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
IEET受認證學程座談會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呂良正教授
IEET 秘書長兼認證委員會 執行長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臺灣營建研究院 院長
臺灣循環經濟學會 理事長

「報告書進度檢視清單」問題回覆



問題與回覆（規範1 / G.1）
# 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過程面臨問題 回覆

1 1.2 雇主及相關專業團體參與教育
目標的制定及執行成效的評估
，宜加強雇主意見收集參與度
，以利後續檢討改進。

雇主考量隱私問題，導致施
作困難。

雇主意見是系所整體發
展及持續改善的重要依
據，且問卷可在設計上
避免隱私問題，另外，
此問卷也是詢問特定和
一般性問題，領域的影
響應有限。

2 1.4 教育目標的訂定與調整，應包
含校友與雇主之意見。

雇主職場領域太過廣泛，意
見不易集中。

3 1.4 對於確保教育目標的達成雖訂
有三種評量方式，但缺乏具體
的評估方式，及對評估結果的
檢討與修正機制的具體說明。

問卷數不足。 1.校友60份/雇主30份
均為原則，系所得視畢
業生數逕自調整。

2.至少每3年針對2個不
同對象進行教育目標達
成度調查，此次審查應
有足夠的數量進行分析
與後續改善成效說明。

4 G.1 只有一年（106學年）業主教
育目標評估結果，無法了解改
進成效。

因雇主問卷為每兩年統計一
次，故目前僅有106學年資
料，因為暫無其他結果顯示
。

5 1.4 學士班系友對於教育目標宏觀
能力及國際思維之達成度偏低
，應檢討並提出改進之策略。

疫情影響，全面停止國際交
流。

應提出因應疫情的相關
對應措施，而非僅靠國
際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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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覆（規範2 / G.2）
# 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過程面臨問題 回覆

1 2.1 宜分析畢業前的學生與畢業
校友取得專業證照之情形，
作為內部迴圈持續改善之依
據。

分析畢業前學生取得證照之
資料並無困難，但畢業後校
友取得專業證照部分僅能透
過問卷確認，量體不大，且
不易確認是否正確。

可於問卷調查校友時，
請校友提供業界那些是
重要證照，藉此比對目
前在校生證照狀況。

2 2.2 學程與國外學校已簽訂雙聯
學制，宜有具體鼓勵措施確
保雙聯學制之成效。

申請國外留學學費每年至少5
萬元美金(不包含其他費用)且
GPA需達3.0或以上，基本申
請門檻實屬不易。因疫情
(109年至今)之故也影響了同
學申請意願。

既然有雙聯學制，就期
待有成效，以促進學生
學習成果。

3 2.3 針對學生產業實習（暑期實
習），宜思考鼓勵學生參與
實習之相關措施並評估、分
析學生參與暑期實習之成效
，以及對應之改善策略。

近年較少開設實習課程，故
資料不多。

須於報告書中敘明較少
開設之原因，及是否會
影響相關學生學習成果
。

4 2.4 宜提供適當專業實習時數，
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及展現
學生整合資訊設計能力。

近年較少開設實習課程，故
資料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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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覆（規範3 / G.3）
# 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過程面臨問題 回覆

1 3.2 學程目前分四組，建議
Capstone總結評量結果
能分組呈現分析結果，
以了解各組間是否有差
異，例如資應組學生是
否核心能力養成情形與
其他組相當。

由於本系鼓勵學生跨組休課，學生跨組
休課的人數相當多，因此整合性專題實
作課程跨組合作的人數也相當多，因而
無法分組呈現。

就請以實際執行
結果呈現即可。

3 3.1~
3.8

目前只完成應屆畢業生
流向與核心能力問卷調
查分析，宜持續規劃加
強針對家長、校友與業
界雇主等對象之核心能
力達成之問卷調查與分
析，並建立多方教學成
效評量與回饋機制，以
落實持續改善教學達成
教育目標。

