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分享人：賴冠州

IEET 認證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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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沿革

•認證前的準備工作

•準備自評報告書的分工與整合

•學程成果之展現

•檢核核心能力與持續改善機制

• Capstone課程

•認證通過後宣傳

•認證心得



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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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期
(107-112學年度)

第二週期
(101-106學年度)

第一週期
(98-100學年度)

93學年度
成立大學部

96 學年度
成立碩士班

98學年度大學
部通過IEET認證

97 學年度啟動
大學部認證工作

101 學年度更名
資訊工程學系

101學年度大學部及
碩士班通過IEET認證

註：原應在101年底進行大學部期中審查。若順利通過，大學部認證有效期限將延伸至103學
年度。因系所更名及碩士班加入認證，向IEET申請101年底放棄大學部期中審查，提早進入
第二週期審查。

107學年度大學部及
碩士班通過 IEET認證

6年 6年3年



認證前的準備工作

•人的支持是執行前的必備條件

–系所老師

•回想初衷，凝聚教師意願，確立共識，執行決議

•提供教師協助，排除困難

–學校

•校長任期

–學校施政方向修正

•教育部評鑑不再進行

•爭取認證經費 (事前溝通，專簽申請)



認證前的準備工作

–系主任

•系主任任期

–前後任主任，維持認證永續性

»形成系辦公室例行性業務

»系辦秘書列為重要交接業務

–全體教師參與認證，資料文件交接

•堅定信念，提前規劃時程

•必須熟悉認證事務並親自參與

•不要完全由資淺老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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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前的準備工作

•資料準備是長期持續的工作

– IEET認證是長期系務工作

•系辦秘書流動機率比專任教師高

–經驗傳承

•專責教師負責 IEET 事務 (需有獎勵措施)

•系辦秘書列為重要交接業務 (訂定時程/流程)

–資料收集需要所有教師配合

•資料表格明確

•及時並持續收集

–部分資料錯過時間即不易補齊

(如輔導記錄、畢業生問卷、課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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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自評報告書的分工與整合

•事前資料收集

–設計表格，需要的資料一次收齊

–建立資料收集清單，追蹤所有教師各項資料繳交狀況

–擬定資料收集時程 (預留緩衝期)，系主任負責最後催
繳

–系務助理或專責教師彙整，根據IEET格式制作圖表

–請工讀生幫忙整理及陳列各項佐證資料



準備自評報告書的分工與整合

•每年資料蒐集方式及機制

–各類會議記錄 (會議結束後)

•每年IEET諮詢委員會議分析歷年各項資料變化

–學期制資料 (每學期期末前)

•學生問卷 / 專家演講 / 校外競賽 / 輔導紀錄 / 證照檢
定 / 課程評量 / …

–學年制資料 (每學年7~8月前收集)

•畢業生問卷 / 雇主問卷 / 諮詢委員 / 課程變化 / 學生
(轉休退)人數 / 國際交流人數 / 暑期實習人數 / 參訪
活動 / Capstone評量分析 / 科技部/產學計畫 / 系友問
卷(12月) / 程式能力檢定 / 競賽表現 / …

–校院級資料 (認證前)

•各類預算經費 / 空間設備圖儀 / 各類獎勵補助 / …
8



準備自評報告書的分工與整合

•報告書撰寫

–系主任及專責教師負責各規範整合

–規範1、8、9、G.0、G.1、G.8、G.9 (2人)

•曾擔任系主任，瞭解系所設立目標及發展方向

• 6年以上資歷，能分析系友問卷

–規範2、G.2 (1人)

•曾擔任導師，瞭解學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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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自評報告書的分工與整合

–規範3、4、G.3、G.4 (3人)

•瞭解Capstone課程進行方式，能說明學習成效

•瞭解核心能力與課程關聯性，能分析畢業生問卷

•瞭解課程架構及學分組成，能分析成績單

–規範5、G.5 (1人)

•瞭解教師補助與獎勵相關事務

–規範6、7、G.6、G.7 (1人)

