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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創立於民國 69 年，並於 75 年由單班擴增至雙班，目前大學部學生

總數約 470 名。80 年成立碩士班，分設食品科技組與食品工業管理組二組，研究生總數約

40 名。至 102 學年度，大學部已 31 屆，逾 3,000 多名畢業生，碩士班已有 378 名畢業生。

自 89 年起，本系與畜產生技系共同設置全校性生物技術學程，食品科學檢測中心並於 102

年取得包含一般成分分析及鈉分析等 5 項檢測項目之 TAF 認證。本系提供學生學習及研究實

習場所包括多功能型實習加工廠 1 間、大學部大型實驗室 2 間、專業研究室 14 間、共用儀

器室 2 間、研究生研習室 1 間、系討論室 1 間及多功能會議室 1 間等。本系研究儀器設備經

詳盡規劃，逐年依計畫購置，加上本系檢測中心各項檢驗分析儀器設備，大致已能滿足教學、

實驗實習、研究及推廣服務等所需。 

本系學士學位需修習 128 畢業學分，其中包括校定的通識課程 28 學分，系定必修基礎

及核心專業課程 63 學分，以及系定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26 學分。碩士班分成食品科技組與食

品工業管理組，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必修學分 10 學分包括碩士論文 6 學分、專題討論 4 學

分。本系設立的宗旨係依據東海大學基督博愛的創校精神以及「全人教育」的理念，訂定為：

傳授食品科學專業知識，為國家培養有愛心、有品德及負責任的食品產業技術人才。為達成

此一宗旨，本系學士班的教育目標訂定為「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生物技術與食

品經營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碩士班的教育目標訂定為「傳

授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以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

所需的研發及經營管理人才」。 

本系課程內容系依據本系教育目標而規劃。學士班大一課程著重化學、生物、微積分、

管理學等「基礎課程」，藉以奠定學習各門專業課程的基礎；大二與大三的課程包括微生物、

生物化學、加工通論、食品化學等「必修專業課程」，培養學習不同專業領域課程的能力；

大三與大四的課程重心則擺置在不同領域的「選修專業課程」上，期以增強專業能力。「選

修專業課程」主要劃分為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技術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個學群。其次，碩

士班分成食品科技組與食品工業管理組，其教學亦延續大學部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技術

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個學群的理念，課程內容以研究論文及專題討論為重心，修習的課程依據

論文內容及學生未來發展的方向而定。 

基於上述本系教育目標期待培養學士班畢業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與素養包括(1)食品產

業生產、品管及研發的能力，(2)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理的能力，(3)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

行銷的能力以及(4)食品相關資訊蒐尋、分析運用及口語表達的能力。本系亦期待培養碩士班

畢業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及基本素養包括(1)資料蒐集整理，邏輯分析歸納，並能獨立研究作

業，(2)執行食品科技與生物技術的實驗，並能詮釋實驗數據結果，(3)食品產業調查、分析、

管理及規劃行銷的能力以及(4)口語及文字表達食品專業知識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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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系設定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學士班課程規劃包括(1)專業必修之專業基礎養成

課程，屬於知識導向層面，及(2)學群專業養成課程，分初階、進階、應用(專業成效)，屬於

職能導向層面，再佐以校定(3)勞作教育、學生自治、人文、社會及跨領域通識等博雅教育概

念設計的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社會人文素養。碩士班課程規劃為專業養成，涵括基礎、進階

至成效顯現之教育。本系整體課程規劃與制定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能完整互相對應。 

本系輔導學生修課的主要措施是在系網頁上登載學習地圖以及修課路徑指引，包含必、

選修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說明及與院級核心能力之關聯性。選課地圖除提供修課指引外，同

時亦展現充分的課程多樣性與選課自由度，透過不同年級及學期間由基礎至進階課程的修

習，規劃學生循序晉階的學習路徑。102 學年起本系除著手於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修訂，

