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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系所評鑑，將以教育目標、課程設計、師資教學、學

習資源、學習成效、生涯追蹤、整體改善、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等八大面向，來審視、檢討本系自上次自我評鑑後，在研究、教學，服務

和行政等方面的發展與成效。 

參酌東海大學校務整體發展的理念和學校的人文教育傳統，本系以此界定自

己的發展目標，並定期進行檢討，以提升整體的教學品質，建立獨特的傳統與特

質。在課程與教學方面，規劃統一的課程架構，循序以進；碩博士班和大學部課

程各有設計，教學涵蓋理論與實務。同時，本系也提供學生必要的學習指引與輔

導，使學生瞭解教學的目標與內容。所有教師皆可透過學校和系上提供的資訊、

經驗和意見，提升教學品質，建立完善的評估機制。 

在學生學習與成效方面，本系提供學生學習所需之軟硬體設施，在知識教育

外，也注重品格教育，鼓勵學生參與校際和國際交流活動，學以致用，發揮所長。

除了以多元的評量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形外，各授課教師和導師也會提供學生

必要的課外學習指導與諮詢，根據學生的個別差異給予協助。本系也透過發展基

金的設立，提供各種學術和課外活動經費補助，以鼓勵和肯定學生的優異表現。 

在教師專業研究方面，本系教師的研究與服務表現，多符合系既定方向與目

標，並有高品質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版。本系也透過校際和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建

立優良的研究環境與討論氛圍。研究成果的出版、研究計畫的執行，均有良好表

現。本系培育的博士、碩士和大學部畢業生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均受到高度肯定。

教師與研究生的專業表現符合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需求，在學術社群中享有高知名

度。 

畢業生生涯追蹤方面，本系畢業生的專業能力訓練符合學系設立的目標與期

望。畢業生不論在升學或就業上均有良好表現，廣受學界、企業界、政府機構、

媒體、非營利組織等單位所任用，並深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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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一、 系所之歷史沿革 

本系設立於 1956 年，是臺灣地區最早成立的社會學系之一。1972年成立夜

間部，1973 年正式招生，以擴大知識傳播和社會服務的領域。1996 年社會學系

將夜間部轉型為第二部，爾後，因應教育部的規劃，社會學系第二部於 2003 年

停止招生，正式走入歷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1977年成立，1978年首度對外

招生，每屆招收新生十四名，在職生一名，共十五名。2000 年起舉辦碩士班甄

試入學，增加碩士生入學管道。博士班，1981 年成立，本系成為華人社會最早

成立社會學博士班的學系。首屆博士班招收名額 3 名，分別於 1987 年後畢業。

目前博士班招生名額為 7 名。在學系成立的五十二年中，共培育了 69 位博士，

319位碩士，和五千名左右的大學部畢業生。 

社會學系的師資陣容，在草創時期只有張鏡予教授 1人，後來陸續聘任中外

學者多人，擔當教育學子的大樑。目前專任老師有 14 位，學生人數也由最初的

6 人，增加到目前包含碩博士班學生共 590 位的規模。隨著畢業生人數的增加，

本系也透過系學會與系友的協助，於 2010年成立系友會。 

本系的系務多半透過委員會的制度，由全體教師參與執行。從 1993 年 1 月

開始，本系成立教師評審委員會、選才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獎懲委員會、儀器

設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及學術交流委員會等，分別負責相關的教學與行政事務。

委員會的成立與討論作業，使本系在更新師資、課程安排、圖書儀器購置和學生

獎懲方面，均有健全的作業模式，達到人事公開、經費公開和公平對待每位同事

與學生的理想狀態。2001 年 10月，本系成立大學部入學申請委員會，負責規劃

大學部甄試事宜；碩博士班入學口試委員會則負責碩博士班入學口試事宜。2004

年 8月，本系成立學術交流委員會，積極邀請國內外學者來系演講及進行學術交

流活動，不僅增加教師與他校學者交流的機會，也增進碩博士班及大學部學生的

內部交流機會。這些制度均已成熟，並運作順暢，對系務和教學行政的協助助益

甚大。2013 年本系成立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

各委員會召集人擔任。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設置宗旨在於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

習成效，每年定時提出本系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作為老師們教學的參考。 

二、自我評鑑的過程 

本系的發展目標是培育優秀人才，創造一個深具國際化的學習環境。近年來

各大學為提昇自我競爭力，積極確認發展目標，訂定策略，改善教學和研究環境。

自我評鑑正可以達到這種自我檢視的作用，維持本系的創新與形成反省的機制，

從而促進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學習和成長。同時，也可透過自我評鑑，發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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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學校進行配合改善。為達到改善教學、研究、行政與服務的品質，和解決問

題的目的，本系的自我評鑑過程包括小組工作分派、資料蒐集、結果討論與建議

等項目，茲說明如下： 

1. 評鑑工作分派方面，主要依本系發展目標、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學生

學習與學生事務、研究與專業表現、畢業生表現等五方面，分派本系教師為負責

人，行政人員則負責協助資料彙整。各分項召集人依評鑑項目的現況、特色、問

題與改善策略等進行評估，提出建議，進行必要的自我評鑑。 

2. 蒐集資料方面，量化表格的資料由學校行政單位提供數據；質化的項目

則透過系上資料的彙整，做為撰寫評鑑內容參考。質化資料的來源，主要包括系

上的制度規劃、法規、實作，和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及畢業生的意見。綜合這

些事實與意見，以及量化數據，就是構成本次評鑑撰寫主要內容。 

3. 結果討論與撰寫方面，各項目召集人就其評鑑項目提出評鑑結果草稿，

彙整後完成初步評鑑報告。此報告先交由系上教師進行討論，進行局部修正後才

定稿。此即本次自我評鑑的書面報告。本系 104 學年度系所評鑑工作分組工作分

派請見附錄 0-1及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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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目標 

一、現況描述 

東海大學自1955年創校以來，即以培養具有人文素質的通才做為教育目標，

以「有教無類」、「君子不器」，做為教育的方向和宗旨。東海大學自由學風與廣

闊校園的搭配下，在大度山上培育出無數人才。在大學教育日益通俗化和市場化，

大學文憑日益貶值的今日，此學風與原則益發值得珍惜。這個最初的宗旨也是本

系一直堅持的教育理念。 

1-1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擬訂之作法？ 

從成立之初，本系便以促進學生的推理思考、調查研究、社會現象分析和解

釋能力的培育做為主要目標，在碩、博士班成立後，則以培育優秀專業的研究學

者，和通才的人文社會教育做為發展的兩個方向。碩博士班的教育以專業素養和

國際化的研究水平，做為主要方向；大學部教學以通才和專業興趣為原則，以使

學生具備就業和進修能力，養成獨立思考與學習的條件，這些方向形塑具體教育

目標如下表。本系的研究和服務能力，以及學生的訓練和養成上秉此方向，與本

校的教學目標有很高的相關性： 

表 1-1  本系教育目標與東海大學教育目標關聯表 

 

 

學校教育目標 專業及跨

領域知能 

人文 

素養 

服務關

懷熱忱 

國際 

視野 

創新 

能力 

 

學系教育目標 

1. 區域與全球視野 ˇ ˇ  ˇ ˇ 

2. 思辨與批判能力 ˇ ˇ  ˇ ˇ 

3. 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能力 ˇ ˇ  ˇ ˇ 

4. 創新與社會關懷能力 ˇ  ˇ  ˇ 

  

備註：ˇ相關 

自成立之初，本系便以促進學生推理思考、調查研究、社會現象分析和解釋

能力的培育做為主要目標。在碩、博士班成立後，則以培育優秀專業的研究學者，

和通才的人文社會教育做為發展的兩個方向。碩博士班的教育以專業素養和國際

化的研究水平，做為教育目標。大學部教學以通才和專業興趣做為培育目標，以

使學生具備就業和進修能力，養成獨立思考與學習的習慣。在教學之外，本系的

研究和服務能力，也秉此方向清楚表現在學生的訓練和養成上。具體教育目標是

培養：學生區域與全球視野、學生的思辨與批判能力、學生的社會調查與統計分

析能力、學生的創新與社會關懷能力。以此教育目標，本系在碩、博士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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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訓練：以國際研究水平和專業訓練為首要考量，養成社會學研究的專業人才，

培育本地的社會學師資和研究人力，開創本土社會學研究需要的新觀點和新思惟，

因此： 

 學生核心能力--碩士班 

1. 敏銳的社會學想像力與觀察能力 

2. 社會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能力 

3. 論述與表達能力 

4. 批判與溝通能力 

 學生核心能力--博士班 

1. 敏銳的社會學想像力與觀察能力 

2. 社會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能力 

3. 論述與表達能力 

4. 教學與獨立研究能力 

本系對於大學生的能力培養，主要集中於四個核心能力的養成：（1）敏銳的社會

學想像力與觀察能力、（2）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能力、（3）論述與表

達能力、（4）團隊合作與溝通能力。本系認為這四種核心能力足以讓學生在未來

的人生旅途與職業生涯中，有效地解決各種問題，執行各種職務。透過多年的規

劃與檢視，本系在課程設計、教學模組與教學行政的配合下，使得本系教育目標

與學生核心能力培育有了高度的關聯性。 

表 1-2  本系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力關聯表 

 

 

學生核心能力 

學系教育目標 

敏銳的社會學想

像力與觀察能力 

調查研究方法的

執行與經驗分析 
論述與表達 

團隊合作

與溝通 

 

區域與全球視野 ˇ ˇ ˇ ˇ 

思辯與批判能力 ˇ  ˇ  

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能力  ˇ  ˇ 

創新與社會關懷能力 ˇ   ˇ 

 

本系自訂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以來，經過三次正式的修訂。103學年度因應本

校修訂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系務會議再行確定兩者大致對應，故不修訂： 

表 1-3 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修訂時間表 

時間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97 學年度

第 3 次系

1. 學生區域與國際觀 

2. 學生的思辯與批判能力 
1. 敏銳的社會學想像力與觀察能力 

2. 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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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務會議 3. 學生的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能力 

4. 學生的創新與社會關懷能力 

述與表達團隊合作與溝通  

97 學年度

第 7 次系

務會議 

1. 學生區域與全球視野 

2. 學生的思辯與批判能力 

3. 學生的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能力 

4. 學生的創新與社會關懷能力 

同上 

98 學年度

第 7 次系

務會系 

同上 1. 敏銳的社會學想像力與觀察能力 

2. 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 

3. 論述與表達 

4. 第 4點將大學部、碩博士班的核心能

力分開。 

大學部：團隊合作與溝通 

碩士班：批判與溝通 

博士班：教學與獨立研究 

103 學 年

度第 1 次

系務會議 

同上。本系與本校、院教育目標及核

心能力大致對應，故不修訂。 同上。本系與本校、院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力大致對應，故不修訂。 

本系與本校、院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大致對應，並符合本系培育學生的宗旨與特

色。本系與校、院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對應狀況請見附錄 1-1~1-4。 

1-2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

標、核心能力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本系之發展方向與特色為研究領導教學。本系是台灣資深的社會學系，在研

究和教學上，都表現出動態和多樣性。在過去的二十年，本系一直堅持走研究的

路線，以研究帶領教學，形成自由、活潑、深度的研究和學習環境，培養學生視

野、思辨與批判能力。另外，本系也堅持多樣性和多領域的發展方向，以此營造

大學部和碩博士班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知識視野，並培養學生的社會調查與統計分

析能力，及創新與社會關懷能力。在師資聘任、課程教授、研討會的召開、研究

計畫執行和碩博士論文的撰寫上，都表現出這類特質。在師生共識的組織文化，

本系得以在面臨多重挑戰下，還能克服困境，戮力地向前推進。 

除了貫徹研究領導教學，跨領域研究與學習方針外，本系也依學系的傳統和

老師的志趣，規劃本系的發展方向。以「理論與思想史」、「政治與經濟」、「階層

與教育」、「文化與歷史」為範疇的研究，充分顯現本系在這些領域上的努力與表

現。這些多元的研究範疇發展，也同時表現在本系的必選修課程安排上。為了維

持活潑性和與時並進的能力與條件，本系也定期檢視這些發展方向和課程安排，

以提供師生最好的研究與學習環境。本系的發展方向與本系師資結構、課程規劃

和招生策略有很大相關，並亦針對這些發展方向會不定期的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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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本系發展方向與課程安排討論一覽表 

時間 發展方向 討論內容 

100學年度第 1次系務會議 課程討論 主要必修課程內容討論 

100學年度第 1次系務會議 聘任師資 聘任客座教授 

101學年度第 5次系務會議 課程討論 大學部社會學理論討論案 

1. 增聘師資白皮書 

2. 領域合作計畫 
101學年度第 5次系務會議 本系發展與資源爭取 

102學年度第 5次系務會議 招生策略 碩士班招生策略 

103學年度第 1次系務會議 學生學習成效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配合本系教育目標，教職員們均能體會教學與研究之重要，並清楚瞭解本系

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培養與發展特色。實務上，透過各式會議、活動、座談等宣

導，本系的教職員與學生均能認同系所辦學理念與教育目標。本系之宣達方式主

要有以下幾種： 

1. 在教職員方面：系主任定期召開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議等，除行政事項

及課程討論之外，透過正式會議，俾使辦學理念、教學目標更形明確聚焦，教師

達成共識後，向學生宣導教學目標，提高學生認同程度。 

2. 在學生方面：從定期召開之「大學入門」、「系大會」、「導師時間」、「家長

日」、「系網頁」、「列席系務會議」等互動討論，加強認同本系設立宗旨、宣傳教

學目標等概念。 

我們亦配合學校所建置的『全校各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網站

http://desc.thu.edu.tw/，每年固定在 5、11月份更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最近的

更新日期為 2015年 4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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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教師課程大綱介面設定 

1-3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本校自 1955年創校以來就是一所深具理想性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學，追求相濡以沫的師生關係，知識上的自由學習與實踐的合一，

以及重視服務的體現，博雅教育的各項課程與活動，都是以人文精神，品格與全

人教育為核心，秉持「求好不求全」、「量少而質精」以及「可實踐性」的原則，

重視知識，實踐與服務的合一。本系的專業課程與博雅教育的理念相同。在量少

而質精的思維下，我們培養學生區域與全球視野及思辯和批判能力，在可實踐性

的原則中，我們培養學生的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能力及創新與社會關懷能力。這

樣的教育目標讓本系的學生都能自我探索、自主學習、並能欣賞他人的文化，我

們更希望藉由博雅教育的輔助，讓社會系的學生都具有人文精神以及國際視野。

博雅教育不僅重視人文，亦重視實踐性，本系在課程上的規劃及學生的專業的培

養則朝向博雅學習。 

1-4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

何？ 

在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中，評鑑委員建議本系宜依據學士班、碩士

班與博士班分級架構訂定核心能力，以更符合不同層次之需求。本系於98學年度

第7次系務會議時根據評鑑委員之建議將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訂定不同核心

能力。學士班將強調基礎能力的訓練、以通才教育為主；碩士班強調進階能力的

培養、以專業教育為主；博士班則重視研究、教學能力的養成、以學術研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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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大學部、碩博士班學生核心能力 

學士班核心能力 碩士班核心能力 博士班核心能力 

1.敏銳的社會學想像力與觀

察能力 

1. 敏銳的社會學想像力與

觀察能力 

1. 敏銳的社會學想像力與觀

察能力 

2.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

驗分析能力 

2. 社會研究方法的執行與

經驗分析能力 

2. 社會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

驗分析能力 

3.論述與表達能力 3. 論述與表達能力 3. 論述與表達能力 

4.團隊合作與溝通能力 4. 批判與溝通能力 4. 教學與獨立研究能力 

   針對未來的發展計畫，評鑑委員建議本系在碩士班招生及經營策略上，宜參

考其他大學碩士班之積極作法，並向校方爭取更多資源，以有效扭轉近年來甄試

及考試錄取學生報到率偏低現象。針對這一點，本系依招生策略與課程調整兩個

面向來思考： 

1. 招生策略：至大四必修課宣傳，鼓勵學生報名。舉辦招生說明會。 

2. 課程調整：採申請入學、調整授課時間，增加晚上授課時段，配合社脈

動調整課程以符合現實社會，讓課程安排更具有彈性。 

最後評鑑委員建議本系擴大『社會發展基金』之籌募，以便支應研究生學術活動

與獎助。本系一直不定期對系友及企業進行募款工作，98 學年度第 2 學期本系

更積極對系友及特定企業進行募款。101~103 學年度為止，本系共募得社會系發

展基金 894,699 元、練馬可教授教授發展基金 1,012,590 元，捐款明細請見佐證

資料。另外，本系於 2011 年 5月 29日成立系友大會，除了凝聚社會系畢業系友

向心力外，也能藉助系友的力量擴大募款挹注「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及充實「社

會學系發展基金」，以支應研究生學術活動與獎助。 

二、特色 

本系明確區分發展目標與培育目標，不僅針對本系的未來與方向進行規劃與

改進，也針對學生的培育訂定計畫與修正。另外，本系從教師到行政團隊皆各司

其職，配合培育目標發揮功能，使社會學系成為具有特色的學系。除了發展目標

的修正外，本系還重新規劃大學部與研究所的課程設計，以符合發展的目標。詳

細的課程變動，將於課程設計和師資教學中詳述。本系的教育目標與國際化的發

展策略深受師生的高度認同，並反映在教學與學習活動的表現上，詳細的規劃與

執行將在往後的章節中分別詳述。 

為了增加社會學系的系所競爭力，本系有計劃地的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和

教學卓越計畫，以此建立系所發展與教育目標的自我改進機制。本系的課程委員

會主掌系所課程的規劃、檢討，並提供改善策略。選才委員會著重師資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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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進行系上師資評估，以作為建議增聘新師資以及相關作業的基本方針。獎懲

委員會針對學生的學習、獎勵等狀況評估與建議。財務與儀器委員會則主管本系

的軟硬體設備與及財務工作，使本系的教學和行政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該委員會

於每學期末進行財務評估與規劃，作為下學期的相關財務規劃的依據，此外，財

務委員會不定期募款，籌措社會學系發展基金，作為系務發展的經費(社會系發

展基金條文如附件 1-1)。大學入學招生委員會及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則負責籌劃

本系的招生事宜。 

   本系的教育目標秉持本校發展策策略與與教育理想，並加入隨時代變

遷而成長的新理念。本系的教育目標與學校的發展、學院的教育目標之關

聯性（請見附錄 1-1 及 1-2）：       

 

  圖 1-2 社會系與校、院教育目標關聯圖 

整體來說，本系師生均能理解並認同學系設立的宗旨與目標，並能定期檢討

目標的達成程度。所訂定之目標，已明確指出學系對學生學習之期望，以及畢業

時應具備的知能。此外，亦能透過有效之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定期蒐集他

校相關系所完整資訊，做為提升系所品質與建立特色的依據。 

三、問題與困難  

東海大學歷來皆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做為重要的領域，在經費的支出上

維持一定的比例。然而，隨著大學競爭壓力的加劇和校內系所的增加，以及晚近

校方側重理工學門的發展政策，學校在資源和空間的配置上，已經出現明顯的傾

斜。資源的分配不均和排擠效果，是本系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科系，正共同面對

的問題。 

不僅是校內的競爭，來自校際的競逐，也讓本系面臨發展的壓力。本系在過

去幾年中陸續面臨外校「挖角」的壓力，資深和優秀教授的離職雖屬「常態」，

校 

院 

系 

•建置綠色科學 

•普及博雅教育 

•推動國際教育 

•成立產學合作 

•理論與實務並重、國際化與本土化兼顧 

•培養具有獨立思考、分析事理、解決問題能力的社會科學人才 

•培養關懷社會與公共服務的精神 

•培養學生區域與全球視野 

•培養學生的思辯與批判能力 

•培養學生的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能力 

•培養學生的創新與社會關懷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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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制度的僵化和月退俸的缺乏規劃，也是導致這個現象持續出現的原因。資深教

授的離職多少也會影響到學系的健全發展，與研究領域的成熟成長。另外，本系

的師資名額和學生的比例，超過全校的標準甚多，師資不足的問題是長久以來尤

待克服的問題。有些問題來自於台灣高等教育的結構問題，有些則是東海大學自

己的問題。目前月退俸的問題隨著私校新制保險制度的通過，或許可以獲得紓解，

但是，私立大學資源不足的問題，有賴於台灣高等教育的制度改革，以及大學董

事會與行政體系更多的智慧來解決。 

除了教師，學生的來源也日漸成為問題。校際之間競爭優秀學生的情況也愈

來愈明顯，本系能否爭取到才學適當的學生，也是維繫本系發展特色不可或缺的

條件。在大學部方面，新大學的相繼成立和國立大學高額的錄取率，讓私校學生

的素質日漸下降。這個普遍的現象也是本系正面臨的問題。大學部招生部分，整

體報到率維持在 95%~98%之間，整體入學報到率雖然維持穩定的狀態，但是面

對少子化的競爭，未來是不可預知的。 

表 1-6  大學部整體入學報到率 

學年度 招生名額 報到人數 未報到人數 報到率 

101 120 118 2 98% 

102 120 114 6 95% 

103 120 115 5 96% 

碩博士班方面：長期來看，碩士班考試入學報名人數有逐漸下降的趨勢，這

是值得本系注意的問題（見圖 1-3）。碩士班整體平均的報到率維持在 71%(整體

報到率由 81%下降至 71%)。整體而言，碩士班招生有逐漸不足額的情況，博士

班則維持在 83%～100%的報到率。 

 

圖 1-3  碩士班「考試入學」報名人數統計圖 

四、改善策略 

除了爭取校內外的教學資源與相關的補助外，本系也透過不同的機制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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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目前的發展限制。在師資部分，隨著屆齡教師的退休，我們將增聘新的教師

以補充師資的輪替，減少系上老師的教學負擔，讓研究領導教學的大方針持續下

去。另外，我們也透過聘任專案教授和博士後研究的方式，增加授課老師，提供

碩博士班學生學習的對象和討論的條件。我們也透過社會學系發展基金的支助，

每學期聘請專家學者來系講學、演講，增補師資的不足，並活化各個研究領域的

討論氣氛。 

在招生問題上，本系已透過各種獎助學金的提供(如新生入學獎學金的全額

與部分發給、TA 獎學金和 RA 獎助金的提供等)，來減少學生就讀私立學校的經

濟負擔。另外，本系的發展基金也有定額的經費獎助碩博士生研究成果的出版、

出國開會、出國進修、小額論文研究獎助、和舉辦博士班小型研討會的經費，希

望以此培育優秀的碩博士畢業生。針對陸生的招生，本系提供優秀新生獎助學金

及第一學期經濟艙單程機票。 

最後，因應未來少子化對高等教育教育的衝擊，本系宜再考量教育目標訂定

時，能務實地將招生、就業因素納入考量，並針對學生班、碩士班、博士班三個不

同學制，有較為大幅之差距，並落實於課程設計、教學及成效評估機制。  

 五、小結 

本系依本校教育取向設立培育宗旨與目標，明確指出系所對學生學習之期望

以及畢業時應具備的知能，師生均能理解與接受，並能定期檢討目標達成的程度。

社會學系與東海大學的教育目標相呼應；核心能力依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而

循序漸進。開授課程皆依此等重要方向而設計。同時，本系建立行政運作與自我

改善機制，以訂定與修正具有特色的系所發展計畫，落實執行以強化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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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本系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適度修正課程。課程的規劃和

設計也都經過課程委員會的籌劃與討論，並定期進行課程外審的工作來修訂整體

課程的方向。最後，本系亦和不同的科系以及本校通識課程進行跨領域的課程規

劃，提供學生更多元化的課程選擇。 

2-1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

為何？ 

1、碩博士班課程 

碩博士班的課程特色再以研究領導教學。為符合學生的需要與本系的發展規

劃，碩博士班的必修課程曾經歷多次的修訂後，由「理論與思想史」、「政治與經

濟」、「階層與教育」、「文化與歷史」、「性別研究」等五個領域，刪除性別研究領

域後修改為目前四大領域。詳細的修業規定和培育計畫，請見附件 2-1。 

 

圖 2-1 碩博士班課程架構 

本系碩、博士班學生選修課程皆依「理論與思想史」、「政治與經濟」、「階層與教

育」、「文化與歷史」四個領域進行課程開授。研究生可依照自己的興趣選修課程。

本系教師每學期也依學生的興趣、需求和自身的研究結果，進行選修課程的開授，

以使研究帶領教學的理想在課程中充分實現。本系碩士班同學可就自己的興趣選

擇一個領域，進行系列的修課和最後的畢業論文撰寫；博士班學生必須修習兩個

領域的課程，以具備學科考需要的應試能力。博士班學生可按自己的需要，進行

獨立研究課程的安排和選修，以完備學位論文需要的識見。未開授的課程，學生

可以外修的方式申請在他系或他校進行修課，本系將依照學校的法規承認申請修

課的學分。 

 

基礎
課程 

組織
階層 

理論與
思想史 

政治與
經濟 

文化與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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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碩博士班課程與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關係 

碩、博士班必修、選修課程符合本系的教育目標。本系以碩博士班必修課程

做為培養基礎核心能力的主軸，選修課程領域的規劃則思考為養成碩士生批判與

溝通能力及博士生教學與獨立研究能力的基礎。這樣的基礎概念可見下圖 2-1： 

 

圖 2-2 碩博士生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關聯 

在實際課程安排上，配合學系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的範疇，本

系碩、博士班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架構如下圖所示：  

 

•研究

•教學

發展特色

生成教育目標

•必修

•選修

規劃課程
•理論與思想史

•政治與經濟

•階層與教育

•文化與歷史

重點研究領域

強化核心能力

培養學生區域與全球化視野

培養學生的思辯與批判能力

培養學生的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能力

培養學生的創新與社會關懷能力

碩博士班

基礎課程

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理論
（二）

敏銳的社會學的想
像力與觀察能力

論述與表達
能力

碩博士班

基礎課程

論文寫作

論文寫作（I）
批判與溝通能力

教學與獨立研究

論述與表達
能力

碩博士班

共同課程

量化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社會研究方法的執

行與經驗分析能力
教學與獨立

研究

 

1.敏銳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

2.社會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能
力

3.論述與表達能力

4.批判與溝通能力（碩士）

4.教學與獨立研究能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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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碩、博士班課程與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的關聯 

圖 2-4 研究領域與核心課程 

重點領域課程則分別依老師們的研究領域規劃，搭配每個領域的主要核心課程來

掌握各個領域的主要概念，並配合該領域的其他選修課程來豐富碩博士生的學習

需求並豐富碩博士班的核心能力。 

    （2）、大學部的課程與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關係 

大學部必修及選修課程的規劃與設計的架構也以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作為主軸。本系期望大學生能在大學四年的教育中培養『敏銳的社會學的想像力

與觀察』、『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論述與表達』、『團隊合作與溝通』。

這四個能力，分別具備以下幾個內涵： 

 

圖 2-5核心能力的基本內涵 

立基於上述基礎，在大學部的課程規劃方面，本系以「基礎課程」、「選修課程」

的安排，訓練學生的基礎能力，輔以「實務課程」的規劃，增加學生跨學科的知

識學習，「企業與社會學程」的安排則強化學生就業能力的訓練。除基礎課程與

核心課程外，「語文課程」為加強學生的語文能力，特別增加大二和大三的英文

必修課程，以強化學生的國際交流能力，提供必要語言技能以滿足職場與就學需

要。本系亦於 100學年度起，增加大學部英語畢業門檻的規定，旨在落實本系對

敏銳的社會學的想
像力與觀察能力 

•對問題與現象好
奇與思考 

•以新奇的眼光觀
察、紀錄，並提
問 

•瞭解不同觀點與
論證，形成自己
的看法與論點 

 

調查研究方法的執
行與經驗分析能力 

•選擇研究方法對
有興趣的題目進
行研究 

•了解研究人類行
為的限制及相關
問題 

•欣賞認識量化與
質化研究的長處
和弱點 

論述與表達能力 

•釐清命題 

•分析命題之關係 

•批判思考能力 

•書寫能力 

團隊合作與 

溝通能力 

•口語表達 

•溝通能力 

•團隊合作 

•解決衝突 

•提出貢獻 

•解決問題 

 

 

理論與思想史 

社會理論專題 

歷史社會學 

 

階層與教育 

社會階層與流動 

教育社會學 

政治與經濟 

政治社會學 

經濟社會學 

文化與歷史 

文化社會學 

歷史社會學 

培養碩士班批判與溝通能力 

培養博士班教學與獨立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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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語能力的重視和成果的展現。大學部的課程架構圖，如圖 2-6所示： 

 

 圖 2-6  大學部課程架構 

大一、大二以基礎學科為主，輔佐新鮮有趣的選修課程，以培養學生的興趣

和熟悉度。大三、大四的課程以進階基礎課程為主，透過理論和方法的訓練，培

養學生必要的想像力和研究能力。這樣的規劃可以使必修與選修科目的配置銜接，

不致出現落差。對本系來說，我們最重視的核心能力首要為『敏銳的社會學的想

像力與觀察』，能對社會生活的問題與現象好奇與思考，並以新奇的眼光觀察、

紀錄、提問，並從不同的文本中瞭解不同觀點與論證，形成自己的看法與論點後，

才能展現『論述與表達』的能力，學生能學習釐清命題並進行陳述，瞭解與分析

命題之關係後，才會具有批判思考能力，進而展現在書寫能力上。之後，『調查

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的能力亦能讓學生學習選擇研究方法對有興趣的題

目進行研究，了解研究人類行為的限制及相關問題，欣賞認識量化與質化研究的

長處和弱點，並從中學習到口語表達、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解決問題。這些課

程安排與核心能力之間的關聯性如下表所示： 

表 2-1 大學部課程規劃與核心能力之間的關聯 

核心能力 核心 

課程 

基礎 

課程 

選修 

課程 

實務 

課程 

語言 

課程 

敏銳的社會學想像力與觀察 ˇ ˇ ˇ ˇ 
 

基礎課程 

政治學、經濟學 

社會統計學、社會研究方法 

 

語文課程 

進階英文（I）、 

進階英文（II）、 

其他外語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 

（四大領域） 

「理論與思想史」、「政

治與經濟」、「階層與教

育」、「文化與歷史」 

實務課程 

社會組織、社會變遷、台灣

社會、「企業與社會」學程 

核心課程 

社會學、社會思想

史、社會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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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核心 

