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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策略  改善時程  協辦單位  

項目一 1. 宜加強與策略聯盟高中之交

流，以利招生。 

2. 宜經常辦理與國內外相關設計

學校交流參訪，藉以提升學生多

元思考能力及國際觀。 

3. 該校亞洲現代美術館積極推展

國際藝術展覽交流活動，宜善用

資源，讓該系學生充實設計的多

元視野。 

1. 本系每年舉辦設計工作坊，包含設計教

育教師組邀請高中老師舉辦美學活

動。培植高中教師視覺藝術和設計創作

知能與設計國際觀，並邀請高中學生設

計工作營隊。 

2. 本系每年舉辦國際設計工作營，透過外

籍名師與學生實際交流授課，讓學生能

有機會拓展創意表達的及多元國際觀。 

3. 亞洲現代美術館對於本系學生專業素

養的養成至為重要，許多課程如設計繪

畫等每學期均安排進入美術館上課，以

俾境教之功。 

1. 持續改善 

2. 持續改善 

3. 持續改善 

1. 招生組 

2. 設計學院 

3. 亞洲現代

美術館 

項目二 1. 宜依不同生源規劃增加選修課

程，以因應學生專業基礎能力之

差異。 

2. 因應社會及學生需求，宜增加選

修課程之彈性及時數。 

1. 因應學生來源之不同需求開設課程或

補救教學，開學前辦理新生銜接課程。 

(有無分組教學？) 

2. 已增加實習等選修課程。 

(跨組選跨系選修？) 

1.持續改善 

2.持續改善 

1. 視傳系 

2. 視傳系 

項目三 1. 宜針對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建

立補救教學機制。 

2. 宜推動學士班有效銜接本系碩

士班的機制，強化碩士班生源基

1. 目前每學期中至學期末會針對學習成

效不佳的學生開設專班做為補救教學

之用。 

2. 目前五年一貫的制度可以做為銜接碩

1. 持續改善 

2. 持續改善 

3. 持續改善 

4. 持續改善 

1. 視傳系 

2.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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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3. 該校位址較為偏僻，延攬經驗豐

富名師不易，建請學校編列經費

酌情補助交通費。 

4. 為穩定師資及長期發展需求，宜

增聘講師級專業師資。 

士班課程的基礎。 

3. 已有業師協同教學制度，延攬經驗豐富

名師的同時，補助授課往返之交通費

用。(是否已有明確的補助方案) 

4. 本系聘請教師皆具有豐富教學及實務

經驗。若講師級教師具有豐富之得獎及

指導經歷，也會積極聘任。 

  

3. 會計室 

 

 

4. 人事室 

項目四 1. 該系缺乏專業展覽空間，學校宜

另覓空間建置。 

2. 部分專業設備之維護與管理，宜

聘專業技術人員。 

3. 宜積極與學校產學營運處合

作，將獲獎與專利成果作授權與

轉移使用 

1. 有關專業展出空間之規劃，本系規劃於

四樓圓形迴廊部分，可以提供學生微型

展覽，於設計學院二樓亦有小型之藝術

中心可提供展覽規劃。 

2. 目前本系專業設備包含有：包裝盒切割

機、雷射雕割機、專業攝影棚、電腦教

室等，皆屬於簡易型設備、數量不多、

且公共意外危險性較低。目前僅由本系

助理維護及管理，並且安排碩士生協助

設備管理事宜。未來本系添購其他較具

技術性或安全性考量較高設備時，再行

建議學校聘任專任技術人員。 

3. 本系積極採用產學合作策略進行專利

開發，並且將產學合作成果參與各項設

計競賽，其成果豐碩，因此多項獲獎作

1. 持續改善 

2. 持續改善 

3. 持續改善 

1. 行政單位 

 

 

 

2. 人事室 

 

 

 

 

 

 

 

3. 產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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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亦為產學合作成果，已轉移使用，未

