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年度外部評鑑實地訪評改善策略一覽表-社會工作學系
評鑑項目

建議事項

改善策略

改善時程

項目一

1. 該系各項會議資料偶有出現錯字或數
據誤植狀況，未來還有改善空間。

1. 未來加強檢視文字之繕寫。
2. 本系未來透過學校本系相關網站、FB、

1. 立即改善。
2. 104 年 11 月底以前完

2. 該系學生對學系專任師資員額及學術
Line、班級三導師 meeting、新生說明會、
成。
專長的熟悉度，仍有加強的空間。
實習說明會、成果發表會及系大會加強學 3. 持續進行中。
3. 該系如何因應少子化及大學入學人數
生對於教師員額及學術專長之介紹。
4. 104 年 8 月開始採取多
逐年遞減的衝擊，著墨相對少。換言
3. 本系針對少子化與大學入學人數逐年減
元升等制度。
之，少子化有可能造成學系減班或停
少之部分，除決定盡一切努力提升多元化
招，學校及學系應該有完整的規劃。
之招生策略，配合學校之招生工作，採取
4. 該系產學合作的計畫數量及經費，非常
對於高中職之進班宣導與演講，宣導本系
亮眼，值得肯定。但教師投入大量心力
於教學、輔導及產學計畫執行之際，卻
也相對無餘暇發表學術期刊論文，從而
影響教師職涯發展，尤其升等相對困
難，建議校方及系所能關注此現象。

落點提昇(如本系指考第一組目前已在私
校中排名第三名)、社工師錄取率之情
形，提升本系知名度。此外，也規劃境外
學生之招募，提升陸、港、澳到本系就讀
學生之比例。
4. 本校依照教育部之規範，已訂定多元升等
辦法，凡產學績優、教學績優及研究績優
之教師分別予以不同之升等模式，未來本
系將可依產學模式提出升等，應可避免影

響教師職涯之發展。
項目二

1.

2.

該系上學生對學系教育宗旨、教育目 1. 本系未來會透過學校本系相關網站、FB、 1.105 年 7 月
標及核心能力的熟悉度，仍有加強的
Line、班級三導師 meeting、新生說明會、 2.105 年 7 月
空間。
實習說明會、成果發表會及系大會實習行
該系目前系務發展相當具有願景，但
前說明會及編印小卡片給學生等，加強學
學系大學部一個年級招收兩班、碩士
生對於教育宗旨、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的
學制一個年級招收一班，加上進修部
熟悉度，強化宣導之效果。
一個年級招收一班，在如此數量龐大
的學生員額下，學系教師教學和輔導 2. 本系重視團隊合作，系凝聚力強，教師之
負荷及行政人力是否充足，建請學系
教學、輔導負荷雖重，但並非獨立作戰，
及學校予以改善。
教師經常藉由教學產學社群合作、系務會
議等系上集會場合，相互分享教學及輔導
心得，形成互助及支持夥伴，為教師教學
及輔導提供實質支援及心理支持；系上並
設立實習作業室，聘有一名專任助理處理
繁雜之實習行政業務，有效減輕教師負
擔；本系將於 105 學年度依據學校百師計
畫，將持續聘任符合本系發展需求之專任
教師以分擔教師工作負荷。

項目三

1. 教學評量結果僅呈現量化結果，建議
宜有質性意見表達的設計。
2. 教學評量僅有期末結果評量，建議學
校若能在期中進行教學評量，蒐集意

1.
2.

本校教學評量除呈現量化結果，目前已
有讓學生有質性開放意見表達的設計。
本系已決定參考委員意見，在期中曼陀
師 meeting 時蒐集學生對教學之意見。

見，可作為教師後續調整教學方式的
依據，以利改善。
3. 系上配合學校組織 7 個教師教學社
群，唯不同社群之間的性質不易區
辨，每個社群僅 2-3 位老師，人數過
少，建議社群可依社工課程屬性或系

3.