課程 

基礎 

課程 

選修 

課程 

實務 

課程 

語言 

課程 

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 ˇ ˇ ˇ ˇ 
 

論述與表達能力 ˇ ˇ ˇ ˇ ˇ 

團隊合作與溝通 ˇ ˇ ˇ ˇ ˇ 

2-2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在課程規劃設計方面，本系課程交由課程委員會統一規劃。課程委員會成立

於 1993 年 1 月，委員會每學期開會兩次以安排並確定下一學期的課程，送交系

務會議討論定案。本系進行開課規劃的同時便要求兼任教師繳交課程大綱，專任

教師課程大綱則需於開學前繳交並貼上網路，以供學生查詢。每學期開學第一個

星期，授課教師充分跟學生說明課程的內容、教學目標、成績審核方式，參考書

目，讓學生瞭解其所修習課程的目標與進度。大學部的專業必修課程規劃主軸是

希望學生能有社會學基礎概念以及理解各種思想的歷史背景，讓學生能觀察、表

達與思考後，再學習不同理論家的學說，訓練論述表達能力，進而能利用理論的

範疇來思考現實社會問題，並能從事經驗研究及分析。大一到大四的課程設計如

下： 

 

圖 2-7大學部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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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班的課程規劃如下圖。除必修課程外，本系碩、博士班學生也可以依

自己的興趣和研究領域，選修相關的課程學分。本系選修課程皆依「理論與思

想史」、「政治與經濟」、「階層與教育」、「文化與歷史」四個領域進行課程開授。

本系教師每學期也將依學生的興趣、需求和自身的研究結果，進行選修課程的

開授，以使研究帶領教學的理想在課程中充分實現。本系碩士班同學可就自己

的興趣選擇一個領域，進行系列的修課和最後的畢業論文撰寫。博士班學生必

須修習兩個領域的課程，以具備學科考需要的應試能力。博士班學生可按自己

的需要，進行獨立研究課程的安排和選修，以完備學位論文需要的識見。 

 

圖 2-8 碩士班課程規劃 

 

圖 2-9 博士班課程規劃 

除固定必修課程的課程規劃外，本系為提升大學部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學習

成效，申請本校特色教學亮點計畫，將社會學、社會思想史、社會學理論三門基

礎必修課程，進行縱向的統整與橫向的配合。課程規劃是讓學生理解課程所擇定

的問題及解決方法，在既有已經完整且優秀的教學之外，加入更多元的活動，使

學生能夠在傳統的書本教學之外，感受社會脈動，並結合理論與實際觀察。此三

門課程的操作在於大一時培養同學問題意識之養成、分析觀點與方法解決。知識

必須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現象觀察之中；從日常生活的分析與觀察之中，我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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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以社會學的各種觀點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並建立抽象概念與理論對話。融入

問題的課程規劃得學生理解課程所擇定的問題及解決方法，並培養深度聽說讀寫

等跨領域基本能力。三門課程分別以研究實習與實作，以筆試訓練學生側重文本

寫作構思、論述脈絡、方法策略，以及閱讀後之批判質疑與獨立見解；以不同經

典閱讀訓練學生依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留意章節旨趣、寫作構思、論述脈絡、

方法策略，以及批判質疑與獨立見解；以助教課程安排訓練學生應針對此著作之

作者、源起、發展脈絡，以及書中所涉及之相關議題，詳加閱讀、蒐尋且整理資

料、闡述並批判書中內容，並鼓勵關聯至臺灣當下社會情境。 

在課程的品質控管上，委員會要求所有課程皆須訂定教學大綱，包含課程主

旨、目標、每週的課程進度、研讀的書籍、需要繳交的作業、成績考核的方式以

及老師的辦公室時間等。教師可依據教學大綱擬定教學計畫，學生也能清楚明瞭

教學內容。授課大綱需上網公告，此舉符合本校教學計畫的教學 e-化策略。兼任

教師的課程由課程委員會負責與教師溝通，商討課程計畫和進度，以發揮統籌協

調的教學效益。本系課程委員會定期邀請碩博士生及大學部學生代表參與，並且

學生隨時可透過學會、導師、助教、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和系主任的管道，以及學

生代表參與系務會議的機會，反映需求，調整相關的課程安排。若有必要，進行

課程改革時，委員會和系主任也會主動徵詢學生的意見，以做出適當的決定。表

2-2為課程委員會定期開會與決議事項一覽表： 

表 2-2  課程委員會開會記錄一覽表 

年度 會議日期 議案 

101 

101.9.19 大二及大三英文課名修訂討論案 

101.10.9 

1.建議大學部大一至大四導師為同一人 

2.「社會學之道」課程，為大一學生提供雙重定向，俾使

能安於學習 

3.研究生是否恢復社會學討論課程（seminar） 

101.11.28 101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討論案 

102.3.5 

1.社會系必修課程專任教師授課輪值案 

2.碩博士班『論文寫作』課程授課方式 

3.大學部『社會學理論』課程設計討論課 

102.4.22 討論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安排 

102 

 
102.11.12 討論 102學年第二學期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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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會議日期 議案 

103.4.11 103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安排討論案 

103.6.11 

1.確認核心領域與核心課程建議案 

2.課程調整討論案 

3.申請教學亮點計畫討論案 

103 

103.10.22 
1.103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討論案 

2.社會學系英文門檻調整案 

104.3.31 課程地圖討論案 

104.4.27 1.104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討論案 

在課程品質保證的機制方面，本系以『課程外審』、『教師教學評鑑』、『助教

教學評鑑』、『課程地圖』做為課程規劃與教學品質成效的保障機制（課程外審請

見佐證資料，其他請見後面章節陳述）。本系於 100-102學年度共有 16門必修及

選修的課程，依課程內容與核心能力的符合程度和教學與學習評量兩部分，請外

審委員進行評鑑。 

表 2-3 100-103學年度送審課程一覽表 

學年度 必選修 送審課程 

100 

必修 
社會學、社會思想史、社會統計學、社會研究法、社會學理論、

大三英文、社會組織、社會變遷 

選修 
文化人類學、全球化與產業發展、趨勢社會學：反文化與酷美

學、文化社會學 

101 必修 社會研究法 

102 

必修 社會學理論、社會研究法 

選修 金融社會學 

103 必選修 整體課程架構外審 

根據以上 4個學年度的課程外審意見，外審委員均認為本系課程規劃與核心能力

的連結相當一致，但有一些需要改進的部分。在教學與學習評量的部分，外審委

員基本上認為本系教師在教學與學習評量的設計上，作業設計多元、要求嚴謹、

課程紮實，並且大致與核心能力相對應，但是教師缺少課程目標、教學與評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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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的反思，其他建議的部分一併於改善建議中說明。在學習資源與學習成效的

外審意見中，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缺少針對學生學習成果，進行調整改進的措施，

以及如何和系的核心能力成果相互呼應的展現，其他建議的部分一併於改善建議

中說明。外審委員的綜合意見 如下表： 

表 2-4 100-102課程外審總和意見 

年

度 

數

量 

外審委員綜合意見 

課程內容與核心能力 

的符合程度 

教學與學習評量 學習資源與 

學習成效 

100 12 

可以調整核心能力的建構是
由數門課程的訓練來達成，
課程要有訓練分工和整合。 

基本符合，另有建議。 

 

基本符合，另有建議。 

 

101 1 

無建議 未見教師對課程目標、教學
與評量間串連的反思。 

 

缺少針對學生學習成
果，進行調整改進的
措施，如何和系的核
心能力呼應？ 

102 3 

符合本系的核心能力訓練 基本符合，另有建議。 基本符合，另有建議。 

每學期及學年都依據學校的教學評鑑系統要求學生對課程進行評鑑，提供課

程意見的回饋，檢討及修正課程的方向。96學年度起，本校也要求學生針對課

程助教的實習課程進行教學評鑑，讓學生對於整體教學意見的反應能夠更加的完

整，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課程評鑑結果將做為兼任教師、課程助教是否續聘的

參考。專任教師的評鑑則做為升等和改善教學的參考。課程地圖是讓學生瞭解本

系課程的重要依據。配合學校的課程地圖網路建置工作，以做為學生修課及選課

的依據。最後，助教課程的規劃與執行不僅能確保課程的規劃的完整性，亦能強

化學生的學習資源與學期成效。 

2-3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在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方面，本系自 94 學年度設立了跨學系的「企業與

社會學程」，該課程規劃目標在於，在全球化的發展脈絡下，台灣的企業、組織

和管理都產生實質的改變。如何掌握與適應這些趨勢，形成專業的知識和能力，

已經成為進入就業市場必須具備的條件。社會中的各種組織，如企業組織和政府

組織的存在等，也讓社會愈來愈邁入組織主導的形態。瞭解這些組織的運作、領

導和管理，也成為現代人必須具備的素養。本此考量，「企業與社會學程」以全

球化下的企業與社會的關係做為課程方向，提供學生一個跨越學科，但又有社會

學特質的學習。除了宏觀的視野和分析能力培養外，實務知識的探討也是本學程

涵蓋的範圍。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課程，提供學生更好的就學與就業能力。 

101 學年度起本系亦協助『教育部高齡化學程』的課程開授，以及通識中心

『榮譽課程及雙掛課程』的開授。102及 103 學年度本系申請了本校的教學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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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請見佐證資料）。102學年度的教學亮點主軸在於課程依社會創新

（social innovation）、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和社會趨勢研究（social trend 

studies）整合，瞭解社會中各種組織的運作、領導和管理，成為我們未來研究的

主題與教學的重點。103 學年的教學亮點計畫則以本系為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

生學習成效，特將三門最能代表社會學系的基礎必修課程(社會學、社會思想史、

社會學理論)，進行縱向的統整與橫向的配合，讓同學們能在這一系列的課程中，

得到最大的收穫；讓老師們能透過彼此的支援與合作感受到教學相長與群體學習；

並使這樣的創新與改進能被傳承和交接，讓未來修課的同學們和教課的老師們都

能受益。 

103 學年度增加『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試辦計畫課程』

課程的開授。透過跨領域的多元合作，豐富本系的課程內容。最後，本系字 101

學年度起與本校通識中心合作，合開雙掛課程。本系的學生可以修習通識中心所

開授的跨領域課程，本系亦接受不同系所的學生修習本系專業選修課程，透過這

些課程的合作交流，讓學生能夠跨領域的學習，亦能推廣社會學系的課程給全校

的學生。以上的課程大約占本系專業課程開授比例如下表。相關的課程請見附件

2-2、2-3。 

 

圖 2-10 跨領域課程比例直方圖 

二、特色 

本系大學部課程課設計特色有五項：1.核心能力搭配必修課程設計。2.不同

必修課程訓練不同核心能力。3.課程助教協助教學，提高學習效果。4.跨領域課

程規劃提升課程多元性。5.102及 103學年度教學亮點計畫。本系根據教學目標

與學生核心能力規劃學系的課程架構，包括基礎學科和專業知能，並定期修訂課

教育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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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雙掛課

程 

教育部高

齡化學程 

榮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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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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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化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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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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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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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架構和內容。本系課程涵蓋理論與實務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基礎學識能力，提

供學生明確的學習指引與輔導措施，使學生瞭解修課規定與課程內容。課程的規

劃與設計都會先經過課程委員會規劃與討論，並要求系上專兼任教師開授的課程

需符合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當然，為確保課程能夠與社會趨勢、學生學習需求

充分結合，本系亦定期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學生及系友參與課程委員會規劃

討論本系課程的調整與變動，讓課程規劃與設計能具有品質保證的機制。請見下

圖所示： 

 

圖 2-11 大學部課程品質保證 PDCA圖 

此外，我們也建置課程地圖系統並定期更新，以作為學生修課及選課依據。社會

系必修學年課程也都規劃實習課程，每年經過選才委員會審核，安排適當課程助

教與教學助理，協助老師程的安排與進行，讓學生的能更充分獲得實質幫助。助

教協助課程教學是本系一大特色。為了讓學生更瞭解教學內容，必修課程多配置

有研究生(每班兩位)擔任課程助教，大一社會學另有四三、四年級學生擔任教學

助理，帶領學生閱讀和討論。本系也定期舉辦課程助教與教學助理的經驗傳承工

作坊，做為改進教學的條件，提供學生優質的教學品質與學習環境。另外，每學

年末也會對教學助理及課程助教進行評鑑，評鑑結果將做為下一學年甄選助教的

參考，和做為頒發獎助學金的依據。表2-5呈現教學助理與課程助教的實施狀況。

本系透過這些方式建構一個優質的教學環境，師生得以教學相長，從中也訓練出

優秀的碩士生與博士生。 

表 2-5  教學助理與課程助教實施狀況 

名稱 擔任成員 甄選辦法 實施狀況 

課程 

助教 
碩博士班學生 

每年於學期初，甄選 14名碩

博士班學生擔任課程助教。

申請之學生必須繳交申請

擔任社會學系必修課程的助教，每週必須工

作 8小時。工作內容依課程屬性不同，分別

以小組帶領學生討論老師所交付的補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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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擔任成員 甄選辦法 實施狀況 

表，經由系行政人員編表後

統一送交系獎懲委員會審

核，再送交系務會議決議。 

材、課程作業、學期報告，以及幫助學生解

決課業問題。 

社會學課程助教之工作：帶學生討論英文補

充教材、和學生討論學期報告、回答學生課

業問題。 

社會統計學課程助教之工作：補充課外題

材，複習課業、回答學生課業問題。 

社會思想史課程助教之工作：帶學生討論

中、英文補充教材、討論學生學期報告、回

答學生課業問題。 

社會研究法課程助教之工作：補充課外題

材，複習課業、討論研究報告、回答學生課

業問題。 

社會學理論課程助教之工作：帶學生討論

中、英文補充教材、和學生討論學期報告、

回答學生課業問題。 

教學

助理 

大學部高年級

學生 

每年於學期初，甄選 4 名大

學部高年級學生課程助教。

申請之學生必須繳交申請

表，經由系行政人員編表後

統一送交系獎懲委員會審

核，再送交系務會議決議。 

教學助理的工作以帶領大一社會學必修課

程為主。每班四位教學助理，工作內容為分

小組帶領學弟妹討論老師交付之中文補充

教材，並定期繳交學生學習報告，以供老師

們參考。同時，透過高年級與低年級同學的

互動，希望能培養學生的組織和討論能力。 

課程助教擔任的工作也有嚴謹的規定，除了配合老師的教學工作外，還要帶

領學生進行討論，不同的課程，課程助教的教學方式有所不同。大致上分為兩個

部分：理論屬性的課程以及量化方法的課程。理論屬性的課程多要求分組討論，

例如，社會學、社會思想史、社會學理論。課程討論的內容由老師上課指定，教

材也由授課教師核定，課程助教可以適時補充相關資料。量化方法的課程方面，

社會研究法課程要求分組，每週進行社會學研究方法不同階段的問題討論與執行

不同階段的研究計畫；社會統計學則要求課程助教統一進行課程輔導及溫習。除

以上的工作安排外，課程助教還需安排 office hour幫助學生解決課業困難。本系

未來將進一步要求課程助教清楚詳列助教課的實施細節，目前有部份課程助教開

始進行助教課程大綱的撰寫，以《社會思想史》及《社會研究法》為例，列舉如

下： 

甲、社會思想史助教課程實施方式 

助教課程採取完成小組報告的方式進行，本學期預計將完成兩份與課程相關

的報告。說明如下： 

一、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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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組最多不可多於六人，全班約九到十組，每組中最少需有男生一或二人。 

2.每組需以團隊運作的方式進行。無論是書面報告或是討論，都是以協力完成為

原則，禁止由個人或少數人獨力完成。 

3.每組設組長一人，負責協調小組的討論運作及協調完成書面報告。 

4.每組需有紀錄一人，紀錄每次的討論內容，格式不限，但需包含下列四項內容： 

1) 舉行討論的時間、地點 

2) 探討的主題(issue) 

3) 討論的結論為何 

4) 在討論中有哪些問題無法解決，例如對主題可參考哪些書籍、思想內涵不清

楚等。 

☆小組長於每次紀錄完成後，需以電子郵件傳送會議記錄給老師、負責輔導該

組的助教、其他組組長。 

二、本學期助教課程實施流程： 

第一份報告 1. 10月份準

備第一份報

告 

1.小組選定一名思想家作為探討主題，思想家可由老師的課

程簡介 P.4中選定。同一名思想家最多可被兩組選取，儘量

不要重複選取。 

2.此段期間至少需進行三次討論，並紀錄之。助教將參予各

組的討論。 

3.討論的項目可參考以下報告的內容。 

2.10月底前

繳交第一份

報告 

1.完成上述討論的報告，列出該思想家的： 

a. 思想形成的時空背景。 

b. 重要著作。 

c. 重要的思想遺產(亦即為何該思想家至今仍有探討價

值)。 

d. 這位思想家對後來的社會學理論形成有何貢獻。(此點

非必要，為加分項目)。 

2.此份報告需有 5-10頁，10月底當週上課時要對該報告作約

10分鐘 Presentation，由老師及同學提問及建議，以作為第二

份報告參考。報告在上課後交給課程助教。 

第二份報告 3.11月~1月

準備第二份

報告 

1. 設定一項議題，可參考老師課程簡介中所列之 Thematic 

Issues 或自行擇定與社會思想史之相關議題。自行擇定不同

思想家，探討在該議題上，各思想家間有何異同。例如：

Hobbes 與 Locke對 sovereignty的看法有何異同？ 

2. 選定比較的思想家不限人數，重點在於能有對特定議題的

思想間比較。 

3. 此段期間亦應舉行討論，並紀錄之，次數另訂。助教將參

予各組的討論。討論的項目可參考以下報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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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末考前

一週完成第

二份報告 

1.完成上述討論的報告，列出不同思想家在選定之議題中： 

a. 有何共通的討論基礎？ 

b. 諸思想家各說了些什麼、有何相對立的論點？這些論

點有無調和的可能？ 

2.此份報告需有 15-20頁，並需符合 Term Paper的格式(格式

另公佈)。1月第二週之當週上課後交給課程助教。 

乙、社會研究法助教課程進度表 

日期 助教課進度 
助教課程上

課前繳交 
小組進行工作 

2/27 - 3/3 

3/1 交問卷前測

和 codebook 

1. code book 

2. SPSS 的 entry file 

3. 複習 SPSS (3/8日考試) 

無 
1. 製作 code book 

2. 使用 SPSS的 entry file 

3/6 - 3/10 

3/8 交 SPSS的

entry file 和 

research budget 

1. 討論文獻回顧的檢索 

2. 討論文獻回顧寫作方法 

3. 發文獻回顧的參考資料 

4. 在 check一次問卷,討論問卷

發放和樣本抽樣 

問卷 
1. 尋找文獻回顧 

2. 書寫文獻回顧 

3/13 - 3/17 

3/15交 Literature 

search list 

1. 討論文獻回顧草稿 

2. 統計的複習 

3. 回歸分析的複習 

繳交文獻回顧

草稿 

1. 開始發問卷，預計於 3

月 31日前完成資料的收

集 

2. 回收的問卷開始大家分

工鍵入電腦資料中 

3. 嚐試一些分析工作複習

SPSS 

3/20 - 3/24 

3/20 考回歸, 

3/22 交文獻回顧

作業 

1. SPSS 的教學單元(迴歸，t 檢

定) 

2. 討論文獻回顧的整合 

3. 問卷資料輸入的討論 

繳交文獻回顧

的一稿 
 

3/27 - 3/31 

3/29 交回歸與資

料分析的分析 

1. SPSS 的教學單元 (F檢定) 

2. 問卷資料輸入的討論 

3. 討論文獻回顧的整合 

繳交文獻回顧

的二稿 
 

4/10 - 4/14 

4/10 交實驗法的

作業 

1. 討論 Midterm Report 要寫的

東西 

2. SPSS 的教學單元 (其他) 

3. SPSS 分析資料的應用 

繳交問卷輸入

電腦後的 data 
思考如何進行資料分析 

4/24 - 4/28 

4/26 交期中報告 
SPSS分析資料的應用 

繳交問卷輸入

電腦後的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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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助教課進度 
助教課程上

課前繳交 
小組進行工作 

5/1 - 5/5 期末報告-資料分析的討論 
繳交資料分析

一稿 
資料分析的討論 

5/8 - 5/12 

5/10 交質化資料

研究的作業 

討論口頭報告的投影片 

期末報告-資料分析的討論 

繳交資料分析

二稿 

討論口頭報告的投影資料分

析的討論 

5/15 - 5/19 

1. 討論口頭報告的投影片 

2. 期末報告-資料分析的討論 

3. 討論期末報告的初稿 

繳交資料分析

三稿,繳交口頭

報告的投影片 

討論口頭報告的投影、資料

分析的討論 

5/22 - 5/26 

5/24交 data 

analysis 的分析

討論 

討論期末報告的二稿 期末報告初稿 
討論口頭報告的投影、討論

期末報告 

5/29 - 6/2 討論期末報告的三稿 期末報告二稿 
討論口頭報告的投影、討論

期末報告 

6/5 - 6/9 

6/5 交期末報告

的草稿 

討論期末報告的四稿 期末報告三稿 
討論口頭報告的投影、討論

期末報告 

6/12 - 6/16 

6/19 交期末報告 
期末考的複習 期末報告定稿  

為保持課程助教的教學品質，本系於每個學年結束前會針對課程助教進行教學評

鑑，並參考本校課程助教教學評鑑結果，進行優良課程助教評選，並發給獎金以

及獎狀做為鼓勵，101-103的優良課程助教評選結果一覽表如下： 

表 2-6  優良課程助教名單 

學年度 大/碩/博 姓名 擔任課程 

101 

碩士 廖庭輝 社會學理論 

碩士 葉守禮 社會學理論 

博士 呂秀玲 社會統計學 

102 

碩士 張駿斌 社會學理論 

大學部 徐懿群 社會統計學 

大學部 林佩錦 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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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大/碩/博 姓名 擔任課程 

103 

大學部 廖子萱 社會學 

大學部 陳芋蓉 社會學 

大學部 黃治瑄 社會學 

   本系擁有高素質教學人力，並能根據學術專長進行授課。為確保教學品質，

校系皆有具體的教學品質評估機制。因為採取研究領導教學的作風，教師多能熟

悉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分備課，部分老師也採用多媒體教學，激勵學生的課堂參

與。每年課程外審的機制也能確保課程設計與教學品質的維護。在學期結束時，

也根據學生的意見回饋，進行教學效果的改善。再來，本系為了讓學生的學習更

具備跨領域的思維，鼓勵學生雙主修增加社會學以外的知識外，本系也與通識中

心合作開授雙掛的榮譽課程和通識課程，協助教育部高齡化學程與跨領域社會創

新計畫。最後，本系選修課程多元豐富，兼顧人文、歷史、性別、藝術等領域，

比起他校，這是一大特色。最後，本系於 102 及 103學年度申請本校教學亮點計

畫，試圖整合本系的課程，並且將課程全面地檔案化與數位化、架設雲端自主學

習區、課程 TA教學輔導系統化、課內外活動學習檔案化。 

碩博士生的課程設計特色是研究領導教學。本系教師的研究分為四大領域，

研究方向多元化，透過教師的研究興趣與課程設計結合，養成碩博士班專業素養

和國際化的研究水平，達到本系對碩博士班在敏銳的社會學想像力與觀察能力、

社會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能力、論述與表達能力、批判與溝通能力和教學

與獨立研究能力的訓練。 

 

圖 2-12 碩博士班課程品質保證 PDCA圖 

碩博士班的課程安排嚴謹，課程設計多元。教師以自己研究的旨趣和方向培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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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術專業，透過課程的規劃、成績評量及課程互動，讓學生將社會學的觀察力、

執行研究的能力、論述表達及批判能力表現在期末報告及期刊論文和研討會論文

的發表中。課程助教的擔任及開授課程的訓練也能符合訓練學生的核心能力指標 

。最後，這些績效指標的檢劾則透過教學評量、助教評量的狀況來判定，論文寫

作工作坊和研究生思辯研討會的舉辦，則能讓更多校外專家來檢視本系訓練研究

生的成果，進行改進本系的課程設計教學。 

三、問題與困難 

綜合來說，首先，在課程地圖的設計和規劃上，本系面臨的問題在於課程與

職業導向的關聯性較少，大部份課程設計仍為傳統教學模組。社會學系並非以為

職業導向的科系，因此在必、選修課程的設計上很難為目前社會上普遍能提供的

職位進行職前訓練，在課程地圖的就業取向這一塊，則很難有相當水平的規劃。 

其次，在課程的規劃上本系雖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為依歸，課程的安排

也朝向多元化前進，但是社會系僅有14位專任教師要教授將近600位大學部、碩

博士班學生，教學安排相當吃緊，四大領域核心課程開授亦出現問題；且本校地

處中部，優秀社會科學兼任師資的尋求較為困難，這已經是多年的問題，但是一

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另外，本校也於103學年度開始刪減兼任教師的交通費，

造成我們聘任優秀兼任師資的劣勢。 

最後，本系核心能力的規劃原則是希望每門必修課程都能達到本系要求的四

個核心能力。但是，這樣的安排僅增加老師在課程規劃上的難度，學生在學習過

程亦不可能完全達成。雖然，100學年度課程評鑑委員的建議，本系修改了必修

課程和核心能力之間的安排，但是，如何落實教師透過課程目標、教學與評量間

串連進行反思，及如何針對學生學習成果調整改進的方向，並和系的核心能力成

果相互呼應，應是目前本系在課程規劃上還需要再加以規劃，讓課程設計與核心

能力的建置能夠步上軌道。改善措施請見下一節說明。 

四、改善措施 

首先，在課程設計方面，本系應思考以社會學知識與產業結合，透過知識基

礎學習並結合產業發展進行課程設計；另外，本系可考慮透過「高齡化學程」、

「跨領域社會創新計畫」等計畫案，自學生學習角度重行規劃課程設計，並藉此調

整課程設計，強化不同課程間的關聯性，規劃結合實作、做中學與社會創新的課程。 

再來，本系嘗試在課程地圖的規劃上，將大學部、碩博士班課程地圖以未來

發展的趨向訂立。大學部以核心能力作為訓練學生的終極目標。在碩博士班方面，

本系目前依對碩、博士班的訓練目標，積極研擬修正碩、博士班之課程結構，使

課程能符合碩、博士班之專業學術訓練的課程地圖。各學制修訂後的課程地圖請

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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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課程地圖 

在課程規劃與核心能力連結程度，100學年度課程外審評鑑委員提出了以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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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課程外審意見表 

學年度 課程 核心能力 教學與學習資源 學習成效與輔導 

100 社會學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建議建議增加巨觀

社會學的核心問題。 

符合 

社會思想史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1. 內容完整 

2. 肯定教師教學，

口語化教學不容

替代 

增加助教人力 

社會統計學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符合 小組討論可以增

加學習成效 

社會研究法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1. 質性研究法比重

少 

2. 增加社會調查資

料庫的分析 

增加助教人力 

社會學理論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大三英文 

建議以論述與表達

能力和團隊合作與

溝通能力為主軸 

增加以社會學為主

的教材 

增加 office hour 和

TA 

社會組織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可增加組織比較，課

程內容可以步整合。 

符合 

社會變遷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建議課程內容需含

蓋社會變遷理論 

符合 

文化人類學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符合 增加助教人力 

全球化與產業

發展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符合 增加 office hour 

趨勢社會學：反

文化與酷美學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可考慮增加

Goffem，Bourdieu 

符合 

100 文化社會學 
不一定四個核心能

力都具備 

符合 符合 

101 社會研究法 

目標和核心能力缺

乏社會系知識面向

的陳述 

內容很豐富、作業設

計多元要求嚴謹的

紮實課程 

課程之重點內容

設計與學習成效

評量機制之執行

成效與檢討 

102 

社會研究法 

符合 教學多元但缺少教

師反思 

如何檢視學生學

習成效與課程內

容設計的妥適性 

社會學理論 
符合 教學內容豐富 助教課程需要規

劃增加學習成效 

金融社會學 

符合 增加教學平台互動 如何檢視學生學

習成效與課程內

容設計的妥適性 

由以上的評鑑結果歸納本系必修課程的核心能力規劃需要依不同的屬性強

調不同核心能力的培育面向。學習資源與學習成效的外審意見中，最主要的問題

在於缺少針對學生學習成果，進行調整改進措施，以及如何和系上的核心能力成

果相互呼應的展現。教學與學習資源和學習成效與輔導將在往後章節說明。本小

節先說明課程與核心能力的重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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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必修課程『社會學』、『社會思想史』、『社會學理論』做為訓練學生敏

銳的社會學想像力與觀察能力和論述與表達能力的主軸。社會學課程學習觀察與

思考。接續在「社會思想史」課程接受社會思想發展脈動的薰陶，最後以「社會

學理論」運用社會理論於社會事件或現象的分析。社會統計學和社會研究法的教

學讓學生可以學習如何針對問題搜集整理與分析資料，並據此做出合理的推論或

預測及加強對龐大數字／數據資料的理解與掌握程度。以上的核心能力是否達成

目標，本系則利用教學評量的結果來分析，並做成教師教學的參考。課程與核心

能力的重新規劃請見下表。最後，師資的改善措施於第三章詳述。 

表 2-8 核心能力與核心課程與基礎課程對應表 

核心課程與基礎課程 社會

學 

社會 

思想史 

社會學 

理論 

社會 

統計學 

社會 

研究法 

社會

組織 

社會

變遷 

進階

英文 

敏銳的社會學的 

想像力與觀察 
ˇ ˇ ˇ     

 

調查研究方法的 

執行與經驗分析 
   ˇ ˇ   

 

論述與表達能力 ˇ ˇ ˇ   ˇ ˇ ˇ 

團隊合作與溝通    ˇ ˇ ˇ ˇ ˇ 

五、小結 

本系不論大學部或碩博士班課程，均具有立論基礎，架構與內容符合系所設

立宗旨與目標，並能定期檢討與修訂課程架構和內容，並在基礎學科、專業知能

兩個領域維持適當比例；同時，本系負責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定期開會並執行

決議事項，課程設計企圖涵蓋理論與實務課程，以培養具有核心能力之學生，並

提供學生明確之學習指引與輔導措施，使學生能瞭解修課規定。為確保教學品質，

本系也建立完善之教學品質評估機制，不僅針對教師，亦對於輔助教學的課程助

教進行評鑑，以維持教學品質，此外，教師教學能應用研究發現，以研究帶領教

學，事先充分備課、教學方法得宜、善用多元教學媒體、激勵學生課堂參與，同

時在學期結束，能根據學生意見回饋，進行教學改進。最後，本系依據的自我評

鑑，定期改善與調整課程規劃的方向；也透過不定期自我檢視，審慎評估課程安

排、學生學習狀況與本系教育目標的契合度，以此進行課程改革。為提升大學部

必修課程之學習意願、增進教師教學成效、改善課程、並建立制度。本系與通識

中心共同規劃雙掛課程、與教育部高齡化計畫和社會創新計畫共同支援跨領域的

教學合作，教學過程中除以下將詳列的諸多創新作為之外，也將另增演講與期末

報告等設計，相信能培養學生具有思考力、批判力、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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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最重要的，學習的能力。 