•曾擔任系主任，瞭解經費規劃及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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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成果之展現

•對課程內容的要求，維持授課品質

–基礎能力檢核
•程式能力檢定、英文畢業門檻

–鼓勵優秀學生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校內外資訊相關競賽
–輔導落後學生

•程式戰鬥營、同儕課業輔導

–拓展視野
•業界實習、專題演講、校外參訪

– Capstone課程

• Proposal發表、資訊專題競賽、各式書面報告
–碩士班學生相關

•畢業前要求：研究成果發表會、英文投稿

•科技部計畫、產學計畫



檢核核心能力與持續改善機制

•對學生的宣導，讓學生瞭解修課規定

•畢業生/系友/雇主問卷

•課程問卷 (學習成效調查表)

–107學年度之前每科皆調查

–107學年度之後，只進行

•大學部Capstone課程

•碩士班書報討論課程

–105級(104學年度畢業生，103-2開始進行)之後

•針對 Capstone課程，教師依核心能力評分，與學生
自評對照



Capstone課程

•資訊專題

–開課年級

•資訊專題 (I) ：大三下 (2學分)

•資訊專題 (II)：大四上 (2學分)

–課程實施方式

•3 人一組，由一位專任教師指導

–(全班僅允許1~2組為2人，不允許 1人一組)

•專題內容及進行方式由指導老師及同學共同決定

•系上每組補助經費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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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tone課程

–課程要求

•繳交書面報告

•每週進度報告、期中報告、期末報告、成果報告

•參加資訊專題 (I)  proposal 發表及

資訊專題 (II) 資訊專題競賽

•參加系上安排之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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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tone課程

•評量方式

–資訊專題 (I)

• Proposal 發表20%

–各組評分，由本系教師依口頭報告表現評分

•期中成績 35%，期末成績 35%

–個人評分，由指導老師參考書面報告評分 (依核
心能力評分)

•行政成績 10%

–個人評分，依專題演講心得及每週進度報告繳交
情形評分 (依核心能力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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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tone課程

–資訊專題 (II)

•資訊專題競賽 40%

–各組評分，由校外評審委員依系統展示及口頭報
告表現評分

•期中成績 20%，期末成績 30%

–個人評分，由指導老師參考書面報告評分 (依核
心能力評分)

•行政成績 10%

–個人評分，依專題演講心得及每週進度報告繳交
情形評分 (依核心能力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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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專題實施及評量方式沿革

•資工系創系即設資訊專題課程

–持續改善實施及評量方式

•不變的精神

–團隊合作

•3 人一組，由一位專任教師指導

•指導老師及同學共同決定專題內容及進行方式

–整合所學

•利用所學知識解決 (複雜) 實務問題，不是課堂聽講

•必須有實作內容，不是單純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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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專題實施及評量方式沿革

–成果發表

•資訊專題 (I) proposal 發表 (口頭報告)

–(108 級新增，109 級起正式評分)

•資訊專題競賽 (口頭報告)

–(101 級起聘請校外評審委員)

•書面報告

–每週進度、期中報告、期末報告 (99 級起新增)

•系統展示

–實際操作程式，不是影片展示 (105 級新增)

•鼓勵參與校外競賽及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109 級起實施 Rubrics 評量尺規，依尺規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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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專題實施及評量方式沿革

•開課年級調整

–97 級和 98 級學生在大四上下學期進行

–99 級 (第三屆) 以後學生在大三下及大四上學期進行

•配合學生推甄碩士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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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專題實施及評量方式沿革

20

學生級別 課程實施及評量方式改革項目 相關會議

99 級

系上準備開始執行 IEET 工程認證

每週每位同學繳交進度報告，做為學習歷程檔案

 E-learning 系統線上繳交，設定每週繳交時間，逾期不得

補交

101 級

專題競賽增加校外評審委員 (含學界及業界委員)

之前僅由系上教師評審

二個場地同時進行，由校外委員及系上教師代表共同評分

102 級

系上補助每組經費 5000 元

專題競賽全部邀請校外評審委員 (含學界及業界委員)

