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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該所以「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為發展特色，切合學校「國際化、資訊化、 

未來化」之三化教育理念。(附錄 0-1-1) 

2. 該所「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特色，於所務及課務全面貫徹，例如重新設計 

精神標誌，將本校書卷廣場雕塑連結世界關係和台灣圖像(附錄 0-1-2)；104 

年 2 月 4 日課程會決議擬定該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附錄 1-1-2，1-2-1)； 

課程內容與科目配合(附錄 1-7-1、1-7-2) ；國際交流活動和台灣本土關懷 

活動(附錄 1-7-7) ；以及要求學生英語能力及開設全英語課程(附錄 

1-2-5、1-2-6)等，顯示該所有組織性且有效率的貫徹企圖發揚的特色。 

3. 訪問畢業生與在校生，皆認同該所特色，且熟悉該所特色。 

4. 先前內部評鑑亦肯定該所之課程設計和教學安排能切合該所特色。例如使用 

iEARN 或 Facebook 平台與他國學生交流，同時落實學校要求的國際化和資 

訊化理念。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

建議 

1. 該所有 7 名教師皆課程與教學方面專家，然排課較緊，建議教育學院內各系 

所有相關課程可由該所師長協助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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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該所教師數量充足專長多元，教師的學經歷和國際化經驗豐富，整體素質相 

當優越，加上學生高度的肯定教師教學表現，足以顯示該所師資現況頗能達 

成各學制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附錄 2-1-1、附錄 2-1-7、學生 

訪談) 

2. 教師教學能將之特色「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融入課程規畫與教學實施之 

中，讓學生在修畢課程之後自然而然形塑該所的特色素養。(附錄 1-4-2、 

附錄 1-4-3、學生訪談、教學現場訪視) 

3. 該所能配合專任師資結構四位教授和三位助理教授，由資深教師帶領新進教 

師組成各種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特別是「Mentor & Mentee」、「新進教 

師陪談計畫」等，有助於形成該所同儕關懷和相互支持的優良組織文化和氣 

氛。(附錄 2-6-1、簡報、教師晤談、實地訪視、學生訪談) 

4. 教師能依據課程所要培育的核心能力進行多元且創新的教學方法，尤其為培 

養學生全球視野和在地關懷的特色素養，許多課程都能結合相關計畫導入創 

意的教學策略，如導入強調體驗、參與、思辨、和戲劇等方式的樂施會組織 

世界公民教育方法、善用國際教育數位平台 iEARN、跨國移地學習以及日本 

學習共同體探究旅程等多元方式。 (附錄 2-8-1、附錄 2-8-2、附錄 2-8-3、 

附錄 2-8-4、簡報、教師晤談、學生訪談) 

5. 教師對學生無論在修課或指導論文撰寫過程中所展現的教育、愛、關懷與榜 

樣的身教，凝聚了學生包括畢業生對於該所的向心力與影響學生在教育現場 

的實踐。(簡報、教師晤談、學生訪談、實地訪視) 

6. 該所各個課程的學習評量多元化之外，該所也舉行 Gallery Walk 輪站互學 

學習成果發表以及論文構想發表等，不但能進一步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況，也 

能達到所內師生相關觀摩和學習的風氣。(附錄 2-1-7、簡報、教師晤談、 

學生訪談、實地訪視) 

7. 該所有明確的教育目標、特色和核心能力以規劃相應的課程，並能進一步

結 合該所、學校和政府資源來促進研究生的學習和發展，並獲得多贏的實務

學 習結果。(附錄 1-7-1、附錄 1-7-2、附錄 2-8-2、附錄 2-8-3、簡報、教

師 晤談、學生訪談、實地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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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1. 該所以課程與教學的理論探究與實踐為焦點已有優異的成效，未來因應並滿 

足學生的不同任教科目課程探究的需求，建議可以擴大與相關科系進行合 

作，如：有關數學課程與教學領域的探究與發展可以和數學相關科系進行相 

關合作。 



 

7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該所自 96 學年成立，重視課程與教學研究及實務專業能力的培養，針對學生 

輔導與學習資源的提供有以下特色及優點： 

1. 在提供學生學習輔導的做法：該所運用始業輔導、課程強化之輔導、導師之 

學習輔導、參與研究計畫、論文輔導、同儕輔導，輔導成效優，學生滿意度 

高。(附錄 3-1-9) 

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該所之圖書或期刊資源豐沛；儀器設備與教室設備 

佳。(附錄 3-2-1) 

3. 提供學生實習合作與生涯連結：該所以安排到合作實習學校或機構，強化學 

生文教業界實務經驗，學習成果佳。另外，實務講座及業師演講與業界參訪 

活動，受到學生的喜愛與肯定，學習效果佳。(附錄 3-3-1) 

4. 教師指導研究生之情形：該所教師指導研生之學習情形，受到學生們高度的 

肯定，感到滿意。(附錄 3-1-9) 

5. 提供學生課外活動作法：該所為豐富學生的多元學習，以舉辦專題演講、學 

習成果展、校外參訪、姊妹校學術交流活動、學術研討活動，增強全球視野 

與在地關懷，具體成效佳，受學生肯定，滿意度高。(附錄 4-5-2) 

6. 提供學生生活輔導的作法：該所以導師制度、家族制、教學研究會，藉由 

Facebook 及 Line 的群組，互動討論分享效果佳，能適時關心學生的學習情 

形，適時提供協助。(附錄 1-7-10) 

7. 各學制提供學生生活輔導的做法，能呼應產學合作的方向，藉以提升學生的 

生涯就業機會，具體成效佳。 

8. 該所參與學校特色計畫，進行姊妹校交流活動、業師請益、企業參訪、國際 

移地學習，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佳。(附錄 3-8-1) 

9. 國際化及外語環境執行，以每年提供 1 門全英語授課，提昇學生的英語聽力 

與表達能力。另外，近年來與日本進行學習共同體交流活動之具體成效佳。 

(附錄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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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1. 大陸籍學生加入修讀學程，對於該所研究生在課程的學習、相互交流及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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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機會都有積極的幫助，建議能酌增大陸交流生之招收管道或模式，可以增加 

學生接受多元文化及學習刺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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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術、專業與服務表現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該所 101 學年度有專任教師 6 名，合聘 4 名，兼任教師 1 名。102-103 學年 

度，有專任教師 7 名，合聘教師 3 名，兼任教師 1 名。其中，專任教師部分 

有教授 4 位，助理教授 3 位，教師學術發表量佳，學術活動積極，專業與服 

務表現優良，且皆通過貴校教師評鑑(附錄 2-1-1)。 

2. 該所全所師生投入「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積極引進國內外政府及民 

間資源，辦理國際教育專業服務、國際交流學習活動、國際研討會學術活動 

(如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的佐藤學、秋田喜代美等國際學者)、樂施會國際合作 

計畫、學習共同體專業服務、雙北市各類學校評鑑，進行跨國學術專業服務， 

在國內的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相當具有特色(附錄 4-2-1、附錄 4-2-2、附錄 

4-2-3、附錄 4-2-4、附錄 4-2-5)。 

3. 該所教師之學術研究正逐步落實「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特色，每年皆 

有相關研究及論文發表。教師於 101-103 學年度進行 10 件「全球視野」相 

關研究計畫，12 件「在地關懷」之弱勢學生之關懷的相關計畫。在論文發 

表方面，101-103 學年度教師發表「全球視野」面向之研究 4 篇，「在地關 

懷」研究 19 篇，學術研究能量佳。(附錄 4-1-1、附錄 4-1-2、附錄 4-1-3、 

表 4-1-3)。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

議 

1. 建議該所教師的研究計畫及論文發表或其他學術專業表現，未來可進一步將 

「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雙主軸整合成一個主軸，則將更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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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該所創立 9 年，畢業生迄今共 42 位，由於該所碩士班與碩專班幾乎全為在 

職生，無就業問題，且對所上開設之課程運用在實務層面上，皆有高度的評 

價並展現充分的凝聚力。 

2. 能運用多元方式追蹤了解畢業生現況如成立所友會、辦理校座談、運用官方 

網站成立校友園地、建立 FB 等方式了解畢業生的狀況(報告書 P63-64) 

3. 畢業生皆肯定所學對其工作與人生甚有幫助(報告書 P63-64、附錄 

451-453)、例如翻轉教育、學習共同體、國際教育等皆為教育現場所需，學 

習後亦能充分運用在教學歷程，且對教學實務很有幫助；畢業生亦肯定課程 

的實施與設計對拓展視野與提升教育理念有所助益。 

4. 蒐集各利害關係人對學生學習成效之評價，且有積極之因應措施，如能整合 

教師、在校生、畢業生與雇主之建議，進行課程之調整與實施，以提升較欠 

缺的外語力(報告書 69-70)；運用移地教學策略提升所內師生對國際化的體 

驗。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1. 該所可考慮多致力招收外籍生，以藉溝通互動提升學生外語力(對應雇主滿 

意度量表報告書 P69)。 

2. 該所新爭取之資源與計畫(如出國研討)的訊息，可運用相關管道知會所友， 

讓畢業所友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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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前次評鑑已指出該所二學制學生要求不一，該所已費心討論，針對二學制學 

生要求的異同，有一清晰明確的觀點，並反映在 104-106 之核心能力及畢業 

要求上。 

2. 該所因應課程教學發展之世界趨勢，面對台灣課程教學改革現況，在所務會 

議及課程會議積極討論，次數頗多，顯示隨時在修正調整以因應時代的趨勢 

與環境需求。 

3. 該所能依據歷次評鑑的結果積極改善，在少子化趨勢的時代，招生情況良 

好，學生人數仍持續增加，顯現出辦學績效卓越。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

議 

1. 該所在「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的主軸具有特色，宜持續透過修訂課程 

結構及課程內容，建議可增開相關課程及活動加以配合，並重視外語能力培 

養，以落實該所的優點特色，提升學生的整體學習成效。 

2. 該所每位教師皆安排 1-2 位導生全面輔導學生課業與生涯發展，這是很好的 

措施。建議碩專班學生的輔導亦能有一些規劃。 

3. 該所特色雖已回應學校國際化教育理念，且開設全英語課程，建議對於全英 

語課程之開設能有更多鼓勵措施，以保障其每學期能開設，且吸引更多學生 

修習。 

4. 該院有教育科技學系，且學校亦列資訊化教育理念，建議在現有基礎上，可 

與教育科技學系合作，開發有關課程。 

5. 外籍學生加入修讀學位，對於該所之國際化程度的提昇有積極的助益，建議 

酌增招收外籍學生的管道或模式，例如增加美國籍以外的學生名額，如歐 

洲、東南亞、非洲或中南美洲等國家之學生管道。 

6. 建議擴大招生管道，促使學生來源更多元化，以充實所友背景。 

7. 該所近年來辦學績效卓越，招生情況良好，學生人數持續增加(今年碩士班 

招生 15 名，碩專班招生 17 名)，因此，建議在上課空間及教室型態可再增 

加類型，進一步規劃增加研究生個別研究空間、上課教室及師生研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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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自我改善計畫表 

（外部評鑑結果回應） 

碩士班評鑑認可結果：通過 

博士班評鑑認可結果：通過 

項目 外部評鑑委員建議 
受評單位回應說明或初步改善計畫及

因應方案 

項目一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1. 該所有 7 名教師皆課程與教學方面專家，

然排課較緊，建議教育學院內各系所有相

關課程可由該所師長協助開課 

一、目前由本所支援之系所有教育學院共同

科、教科系、教政所及師培中心等單位之

課程。 

二、希望長期穩定合作機制，不隨意更動，確

保教師課務穩定。 

 

項目二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1. 該所以課程與教學的理論探究與實踐為焦

點已有優異的成效，未來因應並滿足學生

的不同任教科目課程探究的需求，建議可

以擴大與相關科系進行合作，如：有關數

學課程與教學領域的探究與發展可以和數

學相關科系進行相關合作。 

一、有關學科教學，鼓勵修習教育學程至專門

科系(例如數學系)做更專精的探討。 

項目三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大陸籍學生加入修讀學程，對於該所研究

生在課程的學習、相互交流及成長機會都

有積極的幫助，建議能酌增大陸交流生之

招收管道或模式，可以增加學生接受多元

文化及學習刺激的機會 

一、104-2大陸交換生已有 2 名、外籍生有美

國 1位、越南 1 名，對於本所學生課程學

習上增加了多元文化的學習機會。 

項目四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1. 建議該所教師的研究計畫及課程所論文發

表或其他學術專業表現，未來可進一步將

「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雙主軸整合

成一個主軸，則將更具特色。 

一、鼓勵老師在研究計畫、論文發表或其它專

業表現將「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雙

主軸整合成一個主軸，更能發展課程所的

特色。 

項目五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1. 該所可考慮多致力招收外籍生，以藉溝通

互動提升學生外語力(對應雇主滿意度量

表報告書 P69)。 

2. 該所新爭取之資源與計畫(如出國研討)的

訊息，可運用相關管道知會所友，讓畢業

所友參加。 

一、104-2大陸交換生已有 2 名、外籍生有美

國 1位、越南 1 名，對於本所學生課程學

習上增加了多元文化的學習機會。 

二、本所老師科技部計畫、教育部及樂施會專

案計畫專案，找所友及其服務學校共同參

與。 

項目六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1、 本所每學期皆開設至少 1門全英語授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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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外部評鑑委員建議 
受評單位回應說明或初步改善計畫及

因應方案 
無 

三、針對未來系所發展之參考建議 

1. 該所在「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的主

軸具有特色，宜持續透過修訂課程結構及

課程內容，建議可增開相關課程及活動加

以配合，並重視外語能力培養，以落實該

所的優點特色，提升學生的整體學習成

效。 

2. 該所每位教師皆安排 1-2位導生全面輔導

學生課業與生涯發展，這是很好的措施。

建議碩專班學生的輔導亦能有一些規劃。 

3. 該所特色雖已回應學校國際化教育理念，

且開設全英語課程，建議對於全英語課程

之開設能有更多鼓勵措施，以保障其每學

期能開設，且吸引更多學生修習。 

4. 該院有教育科技學系，且學校亦列資訊化

教育理念，建議在現有基礎上，可與教育

科技學系合作，開發有關課程。 

5. 外籍學生加入修讀學位，對於該所之國際

化程度的提昇有積極的助益，建議酌增招

收外籍學生的管道或模式，例如增加美國

籍以外的學生名額，如歐洲、東南亞、非

洲或中南美洲等國家之學生管道。 

6. 建議擴大招生管道，促使學生來源更多元

化，以充實所友背景。 

該所近年來辦學績效卓越，招生情況良好，學

生人數持續增加(今年碩士班招生 15名，碩專

班招生 17名)，因此，建議在上課空間及教室

型態可再增加類型，進一步規劃增加研究生個

別研究空間、上課教室及師生研討空間。 

程，以增加培養學生外語能力。 

2、 本所已進行導師及家族制，每位安排碩士

班及碩專班各年級數位學生，目前皆於持

續落實做。 

3、 本所配合學校多元管道招收大陸生及外籍

生之政策，於 104年度春季班招收 1 位外

國籍學位學生，105 年度春季班招收 1位

越南籍的學位學生，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招收 2位大陸交換生。 

4、 本所日後規劃與教育科技學系協調合作合

作，開發有關課程，本所教師目前支援教

科系科程為「課程發展(必修)」二班、

「教育測驗與評量(選修)」。 

5、 針對本所學生招生名額之增加，教室空間

不足使用，已安排使用其它系所、師培中

心之教室使用，至於研究室空間之使用，

每位研究生皆可申請使用。 

*通識教育評鑑單位請自行刪除項目六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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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所設立於 96學年度，至今已屆 8年。本所於 98學年度通過

第一週期大學系所評鑑，101學年度完成第二週期大學系所系所評

鑑之內部評鑑，刻正配合本校經教育部核准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進行新週期之教學單位評鑑。 

    本所呼應本校「國際化、資訊化、未來化」之三化教育理念，

以「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為辦學特色，本所課程設計、學生學習、

教師研究及專業服務，皆聚焦於此，並著有績效。103學年度有碩

士班畢業生 10名，在學學生 21名；本所 101學年度增設碩士在職

專班，目前有畢業生 11名，在職學生 25名；本所提供學生理論與

實務並重的學習機會，訂有嚴謹修業及論文品管機制，學生在專業

及實務表現優良，畢業生對本所提供之專業訓練感到滿意。本所師

資人數充足，103學年度有專任教師 7人，其學術專長多元，並依

專長授課，學生教學評鑑結果優良；由於本所招生人數不多，教師

授課要開足學分數是一項挑戰。 

    本所呼應學校特色計畫，申辦校內各類實務課程、活動與計畫，

並積極爭取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 INGO等外部資源，戮力耕耘本

所發展特色。本所配合學校全面品質管理之學校治理精神，在學校

整體規範架構下，以 PDCA循環檢核所務發展，定期進行教師評鑑

與關鍵表現指標(KPI)達成情形之評估，並透過正式課程授課、非

正式課程活動、輔導、聯誼等多重管道，釐清所務問題及改善方針，

期能在少子化趨勢中化危機為轉機，不斷挺進更新，持續為國家及

社會之課程與教學專業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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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導論 

一、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之歷史沿革 

本校先於 92學年度成立「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先後由黃

炳煌教授與陳伯璋教授擔任中心主任。復於 95學年度籌設「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由高熏芳教授擔任籌備主任，並於 96學年度經

教育部核定，正式成立，每年招收 10名碩士班學生。96-99學年

度由游家政教授擔任第一、二任所長，建置課程架構及相關規定，

並於 98學年度通過第一週期大學系所評鑑。100-101學年度由宋

佩芬副教授擔任由第三任所長，於 101學年度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簡稱碩專班)並招收第一屆學生 12名，於 101學年度完成第二週

期大學系所評鑑之內部評鑑。102學年度起由陳麗華教授擔任第四

任所長，經學校招生委員會核定 104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增為

15名，碩專班招生名額增為 17名，105學年度碩專班招生名額再

增至 21名。 

本所自 96學年度創設至 98學年度之教育目標，主要是配合本

校國際化、資訊化、未來化的三化教育理念，強調培育「國際化、

資訊化及未來化視野之課程與教學研究與實務專業人才」。自 99

學年度起，為了兼顧全球視野與在地認同，特別增置「在地關懷」

之目標，更於 101學年度進一步將「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local commitments）訂為本所的發

展特色及學生的核心素養。本所的發展特色，在「全球視野」部分

是延續自本校三化教育理念，在「在地關懷」部分則是落實課程與

教學的實踐本質。本所教育目標歷年一致，皆為培育學術研究、學

校實務、及文教產業之人才（表 0-1-1）。 

表 0-1-1  101-104學年度本所碩士班與碩專班之培育目標 
表 0-1-1 

班

別 

培育目標 

碩

士

班 

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學學術研究與專業實務人才，包括： 

1. 各級（各類）學校、教育行政與研究機構之課程與教學學術研究人才。 

2. 各級（各類）學校課程與教學領導、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鑑等專業人才。 

3. 文教產業機構或組織之教育方案規劃、設計、實施與管理等專業人才。 

碩 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人才，所培育之人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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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班 

1. 各級（各類）學校、教育行政與研究機構之課程與教學學術研究人才。 

2. 各級（各類）學校課程與教學領導、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鑑等專業人才。 

3. 文教產業機構或組織之教育方案規劃、設計、實施與管理等專業人才。 

此外，本所為了提升碩士班學生之就業能量，於 100學年度

與本校企業管理學系共同規劃設立「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

學分學程」，擴大學生發揮其課程與教學專長於教育相關產業市場，

並符合本所人才培育的第 3項目標。 

本所 103學年度本所重新檢視 96學年訂定之「97-105學年度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務發展計畫」【附錄 0-1-1】之實施進度和成果，

重新擬定 104-106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附錄 0-1-2】。 

 

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所已於 97學年配合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實施之

第一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並於 98學年核定通過。接著，配合

原訂 103學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時程，本所自 100學年

度起展開第二週期之教學單位評鑑作業，並於 101學年度完成內部

評鑑。 

    唯本校於 102學年度獲教育部自我評鑑機制認定，並通過本校

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備查。故本校於 103學年度第 1學期依本校自

訂自我評鑑機制，啟動新週期之教學單位評鑑，預定於 105年 6月

提出自我評鑑結果報部核定。 

        根據本校「103-104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實施計畫及執行

手冊」規定【附錄 0-2-1】，各系、所、中心「以至少每五年評鑑一

次為原則，以提升辦學品質與水準。另規定本次所務外部評鑑涵蓋

的範圍為 101、102及 103學年的所務。本所據此規劃 103至 104

學年度所務評鑑時程，包括內部評鑑與外部評鑑兩大階段如表 0-

2-1。教育學院並定期追蹤本所內部評鑑工作流程與進度。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0-1-2】課程所104-106學年所發展計畫201502011.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0-2-1】--103-104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實施計畫及執行手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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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1  103 至 104 學年度本所所務評鑑時程規劃詳細工作項目內容 

學

年

度 

學

期 
階段 日期 工作項目 

辦理

單位 

1

0

3 

1 

內 

部 

評 

鑑 

撰寫 

自我檢核

報告 

103.9.1 – 

103.12.31 

成立內部評鑑工作小組。 

本所 

提出內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經教育學院審議後由

校長核定。 

完成自我檢核報告，陳報教育學院與送印。 

將自我檢核報告寄送內部評鑑委員審閱。 

2 

實施 

內部評鑑

實地訪評

及結果改

善 

104.1.1 – 

104.6.30 

內部評鑑委員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內部評鑑委員進行實地訪評。 

針對內部評鑑委員之評鑑報告提出相關說明及自我

改善計畫，並修正自我檢核報告。 

申請 

外部評鑑 

104.7.1 – 

104.7.31 

辦理經費核銷與申請外部評鑑（與教育學院提出外

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 
本所 

「外部評鑑委員審議小組」審議名單後，由「自評

鑑指導委員會」核定。 

品保

處 

1

0

4 

1 

外 

部 

評 

鑑 

實施 

外部評鑑

實地訪評 

104.12.10 

– 

104.12.11 

將外部評鑑資料陳報教育學院後，由院送請外部評

鑑委員審閱。 

本所 

外部評鑑委員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外部評鑑委員進行實地訪評。 

撰寫自我

評鑑總結

報告 

104.12.1– 

104.12.31 
提出自我評鑑總結報告及辦理經費核銷。 

2 

報部申請認

定 
105.1.1 – 

105.6.30 
撰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報部申請認定。 

品保

處 結果公布及 

後續作業 

105.7.1 – 

105.7.31 
辦理經費核銷與評鑑作業檢討改進。 

（一）前置作業 

         本所於 103 學年度上學期成立「評鑑工作小組」，由所

長陳麗華教授擔任召集人，本所全體專任教師為成員，分別負責

評鑑項目之自我檢核工作（表 0-2-2）。 

        此外，本所推薦 6名校外專家，由校長遴選 3名為評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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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並於 104 年 3 月 27 日進行實地訪評。3 位評鑑委員肯定本 所

辦學績效，一致通過評鑑認可。本次評鑑總結意見，建議及回應說

明，詳如【附錄 0-2-2】。 

 

表 0-2-2 本所「評鑑工作小組」之分工 

項

目 

項目一 項目二 項目三 項目四 項目五 項目六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與

課程設計 

教師教學與

學習評量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學術、專業

與服務表現 

畢業生表現

與整體學習

成效評估 

自我分析、

改善與發展 

小

組

成

員 

陳麗華 

林君憶 

游家政 

薛雅慈 

黃儒傑 

張月霞 

薛雅慈 

林君憶 

張月霞 

黃儒傑 

陳麗華 

游家政 

 

 

 

（二）自我檢核 

         自我檢核階段分為例行性檢討、整體自我檢核等兩類。本

所之教育目標、課程與學生學習已在所務會議及課程委員會中進

行例行性檢討，也在歷次會議中進行目標與課程內容的修訂。整

體自我檢核則由工作小組對於各項目進行整體性的檢視。工作小

組成員分工，依所負責項目蒐集相關目標、課程、教學、學習、

專業表現等事實資料與各類調查意見，針對每一項目之現況、執

行效果、問題或缺失、改進建議等進行檢視，撰寫自我檢核報告

初稿。各項目初稿提所務會議中充分討論後，再由工作小組交互

審閱，提修正意見，最後再提確定版本於所務會議中審議通過。 

（三）外部評鑑實地訪評 

         本所將根據內部評鑑意見所作修正之自我檢核報告陳報教

育學院，轉送品質保證稽核處寄送外部評鑑委員審閱。之後外部

評鑑委員再對本核處所進行 2天的實地訪評，並提出評鑑報告。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0-2-1】--103-104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實施計畫及執行手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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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回應與改善計畫 

本所將於實地訪評之後兩周內，針對外部評鑑委員之評鑑報告，

召集本所「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研討，提出相關說明與自我改善計

畫，並修正自我檢核報告。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0-1-1】本所 97-105 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 