101 學年度『教育部高齡化學程』、通識中心『榮譽課程及雙掛課程』、102

及 103學年度教學亮點計畫及 103學年度『跨領域社會創新計畫』課程，將本系

課程進行縱向的統整與橫向的配合，讓同學們能在這一系列的課程中，獲益極大

化，使老師們能透過彼此的支援與合作感受到教學相長與群體學習；並使這樣的

創新與改進能被傳承和交接，讓未來修課同學們和授課老師們均能受益。透過跨

領域的多元合作，豐富本系的課程內容。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提供學生一個

跨越學科，但又有社會學特質的學習。除了宏觀的視野和分析能力培養外，實務

知識的探討也是本學程涵蓋的範圍。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課程，提供教師多元的課

程安排，讓學生更具有本系所要求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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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師資教學 

一、現況描述 

本系專任教師師資陣容堅強，在國內各大學社會學系中名列前茅。在老師的

學經歷方面，本系目前專任教師 14位、榮譽教授 1位，全部為博士學位。教授

7位、副教授 2位、助理教授 6位。本系黃崇憲老師及陳正慧老師分別於 94學

年度及 101學年度獲選本校優良教師。14位專任老師擁有高素質的研究及教學

能力，亦能根據學術所長進行授課。在師生比方面，本系一直維持在 1：34 左右， 

100~103學年度學生人數、專任教師及兼任教師人數如下： 

表 3-1本系師生人數及生師比統計表 

學年度 學生人數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100 

大學部：上 518下 508 

碩士班：上 49下 46 

博士班：上 48下 45 

總人數：上 615下 599 

14 上 18下 11 

101 

大學部：上 525下 516 

碩士班：上 48下 42 

博士班：上 43下 40 

總人數：上 616 下 598 

14 上 10下 11 

102 

大學部：上 523下 511 

碩士班：上 48下 48 

博士班：上 44下 41 

總人數：上 615下 600 

14 上 11下 13 

103 

大學部：上 511下 494 

碩士班：上 62下 53 

博士班：上 48下 44 

總人數：上 621下 591 

14 上 13下 8 

3-1教師之數量、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本系專任兼任師資、專長與教學配合情形如下表 3-2、3-3。兼任教師方面，

每學期平均有 16-20人支援本系的教學工作，開授進階英文(I)、進階英文(II)必

修課程，及其他選修課程。專兼任教師的詳細學經歷與基本資料請見附件 3-1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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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專任師資學術經驗、專長與教學配合情形 

教師 

中英文姓名 
職 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開課名稱 

劉正 

Liu, Jeng 

教授兼

系主任 

德州大學奧

斯汀分校社

會學博士 

勞動市場 

生產力研究 

量化研究方法 

組織理論與設計 

教育社會學  

高承恕 

Kao,  

Cheng-shu 

榮譽 

教授 

俄亥俄州大

學社會學博

士 

經濟社會學 

歷史社會學 

社會學理論 

資本主義研究  

獨立研究（ 103 上） 

趙  剛 

Chao, Kang 
教授 

堪薩斯大學

社會學博士 

社會理論 

社會運動 

勞工研究 

陳映真小說與台灣

1960年 

從影片理解社會  

《論語》今讀  

 

陳介玄 

Chen, 

Chieh-hsuan 

教授 
東海大學社

會學博士 

經濟社會學 

歷史社會學 

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理論  

金融社會學  

黃金麟

Hwang,  

Jinlin 

教授 

洛杉磯加州

大學社會博

士 

文化社會學 

社會學理論 

歷史社會學 

社會學理論  

趙彥寧 

Chao,  

Yen-ning 

教授 
康乃爾大學

人類學博士 

文化人類學 

文化研究 

性別研究 

金錢與社會生活  

酷兒理論與多元家庭 

蔡瑞明 

Tsay,  

Ruey-ming 

教授 
康乃爾大學

社會學博士 

社會階層 

組織社會學 

教育社會學 

社會研究方法  

高齡社會問題分析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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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中英文姓名 
職 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開課名稱 

黃崇憲 

Huang, 

Chung-hsien 

助理 

教授 

威斯康辛大

學麥迪遜分

校社會學博

士 

經濟社會學 

政治社會學 

階級分析 

島嶼寫作  

論文寫作（Ⅱ）  

獨立研究（ 103 上） 

鄭志成 

Jeng, 

Chih-cheng 

助理 

教授 

德國波昂大

學社會學博

士 

社會學理論 

歐洲思想史 

方法論 

歷史社會學 

休閒社會學  

西方思想與文明：

工業革命至後現代  

社會學理論（二）  

鄭斐文 

Cheng, 

Fei-Wen 

副 

教授 

英國

Lancaster 大

學社會學/性

別研究博士 

文化與性別研究 

視覺文化 

後殖民研究 

社會學  

性別、身體與社會  

科技、醫療與社會

研究導論  

陳正慧 

Chen, 

Cheng-hui 

助理 

教授 

威斯康辛大

學麥迪遜分

校社會學博

士 

生物科技與社會 

鄉村社會學 

量化研究與問卷調

查 

社會統計學  

農業與社會  

農業、土地與社會正義 

王維邦 

Wang, 

Wei-pang 

助理 

教授 

德州大學奧

斯汀分校社

會學博士 

統計與量化研究法 

健康社會學 

老化與生命歷程 

心理健康社會學 

社會研究方法  

人口健康與社會安

全：趨勢與制度  

量化研究方法  

楊友仁 

Yang, 

You-Ren 

副 

教授 

台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

究所博士 

全球生產網絡 

都市研究 

中國大陸城鄉變遷 

文化行動主義與 

新社會運動 

異質社會學專題：

釘子戶、搖滾客、

精神病  

都市研究  

獨立研究（ 103 上） 

許甘霖 

Hsu, 

Kan-Lin 

助理 

教授 

蘭卡斯特大

學社會學博

士 

經濟社學會, 醫療

社會學, 國家理論 

社會組織  

高齡社會與經濟  

批判實在論與社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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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中英文姓名 
職 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開課名稱 

洪儀真 

Hong, 

Yi-chen 

助理 

教授 

法國巴黎高

等社會科學

研究院社會

學博士 

藝術社會學、文化

社會學、法國社會

理論 

藝術的社會史（一） 

藝術社會學  

社會：藝術社會學  

98學年度陳美華老師轉任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緊接著 100學年高承恕老師

退休，因此，本系於 101 學年度下學期新聘專任許甘霖老師，及專案教師洪儀真

老師。遴選兩位老師的主要考量，除了他們的學術表現外，主要在於轉任及退休

老師是本系社會學理論及社會思想史的主力教師，兩位新加入的老師為此方面學

科專業，延續本系對於學生的訓練之完整性。 

依本校規定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為 9小時，本系於 101~103學年有 6-10

位老師獲得本校減授鐘點獎勵（請見表 3-11），實際授課統計如下表。另一方面，

本系的師生比一直維持在 1：34左右，以下為本系專任及兼任教師的授課時數統

計。專任教師每學年度開授課程數佔總開授課程之比例非常高，專任教師平均授

課時數請見下表 3-3。101-103學年度專任教師授課課程和時數詳細說明請見附

件 3-3。 

表 3-3  本系所專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統計 

專兼任別 

 

職項級目 

專任 兼任 

教授 
副教

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教授 

副教

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每週實際授課時數 37 18 52 0 3 3 15 30 

人數 6 2 6 0 1 1 5 10 

超授鐘點人數 0 0 0 0 0 0 0 0 

每週平均授課時數 6 9 8.7 0 3 3 3 3 

備註：此表格資料來源為 101~103教師平均授課時數 

本系大學部每年可以開授約開授 43~54門課程，專任教師授課數約為

68.5%~79.1%之間，兼任教師支援課程比例約在 20.8%~31.5%。碩博士班每年約

開授 9~16門課程。本系專任教師為必修課程的授課主力，教師們的學術專長符

合本系以研究帶領教學的發展目標，及訓練碩博士班及大學部的教育目標。專任

教師教授必修課程是以輪值的方式進行，選修課程則以四大領域為主開授相關課

程，透過不同教師的專業領域在必修課程輪值與多元化的選修課程，來滿足學生

學習的需求。本系專任教師課程輪值及四大領域選修課程及其研究人力，請見附

錄 3-2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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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質的課程內容設計，本系開授必修課程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生的學

習需求來自於本系對學生四大核心能力的要求，首先就大學部的必修課程說明 

。每門必修課程都有針對學生學習動機和需求做課程上的安排，在教學形式以及

教學評量過程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圖 3-1 必修課程與學習需求關聯圖 

碩博士班的課程設計主要是課堂參與和口頭報告及學期報告為主。整個碩博

士班必修課程的重點在於介紹社會科學研究的定位、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主

要研究取向為何、如何提出研究問題、研究議題如何聚焦設定、將研究問題轉為

可行的研究計劃、思考研究架構、蒐集與分析資料、提出論證及完成最後寫作。

在課程討論中，課堂參與和口頭報告能培養敏銳的社會學觀察力與想像力。學期

研究報告是一門技藝，可以透過學習及經驗累積功力。整體來說，碩博士班課程

課程內容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 

3-2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本系研究風氣活躍，與國內和國際的學術交流密切，研究成果和研究計畫的

爭取均有水準以上的表現，對研究生的培養與照顧也不遺餘力。本系以研究做為

主要方向，並以研究帶動教學。教師研究成果豐碩，論文和專著皆發表於國內外

重要期刊和出版社。101~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於國內外期刊（含中國大陸、港

澳）發表 42篇期刊論文、6本專書及 13篇專書論文。期刊論文請見下表。專書

及專書論文請見附件 3-4。 

表 3-4  101-103 學年度社會學系教師發表期刊論文一覽表 

年度 姓名 年度 期刊論文名稱 期刊名 卷期 

101 

 

趙 剛 

 

2012 為什麼要讀陳映真？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第 89 期 

2012 兩岸與第三世界：陳映真的歷史視野 人間思想 
夏季號 

第 1期 

社會學、社會思想史、
社會學理論、社會組

織、社會變遷 

•對問題與現象好
奇與思考 

•以新奇的眼光觀
察、紀錄，並提
問 

•瞭解不同觀點與
論證，形成自己
的看法與論點 

 

社會統計學 

社會研究法 

•選擇研究方法對
有興趣的題目進
行研究 

•了解研究人類行
為的限制及相關
問題 

•欣賞認識量化與
質化研究的長處
和弱點 

社會學、社會思想史、
社會學理論、社會變

遷、進階英文 

•釐清命題 

•分析命題之關係 

•批判思考能力 

•書寫能力 

社會統計學、社會研
究法、社會組織、進

階英文 

•口語表達 

•溝通能力 

•團隊合作 

•解決衝突 

•提出貢獻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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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年度 期刊論文名稱 期刊名 卷期 

2013 火車來了：為什麼要讀陳映真？ 讀書 
2013年

01 期 

2013 書寫是為了克服絕望：未完的「蘋果樹」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第 90 期 

 

楊友仁 2013 

The ODM Model and Co-Evolution in 

the Global Notebook PC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aiwan 

Advances in 

Applied 

Sociology 

第 3眷 

第 1期 

許甘霖 2012 
從商品虛構到批判論述分析：重新發現
博藍尼的方法 

台灣社會研究 第 88 期 

洪儀真 2012 
法國藝術社會學的發展脈絡與研究特
色 

台灣社會學刊 第 51 期 

102 

 

趙 剛 

2014 
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
與反思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第 95 期 

2014 Reading Chen Yingzhen: why and how.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第 15 卷

第 3期 

蔡瑞明 

2013 
遇見另一半：教育婚配過程中的介紹人
與接觸場合 

台灣社會學 第 26 期 

2013 
延續與創新：評《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 

台灣社會學 第 26 期 

2013 

Social Policies, Retirement 

Arrangements, and Inequalities of 

Ageing in Taiwan.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in 

East Asia 

 

鄭志成 2013 
再見情緒？-"豈有此理！"的現代性意
涵 

社會理論學報 
第 16 卷

第 2期 

鄭斐文 2013 

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與行動者網絡

理論觀點下的身體與社會：以肥胖議題

為例 

台灣社會學刊 第 53 期 

楊友仁 

2013 
金融化、城市規劃與雙向運動：台北版

都市更新的衝突探析 
國際城市規劃 

第 28 卷

第 4期 

2013 
流動與疏離：深圳富士康工人的都市狀

態 
人文地理 

第 28 卷

第 6期 

2014 
初探台灣的議題動員取向演唱會：以正

義無敵及音樂生命大樹下為例 
社會分析 第 8期 

2014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深圳富士康新生

代農民工的都市狀態初探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許甘霖 

2013 
如何用鐵鎚做社會學思考：謝國雄《港

都百工圖》新書討論會紀要 
社會分析 第 7期 

2013 
剩餘價值或是不對等交換？幾點質

疑：評謝國雄《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
台灣社會學 第 2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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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年度 期刊論文名稱 期刊名 卷期 

教的實踐與逆轉》，謝國雄著 

103 

趙 剛 2014 
爭論總要開始吧！許育嘉《蘋果的消

息》的讀後感 
人間思想 

春季號 

第 6期 

趙彥寧 

2014 
餘命治理下的生死界閾照顧倫理：以老

年就養榮民為研究案例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第 97 期 

2014 
新自由主義國家霸權與邊境暴富主體

的交逢：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案例 
文化研究 第 18 期 

2014 
在地知識與全球理論的勾連關係：「家」

的基進化可能 
考古人類學刊 第 81 期 

2014 國境邊區的流氓無產愛人 人社東華 第 4期 

2015 

Elena Barabantseva, Xiang Biao, Antonia 

Chao. "Introduction to 'Governing Marriage 

Migr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ross Current  15: 1-8 

劉正 

2013 

Two Decades of Changes in the English 

Ability of Freshmen at a University in 

Taiwan. 

Hwa Kang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3 
社會資本對升學機會、類型與管道的影

響 
即將出版  

2014 
臺灣地區節能產品使用滿意度與購買

意願之研究 
臺灣能源期刊 1（4） 

2014 
臺灣勞動流動的模式、性别差異與年齡

特徵 
社會科學前沿 3（3） 

2014 家庭社會資本與升學機會 
教育與多元文

化研究 
10 

蔡瑞明 

2014 
找回結構：重新思考教育與組織在職訓

練的關連性 
社會科學論叢 第 8期 

2014 
都市發展與生活品質：年長與年輕世代

住宅選擇之研究 

區域與社會發

展研究 
第 5期 

2014 
晚近台灣民粹主義的發展：「人民」與

「他者」想像的形成 
思與言 即將出版 

2014 

Does Financial Assistance Really Assist? 

The Impact of Debt on Wellbeing,Health 

Behavior and Self-concept in Taiwa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第 11205

期 

2014 
Self-evaluation Affec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Effects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第 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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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年度 期刊論文名稱 期刊名 卷期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sonality in 

Taiwan.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of Life 
期 

103 

鄭志成 2014 

「這值多少？」，「你說呢？」——
Simmel 的價值學說兼論 Weber 與
Simmel 一段公案的釐清。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 
51（51） 

方楨璋 

陳介玄 
2014 

從 Simmel 的貨幣哲學管窺臺灣地下經
濟—以台北市大稻埕地區為例 

閩南文化研究 20 

洪儀真 

2014 
藝術作品的社會性如何可能？——一
個 Georg Simmel 觀點的審視。 

社會分析 9（9） 

2014 
村即是美術館，美術館即是村：台南土
溝農村美術館的敘事分析。 

現代美術學報 26 

2014 
藝術的脈絡與脈絡的藝術---對話性美
學的社會學思辯 

南藝學報 第 9期 

2014 
以創作的社會過程解析藝術作品：啟發
與限制 

社會分析 第 9期 

本系教師與研究生經常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不少教師擔任會議的

主持人、發表人或評論人。本系教師也經常獲得校內及科技部經費補助，分赴歐

洲、美國、加拿大、日本和中國大陸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本系也主動舉辦許多

場次的國內與國際學術會議，活潑的學術氣氛深受學界好評。101年度迄今，本

系教師共發表 70篇會議論文於國內外學術研討（含中國大陸、港澳）。發表的會

議論文數統計如下表，研討會會議論文詳細資料請見附件 3-5。 

表 3-5 101～103學年度專任教師發表會議論文數 

學年度 國內會議 
國外會議 

合計 
亞洲 歐洲 美洲 

103 5 1 2 1 10 

102 18 12 2 0 32 

101 17 7 5 0 29 

合計 39 20 7 0 70 

在教師的研究領域方面以及申請和獲得研究計畫情況，本系教師通過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數始終維持一定水準。社會學系教師的研究重點依教師專長區分為

「理論與思想史」、「政治與經濟」、「階層與教育」、「文化與歷史」等四個領域。

自 80 學年度開始至 103 學年度為止，本系教師共通過 144 件科技部研究計畫。

近三年通過 10 件科技部研究計畫，平均每年通過 6 件計畫。另外，以近三年本

系 13 人的師資來說（洪儀真老師無法申請科技部計畫），每位老師平均獲得 1

件科技部研究補助計畫。整體來說，相較於其他國內社會學相關系所，本系教師

獲得補助研究計畫情況非常的優異。本系通過的專題研究計畫數表列請見附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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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歷年本系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件數統計圖 

在國際學術合作方面，陳介玄老師、劉正老師與日本同志社大學中田喜文老

師合作進行日、英、紐、臺《中小企業的接班與傳承》跨國計畫合作案。陳老師

主要趨向於家業傳承的質性訪談研究，劉正老師則以量化研究為主要調查方法，

兩位老師分別以量化及質性研究的成果，聯袂於 2013年 12月 5日參加由同志社

大學在京都舉辦之 Family Business Research Workshop 2013。趙彥寧老師 2013 年

前往英國，在英國牛津大學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entre/Southeast Asia 

Studies Centre 擔任客座教授，亦擔任該研究中心 Associate Member。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 於 2013年的 1月至本系學校交流，辦理「婚姻移民

治理」工作坊（Governing Marriage Migration' Workshop）。本系也邀請國外知名

學者來系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表 3-6 101~103學年度國外知名學者來系訪問情況 

受邀學者 時間 交流性質 

Melody Lu 2013/01/02 學術研討會 

Xiang Biao 2013/01/02 學術研討會 

Luo Wenqing 2013/01/02 學術研討會 

Shen Haimei 2013/01/02 學術研討會 

2 

7 

5 5 

11 

7 

3 

8 8 

17 

9 
8 8 

13 

11 

9 

7 7 
6 6 

7 

10 
9 

7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件
數

 

學年度 

科技部研究計畫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mgworkshop2014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mgworkshop20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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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學者 時間 交流性質 

Elena Barabantseva  2013/01/02 學術研討會 

Yang Jinghua 2013/01/02 學術研討會 

Caroline Grillot 2013/01/02 學術研討會 

徐勝教授 2013/03/20 學術演講 

李猛教授 2013/10/02 學術演講 

Dr. Salvatore J. Babones 2013/10/07 學術演講 

Golo （Guy Nadaud） & 

Dibou （Edith Vie） 
2013/10/24 學術演講 

練馬可教授 2013/11/01 學術演講 

索朗多吉秘書長 2013/11/18 學術演講 

萬延海老師 2014/03/27 學術演講 

周曉虹老師 2014/05/06 學術演講 

整體而言，本系的研究成果，在臺灣的學術界有舉足輕重的份量。透過專

書、期刊論文和教科書的撰寫，我們將繼續扮演學術創新和彼此激勵、貢獻的角

色。本系因為表現良好，在校內經費補助、減授鐘點和退還計畫管理費部份，都

有領先其他系所的表現。另外，本系自 95 學年度起為提供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管

道與機會，除透過學校的獎勵措施和教師升等辦法，獎勵教師出版英文論著，增

加國際學術交流的條件外還實施 Mentor 制度，資淺老師可以請資深老師提供研

究與寫作上的協助。 

社會學系著重研究與教學，但必要的學術社群服務和社會服務，也是本系教

師熱衷參與的項目。本系教師除擔任台灣社會學會和文化研究學會等的理事，和

專業期刊的編輯與主編外，也擔任高普考的出題和閱卷老師，與大學評鑑中心的

訪視委員與學門規劃委員。另外，本系教師也參與許多社區大學的課程授課活動，

將研究所得與社會問題的發掘、觀看和解決進行連結，提供社會大眾必要的社會

教育。本系教師提供學界及社會服務情形如下表： 

表 3-7本系教師擔任國內外重要期刊編輯 

學年 教師姓名 國內/外 期刊名 擔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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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教師姓名 國內/外 期刊名 擔任職務 

101 趙剛 國內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編委 

101 趙剛 國內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編委 

101 趙剛 國內 《人間思想》共同主編 共同主編 

101 劉正 國外 《Advanced Social Sciences》 編輯委員 

102 趙剛 國內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編委 

102 趙剛 國內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編委 

102 趙剛 國內 《人間思想》共同主編 共同主編 

102 鄭志成 國內 《社會分析》 主編 

103 趙剛 國內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編委 

103 趙剛 國內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編委 

103 趙剛 國內 《人間思想》共同主編 共同主編 

103 劉正 國內 《臺灣社會學刊》 主編、編輯委員 

103 楊友仁 國內 《臺灣社會學刊》 編委 

表 3-8 本系教師政府及非政府機關服務情形 

年度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101 趙彥寧 
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

術委員 
委員 

101 趙彥寧 行政院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 專家學者 

101 鄭志成 台歐學術交流執行委員會 委員 

101 許甘霖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 命題委員 

101 劉正 
科技部-科技部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國家教

育研究院- 

中學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命題委員 

102 趙彥寧 
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

術委員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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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102 趙彥寧 行政院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 專家學者 

102 蔡瑞明 
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推動委員會委

員 
委員 

102 鄭志成 台歐學術交流執行委員會 委員 

102 許甘霖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 命題委員 

102 許甘霖 成功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委員 

103 趙彥寧 
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

術委員 
委員 

103 趙彥寧 行政院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 專家學者 

103 鄭斐文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委員會 委員 

102 許甘霖 成功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委員 

103 蔡瑞明 
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推動委員會委

員 
委員 

除了以上陳述之專業表現外，在跨領域合作方面，本系教師與教育研究所、

建築系合作科技部《不正義的社會起源：臺灣奇蹟的背後》。鄭斐文老師負責教

育部 《科技與社會研究》(STS)課程計畫、蔡瑞明老師負責《 高齡化社會與產

業》 跨科際學分學程推動計畫、陳正慧、鄭斐文及洪儀真老師負責《 人文及社

會科學知識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劉正老師於 102 學年度與政治系、經濟系

合作進行經濟部《能源科專計畫》。擔任「節能產品使用滿意度與購買意願的調

查分析」計畫主持人。 

蔡瑞明老師於 101 及 102 學年度帶領東海大學跨領域 GREEnS 研究計畫。

該計畫基於推動“Culture”與“Nature”結合的理念，以永續環境及生活品質為導向

的頂尖研究發展計畫，作為本校 100-104年五年特色研究的重要方向，計畫名為

「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Global Research &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簡稱 GREEnS），以大台中為基地，提升本校為亞洲區域具有一流活力

的綠色研究發展特色重鎮。其成果可激發本校教研與產學能量，並促進台灣永續

環境發展，更使 GREEnS 成為東海特色研究。本系王維邦老師及許甘霖老師亦

參與該計畫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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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瑞明老師同時執行「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學分學程，是以東海大學

現有特色科系教學的研發能量為基礎、由 12個系所共同籌畫推動的課程群組計

畫。此課程自社會與市場的觀點，來思考銀髮產業在未來高齡化社會的可能發展；

無論基礎或應用課程，皆融入問題解決導向精神，自 101年度起獲得教育部三年

經費補助。由於第一年成果卓越，充分落實共時授課的制度，第二年更進一步提

出額外補助聘請專案教師，獲得教育部一年五百萬元的經費補助。此外，本課程

尚榮獲教育部特別核撥兩百萬經費，以影音及文字記錄此典範課程計畫的推動歷

程，做為未來其他學校推動跨領域課程之參考。 

黃崇憲老師自2012年4月起，連續三年執行教育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基

礎人才培育計畫─中區子計畫，在中區以台中女中為基地，組織人文社會學科課

程，培育高中生對人文學科的興趣。此外，黃老師亦參與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

營計畫，開拓高中生人文視野，激發高中生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興趣，進而激勵

優秀的高中生投身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的行列。 

3-3教師評量之執行情形為何？ 

    針對此項校標，本系由教師的教學評量及教師評鑑兩方面來說明。首先，在

教學評量方面，本校於民國 95年 1月 4日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東海大學教學發

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請見附件 3-7），研擬提升教學品質之各項措施、針對教師專

業教學發展之建議、諮詢、訓練及輔導、新進教師培育之建議、諮詢、訓練及輔

導、教學評鑑之改進計畫及執行、研議鼓勵教學卓越之獎勵措施、提供教學諮詢

服務。本校另於民國 99年 11月 23日第 140次教務會議通過東海大學教學評量

實施辦法（請見附件 3-8），以激發教師教學回饋、評估教學成效及提升本校教學

品質為目標。教學評量結果可讓任課教師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並調整教學內容及授

課方式，以提升教學品質。其次，系課程委員會依評量結果提出教學改進方案，

作為系教學改善及課程調整依據。最後，作為教師評鑑參考項目、教學創新獎勵、

教師特優教學選拔、教師升等、進修、改聘、續聘及延長服務等參考資料。 

在學期結束時，本系根據學生的意見回饋，進行教學效果的改善。下表統計

顯示，本系教師的評鑑分數都在 85分以上，101-103學年度，接受評鑑的專兼任

教師的平均分數為 88 分。課程委員會會針對評鑑的內容，建議接受評鑑的老師

修正授課內容和教學方法等。而且，專任教師的評鑑分數與升等、自我評鑑連結，

因此有利於提升教學品質。兼任教師的評鑑分數，若不符合本系的要求，經委員

會討論，可以建議系主任請其改善或予以停聘。針對評鑑結果不佳的老師，由系

主任先行約談來瞭解授課的問題，再交由課程委員會協助規劃課程的調整以符合

學生的學習需求，但評鑑分數低於 70 分以下的老師及助教則直接不續聘，截至

目前 102學年度為止，本系已由教學評鑑成果不續聘 3位兼任的英語教師。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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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專兼任教師及助教的教學表現名列前茅，從教學評鑑的折線圖也可以看出，

本系教學品質一直維持穩定發展。101-103 學年度平均教學評量的分數，請見下

表 3-9及圖 3-3。 

表 3-9  教學評鑑結果一覽表 

年度 

平均分數 

大學部 

專任老師 

碩博班 

專任老師 

大學部 

兼任老師 

英文課程 

兼任教師 

103  87.6/88.9 98.1/98.8 84.58/87.2 82.8/83.8 

102 88.4/89 96.2/97 85.3/89.1 76.3/81 

101 87.6/90.3 93/94.5 87.2/89.2 86.7/81.3 

        資料來源：本校教務處 

 

 

資料來源：本校教務處 

圖 3-3  本系專兼任教師歷年教學評鑑平均統計圖 

    在教師評鑑方面，本校於民國 95年 6月 6日 94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

通過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請見附件 3-9），以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之績效，以改善整體辦學品質，評鑑範圍包括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

項目。依據教師評鑑辦法，本系教師每四年需接受一次評鑑，本系教師最近一次

評鑑為 101學年度。101~103 學年度，楊友仁老師及鄭斐文老師分別於 101 學年

度及 102 學年升副教授。除了教師評鑑外，本校於民國 89 年 12 月 30 日第 146

次校務會議通過東海大學新聘教師評估辦法（請見附件 3-10），目的在於維持教

師專業成長，提昇教學、研究及服務品質。本系於民國 96年 11月 21日 96 學年

度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新聘教師評估辦法（請見附

件 3-11），評估項目分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依據新聘教師評估辦法，本系

101~103學年度有黃崇憲老師、鄭志成老師、陳正慧老師、王維邦老師接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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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量成效之情形為何？ 

除了研究活躍的風氣外，本系教師在教學的設計、教學方法的應及教學評量

成效上也是費心經營。在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量成效方面，本

系教師均為每一門課程提出豐富的授課大綱，內容載明為確保教學品質，校系皆

有具體的教學品質評估機制。因為採取研究領導教學的作風，教師多能熟悉最新

的研究成果，充分備課，部分老師也採用多媒體教學，激勵學生的課堂參與。 

首先說明系所核心能力與課程評量的方式。本系期待學生發展的核心能力的

訂定有更明確與具體之學習準則，同時教師在課程安排與教學設計上亦因此有具

體目標，係先由課程委員會擬訂，再經系務會議討論及通過定案。核心能力依三

個階段（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具延續性。每學期開學前，教師會在教學大

綱中都會附上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關聯表，學生能夠從中獲得核心能

力的相關資訊。 

 

圖 3-4 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關聯表 

本系注重教學設計之品質，各科教學大綱皆列出與核心能力相關度。據統計數據

顯示，本系 101-103學年度總開課數約為 50門~66門，大綱上網率為 92%~100%。

表示授課教師教學大綱的設置，學生也可藉由大綱內容，了解課程的宗旨，以符

合自身學習所需。教師的課程評分方式多元，除了期中期末考的設計外，課堂討

論也是課程評量的重點。教師運用不同教學方法的統計，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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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課程評量方式統計圖 

專、兼任教師除了授課大綱外，因應各科需求自編講義及其他輔助教材以輔助教

學，這些教材的資料會上傳到數位教學平台讓學生參考。自編教材的內容以自編

講義及多媒體簡報為主，內容豐富。 

 

圖 3-6 數位教學平台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養之核心能力設計學習的評量方式。學生學習成果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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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本系在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的規劃機制有幾個主要目