二個場地同時進行，各安排二位學界委員及一位業界委員

共同評分

101/7/24 系務會

議



資訊專題實施及評量方式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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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級別 課程實施及評量方式改革項目 相關會議

103 級

重視經費規劃與執行

各組需繳交經費預算規劃書向系上申請經費 (每組 5000 元)

新增專題成果公開展示機會

科技教育月園遊會擺攤展示

102/2/21 系務會

議

104 級
各組需繳交 3 分鐘以內影片呈現專題內容

未來一年將於本系中庭持續播放

103/10/23系務會

議

105 級

確立資訊專題 (I)、資訊專題 (II) 為 capstone 課程

新增期中及期末評量機制

各組繳交期中及期末書面報告，指導老師依組別評分

期中、期末及行政成績依據對應之核心能力評分

配合 IEET 工程認證對 capstone 課程評分方式的要求

設定期中、期末及行政成績對應之核心能力及其比重 (專題競

賽除外)

分別依各項核心能力評分，加總後為期中、期末及行政成績

專題競賽新增系統展示階段

系上四位教師依等級 (A/B/C/F) 評比，提供校外評審委員參

考

103/1/24 IEET
認證會議

103/7/15 IEET
認證會議

104/3/19 IEET
認證會議

104/11/5 系務會

議



資訊專題實施及評量方式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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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級別 課程實施及評量方式改革項目 相關會議

106 級
期中及期末成績修改為個人評分

精確呈現每位學生對專題之貢獻度

105/3/17 IEET 認證會

議

107 級
專題說明會提前至大三上學期第 6 週

配合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時程

108級

專題說明會於大三上學期第 8 週

新增資訊專題 (I) proposal 發表

檢視專題進度，評分供各指導老師參考

106/11/28 系務會議

109級

 Proposal 發表列入正式評分項目

系上所有教師評分 (未依據核心能力)

調整期中、期末及行政成績對應之核心能力及其比重

平衡 10 項核心能力比重

訂定 Rubrics 評量尺規 (配合 IEET 要求)

訂定 proposal、期中報告、期末報告等三項目評量尺

規

108/5/7 系務會議

108/6/17 IEET認證會

議

108/6/17 IEET認證會

議



108 級資訊專題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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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日期 事項

106-1 學期
大三上

106/9/18 (開學) 找組員 (3 人一組)

106/11/7
(第 8 週)

資訊專題說明會
 指導老師說明專題題目、資訊專題課程修課規定

106/11/24 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106-2 學期
大三下

資訊專題 (I)

107/2/26 (開學) 開始進行專題實作，繳交每週進度報告

107/5/6 繳交期中書面報告

107/6/7 繳交經費規劃表

107/6/12
Proposal 發表
 期末舉行口頭報告 (3~5 分鐘)

107/7/1 (期末) 繳交期末書面報告

暑假 持續進行專題實作

107-1 學期
大四上

資訊專題 (II)

107/11/11 繳交期中報告

107/11/16
繳交資訊專題競賽相關文件
 專題題目、海報電子檔、系統展示需求調查表、影片授權書

107/12/7
(校慶週)

資訊專題競賽
 系統展示、口頭報告 (20 分鐘)、專題影片 (3 分鐘以內)

108/1/13
(期末)

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
 書面報告、簡報檔、光碟 (含所有專題相關電子檔)

準
備

執
行

成
果



認證通過後宣傳

•學校對外

–招生文宣 / 發布網頁新聞 / 廣告牆

•學系對外

–文宣 / 招生活動 / 更新Logo / 發布訊息於系友粉絲團

•學系對內

–學系聯合班會 / 課堂授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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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心得

•全校進行自辦評鑑，邀請校外委員自評

–唯獨資工系進行IEET認證

•參與IEET認證對學系的影響

–對外

•學系招生影響

•雙聯學制

–對內

•建立教學及輔導之規範準則

•讓學生及家長了解學系教學及輔導之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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