並訂定學士班能力指標、指標定義及各項核心能力之檢核標準。 

本系所專任教師 12 位，兼任教師 11〜15 位，並仍保留優良傳統由專任助教帶領實驗課

程。教師授課的科目均符合其學術專長及研究領域。除了課堂教學外，部分課程為更能結合

實務，安排課外參訪活動，例如食品加工、食品機械、食品包裝、保健食品功能性評估、生

技學程等每學期或學年均實施校外參訪，以增加學生實務學習的經驗，透過校外參訪等活

動，使學生體認如何將課堂理論知識實質應用於職場，提升學習意願。透過暑期實習及專題

研究，輔以實務講座等課程，亦讓本系專兼任教師得以與產業界交流，並提供符合學生學習

與實務結合所需之學術專長。 

本系訂定選修課程的三大專業學群範疇亦均屬於專任教師的研究學術領域﹔目前食品

科技組 9 位教師的研究主題中，有關食品科技領域研究包括蔬果加工、幾丁聚醣研究、菇類

發酵製程、植物植化素萃取製程、電漿技術應用在食品加工及包裝之、電化學法應用在食品

快速檢測、電場脈衝殺菌、奈米技術、食品微膠囊技術及創新產品加工研發等；食品生物技

術及保健食品領域研究包括中草藥與菇類的抗氧化、降血糖及抗發炎保健機能、食藥用菇

類、益生菌發酵培養、食品微生物分子篩檢分型等。食品工業管理組 3 位教師的研究主題包

括食品產業經濟分析、流通制度與構造、政策分析、消費者行為、行銷策略與組織行為、高

齡者餐食與學校午餐需求等。 

每位教師均會利用多種不同方式與學生互動，有效達到學習、生活及生涯等輔導的效

果。採用最多的方式為利用特定晤談時間約談，其次為利用電子郵件、數位教學平台、電話、

系友暨在校生座談、職涯適性測驗與諮商講座、就業與職涯專題演講、企業說明會、輔導證

照考試等多重資源進行各項學習與生活輔導。 

本系為培養學生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並習得職場倫理及工作態度，透過(1)安排暑期參

與國內外職場實務學習，以利與職場接軌，(2)實施專題研究多樣性的思考及實務訓練，以促

進學生主動學習食品科技知能及實驗技巧，(3)鼓勵學生學以致用參與國內外競賽，並發揮無

限的創意和熱情進行國際事務學習，以培育學生具有掌握國際間專業資訊、參與國際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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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國際間溝通協調、具全球視野等能力。 

為充分了解畢業生的生涯發展與近況，除了設立系友會網站 ttp://www2.thu.edu.tw/~fsa/做為

系友的聯繫平臺，目前更在學校協助下新增線上問卷填答及系友個人資料更新等功能 

http://globalthu.thu.edu.tw/alu_admin/index.php，供系友隨時更新個人資料。此外，也建立

系友會之 facebook 加強聯繫管道(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9065432347/#_=_)，更進一

步強化系友個人資訊取得。 

本系各班制的發展方向持續透過各方面回饋意見進行改善，如系友及雇主滿意度調查、

學生學習成效、招生狀況等，同時參酌社會產業發展、職場需求、學校定位以及歷次課程審

查委員建議等因素，持續循環分析與檢討改進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規劃等，經由系課

程委員會及系務聯席會議討論，評估系教育目標與系核心能力是否須再修訂，以及是否須透

過課程調整或變更達到改善教學品質的目的，如有修訂時，並隨即納入課程地圖規劃中，使

本系學生可透過網路連結及時了解實況。 

本系辦理自我評鑑工作係以系務會議為執行中心，掌理規劃、協調、擬定方案以及最終

決策等事務。104 學年度本系自我評鑑工作延續 98 年度辦理系所評鑑的組織架構，由系主

任負責整個評鑑工作的推動核心，透過系務會議成立本系評鑑委員會，並依據本校規劃之自

辦外部自我評鑑項目區分成「教育目標」、「課程設計」、「師資教學」、「學習資源」、「學習成

效」、「生涯追蹤」及「整體改善」等 7 個工作小組。每個小組項目均由本系專任教師及助教

分擔，參與評鑑資料的蒐集、草擬、撰寫及修訂，運作模式乃依據各個評鑑項目的效標進行

蒐集、更新及改進等追蹤檢討，最後彙整完成評鑑書面資料。在草擬過程中，經多次討論後

凝聚共識，確定本系教育宗旨與發展目摽，訂定畢業生應具備的核心能力、能力指標及對應

能力之檢核機制；此外，透過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期能進一步的提升學生對於專業知能學

習的自我了解及強化學生核心能力或提升生涯競爭力的自我評估。 

 

http://globalthu.thu.edu.tw/alu_admi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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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導論 