的：首先，要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其次找出學生學習的缺失、再來增進學生學習

能力、最後將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可供教師作為教學的參考。本系依據三個面向

進行學生的學習成效評估：由教師面出發的「教師的成績評量成果」、由學生主

觀面呈現的「教學評鑑」、其他客觀的評量如「學科以外的表現」等三個面向評

估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習成效的指標則以核心能力的達成狀況做為檢劾的標準。 

本系必修科目「教師的成績評量」主要包含，期中期末考、研究報告、成果展演、

助教論課程（實習）、課堂參與等評量學生學習狀況。「教學評鑑」則由學生的角

度審視自我學習的情況。「學科以外的表現」在於學生可以透過多元學習或其他

的活動的參與，也可以成為評量學習成效的重要指標。依據以上的標準，做為本

系評估學生學習狀況的依據，也做為老師們在課程安排與教學設計調整的方向。

本系自 102學年度起成立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定期

檢討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包括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課程規劃、學習輔導、

學習成效評估及自我改善機制，並於 102學年度結束後提出學生學習成效檢討報

告及改善建議，送系務會議、院務會議研議及教務處備查。本系有 87.5~94.1%

的碩博士班及大學部學生表示教師善用多元的輔助教材教學，對課程的滿意程度

84.8~95.1%。101~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的教學平均高達 88.3分，專任教師的教學

平均成績為 92分，兼任教師為 84.5分，本系陳正慧老師於 102學年度獲得優良

教師的評選。（詳細說明請見 3-3教師評量成效之情形）  

在課程核心能力引導下，本系教師多能應用學校教學資源，結合學生教學評

量的意見回饋，來設計出新的課程教學內容與方式。以 102~103學年度的本系必

修課程「社會統計學」為例，授課教師陳正慧老師在 2013年秋天參加本校教學

資源中心舉辦的「翻轉教室」工作坊後，便著手思考如何將「翻轉教室」理念應

用於統計教學之中。一般而言，社會系的學生多半畏懼數學，學習統計的動機往

往不夠強烈，態度上也不夠積極。在參考台大電機系葉丙成教授應用「翻轉教室」

於教學上的實例後，考量到社會系學生的能力與現有的教學資源，進一步諮商統

計課程助教與系上其他教師後，陳老師於 102學年度下學期大膽嘗試改變「社會

統計學」部份課程的進行方式。秉持「從做中學」的精神，將學習的主動權交給

學生，以往由任課教師擬出作業習題來考核學生的方式，改由讓同學們自己出題

來考核同儕的學習成效，以企圖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風氣。詳細的執行方式請見

佐證資料。對於這種改變，學生一開始多少有些疑慮，但透過課程教師與助教的

引導，以及在同儕觀摩、學習、彼此競爭的學習風氣下，學生掌握統計課程內容

的能力大有改進，亦能融合時事，設計出活潑、多元的作業習題（請見佐證資料），

對學生的學習有莫大助益。雖然「學生出題、評量自己」的翻轉學習方式，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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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授課教師與助教的教學與行政成本，但是學期末的教學意見調查顯示，絕

大多數的學生認同這項課程設計變革，並從討論出題到完稿的過程中學習到更多

有關統計與團體合作的精隨。學生也於教學評量中坦誠提供他們對於這項變革的

批評與其他意見，對於執行方式與流程上的缺失多有建言。授課教師整合學生意

見之後，於 103學年度再行教授「社會統計學」時，便在翻轉教室理念的應用上

做出修正（請見佐證資料）。此例說明本系教師能夠活用學校教學資源，亦能反

思學生意見回饋，進一步地改進教學與課程設計。 

3-5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本校在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上分別進行安排。在教學及研究方

面，本校訂有諸多辦法鼓勵本系教師，相關辦法請見下表： 

表 3-10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各項辦法 

辦法 設置日期 

東海大學申請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作業

實施細則 
民國 99年 12月 8日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教學評量實施辦法 民國 99年 11月 23 日第 140 次教務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新聘助理教授減授鐘點辦法 民國 99年 1 月 13日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民國 97年 11月 19 日第 17次行政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 
民國 95年 6月 6日 94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

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辦法 
96年 5月 9日 95學年度第 1 次臨時行政會議

通過 

東海大學教學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95年 1 月 4日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暨「教學傑出獎」

授獎辦法 
民國 94年 12月 7日第 18次行政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補助專任教師申請整合型研究計畫

辦法 
民國 90年 1 月 30日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新聘教師評估辦法 民國 89年 12月 30 日第 146 次校務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教學創新獎勵辦法 民國 89年 10月 4日行政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教學評鑑委員會組織規程 民國 87年 4 月 18日第 110次教務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民國 86年 11月 5日第 33次行政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原則 85年 11 月 18日學術發展小組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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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設置日期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 民國 84年 11月 1日第 28次行政會議通過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資

助辦法 
民國 82年 6 月 28日第 12次行政會議通過 

另外，新進教師可參與新進教師工作坊、教學工作坊提升教學能量。本校教

學資源中心101-103學年度亦分別辦理不同的教學分享工作供老師們參與與分享。

其他的工作坊如附錄 3-4。在教學的部分，本系教師的教學評量分數平均高達 88

分以上。102學年度本系陳正慧教師榮獲優良教師獎。在研究方面，本系教師科

技部研究計畫平均的通過件數為 7件。科技部的計畫執行卓越，因此本系教師每

學年約 5-9位獲得本校減授鐘點的獎勵，請見下表所示： 

表 3-11 101-103學年度減授鐘點一覽表 

姓名 職稱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陳介玄 教授 3 3 3 

蔡瑞明 教授 3 3 3 

黃金麟 教授 3 3 3 

趙彥寧 教授 3 3 3 

劉 正 教授 3 3 3 

陳正慧 助理教授 1 0 0 

黃崇憲 助理教授 0 2 2 

鄭志成 助理教授 0 1 1 

王維邦 助理教授 0 1 1 

楊友仁 助理教授 0 1 2 

本系近五年新聘楊友仁、許甘霖及洪儀真老師。聘任過程依據教師新聘辦法

執行。本系教師可依教師休假辦法辦理進修，亦可申請外部資源留職停薪進修。

楊友仁老師於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至中央研究院的短期進修。鄭斐文老師於 104

學年度申請科技部的短期進修。本校訂有教師評鑑辦法，依教學事項、研究事項、

服務事項及輔導事項等每四年進行一次評鑑，助教教授則需教授新聘教師評估辦

法評鑑，對老師的評量方式多樣，對提升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有很大的助益。本系

教師多參與系務工作，擔任不同的委員輔佐系務運作外，亦擔任院級、校級委員

工作，請見下表： 

表 3-12 101~103學年度社會系各項選任委員名單 

學年度 

類別 
101 102 103 

系級委員 

財務 黃金麟、趙彥寧 王維邦 黃金麟 

獎懲 趙  剛、 

黃崇憲、鄭斐文 

黃崇憲、鄭斐文 黃崇憲、鄭斐文 

選才 陳介玄、鄭志成 陳介玄、趙剛、鄭志 陳介玄、趙剛、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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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類別 
101 102 103 

成 成 

課程 蔡瑞明、 

許甘霖、洪儀真 

許甘霖、洪儀真 許甘霖、 

洪儀真、鄭志成 

儀器設備 陳正慧、王維邦 蔡瑞明、 

陳正慧、王維邦 

蔡瑞明、 

陳正慧、王維邦 

學術交流 楊友仁、許甘霖 黃金麟、趙彥寧 趙彥寧、楊友仁 

院級委員 

院務 趙剛 陳介玄 黃崇憲 

課程 黃金麟 許甘霖 許甘霖 

教評會 黃金麟、蔡瑞明 黃金麟、趙剛 陳介玄、趙剛 

校級委員 

校務 許甘霖 趙彥寧、黃金麟 趙彥寧、楊友仁 

學務   王維邦 

課程  許甘霖  

儀器 王維邦   

法規 楊友仁 蔡瑞明  

圖書 鄭志成 鄭志成 鄭志成 

網站管理  王維邦  

學生申訴   鄭斐文 

學術發展   黃金麟 

程序   趙彥寧 

衛生 趙彥寧   

此外，本系教師在研究領域表現傑出。101~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共有 38 篇學術

著作獲得本校的獎勵，詳細得資料請見附件 3-12。 

二、特色 

整體來說，首先，秉持研究領導教學的方向，本系教師均十分看重研究計畫

的進行與研究成果的發表。歷年來，多數教師皆進行科技部研究計畫，執行效果

良好。也因為注重研究取向，本系教師較少承接政府單位或私人企業、法人團體

委託的計畫案。另外，配合研究的需要，開課的時數以九小時，或低於九小時做

為方向。除了進行個人式的研究外，整合性的研究計畫和跨國性的研究計畫也是

系上鼓勵，而老師也實際參與執行的計畫。研究的多樣性和研究興趣的活潑、持

續，是本系的特色，也是本系師生珍視的資產。與此同時，本系教師也參與甚多

學術社群的活動，系所整體研究與專業表現符合既定方向，在國內與國際學術社

群中享有很好的知名度。本系依課程需要經教評會聘任具有專長之專兼任教師，

教師依其專長教授課程，每兩年教師們亦進行必些課程教學輪替，不僅可以精進

經學藝可以累積授課經驗。其次，本系整體研究與專業表現符合既定的研究方向

與目標，透過國內、國際之學術交流與合作，建立優質之研究團隊與熱絡之學術

氣氛。包括研究成果之出版、研究計畫爭取專業表現，不論在數量或品質上，都

有良好的表現。同時，教師的研究成果亦能應用或反映在個人的教學科目中，與

學生形成教學相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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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本系重視課程設計品質及學生學習需求，配合課程規劃多元教學與學

習評量，整體課程核心能力結合，並透過課程內容大綱外審制度，適時修訂本系

課程與核心能力之關係。在課程多元評量設計下，各主要必修課程學生們以多元

化方法展現其個人或小組的學習成效。從以下的雷達圖可看出本系學生對教師的

教學是相當滿意。研究所學生對於教師在教學的內容的規劃與學習上給予很高的

評價，普遍認為對課程非常有興趣，教師也善用不同的教學媒體或輔助器材來改

善教學。在大學部方面僅在教學方式易於學習的區塊上來說獲得比較低的評價，

這是本系要再加強的部分。針對教師教學改善方面，本系有 Mentor 制度，新進

的老師可以選擇一位資深的老師作為導師，成為在研究和教學的過程中請益的對

象。另外，系配合本校定期舉辦教師成長工作營，積極鼓勵系上教師參與交流教

學及研究心得，學校亦訂有教師教學專業成長鼓勵辦法。學生表示多元化的教學

內容有助學生的學習狀況，不論研究所或大學部，對整體課程滿意程度非常高，

請見下圖： 

  

圖 3-7本系學生對教師課程安排意見統計圖（右圖大學部、左圖碩博士班） 

在教學評量的成效上，本系專任教師在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的教學評量結果是非常

傑出，平均分數穩定的維持在 88 分以上。整體來說本系教學評量甚優，102 學

年度更推薦陳正慧老師於角逐參加本校優良教師獎，並於同年度獲得的此殊榮，

本系教學獲得肯定。 

     103 學年度起，本校更新教學評鑑的設計，將針對教師教學評鑑的內容鑲

嵌在教學設計、教學評量和學生學習的關係。從下圖我們可以了解，本系大學部

及研究所的學生對課程滿意度很高，普遍認為老師們的授課大綱有組織、課程內

容充實、教學方法能引起學生興趣，也能幫助學生有效學習，評量的方視野能反

映教學重點，整體而言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對課程滿意度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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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103學年度新版課程安排意見統計圖 

（右圖大學部、左圖碩博士班）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教師的研究與專業學術表現優異，但還是有部分制度上的限制必須予以

克服。在鼓勵教師積極參與研究工作方面，本系因為經費限制無法提供教師獎勵，

只能透過學校的獎勵辦法獎助優秀老師。例如，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專任教

師學術著作獎勵、獎勵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資助，和協助教師申請特

優教學獎等。本系資深教師多人從事專書的寫作，品質和數量皆獲得學界同仁的

肯定，但書籍寫作耗時甚長，在教學的負擔下，多少也影響到本系的出版量，不

過學術期刊的數料有顯著的成長。不過，在 TSSCI及 SSCI論文數量仍顯得不夠，

還有增長的必要，才能相對維持本系的學術表現地位。 

 

圖 3-9 本系專任教師 TSSCI 及 SSCI文章發表數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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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本系專任教師 100~103學年度學術期刊論文統計圖 

另外，因應多元教學及評量的課程設計與評量方式，本系必修科目成績評

量主要包含，期中期末考、研究報告、成果展演、助教論課程（實習）、課堂

參與，另外學科以外的表現也可為成為評量學習成效的重要指標。但是這樣多

元評量方式需要課程助教的協助才可達到，但是優秀的課程助教人數不足，不

利於教學品質。最後，本系與本校對於生師筆的認知有很大的差異。本校認定

本系的生師比為 1：34 左右，但是本系專任老師僅為 14 位（洪儀真老師為專

案教師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不再聘任），且本系招收許多僑生及陸生，扣除兼

任老師的人數，本系生師比高達 1：42。兼任老師雖然提供選修課程支援本系

教學，但是對於大學部，甚至碩博士班的訓練重擔都由專任老師負責。這樣的

落差讓我們再與校方爭取新聘教師時常遭遇困難。 

四、改善措施 

本系鼓勵教師積極參與研究工作，進行出版，但礙於經費有限，無法提供

教師必要的獎勵，對於傑出的研究結果和教學表現，只能透過學校的獎勵措施

進行鼓勵和肯定。除了陳正慧老師於 102 學年度獲得教學優良獎暨教學傑出獎

外，本系也將持續推薦老師參與各個獎項的申請，以為肯定。另外，英文論著

與中文論著的出版，是本系必須繼續講究的部分，也希望學校的獎勵措施和教

師的升等要求，能發揮相對的鼓勵效果。在課程助教的部分，本系開始推動大

手牽小手的計畫。原本本系以碩士和博士生做為課程助教的主力，近年來開始

鼓勵高年級的學生投入課程助教的教學工作，以解決助教人力不足的問題。在

師資人數的部分，本系除積極向學校爭取新聘教師的機會，亦透過與系友會的

合作，未來將跨大募款的可能性，以做為本系另聘教師支援系上師資不足的問

題。不過這樣的方式涉及太廣，未來還需要多方的協調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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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本系教師的研究與專業學術表現優異，但還是有部分制度上的限制必須予以

克服。在鼓勵教師積極參與研究工作方面，本系因為經費限制無法提供教師獎勵，

只能透過學校的獎勵辦法獎助優秀老師。不過，在研究出版上，本系的國際期刊

論文數量確實還有增長的必要，才能相對維持本系的學術表現地位。本系資深教

師多人從事專書的寫作，品質和數量皆有值得肯定之處，但書籍寫作耗時甚長，

這多少也影響到本系的出版量。如何增加期刊論文的數量，並創造寫作和出版的

有利環境，是未來需要持續努力之處。 

教師應持續重視教學品質，除以核心能力引領課程設計外，課程外審的機制

與教學評量能讓本系教師自我檢視課程，進行教學反思。本系教學品質是受到學

生肯定，本系亦有針對教師的輔導機制，協助改善教學品質。在多元教學及評量

方式上，本系亦持續努力以教師教學與評量專業為基礎，依據教學目標研擬適切的

評量方式，並呈現多元的學習結果，以提供更適性化的教學來增進學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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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在學生學習資源的部分，本系以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

理維護機制、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與提供學習和生涯

輔導之情形、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做為說明的主軸。 

4-1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提供學生修課相關諮詢，瞭解學生學習

進度及成效方面，分別依碩博士班及大學部說明： 

1. 碩博士班輔導狀況： 

首先，本系於新生入後舉辦「碩博士班新生座談會」，邀請系上專任教師、

碩博士班學生與會，讓研究生新生進一步認識系上師生以及瞭解「碩博士班修業

及考試辦法」相關規定，有助於融入系上研究生生涯。座談會的流程： 

表 4-1社會學系碩博士生學習輔導內容 

新生座談會流程 學習輔導主講人 學習輔導的內容 

社會系環境與師資 系主任與本系教師 
簡介系上教師的研究領域

與開課方向 

行政人員 陳妙姿小姐 

修課諮詢 

瞭解學生學習進度 

碩博士班修業辦法 

新舊生的相互介紹 新舊生 相互介紹、興趣與心得交換 

社會系的修業 本系教師 
社會系研究修業方式及如

何兩年畢業 

其次，本系有導師制度，設有碩士班及博士班導師，並有一名專職行政人員

負責碩博士班事務。每學期期初本系舉辦新生座談會，邀請本系老師、新生、舊

生一起參與。碩博士班學生依照修業辦法修習課程，在課業的規劃上可以尋求導

師的幫助，在行政作業由系辦公室的專職行政人員輔導。碩博士班學生確定指導

教授後，便與指導教授一同規劃課程安排與碩博士論文的進行。其他額外之學習

需求碩、博士班學生可透過代表參加系務會議，參與討論並反映學生的需求。詳

細的碩博士班修課諮詢及學習進度的輔導內容如下表： 

表 4-2 碩士班/博士班學生輔導事項一覽表 

年級 輔導內容 

碩博士班

新生 

1.「碩博士班新生座談會」活動：新生認識系上師生、瞭解「碩

博士班修業及考試辦法」相關規定，融入研究生生涯。 

2.辦理碩博新生課程抵免，讓新生儘早規劃必選修課程。 

3.輔導新生課程選課。 

4.輔導新生申請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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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輔導內容 

碩博士班

舊生 

1.輔導研究生自組讀書會。 

2.輔導個別研究生修業進程。 

3.協助碩博士生修課，提供相關諮詢與建議。 

4.輔導碩博士生跨校院系修課申請與學分抵免。 

5.輔導研究生申請大學部課程助教。 

6.鼓勵研究生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 

7.輔導研究生盡快找到學位論文指導教授。 

8.舉辦「碩博士生學長姐國際學術交流經驗分享座談會」。 

9.辦理社會學系碩博士班短期講座 

10.安排課程助教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優秀課程助教交流教學經

驗，傳承與學習好的代課經驗。 

11.輔導碩士生學位論文、博士班生學科考、大綱、學位論文口試。 

12.發送各項與碩博士生相關獎助學金訊息及學術活動訊息。 

2.大學部輔導狀況 

在大學部學生方面，本系由大學入門、新生手冊、大學入門新生座談會、導

師制度、課程助教、選課輔導、預警輔導及身心障礙生輔導等方面來闡述學生的

學習輔導措施。首先，本系在新生入學前就會提供書面的新生入學手冊，介紹本

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師資、修課規定、選課的相關事宜，以利其瞭解學系的

相關規定，請見附件 4-1。學長、學姐制的運作也能讓新生獲得必要的資訊與協

助。鄭斐文老師與其教學助理也根據大一新生的需要，編輯一本大一新生社會學

入門手冊（請見附件 4-2），以便學生更順利地對社會學有所認識。 

其次，大學入門課程輔導大一新生安心就學並快速適應大學生活與學業學習，

開設大學引導、住宿學習等課程與活動，並設立各項新生輔導機制（請見附件

4-3）。而大學入門新生座談會與學生面對面說明系上的所有相關規定，亦給新生

修課及選課的建議。再來，善用導師制度。大一安排雙導師，大二以上每班也安

排導師輔導學生。大學部的導師由教授該班級必修課程的教師擔任，學生與導師

每週可見面一次。導師因為擔任必修課程，亦可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導師與學

生每週見面也可拉近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情感。各年級導師及授課教師均安排有辦

公室時間，與同學討論問題並給予協助。輔導的內容除課業外，也包含各類生活

適應與情緒問題。導師和教師不能處理的問題，則轉交系主任處理。本系導師輔

導學生內容以「課業」、「人際關係」、「情感/情緒」、「生涯規劃」為四大主要項

目。另外，依據學校的規定，每位導師每學期安排導生聚餐，深入瞭解學生的學

習與生活狀況。 

在輔導學生選課方面，每學期初本系網頁上開闢有「選課專區」，提供各種

問題解答，輔助學生進行課程選修。另外，對於轉學生，本系也有選課與修課說

明會，使轉學生順利融入社會學系。本系開放學生至外系修習輔系及雙主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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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的第二專長，對於修習雙主修的學生也會給予適當修課建議，以使其完

成學業。 

除了導師協助外，為了讓學生更瞭解教學內容，課程助教的安排一直是本系

組織嚴密的學習輔導機制。首先，在課業的輔導上，本系必修課程多配置有研究

生(每班兩位)擔任課程助教，大一社會學另有四至六位三、四年級學生擔任教學

助理，帶領學生閱讀和討論。助教的甄選過程需要經過獎懲委員會的審核，下表

是各學科的助教需求表及人數表： 

表 4-3 社會學系大學部必修科目助教一覽表 

學年課程 助教人數 

社會學 碩博士班：2人、大學部：4人 

社會思想史 碩博士班：2人、大學部：2人 

社會學理論 碩博士班：2人 

社會統計學 碩博士班：2人 

社會研究方法 碩博士班：4人、大學部：2人 

在課程助教的評鑑方面，本校自 96學年度開始實施，針對課程助教的教學

內容、教學計畫、教學進度、學生適應課程的方式、成績的核算、差勤、整體教

學方法等進行評鑑。101~103學年度本系課程助教評鑑平均為 84.1，遠高於社會

科學院課程助教 83.8 的分數，表現優異。本系也定期舉辦課程助教與教學助理

的經驗傳承工作坊，請見附件 4-4，做為改進教學的條件，提供學生優質的教學

品質與學習環境。這樣的學習輔導機制實施狀況良好。 

表 4-4  本系課程助教教學評鑑分數 

年度 社會系 社科院 全校 

103 85 85.9 86.1 

102 85.3 84.3 86.1 

101 82.9 83.3 84.9 

資料來源：本校教務處 

本系配合學校提升教學品質措施方案，實施「學生成績預警制度」，在每學期期

中考後三週內，對期中考及平時成績表現較差的學生加以註記，經由教務處統計

後，產生需要輔導的名單分送系主任、導師及通知學生家長進行輔導，以免學生

面臨退學的處分。圖3-1說明本系對學生的學習輔導非常重視。預警制度完成率， 

100%。對於學習狀況不佳之學生及學習預警學生的學生，本系導師透過預警停

修的輔導系統可以瞭解全班同學各科被預警的狀況與原因。建議的學習輔導方向

分別為：學生與學習成效不佳科目由任教老師進一步晤談、學生至諮商中心進行

諮商與輔導、學生參與系所辦理之個別或小班課業補救教學、尋求其他資源，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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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解決相關困難或建議停修課程。這樣的學習輔導記錄亦可讓往後擔任該班

級的導師做為參考。 

 

圖 4-1預警名單 

本系也輔導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會的運作，在尊重與自主的原則下，提供必要

援助。輔導及協助項目包括：正副會長選舉、協助舉辦演講、協助安排社會週活

動、協辦新生座談會，安排系友及碩博士生參與座談、各類活動經費支援、擔任

學會活動評審等。 

最後，本系每年招收身心障礙生 1-3位。針對身心障礙生的輔導工作，本系

與本校資源教室共同合作，每學期召開身心障礙生 ISP（個別支援計畫）會議，

分別邀請系上的身心障礙生，依據個人在學習上的需求，制定個人化的輔導機制，

包含個人特殊設備需求、授課教師的授課配合、課外輔導的安排，請見附件 4-5。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理維護機制為何？ 

在提供學生學習資源及其管理維護機制方面，本系以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的狀

況綜合來說明： 

1.本系軟硬體的設備：本系每年皆由儀器設備委員會規劃教師從事研究和教

學需要的設備，並進行採購。在儀器方面，本系有 7台筆記型電腦、2台投影機、

2台攝影機、1台照相機、3組隨身行麥克風、10 台桌上型電腦供學生上課或舉

辦活動使用。97學年度，本系以社會科學院的名義向學校提出專案申請，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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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萬元的新版 SPSS統計軟體，供全校師生使用。另外，鄭志成老師於 97、98、

99學年度獲得科技部 NT$9,029,000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此專題

圖書補助計畫，也增加本系的圖書設備，讓教師、大學部和碩博士班學生，乃至

外校的人士均受惠其中。截至 103學年度，本系共有 18,088冊有關社會學的專

業書籍。101~103學年度本系圖儀經費分別為：NT$946,000、NT$903,000、

NT$840,000。社會學系 101至 103學年度圖書採購資料如下表： 

表 4-5 社會學系 101至 103學年度圖書採購資料 

學年度 中文圖書 西文圖書 

101學年度 

（2012.08.01-2013.07.31） 
1,518 351 

102學年度 

（2013.08.01-2014.07.31） 
2,283 139 

103年度 

（2014.08.01-2015.07.31） 
1,233 116 

單位：冊 

2.本系空間設備：本系已有五個空間，做為大學部和碩博士班學生的研討空

間。本系大學部的學生可以使用的空間為 50.78 坪，學生可在此空間與老師、助

教及同學進行課業的交流與討論。碩博士班學生的使用空間增為 43.92坪。在碩

博士班的空間當中，有 2間討論室作為碩博士班學生課業、讀書、舉辦小型座談

會及讀書會的空間使用，另一討論室則供碩博士生上課使用。不論大學部或研究

所，新增的空間中都有硬體設備，例如桌上型電腦、無線網路、教學投射拉幕、

會議桌等，豐富學生的硬體教學資源。本系詳細的空間以及空間內的設備表列如

下： 

表 4-6 碩博士班與大學部學生使用空間及其設備 

級別 討論室地點 坪數 設備 

碩博

士班 

社會科學研究大樓 SS306 14.64 無線網路、冷氣、桌椅、置物櫃 

社會科學研究大樓 SS305 14.64 無線網路、冷氣、桌椅、置物櫃 

社會科學研究大樓 SS304 14.64 無線網路、教學投射拉幕、冷氣 

社會科學研究大樓 SS547 5 無線網路、冷氣、桌椅、置物櫃 

 總坪數 48.92 

級別 討論室地點 坪數 設備 

大學

部 

社會科學研究大樓 

SS527 
14.87 

10 台桌上型電腦、小型討論/交誼

空間、大型印表機、冷氣 

社會科學研究大樓 

SS314 
8.43 

有線及無線網路、會議桌、教學投

射備及拉幕、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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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研究大樓

SS312-2 
27.48 

有線及無線網路、會議桌、教學投

射備及拉幕、冷氣 

總坪數 50.78 

3.本系課程學習資源：在學習過程中，本系課程助教和教學助理是學生們很

重要的學習資源之一。在第三章的師資資源中已經詳述各必修課程都安排適當的

助教，助教們每週安排助教課程帶領討論，亦安排助教時間供學生詢問問題，提

供課業的學習輔導。碩博士班方面，本系博 3 以上的學生可以開授選修課程，博

士生透過授課的過程，以研究帶領教學自我訓練教學能力。為了讓碩士生可以獲

得更好的學習，本系訂有社會學系「博士生協助碩士生論文撰寫」補助辦法，最

後為提升本系碩博士生的研究和撰寫論文能力，亦實施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小額

論文獎助」實施辦法和獎助學金實施細則，獎勵碩博士生在期刊發表論文。相關

的辦法請見附件 4-6。  

    大學部方面，大學生擔任教學助理也是重要的學習資源之一，大學部高級年

學生，可以擔任必修課程助教，輔導學生的課業，不僅為低年級學生提供學習輔

導，亦能讓自己學以致用。另外，本校的社會科學院設有論文獎助學金，鼓勵學

生進行研究，相關的成果請見第 5章學生學習成效的說明。最後，本系的課程分

別與通識中心、教育部高齡化學程、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試

辦計畫課程雙掛課程，讓大學部的學生能夠跨領域多元學習。相關的課程請見第

3章師資教學的說明。 

4.校級的學習資源：本校的教學資源中心為有效提升本校學生學習成效、強

化學生基礎科目及提供多元化之學習管道，特辦理全校性學習輔導、課業諮詢活

動，由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優秀學生擔任學習輔導 Tutor，提供個別課業諮詢。

另外，亦提供資源補助學生成立學習社群。教學資源中心多項教學設備及場地供

學生討論使用。更有不同網路影音教室，將全校性各種不同的課程與演講整合，

供學生查詢使用。教學資源中心亦規劃多元化的學習管道，例如寫作論壇、助教

工作坊等。校及學習資源請見附件 4-7。 

5.學生申請輔系及雙主修作業：本系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對於申請雙主修

及輔系的學生並未有任何的限制。我們希望學生接受社會學的薰陶外，亦能增加

其他學科的基本知識，以達到知識的交流，增進社會學的廣度與深度。本系

101-103學年度共有 21 學生申請輔系，22學生申請雙主修。請見附件 4-8。 

6.本系獎助學金資源：大學部學生方面，依據社會系發展基金規劃的獎助學

金是以參加校外比賽或急難救助獎助學金為主。其他校內本系學生從中獲得或可

申請的獎助學金：練馬可清寒獎學金、練馬可社會服務獎助學金、培中清寒獎學

金、林慎獎學金、高毓靈清寒獎學金、李文朗獎學金、路思義獎學金等。請見附

件 4-9。 

7.本系行政資源：本系建立完善的學生學習資源的維護與管理機制。首先，

本系有專職的助教在軟硬體設備上充分服務學生的需求，亦有專職助教建置社會

系網站和數位教學平台。透過此兩項管理機制定期並及時的像系上學生更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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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及相關資訊。另外，本系亦有東海大學社會系 Facebook 粉絲頁，透過臉書

的傳播，將系上課各項的活動在臉書上公告，並透過臉書與學生互動。 

 

圖 4-2 社會系臉書粉絲頁 

在軟硬體設備上的管理方面，本系對於空間和器材的借用並沒有明確的辦法，但

是系上學生都可以透過『使用記錄單』效率的運用空間與器材設備。不論是空間

或器材，定期有廠商來維修，使得學生的學習資源保持在最佳狀態。 

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本系安排及提供大學部的課外學習活動分別為：「辦理研討會、學術演講」、