【附錄 0-1-2】本所 104-106 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 

【附錄 0-2-1】淡江大學 103-104 學年教學單位評鑑實施計畫及執行手冊 

【附錄 0-2-2】103-104 學年度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內部評鑑總結意見、建議及

回應說明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2-1】103-104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實施計畫及執行手冊.doc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2-1】103-104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實施計畫及執行手冊.doc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2-1】103-104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實施計畫及執行手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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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自我評鑑之結果 

項目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本所於 96學年度設立碩士班，於 101學年度增設碩士在

職專班，在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上歷年不斷檢討而有調

整。本所強調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的教育目標，期待在國內開拓與

深化此課程新領域，配合十二年國教，培養適應未來課程與教學發

展及實施之人才。 

1-1 運用全面品質管理之 PDCA 精神及適合之分析工具擬訂發展

計畫之結果 

        本所歷年藉由課程委員會及所務會議不斷檢討教育目標與

核心能力，會議記錄請詳見【附錄 1-1-1】與【附錄 1-1-2】。本所 98-

100學年度之教育目標為「培育國際化、資訊化及未來化視野之課

程與教學研究與實務專業人才」；101學年度修訂為「培育具備全

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學學術研究與專業實務人才」，目的

在確定本所之發展具特色，且能培養具專業能力與競爭力的人才。

碩專班目前為第 3屆，其教育目標為「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

懷之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人才」（詳見表 0-1-1）。 

       本所於 103(1)學年度第 4次所務會議，以 101學年度所做

SWOTS分析為本，再度檢視分析本析之主客觀發展條件，希望運用

本校、院、及本所的各種內部優勢與外在機會，發展本所之特色，

並積極改善內部劣勢與突破外部危機(表 1-1-1)。 

 

表 1-1-1 本所發展之 SWOTS 分析及解決策略 

外部因素 
 
 
 
 

 
 

轉機（O） 危機（T） 

本所願景呼應政府政策  
1. 教育部於民國 101 年發佈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
書》，推動中小學國際教

育。 
2. 本校與新北市教育局簽訂

少子化生源受限，師資教育
市場飽和 
1. 推估 106 年是少子化高峰

世代進入大學，大學招生

競爭趨白熱化，私立大學
首當其衝。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2】101-103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103(1)第6次所務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表0-0-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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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因素 

構築「淡海國際教育園
區」策略聯盟。 

3. 十二年國教於民國 100 年
實施。課程、教學與學習
是核心改革焦點。 

4. 陸生來台就學政策放寬。 

2. 少子化，師資教育市場競
爭，大學畢業生修讀教育
相關領域碩士學位減少，
亦影響入學學生品質。 

3. 國內研究所教育大幅擴
張，許多現場中小學教師
已經取得碩士學位。 

優勢（S） 活用優勢掌握轉機之策略(s) 利用優勢消除危機之策略(s) 

教育目標 
1. 有明確呼應本校國

際化、資訊化、未
來化等三化的教育
目標，101學年度
精進修訂，聚焦全
球視野與在地關懷 

師資 
1. 本所教師來源有教

育學院相關系所教
師支援，可以提供
學生多元的課程與

學習機會。 
2. 本所 102學年新聘

一位教授與兩位助
理教授，強化本所
師資陣容。 

3. 本所大部分教師有
國外求學、訪問研
究等經歷，英語能
力佳，國際化程度
高。 

4. 本所教師對本所認

同高，群策群力，
組織氣氛佳。  

 
學生 
1. 本所學生少，凝聚

力強，學長姐之間
能傳承學習經驗與
相互鼓勵。 

2. 不少學生同時修中
等教育學程，所學
可與研究所課程結

合。 
3. 本所有境外生（交

1. 呼應政策，在地深耕 
1) 本所教育目標有外部

教育政策的大環境支
持，可望為中小學教
師在國際教育上增能
之基地。 

2) 在淡海國際教育園區
的策略聯盟架構下，
本所積極與淡海地區
中小學進行協作，承
擔國際教育之師資培
育與課程發展等輔導

工作。 
3) 透過教授與中小學之

合作關係，增強研究
生連結理論與實務的
能力。 

2. 專案研究，扎根學術 
1) 透過科技部研究專案

計畫及教育部政策計
畫，扎根學術研究。 

2) 透過校內特色研究計
畫申請，扎根實務研

究。 
3) 策略性將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轉化為協作
研究。 

3. 外部連結，研討學術 
1) 持續運用校內經費，

申請科技部及教育部
經費，舉辦國際研討
會，強化師生及國內
學術與實務界國際化
的視野。 

2) 持續與課程與教學學
會及國教院合作，舉

1. 在地服務，口碑相傳 
1) 本所教師以優良學經

歷及知能，積極投入
大淡海地區中小學之
國際教育及學習共同
體之專業服務。以專
業服務口碑吸引在地
教師來進修學位。 

2) 本所「課程設計與發
展」、「弱勢學生課
程與教學」等兩門課
程申辦專業服務知能

學習計畫，師生透過
服務學習活動深入淡
海地區學校，進行校
本課程發展及弱勢學
生輔導服務。大學與
中小學雙邊協作，建
立口碑，吸引學校鼓
勵教師來進修。 

2. 凝聚認同，吸引同事 
1) 透過新生座談、學長

姐制度、師生餐會、

學習成果發表會、校
友返校餐會，凝聚在
校生、校友情誼，強
化對本所認同。藉此
吸引其同事來報考本
所。 

2) 教授真誠關心學生之
需求，建立溫暖學習
氛圍，凝聚學生對本
所高度認同，樂於傳
遞招生訊息。 

3. 活化學習，專業見證 
1) 本所教授能掌握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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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生及外籍生）前
來交流與修課。 

4. 本所及所學會辦理
各項活動，凝聚師
生感情 

 
本校政策與措施 
1. 本校每兩年提供系

所國際研討會經費
20萬元，每兩年提
供國內研討會經費

6萬元。 
2. 本校每年提供學院

特色研究經費 100
萬元。 

3. 本校與全球多所大
學為國際姊妹校，
並有學分互認機制
或 不 同 程 度 的 交
流。 

 

專業社群 
1. 為課程與教學學會

團體會員 
2. 為 iEARN-Taiwan 之

團體會員（全台研
究所首例） 

3. 本所教師積極參與
國內教育社群，樂
意分享資源，以廣
結善緣 

 

本所位置 
1. 本校位居淡水，歷

史、人文、自然生
態資源豐富。此為
本所進行國際教育/
全球教育、學術交
流的一大利基。 

2. 淡水區與新北市、
台北市的核心區
域，略有距離，致
使其學校教育觀念

較保守，教師進修
碩士比例略低。此

辦國際研討會。 
3) 與新北市教育局、台

北市教育局合作，辦
理學習共同體研討
會、工作坊，引領學
術趨向。 

4) 善用本所教師國際化
資歷以及在國內學術
社群的關係，時常義
務接待國內相關系所
邀請的外國學者至淡

水一遊，並至本校演
講。 

 
 
4. 開設課程，深化交流 

1) 開設「課程比較研
究」課程，系統化安
排國際移地學習機
會，增進研究生及教
授之國際視野。 

2) 持續與國際姊妹校、
樂施會(Oxfam)交流，
善用 iEARN、 fb 平
台，進行跨國教學與
研究之交流。 

趨勢，參與政策實
務，而能持續更新教
育知能，靈活教學。 

2) 來本所修讀研究生常
受激勵，能學到最新
知能，開闊教育新視
野，吸引同事關注，
成為招生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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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所重要招生利
基。 

 

劣勢（W） 改善劣勢掌握轉機之策略(s) 改善劣勢減少危機之策略(s) 

招生 
1. 私立大學學費反應

成本，價格欠缺競
爭力。 

2. 本所生源多元，但
部分學生因此無教

育專業背景。學生
對於未來出路不確
定。 

3. 私立學校系所，受
限國家教育政策，
及大社會環境的價
值評斷，較難建立
品牌聲望。 
 

師資 
4. 本所已於 102學年

度補實 7位師資，
然而部分教師為新
進助理教授，實務
經驗較不足。 

5. 全球視野之課程與
教學目前尚屬新興
領域，教師仍須持
續增能。 
 

設備 

6. 因應新興科技的教
學設備仍有待加
強。 

 

1.開設學程，跨界合作 
1) 與企管系合作開設文

教經營與管理學程，
培養學生第二專長。 

2) 引進具博士學位之小
學校長兼授課程，傳

授實務經驗，開拓學
生視野及就業機會。 

3) 延攬實務師資，申辦
實務專題講座、業師
請益計畫、專業服務
知能實習、機構參訪
計畫等，開闊學生視
野及就業機會。  

4) 成立跨系所之「全球
教育」及「學習共同
體」教師專業社群，

加速教學相長，造福
學生。 
 

2.多師輪開，形塑特色 
1) 本所特色課程「全球

化課程與教學」，及
核心課程，如「課程
設計與發展」、「課
程與教學理論」等，
採取多師日夜班輪

開，讓更多教授透過
授課，強化本所願景
知能，以凝聚本所願
景共識。 

2) 定期舉辦本所教師學
術對話活動，交流多
元觀點，凝聚共識。 
 

3.教授對話，互學成長 
1) 與師資培育中心、未

來研究所合作，成立

跨系所之「全球教
育」及「學習共同

1. 善用媒體，形塑品牌 
1) 本所應國語日報邀

請，合作開設教育專
欄，廣徵教學實踐案
例，邀約傑出教授與
校長進行專業賞析，

形塑本所專業口牌。 
2) 善用主編台灣教育評

論月刊機會，廣徵國
際教育等相關主題評
論，深化本所專研全
球教育之品牌。 

3) 善用主編教科書研究
期刊，開設學習共同
體相關論壇，深化本
所專研教學革新之專
業品牌 

4) 密切與淡江時報聯
繫，重要活動皆有報
導，廣寄淡海學區，
深化專業品牌。 
 

2.師徒傳承，聚焦願景 
1) 實施新進教師 mentor

制度。邀請資深教
授，協助三位新進教
授適應生活及傳承本

所使命與願景。 
2) 資深教授引薦資淺新

師，投入專業服務與
實踐，烙印本所品牌
與願景。例如，指導
台北市、新北市學習
共同體社群，參與新
北市國際教育輔導工
作，參與台北市國中
亮點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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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教師專業社群，
加速教學相長，造福
學生。 

2) 定期舉辦教授專業對
話時間，交流科技部
計畫、升等論文、期
刊論文等。 
 

4.購置科技，研習用途 
1) 購置平版電腦等科技

設備，善用科技於課

程與教學中。 
2) 2)辦理演講與工作

坊，強化本所師生對
Moodle 平台等新科技
的使用能力。 

根據以上 SWOTS分析及本所發展策略，歸納出本所三項發展主軸，

並各列出工作重點，如下： 

(一)深耕全球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1. 學術研究：申請全球教育、國際教育等相關研究計畫。詳見

【附錄 1-1-3】 【附錄 1-1-12】。 

2. 課程設計：開設「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未來學校課程

與教學專題」、「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專題」等科目，師生教

學相長，連結學術研究成果與實務。 

3. 教學實踐：開設「課程比較研究專題」、「課堂教學研究」，

安排跨國移地學習活動；利用 iEARN 及 Facebook 平台，進行

雲端跨國交流與學習【附錄 1-1-4】。本所為 iEARN在國內第

一所高等教育會員【附錄 1-1-5】。 

4. 專業推廣：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師資培育工作坊、實務研討

工作坊。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及樂施會等 INGO 組織來台演講及

推廣【附錄 1-1-6】。 

5. 在地服務：與新北市政府合力構築淡海國際教育園區架構，深

入大淡海地區，與中小學協作，實踐全球教育理念【附錄 1-1-7】 

(二)深耕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學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3】101-103(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2.09念庭).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2】--101-103(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論文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4】本所利用雲端數位平台進行跨國國際學習活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5】本所為iEARN-Taiwan團體會員證明.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6】本所在深耕全球視野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7】本校與新北市政府協作之「淡海國際教育城」相關文件資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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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術研究：申請弱勢者教育、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多元文

化教育--新住民教材研發等方面的研究計畫。【附錄 1-1-3】 

2. 課程設計：開設「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弱勢學生課程與

教學專題」、「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專題」「學習診斷與學習

策略研究」、「課堂教學研究」等科目，著力在地關懷之課程

與教學。 

3. 教學實踐：「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弱勢學生課程與教學

專題」等兩個科目，申辦「專業服務知能」課程，以在地深耕

協作方式，落實在地關懷精神【附錄 1-1-8】。 

4. 專業推廣：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師資培育工作坊、實務研討

工作坊。趁便邀請例如佐藤學、森田智幸、北田佳子等國際知

名學者來台演講及推廣。本所教授赴日本參與學習共同體國際

平台之研討會，推廣台灣實施經驗。【附錄 1-1-9】 

5. 在地服務：本所教授全員投入新北市淡水區，擔任學習共同體

諮詢輔導工作。【附錄 1-1-10】 

(三)提供結合學術、實務與產業的課程與教學 

1. 開拓多元學分學程：除了持續經營「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

碩士學分學程」外【附錄 1-1-11】，本所將積極開拓其他學程

以增進學生多元知能與就業機會。例如，配合教育部在職碩士

專班無須撰寫碩士論文之政策趨向，與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

合作開設重視理論與實踐的「課程、教學與學習領導碩士學位

學程」。 

2. 配合本校特色計畫，積極申辦產學合作活動：本校有各類著重

產學合作的實務導向特色計畫，本所把握每一項公開徵件的機

會，爭取資源投入，為本所學生提供各類產學合作的學習機會，

以培育具有實踐智慧與專業競爭力的人才。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1-1】101-104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1-2】103 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

（103(1)第 6 次所務會議紀錄 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1-3】101-104 本所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 

【附錄 1-1-4】本所利用雲端數位平台進行跨國國際學習活動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3】101-103(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2.09念庭).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8】101-103學年度本所深耕在地關懷之教學實踐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9】本所在深耕在地關懷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0】淡海地區學習共同體策略聯盟文件.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9.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9.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9.0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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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5】本所為 iEARN-Taiwan 團體會員證明 

【附錄 1-1-6】本所在深耕全球視野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 

【附錄 1-1-7】本校與新北市政府協作之「淡海國際教育園區」相關文件資料 

【附錄 1-1-8】101-104 學年度本所深耕在地關懷之教學實踐一覽表 

【附錄 1-1-9】本所在深耕在地關懷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 

【附錄 1-1-10】淡海地區學習共同體策略聯盟文件 

【附錄 1-1-11】淡江大學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 

【附錄 1-1-12】101-104 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論文一覽表 

 

1-2 各學制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

需求，訂定學生核心能力之作法與結果 

        為了培育具備課程與教學專業能力與就業競爭能力之學生，

本所歷年持續訂定學生所須具備的核心能力。101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所務會議中決議【附錄 1-2-1】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

核心能力與畢業條件，如(表 1-2-1)。復於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所務會議中討論再度調整，如(表 1-2-2)，並於第 6次所務會

議通過，詳見【附錄 1-2-2】，納入本所 104-106學年度所務發展計

畫中，詳見【附錄 0-1-2】。     

        本所各項修業規定依照以下辦法實施：「淡江大學課程與

教學研究所修業規則」【附錄 1-2-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

所見學、參與研討會及論文發表實施要點」【附錄 1-2-4】及「淡江

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附錄 1-2-5】及提升研究生

英文能力獎勵要點【附錄 1-2-6】。 

 

表 1-2-1 101-103 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核心能力與畢業條件 

班

別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畢業條件 

碩

士

班 

旨在培育具

備全球視野

與在地關懷

之課程與教

學學術研究

與專業實務

人才。 

具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

之： 

一、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 

二、課程設計與發展能力 

三、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 

四、課程與教學評鑑能力 

五、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 

一、除碩士論文外，至少發表 1篇文章。 

二、通過本校英語能力檢定門檻。 

三、需於畢業前參加 8 場學術研討會，其中

至少 2場為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完成 1件課程或教學設計成品。 

五、符合下列任一項規定： 

（一）完成學校、文教機構見學或專業服務

36小時以上（專業服務至少 18小時）。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5】本所為iEARN-Taiwan團體會員證明.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5】本所為iEARN-Taiwan團體會員證明.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5】本所為iEARN-Taiwan團體會員證明.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7】本校與新北市政府協作之「淡海國際教育城」相關文件資料.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8】101-103學年度本所深耕在地關懷之教學實踐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9】本所在深耕在地關懷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0】淡海地區學習共同體策略聯盟文件.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2】101-103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論文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2-1】101學年第2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紀錄及出席單(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2-2】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及第6次所務會議及出席單(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0-1-2】課程所104-106學年所發展計畫201502011.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2-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修業規則.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2-4】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見學、參與研討會及論文發表實施要點」.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2-5】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2-6】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提升研究生英文能力獎勵要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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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修且通過「專業實習」（2學分）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旨在增進在

職人員全球

視野與在地

關懷之課程

改革與教學

創新知能。 

具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 

一、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 

二、課程設計與發展能力 

三、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 

四、課程與教學評鑑能力 

五、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 

六、課程與教學創新能力 

一、修畢所規定之畢業學分數（32學分）。 

二、學位論文通過審查。 

三、參與校內、外研討會至少四場（至少包

含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完成一件創新教學或教學作品。 

表 1-2-2  104-106 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核心能力與畢業條件 

班

別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畢業條件 

碩

士

班 

培育具備全

球視野與在

地關懷之課

程與教學學

術研究與專

業 實 務 人

才。 

一、課程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在課程理論、設

計、發展、實施與評鑑的能力 

二、教學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在教學理論、設

計、評量，以及學習診斷、方

法與策略的能力 

 三、領導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在課程管理與教學

領導、教師專業發展的能力 

四、研究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對課程、教學、學

習、課堂、議題的研究能力 

五、創新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在課程、教學、學

習的革新與開創能力 

六、實踐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從課程教學專業實習、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實務專題

研討中培養實踐力 

一、修畢所規定之畢業學分數(三十

二學分)。 

二、學位論文通過審查。 

三、通過本校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

檻規定。 

四、參與校內、外研討會至少三

場。 

五、在校內、外研討會或學術

性期刊發表至少一篇論文。 

六、完成一件課程或教學設計

作品，並經相關授課教師核可

通過。 

七、符合下列任一項規定： 

1. 完成學校、文教機構見學或

專業服務 24小時以上（專業服

務至少 16小時）。 

2. 選修且通過「課程與教學專

業實習」（2學分）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培育具備全

球視野與在

地關懷之課

程改革與教

學 創 新 人

才。 

一、課程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在課程理論、設

計、發展、實施與評鑑的能力 

二、教學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在教學理論、設

計、評量，以及學習診斷、方

法與策略的能力 

三、領導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在課程管理與教學

領導、教師專業發展的能力 

四、研究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一、修畢所規定之畢業學分數(三

十二學分)。 

二、學位論文通過審查。 

三、參與校內、外研討會至少三

場。 

四、完成一件創新課程或教學作

品，並經相關授課教師核可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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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培養對課程、教學、學

習、課堂、議題的研究能力 

五、創新力：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

關懷，培養在課程、教學、學

習的革新與開創能力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0-1-2】本所 104-106 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 

【附錄 1-2-1】101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紀錄及出席單(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2-2】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及第 6 次所務會議及出席單(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2-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修業規則 

【附錄 1-2-4】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見學、參與研討會及論文發表實施要點」 

【附錄 1-2-5】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附錄 1-2-6】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提升研究生英文能力獎勵要點 

 

1-3 各學制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度 

 由於本所之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之訂定，以及與核心能

力相關之課程修訂，皆於課程委員會【附錄 1-1-1】與所務會議【附錄

1-1-2】討論與議決，且在自我評鑑過程中本所教師皆參與評析與討

論，因此，本所教師對於本所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所知甚詳。 

學生對於本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瞭解則透過以下管道達成： 

(一)會議宣導 

1.所務會議及課程委員會議 

 所務會議及課程委員會學生皆為當然委員，代表各年級研

究生出席參與【附錄 1-1-1】【附錄 1-1-2】。因此，對於本所目

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應有所悉。 

2.新生座談會 

本所每年 7 月辦理「新生座談會」【附錄 1-3-1】，於會中除

發給研究生手冊【附錄 1-3-2】，並將手冊中之本所目標、理

念等內涵，透過簡報與口頭說明介紹給學生。 

(二)研究生手冊 

 為了滿足修業條件，研究生必須檢視手冊中所列之核心

能力與畢業條件，並在畢業前核實繳交相關作品，研究生由

此可瞭解本所之教育目標與檢核機制。 

(三)教學計畫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1-2】課程所104-106學年所發展計畫20150201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2-1】101學年第2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紀錄及出席單(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2-2】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及第6次所務會議及出席單(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2-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修業規則.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2-4】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見學、參與研討會及論文發表實施要點」.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2-5】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2-6】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提升研究生英文能力獎勵要點.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2】101-103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103(1)第6次所務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2】101-103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103(1)第6次所務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3-1】101-103學年度新生座談會議程.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docx


 

33 

 

  學生可藉由修課教師之教學計畫表說明，瞭解課程設計

與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培養之連結。 

(四)本所網站 

     本所網站將本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規劃、

畢業條件與檢核機制、協助學生修業之規則與流程皆揭示在

網頁上，幫助學生瞭解本所整體之規劃架構與其學習的關係。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1-2】101-103 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

（103(1)第 6次所務會議紀錄 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3-1】101-103學年度新生座談會議程 

【附錄 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參閱） 

 

1-4 各學制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 

(一)課程規劃機制 

1.三級三審會議 

本所由課程委員會及所務會議，依照本所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進行課程之規劃與檢核【附錄 1-1-1】【附錄 1-1-2】【附錄

1-4-1】，並經院、校課程委員會、院務會議以及教務會議等三

級三審的程序完成課程修訂。本所課程委員會除教師外，尚包

括學生代表、學者代表、業界代表或校友代表等 3-4 人（表 1-

4-1），對本所課程提出意見。院務會議則有其他系所之教師

以及校外委員對本所之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進行審核。 

2.教學計畫表上傳系統 

本校之教學計畫表上傳系統，會引導教師檢核並填寫所授

課程與本校、本所學生核心能力的符合情形，藉此連結授課內

容與核心能力【附錄 1-4-1】。本所及學院透過課程會議等機制，

確認教師授課科目與能力展現之關聯；而本校之教學計畫表上

傳系統，則在檢核教師課程設計與培養相關核心能力之對應。 

(表 1-4-1) 100-103 學年度本所課程委員會外聘委員資料 

學年度 學者代表 業界代表 校友代表 

100 
黃炳煌教授 

（政治大學教育

張義雄董事長 

（精英國際集團） 

李光莒老師 

（宜蘭縣頭城鎮人文中小學）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2】101-103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103(1)第6次所務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2】101-103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103(1)第6次所務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3-1】101-103學年度新生座談會議程.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20(1).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4-1】101-103(1)學年度各科目教學計畫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4-1】101-103(1)學年度各科目教學計畫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4-1】101-103(1)學年度各科目教學計畫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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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名譽教授） 李玲惠校長 

（新北市永平高中校長） 

101 

黃炳煌教授 

（政治大學教育

學院名譽教授） 

張義雄董事長 

（精英國際集團） 

吳宗珉校長 

（新北市竹圍高中） 

李光莒校長 

（漢帝學習創新中心） 

102 

黃炳煌教授 

（政治大學教育

學院名譽教授） 

夏治強科長 

(新北市新住民文教輔導科

科長) 

江佳玫老師 

(新北市正德國中) 

103 

 

黃炳煌教授 

（政治大學教育

學院名譽教授） 

秦嘉 

(新北市淡水區督學) 

張榮輝 

(新北市淡水區鄧公國小) 

江佳玫老師 

(新北市正德國中) 

 (二)課程規劃運作結果 

      根據本所教師之教學計畫表，彙整出本所各科目與學生核

心能力之對應情形，由 101-103 學年度碩士班開設課程對應核心

能力之數量表【附錄 1-4-2】及 101-103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開設

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數量表【附錄 1-4-3】所見，顯示本所目前所

開設課程中以「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為目標設計之科目較少，

尚有增加之必要。未來可再透過課程會議與所務會議凝聚共識，

將課程與教學領導的內容，或融入現有課程，或增開相關課程實

施之。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1-2】101-103 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

（103(1)第 6次所務會議紀錄 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4-1】101-103學年度各科目教學計畫表（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4-2】101-103學年度碩士班開設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數量表 

【附錄 1-4-3】101-10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開設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數量表 

 