一、系所設立宗旨與沿革 

本系創立於民國 69 年，原隸屬理學院，至 71 年本校設立農學院後，方改隸農學院。76

年獲准招收雙班；79 年興建完成一多功能的實習加工廠，提供學生學習及研究的實習場所；

80 年成立碩士班，並於 82 年分設食品科技組與食品工業管理組。89 年本系與畜產生技系共

同成立生物技術學程，開放全校學生選修。自 97 年起規劃三年期程籌建『食品檢驗教學及

研發服務中心』，並於 101 年更名為『食品科學檢測中心』。 

本系於草創之初，食品產業政策處於外銷導向的時代，食品科技明訂為國家八大重點科

技之一﹔在此時期，本系承襲以農產加工為核心的農業科學基本概念，課程設計強調紮實的

基礎化學系列課程以及微積分、微生物學、生物化學、和物理等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則以傳

統的食品加工、食品化學、食品工程、食品微生物等食品科技課程為重心，培育出許多當時

所需的食品工業人才，並為本系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民國 80 年代國內食品工業面臨進入 WTO 後的國際化競爭及食品產業西進大陸的衝擊，

食品工業政策調整為「滿足國民食品需求，提高國民生活素質」，即是將食品工業改以內銷

為主，且提升至已開發國家的水準，食品產業研究發展以及經營管理提升需求尤殷;有鑑於

此，本系成立了包含食品科技組和食品工業管理組的碩士班；同時，大學部選修專業課程也

增設了食品產業經營管理相關系列課程﹔這些課程內涵上的變革在國內食品科學教育的規

劃設計上可說是首創的。 

民國 90 年代，生物科技快速發展及消費者對保健食品的迫切需求，對食品產業產生了

極大的影響，藉由生物科技生產製造的保健食品已成為必然的趨勢。為了培育產業界所需的

食品生物技術人才，本系與畜產生技系主導設置了本校的生物技術學程；將包含發酵、酵素

技術、細胞培養及生物轉換等傳統生物科技課程和分子生物技術課程及機能性保健食品課程

合併為食品生物科技系列課程。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食品安全問題為國際高度重視之課題，世界衛生組織

(WHO)、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及美、歐、日本等先進國家紛紛投入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為

因應此一轉變，也加速了產官學研各界對食品安全相關人才的需求；本系亦配合食品技師

類科考試將食品衛生與安全改為大學部必修課以符合 7 個領域相關課程之應考資格，此外

並開設有食品安全追溯體系課程、同時規劃逐年增設如食品風險分析概論、食品風險管理、

食品風險評估、食品風險溝通實務講座等食品安全系列課程。 

本系從創系發展至今日，均為歷任系主任與全系師生一齊努力的成果，歷任系主任詳列

如下： 

 姓名/職稱  學經歷 任職年月 

王慶富 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食品科學博士 1980.8-1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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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欽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肉品科技博士 1993.8-1996.7 

蔡正宗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食品科學博士 1996.8-1999.7 

溫銘嚞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食品科學博士 1999.8-2002.7 

閻立平 教授 美國肯塔基大學食品微生物博士 2002.8-2005.7 

蘇正德 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學食品工業化學博士 2005.8-2008.7 

李根永 教授 美國奧瑞岡州立大學食品科技博士    2008.8-2011.7 

   現任系主任 

 姓名/職稱  學經歷 任職年月 

江文德 教授 美國州立克嵐姆森大學食品科技博士 2011.8-迄今 

二、自我評鑑辦理過程 

東海大學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確已依本校規畫期程將於 104 年 11 月進行實地訪評，前置

作業預計自 103 年 4 月至 104 年 5 月間完成。 

 

 

 

 

 

 

 

 

 

 

 

 

 

 

 

 

 

 

103 年 4 月 

103 年 7 月 

出席自我評鑑工作說明會 
出席評鑑知能研習 
成立各組工作小組 

進行各項目評鑑效標及方向訂定 

檢視修訂系教育目標與校院目標之符合性 
檢視修訂系核心能力 
確立各項目評鑑效標並送校審議 
各工作小組草擬自評報告書 

各工作小組分組會議進度報告及問題討論 

各工作小組分組會議進度報告，並進行第一次

自評報告書分組撰稿、補充及評鑑資料蒐集 

103 年 9 月 

各評鑑工作小組分組會議報告，並進行第二次

自評報告書分組修稿、補充及評鑑資料蒐集 

1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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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食品科學系評鑑作業流程圖 