來亦將針對此策略方向持續努力。 

項目五 1. 宜研擬擴大在校學生短期至業

界實習之機制，有效提升學生之

就業能力。 

2. 宜依畢業生升學或就業流向所

累積之完整資料進行分析，全面

檢視現行課程規劃與諸多教學

品保措施是否尚有改善與調整

的空間。 

1. 針對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從 103學年度

開始實施 7+1就業實習制度，讓大四下

學即將畢業的大四同學有機會到業界

實習半年，除了加強同學得實務經驗也

提升畢業即就業與企業謀和的機會． 

2. 從 103年度開始將整理畢業生流向調查

及雇主滿意度調查．目前畢業生流向部

分已達 95 的填報率，雇主滿意度調查

已有三屆同學的就業資料已進行調查

分析，並據此隨時調整課程與教學品

保。 

1. 持續改善 

2. 持續改善 

1. 職涯中心 

2. 職涯中心 

項目六 1. 宜鼓勵該系教師除了「學術研

究」外，也能多以「設計創作」

發表，強化教師投稿國際期刊和

參與國際展演，以提升該系設計

實力。 

2. 宜鼓勵教師善用校內研究計畫

補助辦法，延續研究能量，持續

發展與創造更好的研究成果。 

1. 本系有「研究社群」及「設計創作」的

組織與運作模式，透過教師共同合作與

資源共享的概念，強化本系設計創作的

能量，教師經常參加各類展演等。 

2. 由系上「研究社群」主動調查與追蹤系

上教師申請校外有關研究計劃案之通

過情形，將未獲補助者轉申請校內研究

計畫補助，以強化本系研究成果。 

1. 持續改善 

2. 持續改善 

1. 各專任教

師 

2. 資發處 

項目七 1. 宜以專案設計或專題研究的方 1. 每學年大四畢業專題的課程均有將產 1. 持續改善 1.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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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產學合作融入課程。 

2. 未來課程可與亞洲現代美術館

做連結，將學生的創意實際應用

於美術館紀念商品的開發。 

3. 近年來該系學生在國際設計競

賽屢獲佳績，並曾成為教育部主

辦「設計戰國策」高教體系第一

名，有此成就著實得來不易。建

議未來不管是學校報名，亦或是

學生自行報名參賽，若學生能夠

榮獲獎項，學校宜給予獎勵與補

助，以達到鼓勵學生參加國際競

賽，強化該系特色之目的。 

4. 在輔導學生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時，需以課程學習為主，再佐以

公益服務。對於確實需要幫助的

社會團體，於畢業專題開始進行

之前，建請學校相關單位舉辦團

體說明會，讓受服務之團體與師

生做充分的溝通，期能將服務成

果之延伸效益持續發揮。 

學融入課程中。本屆已至少有三組結合

產學，包括：范特喜微創文化、光復新

村摘星計劃、及久林企業等，仍持續增

加中。 

2. 103 學年度下學期已將課程結合亞洲現

代美術館藝術與創意商品設計競賽，且

有二組同學獲獎，包括：優選及佳作。

並有得獎作品開發成美術館創意商品。 

3. 目前學校對國際競賽參賽同學已有補

助的機制，每年 30 組，全額補助報名

費及後續費用，出國費用及機票亦另有

補助辦法。 

4. 本屆畢專題目多已確定，擬將於下週期

畢專課程開始前調查需要協助之相關

公益團體，期能將服務學習之成果落

實。104 下學期陸續調查需協助之公益

團體 

2. 持續改善 

3. 持續改善 

4. 持續改善 

 

2. 亞洲現代

美術館 

3. 創意設計

發明中心 

4. 視傳系 

項目八 1. 宜將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擬定改 1. 已擬定改善計畫書及具體執行時程 1. 持續改善 1.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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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計畫書及具體執行時程，以落

實持續循環改善之機 

2. 建議能每一年召開系務發展會

議，或邀請校外相關領域專家提

供系務發展方向的意見與建

議，以正式機制來召開會議較能

促進教師的討論和參與。 

3. 建議與畢業生校友的連繫管道

能夠建立。 

4. 畢業生聯繫與回饋資料，請嘗試

增加簡易統計資料制。 

2. 本系每學期召開系務發展會議，邀請邀

請本系教師，及校外相關領域專家，參

加會議，以求在課程規劃、教師教學與

輔導、學生學習與專業培養、學用合一

方面，更為妥善發展。 

3. 已建立與畢業校友聯繫管道方面，本系

既有下列作為，將賡續辦理：(1)網路

社群溝通平台 Facebook 讓系友及在校

學弟妹多互動、互通有無。(2)利用每

年三月的校慶活動，邀請畢業系友回系

團聚。(3) 建立校友資料庫的 e 化系

統，便於追蹤畢業生流向外，也可幫助

系上教師協助在校學生諮詢及規劃生

涯發展。(4)不定期辦理講座，邀請表

現傑出系友返校為學弟妹分享求學、競

賽經驗。 

4. 畢業生聯繫與回饋資料方面：本系已建

立系友網路社群溝通平台，已將以截圖

方式呈現簡易統計資料。蒐集每年三月

校慶週系友回娘家活動之活動剪影資

料，以圖文方式呈現，作為佐證說明。 

2. 持續改善 

3. 持續改善 

4. 持續改善 

2. 視傳系 

3. 視傳系 

4. 視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