1-5 各學制課程外審與改善之情形 

  (研究所無此項指標，免填)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4-2】%20101-103學年度碩士班開設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數量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4-3】101-10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開設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數量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01-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出席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2】101-103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103(1)第6次所務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2】101-103學年度所務會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紀錄出席表（103(1)第6次所務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4-1】101-103學年度各科目教學計畫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4-2】%20101-104學年度碩士班開設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數量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4-3】101-104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開設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數量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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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各學制跨領域學分學程執行之情形 

  本所為因應當前文教產業之發展趨勢，以及職場課程設計與

經營管理科際整合人才之需求，根據本校「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

則」，於 100學年度與本校企業管理學系共同規劃設立「文教產業

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附錄 1-1-11】，以增加碩士班學生

之就業機會。 

本學程最低修習總學分數為 17學分，應含必修「文教產業創

業與經營管理」(3學分)、「課程與教學專業實習」(2學分)，以

及在本所選修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學分(6學分)，在企業管理學系選

修企業管理碩士班學分(6學分)，詳見表 1-6-1。學生修習以上 17

學分，成績合格，經審查通過認證後，再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

學分學程證明書」，請詳見【附錄 1-6-1】【附錄 1-6-2】。本學分學程

從 100學年度開辦以後，共有 5人取得「學程證明書」。101-103

學年度修讀學生人數及通過人數，如(表 1-6-1)。 

 

 

表 1-6-1  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修習人數 

學年度 申請修習人數 取得學程證書人數 

100 9 0 

101 3 1 

102 1 2 

103 0 2 

備註：由於 103學年入學者多為在職教師，故申請者從缺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計計畫書 

【附錄 1-6-1】淡江大學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修習課程表 

【附錄 1-6-2】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1-7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之情形。 

        本所從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正式、非正式及潛在課程，

乃至目標培育的三類人才，有清楚的課程規劃與架構，且碩士班及

碩士在職專班均有其課程地圖，如 101學年度本所碩士班培育目標

與課程架構【附錄 1-7-1】、課程地圖、101 學年度本所碩士在職專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6-1】淡江大學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修習課程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6-1】淡江大學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修習課程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6-1】淡江大學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修習課程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6-2】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1】本所碩士班培育目標與課程架構、課程地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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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培育目標與課程架構【附錄 1-7-2】、課程地圖所示。 

        本所碩士班課程包含「研究方法與教育基礎課程領域」、

「課程研究領域」、「教學研究領域」以及「特色課程領域」四個

領域，各須至少修習 6學分，畢業總學分數至少 32學分。此外，

本所開放 6學分鼓勵同學選修外所或外校課程，以滿足學生之需求，

並拓展其視野與領域。碩專班學生多為在職進修人士，課程規劃以

實務導向之創新教學知能為主。課程架構為「研究方法領域」(至

少 6學分)、「課程與教學基礎領域」(至少 8學分)、「課程改革

與創新教學領域」(至少 6學分)以及「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領域」

(至少 6學分)四個部分，畢業總學分數至少 32學分，並開放 6學

分選修外所或外校課程，使學生有多元發展的機會。 

 非正式課程方面，本所藉由國內外學術研討會【附錄 1-7-3】

【附錄 1-7-4】、業師與大師演講【附錄 1-7-5】、校外機構參訪與見習

【附錄 1-7-6】、姊妹校國際學術交流與海外移地學習【附錄 1-7-7】、

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附錄 4-5-1】、學生學習成果發表（含研究

論文、計畫研討會、學生學習成果展）【附錄 1-7-9】、師生交流與

聯誼活動【附錄 1-7-10】，提升學生之視野與應用知識之能力。表 1-

7-1 顯示 101 至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非正式課程舉辦次數，詳細

內容，請參見以上各附錄。 

表 1-7-1 本所 101-103 學年度之非正式課程舉辦次數 

 學術研

討會 

學術與大

師演講 

參訪/ 

見習 

國際交流

與移地學

習 

學生學習

成果發表 

師生交流

與聯誼活

動 

101 1 7 2 1 0 0 

102 3 12 7 0 1 7 

103 3 10 5 1 1 7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本所 101-103 學年度戮力朝向全球視野

的課程與教學，以及在地關懷的課程與教學，進行深耕，包括學術

研究、教學實踐、專業推廣及在地服務等，如指標 1-1及其附錄所

做說明。 

請參考佐證資料：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2】101學年度本所碩士在職專班培育目標與課程架構、課程地圖.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3】101-103(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3】101-103(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3】101-103(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6】101-103(1)學年度校外機構參訪活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7】101-103(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5-1】本所所學會舉辦學生研究構想發表會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9】101-103(1)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果.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10】101學年-103學年度師生交流及聯誼活動一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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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1】101 學年度本所碩士班培育目標與課程架構、課程地圖 

【附錄 1-7-2】101 學年度本所碩士在職專班培育目標與課程架構、課程地圖 

【附錄 1-7-3】101-103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 

【附錄 1-7-4】101-103學年度研討會議程與論文集（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7-5】101-103學年度業師與大師演講活動 

【附錄 1-7-6】101-103學年度校外機構參訪活動 

【附錄 1-7-7】101-103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 

【附錄 1-7-8】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 

【附錄 4-5-1】本所所學會舉辦學生研究構想發表會一覽表 

【附錄 1-7-9】101-103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果展 

【附錄 1-7-10】101-103學年度本所師生交流及聯誼活動 

 

二、特色 

（一）以「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為發展特色 

本所成立近 8 年，本所之特色建立在回應全球化社會變遷

所需之全球視野以及在地關懷之人文素養，期許培育新世

代課程與教學專長人才，能具備聚焦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

之課程力、教學力、領導力、研究力、創新力與實踐力。 

（二）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密切结合，並設定畢業條件與檢核機制 

本所歷年不斷檢討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為確

定學生具備相關專業知能，除了確定學生通過相關之課程

規定及完成論文外，尚訂有畢業條件及檢核機制，確保學

生的受教品質。 

（三）重視非正式課程，培養學生兼具國際/在地視野與溝通能力 

本所透過非正式課程培養學生國際與在地視野，如國內外學

術研討會、國際姊妹校交流、演講與參訪活動，學生與各類

專家人士接觸，有接待與發表之親身經驗。此外，本所增進

師生之科技技能，有利於拓展對外溝通及教學創新能力。 

 

三、問題與困難 

    本所設立以來，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課程內容與相關制度之

建立，都越趨充實完整。目前的困難，有以下幾項：  

(一) 由於少子化及國立大學的競爭，本所面臨生源短缺及學生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1】本所碩士班培育目標與課程架構、課程地圖.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2】101學年度本所碩士在職專班培育目標與課程架構、課程地圖.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3】101-104(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4】101-104(1)學年度研討會議程與論文集（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6】101-104(1)學年度校外機構參訪活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7】101-104(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8】101-104(1)學年度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5-1】本所所學會舉辦學生研究構想發表會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9】101-103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果.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10】101學年-104(1)學年度師生交流及聯誼活動一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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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的挑戰。 

(二) 本所之發展特色為培養具「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

與教學人才。拓展國際視野需要國際移動能力，包括英語及

跨文化溝通能力，以及出國參訪交流及移地學習之經費。由

於語言及經費限制，目前國際姊妹校的交流多為華語地區，

爾後仍應加強非華語地區的互動。 

四、改善策略 

(一) 本所期待能透過完善的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之設計，提供學生

良好的學習環境。除了持續深化本所特色，在招生策略上，將

在網頁資訊上突顯更多本所特色，充實網頁內容，以吸引認同

本所之學生前來報考。 

(二) 基於本所在地關懷的使命，本所以服務在地學校為職分，故針

對淡海地區中小學及教師進修之需求調整科目、內容及上課時

間，以符合學生之工作作息及需求。目前在 103學度招生已經

有提振效果。 

(三) 本所已要求學生英語能力的畢業門檻，且訂有英語獎勵辦法。

在跨文化溝通能力方面。本所朝以下方向努力： 

1.英語能力方面 

配合本校政策於每學期開設一門全英語授課課程，以使學生

更適應英語及其打開的世界。本所亦已開始透過參與 iEARN

與 Facebook 平台，使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球化課程與教

學專題」與「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之學生有機會與他國學

生交流。中長期上，本所師生可朝向與非華語地區之國際姊

妹校進行交流的目標。 

2.規劃跨國移地學習課程 

本所已經在 103 學年第 2 學期之「課程比較研究專題」，進

行港澳移地學習活動。在出發前，亦有五次課共 15 小時，進

行制度、文化背景等課題的研討，有利於奠基移地學習所需

之跨文化溝通能力。104 學年度已於 2015 年 11 月 17-21 日

利用「課堂研究教學研究」課，進行日本學習共同體移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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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 

3.經常性邀請外籍學者來參訪 

本所位居淡水，台灣文化重要發源地，有豐沛歷史文化資源。

利用此一優勢，若有國際教育學者應邀訪台，本所經常趁便

邀約至淡水校區來演講或座談，並安排機會予學生擔任歷史

文化古蹟導覽員，一方面深入探究台灣文化，另方面鍛鍊英

語表達能力。 

 

五、項目一之總結 

        本所自 96 學年度設立至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間已發

展出連貫系統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本所聚焦「全球

視野」與「在地關懷」，以此發展辦學特色，此目標與本校及教育

部推展之國際教育政策發展方向一致。本所亦參與本校與新北市教

育局策略聯盟協作之「淡海國際教育園區」政策與實務，上述皆為

本所之發展契機。此外，回應新北市及台北市的學習共同體、亮點

計畫、領先計畫，本所教師亦積極擔任諮詢輔導教授，並帶領學生

至淡海學校進行服務學習，關懷在地弱勢學生教育及校本課程發展。

而本所之「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亦展現本所培

育跨科際能力，拓展學生就業領域之企圖心。本所之課程地圖清楚

呈現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課程，穩健地培育有專業能力與競爭力的課

程與教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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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一、現況描述及佐證資料 

  本所碩士班旨在「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學

研究學術與專業實務人才」，碩士在職專班旨在「增進在職人員全

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知能」。本所在教師結構

與學術專長分工，以及各科目在教學內容、活動設計與學習評量等，

皆以達成上述教育目標為依據準則。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顯示，本所

教師素質、教學品質與學習評量皆能符合學生學習期待與滿足學習

需求。 

2-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各學制教育目標及滿足

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 

（一）師資結構與學術專長 

      本所設有「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旨

在「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學研究學術與專業實

務人才」，「碩士在職專班」旨在「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

之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人才」。本所 101學年度有專任教師 4名，

合聘 4名，兼任教師 1名。102-103學年度，有專任教師 7名，合

聘教師 3名，兼任教師 1名。其中，專任教師部分有教授 4位，助

理教授 3位，請詳見【附錄 2-1-1】本所 101-103專兼任教師學經歷

概況一覽表。 

  本所師資皆具國內外課程與教學、教育等相關博士學位，教師

專長多元，包含課程、教學、學習、全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教

科書研究、教育科技、數位學習、研究方法等。本所教師亦具備中

小學課程發展、教學實務和研究經驗，資深教授曾主持或參與教育

部和地方縣市教育政策制訂和課程專案研究。本所整體師資素質優

良，專長多元，經歷豐富，能滿足本所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達成

教育目標之需求。 

（二）教師開設授課科目 

     本所碩士班課程架構分為「研究方法與教育基礎」、「課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1】本所101-103專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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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研究」、「教學研究」與「特色課程」等四大領域；碩士在職專

班課程架構分為「研究方法」、「課程與教學基礎」、「課程改革

與創新教學」、「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等四大領域。為強化學用

合一，本所與企管所合作開設「文教產業學程」。101-103本所教

師開課科目如【附錄 2-1-2】所示，教師皆能依學術專長開設授課科

目，以滿足不同學制學生的學習需求。 

（三）教學意見調查 

     本校每學期於期中與期末針對各開課科目實施教學意見調

查：期中教學意見調查以質性意見為主，提供授課教師及時的回

饋；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則包含量化數據(6點量表)與質性意見，提

供教師與系所主管參考。期末教學意見調查低於 4.20，則由系所

與學院主管加以輔導，並須參加學習與教學中心舉辦之教學成長研

習或工作坊【附錄 2-1-5】【附錄 2-1-6】。本所 101-103教學意見調查

結果，如(表 2-1-2)所示，每學年度平均滿意度皆在 5.61 以上(6

點量表) ，顯示教師開課科目及其教學品質優秀，符合本所教育目

標，且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附錄 2-1-7】。 

表 2-1-2 本所 101-103 學年度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學年 

學期 
101 102 103 

課程所平

均 

上學期(1) 5.63 5.68 5.72 

下學期(2) 5.62 5.61 5.82 

院平均 5.625 5.645 5.67 

校平均 5.54 5.635 5.60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2-1-1】本所 101-103 專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 

【附錄 2-1-2】本所 101-103 教師學術專長暨開設科目一覽表 

【附錄 2-1-3】本所 101-103 研究生手冊 (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2-1-4】本所 101-103 學年度專兼任教師授課科目表(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2-1-5】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 

【附錄 2-1-6】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不佳教師改善流程說明 

【附錄 2-1-7】本所 101-103 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參閱)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2】本所101-103(1)學年度教師學術專長暨開設科目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5】--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104.02.06念庭).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5】--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104.02.06念庭).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7】本所101-103(1)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1】本所101-103專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2】本所101-103學年度教師學術專長暨開設科目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3】本所101-103研究生手冊%20%20(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4】本所101-103學年度專兼任教師授課科目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5】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104.02.06念庭).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6】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不佳教師改善流程說明(103.8.4更新）(104.02.06念庭).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7】本所101-103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參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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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專任教師結構與流動之情形。 

 在 100學年度(含)前，本所與師資培育中心共聘師資。自 101

學年度起配合學校延攬優秀人才充實師資政策，本所與師培中心分

別設置專任師資，但以合聘方式相互支援教學。101-103(1)學年度

專任師資變動及結構，如表 2-2-1、表 2-2-2所示：101學年度師

資計有 9名主/合聘、1名兼任；102-103學年度師資維持穩定，全

所計有 10名主/合聘、1名兼任。【附錄 2-2-1】 

 

表 2-2-1 本所 101-103 學年度師資流動情形 

◎表示本所主聘 ◇表示本所合聘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104(1) 

陳麗華 － － ◎ ◎ ◎ ◎ ◎ 

游家政 ◎ ◎ ◎ ◎ ◎ ◎ ◎ 

黃儒傑 ◎ ◎ ◎ ◎ ◎ ◎ ◎ 

高熏芳 ◎ ◎ ◎ ◎ ◎ － － 

陳杏枝 － － － － － ◎ ◎ 

張月霞 － － ◎ ◎ ◎ ◎ ◎ 

林君憶 － － ◎ ◎ ◎ ◎ ◎ 

薛雅慈 ◎ ◎ ◎ ◎ ◎ ◎ ◎ 

黃雅萍 ◎ ◎ － － － － － 

張雅芳 ◇ ◇ ◇ ◇ ◇ ◇ ◇ 

徐加玲 ◇ ◇ ◇ ◇ ◇ ◇ ◇ 

朱惠芳 ◇ ◇ ◇ ◇ － － － 

陳劍涵 ◇ ◇ ◇ ◇ ◇ ◇ ◇ 

宋佩芬 ◎ ◎ － － － － － 

小計 
6主聘 

4合聘 

6 主聘 

4 合聘 

7主聘 

4合聘 

7主聘 

4合聘 

7主聘 

3合聘 

7主聘 

3合聘 

7主聘 

3合聘 

表 2-2-2 本所 101-103 學年度師資結構概況 

     學年 

職級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主 

聘 

合

聘 

兼

任 

主 

聘 

合

聘 

兼

任 

主

聘 

合

聘 

兼 

任 

教授 2 1  3 1  4 1  

副教授 3 2  1 1   1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2-1】本所101-103(1)學年度教評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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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1 1 1 3 1 1 3 1 1 

小計 6 4 1 7 3 1 7 3 1 

總計 10 11 11 

備註:(1) 103 學年度，新聘陳麗華教授、張月霞助理教授與林君憶助理教授。     

(2)103學年度本所專任副教授黃儒傑升等為教授。103(2)高熏芳教授退休，補進陳

杏枝教授。104(1)學年度，林君憶老師育嬰假留停 1 年，補進戴佳茹副教授。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2-2-1】本所 101-103學年度教評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參閱) 

 

2-3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

教學方法之情形。 

本所碩士班旨在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學

研究學術與專業實務人才，其所要培養的核心能力有五項: (1)課

程與教學研究能力，(2)課程設計與發展能力，(3)教學設計與實施

能力，(4)課程與教學評鑑能力，(5)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則旨在增進在職人員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

之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知能，其所要培養的核心能力有六項: (1)

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2)課程設計與發展能力，(3)教學設計與實

施能力，(4)課程與教學評鑑能力，(5)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6)

課程與教學創新能力。 

教師應用多元教學方法進行教學設計與教學實施，並提供完

整教學計劃，明列相對應的核心能力，於選課前將教學計劃上傳至

校務資訊系統，以便選課學生了解該科目之目標與內容、作業規定、

評量方式以及參考資料。如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之教學方法【附

錄 2-3-1】、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所示【附

錄 2-3-2】，101-103開課科目皆能對應本所的核心能力，且在教學

上採講述、討論、報告、實作、參訪、其他等多元之教學方法，詳

見【附錄 1-4-1】。 

此外，本所各科教學要求學生必須於期末至少完成一份實作

性的學習成果，除了在課堂上進行分享與討論外，所辦還以

Gallery Walk形式舉行各科成果聯合展，提供全體師生相互觀摩

與回饋。詳見【附錄 2-3-4】。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2-1】本所101-103學年度教評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3-1】本所101-103(1)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3-1】本所101-103(1)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3-2】本所1%2001-103(1)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3-2】本所1%2001-103(1)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3-3】本所101-103(1)各科教學計畫(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3-4】--本所103(1)gallery%20walk各科成果聯合展活動照片(104.02.06念庭).docx


 

44 

 

此外，在歷年教學評量調查結果中，在「教師的教學方式能啟

發學生學習興趣」及「教師會配合教學單元選用適當之教學方式」

之項目上，本所學生對教師教學的分數評價皆高於 5.00（6點量表）

以上，顯示教師教學狀況良好。詳見【附錄 2-1-7】。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2-3-1】本所 101-103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 

【附錄 2-3-2】本所 101-103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 

【附錄 1-4-1】本所 101-103各科教學計畫。(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2-3-3】本所 101-103各科教學計畫(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2-3-4】本所 103 gallery walk 各科成果聯合展活動照片 

【附錄 2-1-7】本所 101-103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參閱) 

 

2-4 教師自編講義、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之情形。 

        本校各科教學計畫及教材已全面數位化，教師必須將教材

公佈在資訊處的「教學支援平台」、或學習與教學中心的「遠距課

程平台」(Moodle)、或「教師個人網頁」。本所教師皆依據課程特

性與學生需求，編製 ppt教材或 pdf講義、影音視訊等，選擇其中

一種平台公布，全所教師的使用率達 100%。部分課程更進一步數

位化成為非同步遠距課程，不但學生得以不受時間空間限制進行學

習，教材並且能以數位化、系統化呈現，加上非同步網路平台互動

功能，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資料請詳見【附錄 2-4-1】【附

錄 2-4-2】【附錄 2-4-3】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2-4-1】本所 101-103教師自編教材公布於網路平台情形 

【附錄 2-4-2】本所教師使用數位平台公告教學大綱/自編教材的情形 (請至現場

上網參閱)  

【附錄 2-4-3】本所採遠距教學的授課科目(遠距組提供) 

 

2-5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設計學習評量之情形。 

本所授課教師均提供完整教學計劃，並於前一學期將教學計

劃上傳至校務資訊系統，以便學生了解該科目之教學目標、相對應

的核心能力、教學內容、作業規定、評量方式以及參考資料。本所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7】本所101-103(1)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3-1】本所101-103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3-2】本所101-103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教學方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4-1】101-103學年度各科目教學計畫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3-3】本所101-103各科教學計畫(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3-4】本所103(1)gallery%20walk各科成果聯合展活動照片(104.02.06念庭).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7】本所101-103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4-1】本所101-103(1)教師自編教材公布於網路平台情形.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4-1】本所101-103(1)教師自編教材公布於網路平台情形.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4-3】--101-103(1)%20本所遠距教學課程一覽表(104.02.06念庭).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4-1】本所101-103教師自編教材公布於網路平台情形.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4-2】本所教師使用數位平台公告教學大綱自編教材的情形%20(請至現場上網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4-2】本所教師使用數位平台公告教學大綱自編教材的情形%20(請至現場上網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4-3】101-103%20本所遠距教學課程一覽表(104.02.06念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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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依據本所核心能力，以及學生在課堂參與的過程和多元表現，

設計與實施多元學習評量方法，例如測驗、口頭報告、書面報告、

實作評量等，請詳見本所 101-103(1)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

之評量方法【附錄 2-5-1】【附錄 2-5-2】，以及本所 101-103碩士在職

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評量方法【附錄 2-3-3】。檢視歷年之教

學意見調查結果中，在「教師的評量方式能反映教學的重點」項目

上，學生的評價反應皆高於 5.00以上（6點量表），顯示教師運

用評量狀況良好【附錄 2-1-7】。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2-5-1】本所 101-103 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評量方法 

【附錄 2-5-2】本所 101-103 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評量方法

【附錄 1-4-1】本所 101-103 各科教學計畫。(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2-1-7】本所 101-103 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參閱) 

 

2-6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

學習評量方法之情形。 

（一）教學意見調查 

          本校於每學期中、期末由教務處辦理網路「教學意見調

查」，讓學生進行不記名的教學意見反映，學生可針對項目勾選，

亦可以文字建議。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以系所為單位，提供系所主管

與任課教師參考，協助改善教學內容與方式，提升教學品質。依據

「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及「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

善流程說明」，針對單一科目評量之教學總分低於 4.2（6點量

表）、且回收率為 50%以上之教師，填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報告，

單位主管親自約談，以瞭解其教學所需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單一科

目評量之教學總分及教學方法構面平均數兩者皆低於 3.5、且回收

率為 50%以上之教師，則須參加學習與教學中心辦理之教學知能研

習活動，詳見【附錄 2-1-5】 【附錄 2-1-6】。本所 101-103教學意見

調查結果，如(表 2-1-2)所示，每學年度平均滿意度皆在 5.61 以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5-1】本所101-103(1)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評量方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5-1】本所101-103(1)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評量方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3-3】本所101-103(1)各科教學計畫(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7】本所101-103(1)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5-1】本所101-103碩士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之評量方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5-2】本所101-103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評量方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5-2】本所101-103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評量方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5-2】本所101-103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與開課科目評量方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7】本所101-103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5】--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104.02.06念庭).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6】--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不佳教師改善流程說明(103.8.4更新）(104.02.06念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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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6點量表) ，顯示教師開課科目及其教學品質優秀，符合本所

教育目標，且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請詳見【附錄 2-1-7】。 

（二）教學專業成長 

        本所為持續精進教學品質，如(表 2-6-2)所示，由資深教

師帶領新進教師組成「Mentor & Mentee社群」「新進教師陪談計

畫」、全體教師組成「全球教育」專業成長社群，以及跨校型的

「學習共同體」專業成長社群，定期舉辦研討或工作坊【附錄 2-6-

1】。此外本所教師亦積極參與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辦理之各項教

學工作坊或研習、教學成長社群。 

 

 

表 2-6-2 本所教師自組精進教學品質社群及其成員 

教師成長社群 主領教師 成  員 

Mentor & Mentee 

組 1.高熏芳 

組 2.徐新逸 

組 3.何俐安 

組 1.陳麗華 

組 2.張月霞 

組 3.林君憶 

全球教育 
高熏芳 

林君憶 

陳國華、陳劍涵 

薛雅慈、張月霞 

學習共同體 陳麗華 

游家政、黃儒傑 

薛雅慈、陳劍涵 

林文生、張榮輝、秦嘉 

新進教師陪談計畫 游家政 陳麗華、張月霞、林君憶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2-1-5】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 

【附錄 2-1-6】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不佳教師改善流程說明 

【附錄 2-1-7】本所 101-103 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2-6-1】本所教師自組「Mentor & Mentee 社群」、「全球教育」與「學習

共同體」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活動紀錄或成果 

 

2-7 在職專班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 

本所於 101學年度成立碩士在職專班，招收各級學校在職教

師、文教機構或產業在職人士。本所教師根據碩士在職專班的培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設計課程，並考量在職生之實務需求，提供學生結

合實務需求的教學，例如課堂活動討論以在職教師實務經驗為主，

相關教學活動與作業及報告要求皆以提升實務教學為目的【附錄 2-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7】本所101-103(1)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6-1】Mentle%20&%20Mentee社群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活動紀錄或成果.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6-1】Mentle%20&%20Mentee社群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活動紀錄或成果.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5】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104.02.06念庭).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6】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不佳教師改善流程說明(103.8.4更新）(104.02.06念庭).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7】本所101-103學年度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6-1】Mentle%20&%20Mentee社群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活動紀錄或成果.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6-1】Mentle%20&%20Mentee社群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活動紀錄或成果.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7-1】本所碩士在職專班各課程教學檔案（請至現場參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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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此外，本所定期舉辦專題講座，邀請中小學在職教師與文教