本系辦理自我評鑑工作以系務會議為執行中心，掌理規劃、協調、擬定方案及最終決策

等事務。104學年度本系自我評鑑工作延續98年度辦理系所評鑑的組織架構，由系主任負責

整個評鑑工作的推動核心，並透過系務會議成立系所評鑑委員會，同時依據本校規劃之自辦

外部自我評鑑項目區分成「教育目標」、「課程設計」、「師資教學」、「學習資源」、「學習成效」、

「生涯追蹤」及「整體改善」等7個工作小組。每個小組項目均由本系專任教師及助教分擔，

參與評鑑資料的蒐集、準備、撰寫及修訂各項書面資料。103學年度各工作小組成員因校方

人力精實及新舊教師替換而有所調整，評鑑各項目分別由江文德主任、蘇正德老師、陳佩綺

老師、盧錫祺老師、徐詮亮老師、梁志弘老師、劉佳怡老師、邱致穎老師負責執筆，運作模

式係依據各個評鑑項目的參考效標就蒐集、更新及改進等方面追蹤檢討、更正補充，並彙整

各工作小組評鑑報告於系務會議討論、議決及定稿。 

104 年 1 月 

各評鑑工作小組分組會議報告，並進行第三次

自評報告書分組修稿、補充及評鑑資料蒐集 

推薦訪評委員名單 

自我評鑑準備工作 

104 年 5 月 

各評鑑工作小組分組會議報告，並完成自評報

告書撰寫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準備工作檢視 

104 年 6 月 校內訪視與書面審查綜合性意見彙整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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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鑑項目 

項目一：教育目標  

一、現況描述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1. 本系依循行之有年之行政管理運作機制擬訂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發展方向 

本系行政運作機制，主要包括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及系教評會議等各委員會，均制

訂有相關的組織規程；12位專任教師是系務會議之當然委員，其他各委員會依屬性需求適當

分配教師參與。各委員會會議議題討論之決議均需經系務會議確認通過，再依據社會發展脈

動及學生實質需求，採取群體決策方式確立妥善的實施策略，據以執行。因此本系行政管理

運作主要係以系務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本系系務工作運作執行架構如圖1-1-1所示。 

 

 

 

 

 

 

 

 

 

 

圖1-1-1 系務工作運作執行架構 

本系為確保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合理適當性，均定期進行檢視，佐以系所教學措施之

推動，持續改善，得以確實掌握各班制之發展，並遵循PDCA品保系統定期檢視。本系各班

制發展定位所綜合考量之項目與內涵如表1-1-1所示。 

Plan 系務會議依校中長期發展計畫及系發展內外在因素SWOT分析，規

劃系發展白皮書。(附件1-1-1) 

Do 依系發展白皮書，召開系務會議，修正系發展目標落實教學、研究、

設備汰換更新及各項經費執行方案。 

Check 系務會議每學年度透過校外學者專家意見諮詢，檢討修正系發展方

向、課程內容及教學成效。 

Action 系務會議每學年度檢討是否修正系發展方向、課程內容，以落實品

質改善機制。 

 

1.蒐集內外部意見及社會發展趨
勢 

2.瞭解現有教育質量及學習導向 
3.進行 SWOT分析 
4. 

聯席會議 

任務小 
組會議 

1.諮詢校外學者專家 
2.課程規劃及改善 
3.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4.檢核與改善教師教學評量 

校職涯資訊 

1.修訂系所相關章則辦法 
2.訂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3.審核課程規劃及課程 
4.進行 SWOT分析檢討 



8 
 

 

表 1-1-1 本系各班制發展定位所綜合考量之項目與內涵 

項目 內涵 參閱資料 

本校定位 教學與研究雙向並重 圖 1-1-2 東海大學校務發展計畫概

念圖 

本系發展與策略 系發展 SWOT 分析與系發展白皮書 1. 表 1-1-2 本系 SWOT 分析 

2. 附件 1-1-1 本系發展白皮書 

社會產業現況 社會需求的變遷與消費行為的轉變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公民素養的教育 

