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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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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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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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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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 
1. 該系組織調整後，系務會

議、系課程委員會等設置要

點尚未修訂。 
 
 

1. 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

一。 
2. 系課程委員會之設置要點於 97

年 7 月 17 日通過，101 年 3 月 6
日因應應用華語文學系與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

組合併而修訂本設置要點。 
3. 系務會議設置要點經本系詢問教

務處、人事室等相關單位得知，

本校僅地理系、地科系訂有此要

點，校方並未要求一定訂定此要

點。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報告書係事實陳述；建議

事項已尊重該校做法，僅要求「系務

會議、系課程委員會均宜增加學士

班、碩士班學生代表。」並依此精神

修訂相關會議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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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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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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 
2. 根據該系自我評鑑報告附

錄述明「100 學年度『應用

華語文學系』與『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僑教與海外華人

研究組』整併之教育目標」

之3為培育海外華人文化與

僑教事務人才，然據該系待

釐清問題之答覆，說明其一

為海外華人文化推廣與工

作人才，為目前該系所開之

課程中並無開設培養文化

推廣工作能力之相關課程。

 
 

1. 本系已開設培養文化推廣工作能

力之相關課程如下： 
 98~100 學年度 

華人社會與文化、書法與習

作、儒家文化與經典、英譯華

文名著選讀、中國文化導論、

海外華文文學、多元文化導

論、漢字教學、跨文化交流、

儒家文化與經典。 
 101 學年度新課架相關課程 
臺灣民俗與文化、飲食文學與

文化、華人社會與文化、中國

文化導論、世界華文文學概

論、華人電影導論、華人藝術

欣賞、跨文化交流、多元文化

導論、華人文教導論、華人電

影專題研究、海外華人文學、

海外華人文教研究、文化專題

研究。 
2. 本系已執行之文化推廣活動於

98、99、100 學年度如下：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開設華人文化基礎學養課程，

與實際辦理海外華人文化推廣、華人

文化工作時所需之規劃、執行能力之

實務課程並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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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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客家義民祭」共 3 次 
 企業參訪共 12 次 
 學生海外實習大學部共 106

人次；碩士班共 1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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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改善事項─學士班部分】 
1. 該系開設之跨領域課程

多，師資專長不易滿足規劃

之課程需求。 
 

1. 本系目前已具各領域專長教師如

下： 
 華語教學：蔡雅薰、林振興、

陳麗宇等 
 華語數位科技：籃玉如、舒

兆明(兼任)、張于忻(專案教

師) 
 文學與文化：簡瑛瑛、林振

興、陳麗宇 
 海外華人文化與僑教專長：

王秀惠、簡瑛瑛、楊聰榮、

吳龍雲 
 語言本體學專長：官英華、

陳麗宇、林振興、黃緒文、

蔡忠霖(兼任)  
 教學策略：籃玉如、韓森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小組委員所提之待改

善事項，係依據該系自我評鑑報告書

寄交評鑑中心之版本第 15 頁與實地

訪評現場版第 19 頁，均自承有此問

題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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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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2. 課程跨領域的規劃設計與教師之

專長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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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改善事項─碩士班部分】 
1. 根據該系自我評鑑報告附

錄「應華系碩士班應華組核

心能力與培養專業人才關

聯圖」，該組希望能「培育

華語文數位科技應用與研

究人才」，但在入學學生未

必具有此一方面之基礎的

情形下，該組課程有關數位

科技部分不多，恐難達成數

位科技應用與研究人才之

培育目標。 
 
 

1. 「數位教學能力」為本系應華組

核心能力三項之一，其他尚有「培

育國際華語文數位教學與研究人

才」、「培育跨領域研究與領導人

才」。系上尊重並鼓勵學生多元與

適性專長之發展。 
2. 本系之數位科技能力主要著重學

生對於科技之應用能力，101 學

年度已開設數位科技課程： 
 必修：「數位華語教學專題研

究」 
 選修：「科技促進語言學習研

究」、「華語語言遊戲理論與

應用」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申復意見說明「本系之數

位科技能力主要著重學生對於科技

之應用能力，101 學年度已開設數位

科技課程」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

法，且該系申復意見說明與實地訪評

小組所提之意見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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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事項─學士班部分】 
1. 部分課程宜考慮主動協助