實務界專家和師生座談，增加學生對教學實務之知識與能力【附錄

1-7-5】。 

本所在職專班目前有 11位畢業生，其畢業論文主題如(表 2-

7-1)所示，其範圍包括師生互動歷程、國中英語閱讀教學、國中品

格教育、國小自學科教學、高職教師專業發展、中小學能源教育

等，皆已改進中小學職場實務為主。其中陳少庭曾獲新北市 102年

度教學卓越獎，詳見【附錄 4-7-1】。 

 

表 2-7-1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專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同表 5-1-2) 

畢

業

學

年 

入學

學年 

姓名 指導 

老師 

論文題目 現職 

102 101 陳少庭 薛雅慈 師「情」話「意」~一位老師追

溯「正向情意」來觀以「師生

互動歷程」的敘事探究 

新北市成福國

小教師 

102 101 王雅瑩 陳劍涵 從「偶像」到「英雄」專題式

學習融入國中品格教育之行動

研究 

新北市尖山國

中專任教師 

102 101 陸韻萍 張雅芳 協同學習融入國中英語閱讀教

學之行動研究 

新北市淡水國

中教師 

102 101 劉麗娟 朱惠芳 配對協同學習融入國小高年級

自然科教學之行動研究 

新北市復興國

小教師 

102 101 曾慧敏 朱惠芳 臺北市高職教師專業發展需求

之研究 

私立喬治高級

工商職業學校

教師 

102 101 楊惠芸 朱惠芳 中小學能源科技教育推動中心

種子教師推動能源教育之研

究—以新北市為例 

新北市三芝國

小教師兼輔導

組長 

103 101 吳惠敏 張雅芳 預測策略運用在國小一年級閱

讀教學之行動研究 

靜心中小學 

103 102 林妙玲 
張雅芳 

分享式閱讀教學應用於國小一

年級新住民學生之行動研究 

中和區市立復

興國小教師 

103 102 蕭秀琴 
張雅芳 

協同學習對於國中生國語文學

習動機、成效影響之研究 

台北市市立誠

正國中教師 

103 102 
林婉儀 

陳麗華 

林文生 

學習共同體導向數學課室中學

生學習活動之分析研究：以一

中和區市立漳

和國中教師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7-1】101-103(1)學年度第1學期本所在職專班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一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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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學的班級為例 

104 102 曾銘翊 
陳麗華 

多元文化取向新住民教育之核

心課程網要建構 

中和區自強國

小教師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2-7-1】本所碩士在職專班各課程教學檔案（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7-5】本所 101-10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業師與學術演講活動 

 

2-8 教師參與學校特色計畫（教學部分）之情形及成效。 

（一）參與學校特色計畫 

           本校自 96年度起執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持續改進

課程、精進教學品質、確保學習成效、以及提升特色競爭力。本所

參與學校之「學用合一」與「延聘業師」特色計畫：(1)在學用合一

方面，本所與商管學院企管所合作開設跨院所的「文教產業創業與

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如表 2-8-1所示，目前已有陳榕蓉、張

夢萍、張美鳳、翁義鑫及許雅雯等 5位研究生獲得學分學程證明。 

表 2-8-1 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修習人數 

學年度 申請修習人數 取得學程證書人數 備註 

100 9 0  

101 3 1 陳榕蓉 

102 1 2 張夢萍、張美鳳 

103 0 2 翁義鑫、許雅雯 

 (2)在延聘業師部分，如表 2-8-2所示，本所每學期至少安排 3-4

場以上之業師蒞所專題演講，分享其創業與經營實務，除了活化理

論與實務的結合外，同時更能激發學生在地關懷與實踐行動。【附

錄 1-7-5】 

表 2-8-2 本所 101-103 業師(大師)專題演講實施情形 

學年(學期) 業師演講(場次) 出席(人次) 經費(元) 

101(1) 3 59 9,600 

101(2) 6 58 16,000 

102(1) 7 253 29,200 

102(2) 9 339 35,600 

103(1) 9 161 40,000 

103(2) 8 300 17,600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7-1】本所碩士在職專班各課程教學檔案（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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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學院特色 

           本校與新北市合作發展「淡海國際教育園區」，本所

參與其中。配合本校歐盟中心辦理冬令營【附錄 2-8-1】，並引進香

港樂施會(Oxfam Hong Kong)舉辦「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

研習工作坊」【附錄 2-8-4】等系列活動，積極提升淡海地區中小學

教師全球視野與活化教學知能。 

         本校教育學院設置「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其

目的在(1)建立建立地方政府、大學及中小學的協作關係，(2)協助

淡海區中小學營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環境，(3)提升淡海區教

育人員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知能。本所結合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

所接受教育部補助推動之「學習領導下的學習共同體計畫」、師資

培育中心接受教育部補助實施之「精進師資素質計畫」，與新北市

教育局合作推展「淡水區學習共同體策略聯盟實施計畫」，透過政

府、大學與學校（schools）之協作，以學習共同體為媒介，蒐

集、記錄與探究教育實踐經驗，帶動淡海區教育之發展。【附錄 2-

8-2】【附錄 2-8-3】。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7-5】101-103學年度業師與大師演講活動 

【附錄 2-8-1】本所「2015淡江大學冬季歐盟研究與教學轉化研習營」--新北市

教育局淡海國際教育園區計畫。 

【附錄 2-8-2】淡江大學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計畫 

【附錄 2-8-3】淡江大學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大學與中小學協作計畫 

【附錄 2-8-4】本所「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 

 

2-9 教師素質符合國際化及外語環境之情形。 

（一）教師國際化素質 

         「國際化」為本校辦學特色之一，本所依據本校國際化

政策，在師資素質部分，透過國內外媒體公告師資聘用訊息，延聘

國內外知名大學畢業優秀人才。目前本所 7名專任師資，具國外博

士學位者有 3名；具國內博士學位者有 4名，其中 2名教師亦曾以

訪問學者身分到美國多所大學交流一年以上，請詳見【附錄 2-1-1】。

如【附錄 2-9-1】【附錄 2-9-2】所示，本所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研討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8-1】--2015本校冬季歐盟研究與教學轉化研習營(1008新北教).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8-4】--103學年度「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8-2】--淡江大學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計畫(103.12.1).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8-2】--淡江大學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計畫(103.12.1).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8-2】--淡江大學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計畫(103.12.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1】2015本校冬季歐盟研究與教學轉化研習營(1008新北教).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1】2015本校冬季歐盟研究與教學轉化研習營(1008新北教).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2】淡江大學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計畫(103.12.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3】103學年度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大學與中小學協作計畫(103.12.1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4】103學年度「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1-1】本所101-103專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9-1】本所102學年度「2014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教育：前瞻與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9-1】本所102學年度「2014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教育：前瞻與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請至現場參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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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論文發表。 

（二）全英語授課 

           在外語環境部分，如(表 2-9-1)所示，本所每學年提

供 1-2門課程採全英語授課，由具國外學歷的教師輪流授課，開課

科目包含新興學習科技應用、英文教育名著/文獻選讀、全球化課

程與教學、專業實習等。 

表 2-9-1 本所 101-103 全英語授課課程名稱 

學年度 課程名稱/年級 授課老師 

101 
上學期 新興學習科技應用專題(碩 1)  陳劍涵 

下學期 -- -- 

102 
上學期 專業實習(碩 2)  陳劍涵 

下學期 英文教育名著與文獻選讀 (碩 1)  張月霞 

103 
上學期 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碩 1)  林君憶 

下學期 新興學習科技應用專題(碩 1) 林君憶 

104 上學期 課堂教學研究(碩 1) 張月霞 

 

（三）國際學術研討會 

            此外，本所每隔兩年至少舉辦一次以全球教育為主題

的國際學術研討會，例如本所於 100學年度舉辦全球教育國際研討

會，邀請全球教育專家加拿大 Graham Pike、美國 Margaret Riel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 iEARN工作坊，與中小學教師及本所師

生對談。102學年度則舉辦「2014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教育：前瞻

與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Dr. Rick Bennett、 美國休士頓大學

Dr.Mimi Lee 專題演講，並舉辦「全球脈絡下台灣意象」論壇，邀

請境外生與國內師生進行論文發表與對話。【附錄 1-7-3】是本所 101-

103(1)辦理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一覽表。 

（四）國際交流 

            本所師生每學年皆執行赴姊妹校交流，例如 101學年

度宋佩芬所長、游家政教授帶領林宛靜、張夢萍、李輝奕、歐陽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3】101-103(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3】101-103(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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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姜婷等 5位研究生到上海華東師大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進行兩校

的師生論文發表與研討(2012年 06月 13-17日)。102學年度因大陸

禽流感流行，基於維護學生安全之故，取消與華東師大課程所的交

流，改由游家政教授、陳劍涵助理教授赴日本同志社大學教育系進

行參訪與交流 (2013年 6月 7日至 6月 10日) 。 

        本所亦舉辦國外移地學習，於 103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

「課程比較研究」，帶領研究生到澳門與香港學校，進行國際姊妹

校之學術交流活動，並至香港樂施會參加全球議題探究工作坊，以

提升研究生國際視野，並深化其對全球化議題的瞭解。100-103學

年本所師生赴姊妹校交流計畫，詳如【附錄 2-9-3】。 

        此外，本所每學期至少邀請日本、美國、中國大陸等知名

大學 1-2位以上國外學者蒞所交流或演講，演講主題包含全球/國際

教育課程發展、課程改革、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學習共同體、學教

翻轉、教育研究等，請詳見【附錄 1-7-7】【附錄 2-9-4】。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7-3】101-103 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 

【附錄 1-7-7】101-103 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 

【附錄 2-1-1】101-103 本所專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 

【附錄 2-9-1】本所 102 學年度「2014 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教育：前瞻與省思」國

際學術研討會手冊(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2-9-2】本所 101-103 專任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統計 

【附錄 2-9-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100-104學年度姊妹校交流計畫 

【附錄 2-9-4】本所 101-103 邀請國際學者交流/演講實施情形 

 

二、特色 

（一）師資學術專長多元，能達成本所培育目標 

  本所教師來自國內外知名大學，師資素質優異，學術專長

多元，且大多具有中小學課程與教學實務經驗或學術研究經

驗，部分課程亦配合學校國際化特色進行全英語授課，能拓

展學生之全球視野，培養對世界的認識與理解，並落實對在

地教育的關懷，進而達成本所碩士班與碩專班的教育目標。 

（二）教師應用多元教學與評量，確保核心能力養成 

本所教師提供完整教學計劃於選課前上傳至校務資訊系統，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2-9-3】--本所100-101學年度姊妹校交流計畫.doc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7】101-103(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7】101-103(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3】101-104(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7】101-104(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1-1】本所101-103專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9-1】本所102學年度「2014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教育：前瞻與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9-1】本所102學年度「2014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教育：前瞻與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9-2】本所101-104(1)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統計.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9-3】本所100-104學年度姊妹校交流計畫.doc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9-4】本所101-104(1)邀請國際學者交流演講實施一覽表104.09.2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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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列相對應的核心能力，並運用講述、討論、報告、實作、

參訪、其他等多元教學方法，以及測驗、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實作、討論等多元評量方式，能確保教學能達成核心能

力之學習。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亦顯示教師開課科目及其教學

品質優秀，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三）教師自組專業成長社群，持續精進教學品質 

 本所為持續精進教學品質，除由資深教師帶領新進教師組

成「Mentor & Mentee 社群」，全體教師亦組成「全球教育」

專業成長社群，以及跨校型的「學習共同體」專業成長社群，

以及參與學校舉辦之教學工作坊或研習，藉以活化與創新教

學。 

（四）結合學校特色發展，落實學用合一與在地關懷 

本所應用學校特色發展的資源，開設跨院所的「文教產業創

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每學期舉辦業師/大師專題

演講，落實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同時激發學生在地關懷與實

踐行動。 

 

（五）國際化管道多元，擴展師生全球視野 

本所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活動、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每學期設置全英語授課、定期與境外姊妹校交流、邀請國外

學者專家蒞所專題演講等多元管道，積極落實國際化，有效

擴展師生的全球視野。 

 

三、問題與困難 

（一）「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涵養的檢核 

    本所以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

學研究學術與專業實務人才 (碩士班)和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知能

的在職人才(碩專班)為目標，除了提供相關課程、國際交流活動與

環境外，更需要將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融入各科的教學與評量。但

如何檢核學生在學習過中與畢業前所具備之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的



 

53 

 

涵養和實踐成果，則有待進一步的規劃與實施。 

（二）面臨教師開課學分不足的問題 

 本所規模小，僅碩士班及碩專班各一班，且每班人數分別為

15及 17名，但是教師員額卻有 7人之多，故會面臨教師開課學分

不足的問題。 

 

四、改善策略 

(一) 建構「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等涵養的檢核指標 

 本所將利用本校三化辦學方針與發展特色的資源，持續充實

課程架構四類研究領域的科目與教學內容，並透過每月定期的所務

會議、師生論壇、每學期的課程委員會等會議、以及校內自我檢核

等機制，由所內師生共同建構與持續改進「全球視野」與「在地關

懷」等涵養的檢核指標。 

(二)積極尋求開課機會，擴增本所經營規模 

鼓勵教師兼任學校行政以減授鍾點，並積極尋求開設院共同科

目，以及至通識及核心課程中心開設相關課程，以滿足本所教師開

課學分要求。另外，逆勢操作，積極開拓招生績效，尋求增加招生

名額，以增加本所可開課數量。 

 

五、項目二之總結 

        本所專兼任師資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結構，能符合並發展本

所特色。教師能依據核心能力進行多元之教學設計與學習評量，確

保學生之學習成果與品質。本所教師自組專業成長社群，持續活化

教學與精進學習品質，歷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顯示教學品質優良，

符合學生學習需求。本所應用學校特色發展的資源，開設跨院所的

「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每學期舉辦業師/大

師專題演講，強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以落實學用合一，並提升本

所師生在地關懷的實踐力。此外，本所師資、教學環境、交流活動

等皆朝向國際化方面發展，積極提升本所師生的全球視野，以及本

所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唯如何檢核學生全球視野和在地關懷的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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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核心能力的學習成果，則有待發展與持續精進客觀具體的指標

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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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本所自 96 學年度成立以來，共招生 9 屆碩士班學生，並於

101 學年度起，開始招收碩士在職班學生，已有 3 屆碩士在職班學

生。目前本所在學學生共計 64 名，其中碩士班 29 名、在職專班

35 名。學生的組成包括一般生與在職生，一般生重視其未來就業

能力的培養，包括文教產業就業能力的養成，或鼓勵其兼修中等教

育學程。在職生多為中小學教師或文教產業教師，重視課程與教學

研究與實務專業能力的培養。本所在課程所網頁公佈培育目標與課

程架構、所務活動訊息、研究生訊息、國內外相關學術研討會訊息，

使學生掌握所的發展方向與重要訊息。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 

  本所以多種方式盡力協助學生學習，作法有： 

（一）始業輔導 

          本所在開學前舉辦新生座談及提供新生修業手冊，使學

生瞭解本所的教育目標與課程架構、修業規則、教師專長、選課方

式、獎助學金申請方式、非正式課程活動，以及如何增進其專業能

力等，詳見【附錄 1-3-1】【附錄 1-3-2】。 

（二）課程強化之輔導 

           本所藉由業界專家蒞所演講，如【附錄 1-7-5】所示，國

際研討會與交流活動，詳【附錄 1-7-3】【附錄 1-7-7】，以及至學校、

文教產業或機構、企業在職教育等參訪與見學，厚植其教育體會與

實務經驗【附錄 1-7-6】。另外，本所與企管所合開「文教產業創業

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附錄 1-1-11】，增進學生對文教產業的

瞭解，並強化其就業競爭力。 

（三）導師之學習輔導 

           本所設置導師制度，由所長擔任所導師，負責輔導全

所研究生選課、學習、修業、生活與生涯規劃諮詢。為了強化學生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3-1】101-103學年度新生座談會議程.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3-1】101-103學年度新生座談會議程.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3】101-103(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3】101-103(1)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6】101-103(1)學年度校外機構參訪活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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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輔導，本所研一新生入學後分別由各個導師負責輔導 2到 3

名研究生，如【附錄 3-1-1】所示，進行選課、學習、修業、生活與生

涯規劃諮詢，而研二學生除了由論文指導教授實施個別指導，並且

繼續由本所導師進行輔導，適時關心與指導，增加師生感情聯繫與

互動機會。本所 101 及 103學年度皆有大陸交流生前來交流一學期，

本所除了一般生有導師制度之外，亦提供交流生導師，以協助其在

台灣之學習與生活適應，101學年度由游家政老師協助輔導大陸生

李鵬，103學年度由張月霞老師協助輔導大陸生楊雨薇【附錄 1-3-

2】。 

（四）參與研究計畫 

           本所教師之專案研究計畫提供學生參與研究計畫的機

會，學生藉由參與研究計畫而有助於提升學術研究能力，亦能發揮

學習輔導的效果。101-103 學年度，本所共有 10 位研究生參與本

所教師的研究計畫【附錄 3-1-2】所見。 

（五）論文輔導 

           本所「研究方法」課程，在學期末舉辦學生「期末研

究構想」發表會，以輔導撰寫研究生碩士論文，詳見【附錄 3-1-3】、

【附錄 1-7-8】，希冀每位學生能於研究所一年級第 1 學期結束時，

有粗略的研究方向，第 2學期結束時，已具研究問題雛型，並確定

論文指導老師。本所所學會在學期間舉辦學生碩士論文計畫發表會

【附錄 3-1-4】，邀請全所師生共同參與，提供學生建議，凝聚整個

所的向心力及確保研究品質，期望協助研究生在二年級第 1學期結

束時，提出論文計畫口試，第 2學期結束時，提出論文口試，完成

論文。 

本所繪製明確的本所碩士班與碩專班學生修業流程圖，協助學

生提交碩士論文要點並掌握進度【附錄 3-1-5】。 

（六）同儕輔導 

   本所成立「家族制」與「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學會」。前

者由學長姐輔導學弟妹，分享研究所生活與修業的經驗【附錄 3-1-

6】；後者由所長輔導，學生自主運作，請詳見【附錄 3-1-7】，舉辦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1】102-103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導生與導師一覽表(研究生手冊中之導生名冊).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1】102-103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導生與導師一覽表(研究生手冊中之導生名冊).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1】102-103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導生與導師一覽表(研究生手冊中之導生名冊).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3】103(1)「期末研究構想」發表會議程及手冊(手冊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8】101-103(1)學年度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4】所學會101-102學年度%20學期活動規劃(104.03.02).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5】--%20碩士班碩專班畢業流程圖.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6】--101-103(1)學年度研究生學長姐家族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6】--101-103(1)學年度研究生學長姐家族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7】--課程所所學會組織章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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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迎新送舊、聯誼和與校友交流等活動，詳

見【附錄 3-1-3】、【附錄 3-1-4】及【附錄 4-5-1】。 

本所 101學年度與 103學年度均有大陸交流生各 1名。大陸交

流生之加入，使本所研究生在課程的學習上，有多元的觀點可以學

習，提供他們學習刺激以及多元文化的學習機會。【附錄 3-1-8】 

表 3-1-3 本所所學會會長與副會長名單 

學年度 會長 副會長 

101 張夢萍 張美鳳 

102 許雅雯  

103 簡均蓉  

        本所學生對於本所提供的學習輔導措施（如教師提供晤談

時間、講座課程、導師制等）、以及教師定期與研究生進行討論的

情形，感到滿意，問卷調查平均值分別為 4.22與 4.4 

8（5 點量表）。另外，本所學生也感受到本所教師與學生相處氣

氛與互動良好，平均值為 4.67【附錄 3-1-9】。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 

【附錄 1-3-1】101-103學年度新生說明會議程 

【附錄 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7-3】101-103國內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覽表 

【附錄 1-7-7】101-103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  

【附錄 1-7-5】本所 101-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 

【附錄 1-7-6】101-103學年度校外機構參訪活動 

【附錄 1-3-2】101-103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3-1-1】102-103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導生與導師一覽表(研究生手冊中

之導生名冊)(1040924) 

【附錄 3-1-2】 學生參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 

【附錄 3-1-3】103「期末研究構想」發表會議程及手冊(手冊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7-8】101-104(1)學年度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 

【附錄 4-5-1】本所所學會舉辦學生研究構想發表會一覽表 

【附錄 3-1-4】101-103學年度本所學會舉辦之研究構想發表會及活動表 

【附錄 3-1-5】本所碩士班與碩專班學生修業流程圖 

【附錄 3-1-6】101-104(1)學年度本所研究生學長姐家族表 

【附錄 3-1-7】本所所學會組織章程  

【附錄 3-1-8】101-103學年度大陸交流生申請本所交流之核准簽呈 

【附錄 3-1-9】103 學年度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滿意度調查(在校生)結

果（5點量表）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3】103(1)「期末研究構想」發表會議程及手冊(手冊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4】所學會101-102學年度%20學期活動規劃(104.03.02).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5-1】本所所學會舉辦學生研究構想發表會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8】--101-103(1)學年度大陸生申請本所交流核准簽呈1040128.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7】101-104(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1】102-104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導生與導師一覽表(研究生手冊中之導生名冊)(1040924).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1】102-104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導生與導師一覽表(研究生手冊中之導生名冊)(1040924).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8】101-104(1)學年度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8】101-104(1)學年度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8】101-104(1)學年度研究生論文構想討論會.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4】所學會101-102學年度%20學期活動規劃(104.03.02).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5】%20碩士班碩專班畢業流程圖.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6】101-103學年度研究生學長姐家族表104.09.16.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7】課程所所學會組織章程.doc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8】101-103學年度大陸生申請本所交流核准簽呈104012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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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本所搬至新教育學院大樓後，除具有新空間與設備之外，亦提

供相關期刊與論文供學生參閱學習。茲說明如下： 

（一）圖書與期刊資源 

本校覺生圖書館館藏豐富，各類中英文教育書籍與期刊齊備，

電子期刊與書籍亦充分，足以提供學生研究與學習使用【附錄 3-

2-1】。除了覺生圖書館藏書外，本所亦收藏各機關單位贈閱之圖

書、期刊、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報告，以及本所教師提供之教育

相關書籍和本所學生碩士論文等，亦有利學生閱讀【附錄 3-2-3】。 

（二）儀器設備 

本所教學資源與設備包括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

影機、雷射印表機、影印機、傳真機、掃描器及多媒體設備等，

能提供教學、學習及舉辦學術活動所需【附錄 3-2-2】。 

（三）教室與研究室設備 

 本校授課教室由學校統一調配與維護，各教室均有電腦、網

路、單槍、螢幕、錄放影機等多媒體設備。本所設置「課程研發室」

（ED302）與「研究生多功能討論室」（ED303），前者提供電子白

板、電腦及學術期刊等學習資源，供師生進行課程研發與學術研究

之用。後者提供  5 台電腦、軟體設備及舒適的研究環境，提供研

究生自修與討論之用，本所目前配置行政助理 1名，並有學生輪流

工讀，依照借閱辦法【附錄 3-2-4】，協助圖書設備之維護。「研究

生多功能討論室」則依照使用規則管理【附錄 3-2-5】。 

（四）學校相關學習資源 

  本校提供的其他資源亦有益於本所學生學習：（1）本所學

生可使用本校資訊中心之電腦相關設備；（2）本校提供多項應用

軟體，包含 SPSS、Acrobat、Dr. eye、PhotoImpact、MS 系列、

RefWorks 等授權軟體，提供本所學生應用；（3）本校圖書館為

研究生舉辦資料搜尋之培訓課程；（4）本校圖書館設有研究小間，

研究生可提出申請。 

 綜合而言，本所學生對於本所提供的學習資源（含課程研發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2-1】本校教育專業相關圖書、期刊數量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2-1】本校教育專業相關圖書、期刊數量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2-3】本所圖書與期刊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2-2】--103學年度儀器設備一覽表104.1.8WebReport_Eqpl021(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2-4】--圖書%20論文%20期刊借閱規則(定稿)102.4.11.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2-5】--課程研究室使用規則(定稿)102.4.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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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研究生多功能研討室、設備、書刊等），感到滿意，問卷調

查平均值 4.65【附錄 3-1-9】。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3-1-9】本所學生對於本所提供學習輔導與學習資源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5點量表） 

【附錄 3-2-1】本校教育專業相關圖書、期刊數量一覽表 

【附錄 3-2-2】本所儀器設備一覽表本所圖書與期刊一覽表(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3-2-3】本所圖書與期刊一覽表(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3-2-4】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圖書、論文、期刊借閱規則 