http://www.food.org.tw/TW/Domai

n2.aspx 

本系教學與發展特

色 

食品科學技術為主，食品生物技術

及食品產業管理為輔佐 

附件 1-1-2 會議紀錄 

表 1-1-2 本系內外在因素 SWOT 分析表 

   優勢 劣勢 

1. 國內唯一結合食品科技與食品工業管理之學

系。 

2. 教學特色與培育目標可使學生發展方向多元

化。 

3. 聯合校內院系辦理相關學程及研究中心。 

4. 設立超過 30 年，系友分佈各界，向心力强，可

運用社會資源多。 

5. 具 TAF 認證之食品科學檢測中心，提供完整教

學及產業服務合作環境。 

1. 生師比稍偏高，教師需同時兼顧教學、研究、服務、

評鑑及行政等工作，負擔相對沉重。 

2. 空間資源、經費不夠充分、部分教學設備老舊。 

3. 為推動群體研究及產學合作，教師專業研究領域整合

仍待加強。 

4. 尚未設立博士班，教學及研究能量無法充分發揮及傳

承。 

5. 國內外食品產業及研究教學等相關活動均偏重台北

市。 

機會 威脅 

1. 中部相關產業的在職教育、建教及產學合作具

高需求性。 

2. 食品安全檢測驗證及食品風險評估的需求急遽

增加。 

3. 生物科技、健康及保健食品等相關產業持續發

展。 

4. 食安及保健意識高漲消費大眾對食品安全品質

要求的提升，增加食安及保健新元素的需求殷

切。 

5. 食品產業全球化發展，亟需大量培育食品專業

人才。 

1.食品產業遭受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競爭威脅。 

2. 教育部補助經費年年遞減，資源分配相互排擠。 

3. 科技部及相關部會研究計畫經費緊縮，申請困難度增

加。 

4. 大學院校大幅擴增，導致大學教育的質量驟變。 

5. 少子化現象發酵，多數大學均面臨不同程度招生不足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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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東海大學校務發展計畫概念圖 

2.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制定 

處在 21 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促進國家發展及人才培育的需求，本校在「重視全人教

育培植優秀專業人才」、「遵循求真、篤信、力行校訓實施通才與勞作教育」、「發揮三圓

一同心信念、建構創新卓越教育學府」的辦學理念，「教學與研究雙向並重」的辦學目標，

及 100-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圖 1-1-2)中定的校發展目標，與「建置東海特色的研究與教

學中心」、「普及博雅教育的內涵」等五項發展策略。透過本校、院、系 SWOT 分析與因應

社會產業發展現況及學系定位，依 PDCA 程序檢視確立本系教育目標(表 1-1-3)。 

為使學生能具備職場多面向的能力，學系以教育目標為基礎，教學與發展特色為導向，

配合市場環境的需求，自 99006 次系務會議決議系所教育目標應依本系專業知識之傳授所

能培育學生之素養進行精準明確之修訂，並於 99007 次系務會議通過分別修訂學士班及碩

士班教育目標為「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專業

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及「傳授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及食品經

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研發及經營管理人才」，結合教育目

標並分別修訂學士班核心能力為「(1)食品產業生產、品管及研發的能力(2)食品檢驗分析及

安全管理的能力(3)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行銷的能力(4)食品相關資訊蒐尋、分析運用及口語

表達的能力」、碩士班核心能力為「(1)資料蒐集整理，邏輯分析歸納，並能獨立研究作業(2)

執行食品科技與生物技術的實驗，並能詮釋實驗數據結果(3)食品產業調查、分析、管理及

規劃行銷的能力(4)口語及文字表達食品專業知識的能力」（附件 1-1-2）；爾後並持續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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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核心能力及規劃對應課程、檢核評量方式及能力指標，諮詢產官學各界學者、專家、

校友等建議，據以進行修訂及改善。 

表 1-1-3 本校、院、系之教育目標 

本校教育目標 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2.人文素養 

3.服務關懷熱忱 

4.國際視野 

5.創新能力 

本院教育目標 1.培育專業學習及獨立思考之能力。  

2.培育民生科學及人文教育之素養。  

3.培育創新開發之能力。 

本系教育目標 學士班：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

輔的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 

碩士班：傳授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大領域的

進階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研發及經營管理人才。 

3.系教育目標認知的調查 

本系為評核學生對教育目標的重要性與認同感程度，於 102 學年針對在學學生進行問卷

調查，期建立共同的理念，凝聚向心力，並藉回饋的意見做為內部改善及考評的參考資料，

以及未來系務改進及修正規劃的依據（附件 1-1-3）；問卷調查結果如表 1-1-4，整體而言，

學生對本系教育目標的重要性與認同感程度皆認為「不太認同」或「不重要者」只占 4%以

內，足見本系所訂定的教育目標受學生的認知度相當高。同時為有效增進學生對教育目標的

認知程度，本系並已利用系網頁、導生晤談或班會時間、系主任座談會等各項場合上再三加

強宣導。 

表 1-1-4 本系學生對教育目標的重要性與認同感程度問卷調查 

 教育目標 非常重要(非

常認同) 

