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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第 32次工程認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1 年 10月 22 日（星期一）10:00~11:00。 

二、 地點：三峽校區人文大樓 11F07-1 辦公室。 

三、主席：陳永源主任        記錄：鄒欣宜助理 

四、出席成員：楊棧雲老師、鄒欣宜助理、劉家銘同學、郭仰倫同學、何芮瑩同學、

莊雅晴同學。 

五、主席報告：無。 

六、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1 學年度工程認證期中審查實地訪評工作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一、本系 101 學年度工程認證期中審查實地訪評日期為 101年 12 月 3日，已於

洽借人文大樓 12F會議室場地，借用時間:11 月 30 日下午 14時至 17 時;12

月 3日整天。 

決議：同步更新書面及網路資料。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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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認證委員會 
實地訪評行程表 
適用於期中審查學程 

 

期中審查注意事項： 

1. 請提供下列書面資料，(1)校方主管簡報，(2)校友、業界代表回饋機制及成效，

(3)設備及空間增減清單。 

2. 認證團將針對(1)校友代表會談，(2)業界代表會談，(3)訪視空間設備、教學實驗

室與圖書儀器，(4)學生代表會談，(5)教師會談，(6)書面資料審查等項目，選擇

三項進行會談或訪視。 

 

第 0天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18:00 – 21:00 

晚餐暨認證團行前會議- 

討論： 

(1) 期中報告書之初審意見 

(2) 實地訪評行程之重點、分工與座談方式 

所有認證團成員 當地飯店 

 

第 1天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09:00 – 09:30 

受認證學程主管簡報- 

針對前ㄧ次認證審查結果改進處及整體持續

改善機制說明其執行成效及補充說明期中報

告書 

請填入名單 

(受認證學程主管及全

體教師) 

請填入地點 

09:30 – 10:00 

與受認證學程會談- 

(1) 認證團針對期中報告書及簡報之內容提問 

(2) 深入瞭解課程規劃及教學成效相關議題 

請填入名單 

(受認證學程主管及全

體教師) 

請填入地點 

10:00 – 10:20 休息時間 

10:20 – 11:10 會談或訪視時段 1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 

11:10 – 12:00 會談或訪視時段 2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 

12:00 – 12:50 會談或訪視時段 3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 

12:50 – 13:20 午餐 認證團成員 
請填入委員工
作會議室地點 

13:20 – 14:00 
檢視佐證資料- 

檢視及討論佐證資料是否與期中報告書一致 
認證團成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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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14:00 – 14:30 
與受認證學程主管總結- 

認證團與受認證學程主管之總結會議 

請填入名單 

(受認證學程主管) 
請填入地點 

14:30 – 16:30 
認證團工作會議- 

對認證意見達成初步共識，並討論一致性 
所有認證團成員 請填入地點 

16:30~ 
宣讀「離校意見書」- 

認證團主席宣讀初步訪評意見 

請填入出席者 

(學校相關主管、受認

證學程主管及教師) 

請填入地點 

注意事項：於「會談或訪視時段」中，訪評目的及應出席者名單如下說明， 

1. 校友代表－頇為受認證學程近 10年內畢業者。 

2. 業界代表－頇非校友身分，意指雇主、企業界、學界顧問、建教合作等代表。 

3. 訪視空間設備、教學實驗室與圖書儀器－目的為瞭解教學及研究空間設備、圖

儀與行政資源等。 

4. 學生代表－請受認證學程依照學生年級、性別及成績低、中、高平均抽樣。若

為大學部期中審查，則大學部學生代表平均抽樣共計 20 位（含在職專班 3 位；

若無在職專班認證則無需邀請）；若為學程合一期中審查，則學生代表平均抽樣

共計 20 位（含在職專班 3 位；若無在職專班認證則無需邀請）；若為獨立研究

所期中審查，則學生代表平均抽樣共計 15位（含在職專班 3位，若無在職專班

認證則無需邀請）；上述學生代表請提供學生成績供委員參考。 

5. 教師會談－目的為深入瞭解課程規劃及教學成效等相關議題。煩請學程提供教

師名單（此名單以訪視當日及當時段無授課之教師為主）。 

6. 書面資料審查－檢視受認證學程所準備之佐證資料是否與期中報告書一致。 



     (100) 實地訪評行程表_期中審查學程 4 / 6 

 

○C  Copyright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1.附件一：校友代表資料 

#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畢業年度 

1     

2     

3     

4     

5     

 

2.附件二：業界代表資料 

#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與學程關係 

1     

2     

3     

4     

5     

 

3.附件三：訪視空間設備、教學實驗室與圖書儀器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參觀

順序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負責人/職稱 實驗室位置 

1    

2    

 

4.附件四：學生會談名單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 姓名 年級 班/組別 學號 性別 全班排名或成績 

       

       

註：大一及碩一學生無成績，請填入學方式。 

 

5.附件五：教師會談名單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 教師姓名 職稱 # 教師姓名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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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認證委員會 
認證團總召集人 

實地訪評行程表 

 

建議與以下校方主管分別會談之： 

校長(副校長/主秘)、教務長、研發長、受認證學程所屬學院之院長 

 

第 0天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18:00 – 21:00 晚餐暨認證團行前會議 所有認證團成員 當地飯店 

 

第 1天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09:00 – 09:30 校方主管簡報 

請填入名單 

(學校相關主管、院

長、受認證學程主管

等) 

請填入地點 

09:30 – 09:50 交通時間-移至會談地點 

09:50 – 10:30 與校方主管會談 1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 

10:30 – 11:00 休息時間 

11:00 – 11:40 與校方主管會談 2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 

11:40 – 13:00 午餐 

13:00 – 14:00 參觀電子計算機中心、圖書館等 

請填入名單 

(圖書館館長、電算中

心主任) 

請填入地點 

14:00 – 14:30 休息時間 

14:30 – 15:30 確認與校方行政主管會談問題集 總召及認證團連絡人 請填入地點 

15:30 – 16:00 休息時間 

16:00 – 16:40 與校方主管會談 3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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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09:00 – 10:00 與校方相關行政主管會談 
請填入名單 

(學校相關主管) 
請填入地點 

10:00 – 10:20 交通時間-移至會談地點 

10:20 – 11:00 與校方主管會談 4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 

11:00 – 11:15 休息時間 

11:15 – 12:30 訪視整合型實驗室及(或)校園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 

12:30 – 15:00 
午餐暨認證團工作會議- 

討論一致性 
所有認證團成員 請填入地點 

15:00~ 
宣讀「離校意見書」- 

認證團主席宣讀初步訪評意見 

請填入名單 

(學校相關主管、受認

證學程主管及教師) 

請填入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