發展目

標，學生精進學習檔案現為近程目標之宣

導階段。 
2.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附件 3-2  本系發展之近

程、中程及長程

發展目標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3.近年來系所名稱更迭頻繁，課程架構

亦經多次調整，造成學生調適和銜接

問題。（第 6 頁，待改善事項共同部

分第 3 點） 

1. 誠如項目一共同部份第 1 點之申復說明，

本系為民國 90 年新設立之數學資訊教育

學系，於 100 年更名數學系（含數學教育

碩士班），僅更名一次，並非實地訪評報告

書初稿所稱「該系多次更名」。 
2. 本系更名與學生修課無關連性，每學年學

生修課皆依該生入學年之課程手冊修課，

每年定期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

審慎討論課程手冊中學生修課事宜，故無

調適和銜接問題。 
3.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部分低年級學生對於未來方向仍在探

索階段，需較長時間才能找到適合個

人性向之領域，目前此方面的輔導機

1. 低年級學生尚處於探索階段，因此部份低

年級學生尚未確立未來方向，應屬常情。

2. 導師與任課教師均隨時進行課餘輔導，包

含下課時間、網路社群（facebook、MSN

附件 3-3  實施調查測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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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制仍略顯不足。（第 6 頁，待改善事

項學士班部分第 1 點） 
等）。 

3. 結合校方於大一進行賴氏人格測驗、大二

實施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之結果，作為導

師輔導之依據。 
4. 於每年 9 月新生始業輔導時，校方及本系

均對新生介紹未來發展方向，包含學業、

就業及生涯規劃等作說明，實已盡力對學

生作周全輔導，惟低年級尚處於摸索階

段，難免仍有少數徬徨的情形。 
5.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2.雖有系外、校外選課機制，學生仍期

盼該系能開授以數學為基礎的延伸

與應用課程。（第 6 頁，待改善事項

學士班部分第 2 點） 

1. 本系已開設數學軟體應用與實作、微分方

程、偏微分方程、數值分析、離散數學、

資料結構、密碼學導論等以數學為基礎的

延伸或應用課程，今後仍會視學生需求開

設延伸及應用課程。 
2.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數學教育碩士班部分】 
1.數學教育碩士班因修課人數不足，造

成開課不易。（第 6 頁，待改善事項

數學教育碩士班部分第 1 點） 

1. 未來考慮相關解決方案，或建請校方降低

修課人數下限，以解決因修課人數不足無

法開課之問題。 
2.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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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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數學教育碩士班部分】 
2.統計組的實務結合與落實有待強化。

（第 6 頁，待改善事項數學教育碩士

班部分第 2 點） 

1. 統計組甫成立 3 年，依本系發展之近程、

中程及長程發展目標，規劃統計諮詢中心

為中程目標，今後將依上述規劃，開設實

務性課程。今後將會依此規劃,多開實勨性

之課程。 
2.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附件 3-2  本系發展之近

程、中程及長程

發展目標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數學資訊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部分】

1.目前數學和統計領域教師對數學資訊

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的參與較不

足，不易形成跨領域的互動。（第 6
頁，待改善事項數學資訊教育教學碩

士學位班部分第 1 點） 

1. 鄭○○教師於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98 學

年度第 2 學期及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授教

育統計方法，並於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授

基礎數學(一)。 
2. 王○○教師於 99學年度第 2學期教授統計

套裝軟體應用。 
3. 其中王○○教授於 97 學年度與李○○教

授共同指導 3 位學生撰寫論文。 
4.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附件 3-4  教學碩士學位班

971 至 100-1 學

期非數學教育領

域教師授課科目 

附件 3-5  教學碩士學位班

指導教授協同指

導清單 

項 

目 

四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雖更名為數學系，然自我定位在

教育學門，因此教師除期刊論文、專

書論文、專書與研究計畫外，產學合

作與技術移轉仍顯不足。（第 8 頁，

1. 本系與文教產業之合作頗多。 
2. 本系教師受政府機關補助之研究案請參閱

評鑑報告附冊第 153～161 頁。 
3. 本系與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之案件包括

有：96 至 100 年與全國學生學習成就測驗

附件 4-1  本系教師產學合

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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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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第 1 點） 協會合作辦理「兩岸英數達人競賽」（楊○

○教師）。98 至 100 年與康軒文教機構合

作辦理「全國國小卓越盃數學競賽」（李○

○教師、蘇○○教師、鄭○○教師）。98
年與大考中心合作「95 課綱教材與考試內

容比對分析-數學科」研究案（鄭○○教

師）。99 年與大考中心合作「修訂課綱Ａ

Ｂ版測驗內容與試題探究計畫-數學科」

（鄭○○教師）。101 年與康軒文教機構合

作辦理「卓越盃數學資優營」（鄭○○教

師）。李○○教師未來與嘉義長庚醫院合作

研究。 
4.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目前學士班學生選修專題研究課程之

人數略少。（第 8 頁，待改善事項學

士班部分第 1 點） 

1. 本系專題研究課程屬性是針對對數學有興

趣想繼續深入研究所開之課程，人數少屬

正常現象。 
2.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數學教育碩士班、數學資訊教育教學

碩士學位班部分】 
1.目前於有審查制度之國內外期刊或研

討會發表論文之人次略少。（第 8 頁，

待改善事項數學教育碩士班、數學資

1. 本系已訂有學生研究獎勵要點，鼓勵學生

在畢業前發表論文。 
2.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附件 4-2  本系學生研究獎