上學程適時合併，並增加社群教師數
為 4-6 人，以期發揮實質的作用。
項目四

此外，本系大多數科目之教師均有採取
每週一分鐘回饋作為教師後續調整教學
方式的依據，應可改善此一問題。
本系決依委員建議，按社工課程屬性或
系上學程適時合併為 3 個社群，其一為
社工心理雙專業社群；其二為醫務社工
與社會照顧社群；其三為司法保護與弱
勢培力社群，其每社群教師數增加為 4-6
人，以期發揮教學社群實質作用。

1. 在整個大環境影響下，經濟弱勢學生比 1. 由於本系倡導公平正義服務社會弱勢的
例提高，該系自行設置獎助學金，協助
生活急難的學生，立意良好。建議學校
能提供更多資源解決經濟弱勢學生需
要打工又要學習的困境。
2. 100 學年度 1 人、101 學年度及 102 學
年度並無人參加海外國際研討會，建議
未來系上可適時鼓勵碩士班同學生參
與海外國際研討會。

特質，確實吸引較多來自弱勢力爭上游
的學生。本系在運用工讀生時，會考量
其經濟需求，另外學校層級的各種工讀

2.

機會或是弱勢獎學金的給予，本系從創
系之始即向學校當局大力爭取，本此初
衷本系會持續向學校申請相關之補助，
解決學生學習困境。
由導師向碩士班一年級進行新生宣導與
說明如何參與海內外國際研討會；指導
教授協助碩二學生於完成論文初稿時投
稿海內外國際研討會並帶領論文被接受
之學生與會報告。

1.104 年 7 月完成
2.105 年 12 月完成

項目五

項目六

1. 有關雇主滿意度調查，鑑於 100 年後改 1. 本系已依據委員建議，於 104 學年度起針 1.105 年 7 月
根據人力銀行之資料抽樣進行，回覆情
對當年度學生實習機構進行畢業生雇用 2.104 年 12 月
形並不踴躍；建議在實習機構滿意度調
狀況與雇主滿意度調查，以瞭解畢業生學
查時，詢問機構是否有雇用該系畢業
以致用狀況。
生，可一併進行。
2. 本系延聘之課程委員兼有學者及實務界
2. 課程委員會之成員雖來自不同面向，但
之專家，其中實務界之專家如勵馨基金會
除了其他學校教師之外，大多數委員均
陳延道主任即為本系多位畢業生之主
與該系有系友或兼任老師之關係。建議
管。本系將於 104 學年起再增聘一至二位
可以酌增一至二位聘用過該系畢業生
曾為本系畢業生雇主之業界代表為課程
者之業界代表進入該委員會，使課程規
委員，以使本系課程規畫更具前瞻性並符
劃之三角檢定更臻完整。
合業界趨勢。
1. 目前產學合作案均分布於政府部門， 1. 目前非營利組織之督導與員工在職訓練 1.105 年 7 月
多由非營利組織配合組織服務方案經費 2.105 年 7 月
100-102 年僅有三案產學合作對象為
以外聘方式辦理。但本系仍會持續積極 3.104 年 7 月
非營利組織，金額約三十餘萬元。建
協助非營利組織進行員工代訓之課程規 4.105 年 7 月
議開拓非營利組織之合作，以員工代
訓（督導訓練、各式工作坊等）
、員工
協助方案（員工升學諮詢、職涯討論
等）與實習場域提供等互惠作為，進
一步促成不同種類之產學合作。
2. 教師需投注心力之事項多元，若各層
面均欲達成學校的預期目標，恐將斲

劃（例如社區照顧、長期照顧服務、教
保或生輔人員等）
。其次，本系在 103 學
年度，規劃非營利組織之品牌實習，積
極拓展與非營利組織之產學合作事宜。
簽訂之品牌實習機構包括：弘道老人基
金會、老五老基金會、曉明福利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等
知名機構，除爭取學生實習與就業機

會，也將更積極拓展與該品牌機構之產
學合作方案。此外，多組學生的方案實
習於非營利組織內進行，為期一年的方
案實習亦有助於將來產學合作之推廣，
未來將依委員指示，以員工代訓（督導
訓練、各式工作坊等）
、員工協助方案（員

傷教師之身心狀態，更將有礙於教師
對專業、對學生以及對校系之熱情。
建議除了教學本業之外，其餘工作應
視教師個別專長與優勢妥適分配為
宜。
3. 學生受到該系教師之協助，投入許多
不同方面之實務應用學習。然，未見

2.