學生至相關學系修習，而非

採自我評鑑報告第 16 頁所

1. 本系感謝委員提出指正，然校方

政策為鼓勵學生跨領域與自由選

修。故本系恐無法規定學生必須

選修某類課程若干學分。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給予學生選修跨領域課程之自由

固無不當，但應注意 25 學分之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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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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擬「必要時，亦鼓勵學生到

系外修習課程」之方式。此

外，亦宜考慮將部分系選修

課程改列為自由選修類，建

議或規定學生必須選修某

類課程若干學分。 

2. 本系配合學校課程規劃，已提高

自由學分數從 100 學年度之前的

6 學分至 101 學年度起的 25 學

分，學生可以自由修習系內外有

興趣之課程。 
  

意修讀是否影響專業基本能力之

養成，因此建議「部分課程宜考

慮主動協助學生至相關學系修

習」。實地訪評小組所指之「主動

協助」，並非「規定學生必須選修

某類課程若干學分」。 
2. 實地訪評報告書後段所指為「系

選修課程改列為自由選修類」部

分，與該系申復意見 1 所指者不

同。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 
1. 該系 98 至 100 學年度，雖

有 10 位專任教師與多位合

聘、兼任及業界教師支援，

然其中有 7 位專任教師，授

課內容過於龐雜，且所有教

授之課程都超過 6 門以上，

其中 2 位教師授課更高達

10 門或 11 門之多，若未能

及早檢討改進，對教師教學

1. 本系為 96 年新設，98、99 學年

度因學生升上大三、大四，課程

變多，故部分教師在此過程中承

擔較多課程，此為過渡現象。 
2. 本系 100 學年度已有 9 位專任教

師、1 位專案教師、3 位兼任教

師，個別教師開課數過多的情況

已經全面獲得改善。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小組所提之待改善事

項係事實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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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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負擔與學生學習情緒，皆會

造成不利之影響。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 
2. 該系近三年共5個學期的教

師教學評鑑結果，全系平均

分數都高於該校鎖定合格

門檻的 3.5 分以上，分別在

4.05 至 4.33 分之間。但就個

別教師的平均分數來看，分

數在 2.95 至 3.95 分的教師

達 8 人次之多，有待了解其

原因及早檢討。 
 
 

1. 感謝委員建議，然本系主管無法

在接獲評鑑結果時，針對各別課

程、教師召開檢討會，原因如

下。 
2. 教學評鑑未達 3.5 分，本校有完

整機制處理，以＂密件＂方式，

通知教師撰寫自評報告及改善

方針，並由系所主管、院級及校

級進行個別了解與輔導，依法不

能召開教師檢討會。 
3. 目前為止本系未達校方規定門

檻者僅有 1 門課程。該老師已依

學校要求機制中報告說明，並已

獲得極大改善，目前評鑑分數皆

已達 4.0 以上。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報告書所述，非指針

對教師個人召開會議，而是當低於系

平均分數之人次頗高時，是否仍屬個

人問題造成，宜針對各種形成原因與

缺失提出改進意見。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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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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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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改善事項─碩士班部分】 
1. 101 學年度招收「華語教學

應用組」學生 7 名、「僑教

與海外華人研究組」學生 8
名，加上原僑教與海外華人

研究組尚有多位學生未畢

業，然該組僅 2 位教師負

責，雖有 1 位於本年度加入

支援，兩組師資仍欠均衡。

 

1. 本系碩士班應華組的老師主要需

擔負大學部 200 多位學生課程，

故師資人數較海華組教師多。 
2. 碩士班兩組教師亦相互支援，課

程亦可以互選，並有專業兼任教

師協助授課事宜，例如：任弘老

師協助開授「僑教實務專題研

究」，中研院湯熙勇研究員與歷史

系合開選修課程「北美華人研

究」。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報告書係事實陳述。

2位專任教師負擔其中一組研究生之

教學與論文指導工作，難謂均衡。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 
1. 導師晤談學生的紀錄資料

不完整，有待改進。 
 
 

1. 本系已依校方程序填寫。 導師有

其自我輔導學生機制，如團體聚

會、小組討論、讀書會、個別晤

談、email 聯繫等。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經查該系申復意見所附之附件四

僅係空白表格，未見提出具體晤

談紀錄表。 

2. 實地訪評小組仍建議該系宜真實

記載導師與學生之晤談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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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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學士班部分】 
1. 學士班學生反應系上外語

