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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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申復單位：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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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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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部分】 
該系學士班分「國文組」與「應

用中文組」後，兩組教育目標

無法明顯區隔，發展方向亦未

能明確。 

1.本系「國文組」全部皆為師資培育

生，具有明顯之教育目標，即著重

於造就對國語文教學有高深素養

之中學師資，其課程亦以此方向作

為安排，包含教育專業科目、國文

科專門科目皆包含於課程之中。其

發展方向明確，即以從事教職為方

向。 

2.本系應中組發展目標為應用中文

組則是造就對社會文化有繼承傳

播之文字工作者，諸如未來諸如擔

任新聞從業人員、報刊雜誌、文案

企劃、編劇、作家及地方文史工作

者都是就職的選擇。 

3.本系已於 102.03.08 系務會議決

議將國文組及應中組不再分組，以

師資生與非師資生並行之模式進

行，將續提本校總量管制報教育部

1-1大學部國文組課程系統表（頁14） 
1-2 系務會議紀錄（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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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 

4.未來非師資生之培育目標延續應

用中文組之目標，持續增進學生多

元多能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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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部分】 
98 至 100 學年度該系務會議簽

到單，未見學生代表出席之相

關紀錄。 

本系 98-100 學年度系務會議學生代

表均有出席，惟未簽到單故無證明，

然自 101 學年度開始，學生代表出席

系務會議，並有簽到紀錄可供查詢。

1-3 101 學年度系務會議簽到單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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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部分】 
該校已初步建立課程地圖系統

及學生學習歷程檔案系統，但

該系師生皆十分陌生，未能加

以利用。 

1.本系於 100 學年度之核心能力了解

程度，進行全體學生進行調查，其

問卷結果如下，全系發出 390 份，

回收 346 份，回收率 88.7％，其平

均之了解程度以五分量表為 4.00，本

次問卷回收率達 88.7％，頗有參考

價值，其系所整體學生了解程度達 4

分，顯見有其相當之水準，然亦尚有

進步空間，系所師生也將持續努力。

2.本校對於大學部及碩士生進行課程地

圖訓練課程，加強學生熟稔程度，其

照片及場次見附加檔案所示。 

1-4 國文系課程地圖訓練時間表、照

片及了解程度調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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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部分】 
該系學生修讀和取得「華語文

教學學程」與「文創學程」的

人數偏低，100 學年度華語文教

1.每位學生均已充份了解學程相關

資訊，惟選課及學程乃是學生個人

生涯規畫，系所仍會持續鼓勵宣

導，輔導學生培養第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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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學程僅 14 人修讀，通過 6
人；文創學程僅 26 人修讀，通

過 1 人，與該系希望增進學生

第二專長能力之用意，有其落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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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部份】 
該系國文組課程缺乏重心與明

顯特色，課程設計亦不見循序

漸進的進階規劃。 

1. 本系國文組之課程規畫，朝向培

養國語文教學有高深素養之中學

師資，其課程亦以此方向作為安

排，課程規劃自大一開始之「基礎

能力培養」，諸如建立國學導讀基

礎，自大二「進階課程訓練」，包

括經、史、子各類選修課程，到大

三、大四「實習與試教」課程，採

逐步漸進之方法，使學生能循序漸

進地學習。例如：1.本系大一開設

「國語語音學」與「語言學概論」

及「文字學」等基礎課程，培養學

生對於語言、語音、語法及文字之

認識基礎能力；至大二開設「聲韻

學」，此門科目乃是以「語音學」

作為基礎；至大三開設「訓詁學」，

即是將「聲韻、語音」及修辭等相

關知識實際運用於典籍之章句訓

詁中。 

1-1大學部國文組課程系統表（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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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系大一開設論語，大二開孟子，

大三開設學庸課程，由淺入深，循

序漸近。 
3.本系大二開設詩選及習作、大三開

設專家詩；大三開設詞選及習作，

大四開設專家詞，皆是循序漸近，

逐步加深課程深度。 
4.本系大一、大二開設許多現代文學

與古典典籍課程，涵養學生國學與

文學之知識，至大三開設「教材教

法」，教導學生如何將「書面知識」

化為課堂上之教學；至大四最後開

設「教學實習」課程，即是把自身

所學實地運用於教導未來學生之

用。諸如以上所舉數例，本系開設

課程皆以「一貫性」與「多元性」

並重，不因開設課程之多寡，而產

生零碎或無法連貫的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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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部份】 
該系應用中文組發展方向不明

確，開設課程多與國文組相

同，實用課程太少且沒有系統

1.因應本系應中組之未來安排計

畫，本系已於 102.03.08 系務會議

決議將國文組及應中組未來採不

分組，以師資生與非師資生並行之

模式進行，續提本校總量管制報教

育部辦理。 

1-2 系務會議紀錄（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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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系二至四年級應用中文組同學