學生積極投入自發性參與之校內外服
務性社團活動。建議教師在課堂中可
藉由每門課至少邀請一至二位相關實
務工作者到校分享，提升學生主動參
與實務活動之興趣。
4. 100-102 學年度全系期刊論文發表量
23 篇，每位老師平均約 1.5 篇，能量 3.
稍嫌不足，建議系宜有一套輔導與協
助機制，以強化老師們的研究成果。

工升學諮詢、職涯討論等）與實習場域
提供等互惠作為。
在產學、研究服務方面，為避免教師過
度負荷，本系持續配合教師興趣與專長
參與產學與研究群的規劃，主持「臺中
市第一區社區發展育成中心計畫」、「彰
化縣家庭暴力相對人處遇計畫」及「建
置衛生保健社區調查作業中心計畫」三
大計畫，總計 12 名教師投入降低個別研
究與產學負荷。
. 本系自 102 年度開始，更積極配合大
三方案設計與評估課程，結合大四之方
案實習，鼓勵學生參與民間非營利組織
服務計畫外，由學生自行將設計方案參
與「社團法人漢妮之家公益發展協會」
之【漢妮，愛的印拓拳腳行】公益計畫
提案競賽，成績斐然。全國計有 43 組參

賽，本系 14 組參賽，有 13 組進入決賽，
總計全國有 14 組獲獎助，本系即佔有 8
組，分別獲得 10,000 元～60,000 元的方
案資助獎勵金。另外，本校與本系也鼓
勵實務業師協同教學，諸多授課教師亦
邀請實務工作者至課堂上分享其實務工
4.

作經驗，增加學生對實務工作的瞭解。
本系目前主持前述之三大計畫，除推動
社工專業服務以外，也從事此三大主題
實務相關研究，並在國際研討會及相關
期刊發表，二年中合計發表之論文有 11
篇。此外，本系部分教師並能結合國立
暨南大學等大學申請科技部相關研究計
畫，或與實務部門申請人文創新實踐計
畫，並將繼續藉由多主辦或協辦、或參
與國內、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發表研
究成果，並鼓勵教師將研討會的論文改
寫為期刊論文發表，將可增加教師之產
能。

項目七

方案實習小組進入社區實習時，社區督導
是否具備督導資格，建議系實習委員會先

本項問題已於 103 學年度改善，要求在方案
實習小組進入社區實習前，系實習委員會應

行審議

先審查社區督導是否具備督導資格。

104 年 7 月

項目八

1. 系務發展共識會議於每年 7 月召開， 1. 系務發展共識會議確實非常設委員會，
由全系教職員共同參與，非屬系務會
議下常設之委員會性質，建議對本系
務發展共識會議之功能加以定位。

2. 學生學習輔導之運用包括曼陀師、生
活導師與職涯導師等多元措施，唯在
運作上各師功能似有重疊，不易區
隔，建議再作深入檢討，避免疊床架
屋，以強化學生生涯輔導及生活輔導
之實質功能。

是年度總結性質之系務發展會議，但是
準備時間拉長，性質也焦聚於系所整體
發展策略之討論，影響較為非一般系務
會議所能類比，故取名系務發展共識會
議，未來於系務會議下刪除，僅更名為
系所發展會議。並建議一年可舉行一
次，更精確掌握系所發展脈動。

2. 本系目前三導師有不同之功能，曼陀師
掌管選課，職涯導師掌管生涯規劃，生
活導師負責大學生活指導，此乃本校之
特色策略。學校亦將於近期將三導師做
深入討論，如曼陀師、職涯導師有權限
瀏覽選課輔導系統等，並依據系統對學
生進行諮詢，其後填寫諮詢表，最後由
班級導師給予分流建議，以強化學生多
元又整合之輔導實質功能。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04 年 12 月
2.105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