課程偏少，僅開德語及法語

課程，今年則開德語及西班

牙語，日語及韓語則為通識

課程，對於想選日語及韓語

等第二外語課程之學生，常

有選不到之情形，有待改

善。 
 

1. 本系於 98、99、100 學年度均已

輔導學生修習外語課程，說明如

下。 
2. 98 學年度經學生意願調查後，特

請東亞學系王恩美教授支援應華

系學生所需開設日語課程，後因

本系學生實際選課人數不足，故

於加退選截止日後停開。 
3.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校方已統

一規定由通識中心開設全校性外

語課程。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第二外語課程之問題，不在開

課單位為何，而是學生能否選到課的

問題。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學士班部分】 
2. 學生因為海外實習或服務

學習之因素，常需延後畢業

時間，有待改善。 
 

1. 感謝委員提出指正。 
2. 98~100 學年度大四仍有必修

課，101 學年度調整課程架構後，

大四已無必修課，故學生可進行

實習並如期畢業。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在

意見申復範圍。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學士班部分】 
3. 該系海外實習甄選制度，尚

不夠公開化、透明化。 
 

1. 本系甄選海外實習生得依照各國

各實習機構所提出的需求與標

準，甄選資格與評選標準一律公

開化透明化，系上均事前公布系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申復意見所附之五之二係為

102 學年度實習調查意願表，屬實地

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在意見申復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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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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網並 email 通知學生甄選資格，

告知學生應該符合哪些基本門

檻。 
2. 甄選學生過程，必須評量學生所

提供外語能力、教學相關證明資

料以及學生學習態度、能力考量

和個人特質等進行評選。 

圍內。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碩士班部分】 
1. 96 至 100 學年度碩士班學

生有延畢現象，有待了解實

況，並予以輔導。 
 

1. 本系碩士班為 101 學年度方由原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併入本系。 
2. 本系於 101 學年度整併後已注意

到此一現象，並已進行處理與輔

導。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小組所提之意見係為

該系自我評鑑報告書所述與實地訪

評當時所見，做事實之陳述。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 
1. 該系「中期發展目標」列有

「規劃專題研究室，成為國

內相關研究中心」之項目，

然過去三年未見針對此項

目有相關具體規劃。 
 

1. 本系自評報告書中之中期目標為

101~105 學年度，非 98~100 學年

度已進行事宜。 
2. 101 學年度起正在籌畫海外華人

文學研究中心，目前進行之主題

為「海外華人文學在臺師大」，由

本系簡瑛瑛老師、國僑學院潘朝

陽院長、圖書館陳昭珍館長主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所提之申復意見與實地訪

評小組之意見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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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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籌，另外尚有英語系、東亞系、

華語系等部分教師參與。 
3. 已於 101 年 12 月 19 日舉行第 1

次協調會，共同籌劃後續短中長

期如：研討會、演講、專書出版、

成立研究中心等相關活動。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共同部分】 
2. 該系教師在研究、教學、服

務及輔導各方面表現優

良，然就人力資源而言略顯

不足，導致教師工作繁重。

 
 

1. 謝謝委員的肯定。本系相關說明

如下 2.3.。 
2. 系上提供研究生獎學金，讓研究

生擔任教師課堂助教，減少教師

之教學負擔。 
3. 系上聘有「專案助理教授」，可實

際減少教師的研究與教學負擔。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所提之申復意見與實地訪

評小組之意見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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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改善事項─學士班部分】 
1. 據該系截至 101 年 10 月之

統計資料中顯示，41 位畢業

生中，僅 2 人通過教育部對

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比率

偏低。 
 

1. 感謝委員提出指正，本系通過對

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如下說明

2.3.。 
2. 附錄 5.1 數據資料因尚有部分學

生的資料未即填入，本系學士班

目前兩屆畢業生通過對外華語教

學能力認證者共 8 人；具有數位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待改善事項係依據該系自我評

鑑報告與實地訪評當時所見，所做之

事實陳述，且該系未提供相關佐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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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者共有 41 人。

3. 經系辦調查後，部分學生因考試

制度改變，故尚需補英文成績方

得取得能力認證證書，另外其他

尚有幾位第 2 屆畢業生延畢，故

仍未具考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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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改善事項─學士班部分】 
1. 畢業生依據實習經驗表達

在學期間未能充實中國

結、扯鈴等民俗技藝，課程

中雖有「中國民間技藝」之

規劃，但未曾實際開課。 

1. 本系開課、聘任師資得校方法定

程序辦理。 
2. 國內各大學應華系所均無開設此

一課程。 
3. 此課程已無在 101 學年度課程架

構內。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小組係陳述實地訪評

所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