「企業參訪」、「校外教學」、「交換學生」、「教學助理實習」、「學生自治性組織」、

「社會科學院論文獎」、「社會研究法研期末發表」、「科技部大專生論文研究計畫」、

「校內活動及公共事務參與」，這些學習活動的成效請見第 5章說明。 

1.在大學部方面：本系鼓勵學生參與科技部大專學生論文研究的申請，以增

加學生學習研究的機會，我們亦有勸學計畫，凡獲得錄取科技部大專生論文研究

計畫，本系亦相對應補助學生的研究計畫經費 6,000元。另外，也鼓勵大學生參

與本校社會科學院論文獎。社會研究法必修課程內容堪稱是社會系嚴謹的課程之

一，要求學生執行一年的研究計畫，並於學期末的時就進行論文的發表。對學生

的學術研究訓練上，本系也鼓勵學生參與社會科學院舉辦的論文比賽。在學術研

究成果表現外，本系也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的競賽，以平衡身心發展，一展所長。 

學會是本系最主要的學生自治組織，每年 5 月進行會長改選，每學期也安排

各項的活動與不同的球類競賽。本系也輔導學生會的運作，在尊重與自主的原則

下，提供其必要的援助。輔導及協助的項目包括：正副會長選舉、協助舉辦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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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安排社會週活動、協辦新生座談會、安排各類活動經費支援、擔任學會活動

的評審等。 

國際化的推動一直是本系積極進行的一項目標。本系不僅鼓勵學生到國外進

行短期或長期的交流，每學年亦接受不少來自中國大陸、東南亞及東北亞國家學

生到本系擔任交換生。學生的國際流動可以使本系學生能具備更寬廣的視野，國

際學生到本系求學，亦能給本系的學生帶來不少正面的衝擊。本系也積極推動學

生參與國際學生交流，101~103學年度學生參與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含大陸、港

澳）如下： 

表 4-7 社會系學生參與國際交換學生計畫一覽表 

學年度 學生姓名 交換國 學校 交換時間 

101 於子軒 大陸 中山大學 2013/6/30~7/18 

賴慧芳 大陸 西北工業大學 2013/6/29~7/4 

吳怡瑩 日本 沖繩國際大學 2013/7/2~7/19 

王瑀晴 美國 密利克大學 2013/6/30~7/22 

102 廖琮瑋 大陸 吉林大學 2013/12/19~12/26 

邱家琦 日本 沖繩國際大學 2014/07/01~7/18 

陳凱柔 日本 沖繩國際大學 2014/07/01~7/18 

103 於子軒 大陸 復旦大學 2014 8/15~8/22 

莊坤哲 日本 北星學園大學 2014 /10/22- 11 /1 

薛宇晴 大陸 南京大學 2014秋季一學期 

張婷崴 大陸 廈門大學 2014秋季一學期 

楊以安 捷克 布拉格大都會大學 2014秋季一學年 

在系所學生通過外語檢定測驗情形方面，本校希望各系全面提升大學生的英

語能力，在外語能力的檢定方面，除了博士班學生有畢業語文能力檢定要求外，

本系規定大學部學生參與外語檢定，做為畢業門檻。學生的英文檢定結果列表請

見附件 4-10。在其他學術方面的學習活動，本系大學部高年級的學生透過評選機

制，擔任必修課程的教學助理，學習帶領學生討論，學以致用。另外，定期邀請

國內外的學者至本系演講或座談，每年亦舉辦不同的研討會供學生觀摩學習。最

後，透過本系社會研究法課程的設計，要求學生在一個學年的期限中，從找尋研

究題目、練習書寫文獻回顧、設計研究方法、學習量化與質化的分析、學習思考

結論的完整研究成果發表做為學生學術學習活動的代表。101~103學年度社會學

系研討會活動一覽表請見表 4-7，101-103社會學系演講請見附件 4-11。 

表 4-8 各種學術研討會一覽表 

學年度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101 2012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暨科技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台灣社會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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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部論文成果發表會 

2013東海大學碩士班論文寫作

之論文計畫發表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第二屆「浪遊東海－水木清華」

社會學研究生思辯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 

2013海峽兩岸社會經濟的變遷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北京清

華大學社會學系、香港科技大學

社會科學院 

高承恕教授榮退演講 暨「西方

社會理論的多元探索與東亞資

本主義的經驗研究」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東亞經濟社

會研究中心 、東亞經濟社會學會 

2013第七屆金融技術與社會研

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中國北京大

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中

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東亞社會

經濟研究中心 

「婚姻移民治理」工作坊

（Governing Marriage Migration' 

Workshop） 

BICC（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 

102 

論文寫作期末工作坊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第三屆「浪遊東海－水木清華」

社會學研究生思辯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 

2013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質性研究法」工作坊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2014第八屆金融技術與社會研

討會 

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東海大

學社會學系、中國北京大學中國

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北京

大學社會學系 

社會企業價值研討會 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文笙國

際財務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13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東亞社會經

濟研究中心、日本同志社大學以

及文笙國際財務管理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03 

兩岸三地「城市化與城鄉社會發

展」學術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北京清華社

會學系及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

部 

2014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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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2014碩博士班論文大綱工作坊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第四屆「浪遊東海－水木清華」

社會學研究生思辯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 

2014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東亞社會經

濟研究中心、日本同志社大學以

及文笙國際財務管理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在校外教學及公共事務之參與方面，首先，本系 101-103學年度有 28 位學

生參與大學入門 alpha leader的志工活動。Alpha Leader 需接受「點狀能力培養課

程」及「暑期引導反思訓練」課程，培養領導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透過團體活動幫助 Alpha Leader 培養帶領團隊的能力，於大學入門擔任引導新生

的工作。103年更增加基本助人技巧的培訓，幫助 Alpha Leader具備基本的辨識

與輔導知能。其次，學生本系教師在不同的課程上，依課程的不同屬性安排校外

教學及相關的公共事務參與。101~103學年度本系教師安排的田野調查或公共參

與的校外教學如下： 

表 4-9 101~103學年度校外教學一覽表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帶隊教師 參與公司或參與事件 

101 

 

資本主義與當代社會 陳介玄 順德公司 

血汗工廠社會學 楊友仁 富士康事件 

土地與社會正義 陳正慧 大埔事件 

102 質性研究方法 洪儀真 中科園區參訪 

工作社會學 王維邦 太陽花事件 

科技與台灣社會 鄭斐文 中科園區參訪 

社會變遷 黃崇憲 太陽花事件 

文化研究導論 鄭斐文 太陽花事件 

103 異質社會學專題：釘子

戶、搖滾客、精神病 

楊友仁 巢運 

社會學 鄭斐文 紹興社區 

藝術的社會實踐與社會創

新 

洪儀真 台南後壁土溝農村美

術館 

農業、土地與社會正義 陳正慧 苗栗大埔圈地 

食品、消費與社會實踐 鄭斐文 彰化農場 

社會思想史 楊友仁 樂生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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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研究所方面： 

(1).辦理演講及學術研討會：為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並配合課程的進行

與本系研究上的需要，本系每年均辦理不同形式的學術研討會和工作坊，以活潑

系上的研究氣氛，提供師生必要的學術刺激與對話對象。另有，每學期以主題化

的演講設計，舉辦學術講座，豐富學生的學術活動參與。從表 4-7研討會及附件

4-11演講列表資料中顯示出，本系的演講數量相當多，而且涵蓋的議題相當多

元。 

(2).鼓勵參加研討會：本系鼓勵碩博士生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為加強學

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能力，博士班薛珍華博士生組織博士生 workshop，請

見附件 4-12，每週定期訓練參與該工作坊的碩博士生英文能力，並教授參與國際

研討會的相關事宜。本系亦訂有研究生期刊論文發表獎勵制度。  

(3).組織研究生論文發表會：除了基本學識能力訓練外，本系也透過指導教

授制度的建立，與碩士論文、博士生資格考試和博士論文寫作發表的要求，培育

學生的獨立發表能力。除了上述的規劃外，本系也鼓勵研究生與老師在國內外知

名刊物共同發表論文，以形成自己的議論空間和發表能力。本系每年由發展基金

中提撥四十至五十萬元，補助並鼓勵碩博士班學生的研習活動與表現獎助（請見

附件 1-1）。依據社會系發展基金的條文，本系與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合作，每年

由研究生自行組織研究生「浪遊東海、水木清華」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並邀

請老師們擔任評審，對學生的學術研究相當有助益。碩博士參與的研討會請見附

件 4-13。 

(4).博士生開授課程或碩博士生擔任大學必修課程助教：本系博士班三年級

以上學生，均可申請擔任課程兼任講師，教授大學部課程，以豐富自己的教學經

驗，學習如何教書，如何鼓勵學生的學習，培養就業的條件。請見附件 4-14。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本系教師在指導研究生方面用心甚多，在安排固定的討論時間外，也開授「獨

立研究」課程供博士生選修，進行一對一的討論。本系創建迄今，共培育 310

位碩士、69位博士(20141204)，平均每位教師指導 22位碩士生、5位博士生，

培育成果豐碩。具有博士學位的老師與研究生人數維持一定比例，在研究計畫與

教學效果的搭配下，培育的碩博士生均有一定水平。 

1.教授的研究生指導狀況方面：專任教師指導學生數不一，平均每位教師指

導 1位博士生、2位碩士生。近三年專任教師指導碩、博士生獲得學位的情況如

下： 

表 4-10 近三年專任教師指導碩、博士生獲得學位一覽表 

教師姓名 指導碩士學生數 指導博士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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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指導碩士學生數 指導博士學生數 

高承恕 4 7.4% 5 12.5% 

陳介玄 9 16.7% 7 17.5% 

趙剛 2 3.7% 4 10.0% 

蔡瑞明 1 1.9% 4 10.0% 

黃金麟 3 5.6% 5 12.5% 

劉  正 8 14.8% 1 2.5% 

趙彥寧 6 10.9% 0 0.0% 

黃崇憲 1 1.9% 1 2.5% 

洪儀真 3 5.6% 0 0.0% 

鄭斐文 2 3.7% 1 2.5% 

鄭志成 4 7.4% 9 22.5% 

陳正慧 1 1.9% 0 0.0% 

王維邦 3 5.6% 0 0.0% 

楊友仁 3 5.6% 1 2.5% 

許甘霖 5 9.3% 2 5.0% 

 備註：有指導教授的碩士生總數 55人、博士生 40 人 

2.指導教授皆提供晤談時間，協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安排 office hour時間、

獨立研究、課餘等時間約定與研究生進行論文指導，並提供生活輔導、選課諮詢、

生涯輔導等服務。指導教授也鼓勵及協助學生申請相關的補助，本系博士班學生

表現優異，多位學生在學期間獲得獎學金的補助，亦參與國際交流研究計畫。施

聖文獲得 101年度獎勵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申

請獲獎，巫麗雪於 2013 年獲得人口學會博士論文獎。黃靖嵐 103學年度獲得中

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碩博士獎助培育計畫。

有些學生已經順利完成博士學位，這對本系培育博士生能力是一種肯定。另外，

本系博士生獲得獎助者如下： 

表 4-11 本系博士生獲得獎助者 

年度 國家 得獎者 指導老師 研究期間 

2011 中國 陳季微 陳介玄 
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交換學生學

習（201109~201201） 

2012 德國 李晏佐 鄭志成 

 科技部三明治計畫 101年 9月至 102

年 8 月，計 12個月。核定期限均內

含德語進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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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國家 得獎者 指導老師 研究期間 

2013 日本 黃靖嵐 黃崇憲 
 科技部千里馬計畫至日本學習

（201303~201401） 

2013 中國 王姍喬 陳介玄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交換學生學習

（201202~201207） 

2014 日本 黃靖嵐 黃崇憲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

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碩博士培育計

畫 

3.提供研究生生涯規劃(如升學就業)方面的協助及輔導：在行政方面，每學期

負責碩博士班業務行政同仁整理碩博士班學生修業進程表，讓碩博士班學生及指

導老師清楚學生學習狀況。請見 4-15。最後，為讓碩博士生在一定期限完成學業，

本系在碩博士生『論文寫作』的課程上進行調整，規定需有指導教授，才可修習

此門課程；且在期末時安排碩博士生論文大綱研討會，讓學生儘速完成大綱，進

行碩士或博士論文的撰寫。另外，碩博士學生所獲得的生涯規劃輔導來自於導師

和論文指導教授。碩士班的學生比較著重於修課上的輔導。博士班學生由於大部

分學生已任職，需要系所教師提供之生涯規劃建議的需求較少。不論碩博士班，

做為升學輔導的必備原則是提升本系碩、博士班學生學位論文的研究品質，與資

助其研究上的需要，補助本系博士班學生固定經費舉辦跨校學術研討會，也鼓勵

碩士班與大學部學生組成讀書會，定期討論，增加出版的機會。在研究與教學結

合的前提下，也鼓勵碩博士生參與老師主持的研究計畫，奠造自己的研究能力，

養成專業研究素質。為了拓展研究生的識見和學術能力，本系鼓勵研究生在修業

期間，以教育部、科技部或其他民間機構的經費，以及本系的贊助，出國進行短

期研究或參加會議。 

4-5 系所提供大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本系除了招收本地生外，學生來源尚有陸生、僑生、外籍生、轉系生及身心

障礙生，因此，本系注重學生的生活及生涯的輔導，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協助。     

1.導師制：大一設有雙導師。其餘導師皆以該班級必修課程教師為導師，提

供導生相處機會。導師運用每週的課程時間來關心學生狀況，導師時間的安排得

以餐聚的方式和學生話家常，更了解決學生的生活狀態；利用預警系統的輔導可

以了解學生的整體學習狀況。本系也與學生事務處教官室、諮商輔導中心等密切

聯繫合作，提供學生生活輔導，關懷協助學生解決問題。 

2. 大一新生及住宿生輔導：針對新生來說，本校新生住宿報到服務活動、

學生宿舍生活公約討論會、住在一起的幸福攝影比賽、生活禮儀研討會、學生宿

舍整潔週活動等等活動讓同學們融入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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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舊生生活輔導：對 2年級以上學生，本系配合本校相關的活動，例如，安

心座談、專題演講：『情感與人際衝突的因應』、『由你玩四年！善用大學資源

專題』、『選擇，可以不一樣』等等不同的主題做為學生生活輔導的主要機制。

另外，心理測驗實施，如『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人際行為量表』等協助有

情緒和人際障礙的學生是否需要心理輔導的指標。101學年度至 103學年度本系

共有 62 人次的輔導紀錄，在本校總輔導人次中，本系被輔導的學生人次約

6~10%。 

4.校外居住生生活輔導：針對校外居住的學生，本校生輔組設有學生校外賃

居服務中心，年度依教育部計畫實施租屋安全查核，並於每學期結合軍訓室系輔

導教官及各系導師辦理校外賃居學生訪視及訪談關懷活動，藉以關懷學生生活及

學習概況，協助檢視學生賃居處所之環境、消防、瓦斯及用電等安全，並宣導重

要安全須知與緊急處置要領，以強化學生自我安全意識與緊急應變能力。在本系

教官的協助下『賃居學生關懷訪視活動」甚為成功，101-103 學年度有 447 位學

生居住校外，校外訪視人數為 156、訪談人數為 257人，平均訪視成效為 95%。 

5. 身心障礙生的輔導，個別學生的諮商：近年來，不同學生在情緒、情感及

人際關係面向有適應上的問題，本系透過導師、系主任、系上助教與教官及諮商

中心合作，邀請相關人員及家長，共同協助學生面對問題。另外，身心障礙生入

學前就會舉辦入學前轉銜會議，讓學生瞭解系上的運作，亦上系上先瞭解學生的

問題。本系有亞斯伯格症、聽障、重度肢體障礙學生，針對這些學生，本系與本

校資源教室合作，每學期舉辦 ISP 個別支持會議，聆聽學生學習上的問題，並給

予適度的協助。 

6. 提供獎學金及工讀機會：本系有專屬的獎學金供學生申請，包含練馬可

清寒獎學金、培中清寒獎學金、高毓靈清寒獎學金、林慎清寒獎學金等，亦有社

會系發展基金規劃的急難救助金，提供學生經濟上的支援。另外，不定期的提供

工讀的機會讓學生申請。 

7. 辦理學生生涯輔導活動：本系配合學校校友聯絡室的活動安排，鼓勵學

生參加不同的職涯輔導講座，101-103學年度職涯做請見附件 4-16，此外，本系

系友會與必修課程社會組織合作，安排系友職涯發展講座，透過學長姐的經驗傳

承，提供學生生涯輔導規劃。103學年許甘霖老師亦申請東海大學特色教學亮點

計畫規劃職涯和合一的講座，邀請本系系友回系講學，並與大四同學面對面交流，

提供職業生涯的相關經驗作為輔導學生就業的基礎。請見附件 4-17。 

二、特色 

整體來說，不論是大學部或是碩博士班，本系在學習資源的特色可以分為以

下幾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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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輔導制度完備：本系對大學部學生的輔導制度以上軌道。但近年來最

具特色的是身心障礙生的輔導。本系每年招收 1-2位身心障礙生，截至 103 學年

度本系共有 8位。每學期本系與教學資源中心合作舉辦 ISP 輔導會系，針對每位

個別不同狀況的身心障礙生制訂不同的輔導計畫。其餘學生學習輔導則因應各種

需求，兼及一般生、陸生及交換生、轉學生礙學生的各別需要，並與學校預警制

度、導師制度、資源教室配合，形成完整的輔導網絡。碩博士班的輔導特色在於

行政輔導。本系負責碩博士班的行政職員，針對每位學生進行個別輔導。每學期

都會依據不能碩博士的學習狀況制訂修業進程一覽表（請見附件 4-15），寄送給

碩博士生及其指導教授，讓學生了解自己目前的修業狀況。在生活輔導方面，大

學部及碩博士班導師制度分工合作，並配合學校教官、輔導室和就友室及本系系

友會的合作學，給予學生適時的生活輔導與生涯輔導，協助同學解決大學時期可

能發生如居住安全、學習障礙、人際關係等生活困擾，及未來職涯發展的規劃等。 

2.學習資源及學習活動多元：大學部的學習資源多樣化，最具特色的是擔任

教學助理及、科技部大專生論文研究計畫、雙掛課程及社會研究法課程研究計畫。

本系讓大三大四優秀的學生擔任本系修課程的的教學助理，讓學生能夠透過這樣

的學習活動能學以致用，並能內化本系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本系教學助理的

評鑑成績也非常優秀，請見第 5章說明。另外，科技部大專生論文研究計畫的參

與亦是另一學習資源的特色，能夠獲得此項獎勵的學生，本系亦以勸學計畫的規

劃，補助這些獲獎學生 5000 元的研究獎勵金。最後是社會研究法研究課程計畫

的執行，讓學生能夠用一年的時間，完整的進行一個完整的研究計畫，對學生整

體的訓練有很大的助益。對碩博士班學生來說，研究生論文發表、擔任課程助教

及博士生在大學部授課、期刊論文發表是我們的特色。碩博士生的核心能力訓練

很重要的是「批判與溝通能力」和「教學與獨立研究能力」，以上三項主要的特

色彰顯本系訓練碩博士生重要的方向。 

3.系所提供的服務和資源設備豐富：本系行政人員均秉持服務學生的態度，

提供良好的入學、註冊、選課、畢業、獎助學金申請的服務，充分滿足學生的需

求。本系設有導師制，大學部和碩、博士班學生各有代表參加系務會議，參與討

論並反映學生的需求。另外，本系提供學生必要的圖書、視聽、交誼空間與電腦

設備使用，以友善的作為塑造學習需要的環境。研究生指導部分，本系助理教授

以上皆可指導碩士生和博士生的論文，並擔任指導教授職務，目前運作順暢。 

整體來說，本系以專業和通才教育作為教育目標，鼓勵學生探索各式各類問

題。除了必要的知識與品格教育外，也肯定學生的課外能力發揮，以形成統合的

全人教育。大學部方面，本系以導師制度、成績預警制度、課程助教制度輔導學

生的學習，同時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在學生的課外學習、校外學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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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輔導、生涯輔導等方面，皆給予全面性的關懷。我們並鼓勵學生參與校際與國

際的學習活動，透過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國際交換學生、出國進修、

參加研討會的計畫等，營造自己的學習經驗與環境。本系亦透過臉書宣傳各種不

同的學習管道，增加學生分享及交流不同學習活動的心得。碩博士班方面，本系

每年提供約十四個名額的 TA獎學金，和超過二十個名額的 RA獎學金，對碩博

士班同學的經濟生活助益甚大。另外，各種研討會的舉行和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

學營的主辦，也為碩博士班學生和大學部學生創造不少助學工作機會。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致力於提供教師與全體學生一個完善的研究與學習環境，然而，面對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客觀的環境，我們還是有改善的必要與空間。首先，學生的輔導

部分，各年級學生的學習狀況皆由助教、導師和授課教師進行掌握。近年來我們

發現本系些傲輔導的學生分成兩極化，少數非常聰明的學生學習成績不佳，但是

對於導師及助教的輔導並無法真心接受。另外，少部份學生有憂鬱症等心理問題，

不僅影響人際關係互動，也影響到學生的課業進度。 

其次，在學習資源方面，大學部的討論空間缺乏。本系有將近 500位大學部

學生，本系的必修課程多為討論課程，若以每組 10人來計算，每 10 名學生的討

論空間是 1坪。碩博士班的討論空間 43.92坪，每為碩博士生的討論空間平均為

2.21坪。在獎學金方面，本校雖提供給大學生各類的助學工作機會，但部分有條

件限制，且必須跟全校學生競爭這些工作機會。本系雖有 6項以社會學系為名所

設立的獎學金，但除發展基金條列的獎助項目和新生入學獎學金外，多數以清寒

的條件做為申請主要條件，多數有需要但是未達清寒標準的學生無法提供適時的

幫助。最後，碩博士班的學習活動及資源雖然多元豐富，但是碩博士班學生平均

畢業的年限過長。如何能夠讓本系碩博士生能在一定的期限內順利畢業，這也是

本系未來要繼續努力的目標。 

四、改善策略 

本校屬於教學研究型大學，理應思考各系所碩博士班學生的研究空間規劃，

另外，本校的教室應裝置更好的設備供老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使用。目前全校的教

室更新已經積極更新中，一般的授課教室電子講台、投影機及冷氣設備，提供學

生舒適的學習環境。討論室空間的部分，本系自 95 學年度大學部的學生使用空

間為 14.87 坪，97學年度增加至 50.78坪，截至 103學年度止一直維持目前的空

間數。目前學校的整體規劃中尚未有增加各系空間的可能，為讓大學部及碩博士

班的學生能夠善加利用學習空間，本系首先規劃好各必修課程的小組討論課程時

間，並向社會科學院借用 2間研討室及圖書館新規劃的討論空間等解決此問題。 

在學生輔導的方面，近年來不斷有憂鬱症及躁鬱症病徵的學生出現，但是本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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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輔導體系，因此，本系連結導師系統，在導師時間的進行中若有發現異樣

學生，本系可以透過通報系統轉介給本校輔導室進行輔導，並定期進行追蹤。最

後，碩博士班方面，碩博士生的修業時間一直是本系關注的問題。近年來為讓本

系學生能過順利畢業，首先，本系邀請系上教師在入學的新生座談會上與學生分

享如何規劃自己論文的進行，並順利畢業。其次，在修課的過程中，必修課程『論

文寫作』的安排，讓開始學生開始尋覓指導老師，並思考自己未來的論文主題，

提出一些想法後再期末的論文寫作課程研討會中發表，這對縮短學生的修業年限

是有很大的幫助。 

五、小結 

本系有完善學習輔導機制，配合學校學習預警機制，結合導師制，提供學生

學習之輔導與協助。本系也積極配合學校建構學習資源供學生學習之用。本系提

供學生學習輔導的作法非常多元，助教帶領課程的小組討論也頗受好評。在學習

資源方面，本校提供的資源完整且齊備，電子化教室陸續建設中，而本系提供的

空間、硬體，尚能讓有需求的學生充足使用。本系系學會組織完備，協助系活動

不遺餘力。本系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參加社團及提供學生各種相關課外學習活動

相關資。本系所之教師與研究生相處氣氛融洽且互動良好，指導教授除了提供研

究在學期間學習指導以外，對於研究生畢業後之生涯輔導盡心盡力。整體來說，

本系所能充分提供學生各種學習資源，包括系所空間、器材設備、輔導人力資源，

並具有完善管理機制。大學部學生課外活動豐富多元。研究所之課外活動學習包

括跨校選課、舉辦論文發表會及舉辦、參加各種演講、工作坊等，有助於研究能

力之提升。 

 



76 

 

伍、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學習成果的評估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本系在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的規劃

機制有幾個主要目的：首先，要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其次找出學生學習的缺失、

再來增進學生學習能力、最後將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供教師作為教學的參考。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本系必修科目「教師的成績評量」主要包含，期中期末考、研究報告、成果

展演、助教論課程（實習）、課堂參與等評量學生學習狀況。  

1.教師成績評量與學習成果：從教師所設計的教學評量方式所獲得的學生總

體成績可見下表。整體來說，大學部學生在『社會學』、『社會思想史』、『社會學

理論』三項科目的學習成效表現不佳。本系亦針對這三科申請本校教學亮點計畫

來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相關說明請見問題與改善。 

表 5-1 100-103上學期社會系大學部必修課程平均分數 

科目 
學年度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平均 

社會學 68.85 69.9 73.2 69.1 67.7 67.2 66.8 69.0 

社會思想史   65.8   61.95   59.18   62.3 

社會統計學 73.9 77.7 76.7 76.7 59.35 62.1 66.7 70.5 

社會學理論 65.6 77.4 71.8 69.65 59.08 67.9 63.3 67.8 

進階英文 I 73.6 77.9 71.4 73.3 73.3 71.5 71.8 73.3 

社會研究法 77.5 76.3 79.5 78.3 78.3 74.75 82.1 78.1 

進階英文 II 79 77.3 75.8 75.8 80.6 79.32 73.4 77.3 

社會組織 82.8  82.3  80.8  86.2 82.0 

社會變遷  81.3  80.2  77.37   79.6 

在碩、博士班必修學科方面，不論是碩士或博士的必修課程，碩博士生學習

成果平均成績都達 80 分以上，可見教師設計評量學生的方式和學生學習成效之

間有關聯。 

表 5-2 100-103上學期社會系碩博士班部必修課程平均分數 

科目 學年度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平均 

碩班社會學理論 82.1   85.6   80.2   80.9 82.2  

碩班論文寫作 81.1   87.8   82.4   84.3 83.9  

量化研究方法 89.4   72.7   91.8   76.7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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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學年度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平均 

博班社會學理論 88.8   84   76.4   79.2 82.1  

博班論文寫作 85.8   81   86   85.3 84.5  

質性研究方法   85.2   83.4   81   83.2  

2.教學評鑑成果資料與學習成果： 

在大學部方面，本系主要的必修可以檢劾本系所訂之核心能力，分別為：社

會學、社會思想史、社會學理論、社會統計學、社會研究方法、社會組織、社會

變遷、進階英文。這幾門課程的教學主要培養學生： 敏銳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與

觀察能力、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能力、論述與表達能力、團隊合作與

溝通能力，透過上述三個面向的評估，本系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狀況。 

表 5-3 大學部主要必修課程的核心能力與學習成效的關係表 

科目 主要核心能力 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社會學 

社會思想史

社會學理論 

敏銳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 

論述與表達能力 

1.多元成績評量 

2.教學評鑑 

3.學科以外的表現 

社會統計學

社會研究法 
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能力

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 

1.多元成績評量 

2.教學評鑑 

3.研究報告 

社會組織 敏銳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 

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 

1.多元成績評量 

2.教學評鑑 

社會變遷 敏銳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 

論述與表達能力 

1.多元成績評量 

2.教學評鑑 

進階英文 論述與表達能力 

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 

1.多元成績評量 

2.教學評鑑 

(1)社會學：在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上，透過期中期末考靈活的申論題出題

方式以及學年報告的撰寫，可以檢劾學生在『論述與表達能力』的表現，助教課

程讓學生充分的思考與表達的討論方式可以展現學生是否具備了『敏銳的社會學

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學生在社會學課程的出席率是非常高的，對於課程專業

知識以及該課程所要培育學生核心能力清楚理解，並認為敏銳的社會學想像力與

觀察能力、論述與表達能力，此兩項核心能力有 78%以上的達成度。整體來說，

從學習評量我們發現 101-103學年度期間，學生對社會學課程所教授的專業知識

理解程度沒有太大的變化。對理解核心能力的培養與課程設計之間的關聯，雖然

都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但是三個學年度的資料是有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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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社會學學習成效雷達圖 

這個教學評鑑的結果與教師的期待相距不遠。本系認為此必修課程若要更落

實邊做邊學的設想的話，必須要有更多的助教能夠和學生隨時保持對話，並瞭解

他們各自的進度。在學習狀況方面，學生的口頭報告都非常認真，經常比書面的

表現還要好，這是讓授課教師印象很深刻。其次，學生上課發問或回應的次數也

比以往要高，這是來自於授課教師的獎勵設計。以後可以把這個獎勵設計得更制

度化些。另外，助教的實施能夠掌握每位學生學習狀況，提供教師在課程教學上

的參考。 

(2)社會思想史：此課程著重訓練學生『論述及表達能力』、『敏銳的社會學

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課程的規劃也以此為主要核心： 

表 5-4 社會思想史的評量方式與核心能力關聯 

內容 評量的內容 核心能力的訓練 

筆試 評量學生社會思想史整體的理解程度 論述及表達能力 

敏銳的社會學想

像力與觀察能力 

社會思想史文獻

選讀文本研讀整

理與討論 

訓練學生側重文本寫作構思、論述脈

絡、方法策略，以及閱讀後之批判質

疑與獨立見解。 

課堂參與/助教

課課程參與 

訓練學生依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留

意章節旨趣、寫作構思、論述脈絡、

方法策略，以及批判質疑與獨立見解

並提出適當闡述三個議題或問題。 

社會思想史專書

研讀 

訓練學生應針對此著作之作者、源

起、發展脈絡，以及書中所涉及之相

關議題，詳加閱讀、蒐尋且整理資料、

闡述並批判書中內容，並鼓勵關聯至

78.73  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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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評量的內容 核心能力的訓練 

臺灣當下社會情境。 

其他學習 1. 參與通識中心構思籌辦之「人文三

缺一」或「神學沙龍」活動心得 

2. 影片賞析：影片觀賞後得撰寫「觀

後心得 

我們分析圖 5-2的學生學習成效自評雷達圖，教學方法對學習興趣的提升並不如

教師預期，這是需要檢討和改善。不過學生的出席率高，學生清楚理解該課程所

專業知識，但是對於理解課程設計與核心能力之間的關聯程度以及自認為核心能

力的提升程度均低 101-102學年度。在教師豐富的課程大綱及東海大學特色教學

亮點計畫支援，103學年度學生自我評量學習成效不彰，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修課