【附錄 3-2-5】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研究生多功能討論室使用規則 

 

3-3 提供學生專業實習、實作、產學合作或職涯連結活動之情形 

        本所與企管所合開「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

程」，並在其「專業實習課程」，安排學生至業界進行實習，此外，

研究生亦可申請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增加就業機會。再者，亦舉辦

業師演講活動與業界參訪，強化就業競爭力。茲分述如下： 

(一)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 

本所與企管所合開「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

【附錄 1-1-11】，增進學生對文教產業的瞭解，並強化其就業競爭力。

101 學年度有 3 人申請，102 學年度有 1 人申請，本所「專業實習」

課程提供未來學生在公私立學校外生涯發展的可能，102 學年度本

所並將「專業實習課程」訂為「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

學程」必修課程，安排學生至業界，如康軒文教集團、漢帝學習創

新中心、YMCA、淡大華語中心等機構進行實習，以及到臺北市亮點

計畫、聖心女中、大湖國小等地參訪，以強化學生文教業界之實務

經驗與學習。 

(二)修習中等教育學程 

 本所研究生亦可申請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取得教師資格。

101 學年度申請中等教育學程的研究生包括：李漢妮、張育瑄、陳

少庭等。修習中等教育學程之後，取得中等教師資格將有助於其增

加就業機會。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2-1】本校教育專業相關圖書、期刊數量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2-2】104學年度儀器設備一覽表104.1.8WebReport_Eqpl021(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2-3】本所圖書與期刊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2-4】圖書%20論文%20期刊借閱規則(定稿)102.4.1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2-5】課程研究室使用規則(定稿)102.4.11.doc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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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本所修習中等教育學程一覽表 

學年度 學生姓名 

101 張育瑄、胡湘琪、李漢妮、高靖祺、陳少庭、王瑱鴻 

102 陳南羽、鄭安伯、吳兆祥、廖文君 

103 張旭騰、何欣蓉、蘇奕瑋、蕭梅華 

(三)開設實務講座及專業服務知能學習課程 

            本所積極呼應學校政策，開設實務講座課程，103學

年第 1學期開設「課程管理與領導」實務講座，邀請傑出教育工作

者及產業界傑出領導者擔任講座，透過案例研討、實務工作坊、實

查體驗、學徒式學習等途徑，引導修課學生探究管理與領導的理念、

原則及智慧，實作及演練相關知能，並透過學習後的心得及省思札

記，深化學習結果。邀請擔任講座之人士，包括學校教育、文教與

產業等方面的傑出人士進行實務講座【附錄 3-3-1】。此外本所亦搭

配「課程設計與發展」、「弱勢學生課程與教學專題」等課程，分

別規劃專業服務知能學習計畫，與淡海地區學校攜手協作，協助其

發展校本課程，以及進行弱勢學生課業輔導活動，以擴展研究生視

野，透過服務學習及實踐，深化課堂所學概念，並利於研究生之生

涯發展，詳見【附錄 1-1-8】。 

(四)業師演講活動與業界參訪 

   本所每學期均會辦理多場業師與學術演講活動【附錄 1-7-5】，

提升研究生統合學術與實務之能力，也讓研究生掌握業界的職場脈

動，強化就業競爭力及教學實務能力。此外，亦帶領研究生到學校、

文教產業或機構、企業在職教育等參訪與見學【附錄 1-7-6】。例如，

103學年本所申請「業師請益多元體驗」，分別帶領研究生參訪宜

蘭慈心華德福國民中小學、康橋小學以及台北市健康國小，藉此厚

植其教育體會與實務經驗，並藉此提供學生與參訪機構媒合就業的

機會。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3-1】--「課程管理與領導」實務講座開課計畫表(最新)104.01.15.doc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8】--101-103(1)學年度大陸生申請本所交流核准簽呈1040128.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6】101-103(1)學年度校外機構參訪活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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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1-8】101-103學年度本所深耕在地關懷之教學實踐一覽表 

【附錄 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 

【附錄 1-7-5】本所 101-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 

【附錄 1-7-6】101-103學年度校外機構參訪活動 

【附錄 3-3-1】「課程管理與領導」實務講座課程計畫表及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質性資料 

 

3-4 教師指導研究生與學士班研究之負擔與提供學習與生涯輔導情

形 

（一）指導教授指導人數 

  本所指導教授之遴聘依照本校指導教授遴聘規則辦理【附錄

3-4-1】。本所指導教授指導學生人數皆低於 5名，符合本校規定。

目前二年級以上 20名學生分別由 8名教授指導，多數教授指導 2

名【附錄 3-4-2】所示，顯示本所教師指導研究生的負擔並不大，能

有足夠時間提供研究生學習與生涯輔導。 

（二）指導教授提供學習與生涯輔導狀況 

            本校規定專任教師每週須駐校 4 天（8 個半天），所

有教師需公布在校研究、接見學生、授課等時間表，以利學生和教

師晤談，研究生常利用機會與教師討論其問題。本所學生對於指導

教授指導研究生時，提供的學習與生涯輔導，感到滿意，問卷調查

平均值 4.14。另外，本所學生也指出對教師定期與研究生進行討

論的情形，感到滿意，問卷調查平均值 4.48(5 點量表)【附錄 3-1-

9】。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3-1-9】本所學生對於本所提供學習輔導與學習資源的滿意度調查(在校

生)結果（5點量表） 

【附錄 3-4-1】淡江大學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 

【附錄 3-4-2】101-103學年度本所教師指導研究生數量 

 

3-5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本所提供多元的課外學習活動，包括專題演講、研究生學生

學習成果展、校外參訪、學術研討活動、國際姐妹校學術交流活動、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8】101-103學年度本所深耕在地關懷之教學實踐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1】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6】101-104(1)學年度校外機構參訪活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3-1】101-103「課程管理與領導」實務講座開課計畫表(最新)104.09.16.doc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3-1】101-103「課程管理與領導」實務講座開課計畫表(最新)104.09.16.doc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4-1】--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4-1】--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4-2】%20101-103學年度本所教師指導研究生數量.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4-1】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4-2】%20101-103學年度本所教師指導研究生數量104.09.2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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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會活動等。 

 

（一）專題演講 

   本所每學期舉辦多次專題演講，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演講，

主題包含全球化與國際教育、中小學學校課程與教學發展議題與特

色、文教產業經營現況與趨勢、教育研究方法等，藉以涵養、豐富

並擴增本所研究生之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的範疇與內涵【附錄 1-7-

5】。 

（二）研究生學生學習成果展 

  本所於學期末舉辦各科學習成果展，展現研究生各項學習

成果【附錄 1-7-9】，由全所師生共同參與，並邀請研究生服務學校

之校長、主任或同事參加，也邀請鄰近學區校長蒞臨指導，展現學

習成果，以及專業服務學習的協作成果。 

（三）校外參訪 

  本所於每學期舉辦 2-3次校外參訪活動，讓研究生能瞭解

學校及文教產業機構的課程規劃與教學的實際現況與趨勢，如【附

錄 3-5-1】所示，並藉此提供學生與參訪機構媒合就業的機會。 

（四）姐妹校學術交流活動 

   本所由本校特色計畫經費支援，進行姊妹校國際交流【附錄

1-7-7】。首屆由宋佩芬所長與游家政教授帶領 5 名研究生於 2012

年 6月 13-17日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及上海中小學進行參訪與學術

交流。雙方研究生皆發表其研究論文之構想，由兩所教授分別給對

方研究生建議。此外，本所於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到港澳進行國際

姊妹校之學術交流活動，並至樂施會進行移地學習，以增進研究生

國際視野。計畫書及參報告書，詳【附錄 3-5-3】【附錄 3-5-4】。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日本東京進行學習共同體移地學習，並至校

姊妹校進行交流。 

（五）學術研討活動 

   本所定期舉辦國內與國際研討會，增進師生研究能力與視

野，希望藉以提升其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學能力如【附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5】本所101至103(1)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9】101-103(1)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果.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5-1】%20101至103(1)學年度本所校外參訪活動實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5-1】%20101至103(1)學年度本所校外參訪活動實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7】101-103(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7】101-103(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4】101-103(1)學年度研討會議程與論文集（請至現場參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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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1-7-4】、【附錄 4-5-2】所示。研究生參與研討會的各項議程與接

待外賓活動，亦可增強其正式課程外的各項知能。請詳見【附錄 4-

5-3】，碩士生專業表現。 

本所學生對於本所提供的課外學習活動（含學術研討會、參訪、見

習、校際交流等），感到滿意，問卷調查平均值 4.73(5點量表)

【附錄 3-1-9】。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7-4】101-103本所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1-7-5】101-103學年度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活動 

【附錄 1-7-7】101-103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 

【附錄 1-7-9】101-103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果展 

【附錄 3-1-9】本所學生對於本所提供學習輔導與學習資源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5點量表） 

【附錄 3-5-1】 101-103學年度本所校外參訪活動實施表 

【附錄 3-5-2】 101-103學年度本所辦理學術研討會實施表 

【附錄 3-5-3】103港澳移地學習暨志工服務計畫書 

【附錄 3-5-4】103港澳移地學習暨志工服務報告分享報告書 

【附錄 4-5-2】101-103 學年度本我研究生論文發表一覽表 

【附錄 4-5-3】101-103 學年度本所研究生專業表現 

 

3-6 各學制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 

（一）導師制度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駐校 4 天，本所老師認為：「沒有

上課的時間都是 office hour」，以利學生和教師晤談，研究生常

利用機會與教師討論其問題【附錄 3-6-2】。研究生可以用 email 約

談時間，或下課後直接面談。所長擔任所導師，負責輔導全所研究

生選課、學習、修業、生活與生涯規劃諮詢。本所每位老師均擔任

研究生導師，負責輔導研究生選課、學習、修業、生活與生涯規劃

諮詢，每位導師約擔任每屆研究生 2 到 3 名的導師【附錄 3-1-1】，

用心瞭解學生在論文撰寫與課業學習的情形與問題、工作與生活上

的情形與問題，並透過晤談給予關心與支持、以及討論前述相關問

題，鼓勵研究生持續努力學習。此外，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時也會

適時提供學習與生活輔導。 

（二）「家族制」與「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學會」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5-2】101-103(1)學年度本所研究生論文發表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5-3%20】101-103學年度本所研究生專業表現.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5-3%20】101-103學年度本所研究生專業表現.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4】101-104(1)學年度研討會議程與論文集（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7】101-104(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9】101-103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果.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5-1】%20101至103學年度本所校外參訪活動實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5-2】%20101-103學年度本所辦理學術研討會實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5-3】103學年度港澳移地學習暨志工服務參訪手冊.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5-4】103學年度港澳移地學習暨志工服務成果報告.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5-2】101-103學年度本所研究生論文發表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5-3%20】101-103學年度本所研究生專業表現.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6-2】98-101(1)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駐校時間(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1】102-103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導生與導師一覽表(研究生手冊中之導生名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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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成立「家族制」與「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學會」。

藉由研究生自主運作、互動以及內部的 Facebook及 LINE的群組，

學長姊、學弟妹與同學之間彼此不但在活動上合作，亦在學習與生

活上相互支持【附錄 3-1-6】。此外，本所提供給研究生之空間─

「研究生多功能討論室」（ED303）亦發揮功能，使研究生有研究、

討論與分享的空間，協助其生活的調適。 

 

（三）休學及課程修完而未完成論文的輔導 

           本所所長、導師、指導教授及助理，對於休學及課程

修完而未完成論文的同學，透過定期約談、e-mail 或電話，關心

他們的學習狀況，並適時提供協助與鼓勵。 

（四）提供獎助學金與工讀機會 

           針對許多學生因為經濟考量需要打工賺取學費的情形，

本所運用學校提供之獎助學金提供研究生獎助學金與工讀機會【附

錄 3-6-1】。在工讀機會方面，提供學生參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

之機會【附錄 3-1-2】。 

（五）在職專班的輔導 

     在職專班生由於時間有限，因此其修課問題由所長會利用其

上課彈性時間，進行班會討論及生活輔導，任課教師與導師也會對

在職專班生透過 Facebook及 LINE的群組與學生互動，關心學生的

學習情形，適時提供協助。 

  本所學生對於教師與學生相處氣氛與互動、以及教師定期與研

究生進行討論的情形，感到滿意，問卷調查平均值分別為 4.67 與

4.48(5點量表)【附錄 3-1-9】。 

（六）定期舉辦全所性聯誼活動 

    本所定期舉辦全所性聯誼活動，凝聚不同年級與班別(碩士

班與碩專班)對本所的認同，增進師生交流以及不同班別及學長姊

情誼。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生活及學習輔導。參見【附錄 1-7-10】。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7-10】101-103學年度師生交流及聯誼活動一覽表 

【附錄 1-3-2】102-103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導生與導師一覽表(研究生手冊中之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6】--101-103(1)學年度研究生學長姐家族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6-1】101-103(1)學年度本所獎學金與工讀金與人數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6-1】101-103(1)學年度本所獎學金與工讀金與人數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10】101學年-103學年度師生交流及聯誼活動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10】101學年-104(1)學年度師生交流及聯誼活動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3-2】101-103學年度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20(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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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生名冊)(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3-1-2】學年度學生參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 

【附錄 3-1-6】101-103學年度本所研究生學長姐家族表 

【附錄 3-1-9】本所學生對於本所提供學習輔導與學習資源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5點量表） 

【附錄 3-6-1】101-103學年度本所獎學金與工讀金與人數一覽表 

【附錄 3-6-2】101-103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駐校時間(請至現場參閱) 

 

 

3-7 各學制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 

  本所研究生在進入本所之後，即思考自己的生涯規劃。除了研

究生之間彼此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想法，授課教師亦會關心學生未來

的出路，並提供一些想法與作法。一般而言，本所碩士生大多數計

畫同時修習中等師資培育學程，取得教師證書，成為中學教師；部

份碩士生已在學校代課。本所與師資培育中心關係密切，因此能輔

導學生修習學程的相關資訊。部份學生不具本校師資培育類科之專

門科目資格，師培中心亦能因應研究生之需求，及教育部之新辦法

而修法協助這些研究生具備修習資格【附錄 3-7-1】【附錄 3-7-2】。近

二年來，本所學生較多在職學生，本所積極強化學生發展課程及提

升教學實務能力，讓其在職場上表現更突出。 

  本所呼應本校產學合作政策，加強理論與實務對話，並提升學

生生涯就業機會，特別與新北市淡江高中、新市國小、忠山國小、

康軒文教集團，以及漢帝學習創新中心等機構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

(表 3-7-1)。此外，本所亦與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學校協作校本課程

設計與發展(表 3-7-2)。 

  本所碩專班學生皆為在職人員，部分學生需要修習中等學程以

取得正式教師資格。本所依其需要輔導其學習與學程之報考。除此

之外，本所之「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101學

年度有 3人申請，102學年度有 1人申請，且本所將「專業實習」

課程定位為「企業實習」，將提供未來學生在公私立學校外生涯發

展的可能。 

表 3-7-1  本所簽約之產學合作機構一覽表 

年 機構名稱 代表人 已經辦理之產學合作活動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6】101-103學年度研究生學長姐家族表104.09.16.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9】103學年度在校生滿意度調查(5點量表)103.12.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6-1】101-103學年度本所獎學金與工讀金與人數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6-2】101-103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駐校時間(請至現場參閱).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7-1】淡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1030729教育部核定）%5b1%5d.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7-1】淡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1030729教育部核定）%5b1%5d.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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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03 新北市淡江高中 劉建政校長 校本課程發展、外賓英語導覽 

103 新北市新市國小 林建棕校長  校本課程發展、學習共同體協

作、外賓參訪 

103 新北市忠山國小 彭增龍校長 校本課程發展、新住民教育體驗 

103 康軒文教機構 譚蕙婷副總編輯 

郭志權人事經理 
教科書設計演講及學生參訪 

103 漢帝學習創新中心 李光莒校長 夏令營規劃及專題演講 

表 3-7-2 本所與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學校協作校本課程一覽表 

學年度 機構名稱 校長 產學合作活動   服務學生 

103 淡江高中 劉建政 淡江傳奇 楊蕙如、翁義鑫 

新市國小 林建棕 塑膠地球 詹皓雲、連美郁 

坪頂國小 蘇穎群 行動夢想家 何欣蓉、蕭梅華 

忠山國小 彭增龍 食安品全 林獻凱、朱正榮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3-7-1】淡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辦法（新修訂） 

【附錄 3-7-2】淡江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

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新修訂） 

 

3-8 系所參與學校特色計畫(教學部份)之成果 

  本所積極配合本校特色計畫申辦姊妹校交流活動、業師請益、

企業參訪、國際移地學習等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如【附錄

3-8-1】所示。 

（一）與姐妹校交流活動 

      本所由本校特色計畫經費支援，進行姊妹校國際交流【附

錄 1-7-7】。首屆由宋佩芬所長與游家政教授帶領 4名研究生於 2012

年 6月 13-17日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及上海中小學進行參訪與學術

交流。雙方研究生進行研究論文構想之發表，由於此次的成功經驗，

本所於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到澳門大學與香港教育學院，進行國際

姊妹校之學術交流活動，增進研究生國際視野。(【附錄 3-5-3，

【附錄 3-5-4】) 

（二）業師演講活動與業界參訪 

  本所每學期均會辦理多場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活動【附錄 1-7-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7-1】淡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1030729教育部核定）%5b1%5d.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7-2】淡江大學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1030117教育部核定）.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7-2】淡江大學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1030117教育部核定）.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8-1】本所101-103(1)申辦本校特色計畫之相關活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8-1】本所101-103(1)申辦本校特色計畫之相關活動.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7】101-103(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7】101-103(1)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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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5】，提升研究生統合學術與實務之能力，也讓研究生掌握業界的

職場脈動，強化就業競爭力及教學實務能力。此外，亦帶領研究生

到學校、文教產業或機構、企業在職教育等參訪與見學【附錄 1-7-

6】。103學年本所申請「業師請益職多元體驗」，帶領研究生參訪

宜蘭慈心華德福教育國民中小學，師生共計 20餘人參加。藉此厚植

其教育體會與實務經驗，並藉此提供學生與參訪機構媒合就業的機會。 

（三）移地學習 

  本所移地學習包括國內與國外兩部分。國內移地學習方面，本

所開設「課程管理與領導研究」，帶領研究生移地到中小學教學現

場以及文教企業進行參訪與上課。在國外移地學習方面，本所於

103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課程比較研究專題」，帶領研究生到澳

門與香港學校，進行國際姊妹校之學術交流活動，並至香港樂施會

參加全球議題探究工作坊，以提升研究生國際視野，並深化其對全

球化議題的瞭解【附錄 1-7-7】。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7-5】本所 101-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 

【附錄 1-7-6】101-103學年度校外機構參訪活動 

【附錄 1-7-7】101-103學年度國際交流與移地學習一覽表 

【附錄 3-8-1】本所 101-103申辦本校特色計畫之相關活動 

3-9 國際化及外語環境執行之情形 

（一）全英語授課 

   本所每學年均提供研究生全英語授課之課程，以提升其國際

化與外語能力，如【附錄 3-9-1】所示，103學年開設全球化課程與

教學專題與新興學習科技應用專題，研究生收獲頗多，也提升其英

語的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 

（二）與日本之學習共同體交流活動 

本所與日本進行有關學習共同體議題之交流活動，於 103年 3

月 26日舉辦學教翻轉的契機與挑戰公開教學研討會，邀請佐藤學

教授進行觀課、議課與專題演講，參與人數達三百人，且回應非常

熱絡，收獲很大。同時，趁日本學者森田智幸及北田佳子來台參訪

及研究之便，亦邀請至本所進行專題演講，請詳見【附錄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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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所陳麗華教授、陳劍涵教授於 103年 3月 7-8日，以及

104年 8月 6-9日，亦應佐藤學教授之邀請，至日本學習院大學進

行專題演講。 

（三）外籍留學生 

   本所 101學年度有一名美籍外國學生，103學年度下學期亦

有一名取得英美教育獎學金的留學生。外籍學生加入修讀學位，對

於本所學生及教師都有助益，可以擴增視野、增加多元觀點，同時

提升國際化程度(表 3-9-1) 

 

表 3-9-1  101-103 學年度修讀本所之外籍生名單 

學年度 姓名 
修讀 

期間 

原屬 

國家 

 

論文題目 

101 歐陽濤 

(Torah Oglander) 

100.8.1- 

103.7.31 
美國 

Video games for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mandarin tone percep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game-based learning 

103 
Ben Robert 

Harper 

104.2.1—

至今 
美國 ── 

（四）大陸交流生 

   本所 102學年度與 103學年度有大陸交流生各 1名(表 3-9-

2)。大陸交流生之加入，使本所研究生在課程的學習上，獲得更多

同儕相互交流與學習成長的機會，不僅有多元的觀點可以學習，也

能提供他們學習刺激以及多元文化的學習機會。 

 
表 3-9-2 101-103 學年度本所大陸交流生之情形 

學年度 學期 姓名 原屬國家/大學 

101 第 2學期 

102.2.1-102.7.31 
李  鵬 

大陸復旦大學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二年級 

103 
第 1學期 

103.8.1-104.1.31 
楊雨薇 

大陸復旦大學高等教育 

研究所二年級 

 

請參考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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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5】101-104本所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 

【附錄 3-9-1】 101-104(1)學年度本所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情形 

 

二、特色 

（一）本所重視每一位研究生的學習、生活與生涯的輔導 

      本所安排多種活動來鷹架學生每個階段的學習。從開學

前舉辦的新生說明會、學期之間的業師與學術專題演講、校外參

訪活動、師生迎新送舊聯誼活動，到學術研討會、國際姊妹校交

流、研究構想發表會，以及學習成果發表會等，皆提供研究生多

元學習的機會。本所師生之間的互動密切良好，研究生對於本所

整體滿意度佳。 

（二）本所積極開拓學生就業機會，提升其競爭力 

     本所除傳統教育學門課程與教學領域之外，亦積極開發學

生多元出路，以文教產業為目標，拓展學生就業可能，設立「文

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102 學年度本所並將「專

業實習課程」訂為「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必

修課程，將安排學生至合作業界，如康軒文教集團、漢帝學習創

新中心、慈心華德福教育國民中小學、健康國小等機構進行實習

或參訪 YMCA、淡大華語中心、臺北市亮點計畫、聖心女中、大湖

國小等機構，以強化學生文教業界之實務經驗與學習。此外，研

究生亦可申請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取得教師資格。 

（三）本所教師提供足夠時間輔導研究生 

       本校規定專任教師每週須駐校 8個半天，所有教師需公

布在校研究、學生晤談、授課等時間表，研究生有充分機會與教師

晤談。此外，本所設置導師制度輔導學生學習、生活與生涯發展。

指導教授亦扮演論文指導及生涯輔導的重要鼓勵者。 

（四）本所外籍生與交流生提供師生多元的觀點 

        本校由於強調國際化，且與部份姊妹校訂有學分相互承

認之規定，再由於開放陸生的政策，101及 103學年均有大陸交流

生。在外籍生方面，本所 102學年度已有外籍生歐陽濤畢業，103

學年第 2學期將有外籍生 Ben Harper就讀春季班。本所預期未來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7-5】本所101至103業師與大師學術演講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9-1】%20101-104(1)學年度本所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情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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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與大陸姊妹校之學生將持續前來就讀與交流，有益本所學生

學習，對於本所全球視野教育目標之達成亦有幫助。 

三、問題與困難 

  由於少子化的趨勢，招生情形面臨挑戰，而且許多學生因為經

濟考量需要打工賺取學費，同時也有部分學生未具有教育實務經驗，

造成本所面臨學生在學習、生活與生涯輔導上的問題與挑戰。 

四、改善策略 

（一）提出創新策略，強化品牌印象 

     針對少子化趨勢產生的招生情形面臨挑戰的情形，本所採

取「呼應政策，在地深耕」、「在地服務，口碑相傳」、「凝聚

認同，吸引同事」、「開設課程，深化交流」、「開設學程，跨

界合作」、「善用媒體，形塑品牌」、「多師輪開，形塑特色」

等策略，詳見(表 1-1-1)，強化品牌形象，改善少子化產生的招

生情形。此外，本所亦重視每一個學生之學業、生活與生涯輔導，

以及關心與適時協助休學及課程修完而未完成論文的同學之外，

本所並積極增強學生的就業機會與競爭力。除了文教產業創業與

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教育學程之外，未來亦將持續思考建立

有利學生發展之學分學程。 

（二）提供工讀生及研究助理機會，並從中發展碩士論文 

   針對學生因為經濟考量需要打工賺取學費的情形，本所運

用學校撥發的獎助學金和教師專題研究等，提供研究生獎助學

金與工讀機會，並從中發展論文題目。未來將鼓勵學生參加課

程設計等競賽，並以募款經費核發獎金。 

(三)結合專案研究與教學提供學生發展有品質論文的機會 

本所嘗試結合樂施會補助全球議題課程教學計畫，以及

「課程設計與發展」、「課程與教學設計」課程，引進教材和

教科書產業人士協助學生發展有品質的碩士論文並提昇教學實

務。 

（四）提供實務經驗不足學生多元實務體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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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部分學生未具有教育實務經驗及不清楚未來方向的情