修讀中等教育學程之比例為全班

之 51%、45%、40%，學生仍然需要

師培相關課程，若冒然開設大量應

用課程，恐不符合學生需求，再者

若未來學生以非師資生為主時，本

系亦調整課程，符合學生需求。（本

校每學期下學期師培中心舉行教

育學程考試，考上之同學可於二年

級開始修讀教育學程） 

3.未來本系不分組後，除以師資生為

本位之外，另外未來將視師資生人

數減少多寡情形，針對非師資生持

續開設實用課程及聘任專兼任師資

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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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該系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每學

期開設課程偏少，無法滿足學

生選課需求。 

1.本系曾於 95 學年度前開設多元課

程讓學生選擇，當時許多開設課

程，導致學生選課人數不足，無法

成班。當時也因為開放加退選，部

分學生在一、二年級時選的學分太

少，導致學生無法在三年內順利的

畢業。系上顧及進修學生都是在職

老師，部分還身兼行政職以及一些

學生的家庭因素等，經過種種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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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由系上規畫課程讓學生在二

年即可修完學分，三年級只剩論文

6學分，減少學生修學分的壓力同

時也可以更加的讓學生專心的寫

論文，在三年內即可順利畢業。 

2.本系目前所開設教師在職進修碩

士班課程，乃是過往教師於上課之

時調查學生意見匯整而來，所開設

之科目符合學生選課之需。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班別過多（包括日間、夜

間、週末、暑期等 10 班），且

教師須支援通識教育中心大一

國文與師資培育中心學程認證

之工作。目前專任教師僅 18 人

（其中 4 人兼行政職務），明顯

不足，且每一教師負單學生人

數偏高，無法應付多模組之研

究與多元課程之開設。 

1.本系因應專任教師人數不足之問

題，本系已於 102 年 1 月 15 日開

101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師評審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開出 3位教師

缺額。並於 102 年 1 月 18 日上簽

請求開缺，學校也於 102 年 1 月

23 日同意徵聘教師 2名。目前於

102年 2月 4日公告徵聘至 102 年

3月4日收件截止。目前已召開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決議開始進行實質審

查，並擬於 102 年度第一學期聘任

之，藉以減輕教師負擔。 

2.為減輕系所教師教學負擔，並改善

  本系進學學院班隊龐大之問題，已

2-1 國文系徵聘專任教師公告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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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99 學年度停招夜間及週末中文

  在職專班，並已於 100 學年停招書

  法在職專班，三班人數共 75 人，

減低學生人數效應將於 100 學年

度以後逐漸顯現。（教育部皆已核

定在案）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該系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招生名額過多，有待調整。 

1. 為減輕系所教師教學負擔，並改

善本系進學學院班隊龐大之問

題，已於 99 學年度停招夜間及週

末中文在職專班，並已於 100 學年

停招書法在職專班，三班人數共

75 人，減低學生人數效應將於 100

學年度以後逐漸顯現。（教育部皆

已核定在案） 

2.本系為進一步改善生師比，同時顧

  及中學教師進修之需求，本系於 

  102.03.08系務會議決議將國文教

  學碩士班（暑期班）由 30 人調整

  為 25 人，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

  期班）由 25 人調整為 20 人，使進

修碩士班人數進一步減少。 

1-2 系務會議紀錄（頁 15）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雖依該校規定安排每位教

師之 office hours，並公告於

1.本系導師時間表 office hours 除

張貼於老師之研究室門口外，亦公

告於國文系網站，其連結處原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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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上網頁，但置於師資介紹之

最下方，查詢不易。此外，學

生多半不知教師有 office 

hours 之安排，顯然並未徹底落

實。 

師資介紹下方，已委請系統工程師

將上移至明顯位置。 

2.為落實 office hours 之功能，除

張貼於系辦公室之公佈欄外，更定

期於學期初 E-mail 該班之導師時

間 表給班代，並要求各班導師於

班會時間加強宣傳。 

3.本系教學大綱每位教師皆列出個

人 office hours，方便學生了解。

4.目前導師輔導學生部份採多元管

道，包括社群 facebook、E-mail

皆可與學生諮商座談，時間與空間

更為彈性。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學生人數高達 700 人左

右，行政人員僅助教 2 人與助

理 3 人，人力不足。且其中 1
人薪資由業務費支應，影響經

費之使用，不利系務之運作。

1. 在未能爭取更多正式編制人員之

前，本系以組訓編制外人員，整

合獎助學金研究生之力量，朝向

任務分組、責任交接等方式，暫

解人力不足之限制。 

2. 本系目前辦公室行政人員之數量

已為本校之冠，其中行政助理薪

水部分是由進修在職碩士班隊之

回饋金去支應。此外本系將持續

積極的向學校爭取人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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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空間不足，除缺乏專屬會

議室，研究生亦無專屬研究

室，教師研究室亦偏狹小，師

生之研究環境皆有待改善。 

目前本系召開各項委員會議於系主

任辦公室開會；全系系務會議則於本

系專業教室 3103 國音教室進行，系

務運作流暢。此外教師及研究生研究

空間問題，研究生運用本系 3211 論

文閣及 3212 研究生口試教室進行諮

商與會談，此外可於本系 3214 電腦

教室繕打並進行同儕討論。另本校圖

書管設有個人研究小間，需要之研究

生可向圖書館申請使用。目前學校已

通過規劃新建研究大樓，改善學習環

境並增加研究生個人研究室空間，學

校計畫書如附件 

3-2 高師大研究大樓興建計畫書 
（頁 41）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部份電腦與教學設備過於老