家長與雇主之問卷調查回收情況不佳，
無法整體分析。

核心能力問卷調
查對象主要以應
屆畢業生為主，
無須針對家長或
雇主進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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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覆（規範4 / G.4）
# 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過程面臨問題 回覆

1 4.2/
G.4

 研究所課程不宜列在
大學部開課課程中。

 大學部課程不宜列在
研究所課程中。

本系研究生人數較少。 認證是以學程為單位，
無關學生人數，因此還
是必須區隔開。

2 4.1
4.1.1
4.1.2
4.1.3
4.2

學程的課程分析及評估表
，宜重新檢視完整度，部
分科目無勾選或誤植對應
核心能力，質性分析欄位
未針對核心科目進行改善
分析，宜再加強。

部分兼任教師的課程分析及評估
表較難全數完成。

以系上開設的必修專業
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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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覆（規範5 / G.5）
# 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過程面臨問題 回覆

2 5.1 學程雖然已有聘請業界專家協
同教學，然仍建議學程增加業
界師資協同授課，以強化學生
產業知識與技能。

經費有限。 若因經費有限無法聘任
額外業師，請提供其他
改善策略及預期成效說
明。

4 5.7 宜強化教師在相關學術及專業
組織參與情況資料的呈現，並
鼓勵教師多參與其活動。

大部分老師較沒興趣參與相
關專業組織與活動。

參與相關學術及專業組
織活動是維繫及提升教
師專業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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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覆（規範6 / G.6）
# 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過程面臨問題 回覆
2 6.4 改善工作室之工作空間及設備（

每位學生專用圖桌、作品保存空
間），以提升學習環境。

受限於學校/學院有限空間，無法每
位學生有專用圖桌。

若因現實形
況無法調整
，請有措施
確保學生學
習成果不受
影響。

3 6.2
6.4

因應學程在影音與表演藝術專業
發展，宜擴增錄音室、攝影棚與
表演空間。

此擴增需配合學校及設藝學院整體
空間及經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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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覆（規範7 / G.7）
# 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過程面臨問題 回覆

1 7.3 學程實驗室的管理及維護仍由
院級的技術人員負責，人力稍
嫌薄弱，雖已增聘一名專案助
理支援，但仍無法提供全面技
術能力支援。

人力成本考量。 若因現實形況無法
調整，請有措施確
保學生學習成果不
受影響。

2 7.3 學程目前無技術人員，不利實
驗室安全管理及維護。

經費短絀。

3 7.3/
G.7

宜有技術支援人員以利設備維
護。

配合學校人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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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覆（規範7 / G.7）
# 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過程面臨問題 回覆

6 7.2/
G.7

 學程之教師研究案經費宜
能穩定支應教師需求。

 學程之教師研究案經費宜
能穩定支應教師教學與研
究需求，及出席國際研討
會。

礙於國防預算樽節使用之考
量，國防部於研究經費與出
席國際研討會之補助額度有
限，較無法穩定支應。

若因現實形況無法調整
，請有措施確保學生學
習成果不受影響。

5 7.3/
G.7

目前學程沒有專業技術人員
，實驗室之管理主要由行政
助理負責，建議未來可考慮
聘請專業技術人員，以利管
理與維護，對於實驗室安全
也會更有保障。

因應校方人事管控，在校方
尚未核配原額聘任前，將維
持現況由本系現有人員兼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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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覆（其他）
# 面臨問題 回覆

1 本系為首次申請CAC資訊教育認證，惟「進修部二
技班」概念上為大學部三、四年，課程安排只剩2
年，故皆以教授專業課程為主，故沒有辦法在學分
計畫表中滿足數學9 學分的需求，請問是否還有其
他方法可說明並符合此要求？

提供二專或五專畢業生成績單（學分
數）分析，再加上二技之畢業生成績
單（學分數）分析，並加總計算，以
滿足規範4.1.1及4.1.2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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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範檢視清單」仍有學程在規範

1、3、4、9等重要規範尚未達到要求

或仍未執行，請務必於繳交報告書時，

確實檢核並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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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可在這張下面加入規範4重要規範檢視清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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