形，本所藉由業師講座、實地參訪、實務見習、專業知能服務學

習等機會，以及「專業實習」課程增強學生實務知能。 

五、項目三之總結 

  本所用心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並提供「研究方法與教育

基礎領域」、「課程研究領域」、「教學研究領域」、「特色課程

領域」等多元的正式課程，以及專題演講、學術研討、姐妹校學術

交流、校外參訪見習等多元的非正式課程，以提昇學生學術與教育

實務的能力。此外，並透過所長、導師制、指導教授、學長姐家族

制、以及所學會，提供良好的學習、生活與生涯輔導措施。本所希

冀提供研究生優質的學習環境，以及參與專案計畫的機會，引導學

生發展其研究興趣，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並思考其未來發展方向，

早日完成碩士論文，落實其課程與教學知能於各類場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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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術、專業與服務表現 

一、現況描述 

  本所 101學年度有專任教師 6名，合聘 4名，兼任教師 1名。

102-103 學年度，有專任教師 7 名，合聘教師 3 名，兼任教師 1 名。

其中，專任教師部分有教授 4位，助理教授 3位，請詳見【附錄 2-

1-1】。本所教師學術研究表現涵蓋面廣，包含課程設計與發展、教

科書設計、民主公民素養、全球化課程議題、全球教育課程設計與

實施、教師信念與教學效能、弱勢學生之課程與教學議題、新興學

習科技等等，研究議題多元。教師學術發表量佳，學術活動積極。 

4-1 教師學術研究表現之情形 

（一）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成果之數量與品質 

         本所教師學術著作數如【附錄 4-1-1】、【附錄 4-1-2】、

【附錄 4-1-3】及(表 4-1-3)所示。每人發表均豐，若以本所教師人

數計算，101-103學年度每人平均有 4.6篇期刊論文發表，亦包含

數篇 SSCI與 TSSCI文章。此外本所教師每年均獲得科技部研究補

助執行研究計畫，101-103學年度共有 20個科技部研究計畫（含

主持與共同主持的計畫），每人平均有 2.9個科技部研究計畫(表

4-1-3)。另外本所教師也接受其他機構（如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

院）委託進行研究專案，101-103學年度共有 10個教育部或校內

重點研究案，例如游家政教授主持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架構研訂原則之擬議研究」以及淡江大學「通識教育

課程架構與審查機制之研究」等，以及陳麗華、張月霞教授主持香

港樂施會的專題研究計畫，皆顯示本所教師研究能量之充沛。 

  總計本所教師各類論文及研究件數於 101學年度達 28件，於

102學年度達 57件，103學年度第 1學期達 51件，總計 101-103

達 136件，平均每人 19.43件，整體學術表現良好(表 4-1-3)。本

所教師 101至 103學年度發表於 SSCI、TSSCI等期刊論文，有 18

件，及撰寫專書出版，有 9 件， 依本校研究獎勵辦法獲獎者多人，

研究品質亦不斷精進，請詳見(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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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101-103(1)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之論文發表數統計表 

年度 期刊論

文數 

專書數及

專書論文 

研討會

論文數 

技術報告

與其他 

科技部

計畫數 

其他研究

計畫數 

合計 

101 8 3 12 3 1 1 28 

102 11 5 20 3 12 6 57 

103 14 3 22 2 7 3 51 

小計 33 11 56 8 20 10 136 

表4-1-4  本所專任教師101-103學年度發表於TSSCI等期刊之論文篇數及專書數 

學年度 101 102 103 合計 

發表

篇數 

SSCI 1 1 1 3 

SCI 0 0 0 0 

EI 0 0 0 0 

TSSCI 0 6 9 15 

專書 2 5 2 9 

（二）教師研究與本所發展定位的相符情形 

         為因應本所「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的教育目標，

本所教師逐漸發展此方向之學術研究。目前不但有科技部之「全球

教育」相關研究計畫，本所所屬教育學院結合本所師資進行在地關

懷之「弱勢學生」整合型研究計畫。總計本所教師於 101-103學年

度進行 10件全球視野相關研究計畫，12件在地之弱勢學生之關懷

的相關計畫【附錄 1-1-3】。在論文發表方面，101-103學年度本所

教師發表全球視野面向之研究 4篇，在地弱勢學生關懷研究 19篇

【附錄 1-1-12】。本所教師之學術研究正逐步落實本所教育願景。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4-1-1】本所教師專業服務及學術研究成果一覽表 

【附錄 4-1-2】101-104(1)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 

【附錄 4-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學術研究成果一覽表 

【附錄 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

表 

【附錄 1-1-12】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論文一覽表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3】101-103(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2.09念庭).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12】--101-103(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論文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1-1】%20101-103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1-2】101-103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20(2).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1-3】101-103學年度本所教師學術研究成果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9.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9.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12】101-103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論文一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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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師專業與社會服務表現之情形。 

（一）教師專業與社會服務成果之數量與品質 

         本所教師依照專長，除在校進行教學與研究外，亦致

力於各類專業服務，包括參與專業學術活動、國際交流與學術服務

的情形相當多元（請參閱【附錄 4-2-1】、【附錄 4-2-2】、【附錄 4-2-3】、

【附錄 4-2-4】、【附錄 4-2-5】、【附錄 4-2-9】）。 

1.在校內服務方面，本所專任教師均分別擔任學校各級委員會委

員，積極參與各項會議。本所專任教師除擔任本所研究生論文學位

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外，並常受邀擔任校外碩、博士論文學位口試

委員。 

2.在學術專業服務方面，本所專任教師參與國內及國際學術活動

相當積極活躍。除了在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引言外，亦經常擔任

主持人、評論或回應人；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主編、編輯委員及審

查委員；擔任學會理事、監事或幹部等工作，多人榮獲中華民國教

育學術團體頒發木鐸獎；並常受邀至各大專院校進行專題演講，教

育專業表現相當突出。 

3.在校外專業服務方面，本所專任教師許多擔任相關公職考試命

題及閱卷委員；中小學備用校長、主任甄選及遴選委員；縣市政府

舉辦校務評鑑、校長評鑑、優質學校、行動研究…等評鑑或評選委

員；本所教師經常出席政府部門相關單位或民間社會團體組織等所

召開之會議。教師專業服務成果之數量統計如表 4-2-1。 

4.在教育傳播服務方面：陳麗華教授在國語日報開設「教育心世

界」、「教育真善美」與「教育地球村」等專欄，已近兩年，延攬

本所高熏芳、林君憶、張月霞、陳劍涵等教授撰寫全球教育及教育

新知，並延攬全所教授、中小學校長與教師參與課堂賞析的撰稿，

既關懷本土教育、弱勢教育，也探討全球教育，傳布教育新知【附

錄 4-2-5】。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1】101-103(1)本所教師參與專業學術活動一覽表(念庭).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2】--101-103(1)本所教師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一覽表(念庭)cyl.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3】--%20101-103(1)本所教師參與學術期刊編輯及審查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4】--101-103(1)本所教師參與學術團體一覽表%202015.02.09冠志%20(1).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5】本所各師在國語日報發表之專文及課堂賞析等.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9】101-103(1)學年度本所教師專業服務一覽表.doc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5】本所各師在國語日報發表之專文及課堂賞析等.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5】本所各師在國語日報發表之專文及課堂賞析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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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101-103 學年度本所教師總專業服務次數統計表 

學年度 

校內演

講活動 

校外演

講活動 

校內行

政職務 

工作坊

活動 

學術研

討會 

國際交

流活

動 

校內外

委員 

指導 

教授 

榮譽與

職務 

101 2 0 2 1 9 2 29 12 4 

102 1 2 3 13 9 1 33 8 4 

103 0 5 3 8 4 2 16 4 3 

總計 3 7 8 22 22 5 78 24 11 

（二）教師專業服務表現與本所發展定位的相符情形 

1.在大學服務方面：本所教師發揮課程與教學專長，協助精

進本校教育品質，例如游家政教授擔任本校學習與教學中

心執行長，黃儒傑教授擔任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

組組長，投入大學教育工作。 

2.在全球視野的專業服務方面：本所率先提出以教育專業構

築「淡海國際教育園區」的理念，經由教育學院主辦論壇

引起注目，後來經由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的努力，成為新北

市政府教育局與淡江大學攜手協作的「淡海國際教育園

區」，由本校教育學院、外語學院及國際學院共同參與

【附錄 4-2-6】【附錄 1-1-7】。本所協助淡海地區的學校進行

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師資培育的任務。103學年度引進著

名的 INGO香港樂施會的師資和課程，在鄧公國小舉辦

「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與香港教

育學院及小童群益會合辦國際教育志工研習活動，研習內

容與活動備受現場教師的肯定【附錄 1-1-6】。 

3.於在地關懷的專業服務方面：本所教師積極投入各類地方

學區專業服務工作。例如：1)「課程設計與發展」專業知

能服務學習，與淡海地區學校進行專業服務協作【附錄 4-2-

7】；2)本所教師陳麗華、黃儒傑、薛雅慈、張月霞、林君

憶、陳劍涵等教授皆透過「淡海地區學習共同體策略聯

盟」，分別至六所小學蹲點與教師備課社群進行專業協作。

陳麗華教授與兼任教授林文生亦擔任新北市學習共同體諮

詢教授，協助擬定推動政策與分區輔導工作【附錄 4-2-8】。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6】--102學年度淡海國際教育城(創造教育的未來%20侯友宜林騰蛟來校論壇).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6】--102學年度淡海國際教育城(創造教育的未來%20侯友宜林騰蛟來校論壇).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6】本所在深耕全球視野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7】「課程設計與發展」及「弱勢學生課程與教學」之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計畫.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7】「課程設計與發展」及「弱勢學生課程與教學」之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計畫.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2-8】--103學年度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大學與中小學協作計畫、策略聯盟實施計畫草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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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麗華、游家政、薛雅慈、林君憶、張月霞、黃儒傑等

教授參與台北市學習共同體學校輔導等工作。4)陳麗華、

高熏芳教授經常參與台北市、新北市 12年國民教育各階

段之校長、主任甄試及遴選委員會。 

4.在 12年國民教育之專業服務方面：本所教師亦投入中等

教育及小學教育提升之各項計畫。例如：1)陳麗華教授及

高熏芳教授等率本所老師們參與「台北市國中亮點計畫」

之規劃與推動；2) 高熏芳、陳麗華、薛雅慈與張月霞等

教授等人參與「台北市高中職課程與教學領先計畫」之審

查與到校諮詢輔導；3)游家政、黃儒傑、陳麗華、張月霞

等教授等參與「新北市國中小校務評鑑」、「新北市高中

職、國中、國小校長評鑑」之進行；4)黃儒傑教授及薛雅

慈助理教授參與教育部學習弱勢扶助條例之政策規畫。 

    以上僅列舉數例，顯示本所教師專業服務成效卓著，符合

本所之發展定位。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1-1-6】 本所在深耕全球視野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 

【附錄 1-1-7】「淡海國際教育園區」相關文件資料 

【附錄 4-2-1】本所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參與專業學術活動一覽表 

【附錄 4-2-2】本所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參與國際交流活動一覽表 

【附錄 4-2-3】101-103 本所教師參與學術期刊編輯及審查一覽表 

【附錄 4-2-4】101-103 本所教師參與學術團體一覽表 

【附錄 4-2-5】本所各師在國語日報發表之專文及課堂賞析等(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4-2-6】「淡海國際教育園區」媒體報導及海報 

【附錄 4-2-7】「課程設計與發展」及「弱勢學生課程與教學」之專業知能服

務學習計畫 

【附錄 2-8-4】本所「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之專業知能

服務學習計畫(其成果報告請至現場檢閱)。 

【附錄 4-2-8】「淡海地區學習共同體策略聯盟」實施辦法 

【附錄 4-2-9】101-103 學年度本所教師專業服務一覽表 

 

4-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力之表現 

本所無學士班學生，此項目免填。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6】本所在深耕全球視野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7】本校與新北市政府協作之「淡海國際教育城」相關文件資料.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1】101-103本所教師參與專業學術活動一覽表(念庭)%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1】101-103本所教師參與專業學術活動一覽表(念庭)%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1】101-103本所教師參與專業學術活動一覽表(念庭)%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3】%20101-103本所教師參與學術期刊編輯及審查一覽表%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4】101-103本所教師參與學術團體一覽表%202015.02.09冠志%20(1)%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4】101-103本所教師參與學術團體一覽表%202015.02.09冠志%20(1)%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4】101-103本所教師參與學術團體一覽表%202015.02.09冠志%20(1)%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6】102學年度淡海國際教育城(創造教育的未來%20侯友宜林騰蛟來校論壇).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6】102學年度淡海國際教育城(創造教育的未來%20侯友宜林騰蛟來校論壇).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6】102學年度淡海國際教育城(創造教育的未來%20侯友宜林騰蛟來校論壇).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4】103學年度「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4】103學年度「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4】103學年度「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二/【附錄2-8-4】103學年度「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坊.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2-9】101-103學年度本所教師專業服務一覽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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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碩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一)調整招生策略，提升入學學生品質 

  本所 101-103年入學考試報考及錄取人數，如表 4-4-1。受少

子化衝擊，本所碩士班在 101學年報考人數減少。然而在 102及

103學年度報考人數有增加，錄取率降低，學生入學之素質提升。

103學年度招生策略調整：首先，鎖定淡海地區當地教師作為招生

重點，上課時間改為傍晚五點以後，以符合教師工作作息之需求；

其次，呼應課堂改革政策與趨勢，微調科目與授課內容，並結合專

業知能服務學習，以符合中小學課程發展及師資專業增能之需求。

因此，103學年度招生狀況有逆勢上揚的情形，甚至吸引外籍英語

教師來進修。本校招生委員會遂核定 104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從

10人調整為 15名。 

表 4-4-1  101-103 學年度本所碩士班入學考試報考與錄取情形 

 

學年度 

 

項目 

班別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101 報考人數 6 8 

錄取人數 4 6 

錄取率 % 66 75 

102 報考人數 10 18 

錄取人數 5 5 

錄取率 % 50 27 

103 報考人數 15 14 

錄取人數 5 5 

錄取率 % 33 35 

（二)建立嚴謹修業及提論文機制，以品管研究生培育過程 

1.本所自 96 學年度成立至至 103 學年度，共招收 8 屆碩士班學生。

已培育 30 名教育碩士；其中碩士班於 101 至 103 學年度畢業者

有 13 名；碩專班已有 7 名（表 4-4-2）。本所每學年每位教師至

多指導 5 名研究生，研究生學位論文在品質控管的機制下均可達

到水準【附錄 4-4-1】【附錄 4-4-2】。 

2.為確保本所研究生論文品質，本所對研究所論文考試有詳細的

規定【附錄 4-4-3】，研究生論文計畫口試後，需將依口試委員意

見修改後論文計畫於口試後一個月內繳交至本所辦公室，其學位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4-1】--研究生101-103(1)學位論文一覽表cyl.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4-1】--研究生101-103(1)學位論文一覽表cyl.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4-3】--%20本所論文考試實施要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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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考試日期以其修改後論文計畫繳交至所辦時間開始計算，至

少需間隔三個月，藉以確保學位論文的品質。3.本所訂有學生核

心能力指標與畢業條件。碩士班學生須符合七項畢業條件，約略

為：1)修畢 32學分；2)碩士論文通過審查；3)通過英語能力檢

定畢業門檻規定；4)參與校內外研討會 3場；5)發表一篇論文；

6)完成一件課程設計作品；7)完成專業見習與服務 18小時(表 1-

2-2)。 

  表 4-4-2 本所碩士(碩專)班研究生 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人數 

學年度 
畢業學生人數 

碩士班 碩專班 

101 7 0 

102 4 6 

103 2 1 

合計 13 7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4-4-1】本所碩士班研究生 101-103 學年度學位論文一覽表 

【附錄 4-4-2】本所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論文指導一覽表 

【附錄 4-4-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論文考試實施要點 

 

4-5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研究、專業或實務之表現。 

（一）研究生研究成果之表現 

    本所研究生雖然大多需要兼職，然仍努力學習，把握機會

於國內外發表研究成果【附錄 4-5-1】。為加強學生論文品質，本所

教師充分支持研究生主辦之研究構想發表會【附錄 4-5-2】。101-103

學年度研究生碩士論文主題，皆能符應理論切合實務，如【附錄 4-

4-1】，包含學科教學研究、弱勢學生研究、性別研究、遊戲融入教

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教科書研究、國際教育、師資培育研究等。 

（二）研究生專業與實務之表現 

    本所研究生主要在文教領域有專業表現，如【附錄 3-1-2】

有 10位研究生參與教授之專題研究計畫，擔任助理。如【附錄 4-5-

3】，學生接待外國學者解說淡水古蹟及淡江校園，參與接待來訪

外賓進行古蹟解說、擔任研討會與工作坊的服務志工、推動學習共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表1-2-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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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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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體、擔任公開授課教師、獲得師培獎學金等，在展現其專業知能。

在校生對於修習課程之質性回饋意見顯示本所研究生修課同時透過

課程相關之專業服務學習機會，能夠理解並實踐教育理論，提升能

力與自信，拓展研究興趣，且能應用所學於職場。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3-1-2】 學生參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 

【附錄 4-4-1】本所碩士班研究生 101-104(1)學年度論文一覽表 

【附錄 4-5-1】本所所學會舉辦學生研究構想發表會一覽表 

【附錄 4-5-2】101-104(1)學年度本所研究生論文發表一覽表 

【附錄 4-5-3】101-104學年度本所研究生專業表現一覽表 

【附錄 4-9-1】課程所在校生對課程所修習課程之質性回饋意見 

 

4-6 在職專班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 

  本所在職專班 101學年度成立，目前完成論文者共十一位同學，

其論文主題包括師生關係、品格教育、閱讀教育、學科教學策略、

能源教育等，如表 4-6-1，皆能搭配其工作上的需求，符合教育實

務與應用。 

 

表 4-6-1 本所碩專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實務應用情形 

畢

業

學

年 

入

學

學

年 

姓名 論文題目 
實務應用 

課題 

102 101 陳少庭 

師「情」話「意」~一位老師追溯「正

向情意」來觀以「師生互動歷程」的

敘事探究 

師生關係 

學生輔導 

102 101 王雅瑩 
從「偶像」到「英雄」專題式學習融

入國中品格教育之行動研究 
品格教育 

102 101 陸韻萍 
協同學習融入國中英語閱讀教學之行

動研究 

教學策略 

閱讀教學 

英語科 

102 101 劉麗娟 
配對協同學習融入國小高年級自然科

教學之行動研究 

教學策略 

自然領域 

102 101 曾慧敏 臺北市高職教師專業發展需求之研究 
高職教育 

教師專業 

102 101 楊惠芸 
中小學能源科技教育推動中心種子教

師推動能源教育之研究—以新北市為
能源教育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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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1-2】%20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助理情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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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5-1】本所所學會舉辦學生研究構想發表會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5-1】本所所學會舉辦學生研究構想發表會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5-3%20】101-103學年度本所研究生專業表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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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103 101 吳惠敏 
預測策略運用在國小一年級閱讀教學

之行動研究 

閱讀教育 

教學策略 

103 102 林妙玲 
分享式閱讀教學應用於國小一年級新

住民學生之行動研究 

閱讀教育 

教學策略 

103 102 蕭秀琴 
協同學習對於國中生國語文學習動

機、成效影響之研究 

閱讀教育 

教學策略 

103 102 林婉儀 

學習共同體導向數學課室中學生學習

活動之分析研究：以一所中學的班級

為例 

教學策略 

數學領域 

10 102 曾銘翊 
多元文化取向新住民教育之核心課程

網要建構 

教學策略 

社會領域 

 

4-7 在職專班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 

     本所目前在職專班學生多為現職中小學教師，其學習動力

佳，並參加國內各項教學實務應用或教學創新競賽，獲得獎項，如

教學卓越獎、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優良認輔人員、環教課程計畫

獎、語文競賽優等獎等，其他創行教學行動，如帶團出國參訪、擔

任教師社群召集人、指導學生榮獲各類獎項等，相當多元創新，整

體成果，列表如【附錄 4-7-1】。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4-7-1】101-104(1)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所在職專班學生參與國內實務應

用或創新活動一覽表 

 

4-8 在職專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101學年度本所新設在職專班，招收第一屆學生，報考人數共

48名，錄取 12名，錄取率 25%。從 102~103學年度，報考人數增

多，錄取率明顯下降，錄取學生的素質提升，以 103學年度新生為

例，錄取 12 名中有 9 名為國立大學畢業，其餘 3 名為台北醫學院、

淡江大學及逢甲大學畢業，學生素質優秀【附錄 4-8-1】。本所在職

專班學生經過競爭取得入學資格，皆為有心追隨本所教授進修之現

職中小學教師，他們渴望在理論與實務間突破，其在學學習表現優

異。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7-1】101-103(1)學年度第1學期本所在職專班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一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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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1 101-103(1)學年度本所碩專班入學考試報考人數與錄取率 

學年度 項目 碩士專班 

101 

報考人數 48 

錄取人數 12 

錄取率 % 25% 

102 

報考人數 42 

錄取人數 12 

錄取率 % 28% 

103 

報考人數 54 

錄取人數 12 

錄取率 % 22%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4-8-1】本所 101-104 學年度在職專班學生現職與畢業系所 

 

4-9 在職專班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 

  本所在職專班學生為各級學校教師，本所之專業訓練協助能提

升其各方面教育專業知能。以下問卷結果顯示本所在職專班學生肯

定本所課程能提升其專業實務能力，且對實務工作有幫助(表 4-9-

1)。在校生對課程所修習課程之質性回饋意見更具體指出：本所之

課程內涵、以實務問題導向教學、結合理論與創新教學實務、以及

課堂同儕分享文化等面向，有助於學生專業能力之提升，詳見【附

錄 4-9-1】。此外，畢業學生的碩士論文與其現職密切相關，顯示至

本所進修能助益其專業的精進(表 4-9-2)。 

表 4-9-1 本所碩專班學生對進修課程的回饋意見--103 學年度淡江大學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滿意度調查(在校生)結果(5 點量表) 

第一部分：教育目標 

滿意程度分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就學期間，本系所能培養您課程相關的專業能力。 4.57 .51 

就學期間，本系所能培養您教學相關的專業能力。 4.71 .70 

就學期間，本系所能提供學理與研究能力之專業訓練。 4.55 .74 

就學期間，本系所能整合理論與實務，進而發展重視全人

理念之多元視野。 
4.49 .57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8-1】本所101-103學年度在職專班學生現職與畢業系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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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2  101-103 本所碩專班學生碩士論文與其現職的關聯情形 

姓名 現職 論文題目 與現職關聯情形 

陳少庭 國小教師 
師「情」話「意」~一位老師追溯「正向情

意」來觀以「師生互動歷程」的敘事探究 

師生關係 

學生輔導 

王雅瑩 國中教師 
從「偶像」到「英雄」專題式學習融入國

中品格教育之行動研究 

品格教育 

綜合教育(輔導) 

陸韻萍 
國中英

語教師 

協同學習融入國中英語閱讀教學之行動研

究 

教學策略 

閱讀教學 

英語科 

劉麗娟 國小教師 
配對協同學習融入國小高年級自然科教學

之行動研究 

教學策略 

自然領域 

曾慧敏 
高中職

教師 
臺北市高職教師專業發展需求之研究 

高職教育 

教師專業 

楊惠芸 國小教師 
中小學能源科技教育推動中心種子教師推

動能源教育之研究—以新北市為例 
能源教育 

吳惠敏 
中小學

教師 

預測策略運用在國小一年級閱讀教學之行

動研究 

閱讀教育 

教學策略 

林妙玲 
國小教

師 

分享式閱讀教學應用於國小一年級新住民

學生之行動研究 

閱讀教育 

教學策略 

蕭秀琴 
國中教

師 

協同學習對於國中生國語文學習動機、成

效影響之研究 

閱讀教育 

教學策略 

林婉儀 
國中教

師 

學習共同體導向數學課室中學生學習活動

之分析研究：以一所中學的班級為例 

教學策略 

數學領域 

曾銘翊 
國小教

師 

多元文化取向新住民教育之核心課程網要

建構 

教學策略 

社會領域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4-9-1】課程所在校生對課程所修習課程之質性回饋意見 