勵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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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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訊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部分第 1 點）

項 

目 

五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畢業生約有一半從事教育人員的職

業，學生對教育行業以外的出路較不

瞭解，且對教育行業以外所需學習的

專業技能較無充足的準備。（第 9 頁，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第 1 點） 

1. 本系在新生入學時，首先由導師說明本系

的課程架構，再由系學會學長姐做經驗傳

承，使新生了解本問題的相關修課順序，

另外本系亦在系上網站放置課程地圖與課

程大綱，學生可由網站上得知課程相關資

訊、修課順序及未來升學或就業所需具備

之專業技能。 
2. 每年均帶學生參加本校校園徵才博覽會，

拓展學生的職涯視野。透過師長親自檢視

求職履歷，幫助學生擁有一份求職利器；

同時，勞工局就業服務處於當天亦提供職

業心理測驗，可協助學生檢視自己的生涯

發展興趣，並瞭解自我職業興趣傾向，作

為未來學習與就業的參考依據。 
3. 系上亦會在系週會宣導數學相關行業及出

路的相關訊息，未來仍會持續加強宣導。

4.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參訪康軒出版社，增

加學生對產業之瞭解。 
5.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初已規劃至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參訪、邀請精算師

至本系演講，並分別於 101 年 5 月 15 日、

附件 1-3  新生資料 

附件 5-1  學生生涯輔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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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5 月 29 日舉辦結束。 
6. 建請刪除此項，不納入待改善事項。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學士班畢業生針對「學習成效調查」

問卷問題「在本系修讀之課程，對您

的工作有幫助」，有 10.4％的學生勾

選「不同意」；另針對問題「在校所

學專業課程內容，符合現在工作上的

需要」，有 14％的學生勾選「不同

意」，顯示課程對工作上之需要仍需

加強。（第 10 頁，待改善事項學士班

部分第 1 點） 

1. 大學部畢業生對於在本系修讀之課程，對

您的工作有幫助調查中有 3％感到非常同

意，41％覺得同意，44％認為普通，8％表

示不同意，3％選擇非常不同意。達 88％
的畢業生認為非常同意、同意及普通。 

2. 大學部畢業生對於在校所學專業課程內

容，符合現在工作上的需要的問題中有 39
％覺得同意，48％認為普通，11％表示不

同意，2％選擇非常不同意。達 87％的畢

業生認為同意及普通。 
3. 本系已定期討論問卷調查結果，作為本系

未來發展及課程規劃之參考。 
4.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附件 5-2  本系學生輔導之

相關會議議題 

附件 5-3  大學部畢業生學

習成效問卷調查

結果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數學教育碩士班部分】 
1.數學教育碩士班畢業生在「學習成效

調查」中，針對問題「整體而言，本

系教師的專長與授課內容相符，且專

業課程的規劃能循序漸進」，有 15％
的學生選擇「普通」，顯示尚須加以

1. 碩士班畢業生對整體而言，本系教師的專

長與授課內容相符，且專業課程的規劃能

循序漸進有 46％感到非常同意，38％覺得

同意，15％認為普通，沒有畢業生表示不

同意或是非常不同意。達 84％的畢業生認

為非常同意、同意。 

附件 5-2  本系學生輔導之

相關會議議題 

附件 5-4  碩士班畢業生學

習成效問卷調查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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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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課程安排。（第 10 頁，待改善事

項數學教育碩士班部分第 1 點） 
2. 本系已定期討論問卷調查結果，作為本系

未來發展及課程規劃之參考。 
3.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數學資訊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部分】

1.該系數學資訊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畢

業生在「學習成效調查」中，針對問

題「您對自己職場上的競爭力」，有

18％的畢業生選擇「普通」，顯示對

學生在學期間仍需更多的輔導。（第

10 頁，待改善事項數學資訊教育教學

碩士學位班部分第 1 點） 

1. 教學碩士學位班畢業生對自己在職場上的

競爭力有 3％感到非常滿意，79％認為滿

意，18％覺得普通，沒有畢業生表示不滿

意或非常不滿意。 
2. 本系已定期討論問卷調查結果，作為本系

未來發展及學生輔導之參考。 
3. 建請將此建議移至「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

參考建議」。 

附件 5-2  本系學生輔導之

相關會議議題 

附件 5-5  教學碩士學位班

畢業生問卷調查

結果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