重要 

(認同) 

普通 不太重要 

(不太認同) 

學士班 您認為本系教育目標

的重要性 

19(26.76%) 47(66.20%) 5(7.04%) 0 

10(12.5%) 46(57.5%) 21(26.25%) 3(3.75%) 

20(19.41%) 71(68.93%) 12(11.65%) 0 

27(27.55%) 61(62.25%) 10(10.2%) 0 

您對本系教育目標的

認同感 

16(22.54%) 48(67.60%) 7(9.86%) 0 

9(11.25%) 44(55%) 25(31.25%) 2(2.5%) 

12(11.65%) 66(64.08%) 24(23.3%) 1(0.97%) 

17(17.35%) 64(65.30%) 16(16.33) 1(1.02%) 

碩士班 您認為本系教育目標 9(25.1%) 18(51.43%) 7(20%)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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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您對本系教育目標的

認同感 

16(45.71%) 12(34.29%) 6(17.14%) 1(2.86%) 

4.系核心能力認知的調查 

本系為評核學生對核心能力重要性及其達成核心能力之滿意度，於102學年針對大學部

應屆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藉由回饋的意見做為內部改善及考評的參考資料，其結果如表

1-1-5，認為4種核心能力「重要」與「非常重要」者合計達80%以上，認為達成4種核心能力

至「滿意」及「非常滿意」者合計達60%以上。整體而言每一核心能力認為「不重要」與「不

太滿意」者均在5.1%之內，足見本系所訂定的核心能力受學生的認知度相當高。 

表1-1-5 本系大學部應屆學生核心能力重要性及其達成核心能力滿意度問卷調查 

 重要性(%) 滿意度(%) 

核心能力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太

重要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太

滿意 

食品產業生產、品管及研發的能力 30.61 53.06 16.33 0 6.12 58.16 34.69 1.02 

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理的能力 35.71 50 14.29 0 10.2 48.98 37.76 3.06 

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行銷的能力 29.59 52.04 17.35 1.02 8.16 55.1 31.63 5.1 

食品相關資訊蒐尋、分析運用及口

語表達的能力 

37.75 48.97 14.28 0 14.29 47.96 35.71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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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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系『傳授食品科學專業知識，為國家培養有愛心、有品德及負責任的食品產業技術

人才』宗旨的核心價值下，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教育目標分別為「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

心，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及「傳

授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

需的研發及經營管理人才」。 

本系各班制課程依教育目標與特色規劃，發展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融合食品生物技

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的概念界定各課程。學士班規劃課程特色除著重基礎學科之教育，並加強

食品加工、生物化學、食品化學、食品分析、食品微生物、食品生物技術、新產品開發、食

品衛生安全與法規及管理學、流通學概論、行銷學、食品風險管理等專業基礎訓練，培養學

生多元化視野；碩士班課程則著重在進階專業學科之訓練，科技組以加強分析技術、發酵技

術、酵素技術、細胞培養技術等食品科技及食品生物科技進階專業訓練，工管組以產業經濟

分析、食品流通結構及食品市場經營管理等進階專業訓練。 

本系在培育食品科技與食品產業管理之專業人才同時，亦訓練學生能更廣角多元來觀

察、分析及因應頻繁變動的食品產業；藉由科技、管理兩方面的分工與合作，充分應用融合

著食品生物科技及保健食品科技的食品科技搭配食品產業分析與食品市場經營管理等專業

能力，提供迎合市場需求、良質健康、便利安全的食品相關知識，以確保國人飲食安全上的

需求。基於此一理念，本系設計每門必修及選修的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具備核心能力之素養

以落實本系之教育目標，其對照如表 1-2-1。 

表1-2-1 本系班制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對照表 

班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學士班 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

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專

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

人才。 

1.食品產業生產、品管、及研發的能力。 

2.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理的能力。 

3.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行銷的能力。 

4.食品相關資訊蒐尋、分析運用及口語表達的能

力。 

碩士班 傳授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

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專

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研發

及經營管理人才。 

1.資料蒐集整理，邏輯分析歸納，並能獨立研究

作業。 

2.執行食品科技與生物技術的實驗，並詮釋實驗

數據結果。 

3.食品產業調查、分析、管理及規劃行銷的能力。 

4.口語及文字表達食品專業知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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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學系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大學的整體環境主要係由校、院、系三個層級所組成，在各層級間皆有規劃置入正式及