舊，軟體亦未能適時更新。 

近年來為因應應中組之轉型，陸續將

3103、3104 教室全面更新為多媒體

教學教室。並在 3～5樓普通教室添

購 E化講桌，今年已編列預算 65 萬，

更換研究室電腦設備。作業系統及防

毒軟體均由電算中心統一安裝及更

新。本系每年定期於寒、暑假期間全

面檢修電腦及多媒體影音等相關設

備，平時若發生較嚴重之故障則委由

電算中心緊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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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學生反應，學校宿舍網路

速度太慢，不利學生學習。 

依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表示，目前學

校行政單位網路系統運作流暢，學生

宿舍網路從事一般資料查詢運作亦

無組塞蹇滯之虞，只是如果再加上學

生大量下載檔案或是進行網路遊戲

佔用流量，將導致網路速度變慢，爾

後將持續宣導勸說，避免上述情事產

生。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圖書資源不足，不利學生

學習。 

本校圖書館藏書共有 1,820,217

本，中文圖書為 313,478 本，中文期

刊合訂本 41,218 本，中文電子書為

62,193 本，本系上藏書約為 5000

本，同時系上已爭取到 104 年度專項

設備費用採購四庫全書網路版總價

為 990,000 元，並已由校長核定通過

實施，如此將更進一步充實圖書相關

資源。 

3-3 103-104 專項會議紀錄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教師在職進修碩士

學位班、博士班部份】 
該系教師指導研究生之負擔過

重，而分配亦嚴重失衡，部分

教師指導之研究生多達數 10

人，甚至有多達 70 餘人者(尚

不包含暑期中國文學教師在職

1. 本系已獲學校核定同意徵聘二位

專任教師，於 102 學年度 8 月起

聘，將可分擔專任教師之教學負

擔。 
2.本系為進一步改善生師比，同時顧

  及中學教師進修之需求，本系於 

  102.03.08系務會議決議將國文教

3-1 學術發展委員會紀錄（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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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碩士學位班與國文教師在

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必然影響

其指導品質 

  學碩士班（暑期班）由 30 人調整

  為 25 人，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

  期班）由 25 人調整為 20 人，使進

修碩士班人數進一步減少。 
3.本系於101年11月11日本系學術

發展委員會中通過，本系專任教師

每學年度指導研究生（含日博、日

碩、在職進修）之論文上限以 12

人為原則，會議紀錄如附件。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教師教學與負擔過重，易

影響教師研究成果表現。 

1. 本系已於 99 學年度停招夜間及

週末中文在職專班，並已於 100

學年停招書法在職專班，學生人

數逐年降低。（教育部皆已核定在

案） 
2.本系因應專任教師人數不足之問

題，本系已於 102 年 1 月 15 日開

101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師評審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開出 3位教師

缺額。並於 102 年 1 月 18 日上簽

請求開缺，學校也於 102 年 1 月

23 日同意徵聘教師 2名。目前於

102年 2月 4日公告徵聘至 102 年

3月4日收件截止。目前已召開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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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會議，決議開始進行實質審

查，並擬於 102 年度第一學期聘任

之，藉以減輕教師負擔。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尚未設立研究獎勵機制與

辦法，有待改善。 

1. 本系設有「黃芳仁文教基金會」

獎助辦法，其中辦法當中指出「凡

該系之專任教師，在全國性或國

際性之學術會議中，提出論著發

表者，得於學年結束時向本會提

出申請獎助。唯每人每學年，最

多以獎助一次為限。」以及「凡

該系之專任教師最近三年內出版

之學術專著（不含前項所及之論

著、學位論文、升等論文），得由

教師本人於學年結束前，向本會

提出申請獎助。唯每人每學年以

一次為限。」 

2. 此外本校亦設置全校教師研究獎

勵要點，鼓勵教師研究發表。 

4-1 黃芳仁文教基金會辦法（頁 50） 
4-2 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獎勵要點 
（頁 51）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未見教師各項評鑑成績計

分方式與施行細則，亦未見詳

細期刊分級之內容。 

本系的教師評鑑成績積分方式以及

施行細則(如附件)，至於期刊分級將

於本學期學術發展委員會制定分級

標準，並在教師評鑑委員會上討論配

分方式。 

4-3 學國文學系教師評鑑要點 
（頁 53） 
4-4 國文系教師評鑑項目配分表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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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尚未成立系友會，不利於

畢業生回饋系所與系所蒐集互

動關係人之相關資料，及自我

改善機制之建立。 

1.本系每學年度均有「研究所師生」

通訊錄，其中載錄現任與退休教師

連絡方式，以及在學以及畢業生資

訊，方便系所師生間連絡往來。此

外本系每學年度舉辦「所友暨研究

生論文研討會」提供所友之間彼此

交流之空間。 

2.本系目前以歷屆系學會總幹事為

主軸，並自本校實習輔導處取得畢

業校友連絡方式，建立系友之聯絡

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