人數與課程助教的比例失衡。103 學年度本系修習社會思想史的總人數 196 人，

這修習人數分配於 2個班級，課程助教的人數僅為 6人，這樣懸殊的比例，教師

及助教無法顧及所有的學生，不利課程的教授與進行，學生學習成效益亦不彰。 

 

圖 5-2社會思想史學生學習成效雷達圖 

(3) 社會學理論：此課程的學習評量方式以筆試、課堂參與、助教課程參與、 

經典文獻研讀、專書評論、影片賞析心得做為主要目標。為鼓勵課程參與者對課

程內容相互討論、交換意見之學習方式，針對課程評鑑項目之「社會學理論文獻

選讀文本研讀整理與討論」（助教課課程）以及「經典著作研讀」（口試及學期論

文）兩項，課程參與者以討論小組為學習單位進行討論、研讀整理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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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社會學理論評量方式與核心能力關聯 

內容 評量的內容 核心能力的訓練 

筆試 評量學生社會學理論的理解程度 論述及表達能力 

敏銳的社會學想

像力與觀察能力 

經典文獻研讀 訓練學生側重文本寫作構思、論述脈

絡、方法策略，以及閱讀後之批判質

疑與獨立見解。 

課堂參與/助教

課課程參與 

訓練學生依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留

意章節旨趣、寫作構思、論述脈絡、

方法策略，以及批判質疑與獨立見解。 

專書評論 訓練學生應針對此著作之作者、源

起、發展脈絡，以及書中所涉及之相

關議題，詳加閱讀、蒐尋且整理資料、

闡述並批判書中內容，並鼓勵關聯至

臺灣當下社會情境。 

其他學習 1.參與專題演講活動心得 

2.影片賞析：影片觀後心得 

從圖 5-3來分析，發現學生對社會學理論課程的自我學習評量佳。101-103

學年度，學生對課程設計所要培育的核心能力和核心能力的達成度有明顯的提升。

由於社會學理論的教學方式沒有具體的功利性應用對象，因而很難提起學生的興

趣，因此，授課老師儘量不採筆試。而以「用特定理論分析具體事件」的作業要

求，旨在提供學生活用理論的機會，有助於學生以更活潑的方式理解社會學理論

之為用。 

 

圖 5-3社會學理論學生學習成效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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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會統計學：本課程著重在『熟悉統計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的訓練。

同學們可以學習如何針對問題搜集可靠的資料、熟悉如何整理與分析資料，並據

此做出合理的推論或預測、增強統計思惟能力，及加強對龐大數字／數據資料的

理解與掌握程度、培養敏銳的社會現象觀察力與經驗分析能力、體會不同社會學

次領域的研究特色、培養社會課題比較、分析、與思考能力。 

表 5-6 社會統計學評量方式與核心能力關聯 

內容 評量的內容 核心能力的訓

練 

隨堂小考 強調統計概念的連貫性，測驗學生課程內容的

理解與應用程度，訓練學生依安排之進度仔細

研讀與複習 

調查研究方法

的執行與經驗

分析能力 

團隊合作與溝

通能力 

課堂參與/助教課

課程參與 

訓練學生理解、質疑、思辨、發問、應答能力 

作業出題與解答

撰寫（學生出題，

102學年度下學

期） 

訓練學生理解與應用統計學概念的能力，透過

出題訓練，可進一步整合所學觀念，並釐清學

習盲點。亦可訓練學生小組討論、溝通、團隊

合作能力。 

助教課小考（學生

出題與閱卷，103

學年度） 

訓練學生理解與應用統計學概念的能力，透過

出題與閱卷訓練，可進一步整合所學觀念，並

釐清學習盲點。亦可訓練學生小組討論、溝

通、團隊合作能力。 

統計作業（含手算

與 SPSS題） 

訓練學生依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與複習，應用

課堂所學來解答作業題目，題目包括手算與

SPSS 分析題 

實習課 SPSS上機

考試 

訓練學生理解統計概念，與使用統計軟體

（SPSS）進行運算的能力，使學生熟悉調查

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筆試 評量學生社會統計學的理解程度 

從圖 5-4可以發現學生的核心能力有達到授課教師原本的預期，整體來說表

現得非常平穩。學生的投入程度、對課程的興趣非常高。教師的課程設計、核心

能力的培養相當成功，學生學習成效顯著。社會統計學課程學生學習成效顯著在

於「翻轉教室」理念應用。以往的經驗中，授課教師透過教學與觀察發現本系學

生有畏懼數學的心態，而且學生的基礎思考、分析與組織能力不如往年，要讓學

生明白且接受統計不是數學的思維並不容易。但是現代電腦科技非常發達，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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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瑣的統計運算可以請統計軟體幫忙，因此課程需要重新強調的一點是，統計是

一種思考方式，統計可以幫助我們整理及分析資料；且要積極鼓勵學生不要害怕

統計，要特別引導他們學習的動機與動力。在前一章亦曾提及，102-103 學年度

授課教師嘗試將「翻轉教室」理念應用於統計教學上，企圖提高學生的學習風氣

與成效，實驗成果斐然。 

 

圖 5-4社會統計學學習成效雷達圖 

    (5) 社會研究法：這門課最明確的目標和特色就是教給同學們一套做研究的

流程、一些做研究的規範、還有一次完整的做研究的經驗。本課程要求同學們利

用上述研究方法來進行具體的實證性研究，以期幫助同學們藉由操作來確實了解

研究方法的概念與優缺點、養成獨立思考與研究執行能力、與為未來研究與就業

奠定基礎。因此在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則以『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

能力』和『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作為主要的指標。   

 

圖 5-5 社會學研究法學習成效雷達圖 

從圖 5-5學生學習自評的雷達圖可以瞭解，在『調查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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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力』和『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兩核心能力達成度平均有 85分以上的水

準。整體自我學習成效的評量上也都有超過 80 分以上的水準，符合本系對社會

研究法是學用合一的課程的設計，學生在社會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的能力

的學習成效顯著。整體來說，社會研究方法的課程設計與訓練學生核心能力的搭

配，平穩的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6) 社會組織：本課程要求學生分組選擇一個特定的台灣組織，利用課程中

所討論的理論架構，分析台灣的組織，並提出研究心得。上課的方式，除了老師

授課之外，學生需要積極參與課堂討論與分組研究。每週會有一個議題或影片來

引導同學進行討論，以問題導向的方式，來理解組織。因此，本課程設計以培育

學生敏銳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及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為主。從圖 5-6學

習自評的雷達圖可以發現 103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不理想。學生理解社會組織的

專業知識，但是對於課程設計與和核心能力的連結關係，理解程度不理想，核心

能力的達成度平均 75.26。這是本系需要思考和改善的地方。 

 

圖 5-6社會組織學習成效雷達圖 

(7) 社會變遷：這門課的目的是讓同學們理解造成社會變遷的巨觀與微觀因

素為何，尤其著重於我們所處的當代台灣社會是受到哪些政治、經濟、歷史、文

化與社會體制等的型塑。101-103 學年度，本系授課教師從不同的面向討論台灣

社會這五六十年來的「社會變遷」，以培育學生敏銳的社會學想像力與觀察能力 

和論述與表達能力。從雷達圖可以發現學生學習成效顯著，課程設計與核心能力

關聯性強，核心能力達成度高，學生對課程相當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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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社會變遷學習成效雷達圖 

(8) 英文課程：本系英文課程的設計理念在於加強學生英文程度，利用英文這個

工具培養論述與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從雷達圖可以發現學生學習成

效顯著，課程設計與核心能力關聯性強，學生對課程相當有興趣，但是對於核心

能力的達成度僅為 79 分，不過仍可接受。 

 

 

 

圖 5-8進階英文學習成效雷達圖 

2.學科以外的表現： 

(1).科技部學術研究計畫：本系鼓勵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論文研究，以

增加學生學習研究的機會。科技部的獲獎記錄如下： 

表 5-7  101-103學年度本系學生獲得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一覽表 

年度 學生 
指導 

老師 
論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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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學生 
指導 

老師 
論文名稱 

101 廖偉翔 許甘霖 健康識能、醫療不確定性與風險溝通 

102 林靜怡 許甘霖 台灣青年貧窮現象探討:大專青年就業與兼職狀況 

102 林姿汎 陳正慧 
CSA 社群支持型農業在台灣的行進與經營：以台中市新

社區布拉姆田莊為個案 

102 蕭文傑 劉  正 職場新鮮人薪資差異及影響因素 

102 陳信仲 許甘霖 
醫學美容的社會生命：消費性醫療糾紛的契約法效果初

探 

103 蔡鎮謙 劉  正 教育與勞動市場的連結——TEPS與 TEPS-B的合併分析 

 (2).社會科學院論文（獎補助要點）: 為鼓勵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撰寫

學術研究報告，依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辦法訂定實施。 

表 5-8  101-103 學年度本系學生獲得社會科學院學生論文獎一覽表 

年度 學生 年級 論文名稱 

101 

陳忠岳 社會四 開學典禮－志／至於「學」 

黃駿祐 社會二 
精神病、愛、信任：《飢餓遊戲》三部曲中的情感符

碼分析 

蔡鎮謙 社會二 多元成家，誰的欲求？─以酷兒觀點檢視伴侶法草案 

林佩錦 社會三 
現代公共藝術與民眾的對話：以勤美誠品綠園道與附

近系列設計為例 

102 

伍郁炘 社會四 音樂工業是如何影響粉絲的日常生活與認同 

林育槿 社會四 
台灣土地徵收之研究—以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土地

徵收個案為例 

黃品慈 社會四 大學生使用圖書館行為之研究—以東海大學為例 

洪郁茹 社會四 東方神起粉絲的迷文化分析 

103 

陳怡心 社會四 你集點了嗎？大學生參與便利商店集點活動之研究 

馬廷雪 社會四 東海大學生之結婚想像 

李璧君 社會四 流行文化對大學生消費行為的影響-以東海大學為例 

(3).學士班學生實習或專題研究報告(參與校內、外活動競試或競賽)：本系社

會研究法必修課程內容是社會系嚴謹的課程之一，要求學生執行一年的研究計畫，

並於學期末進行論文的發表。執行計畫的過程需要從問題意識的形成、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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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撰寫、因果關係圖的建立、問卷的設計、統計分析、完成報告等主要的步驟，

規劃與執行研究計畫。本系學生歷年研究計畫請見附件 5-1。 

 (4).國際交換生/大陸交換生/陸生學術交流：國際交流也是本系學生學習成果

的重點之一。學校要爭取國際交流的機會，必須具備一定學習成果，例如學習成

績及語言能力，因此能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或交換學生，不僅是學習成效的展現，

亦能讓學生具備多元的視野及國際競爭力。101-103學年度，本系共有 17 位學生

參與交換學生計畫，平均每學年為 5位學生；另外，60位來自大陸的交換學生

至本系就讀，平均每學年 20位大陸籍學生為本系交換學生。不過在國際交換生

方面，本系還需加強。101-103交換生名單請見附件 5-2。 

(5).社會系自主學期區：本系為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特將三

門最能代表社會學系的基礎必修課程(社會學、社會思想史、社會學理論)，進行

縱向的統整與橫向的配合，讓同學們能在這一系列的課程中，得到最大的收穫；

讓老師們能透過彼此的支援與合作感受到教學相長與群體學習；並使這樣的創新

與改進能被傳承和交接，讓未來修課的同學們和教課的老師們都能受益。在過去

一年的亮點計畫實施經驗的基礎上，我們首將這三門必修課全面地檔案化與數位

化。其次，為落實學生學習，我們將為這三門課架設雲端自主學習區，將課程錄

影、剪輯、每週上網更新。第三，「社會學」、「社會思想史學」、「社會學理論」

等三門課，無疑也是最能代表社會科學博雅教育的課程之一。為提升大學部必修

此課程之學生學習意願、增進教師教學成效、改善課程、並建立制度，教學過程

中除以下將詳列的諸多創新作為之外，也將另增演講與期末報告等設計，相信能

培養學生具有思考力、批判力、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學習

的能力。 

 

圖 5-9 社會系自主學習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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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系學生參與其他活動： 

本系學生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101~103學年度由系上老師安排，帶領同學

們參觀不同的機構，也參與重要的社會事件，教導學生做為一個觀察者所需要學

習的相關細節，從中體驗學以致用的方法。最後，本系學生亦參與校內外不同比

賽，學校獲獎的狀況請見下表 5-10。 

表 5-9 101~103學年度學生校外活動一覽表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帶隊 

教師 

參與公司或參與事件 

101 

 

資本主義與當代社會 陳介玄 順德公司 

血汗工廠社會學 楊友仁 富士康事件 

土地與社會正義 陳正慧 大埔事件 

102 

質性研究方法 洪儀真 中科園區參訪 

工作社會學 王維邦 太陽花事件 

科技與台灣社會 鄭斐文 中科園區參訪 

社會變遷 黃崇憲 太陽花事件 

文化研究導論 鄭斐文 太陽花事件 

103 

異質社會學專題：釘子戶、搖

滾客、精神病 
楊友仁 

巢運 

社會學 鄭斐文 紹興社區 

藝術的社會實踐與社會創新 洪儀真 台南後壁土溝農村美術館 

農業、土地與社會正義 陳正慧 苗栗大埔圈地 

食品、消費與社會實踐 鄭斐文 彰化農場 

社會思想史 楊友仁 樂生療養院 

表 5-10 101~103學年度學生校外比賽一覽表 

學年度 姓名 校、內外比賽名稱 

101 

 

陳柏堯 2012第二屆全國大學跆拳道季軍  

吳鈞煒 
第 2屆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武鬥祭個人一分

驟死賽黑帶男子組冠軍  

社會系女子排球隊 
學生對外比賽獎勵金--101學年度女子排球新

生盃錦標賽季軍 

社會系桌球隊 
學生對外比賽獎勵金--東海大學 101學年度

桌球系際盃比賽第三名 

吳鈞煒 2013全國大社盃壘球錦標賽亞軍  

102 楊博銘 101社科院暨法律學院盃賽-男排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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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姓名 校、內外比賽名稱 

社會系壘球隊 2013東海慢速壘球新生盃亞軍 

陳伯堯 
2013全國大專跆拳道錦標賽男子黑帶 1 段 C

組季軍  

陳柏堯 
2013年全國高中暨大專院校東南盃跆拳道錦

標賽-大學男子黑帶組-第三名- 

社會系壘球隊 2014大社盃慢速壘球賽亞軍 

社會系女子籃球隊 2014全國大專院校大社盃女子籃球賽 

陳柏堯 
2014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男子黑帶一

段 B組季軍 

社會系女子排球隊 103 社科院盃女排冠軍 

社會系女子籃球隊 103 社科院盃女排亞軍 

社會系女子籃球隊 103 社科盃女籃季軍 

林育槿 東海文學獎-報導文學銅質獎（第三名） 

楊博銘 102學年度社科院盃男子排球第一名 

103 陳柏堯 全國性跆拳道比賽第三名 

社會系壘球隊 南社盃冠軍 

103 陳柏堯 跆拳道季軍 

社會系男子排球隊 排球賽聯隊冠軍 

社會系女子排球隊 東海大學系際盃冠軍 

社會系女子羽球隊 全國大專院校大社羽球盃團體組亞軍 

簡楊修 大社羽個人賽雙打新生組及個人組冠軍  

社會系女子籃球隊 社科院盃_女子籃球賽季軍 

社會系女子排球隊 社科院盃女子排球亞軍及季軍 

5-2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1.碩博士班的數量與品質方面：本系每年招收 7名博士生及 14名碩士新生。

目前有碩士生 48人、博士生 44人。本系碩士報考者來自國內各大學不同科系之

畢業生，近年來漸漸有業界的在職人士報考。博士班報考除了來自國內外不同科

系的碩士畢業生外，亦吸引非常多的在職工作者就讀，其就職的行業有國中小教

師、大學行政單位職員、銀行經理、醫生、導演、公務員、記者等不同職業的學

生。碩士班和博士班亦吸引大陸學生就讀。目前碩士班有 4大陸籍學生，博士班

有 1位。這些碩博士班的學生相當優秀，因為彼此來自不同的領域，在不同學科

的學習上可以激發出不同的火花。 

對於吸引優秀學生就讀之獎補助方面，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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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實施細則中對於甄試或是考試入學的碩士班新生，名次在前 50%的學生

會給予第一學期 3萬元的獎助。對於來台入學的陸籍碩博士班學生，除了錄取名

次前 50%給予第一學年 3萬元的補助之外，亦補助這些學生第一學期來台的經濟

艙單程的機票。 

表 5-11  101~103 碩博士班招生狀況 

學制 學年 招生名額 錄取人數 報到人數 

碩士班 

 

101 14 14 12 

102 14 14 14 

103 14 14 12 

博士班 

 

101 7 5 4 

102 6 6 6 

103 5 5 5 

2.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 

本系碩、博士班以培養優秀的社會學師資和研究人力，以及高素質的社會人

才做為主要目標。為達 此目的，本系除了秉持國際化的研究能力和教學水平來

教導學生外，也戮力透過各種教學、研究和輔導的方式，協助學生發揮潛力，建

立所長，以形成專業化的素養和就學、就業能力。 

(1).碩士生修業要求：在碩士方面，本系對於非本科入學的新生有嚴謹的課

程補修規定，全體學生可以依自己的興趣和研究領域，選修相關的課程學分。本

系選修課程皆依「理論與思想史」、「政治與經濟」、「階層與教育」、「文化與歷史」

四個領域進行課程開授。本系教師每學期也將依學生的興趣、需求和自身的研究

結果，進行選修課程的開授，以使研究帶領教學的理想在課程中充分實現。碩士

班同學可就自己的興趣選擇一個領域，進行系列的修課和最後的畢業論文撰寫。

碩士班學生論文考試亦有嚴謹的規定，訂有：社會學系碩士班修業及考試辦法、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博士班指導教授實施辦法、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流程、

碩士班學分抵免施行細則、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請見附件 5-3。

碩士班學生在必修科目的學習狀況方面： 

a.碩士班『社會學理論』：此門課程以課堂參與和口頭報告及學期報告為主要

評量學生學習的方式。學生從社會生活及它的組織方式，它如何變化，它的破壞

和重建，來瞭解社會衝突的系統知識的發展。在課程討論中，課堂參與與口頭報

告能培養學生敏銳的社會學觀察力與想像力，透過社會學的基本主題，學生取得

了一些社會學的最明顯的方法和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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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碩士班社會學理論學習成效雷達圖 

從圖 5-9主觀的判定學生對課程興趣和投入程度(出席率)都非常高，在主要核心

能力的培養上學生自我學習成效也都超過 90分以上的水平，可見本課程在設計

和規劃上有達到本系訓練學生的目標。 

b.量化研究方法和質性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為碩、博士班選修課，是

基礎統計的延伸與應用，特別要訓練學生了解統計的限制，並避免統計的誤用與

濫用。『質性研究方法』鎖定常見而重要的田野調查法與深入訪談法這兩項研究

法進行實習，也特別著重質性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等關鍵技巧的研習。這兩門課程

比較屬於實際實作課程，因此本系以此做為訓練學生『社會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

驗分析能力』 的主力課程。本課程主要的評量方式：課堂參與、學期報告及實

習作業與每週基本文獻的 memo。此評量方式可以訓練學生掌握文獻重點並且瞭

解如何進行文獻回顧，以關連到自己的研究。每個質性研究方法單元的實習更為

重要，讓學生實質操練方法論技巧，並檢討如何改進，從實作當中學習，讓學生

印象深刻並懂得抽象的方法理論實際的運用方式。 

 

圖 5-11 質性與量化課程學生學習成效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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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5-10雷達圖可以得知學生在研究方法的執行與經驗分析的能力有達到授課

教師預期的結果，內圈與外圈分別為量化研究方法和質性研究方法的評量結果。

學生對於課程有濃厚的興趣，投入度相當高，學生平日撰寫文獻 memo除了需進

行摘要以外，也需針對文獻加以評析、導讀，從中可看出學生的表現。此外，課

程針對每一單元都設計實習作業，可看出學生對於理論吸收及運用的狀況。最後

的期末報告，學生需撰寫出一份質性研究計畫並呈現初步成果，並且上台進行口

頭報告以驗收本堂課成效的總結表現。學生自我核心能力的提升度也相當高。 

(2)博士班學生修業要求： 

在博士班方面，本系對於非本科入學的博士班新生亦有嚴謹的課程補修規定，

且本系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具備第 2外語能力，及必須在具審查制度的期刊或研討

會發表論文。博士班學生必須修習兩個領域的課程，以具備學科考需要的應試能

力。在修課規定上，前述四大領域中，博士班學生可按自己的需要，進行獨立研

究課程的安排和選修，以完備學位論文需要的識見。博士班的修業辦法嚴謹，訂

有：博士生課程補修審查作業流程、社會學系博士班修業及考試辦法、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碩博士班 指導教授實施辦法、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獨立研究」

課程施行辦法、社會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博士班研究生

申請學位考試流程等規定，請見附件 5-4。博士班學生必修科目的學習狀況： 

(a).『社會學理論』：透過一個有效的理論發展，能深入掌握自身時代的脈動

以及結構的能力，是本課程所強調的學習目的。透過課堂參與和口頭報告及學期

報告的評量，我們可以從圖 5-11發現學生學習成效顯著。在核心能力的訓練上

都能達到本系的要求。學生學期報告成績所顯現出的分布狀況與學生學習成效也

大致吻合，符合本系訓練學生目標。 

 

圖 5-12 博士班社會學理論學生學習成效雷達圖 

 (b)『論文寫作』、『論文寫作(II)』：這門課的主要目標是訓練同學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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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構思、寫作、及執行能力，我們特別強調「研究問題的提出」、「發展有力回

答提問的研究架構」及「規劃建立可行的研究設計」這些面向。希望透過這些訓

練，幫助同學練就一些論文寫作的基本功夫。 

表 5-12 論文寫作評量方式與核心能力 

架構 內容與評量 指向的核心能力 

文本討論 1.閱讀該週指定文本，繳

交 comment paper or 

issue memo)  

2.準備 2~4 個問題(須註

明出處，以供課堂討論) 

論述與表達能力 

批判與溝通能力 

教學與獨立研究能力 

 

口頭報告相互討論 1.當週閱讀材料提出的

相關問題並討論 

2.討論同學們在寫作過

程中的困惑或盲(茫)點 

 研究計劃討論工作坊 1.討論進行中的 proposal 

writing，分享寫作經驗  

2.閱讀評論其他同學的

初稿，提出 constructive 

comments 

撰寫「研究日誌」

(research diary) 

養成寫筆記或日誌的習

慣 

從學生的學習自評結果，此課程的設計和規劃，是相當成功的。在碩士班的訓練

上，學生自評課程的設計和進行方式使學生核心能力反映系上的教育目標，整體

來說學生投入高，興趣強，核心能力也達 90分以上。 

 

圖 5-13 碩博士班論文寫作學習成效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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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未開授的課程，學生可以以外修的方式申請在他系或他校進行修課，並

依照學校的法規承認申請修課的學分。另外，碩博士班合開的課程，授課教師可

以針對博士生的訓練需要，給予額外的閱讀和功課要求，以強化博士生的學識能

力和訓練。 

(3).碩、博士班學生於校內、外發表論文及期刊論文： 

除了上述的規劃外，本系也鼓勵研究生與老師在國內外知名刊物共同發表論

文，或獨立發表論文，以形成自己的議論空間和議論能力。為了增加研究生的討

論氣氛，本系每學年將補助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跨校專題研討會的經費，次數至少

兩次。另外，每學期並有博士班學生論文發表會的安排，以增加學生之間對話的

機會。碩士班學生可與博士班和大學部同學合辦讀書會，經費由系上定額補助 以

形成教學相長的效果。 

本系博士班學生表現優異，多位獲得獎學金的補助，順利完成博士學位，這

對本系培育博士生能力是一種肯定。本系博士生獲得獎助者如下： 

1. 施聖文獲 101 年度獎勵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

論文申請獲獎。 

2. 李晏佐獲 101 學年度國科會三明治計畫至德國進修。 

3. 黃靖嵐獲 101 學年度國科會千里馬計畫至日本學習。 

4. 黃靖嵐獲 103 年度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

計畫」碩博士獎助培育獎 

為了拓展研究生的識見和學術能力，本系鼓勵研究生在修業期間，以教育部、科

技部或其他民間機構的經費，以及本系的贊助，出國進行短期研究或參加會議。

博士生獲得補助出國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如表 5-12。 

表 5-13 博士生獲得補助出國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情形 

年度 學生姓名 參與會議 地點 補助單位 

101 薛珍華 
ISSR Rethinking Community, Religious 

Continuities and Mutations in Late 

Modernity 

芬蘭 朝陽科大 

102 薛珍華 West East Institute Academic Conference 土耳其 東海大學 

103 黃靖嵐 
Postgraduate Forum of Medical History 

for East Asia 
韓國 科技部 

103 徐瑋瑩 2014 世界舞蹈聯盟高峰會議 法國 科技部 

與此同時，本系也鼓勵研究生與老師在國內外知名刊物共同發表論文，或獨立發

表論文，以形成自己的議論空間和能力。101-103 學年度本系共有 5 位博士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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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篇期刊論文。另外，本系鼓勵碩士生和博士生參與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01-103學年度的發表結果請見下表： 

表 5-14  博士生期刊論文發表一覽表 

年

度 

學

期 

學生 

姓名 
文章名稱 

101 1 洪士峰 
2012 ＜以物為信：台灣質當品的歷史變遷及其社會意涵，1945-2010

＞，＜＜庶民文化研究＞＞， 第 6期 2012 年 09月，頁 30-75。 

101 2 
薛珍華 

（第二作者） 

2013＜大學學科制度專門化與職業化的批判分析：知識社會學與批判教育學

的視角＞，＜＜教育與社會研究＞＞，第 26期 2013年 6月 1日。 

101 2 洪士峰 
2013 ＜合法、合理化非法與非法：1945-2010 年間台灣典當交易的
發展系譜＞，＜＜台灣社會學刊＞＞， 第 52期 2013年 06 月。 

101 2 薛珍華 

2013 ＜大學學科制度專門化與職業化的批判分析：知識社會學與批
判社會學的視角＞，＜＜教育與社會研究＞＞，第 26期 2013 年 06

月，頁 83-129。 

102 1 張家佳 
從電影《One,  Two,  Three》看馬克思的人文關懷 (補期刊名
稱 )  

103 1 
方楨璋 

陳介玄 

＜從 Simmel的貨幣哲學管窺臺灣地下經濟＞—以台北市大稻埕地區
為例，＜＜閩南文化研究＞＞，20期。 

103 2 李彥佐 酒神式的後現代：論哈伯瑪斯對尼彩的後現代定位 

表 5-15  博士生研討會論文發表一覽表 

年度 姓名 會議名稱 發表論文 

101 薛珍華 2012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Wisdom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Old 

Testament – Taking Mayer A. Rothschild as an 

Example 

101 
巫麗雪 

蔡瑞明 
2012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穿梭於父母與自我之間：家庭背景、擇偶方式與
教育婚配模式 

101 
洪士峰 

蔡瑞明 
2012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工作如何影響生活？台灣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滿意
之關連 

101 黃昱珽 2012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台灣民族主義與民主鞏固的衝突：民主化「悖論」
的延續與消解 

101 
何明修 

黃俊豪 
2012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第二次政黨輪替後的社會運動復甦：政治機會結
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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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會議名稱 發表論文 

101 林淳華 2012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跨時空的高接梨社群創新之比較 

101 林金博 2012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臺灣中小型家族企業的經營與傳承：文獻回顧與
問題探索 

101 刁曼蓬 
第七屆「金融、技術與社
會」學術研討會 

美援的運用－菁英治理、文官制度之建立 

102 張麗娜 
2014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作品社會學如何可能 

從席德進繪畫作品試論東西方藝術現代化境象 

102 盧韋理 
2014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作品社會學如何可能 

雙溪匯流：郭芝苑其人其作的個體性與社會性 

102 馬詩晴 
2014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作品社會學如何可能 

劇場藝術社會學方法論分析——論劇場內特殊社
會交流 

102 徐瑋瑩 
2014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作品社會學如何可能 

舞蹈創作、歷史與社會：舞蹈作品如何可能？以
雲門舞集的《九歌》為例 

102 曹敏吉 
2014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作品社會學如何可能 

從陳其寬的水墨畫作品〈少則得〉談少數溝通 

102 張家佳 2014 年文化研究年會 
誰是客家人？論客家政策對客家族群的再分配與

承認 

102 張家佳 
第十四屆文化山海觀文化
資產學術研討會 

從電影《陣頭》看在地文化的藝術形式與價值 

102 薛珍華 
第八屆「金融、技術與社
會」學術研討會 

First Exploration of Rationality in Rating Agencies 

─the Case Study of Bond 

102 刁曼蓬 
第八屆「金融、技術與社
會」學術研討會 

中央銀行制度與臺灣金融社會之建立 

102 陳季微 
第八屆「金融、技術與社
會」學術研討會 

國際金融化的路徑探討 ──1980年代的日本境
外債券市場對中國的啟示 

102 林淳華 2013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災後的團結經濟：以東勢高接梨認養班和 

印尼雨林咖啡為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4sociologyofar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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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會議名稱 發表論文 

102 江聖哲 2013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信用發展的結構及系統：以台商融資為例 

(1994-2008) 

103 黃靖嵐 2014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產肉報國:明治日本屠宰業的 

發展考察 

103 蔡金鼎 2014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Double Binds:社會工作者經濟、勞動與情感的三重

困境 

103 江聖哲 2014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產業金融化： 

以台商發行歐洲美元債券為例 

103 曹敏吉 
2015藝術與社會理論研討
會 

藝術的物化與化物:從 Simmel 觀點談藝術作品
的社會學如何可能 

103 黃靖嵐 

Postgraduate Forum of 

Medical History for East 

Asia 

the Concept of Health in Meiji Japan: From Care to 

Hygiene in the Case of Meat-eating 

表 5-16  碩士生期刊論文發表一覽表 

年度 學期 姓名 文章名稱 

102 1 陳遵宇 
陳遵宇， 2013，〈台灣愛滋防治政策中的生命政治〉。《文

化研究雙月報》 140： 2-21。  

表 5-17  碩士生研討會論文發表一覽表 

年度 姓名 會議名稱 發表論文 

101 陳韋翰 
公共性危機：2013年文化
研究年會 

沖繩戰爭創傷與日本右翼國族主義 

101 
汪冠州 

黃嵩立  
2012台灣社會學年會 台灣菸害論述的社會建構過程 

101 莊冠群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二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政治社會的生成與鞏固：民進黨的 1990 年代 