非正式相關的課程及活動，以培育學生達成目標。本校博雅學習旨在生活學習、社會參與

及跨領域的學習，廣納不同領域的學識，讓學生自身的視野更廣闊，磨練與培養自我學習

的能力以及團隊合作的態度，秉持生活即學習，從學習經驗中得到進步與成長。在大一、

二的住宿、勞作教育以及參與各項團體活動的策劃與執行，從生活中學習到與人相處的態

度與方法、學習如何相互尊重、相互扶持及溝通、思辨與如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對於

生活的成長將有別於以往的體驗。 

本系專業學習的基礎架構是秉持以「食品科學技術為主，食品生物技術及食品經營管理

為輔，培養具備經營管理觀念與視野，能勝任食品相關產業工作的專業人才」的理念，進行

基礎學科及專業必選修課程的學習訓練，使確實養成學生核心能力，以落實本系之教育目標。 

本系核心能力專業養成的訓練方向，分述如下: 

1.學士班: 

(1) 食品產業生產、品管、及研發的能力：具備食品專業、食品生產製作、食品品質管制

及食品研發等專業知識與技能；藉由專業知識的學習與實務操作等課程，輔以校內外

實習，累積生產、品管及研發產品的能力。 

(2) 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理的能力：藉由食品檢驗分析及食品安全管理專業知識的學習

累積與實務操作，輔以校內外實習，累積對一般食品具備檢驗分析或食品安全管理的

能力。 

(3) 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行銷的能力：對於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行銷之理論與實務有基礎

瞭解，且具備掌握進階理論以及受訓練後從事管理及行銷工作能力。 

(4) 食品相關資訊蒐尋、分析運用及口語表達的能力：具備應用資料庫蒐尋專業資訊以邏

輯思維進行歸納、分析、類比，溝通時能利用文字語言及肢體動作清楚傳達自身觀點。 

2.碩士班： 

(1) 資料蒐集整理，邏輯分析歸納，並能獨立研究作業：能獨立完成執行工作所需各項作

業，包含正確並完整擷取期刊文獻、專業書籍等相關研究所需資料，進行邏輯性思考

以分析評估重要性與方法學、歸納建立執行策略並就預期困難及成果提供因應。能學

習並掌握食品科技或生物技術之操作技巧及儀器運用，應用於工作以產生相應數據，

並具備分析數據結果以獲得正確推論能力。能就食品相關產業規劃設計主題，掌握調

查策略與方法，實際完成後就所得結果進行分析並據以提出管理及行銷之規劃。 

(2) 執行食品科技與生物技術的實驗，並詮釋實驗數據結果：能學習並掌握食品科技或生

物技術之操作技巧及儀器運用，應用於工作以產生相應數據，並具備分析數據結果獲

得正確結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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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品產業調查、分析、管理及規劃行銷的能力：能就食品相關產業規劃設計主題，掌

握調查策略與方法，進行分析並據以提出管理意涵與具體改善方案。 

(4) 口語及文字表達食品專業知識的能力：具備應用資料庫蒐尋專業資訊以邏輯思維進行

歸納、分析、類比，溝通時能利用文字語言及肢體動作清楚傳達自身觀點。 

本系在食品科技核心學習架構下，廣納不同領域的學識，透過系列實驗課程的實際演

練、校內外產學實習的磨練、專題研究及專題討論等個人及團隊合作的培訓，進行不斷的閱

讀、發問、思辨及嘗試，在探討學習中，培養自我學習能力、團隊合作精神、相互切磋態度

以及人際關係培植，從做中學，廣泛的吸收來自體驗所累積的經驗值及專業，課程的涵養設

計，同時亦實踐在校園生活上的學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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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教育目標係由全系教職員及學生代表參與系務會議詳盡討論，凝聚共識後所訂定

的，本系教師們均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並以此為基礎擬訂本系所畢業學生應具備的核心能力

與素養。 

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訂定後，透過網頁公告、大學入門、家長日、導師時間口頭宣

導、專業課程綱要等多元機制宣導，期使全體師生能清楚瞭解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同時透過學校選課系統，在本系所開授的各學科之教學大綱顯示相關訊息。另外，本系的教

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除在新生大學入門系所時間宣導說明外，亦透過網頁公告、導生集會、選