4-10 系所參與學校特色計畫之情形 

     本所長期致力於推動國際化、資訊化與未來化等淡江三化

教育理念，形塑全球視野在地關懷辦學特色，已建立很好的口碑。

本所及本所教師參與學校的特色計畫如「【附錄 3-8-1】本所 101-

103申辦本校特色計畫之相關活動」。透過本校特色計畫的參與與

推動，本所教師、學生參與重點研究、籌辦學術研討會、成立教師

專業社群、參與專業服務知能計畫等，對其在學術研究、專業成長

上大有助益。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3-8-1】本所 101-104(1)申辦本校特色計畫之相關活動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9-1】課程所在校生對課程所修習課程之質性回饋意見.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3-8-1】本所101-103(1)申辦本校特色計畫之相關活動.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三/【附錄3-8-1】本所101-104(1)申辦本校特色計畫之相關活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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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一)本所教師投入發展與本所特色相關之學術研究 

         針對本所「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特色，本所教師

之學術研究正逐步落實本所教育願景。每年皆有相關研究及論文發

表。本所教師於 101-103 學年度進行 10 件全球視野相關研究計畫，

12件在地之弱勢學生之關懷的相關計畫。在論文發表方面，101-

103學年度本所教師發表全球視野面向之研究 4篇，在地弱勢學生

關懷研究 19篇，學術研究能量佳。值得一提，本所在 2010年主編

《轉弱為強 : 弱勢學生教育的課程與教學》將各師在弱勢學生教

育方面的研究成果，結集成專書由師大書苑發行，已擴大專業影響

力。此外，陳麗華、張月霞獲得香港樂施會補助，進行「樂施全球

臺灣好行研究專案」，帶領本所碩士班碩專班學生發展全球議題課

程，此屬全國首例。  

(二)本所教師進行與本所特色相關之專業服務 

         本所教師發揮學術專業，為本校、政府機關與各級學校

提供各項專業服務，近年更以「國際教育/全球教育」為主軸，辦

理學術研討會及各項工作坊。近年也結合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

程教學方案，如「中小學全球化課程規劃與推動」、「淡水區學習

共同體計畫」、「淡海國際教育園區」、「研發多元文化教材計畫」

等服務鄰近學校，推廣相關課程與教學知能，以協助鄰近中小學教

師專業增能。 

三、問題與困難 

    本所碩士班學生的學術研究表現尚有成長空間。由於少子化的

大趨勢影響，以及師資就業市場趨於飽和，本所碩士班不易招收到

對教育事業有使命感的大學畢業生來就讀及投身教育學術研究工作。

此一困境不利於課程教學之學術研究的傳承與發展。 

四、改善策略 

1. 持續透過預研生制度，鼓勵本校大學生發展教育學術性向，提

早投入教育研究工作。 

2. 配合本校招生政策，透過研究獎補助金措施，持續投入陸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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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的招生工作，引進不同國籍研究生，投入教育學術研究

工作。本所 103學年春季班已經透過此招生策略，招收到淡水

地區的美國籍英語教師來就學。爾後要持續積極辦理此招生工作。 

3. 積極發掘就讀本所碩士班的年輕在職教師之教育學術性向，鼓

勵他們不要侷限於實務性之碩士論文研究，至少要能投身理論

與實務兼具之碩士論文研究。 

4. 教授積極爭取研究專案，延攬本所碩士班學生參與。讓學生以

研究助理等身分，近身觀摩、參與教授之研究工作，磨練教育

學術研究知能與志趣。 

5. 由資深教授發起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探究全球視野及在地

關懷之多元面向。透過討論與構思，可使本所更整體地探究此

二面向。無論是台灣本身的統整或跨國際的合作統整，都可使

主題更多元，議題更深入。 

 

五、項目四之總結 

        本所教師學術研究表現涵蓋面廣，包含民主公民素養、全

球化之課程教學、多元文化課程教學、全球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

教科書評鑑、教師信念與教學效能、弱勢學生之課程與教學議題、

專業學習社群、新興學習科技等等，研究議題多元，對教育學術與

實務皆有所貢獻。教師近年致力於發展「全球視野」及「在地關懷」

之學術研究與專業服務。近年本所教師學術發表量佳，亦有不少

TSSCI品質之論文發表，未來可望在這兩方面之課程與教學領域貢

獻新知、拓展視野。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 

一、現況描述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於 96 學年度成立碩士班，每學年招收 10

名研究生，自 101 學年度開始增設碩士在職專班，每學年招收 12

名研究生，103 學年度碩士班招收增為 15 名，碩專班招收增為 17

名。截至 103下學期，碩士班畢業生共 30人、碩專班共 11人。本

所畢業生大多服務於中小學並主要擔任教學的工作。本所畢業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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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間即與老師及同學建立深厚的情誼，畢業後也常與所內師長

及同學們保持聯繫。本所研究生們除了對本所提供的專業養成與訓

練感到認同與滿意外，畢業後於工作上的專業表現亦受到職場上司

及同仁們的高度認可。 

5-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 

目前課程所的畢業生，包括碩士班 31人及碩專班 11人，共計

42 人，其碩士論文題目及現職，請參見【附錄 5-1-1】及【附錄 5-1-2】。

課程所的畢業生幾乎都在教育相關機構服務，因而本所在他們生涯

發展的專業協助及追蹤上，特別希望能持續強化他們在課程與教學

上專業能力及表現的提升。為了能與畢業生及其所服務的學校建立

更優質的專業關係，課程所透過多樣的管道及多元的方式建立畢業

生聯繫及追蹤機制，包括成立所友會、舉辦返校座談會、課程所網

站上建置畢業所友區、社群網站上設立社群及定期進行所友意見問

卷調查等。 

（一）成立所友會正式組織 

課程所於 102年 11月 09日召集所友並舉行所友會成立大會

【附錄 5-1-3】。除了透過有組織的經營期望課程所的專業與特色能

夠傳承，所友會的成立也能讓學長姐與學弟妹間保持交流並凝聚本

所向心力。所友會會長目前由 100學年畢業且目前於淡江教育領導

與科技管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蔡鎮宇所友擔任。 

（二）定期舉辦畢業生返校座談會 

課程所每年皆舉辦畢業所友返校座談會，請詳見【附錄 5-1-4】

【附錄 5-1-5】，透過邀請畢業生返校交流以聯繫感情。每場所友會

本所皆用心布置場地並準備精緻餐點招待，每每讓校友有回娘家的

溫馨感受。畢業校友於活動中分享目前生活就業近況、學習研究等

經驗，提供在學學生事業及生活上適當的協助，所內學弟妹則將校

友在學時之學習剪影製成簡報，回顧校友學習歷程經驗，藉由畢業

校友與在學學生彼此的學習交流分享，彼此激勵與凝聚向心力。畢

業生亦常提供所務經營及課程與教學革新的意見建議，使本所能持

續地改善並維持教學品質。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1】%20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2】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專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大會活動紀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4】--101學年送舊暨102學年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4】--101學年送舊暨102學年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4】--101學年送舊暨102學年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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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網建置畢業所友區 

課程所於所網設置「校友園地」（http://goo.gl/rsVdgH），

內含各屆畢業校友之姓名、指導老師、畢業論文題目、現職工作資

訊等，使校友聯繫與建立關係更為便利。 

（四）各年級建立網路社群群組 

課程所碩士班學生自發的於臉書中建立「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網路社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7603816971969/）；101

學年第一屆碩專班亦成立「101淡江課專班」社群。學生於在學期

間即以年級為單位於設群網站包括臉書及 LINE上建立群組，作為

課程及資訊溝通用，學生畢業後仍繼續使用這些社群網站與所內學

弟妹交流（各社群群組請參見【附錄 5-1-6】）。本所教師及助理亦

常透過此平台公布所內或課程訊息與學生互動。這些互動平台協助

達到本所教師、在學學生、畢業校友三向交流與聯繫感情之成效。 

（五）畢業所友問卷調查 

課程所除了調查畢業生就業狀況之外，亦以「淡江大學課程

所畢業生就業狀況調查」問卷，調查本所開設之課程內容是否符合

畢業生進入職場所需之專業能力，調查結果請詳見【附錄 5-1-7】。

畢業生十分認同我們所培育的核心能力（詳見 5-2之分析）。課程

所極為重視畢業生提出的意見及建議，並將依據調查中所獲得的意

見建議做為未來所務改善之參考依據，以幫助學生於職場上的發展

更為順利，請參閱【附錄 5-1-8】。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5-1-1】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 

【附錄 5-1-2】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專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 

【附錄 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立大會活動紀錄 

【附錄 5-1-4】101 學年送舊暨 102 學年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 

【附錄 5-1-5】103 學年度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 

【附錄 5-1-6】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網路社群群組 

【附錄 5-1-7】103 學年淡江大學課程所畢業生就業狀況問卷調查結果 

【附錄 5-1-8】課程所畢業生對課程所學習經驗及成效質性回饋意見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6】--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網路社群群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7】--103學年淡江大學課程所畢業生就業狀況問卷調查結果.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8】課程所畢業生對課程所學習經驗及成效質性回饋意見%2020150211yueh.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1】%20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1】%20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1】%20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大會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大會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大會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5】103學年度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5】103學年度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5】103學年度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7】103學年淡江大學課程所畢業生就業狀況問卷調查結果.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7】103學年淡江大學課程所畢業生就業狀況問卷調查結果.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7】103學年淡江大學課程所畢業生就業狀況問卷調查結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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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及落實之情形 

  課程所「在校生」之學習成效由畢業檢核條件作為評估機制

（詳見前文之項目 1-2）。本所「畢業生」於本所所學與其於職場

所需之工作能力之成效評估以問卷調查瞭解【附錄 5-1-7】。針對畢

業生於課程所就讀期間的學習經驗及助益的回饋意見及建議，請參

見質性回饋意見【附錄 5-1-8】。以下提供本所於 103 學年度針對 19

位校友回收之問卷調查結果。 

（一）本所培育之核心能力符合與教學相關之職場所需 

如表 5-2-1及 5-2-2所示，課程所於課程與教學領域所培育

之核心能力，包括課程與教學相關之研究、設計、實施、評鑑及領

導等能力，近 70%皆能於工作場域中運用得到。其中課程發展與設

計能力及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更高達 9成及百分之百程度的使用率。

此外，針對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雖然僅近半數的畢業生覺得在他

們實務的工作中用得上，但超過 80%以上的畢業生都表示非常認同

本所培育學生建立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素養能力的願景與用心。綜

而言之，因本所畢業生幾乎於教育相關機構任教學之職，可見本所

之訓練與專業養成，能完全符合在教學現場上之所需。 

 

表 5-2-1 課程所畢業生目前工作需要運用到的能力（N=19）（可複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01)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 15 79 

(02)課程發展與設計能力 17 90 

(03)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 19 100 

(04)課程與教學評鑑能力 13 68 

(05)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 13 68 

(06)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素養 9 47 

(07)外語使用能力 5 26 

表 5-2-2 課程所所培養的課程與教學相關能力（N=19）（可複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01)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 19 100 

(02)課程發展與設計能力 19 100 

(03)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 19 100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7】--103學年淡江大學課程所畢業生就業狀況問卷調查結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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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課程與教學評鑑能力 11 58 

(05)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 13 68 

(06)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素養 16 84 

(07)外語使用能力 6 32 

 

（二）課程與教學的訓練有助學生於職場的發展 

  當詢問畢業生「您認為本所最需加強那方面的訓練，以有助於

學生於職場的發展？」，多數畢業生認為「課程設計」與「教學設

計」等專業面向最需加強，並可有助學生於職場的發展（表 5-2-

3），「現場實習」亦是畢業生頗為認同的。本所將會持續深化學

生在「課程」與「教學」之專業能力的發展，此外，尋求學生多元

的發展管道亦是本所必須持續關注的面向。 

 

表 5-2-3 課程所最需要加強的訓練以助學生職場發展（N=19）（可複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01)課程設計 12 63 

(02)課程評鑑 6 32 

(03)教學設計 12 63 

(04)教學評鑑 6 32 

(05)外語使用 8 42 

(06)國際化 3 32 

(07)研究/計畫撰寫 8 42 

(08)現場實習 11 58 

(09)校友聯繫 4 21 

(10)就業輔導 7 37 

（三）畢業所友自述 

課程所以開放的問題詢問畢業生「您認為課程所（1）最有幫

助的、（2）最沒有幫助的、（3）就讀課程所您學到的有哪些以及

（4）您對課程所的整體意見，包括讚賞、疑慮及您的建議。」從

此四面向問題畢業生的各類回應，顯示本所提供之課程與教學之訓

練確實幫助了他們提升專業能力，請詳見【附錄 5-1-8】。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5-1-7】103學年淡江大學課程所畢業生就業狀況問卷調查結果 

【附錄 5-1-8】課程所畢業生對課程所學習經驗及成效質性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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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內部互動關係人、畢業

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形 

本所針對內部利害關係人、畢業生及雇主對本所學生學習成效

之意見蒐集之情形如下。 

（一）內部互動關係人之一—課程所教師 

     課程所教師對於本所學生之學習成效之評價，可見 103學

年度「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調查結果」

【附錄 5-3-1】。如(表 5-3-1)所示，本所教師對學生在「課堂參與

度」與「溝通表達能力」最為肯定。此外，學生們在「教學設計與

實施能力」、「在地關懷素養」及「學習態度」等方面表現亦表現

頗佳。本所教師們在學生的學習表現上指出，「課程與教學評鑑能

力」及「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兩個面向的能力有待加強。針對學

生們未來學習上的建議，教師們提出了包括應強化英語文獻閱讀的

能力以及應提升連結理論知識與教學實踐及進行論文寫作的能力，

詳見【附錄 5-3-1】。 

表 5-3-1 課程所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N=7）（5 點量表） 

學習成效評估 
平均

數 
標準差 

1. 學生之課前準備度 4.00 0.58 

2. 學生之課堂參與度 4.86 0.38 

3. 學生之報告、作品或省思札記的品質 4.00 0.82 

4. 學生之溝通表達能力 4.86 0.38 

5. 學生之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 4.00 0.82 

6. 學生之課程設計與發展能力 4.57 0.79 

7. 學生之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 4.71 0.49 

8. 學生之課程與教學評鑑能力 3.57 0.53 

9. 學生之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 3.71 0.49 

10. 學生之全球視

野素養 
4.14 0.38 

11. 學生之在地關

懷素養 
4.71 0.49 

12. 學生之學習態

度 
4.71 0.49 

總平均 4.32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3-1】--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問卷調查結果%2020150127yueh.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3-1】--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問卷調查結果%2020150127yueh.docx


 

90 

 

（二）內部互動關係人之二—在校生 

課程所透過「103學年度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在校生

滿意度問卷」【附錄 5-3-2】調查，以瞭解在校生對本所教師的教學

成效的滿意度。如(表 5-3-2)所示，在校學生對教師的教學品質及

成效皆表達高度肯定。在生涯輔導的建議中，針對在校生提出希望

能增加生涯規劃及就業輔導相關的課程，本所已將此意見納入 103

學年度的課程規劃及課程內容設計的調整上，包括開設以服務學習

為特色的「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以邀請實務界之專家並以教學

現場實務為取向的「課程管理與領導研究」以及反映未來社會發展

為考量的「未來學校課程與教學專題」等課程，並在課程中強化教

育實務面，以輔導學生在面對未來教育領域中就業的準備與訓練。 

（三）畢業生 

畢業校友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請參見前述項目 5-2之

「淡江大學課程所畢業生就業狀況調查問卷」分析。「課程」與

「教學」專業的加強，以及實習與多元就業途徑為畢業生的主要需求。 

表 5-3-2 在校生對課程所教師教學品質之滿意度（N=35）（5 點量表）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平均

數 
標準差 

1.本所師資陣容能滿足您的學習需求。 4.65 0.65 

2.本所專任教師的教學品質能滿足您的需求。 4.70 0.70 

3.本所教師授課能讓您瞭解學科的教學目標與內容。 4.78 0.41 

4.本所教師會於上課開始提供課程大綱並講解課程內容。 4.85 0.50 

總平均 4.75 

 

（四）雇主 

課程所以 103學年度「雇主對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畢

業生工作表現滿意度」問卷【附錄 5-3-3】，調查本所畢業生在目前

工作中的主管對其工作的表現的評價以瞭解本所的教學成效。調查

項目包括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綜合性知識與技能之滿意度、

及工作方法及態度等方面之滿意度。(表 5-3-3)顯示雇主對本所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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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之專業及綜合知識、工作態度、技能、責任感及團隊合作精神

皆表示滿意。雇主對本所畢業生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5.23。此外，

針對課程與教學能力的表現上，各雇主對本所畢業生在課程與教學

研究、教學設計與實施及課程發展與設計等能力的表現皆頗為肯定

（表 5-3-4）。在外語使用能力的表現上稍顯不足，而本所會持續

強化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的課程設計以強化並拓展本所學生的全球

教育的視野。 

表 5-3-3 雇主對課程所畢業生工作表現之滿意程度（N=18）（6 點量表） 

 雇主對本所畢業生之滿意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1.孄熟工作所需的主要專業知識與技能 5.22 0.94 

2.具備與工作相關的綜合性知識與技能 5.22 1.06 

3.能夠依照工作預定進度有效達到工作目標 5.17 0.92 

4.能以嚴謹方法瞭解、分析、掌握相關問題 5.22 1.06 

5.具有創見、能出具體改善措施 5.00 1.09 

6.具備工作所需的領導和管理能力 5.11 1.08 

7.工作時的責任感（如應對進退、守時、配合度等） 5.39 0.91 

8.工作時承受壓力克服合作精神表現 5.33 0.97 

9.工作時的團隊合作精神表現 5.33 0.90 

10.對本所畢業生的整表現之滿意度 5.33 0.97 

總平均 5.23 

表 5-3-4 雇主對課程所畢業生在課程與教學能力的滿意程度（N=18）（6 點

量表） 

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課程與教學研究能力」之滿意程度？ 5.28 0.96 

2.「課程發發展與設計能力」之滿意程度？ 5.06 0.99 

3.「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之滿意程度？ 5.22 0.94 

4.「課程與教學評鑑能力」之滿意程度？ 4.94 0.99 

5.「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之滿意程度？ 4.89 1.23 

6.「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素養」之滿意程度？ 4.94 1.05 

7.「外語使用能力」之滿意程度？ 4.56 1.09 

總平均 4.98 

  綜合而言，本所學生需要加強基礎專業訓練的思考能力與實務

的落實與對教育職場變遷需求的準備。本所將持續強化問卷調查機

制以掌握學生從在學期間至畢業後之學習成效。 

請參考佐證資料： 



 

92 

 

【附錄 5-3-1】103 學年度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問卷調

查結果 

【附錄 5-3-2】103 學年度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滿意度調查(在校生)問卷

調查結果 

【附錄 5-3-3】103 學年度雇主對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畢業生工作表現滿

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5-4 根據內部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

之分析結果，進行檢討修訂核心能力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

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之情形。 

針對項目 5-2、5-3 中，從本所教師、在校生、畢業生及雇主

於不同的管道中所蒐集的，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調查意見及建議，課

程所皆將之提於所務會議上進行討論並做出相關決議以作為檢討與

改變的依據。自 101學年第二學期起至 103學年止，針對本所學生

在學期間直至畢業後的就業準備與規劃等，本所所進行的檢討、修

正與改進行動如下： 

（一）修訂課程結構與課程內容以強化核心能力的實踐 

自 102學年起，開設「課程管理與領導」課程，以增強目前學

生表現較弱的「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核心能力的提升。本所並於

所內之課程委員會中提出，自 103學年起，在「課程管理與領導研

究」課程的課程內容的設計上，增加以業界專家的專題演講及以正

式與非正式教育機構的實際參訪等方式，強化理論與實務的應用，

以輔導並訓練學生對未來就業需要的能力，詳見【附錄 5-4-1】、【附

錄 5-4-2】。 

（二）增開全英語課程及招收國際學生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及外

語能力的需要 

針對教師們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以及學生畢業後在職場上的

工作上對英語能力掌握的學習建議，課程所除了於 101年度課程委

員會中提出，自 102學年下學期起增開「英語教育名著與文獻選讀」

以培養學生英語能力及人文素養外【附錄 5-4-3】，並已陸續將「專

業實習」及「全球化課程與教學」【附錄 5-4-4】等課程開設為全英

語教學課程，除了期望在課程內容上能因應知識社會及全球化變遷

的需求外，更希冀能強化學生語言能力以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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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也積極招收來自歐美的國際學生，期望以多元文化背景的學生

特色，增加本所教師及學生對全球化與國際化的理解與體驗。 

（三）強化課程結構以彰顯本所「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的

課程設計 

除了上述將全球化課程與教學的課程開設為全英語授課外，課

程所自 103學年起，在課程結構上將「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與

「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專題」調整為本所特色課程的必選課程，以

進一步增強修習本所的學生的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的素養【附錄 5-

4-5】 

（四）增加研究方法等課程以強化學生對教學與學習等研究能力

的提升 

與教育學院共同科目配合，開設質性研究、教育統計方法與應

用及論文寫作等課程，以因應本所畢業生反應其就學期間對研究方

法等專業知識以及現場教學與評量等研究工作的需要。 

（五）凝聚所內教師與學生間導師制度與家族制度的向心力以增

強學生輔導的成效 

課程所自 101學年已修訂導師制度，採取每位教師皆參與的導

師制度，於一年級起即參與學生在修課的規劃、課程的學習、生活

的適應及生涯規劃的協助等，直到學生有選定論文指導教授止。本

所並同時加強家族制度的落實，以增進教師與學生及學長姐與學弟

妹間情感的交流與對本所的認同。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5-4-1】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課程委員會議第 1 次會議紀錄(請至現場

參閱) 

【附錄 5-4-2】103 學年度「課程管理與領導研究」講座課程申請及教學計畫表 

【附錄 5-4-3】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議第 2 次會議紀錄(請至現場參

閱) 

【附錄 5-4-4】全英語授課教學計畫表 

【附錄 5-4-5】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議第 2 次會議紀錄(請至現場參

閱) 

二、特色 

1.課程所畢業生就業與發展狀況良好。課程所目前有 42 位校友，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4-5】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4-5】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1】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課程委員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1】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課程委員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1】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課程委員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1】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課程委員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3】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3】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3】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3】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5】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5】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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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8 位位於中小學服務，1 位擔任「財團法人漢帝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1 位於亞洲大學擔任英文講師、2 位於博士班進修、2 位

服務於補教業、2 位任大學專案計畫助理。 

2. 課程所畢業生認同本所培育之能力，雇主反應亦佳。根據對畢業

生、雇主及在校教師的問卷調查結果，課程所校友及雇主對於本所

所培育之核心能力之應用情形以及在工作環境中的表現，皆給予高

度的肯定。 

三、問題與困難 

（一）長期畢業校友之追蹤調查及雇主滿意度調查並不容易掌握。

本所由於畢業生尚少，能以問卷及電話訪問等方式進行調

查。未來當本所畢業校友越多時，校友之聯繫及其意見之

蒐集將為一挑戰。 

（二）目前針對教師、在校生、畢業生及雇主所進行之調查面向

不夠統整，不容易對課程與教學規劃有更明確的建議。 

四、改善策略 

（一）更細緻規劃校友之聯繫管道。除了於所網內架設校友專區

以及定期舉辦回娘家活動外，亦宜主動將本校淡江時報電

子版發送至校友信箱，並主動通知校友本所最新活動與重

要訊息（如演講活動、參訪活動、成果發表展、研討會

等），使校友有機會積極參與本所活動，並使校友之教學

資源可以貢獻於所內。本年更新校友之資料及暢通校友交

流之管道。 

（二）雖已重新修訂針對在校生、本所教師、畢業生及雇主之問

卷設計內容，如增加本所核心能力的培養的成效及增加全

球化能力及外語能力表現等項目，未來應可將學習成效與

各個課程設計中之本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等進行相關性

的連結，並定期每年進行調查 

五、項目五之總結 

至 103 學年上學期，課程所有畢業生 42 人，就業狀況或進修

狀況都非常良好。畢業校友對本所所提供之專業訓練感到滿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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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培育之核心能力多為其就業職場上所需知能；雇主亦肯定本所畢

業生在工作上的表現。本所以 4種問卷，針對「在校生」、「本所

教師」、「畢業生」及「雇主」進行調查，以多元的角度瞭解本所

在校學生及畢業生之學習成效，問卷結果提供本所改進之方向。本

所平時之行政運作及本校定期舉辦之系所評鑑亦都使本所有自我改

進之機制，以期使本所培育之學生能發展其專業知識與潛能，貢獻

於學校體制內外之教育及其他課程與教學應用之領域。 

 

項目六：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現況描述 

本所於 2015 年 3 月 27 日舉辦教學單位內部評鑑，三位評鑑委

員給予高度肯定，一致通過評鑑認可。其評鑑總結意見、建議及本

所回應作法，詳如【附錄 0-2-2】。 

        本所運用 SWOTS 進行自我分析，以 PDCA（Plan-Do-Check-

Act）精神擘劃本所發展，並透過本校及本所所建置的各種全面品

管機制，進行各種自我改善措施。 

 