101 鄧玉珊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二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台灣反菸論述發展契機 

101 許易詮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二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求其生而不可得：一個觀看死刑問題的角度 

102 陳遵宇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三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受責難的性──愛滋、情慾與親密關係 



97 

 

年度 姓名 會議名稱 發表論文 

102 葉守禮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三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國家、治理與現代性：台灣歷史中的武器治理 

102 林培涵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三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在地知識與社會正義：以修復式司法為案例 

103 陳浩乾 2014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利用還是抑制?在地社會的金融實作和國家治
理:浙江省寧海縣標勢--以 2009 年台積電裁員-

會的案例 

 

103 陳遵宇 2014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Be Positive：愛滋、情慾與親密關係 

103 許瑞員 2014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自辦重劃制度與抗爭運動:以台中整體開發區為
例 

 

103 
周睿超 

趙彥寧 
2014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在群島中行駛——河南出租車駕駛員在沿海城

市的流動 

103 楊儒晟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三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論消費性醫療中『醫療倫理』的可能與限制 

103 廖庭輝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三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臺灣社運佔領劇碼之興起與正當化過程 

103 謝慧恩 

浪遊東海 水木清華：第三

屆社會學研究生思辨討論

會 

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建置民族誌 

103 陳忠岳 
2015首爾國際社會科學與
管理學術研討會 

網路人肉搜索的正義性 

 

(4).碩、博士班學生曾擔任課程助教 

為了完備碩、博士班研究生的教學能力訓練，本系除了於每學期開學初 舉

行 TA講習會外，也設立優秀教學助理獎，鼓勵和肯定優秀助教的努力。另外，

本系也設立獨立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獎，每兩年進行評選頒獎，以鼓勵學生撰寫優

秀傑出的論文。最後，博士班三年級 以上(含)學生，可以申請擔任兼任講師，

教授大學部課程，豐富教學經驗。101-103學年度碩博士生擔任課程助教列表請

見附件 5-5。 

(5).其他學習成效：本系碩博士班的學生來源非常廣泛，已經不侷限於社會

學系本科生 

(6).碩、博士班學生畢業後生涯發展(含升學與就業) 

在畢業生升學與就業之表現方面，本系自 1956 年設立以來共培育了 69 位博

士，319 位碩士，和超過 5000 名的學士畢業生，其就業狀況普遍良好，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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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畢業生分別從事社會學相關學術研究及擔任公、私部門要職，大學部學生大部

分進入各行各業工作。以下就碩博士班畢業生狀況說明如下表。在博士班畢業生

的就業方面，根據表 5-17，在 100~102學年度期間，本系博士班共有 11 位博士

生獲得博士學位，有 5人在大學院校擔任教職，6人分別在業界任職，就業率幾

乎達百分之百。 

表 5-18  100-102博士生畢業狀況 

畢業年度 姓名 就業單位/就職學校 

100 

劉鎮評 聯邦銀行資深經理 

李翠蓮 善化高中專任教師 

戴盛柏 逢甲大學研究員 

巫麗雪 東海大學 GREEnS 計畫研究員 

黃宏昭 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01 

洪士峰 中台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林宛蓉 左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計畫部副理 

施聖文 暨南大學原鄉發展學士專班專案助理教授 

102 

黃昱珽 東海大學專案研究員 

徐瑋瑩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兼任助理教授 

刁曼蓬 
天下雜誌資深記者退休、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

理教授 

碩士班 100~102 學年度的畢業生，畢業後動向的詳細調查資料如表 5-18，

顯示本系畢業生除了服役的男性學生之外，大部分碩士班畢業生都可以很快進入

勞動市場就業，工作的職位主要非常的多元。這幾年國內就業市場受到金融風暴

的影響，對於碩士班的就業，影響並不大，多少透露出本系碩博士班就業上的優

越競爭力。總之，碩士班的表現大致上都可以在畢業後不久就職或繼續深造（含

留學）博士學位。 

表 5-19  100-103上學期 碩士生畢業狀況 

畢業年度 姓名 就業單位/就職學校 

100 

黃欣宜 從商 

林明儀 從商 

郭佳容 中國時報記者 

王冠婷 商業 

許易銓 考試 

莊冠群 國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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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年度 姓名 就業單位/就職學校 

陳韋翰 商業 

徐魁甲 中學老師 

林秀一 家庭主婦 

吳靜芬 商業 

施嵩淵 台大城鄉所博士班就學中/保險業 

101 

殷志偉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博士班 

陳季微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 

王姍喬 新光保險專員 

黃柏翰 「教育人雜誌」記者 

郭豐碩 國民黨青年團專員 

徐志維 東海大學企管系碩士班（修習教育學分） 

張芳維 友達光電人力資源 

102 

張湘佩 台中市政府 

柯威丞 服役 

沈雅如 精中（上海）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活動企劃專員 

李宛真 待業中 

103  

王韻婷 九德大愛護理之家 

簡伯宏 服役 

楊文慈 左右國際有限公司專員 

許瑞員 服役 

楊嘉恩 待業中 

張守仁 南崁 Toyota營業中心  

戴俊傑 服役 

林佳燕 東海大學社科院東亞中心專任助理 

陳遵宇 高雄新時代百貨公司 

陳浩乾 中國上海 

葉守禮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 

楊儒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 

鄧玉珊 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陳續升 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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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年度 姓名 就業單位/就職學校 

謝慧恩 待業中 

 

二、特色 

    整體來說，本系依據校、院層級之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設定本系之核

心能力之基本素養，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規劃、設計及執行，本系對課程規劃

與開設，有明確能達成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闡述，並建立評核學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力之機制與運作。基本上本系依必修課程的修習評量，以及教學意見

調查和學習以外的活動做為核心能力追蹤檢核機制。本系依據三個面向進行學生

的學習成效評估：由教師面出發的「教師的成績評量成果」、由學生主觀面呈現

的「教學評鑑」、其他客觀的評量如「學科以外的表現」等三個面向評估學生的

學習狀況。 

大學部以七科必修課程成績分析學生的學習成效和核心能力的關係。這七個

必修科目中學生參與的教學評鑑結果，可做為核心能力與學習成效關聯性的檢劾

標準，最後再以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種類和成果來做為學生學習成效的說明。這

三個方式的連結在於，本系的必修課程有著訓練學生核心能力的不同設計，教師

課程評量的方式也是依據這些基礎，透過成績分布狀況來展現成效，我們不僅可

以看到學生透過課程的訓練過程達到了什麼樣的標準外，亦可由教學評量回饋機

制來分析學生自己認為在課程中所達到的核心能力是什麼，兩造相互比較的條件

下來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的達成度。當然，教學計畫反映出的是制式性的學生學習

成效；本系認為學生學習成效應與學生之學術技能、多元學習活動參與狀況等方

面相關，因此必須從上述三個層級蒐集資料以反映出學生學習成效狀況。學科以

外的活動表現，本系以科技部大專生研究案、社會科學院學生學術論文、社會研

究法實習報告等作為評量標準。 

碩博士班學習成效的檢劾方式亦著重學生成績。除了教學評量中呈現與核心

能力的關係是本系著重的基礎外，碩士班學生多元的學術參與活動也是本系評量

學生學習成效最主要的面向，博士班學生不僅以學術表現外，更以畢業後擔任教

職的狀況最為學生學習成效的標準。為增加碩博士班學生的學術活動，本系每年

由發展基金中提撥四十至五十萬元，補助並鼓勵碩博士班學生的研習活動與表現

獎助。就私立大學單獨系所的財務而言，應該算是少有的舉動。這些補助包括提

供論文獎學金、TA獎學金、小額論文研究獎助金、出國進修、出國開會，及各

類的學術交流活動舉辦。另外，本系博士班三年級以上學生，均可申請擔任課程

兼任講師，教授大學部課程，以豐富自己的教學經驗，學習如何教書，如何鼓勵

學生的學習，培養就業的條件。最後，本系碩博士班學生畢業後升學或就業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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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的，透露出本系碩博士班就業上的優越競爭力。 

 

 

三、問題與困難 

整體來說，本系並非以就業為導向的系所，因此在評估學生學習成效方面，

採取較為傳統式的評量方式。首先，從現況描述中，我們發現大學部的『社會學』、

『社會思想史』、『社會學理論』三門課程平均的學習總成績偏低。在學生自我學

習評量的雷達圖更發現，學生對於『社會學』和『社會思想史』課程核心的力的

培養和核心能力的達成度上都偏低。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量的地方。 

其次，教師的成績評量來自於教師多元化教學方式，除了自編的講義與相關

的課程資料提供外，每門核心課程都有課程助教帶領討論，但是這樣的教學與評

量方式，大大加重了授課教師與助教的工作負擔。例如，社會統計學的『翻轉教

室』教學方式，原本每一章只要出一份作業即可，但是現在每一章兩個班級共有

四份作業要校對，雖然學生只要繳交其中一份解答，但是助教們必須分開批閱與

登記成績，成績結算時又要注意到標準化等的問題，其中增加的行政成本與時間

心力實不足以為外人道。此外，103學年度『社會思想史』修習人數暴增 196 人，

遠大過於原兩班 120人的負荷。因此只要班級人數過大，課程助教人數過少，本

系教師各項課程的教學設計顯然受阻，不利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學生學習成

效將會表現不佳。 

大學生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如預期是另一個隱憂。大學生參與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意願下降問題，本系已透過老師們的協助與鼓勵，提振學生的信心與申請動

機。圖 5-13和圖 5-14 清楚顯示這個變化，與本系和相關系所的比較結果。在未

來的時間，本系將持續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此項計畫的申請。 

表 5-20  社會學相關學系學生通過科技部論文獎助一覽表 

學校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合計 平均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2 5 3 10 3.3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0 2 1 3 1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 4 1 6 2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1 0 1 2 0.7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1 4 4 9 3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1 2 1 4 1.3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0 0 0 0 0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1 0 0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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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歷年本系通過科技部大專生論文研究平均統計圖 

(資料來源科技部網站) 

 

圖 5-15  歷年各大學通過科技部大專生論文研究申請件平均統計圖（資料來源科技部網站） 

最後，本系鼓勵博士生發表論文，但由歷年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碩博士學

生在研討會發表文章的數目，和期刊論文的出版，均有減少的趨勢，這是本系應

該警覺並鼓勵學生努力之處。本系碩博士生參與許多研討會，發表論文，但參與

國際性研討會的數目略顯不足。本系發展基金將持續提供博士生出國開會的補助，

系上同仁也會收集各種獎助資訊，增加碩博士生出國參加會議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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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碩博士生期刊論文發表次數 

 

圖 5-17 碩博士生研討會論文發表次數 

 四、改善策略 

針對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的部分來說，本系學生在『社

會學』、『社會思想史』及『社會學理論』專業學科成績評量偏低，本系除了在討

論此三門課程的成績評量方式的妥適性外，為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本系申請本

校教學亮點計畫的經費補助，針對這三門核心課程，提出『社會系基礎核心課程

創新教學改進計畫』，以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學習成效，也將此三門最能代

表社會學系的基礎必修課程，進行縱向的統整與橫向的配合，提升大學部必修此

課程之學生學習意願、增進教師教學成效、改善課程、並建立制度，教學過程中

除以下將詳列的諸多創新作為之外，也將另增演講與期末報告等設計，相信能培

養學生具有思考力、批判力、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學習的

能力。 

整體來說，101-103 學年度，學生在『社會學』、『社會思想史』課程自我學

習成效評量是有差異，特別是在 103學年度有偏低的現象。我們發現問題在於這

兩門課程的修習人數偏高，103社會人學成修習人數 142人，社會思想史 1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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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太多，不利於教學。不過，我們再進一步分析，學生在 103學年度上下

學期的課程中到底學習到了些什麼？。本系從課程助教的教學回饋單中統計出以

下數據。從圖 5-18可以發現在特色教學亮點計畫的實行，強化學生了綜合分析

思考與論述表達能力，學生逐漸有能力提出清晰、細緻、可進行討論的問題。特

別是《社會學》與《社會思想史》的合作，舉辦多場戶外教學和工作坊，結合了

西方思想史縱深與台灣現實社會課題，大大啟發學生的社會學想像，在大一的時

候就讓學生能夠掌握不同的知識範疇，可說「打通社會學任督二脈」，建立起下

階段學習的堅實基礎。社會學課程的學生在本系所欲培養的核心能力：敏銳的社

會學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及論述與表達能力等，因為教學亮點計畫的執行而顯著

的提升，學生學習到如何以社會學的角度觀察、表達和思考。 

 

圖 5-18 社會學教學亮點計畫課程核心能力變化長條圖 

 

圖 5-19 社會思想史教學亮點計畫學生學習成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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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思想史課程於 103學年度開始加入教學亮點計畫，從圖 5-19 收集的資

料顯示，學生經過 103 學年度上學期社會學課程的訓練後，學生在下學期社會

思想史課程有很好的表現，在思考、觀察、表達等社會學最基礎的思維，都有

顯著的進步。103 學年度上學期和 103 學年度下學期的社會學理論課程，學習到

如何透過理論來進行思考和評論，亦能對不同理論家的提出自己的觀點。整體

來說，社會系核心基礎課程改進計畫對學生核心能力的訓練有顯著的成效，亦

明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其他特色教學亮點計畫請見佐證資料。 

 

圖 5-20 教學亮點計畫社會學理論課程核心能力變化長條圖 

針對修課人數過多及課程助教人數不足的問題，本系嘗試利用本校的大班教學助

教資源、Tutor 系統和本系社會系發展基金的款項，依課程人數多寡再行調整安

排課程助教人數，以解決課程助教人數不足的問題。 

其次，大學生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意願下降問題，本系已透過老師們的

協助與鼓勵，提振學生的信心與申請動機。與本系和相關系所的比較結果，圖

5-14 和圖 5-15 清楚顯示這個變化。在未來的時間，本系將持續鼓勵大學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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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整體來說，本系學生學習成效良好。大學部方面，教師能充分利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形，設計適當之學習作業，且有明確之學習標準；同時，

提供學生必要之課外學習指導或諮詢，並能根據學生之個別差異和學習回饋意見，

提供適當教材，增加學生之學習廣度與深度，使學生均有良好之成績表現。學生

學習成效不佳的課程，本系亦透過教學亮點計畫的支持來改進，學生亦有兩好的

學習成效。課程助教不足的問題，本系也透過不同的方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雖

然，學生學習成效雷達圖展現本系在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上有達到預訂的目標，

不過，學生在申請科技部的研究計畫積極度是本系需要注意的部分。 

在碩博士班方面，本系的教學設計符合培養碩博士班學生能力的規劃，透過

學習成效雷達圖可以清楚顯示，另外具有博士學位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合宜，能

有充分時間指導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及參與學術活動。碩博士班學生學習成效需

要加強的部分在於期刊論文的發表及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的短缺，這是未來在調整

及修正碩博士生訓練的規劃中需要注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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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涯追蹤 

 

一、現況描述 

本系曾於 89學年度進行大規模的系友訪查，確定系友的工作狀況和聯絡方

式。92 學年度，本系舉辦碩博士畢業生返校座談會，其中博士畢業生除了讚揚

本系博士班訓練的優異，也建議加強外語教學的重要性，本系決議規範博士生畢

業時的外語水準，希望本系的博士具有國際交流的基本能力。95 學年度進行的

募款與系友資料調查，共寄出四千餘份信函，希望蒐集更詳細的系友就業資料與

個人表現結果。98學年度本系對 95、96、97 三個學年度的畢業生進行職業的調

查。100學年度開始透過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追蹤畢業生的資訊，分析本

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及職業分布。 

另外本系也透過社會學系的網站架設系友資訊欄，讓系友透過網頁與母系保

持聯繫，提供就業訊息與機會。99學年度本系籌備成立系友大會，經過第 34屆

系友劉美華及黃金麟老師的幫忙，系友會正式於 100 年 5 月 29 日成立，理事長

由 19 屆畢業系友王振寰老師擔任。當年度系友亦籌備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集

結系友的力量募款，直至 103 學年度已有 1,012,590 元。這筆款項除可用於系務

的發展外，亦每年給予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共 6名的清寒獎助學金。系友會成立相

關的資料請見附件 6-1。 

6-1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應屆畢業生輔導就職的準備情

形？  

在大學部方面，本系根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畢業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在執行

方面，本系課程設計落實核心能力與其對應之，並透過畢業生表現與其他學系外

活動具體成效來展現。最後，本系會綜合檢核學生學習成效之問題，並進行改善。

因此，本系建構以下機制做為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的評估機制。首先透過學生對

老師的教學評量來檢視自我核心能力的達成狀況。最後，透過學習以外的活動來

評量自己的能力。請見第五章學習成效說明。 

本系透過本校就友室的應屆畢業生及畢業後一年學生問卷追蹤資料，作為分

析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1。從 100~102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資料

可以得知，應屆畢業生對本系的課程安排及教授的授課是滿意程度都高達 93.8%

及 95.9%。大學部畢業生畢業一年內有 72%的學生找到工作、12%的學生繼續升

學、其餘的學生分別是服役和待業中，或正準備參加公職考試。這些畢業生對在

畢業後的工作經驗中認為在學時的專業必修科目是非常重要為 58.2%，且認為對

                                                 
1
 100-102 應屆畢業生有效問卷份數為 369 份。畢業後一年學生問卷追蹤資料以 100-101 學年度

為主，有效問卷 121 份。102 學年度畢業在本評鑑定稿前統計之資料不足，不列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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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生活、事業與工作是重要的為 78.2%。透過問卷分析畢業生學習成效上，

我們不僅重視他們核心能力的培養，另一方面，我們亦從畢業生在畢業後的工作

經驗中檢視在學時期的課程對他們的學習需求、對自我專業能力的培養，以及課

程訓練是否可以發展職業生涯規劃的需求作為相關的評估指標。從問卷的分析結

果顯示，本系畢業生的學習成效是顯著的。87.2%的學生滿意學習需求的課程安

排，這說明學生肯定依核心能力所做的課程設計及評量。另外，70.5%的畢業生

認為本系課程對他們自我的專業能力訓練是有幫助的，超過一半以上的畢業生認

為本系的課程訓練足以發展個人的生涯規劃。問卷請見附件 6-2。 

整體而言，本系並非實務訓練性質的學系，著重的是宏觀視野與基礎學識的

訓練，為了學生的就業方便，也特別著重語言能力的訓練與學程課程的提供。因

為基礎能力和人格教育的養成成功，即使在沒有明顯的教育與勞動市場連結的情

況下，本系畢業生無論從事何種職位，都能運用所學，汲取新知並把握社會脈動，

達到出類拔萃的地步。 

在應屆畢業生的輔導就職方面，本系與系友會於社會組織的課程上合作規劃，

依課程的進度安排職涯合一的講座，透過系友不同的工作經驗，給予本系學生職

涯發展的概念。另外，透過與本校就業輔導與校友聯絡室的合作，從職涯興趣量

表、團體職涯諮詢、個別諮詢服務讓同學找到自己興趣和就業之間關連，幫助同

學了解個人的特質，也讓同學理解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依本身興趣尋求適合的職

涯規劃與發展之路，幫同學找到自己生涯發展的方向。此外，本系亦配合本校就

友室的職涯講座，透過相關的講座，例如企業雇主說明會、或職場實戰講座等，

增進同學對於就業市場的趨勢了解，並提供就業時的相關建議，除了專業的基本

能力外，將請演講者為同學說明職場所需要的能力，及更多不同產業的工作內容，

講座中並分享自身創業經驗，加上多年來於環境中累積之社會知識，提供同學不

同面向的思考，期許同學在環境中能夠順利就業，創造自身的獨特性，提升就業

之價值。101-103本校舉辦之職涯訓練請見附件 4-16。  

在研究所方面的評估機制與大學部相同。本系根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畢業應

具備之核心能力，並由課程設計落實核心能力，並透過學生學術表現與其他學系

外活動具體成效來展現。與大學部不同的地方，本系對於碩博畢業生的學習成效

評估的機制，除了學業成績之外，碩博士班學生學術研究成果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評量指標。本系培育碩、博士班的人才是以國際研究水平和專業訓練為首要考量，

養成社會學研究的專業人才，培育本地的社會學師資和研究人力，開創本土社會

學研究需要的新觀點和新思惟，做為主要目標，因此學術研究能力是非常重要。

從第五章的學生學生學習成效中，可以清楚本系碩士班學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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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碩士班 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有 50%進入職場工作，19%的學生繼續升

學，19%的畢業生服役中，其餘 24%有不同的安排。碩士班畢業生有 85.8%認為

在學時專業主科科目是非常重要，且有 66.7%的碩士生認為系所專業主科課程對

目前的生活、事業和工作很重要。從問卷的分析結果顯示，本系碩士班畢業生的

學習成效是顯著的。100%的學生滿意學習需求的課程安排，這說明學生肯定依

核心能力所做的課程設計及評量。另外，66.6%的畢業生認為本系課程對他們自

我的專業能力訓練是有幫助的，66.7%的碩士畢業生認為本系的課程訓練足以發

展個人的生涯規劃。2碩博士班問卷同大學部問卷。 

綜合上述的資料分析，本系畢業生大多能順利就業或升學。我們可以看出一

個趨勢，越高學位者，就業的機會越好，取得的職位也越好。博士班畢業生的表

現更是亮麗，這對私立大學的本土博士而言，是相當重大的肯定，也顯示本系在

訓練博士的努力，以及課程規劃上的用心。碩士班紮實的專業訓練，顯然也達到

提升學生能力、以及就業機會的效果。在學士的養成方面，雖然表現也不差，但

是就業方面還有強化的空間。本系近年來已經對此問題，做了不少討論與探討，

希望能透過課程與學程的規劃，加強大學部畢業生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 

6-2系所與畢業生縱向及橫向聯繫情況，以及結合系友會提供系所教學資源實作

性課程、及相關改善建議的情形？  

在系所與畢業生之互動情形方面，為傳承畢業校友的經驗，本所除了持續與

系友保持聯繫外，並透過舉辦相關活動，例如新生座談、社會週、就業講座等活

動，邀請畢業系友（繼續深造或職場工作者）回到本系分享升學、職場中的心得

與感想，以提升本系與畢業生之間的互動。99學年度本系籌備成立系友大會，

經過第34屆系友劉美華及黃金麟老師的幫忙，系友會正式100年5月29日成立，

理事長由 19屆畢業系友王振寰老師擔任，系友會堂堂邁入第三年，目前由亦思

科技總經理邱媛美女士擔任系友會會長。 

「企業與社會」學程為本系重點課程之一，本學程以全球化下的企業與社會

的關係做為課程方向，提供學生一個跨越學科，但又有社會學特質的學習。除了

宏觀的視野和分析能力培養外，實務知識的探討也是本學程涵蓋的範圍。我們希

望透過這些課程，提供學生更好的就學與就業能力。為了強化從學校到工作的連

結，本系近幾年編列預算，提供學生實地參訪的經費，讓學生有機會與勞動市場

多做接觸。同時，我們也邀請畢業系友從學術的角度、系友在社會系所學得的專

業能力，以及實際市場需求的觀點出發，為本系學生提供專業的建議。但是，因

為實作性課程不足，導致本課程的安排無法為學生提供實質上的幫助，因此 100

學年度開始由陳介玄老師、楊友仁老師、許甘霖老師開始籌劃學生的實作課程，

                                                 
2
 碩士班畢業一年追蹤有效樣本為 13 份。 



110 

 

提整學程的核心能力與核心課程，增加了實作性課程四門：『企業個案與組織參

訪』、『企業與社會名著選讀』、『永續發展與企業傳承』、『企業管理與社會學實作』，

朝向跨領域的整合訓練作為改進企業與社會學程的努力方向。陳介玄老師亦於系

友大會提案，請系友支援實作性的課程教授。系友秘書長陳芬如小姐及副秘書長

劉美華小姐與本系陳介玄老師、楊友仁老師、許甘霖老師規劃『企業管理與社會

學實作』授課教師人選，邀請了鄭浩竹、徐文彥、朱義恆三位系友為授課老師與

許甘霖老師搭配教授社會變遷課程。102學年度，許甘霖老師再次與系友會聯繫，

邀請邱媛美會長與社會組織課程合作，以社會學系畢業系友的經驗，在社會組織

課程提供職涯合一的講座，提供畢業生未來職涯發展的相關方向。結合系友會提

供系所教學資源實作性課程。最後，本系與校友聯絡是合辦傑出校友講座，並於

101學年度及 103學年度邀請傑出校友回校講座。 

表 6-1 傑出校友講座 

日期 姓名 講題 

2013/03/28 王振寰教授 臺灣產業發展的歷史意義 

2013/04/11 王振寰教授 臺灣的全球化/區域化 

2013/04/25 王振寰教授 臺灣產業發展的未來 

2013/09/30 郭良文教授 從大船下水典禮儀式分析達悟族飛魚文化內涵 

2013/10/14 郭良文教授 
由文化相對論觀點來印證達悟人的禁忌與惡靈信

仰 

2013/10/28 郭良文教授 
以蘭嶼數位典藏的參與式傳播經驗談參與式社會

發展 

2015/04/20 朱元鴻教授 認同的問題：我是誰 

2015/05/18 朱元鴻教授 認同的問題：你的認同 

2015/06/15 朱元鴻教授 認同的問題：記憶慣制 

6-3畢業生的職業分佈狀況為何？  

    在大學部方面，應屆畢業生是以預備就業為主要選擇，從下圖資料發現，畢

業生嚮往的職業以私人企業佔絕大多數 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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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應屆畢業生嚮往職業圓餅圖 

（資料來源：本校就友室） 

本系學學生畢業後一年主要的任職機構屬性也是以私人企業為多數。 

  

圖6-2 畢業後一年學生任職機構圓餅圖 

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更細緻的分析在私人企業工作的畢業生，公司的性質大致

可以分為下表所示。本系畢業生任職行業別是非常多元。 

 

政府部門, 

29.25% 

私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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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本系畢業生私人企業任職行業別 

（行業別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分類為主） 

從碩博士的就業資料顯示，本系的課程設計確實有利於他們的就業、以及職

業生涯的表現。在畢業生升學與就業之表現方面，本系自 1956 年設立以來共培

育了 69位博士，304位碩士，其就業狀況普遍良好，碩博士班畢業生分別從事社

會學相關學術研究及擔任公、私部門要職。在博士班畢業生的就業方面，根據表

6-1，在 100~102 學年度期間，本系博士班共有 11 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有 5

人在大學院校擔任教職，6人分別在業界任職，就業率幾乎達百分之百。過去十

幾年來，本系所培育的博士都順利在國立與私立大學取得教職，在工作上的表現

相當優異受到肯定；顯示出本系在各領域的發展都有不錯的成果，而且本系的博

士在台灣社會學的各領域都能展露頭角。 

表 6-2博士生畢業就業狀況一覽表 

畢業年度 姓名 就業單位/就職學校 

100 

劉鎮評 聯邦銀行資深經理 

李翠蓮 善化高中專任教師 

戴盛柏 逢甲大學研究員 

巫麗雪 東海大學 GRENNS 計畫研究員 

黃宏昭 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01 

洪士峰 中台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林宛蓉 左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計畫部副理 

施聖文 暨南大學原鄉發展學士專班專案助理教授 

102 黃昱珽 東海大學專案研究員 

11% 

2% 

10% 

5% 3% 

10% 
8% 

2% 

15% 

5% 3% 

19% 

8% 

0% 

5% 

10%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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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瑋瑩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員 

刁曼蓬 天下雜誌資深記者退休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碩士班畢業生的升學與就業表現相當不錯，101～103學年度，本系共有碩

士生順利畢業，取得學位。其中 29.63%的碩士畢業生繼續升學，62.96%投入（或

預備投入）就業市場，7.4%的畢業生正在服役。請參見表 6-2。本系畢業生有不

少學生繼續在國內外大學深造，除了服役的男性學生之外，大部分碩士班畢業生

都可以很快進入勞動市場就業，工作的職位主要是以非營利團體的職員、媒體工

作者、私人企業為主。總之，碩士班的表現大致上都可以在畢業後不久就職或繼

續深造（含留學）博士學位。 

表 6-3 碩士生畢業後就業狀況一覽表 

畢業年度 姓名 就業單位/就職學校 

101 殷志偉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博士班 

陳季微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 

王姍喬 新光保險專員 

黃柏翰 「教育人雜誌」記者 

郭豐碩 國民黨青年團專員 

徐志維 東海大學企管系碩士班（修習教育學分） 

張芳維 友達光電人力資源 

102 張湘佩 台中市政府 

柯威丞 服役 

沈雅如 精中（上海）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活動企劃專員 

李宛真 待業中 

103  王韻婷 九德大愛護理之家 

簡伯宏 服役 

楊文慈 左右國際有限公司專員 

許瑞員 服役 

楊嘉恩 待業中 

張守仁 南崁 Toyota營業中心  

戴俊傑 服役 

林佳燕 東海大學社科院東亞中心專任助理 

陳遵宇 高雄新時代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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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乾 中國上海 

葉守禮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 

楊儒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 

鄧玉珊 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陳續升 服役 

謝慧恩 待業中 

6-4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情形為何? 