6-1 前次評鑑後，「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之改善計畫

與精進情形。 

  對於本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之規劃與精進，本所

秉持之原則為： 

(一) 運用 PDCA精神擘劃本所之發展 

(二)以 SWOTS分析為基礎擬訂所務發展計畫 

  本所承在本校獨創的三化教育，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分別在

96學年度及 103學年度採用 SWOTS分析，參考上週期評鑑意見，

研訂「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104-106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

【附錄 0-1-1】【附錄 0-1-2】，以確保學生有效學習，永續提升本所教

學品質，並落實本所在淡海地區立足的教育使命。 

(三)本所因應社會變遷調整本所所務發展計畫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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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因應社會變遷、學術發展及教育政策趨向，調整本所的所

務發展計畫。檢視 96 學年度本所所訂定之短、中、長程工作重點，

大部分已經達成，少部分須因應學校政策與社會變遷而調整或轉化，

另有些課程教學的學術新趨勢以及實務新視野須加入，以擬定合宜

且前瞻的嶄新所務發展計畫。本所配合本校與新北市教育局策略聯

盟協作之「淡海國際教育園區」計畫，以及教育學院特色系所發展

計畫所研擬的「淡江大學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計畫，訂定

104-106 學年度之所務發展計畫（參見前所檢陳之【附錄 0-1-2】），

並於本（103）學年度所務會議通過。換言之，本所教育目標明確，

以為「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為發展特色，培育各級學校及文教產

業在課程與教學上所需之學術研究、專業實務、課程改革及教學創

新人才。104 學年起實施的所務發展計畫中所訂定之發展主軸及工

作重點，亦已列入當前所務的規劃與實施中。 

(四)在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方面強化與本所特色連結。 

 本所在 101學年度回應前一周期評鑑建議，曾修訂本所核心能

力以連結本所深耕「全球視野，在地關懷」之辦學特色。另外，透

過兩項措施強化課程設計、核心能力及本所辦學特色之連結。一是

將「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的理念列為檢核本所課程設計、學術研究、

教學實踐、專業推廣、在地服務之指標，務必時時提醒此一辦學特

色之落實。其次，在本所課程架構中，明確獨立出「特色課程領域」

(碩士班適用)及「全球視野在地關懷領域」(碩專班適用)，並檢視

及增加相關科目。 

    在 103學年度本所再度修訂核心能力，自 104學年度起適用

(表 1-2-2)。起因在於因應少子化之招生危機，本所於 103學年度碩

士班招生策略調整，以在地服務為導向，提升淡海地區教師之課程

與教學專業素質為新定位。故調整核心能力的敘寫方式，一方面更

貼近現場教師的專業增能需求，另方面更趨於簡潔有力，利於課程

行銷與理念傳達。近期將再進一步檢討課程架構之規劃與設計，期

能呼應學術研究趨向，設計以學生為主體之課程、教學與學習的課

程，符應現場教師專業增能之需求，提升學生在職場上的專業競爭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0-1-2】課程所104-106學年所發展計畫201502011.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表1-2-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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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0-1-1】本所 97-105 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 

【附錄 0-1-2】本所 104-106 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 

 

 

6-2前次評鑑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之改善計畫與精進情形。 

(一)本所師資員額足，素質佳 

   本所師資陣容堅強，101學年度專任師資 6名，合聘師資 4

人，102至 103學年度專任教師 7名，合聘 3名，均達到教育部規

定最低員額編制之要求。本所教師皆具博士學位，兼具有學術素養

與教育實務歷練，提供學生寬廣務實的視野，以及深入紮實的理論

訓練。 

(二)本所教師依專長排課 

  本所專任教師學術專長多元，能依專長排課，且授課時數皆依

學校規定，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合併計算授課時數，幾無教師超

鐘點之情形，故教師教學負擔合理，有利於教學品質的提升。 

(三)本所教師之學生教學評鑑結果優良 

  本校訂有教學評鑑制度，固定每學期期中、期末由本校「品質

保證稽核處」針對專兼任教師所任教之各教學科目，以網路問卷方

式由學生就各科教學狀況及學習效果加以評量，全面展開教學評鑑。

本所教師每一科目之評鑑成績均屬優良，平均分數均在 5.6分以上。 

(四)本所建立共同授課機制，增進教師互學合作 

   針對上週期委員建議共同開課或協同教學，以增加開課彈性，

增進教師間教學之合作。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並配合學校全英文授

課之政策推動，102學年第 2學期課程所增開「英語教育名著與文

獻選讀」的全英文授課課程，並由張月霞與林君憶兩位老師以文獻

原典選讀搭配重要議題討論的方式進行協同教學。為進一步增進教

師間協同教學的專業度及經驗，本所於 103學年第 2學期擴大教師

間合作授課的規模，向校方專簽申請開設「課程比較研究」一課，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0-1-1】本所97-105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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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陳麗華、游家政、張月霞三位教師合授，此課並於 104年 7月

5日至 10日前往港澳移地學習暨志工服務。此外，本所亦透過課

程會議及所務會議確認，本所特色課程，例如，全球化課程與教學，

以及本所重點課，如課程設計與發展、課程理論等，採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不同教師擔任授課，以促進教師間合作互學。另外，本

所亦配合學校特色計畫申請「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社群」、「全球

教育教師專業社群」，以增進教師相互研討及合作。 

6-3 前次評鑑後「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改善計畫與精進情形 

(一)調整專業實習課程授課時間 

  本所已參照前次評鑑委員之建議，將專業實習課程之部分學習

活動提前在暑假進行，利於結合業界實習與課堂反思討論，發展學

生實務探究能力。 

(二) 提供實務研習機會，強化學生生涯輔導機制 

  關於因應學生背景之多元性，強化生涯輔導機制部分，本所的

作法有：1)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開設實務專題講座課，延攬學

校教育界及文教產業界的菁英，進行實務講座、專題參訪、實務工

作坊等多元體驗的學習活動。2) 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進行業

師請益專題講座活動。3) 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申辦「課程設

計與發展」及「弱勢學生課程與教學」等兩門課搭配「專業知能服

務學習」計畫實施，以提供學生蹲點服務學習機會，增加實務演練

與就業機會。 

(三) 本所教師分擔新生之導師工作，落實學習輔導 

  為落實學生學業輔導，本所經所務會議通過，本所教師分擔新

生之導師工作，每位專任教師安排 1-2位導生(含新生與舊生)，平

時給予課業及學習生涯輔導。此外，本所每學期初及期末，依例辦

理師生交流及聯誼活動等非正式活動，增加師生及學長學弟妹間的

聯繫與學業請益機會。 

(四)本所搬遷至教育學院大樓，學習空間足 

     本院各系所於 100學年度搬至目前教育學院大樓，師生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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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活動空間更寬敞舒適。本所曾參考前次評鑑委員之建議，申請將

學生研究室調整出個人研讀空間，以及群組研討空間；但此建議，

學校表示學生須個人研讀空間可至圖書館申請研究小間。本所由於

招生人數略有增加，教室需求增加，將持續與學校溝通，俾便通盤

考量，多調整出一間群體研討空間，也可做為小班教學之用。 

6-4 前次評鑑後，「學術、專業與服務表現」之改善計畫與精進情

形。 

(一) 本所教師分擔本所「全球視野，

在地關懷」相關課程之授課。透過碩士班、碩專班相同之「全

球化課程與教學」科目之分擔授課，本所教師透過教學相長及

形塑教師社群，凝聚本所發展共識。 

(二) 本所教師學術研究工作能呼應本

所「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的發展特色【附錄 4-1-1】【附錄 4-1-2】

【附錄 1-1-3】。 

(三) 本所教師專業與服務表現能呼應

本所「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的發展特色【附錄 1-1-6 】【附錄 1-

1-9】。 

(四) 本所教師透過參與新北市與台北

市教育政策推動服務，展現在地關懷的核心價值，例如學習共

同體諮詢輔導工作、國中亮點計畫及高中職課程與教學領先計

畫。 

(五) 本所規畫執行學生學習成果發表

會，以檢視學習成果，相互觀摩交流，激勵學習風氣。【附錄

1-7-9】。 

(六) 本所「研究方法」課程，期末讓

學生自主辦理研究構想發表會，邀請其他所內教師、學長姊及

學術研究人員，擔任義務評析與語談，發揮「引導研究」之效

果。本所張月霞教授亦在學院開設「論文寫作」共同科，鼓勵

學生修讀，逐步協助其撰寫嚴謹有品質的論文。 

(七) 本所 104年修訂畢業條件，碩士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1-1】%20101-103(1)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4-1-1】%20101-103(1)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3】101-103(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2.09念庭).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6】本所在深耕全球視野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1-6】本所在深耕全球視野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9】101-103(1)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果.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1-7-9】101-103(1)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果.docx


 

100 

 

班學生須於校內、外研討會或學術性期刊發表至少一篇論文。

碩士班及碩專班則須參與校內、外研討會至少三場，以提升其

學術表現的品質。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4-1-1】101-103 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逐年) 

【附錄 4-1-2】101-103 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總計) 

【附錄 1-1-3】101-103 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就季話一覽表 

【附錄 1-1-6】本所深耕全球視野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 

【附錄 1-1-9】本所深耕在地關懷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 

 

6-5 前次評鑑後，「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之改善計畫

與精進情形。 

(一) 強化並落實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

機制 

課程所自 96 學年成立至今，42 位畢業所友目前就業與專業發

展的狀況良好，皆服務於教育相關的機構並主要擔任教學工作，詳

見【附錄 5-1-1】、【附錄 5-1-2】。本所對於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十分

關心，除了每年定期採用問卷及電話調查畢業生之資料，以瞭解畢

業生動向外，還強化以多樣的管道及多元的方式建立畢業生聯繫及

追蹤機制。這些機制包括成立所友會、舉辦所友返校座談會、建置

所網站的畢業所友園地、成立網路各年級班群群組等方式，期望全

面性的落實對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的瞭解及持續性的關心。 

(二) 成立所友會並定期舉辦聯誼會議

以凝聚向心力 

為加強本所與所友間的緊密連結，除了於 102 年 11 月 09 日

成立所友會外，並於每學年三月或十一月配合春之饗宴或校慶活動

之舉辦，召開所友會員大會，使所友與本所得以互相聯繫，一方面

藉此機會了解所友現況，請詳見【附錄 5-1-3】、【附錄 5-1-4】、【附錄

5-4-2】。 

(三) 調整研究所學程的課程結構並強

化核心能力的實踐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1-1】%20101-103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1-1】%20101-103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四/【附錄4-1-1】%20101-103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成果統計表%20(1).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9.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9.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3】101-104(1)學年度本所教師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研究計畫一覽表(104.09.08).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9】本所在深耕在地關懷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一/【附錄1-1-9】本所在深耕在地關懷之專業推廣活動一覽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1】%20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2】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專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大會活動紀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1-4】--101學年送舊暨102學年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動紀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4-2】103學年度「課程管理與領導研究」講座課程申請及教學計畫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4-2】103學年度「課程管理與領導研究」講座課程申請及教學計畫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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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2 學年起，開設「課程管理與領導」課程設計，以增強

目前學生表現較弱的「課程與教學領導能力」核心能力的提升。針

對畢業校友及在校生提出希望能增加生涯規劃及就業輔導等相關元

素於課程中，課程所已經此意見轉化於 103學年及 104學年度的課

程結構的規劃及課程內容的設計中，包括開設以邀請實務界之專家

並以教學現場實務為取向的「課程管理與領導研究」以及反映未來

社會發展為考量的「未來學校課程與教學專題」等課程，並在課程

中強化服務學習及教育實務面，以輔導學生在面對未來教育領域中就

業的準備與訓練。 

(四) 增開全英文課程以因應高等教育

的國際化變遷趨勢 

為呼應全球化變遷的需求及本所畢業生在職場上對英語能力掌

握的學習建議，除了增開「英語教育名著與文獻選讀」課程外，並

已陸續將本所特色課程包括「專業實習」、「全球化課程與教學」

等課程開設為全英語教學課程，希冀能強化學生語言能力以因應國

計畫的發展需要，請詳見【附錄 5-4-3】、【附錄 5-4-4】。 

(五) 強化課程結構以彰顯「全球視野」

與「在地關懷」的課程特色 

除了開設全英語授課以及增加課程中指定閱讀的英文書籍及文

獻的比重外，自 103學年起，將「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與「學

校本位課程與教學專題」調整為本所特色課程的必選課程，以進一

步增強修習本所的學生的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的素養，請詳見【附

錄 5-4-5】。 

(六) 增加方法學的課程以提升課程與

教學的研究能力 

與教育學院共同科目配合，開設質性研究、教育統計方法應

用及論文寫作等課程，以因應本所在校生及畢業生反應其就學期間

及在工作職場上對研究方法等理論性專業知識及實務性教學與學習

評量等教學研究的需要。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4-3】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4-4】全英語授課教學計畫表.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4-5】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5-4-5】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docx


 

102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5-1-1】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一覽表 

【附錄 5-1-2】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一覽表 

【附錄 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立大會活動紀錄 

【附錄 5-1-4】101 學年度送舊暨 102 學年校友返校座談聯誼活記錄 

【附錄 5-4-2】103 及 104 學年度課程管理與領導研究講座課程申請級教學計畫表 

【附錄 5-4-3】102(2)課程委員會第 2次會議記錄(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5-4-4】全英語授課教學計畫表 

【附錄 5-4-5】102(1) 課程委員會第 2次會議記錄(請至現場參閱) 

 

6-6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本所依照法規，召開相關會議處理所務、招生、課程規劃、教

師聘審、募款等行政事項，其行政管理運作機制及自我改善方式如下：  

（一）行政管理機制運作 

1.本所之行政管理機制 

本所依學校規定設置「所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招生

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募款委員會」，每學期定期開

會討論或議決所務事項、課程規劃、招生事務、教師聘審與募款經

費使用等事宜。行政管理運作機制可見(表 6-6-1)： 

表 6-6-1 本所行政管理運作機制表 

行政管理 具體運作方法 

所務會議 每個月召開一次，由本所專任教師、學生代表參與，所長擔

任主席，共同討論與議決所務【附錄 6-6-1】【附錄 6-6-

2】。 

課程委員會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審議本所課程架構、科目名稱、學

分，由所長擔任召集人，遴選專任助理教授職等以上之教師 4

至 9人、學生代表、所友、校外學者專家及業界代表。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共同檢討課程與教學的實施情形【附錄

6-6-3】【附錄 1-1-1】【附錄 6-6-6】。 

招生委員會 審議本所招生名額以及簡章辦法、招生策略之研擬、各項招

生宣導活動之推動執行等，由所長擔任召集人，遴選專任助

理教授職等以上之教師 4至 7人，配合本校招生作業規定召

開會議【附錄 6-6-5】【附錄 6-6-6】。 

教師評審委

員會 

辦理本所專（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

聘、不續聘、延長服務、教師敘獎、休假等事項之審議。由

所長擔任召集人，專任教授職等之教師 4至 6人擔任委員

【附錄 6-6-7】【附錄 2-2-1】。 

募款委員會 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由所長召集專任教師，進行對於募款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1】%20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1】%20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1】%20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研究論文題目與現職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大會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大會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1-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大會活動紀錄.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2】103、104學年度「課程管理與領導研究」講座課程申請及教學計畫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2】103、104學年度「課程管理與領導研究」講座課程申請及教學計畫表.docx
file:///F:/工讀生電腦/桌面/外部評鑑/附件/項目五/【附錄5-4-2】103、104學年度「課程管理與領導研究」講座課程申請及教學計畫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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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募款經費之審議【附錄 6-6-9】【附錄 6-6-10】。 

2.本校之行政管理機制 

1) 配合本校全面品質管理之實施，本所依學校規定，針對聘期屆

滿教師（新聘教師前二年之聘期一年；續聘教師之聘期二年）進行

「教師評鑑」，採客觀量化之標準與程序，評量教師個人之教學、

服務及研究之表現，作為檢討改進之依據。 

2) 本校訂有教學評量實施規則，學生填寫上課意見調查，由品質

保證稽核處統一實施，本所教師透過學生的教學回饋意見，以此作

為自我改善之參考依據。 

3)全校每年舉辦一次全品管會議，本所依據學校訂定之 KPI，研訂

達到的標準，並針對是否達到標準進行評估，此成為本所平日定期

檢視之例行工作。詳見【附錄 6-6-11】 

（二）定期自我改善情形 

1、課程所平時之行政運作 

本所相關會議因需求而召開，然而，每月至少召開一次所務

會議，以對本所教育目標、課程規劃、學生學習、活動辦理與各類

問題進行討論與決議。本所之歷年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修訂、

SWOTS 分析（參見導論及項目一）可見本所如何透過平時的行政

運作機制即進行自我改善的情形。 

2、本校定期實施系所評鑑 

本所配合本校每 3 年一次之系所評鑑，檢視本所之整體發展。

本學期藉由此次評鑑，本所已改善或使之明確的事項有：（1）碩

士班及碩專班教育目標訂定更明確，（2）確認核心能力，（3）將

畢業條件及檢核機制（繳交證明之程序）在概念上分開，（4）補

強本所欠缺之管理辦法（如空間與設備的使用規則），（5）已於

102 年 11 月成立所友會，建立與校友長期聯繫的機制，（6）根據

教師、在校生、畢業生及雇主之意見，改進課程與制度；（7）檢

討學習成效追蹤機制。 

3、學生意見反映管道暢通  

本所師生關係和諧，所辦助理與工讀生服務態度熱忱，學生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6-6-9】本所募款委員會設置要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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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6-6-11】101-103本所學年度KPI指標達成狀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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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上事務若有任何建議或困難，可隨時向所辦公室反應，本所

均盡力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在第一時間解決學生困難；倘若問題

觸及校務行政管理機制，亦會透過行政程序向學校反應或透過上述

所務會議等程序向學校提案，期許獲得協助改善。 

  綜言之，本所所務以 PDCA循環（Plan-Do-Check-Act）進行

發展。為清楚改進方向，平日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瞭解師生需

求，而正式檢核機制，則在學校整體規範架構下，進行定期之教師

評鑑與 KPI 達成情形之評估，期冀透過此等評鑑機制，瞭解所務

運作之良寙，釐清得以改進之措施，促使本所在過去優良傳統下，

進而發揚光大。 

 

二、特色 

(一) 本所目標、自我定位與課程設計與規劃，是經過一連串參與及

討論，一方面呼應本校獨創的三化教育理念，另方面力求精確

掌握近年的內、外在環境變化考量下訂定。 

(二) 本所以「成為深耕『全球視野，在地關懷』課程與教學的學術

與實踐重鎮」為使命，辦學特色聚焦在培育具備全球視野在地

關懷的課程與教學人才，具前瞻性與獨特性。 

(三) 本所本諸學校全面品質管理之精神，依據學校訂定之 KPI，研

訂達到的標準，並針對是否達到標準進行評估，此成為本所平

日定期檢視之例行工作。 

(四) 本所為不同業務需要，組成不同委員會（含教評會、課程委員

會、招生委員會、募款委員會等），並定期召開所務會議或以

所務座談方式進行非正式會議討論本所各項工作之推動情形。 

(五) 本所師生關係和諧，所辦助理與工讀生服務態度熱忱，學生任

何意見反映，均慎重看待，且誠摯迅速協助解決，若需要也會

向學校反映或提案。例如碩士班學生反映校園停車問題，經本

所在相關會議中反映，並上簽呈反映而獲得解決【附錄 6-6-

12】。 

file:///C:/Users/Tkustaff/Downloads/【附錄】/【附錄6-6-12】反映103級碩士班學生有關校園停車問題之簽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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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一) 面臨少子女化之趨勢，本所一般生招生漸形困難，故如何開拓

生源，為當務之急。 

(二) 高等教育經費緊縮，為使所務能健全及充分運作，亟需對外募

款，以落實全球視野的教學活動，及保障弱勢學生的學習機會。 

四、改善策略 

(一) 為滿足服務淡海地區的在地關懷的精神，以及鼓勵淡水鄰近地

區之在職教師來本所進修，本所已經檢討課程規劃，積極與淡

海地區學校協作國際教育/全球教育、校本課程、弱勢學生學習

輔導等內容，並將上課時間安排在下午五點以後，俾利教師來

進修增能專業。目前此調整已初見效果，相對而言，本所招生

情形已有提振。 

(二) 加強與產業界、地方教育局處及樂施會等 INGO 連繫與合作，

以爭取外界捐款或進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期能引進資源，擴

展全球視野之教學活動與學習機會。 

五、項目六之總結 

        回應全校強調全面品管的學校治理精神，本所以 PDCA循

環進行所務發展。為清楚改進方向，平日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

瞭解師生需求；而正式檢核機制，則在學校整體規範架構下，進行

定期之教師評鑑與 KPI達成情形之評估，期冀透過此等自我評鑑機

制，瞭解所務運作情形，釐清問題及改進措施，促使本所在少子化

等高等教育危機中，持續挺進更新。 

請參考佐證資料： 

【附錄 6-6-1】本所所務會議設置要點 

【附錄 6-6-2】101-103 本所所務會議紀錄（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6-6-3】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附錄 1-1-1】101-103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會議與出席表） 

【附錄 6-6-5】本所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附錄 6-6-6】101-103 本所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6-6-7】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附錄 6-6-9】本所募款委員會設置要點 

【附錄 6-6-10】101-103 本所募款委員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參閱） 

【附錄 6-6-11】101-103 本所學年度 KPI指標達成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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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6-12】反映 103 級碩士班學生有關校園停車問題之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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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 

    本所呼應本校「國際化、資訊化、未來化」之三化教育理念，

以「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為辦學特色。本所積極申辦本校特色計

畫之各類實務課程、活動與計畫，並積極爭取科技部、教育部、地

方政府及 INGO等外部資源，戮力耕耘本所發展特色。本所課程設

計、學生學習、教師研究及專業服務，皆聚焦於此，以形塑本所設

置之前瞻性、獨特性與價值性。 

    在少子化大趨勢下，本所一樣面臨招生不易的難題，此外，本

所規模小，教師員額充足，易導致教師開課學分數不足的挑戰。本

所除積極形塑不能被取代之辦學特色外，全所教師亦同心研議解決

策略與方案，期能發揮本所設立在大淡海地區的意義，以吸引教師

以在職進修方式完成學位。諸如：結合地方教育當局的政策，落實

在地專業服務，提供在國際教育/學習共同體等主題之在職進修課

程，與中小學進行夥伴協作校本課程發展，並配合教師兼顧在職與

學業的需求，將碩士班上課時間調整為下午 5點之後等等措施，以

及 104-1學年度本所並與全球教育標竿的香港樂施會(INGO)進行課

程協作，獲得「樂施全球-台灣好行」計畫補助，結合本所課程指

導研究發展全球議題課程與教學實踐，形成本所、樂施會、研究生

及服務學校四方共好的境界。目前本所招生已有逆勢上揚的情形，

教師授課鐘點不足問題，亦稍得舒緩。 

    本所未來將根據這個週期的評鑑結果，進行綜合檢討與改善，

並進一步調整與實踐本所「104-106學年度所務發展計畫」，期能

達成本所設置之使命─「成為深耕『全球視野 在地關懷』課程與

教學的學術與實踐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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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件  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學生及學分數基本資料表 
類別一： 學生人數基本資料表 

編號 項目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上學

期 

下學

期 

上學

期 

下學

期 

上學

期 

下學

期 

1 核定招生名額 
碩士班 10 10 10 

碩士在職專班 12 12 12 

2 實際註冊人數 
碩士班 21 26 21 18 21 20 

碩士在職專班 12 10 23 21 28 24 

3 學生休學人數 
碩士班 7 4 9 5 11 3 

碩士在職專班 2 1 3 2 6 9 

4 學生退學人數 
碩士班 2 0 2 2 2 2 

碩士在職專班 0 0 0 0 1 0 

5 
一般生實際在學

學生人數 

碩士班 22 27 21 17 19 21 

碩士在職專班 12 10 21 21 27 25 

6 畢業總學生人數 
碩士班 1 5 2 3 1 4 

碩士在職專班 -- -- 0 6 1 4 

7 
本國學生出國進

修、交流人數 

碩士班 0 4 0 0 0 0 

碩士在職專班 0 0 0 0 0 0 

8 生師比 11.58 7.81 8.39(預估) 

 
類別二：學生修課學分數基本資料表 

編號 項目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上學

期 

下學

期 

上學

期 

下學

期 

上學

期 

下學

期 

1 

學期專業必、選

修學分實際開設

學分數 

碩士班 18 18 20 15 17 15 

碩士在職專班 12 12 15 12 
17 15 

2 
畢業專業必修學

分數 

碩士班 9 9 9 

碩士在職專班 6 6 9 

3 畢業總學分數 
碩士班 32 32 32 

碩士在職專班 32 32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