從畢業生的問卷中，本系學生目前的工作行業與本身所學專業關係不大，但

是都認同本系的專業科目對工作經驗有幫助。此外，在大學中若有雙主修或輔系、

參與課外活動或社團對工作有幫助。本校雖然也推動許多畢業生就業導覽等活動，

例如業界實習、企業徵才說明會、校園徵才博覽會等，但是本系參與活動的畢業

生只佔少數，這對本系畢業生的就業力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因此，本系結合系友

會的力量，以社會組織為主要課程，結合系友的力量，規劃『職涯合一』的教學

亮點計畫，102學年度下學期邀請本系系友會邱媛美理事長擔任主講者，以社會

系畢業生的身份，分享職涯的發展，103學年度上學期本系邀請目前在各大行業

任職的系友回系講座，與畢業生分享職涯的規劃與發展，相關資料請見附件 4-16、

4-17。透過不同系友分享就業的過程，可以讓學生深刻體會未來就業的規劃以及

在職涯發展上應掌握的目標，對提升學生的就業力是非常有幫助。未來，本系可

以再針對這樣措施進行追蹤調查，作為未來系友會與本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

的改善方向。 

二、特色 

根據系友的反應，本系強調經驗研究的實際操作，以及思想史與理論的思考

訓練，對於系友在工作場合的創意與執行能力，都有很大的助益，受到雇主的肯

定。同時，本系仍鼓勵大學部學生多培養廣泛的學習興趣，加強修習其他系所的

課程，藉由輔系與雙主修之機制，培養多元興趣，並發展第二專長。因此，本系

畢業生以其堅實的專業能力為後盾，依據個人的興趣和生涯規畫，不論是就業或

升學方面，有多元的選擇和發展潛力。本系學生接受嚴格的理論與方法的訓練，

在必修和選修課程的搭配下，使學生在獨立思考和參與研究的能力上有所突破。

一方面，透過抽象理論思考的訓練，使學生具有縝密思考與批判能力；另一方面，

質化與量化研究法的實際操作，使學生擁有實證研究的能力。另外，本系了解英

文在全球化社會的重要性，特別投入大量教學資源，增加兩年的英文必修課程，

以強化學生的國際競爭力，並期望學生在升學與就業方面能有更佳的表現。

101-103學年度，本系共有 85人次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上的英文檢定。 



115 

 

本系畢業生的基礎學識能力、人格教育、和專業研究能力符合學系設立的期

待。畢業生大多能學以致用，對學系的養成教育和發展規劃、人文關懷也十分滿

意。畢業生不論在升學或就業上，均獲得各級學校、工商企業、政府機構、法人

團體和校友的肯定。同時，學系也定期蒐集畢業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的意見，持

續改進學系的課程規劃，使所學更符合社會與個人的需要。 

三、 問題與困難 

評估畢業生的整體學習成效方面，本系都是以直接的評估來分析學生的學習

成效，但是缺少間接的評估方式，例如問卷的調查等方式的分析結果與直接評估

方式之間的做照，以做為完整改善計畫的基礎。本系未來可以考量落實學生核心

能力指標與檢劾學生學習成效的問卷調查系統，做為一個更完善的方式來評估學

生的學習成果。其次，亦可建立畢業系友追蹤機制，透過畢業生的職業分布做為

本系思考學生核心能力的訓練與課程規劃的基礎。 

本系曾數次寄發問卷，調查歷屆畢業系友的就業情形，提供給在校生與系上

教師做為就業和教學的參考。但是，我們也面臨畢業生聯絡資料不易取得的窘境，

間接影響到本系與畢業生之間的互動及連絡，也造成本系對畢業生的動向無法相

當確實的掌握。本系系友已經累積數千人，由於系友畢業後多數獨立成家，搬離

舊有的居所或離台工作，部份系友難於聯繫，資訊傳達不易。另外，甫離開學校

的系友多半在服兵役，或謀職、轉業中，事業未有成前較無積極動機參與系友聯

繫活動，要達到就業普查有實質困難。本系系友甚多，系友資料必須由系友配合

更新，全面性尚不易達成。 

在系友支援本系教學資源實作性課程方面，雖然系友們都非常支持這樣的教

學設計，但是絕大多數的系友都是在職的身份，既使是單一時段的演講時間，礙

於每家公司的對於出缺勤規定，往往造成系友的不便與困擾。因此系友會的組織

動員如何能與社會系的課程規劃結合，可能是本系來要繼續努力的目標。 

四、 改善策略 

在系所建立聯繫管道，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方面，本系與畢業生聯繫之管道

來自本校校友聯絡室，不過，在現階段，本系持續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作法為，

配合學校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要求應屆畢業生必須填寫「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

以瞭解未來規劃與其生涯發展情形，請見附件 6-2。此外，將來本系亦規劃寄發

「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表」供雇主填寫對於本系畢業生表現之滿意程度，除可

瞭解畢業生在職場上的表現，亦可做為本所調整教學方式及課程規劃之參考。 

五、 小結 

整體來說，本系畢業生之課程訓練與專業能力符合系所設立目標的期望，

在升學與就業方面均有良好表現。同時，本系針對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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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畢業生之生涯追蹤機制。但本系應加強落實畢業生生涯追蹤工作，定期蒐集

畢業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見，以利持續改進系所品質、提高畢業生之滿意

度。此外，參考畢業生與相關業界人士之意見，做為持續改善課程之作法我們

已經有了一個起點，將來更會朝這個方向去努力，讓本系畢業生的專業能力能

更符合勞動市場的需求，提升畢業生的競爭力。 

 



117 

 

柒、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7-1行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系的行政運作主要是以委員會的方式來進行。本系的行政組織運作步入軌

道，每學年定期舉行 5-6 次系務會議、3-4 次課程委員會、其他委員會則不定期

舉行會議等，以進行系務的安排與規劃。茲選擇本系目前的重要組織規章與修訂

情形，條列如表 7-1： 

表 7-1  101-103業務章則訂（修）定情形 

章則名稱 最近訂（修）定時間 
應通過或核備最高層級（教育

部、校務會議、行政會議或其他） 

左項程序目前是

否完備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民國 102 年 11 月 20 日系務

會議通過 
無 是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教師升等審查要點 
101-103 學年度期間未修訂 101-103學年度期間未修訂 是 

社會學系發展基金

執行辦法 

民國 102 年 09 月 18 日系務

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10 月 07 日報校核

備 
是 

社會學系教師評審

委員組織章程 
101-103 學年度期間未修訂 101-103學年度期間未修訂 是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

院社會學系課程委

員會組織規程 

民國 101年 9月 26日系務會

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1 月 12 日校課程

委員會提案備查 
是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

院社會學系新聘教

師評估辦法 

101-103 學年度期間未修訂 101-103學年度期間未修訂 是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系委員會組織辦法 
101-103 學年度期間未修訂 101-103學年度期間未修訂 是 

過去的三年中，本系的各個委員會均發揮重要的作用，在行政的層次，配合

與支持這個多元、活潑的發展。本系的行政組織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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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社會系行政組織圖 

委員會各司其職，運作十分順暢，本系的重要理念和眾多的作為，皆能付諸

實行。表 7-2為 101~103 學年度，本系系務會議討論有關系務運作相關議案的統

計表： 

表 7-2  101-103學年度本系系務會議討論議案統計表 

討論議案 
學年度 

101 102 103 

專任教師與聘任相關事宜 1 3 1 

碩博士班相關修業辦法及招生 2 5 1 

大學部學生修業規定及招生 5 4 0 

課程安排 7 5 2 

課程助教及教學助理 2 3 2 

社會系條文法規 1 1 2 

兼任教師聘任 2 2 1 

專任教師評鑑 0 0 1 

系所評鑑 1 1 0 

大學部獎助學金 1 2 0 

碩博士班獎助學金 1 2 1 

其他 6 3 7 

備註：表格的數據為相關議案統計次數 

此外，本系的行政同仁也非常盡職，在分工合作的搭配下，提供全體老師和

學生最適切的協助和服務。這些實際的運作和人員協助，是理念能夠付諸實現，

教育目標能夠落實的重要條件。 

7-2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行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

（※適用第一週期已受評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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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方面： 

評鑑委員建議本系宜依據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分級架構訂定核心能力，

以更符合不同層次之需求。其次，課程委員會及獎懲委員會宜邀請學生代表參與，

使學生得有正式管道發表相關意見。再來，宜擴大「社會學系發展基金」之籌募，

以便更進一步地支應研究生之學術活動與獎助。最後，在招生及經營策略上，宜

參考其他大學碩士班之積極作法，並向校方爭取更多資源，以有效扭轉近年來甄

試及考試錄取學生報到率偏低現象。 

本系課程委員會及獎懲委員會於 98學年度下學期開始，邀請學生代表參與課

程委員會及獎懲委員會，使學生得有正式管道發表意見，相關會議記錄請見佐證

資料。本系一直不定期對系友及企業進行募款工作，99學年度成立系友會，同

年度成立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系友會的成立除凝聚畢業系友向心力外，也能藉

助系友的力量擴大募款的可能性，以充實「社會學系發展基金」支應研究生學術

活動與獎助。最後。參考國內其他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的甄試及考試科目都有所

調整，因此，本系也以逐年調整的方式調整碩士班甄試入學的甄選方式及考試招

生的考試方式來增加學生報名的機會，請見下表。另外，本系於 99學年度起由

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積極籌組「招生說明會」，增加各大學系認識本系的師資、

教學目標及理念，以提升大學生報考本系的意願。 

表 7-3碩士甄試入學規定一覽表 

學年度 考試內容 

99 1.初審（佔 50％）  

(1)二位教師推薦函各一份 

(2)自傳：自我介紹、未來研究想法（3,000字左右）一式三份。  

(3)自選代表作品（至多 3件）各一式三份，限考生本人獨立完成之

作品（合著作品請勿繳交）。  

2.複試（口試，佔 50％） ：書審合格者，得參加複試。 

101-102 1.初審（佔 50％） 

(1)教師推薦函一份。 

(2)歷年成績單一式二份。 

(3)攻讀碩士學位研究計畫書（3,000 字以內）一式三份。 

(4)就學及工作經歷與報考動機（1,000 字為限）。 

2.複試（口試，佔 50％）:書審合格者，得參加複試。 

103 1.書審應繳文件如下（佔 50％）：  

(1)教師推薦函一份。  

(2)歷年成績單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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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攻讀碩士學位研究計畫書(3,000字以內)一式三份。  

(4)就學及工作經歷與報考動機(1,000 字為限)。 

2.複試（口試，佔 50％）:書審合格者，得參加複試。 

2.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評鑑委員建議宜減少大學不必修學分，以提供學生較多的選課空間，並改善

教師開授學士班必修課程之負擔。其次，宜增聘師資，以解決大學部雙班教學，

教師負擔過重，導致無餘力開設選修課程之問題。再來，宜在課程設計、教師教

學及系務活動方面，能規劃較動態之社會參與，以增進學生印證理論與實務的機

會。最後，宜適度修正博士班之課程結構，使課程能符應博士班之專業學術訓練，

並建立博士班之專屬課程地圖，做為學生修課之參考。 

    首先，99學年度開始，本校取消資訊教育課程，本系則由課程委員會討論

後，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取消大一文化人類學及大二台灣社會兩門必修課程。102

學年度課程委員再度提案討論必修課配置問題。因應本校基礎英文課程延伸為 2

年，及本校自100學年度開始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因此決議取消本系進階英文（I）

及進階英文（II）的必修課程設計，在總學分數不變的條件下，必修學分數降低，

選修學分數增加，請見下表： 

表 7-4 大學部必修學分數 

學年度 總學分數 必修學分數 選修學分數 

98 128 85 43 

99-102 128 76 52 

103 128 66 62 

這樣的學分數調整減輕了教師們在教學上的負擔。另外，本校的新計畫例如新進

教師學分減免辦法，教師參與教育部研究計畫，或其他學校認可的計畫，可以申

請學分減免，自 100學年度以來，本系並無老師超授鐘點的問題： 

 

圖 7-2 本系教師平均授課鐘點數 

6.7 

5.73 5.75 

9.5 
8.5 9.19 

8.77 
8.4 

0 

2 

4 

6 

8 

10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21 

 

不過，近年來本系面臨系上教師退休，及本校以財務因素為由凍結人事聘任，在

不影響本系整體課程規劃的條件下減低必修學分數以解決未來本校人力資源問

題外，另外，本系以增加兼任教師的人數來取代專任教師人數不足的問題。 

社會組織的課程邀請國內各大企業相關人士來系進行課堂演講，增進學生印

證理論與實務的機會。另外，跨領域的教學合作，通識中心雙跨課程、教育部的

高齡化課程計畫、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知識跨界應用能力培育試辦計畫課程，都讓

學生有更多元的修課選擇。大學部、碩博士班課程地圖的完成，供學生修課參考。

另外，本系目前正依對博士班的訓練目標，積極研擬修正博士班之課程結構，使

課程能符應博士班之專業學術訓練。最後，102~103學年本系申請教學亮點計畫，

進行課程改善。以上都是本系積極在課程的面向所進行的調整。 

3.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首先在增進學生學習成效方面，評審委員建議宜增加參訪、座談或夏令營之

活動，以開拓學生之國際視野，並持續推動與中國大陸知名大學之學術交流，亦

建議制定長期性交換學生之措施。另外，在教室與討論室裝設 e 化設備與冷氣，

並提供空間予學生於考試前自習，以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最後，應考慮增建系

圖，或可佈置 1 至 2 間討論室，放置工具書、指定參考書或教師、系友捐贈書

籍，供學生閱讀，甚至提供該系購書之書目，以供學生檢索。在學生事務方面，

確實落實選課輔導機制，以協助學生選課，並研擬相關機制，協助學生提高外語

能力，有助於學生與國外教研單位進行學術交流宜慎選課程助教人選或加以培訓，

以落實課後學習的美意，方能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在博士班方面。應增

設博士班學生研究室（例如每間可設 4 至 8 個座位，並購置若干電腦及置物櫃

等），以利學生研究工作之進行。 

針對以上問題之改善，本系在學生的學習活動規劃老師們課堂上邀請的演講

外，每學期亦舉辦學術講座。每位老師依不同的課程規劃，各自安排不同的參訪

活動。本系與中國大陸北京清華大學合作之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剛於 2014 年 10

月 25、26日於江西南昌圓滿落幕，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合作之學術交流於 2015

年將邁入第九屆。另外，陳介玄老師、劉正老師與日本同志社大學中田喜文教授

學術交流，並合作研究台灣與日本在『企業接班傳承』的差異，並於 2013 年 11

月在日本京都舉辦第一屆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的比較研討會。 

在教學設備上，本系的所有討論室 SS303、SS304、SS314、SS312-2、SS527、

SS546、SS547 都有 e 化設備並裝設冷氣，學系在學習空間上的需求可以向財務

委員會及儀器設備委員會提案申請。至於本校其他教室需由本校統一規劃，陸續

建置 e化講桌，配備冷氣及投影機和螢幕。本系並無足夠的空間安排系圖，不過

本系老師、系友、研究生已捐出一些不用的工具書或其他相關書籍，並將書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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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SS527、SS547 及 SS546 的書櫃上，讓學生自由借取。學生輔導選課機制已經

落實。學生選課的問題在於學生因為必修課程的因素，無法選到自己喜歡的課程。

因此，本系將必修課程統一安排於星期一、三、五，選修課程統一安排於星期二、

四，以減少衝堂的機會，提供學生更多的課程選擇，見本系課程安排規劃表。因

應 100學年度起英文畢業門檻及本校大二英文的實施，本系取消系上的英文必修

課程。已經有英文檢定證書的同學們已經具備本系要求的英文能力，他們修習其

他有興趣的選修或語言課程，或參與學校交換學生的計畫，增加學生國際交流。

沒通過應與畢業門檻的學生，本系亦相對有補救教學措施，每學期開授 1-2門課

程供同學補修。 

每年課程助教的人選經過獎懲委員會的討論後，送交系務會議作成決議。在

課程助教的培訓方面，本系透過本校教學資源中心提供各種課程助教的教學學習

成長營來進行助教的相關培訓工作。另外，本系每年依任課教師的需求辦理課程

助教研習營，提升助教的教學能力。 

4.研究與專業表現 

評鑑委員建議，本系應每年積極爭取 1 至 2 件政府機構或法人團體委託之

研究計畫，以豐富研究面向。且推動 1 至 2 項教師的合作研究計畫，以突顯本

系的研究特色。為維持該本系優良的研究傳統，另外，本系應與本校共同努力改

善研究環境，並透過各項獎勵措施，鼓勵助理教授研究成果之出版。教師宜適度

增加在國內、外期刊的發表數量，以提升研究表現。最後，本系宜持續鼓勵博士

班學生在主要社會學期刊發表論文，以增強學術競爭力，積極鼓勵學生參與國際

會議或到國外參訪，以拓展國際視野。 

針對以上問題之改善，本系以申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計畫為主平

均每年每位老師申請一件科技部研究計畫。蔡瑞明老師跨領域 GREEns研究計畫，

以全球綠色創意與生態管理、環境保護與產業力提升的跨界對話平台作為己任，

以大台中為基地，提升本校成為在亞洲區域具有一流活力的綠色研究發展特色重

鎮，進而躋身為全球綠色研發體系中不可替代之角色。期成果可激發本校教研與

產學能量，並促進台灣永續環境發展，更使 GREEnS 成為東海特色研究。蔡瑞

明老師「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學分學程，是以東海大學現有特色科系教學

的研發能量為基礎、由 12個系所共同籌畫推動的課程群組計畫。此課程自社會

與市場的觀點，來思考銀髮產業在未來高齡化社會的可能發展；無論基礎或應用

課程，皆融入問題解決導向精神。本校是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

執行單位之一，自 101 年度起獲得教育部三年經費補助。由於第一年成果卓越，

充分落實共時授課的制度，第二年更進一步提出額外補助聘請專案教師，獲得教

育部一年五百萬元的經費補助。此外，本課程尚榮獲教育部特別核撥兩百萬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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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音及文字記錄此典範課程計畫的推動歷程，做為未來其他學校推動跨領域課

程之參考。 

本系與中國大陸北京清華大學合作之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已經邁入第7屆，

本系與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及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合作之金融、技術與社會將於

2015 年邁入第 9 屆。陳介玄老師、劉正老師與日本同志社大學合作之『企業接

班傳承研究』也邁入第 2屆，本系與國外交流頻繁，且持續非常久的時間。 

本系已減少總學分數，不僅降低老師的教學負擔，增加學生選修課程的機會，

老師們教學負擔減輕後，研究環境亦可改善。另外，本系亦提出新措施，新聘教

師可以減授 3小時的鐘點以增加老師們研究的時間。本系教師一向有在國內外學

刊發表文章，但是在數量的部分，本系積極鼓勵老師們能夠再多爭取發表文章的

機會。本系碩博士生一直以來都有研究生在主要的社會學期刊發表論文，本系也

會積極鼓勵碩博士生能夠再多爭取發表文章的機會，以增強學術競爭力。本系碩

博士生一直以來都有鼓勵學生參與國際會議或到國外參訪，以拓展國際視野，未

來也會朝向這個方向努力。為讓碩博士班學生學習參與國際研討會的技巧，本系

亦邀請薛珍華博士生以課程研討的方式，分享參與國際研討會的心得，包含分享

寫作、申請經費及加強英文能力等三個面向，幫助碩博士班學生增進國際交流學

術能力。 

5.畢業生表現  

評審委員建議本系宜落實系友會或班友會之運作，加強與系友之聯繫，以有

效善用系友資源。針對此問題之改善，本系於 99 年度成立系友會，亦於同年成

立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透過能具組織系友的力量，不僅能給予本系教學上的資

源與建議，亦能凝聚系友的力量，在經濟上以募款的方使幫助本系較為弱勢的學

生，在未來發展上，系友能透過本身各方各面的就業經驗，給我們本系的畢業生

不同的就業引導方向。 

二、特色 

本系透過 SWOT的分析，進行本系與他校相關系所的比較。在 Strength部份：

本系最大的資產是師資素質齊全，在社會學的主要領域都有老師從事教學與研究。

所有老師均負責、盡心於自己的研究和教學工作，行政同仁也充分做到配合教學

與研究的工作，整體氣氛和諧、有活力。相對於其他系所，本系的研究領域涵蓋

範圍廣泛，是台灣社會學界中少數有此能力與表現的學系。在歷年的國科會研究

計畫申請方面，本系都高於許多國立和私立大學同學門的表現。在研究出版部份

和國際學術交流部分，也有相對傑出的表現。因為以研究帶動教學，課程也相對

呈現出活潑性和啟發性，對學生的學習與掌握社會脈動甚有助益。另外，本系老

師也擔任學術社群中重要的服務工作，舉凡國科會的審議委員、學會的理事和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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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與學術期刊的主編和編輯，皆有老師參與其中。另外，本系教師也擔任大學

評鑑中心的訪視委員與學門規劃委員，對大學院系的發展有深切理解與比較。 

Weaknesses部份：本系地處台中，因為研究型大學多在北部，中部圖書資源

相對欠缺，對學系的發展較為不利。由於中部學校的人文社會科學系所較少，因

此也比較不易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系所產生研究與教學合作，這是目前面臨的侷

限。也因為如此，本系必須自力更生作為維繫所有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另外，大

學部學生素質的下降和研究生報到率的下降，也是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Opportunities 部份：本系目前正透過各種研究計畫和教學計畫的執行，以及

發展基金的適切使用，擴展學系的資源和學生的學習與就業機會。同時，透過既

有的學術地位和交流關係，聘請優秀的學者來系進行長期和短期的講學。本系也

希望透過各種學術活動的舉行，增加優秀學生報考大學部和研究所的興趣，使研

究的表現能在教學效果上顯現出來。本系教師多畢業於歐美學界，與大陸和香港

的學界亦有密切接觸，本系將持續利用這些管道增加交流機會，為學生謀求進修、

交流、就學和就業的機會。本系有多位老師持續與歐盟研究計畫，提升本系在國

際交流上的表現。 

Threats 部份：本系目前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國立大學的相繼成立碩博士班與

同性質的學系，產生學生招收上的排擠壓力。另外，大學部學生素質的逐年下降，

也是明顯可見的問題。與此同時，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退撫制度的差別，也讓本

系在新聘教師時缺少競爭力。退撫制度的欠缺改善，也讓本系相繼流失幾位資深

的教授，損失難以彌補，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限制。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在改善第一週期評鑑上有幾個問題和困難。首先，因為少子化的因素以

及本校位置的地緣化關係，本系在大學部、碩士班和博士班的招生上都面臨極為

嚴峻的挑戰，面對越來越少的申請人數，本系也在思考因應的對策。相同的，面

對未來少子化的競爭壓力，本校亦相對上尋求解決辦法，因此縮減人力成為目前

本校的積極作法之一。第二個問題是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學術競爭力不足。本系

碩博士班學生在學術文章發表，以及研討會的參與不足。第三個問題是系友會的

會員大部分以30屆以前的學生為主，新一輩的系友並未漸漸的在系友會中出現，

未來系友會的連結與運作將會面臨新的挑戰！未來如何能在系友會注入新血，對

整個系未來的發展提供助益，也是本系面臨的挑戰之一。 

四、改善策略 

本系積極將碩博士班轉型。面對現在嚴峻的挑戰，本系培育碩博士班的人才

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並沒有改變，但是我們將招生策略擴大為在職教育。我們

希望吸引不同職業的人才進入社會學領域，近年來，本系博士班的報考人，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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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本科系學生為大宗，不同職業的學生開始進入社會學的領域，這些學生職

業背景有中小學教師、醫生、銀行經理、學校職員、導演等，這對我們的招生是

非常大的幫助。碩博士班的學生競爭力明顯不足是本系的一大隱憂，本系除了積

極鼓勵學生，並制訂獎勵的措施外；在課程的安排上，論文寫作課程要求指導老

師的簽名，期末需規劃論文發表會邀請老師評論並給予學生意見，讓學生形成發

表學術文章的習慣。本系另外對博士班學生訂有畢業門檻的規定，博士生需要在

有審查制度的期刊上發表文章，才能符合畢業資格。我們亦邀請博士生薛珍華為

碩博士生提供如何參與及申請國際會議的課程，為碩博士生參與國際的研討會提

供相關實作經驗。最後，有關系友會年輕化的問題也是一大隱憂。系友會才成立

不到 4年的時間，系上與系友會的職涯發展的講座計畫也才進行 1年的時間，未

來本系朝這個方向前進，相信可以吸引年輕的一輩同學進入系友會，同學們之間

的拉力可以使系友會年輕化。 

五、小結 

東海大學社會系的優勢是整齊的研究陣容與良好的研究傳統與風氣，這個優

勢是過去系務發展制度化加上校方重視社會學系表現予以大力支持的結果。東海

社會系是國內相關系所在招聘新人、課程規劃、相關系務推動等制度化、透明化

最早的單位，也因此陸續聘進好的人才，並依賴良好的制度運作，讓東海社會系

成為台灣社會學界相當亮眼的一個單位。但是，目前的弱點存在於學校之間競爭

加劇的環境下，相當不利於競爭人才。另外，在機會方面，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仍

是許多人心目中優質的學術工作單位，即所謂的第一級大學(first-tier)，如何從其

他單位挖角或禮聘優秀人才，是東海大學社會系的機會。目前存在的威脅是優秀

新進人員的供給面近年有減少的趨勢，如何與一些研究實力相當的研究單位與大

學爭取有限的人才，是一大考驗。 

在研究方面，增強研究彼此的連結，鼓勵更多同仁合作研究與出版。在校方

可以努力的部分，應該是重視績優人文社會研究單位的資源挹注。社會學與人文

學科都不需要貴重儀器的投資，因為這些學門最重要的資產就是研究者本身，而

研究者最重要的研究資產就是時間，也就是說關鍵點在於這些資源有沒有可能用

於創造時間彈性，一位社會學研究者的生涯可能有幾次高峰，是否能在這些高峰

期創造出成果，攸關老師和整個系的未來，校方應給予東海社會系重點支持並研

擬對激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能量有幫助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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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分析） 

（一）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指標內容 
 
 
 
學 

學校系所  年 
             度 

近三年研發成果（限專任教師） 

（
教
師\

學
生
） 

教
師
學
生
數 

（
科
技
部
） 

研
究
計
畫
數 

科技
部大
專生
研究
計畫 

發展特色  

1.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101 
14 

10 1 
以研究帶領教學。促進學生的推理思考、調查研

究、及各種社會現象的分析及解釋的能力， 使其

不僅能具備解決問題的知識，而且能前瞻未來社

會走向的軌跡。碩、博士班以培育優秀專業的研

究學者，和通才的人文社會教育做為發展的兩個

方向。大學部教學以通才和專業興趣做為培育目

標，以使學生具備就業和進修能力，養成獨立思

考與學習的習慣。 

615 

102 
14 

9 4 
619 

103 
14 

7 1 
595 

2.台灣大學 

社會學系 

101 
18 

11 3 
培植社會問題研究專才、社會行政人才、提高我

國社會學之國際地位及倡導社會研究風氣；期待

培養學生高深學問、高尚品德、恢弘氣度和遠大

理想。提供完整且多元的社會學教育；不但在社

會學理論以及研究方法上具多樣性，課程亦兼顧

傳統與新興領域，提供從大學部到研究所博士班

之整體訓練。自由的學風、獨立思考的學習精神、

融洽的師生互動乃本系之傳統精神。 

279 

102 
18 

12 5 
279 

103 
19 

11 5 
206 

3.台北大學 

社會學系 

101 
14 

5 1 
教學有雙重目標。一是提供學生對於社會制度與

人群行為的知識，以及確保社會學知識盡可能客

觀正確的社會調查研究方法。其次，引導學生將

社會學知識與調查研究方法應用於自己選定的

專業領域。社會學知識與調查研究方法可以廣泛

運用於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 

297 

102 
16 

5 0 
286 

103 
14 

5 0 
275 

4.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101 
9 

4 1 
掌握研究社會、群體與個人的基本能力。培養學

生未來就業所需的基本能力。培養組織、領導和

思維創新的能力。形成國際視野和多元思考的能

力。形塑正向人格。 

310 

102 
10 

4 2 
301 

103 
10 

5 1 
310 

5.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101 
14 

2 0 
「了解社會，服務社會」為教育宗旨，確立理論

與實踐並重的教學研究方向，秉持地方社會踏察

與人群服務的實作傳統，運用各種社會研究方法

及地理資訊系統，獲致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成

立「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將地方研究的觸角擴

展至「區域研究」的比較發展學術特色，執行長

期性的「新世代研究」，提供學生參與研究實作的

機會，持續深化教學、研究與社會實踐的活動。 

 

600 

102 
14 

5 0 
588 

103 
14 

3 0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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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與他校同質系所大專生研究論文通過直方圖 

 

圖 8-2 與他校同質系所專任教師科技部研究計畫比較圖 

表 8-1 與他校同質系所師生比 

學校 師生比 

東海大學社會系 1：43.6 

台灣大學社會系 1：13.9 

台北大學社會系 1：19.5 

輔仁大學社會系 1：31.8 

東吳大學社會系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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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 SWOT 分析 

 優勢（Ｓ） 劣勢（Ｗ） 

S1發展目標明確 

S2教學與研究並重 

S3全盤性的課程規劃設計 

S4培育碩博士生計畫 

S5培育大學生的計畫 

S6師資結構優良 

S7教師擔任學術社群重要服務工作 

S8委員會制度健全 

S9積極熱誠有效率的行政團隊 

S10 與系友會溝通協作順暢 

W1教師教學負擔過重 

W2地理位置的侷限 

W3私校的制度劣勢 

W4研究生學術競爭力

不足 

機會（O） SO策略(利用) WO策略(改進) 

O1 學系在校外的資源網絡擴展 

O2 跨國與跨區域交流合作 

O3 台灣對社會學的重視與需求 

O4 中科帶來的產學合作 

O5 學生學習與就業機會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及學術活動舉

辦(S2,S6,S7,S9,O1,O2) 

 加強跨領域合作，舉辦議題性工作

坊(S1,S2,S6,O1,O3,O4,) 

 加強對中國大陸和香港招生宣傳

(S3,S4,S5,S9,O1,O2,O5) 

 舉辦系友職涯講座及實作課程

(S1,S5,S10,O1,O3,O5) 

 鼓勵同仁合作研究與出版

(S2,S6,S7,O1,O2,O4 ) 

 創新特色教學，強化跨領與合作及

社會參與(S2,S3,S5,O3,O4,O5,) 

 合理化課程數量與品

質(W1,W3,O3,O5) 

 鼓勵學生參與研究計

畫國內外研討會、國外

訪學、發表論文 

(W2,W4,O1,O2,O5) 

 提升招生口試的口碑

印象，舉辦家長說明會

(W2,W3,O 3,O4,O5)  

威脅（T） ST(關注) WT(消除) 

T1 同性質科系數量增加 

T2 少子化影響 

T3 學生報到率與素質降低 

T4 教育部補助逐年遞減 

 碩博士班轉型，招收不同背景學生

進入社會學領域 

(S1,S2,S3,S4,S6,S 8,S9,T1,T3) 

 運用本系基金，制定各種獎學金與

獎勵措施，提高報到誘因 

(S4,S5,S8,S10,T1,T2,T3,T4) 

 設置練馬可講座教授，提升教學特

色與品質 

(S1,S2,S7,S8,S10,T1,T3, T4) 

 強化論文寫作訓練輔

導，鼓勵研究生發表學

論文(W3,W4,T1,T3) 

 增聘師資、運用系友會

資源補充教學能量

(W1,W2,W3,T1,T4) 

 舉辦區域性說明會，宣

傳本系優勢與特色

(W2,T3) 

 

內部條件 

外部因素 

策略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