修課程之機制、教學大綱及教師授課時講解等多重途徑讓學生充分接觸與瞭解，課程與教育

目標的關聯性及所能培養的核心養成能力。(附件 1-4-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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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班制發展定位 

本系各班制綜合考量(1)本校之定位：教學與研究雙向並重(2)本系 SWOT 分析 (3)本系發

展白皮書及(4)本系專業能力養成的專業特性，配合市場環境的需求，及培養出來的學生能具

備職場的能力等多面向的考量，確定本系大學部「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生物技

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及碩士班「傳授食品

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研

發及經營管理人才。」之教育目標。 

2.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擬訂發展計畫 

有鑑於核心能力須先轉換為具體化的能力指標，課程規劃與評量設計的成效才得以有效

落實，因此，本系自 99 學年度起因應本校重新確立本校基本素養、本校基本能力與系（所）

專業核心能力及農學院核心能力，與本系專業核心能力之關聯性；並建立學生專業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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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之對應表，如附件 1-5-1。本系依據教育目標，學士班的課程規劃，包括屬於知識導

向層面的專業必修之專業基礎養成課程，及屬於職能導向層面的學群專業養成課程規劃有初

階、進階、應用的課程，再輔以勞作教育、人文、自然、社會及跨領域等通識課程，培養學

生應具備的素養;每一項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均訂定有明確的指標，並透過正式課程進行融

合，學生於選課前即可透過網路公開資訊之標準化課程大綱，了解各課程目標、核心能力與

能力指標。且為落實學生核心能力的學習成效檢核，本系各授課教師已依據課程目標規劃合

適之多元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並收錄於本校 e 化選課系統，同時依據個別課程的授課方式

訂定適用的評量尺規（Rubrics），建立以學習成效為基準的評量準則（含筆試、報告、實作、

參訪等評量尺規）。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自 100 學年起即著手陸續規劃學生達成核心能力指

標的評估機制，以確保學生獲得專業知能之執行策略與行動方案： 

(1)本系陸續於 100 學年起就課程規劃、內容、成效及架構等進行審查，並逐次依審查委

員的審查意見和改善建議，擬訂意見補充說明及改進計畫，進行改善。(附件 1-5-2 ) 

(2)為達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自 100 學年度起陸續進行學習成效稽核點的訂定，同時

透過學生學習成果的自我檢核，依據學生專業知能學習的自我了解程度，進行適度的教學

調整。 

A.學士班 

(a)課程多元學習評量檔案之建立：設計採行多面向評量方式並設立多重考核點促使同

學持續性自主學習，並使學生瞭解評量目的在協助學生學習及提供教師教學回饋。 

(b)建立學習指引及成效稽核點： 

(I) 訂定學生學習驗收課程「專題研究」施行辦法(附件 7-2-1 )，訓練學生具備蒐集

與歸納資料、執行研究計畫、進行書面與口頭報告等能力，促使學生規劃因應

未來就業或深造所需執行專案計畫相關能力的培養。 

(II) 規劃「專題討論」學生學習總驗收課程(附件 7-2-2 )，對學生所學專業知識的運用

及強化學生檢索、閱讀、分析、彙整及上台報告的能力或提升生涯競爭力等具有進

一步的啟發作用。 

(III) 修訂「學生實習實施要點」(附件 7-2-3 )，增列實習心得口頭及書面報告，並作

為學生學習驗收課程之一，強化與提供實習機構之間的溝通協調，以提升實習

成效及評量精確度，增進學生對食品相關產業之實務操作及整體瞭解，期能與

在校所學進行連結；透過實習心得分享，可讓學生們提前了解產業的動態規模

及社會需求的行為模式，可先行就個人能力不足之處進行強化學習。 

(c)101 學年起增設專題討論期末壁報成果發表檢核與壁報成果競賽(附件 1-5-3 )，除訓

練團隊成員彼此連貫的表達能力，更能培養團隊合作與分工精神，並經由製作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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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題海報以訓練資料整理與分析及統整製作海報等能力。 

(d)102 學年開辦創意食品競賽檢核(附件 1-5-4)，將學校所學課程，包括食品加工、食

品工程、食品微生物、食品衛生安全、新產品開發、食品包裝等課程內容，融合同

學的創意於創新開發產品中，以強化同學的實務經驗。 

 B.碩士班 

研究生於修業年限內除修畢規定課程、學分及完成論文考試外，尚須完成： 

(a)須於各學會之年會或研討會發表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或張貼壁報論文至少乙篇。(附

件 1-5-5 ) 

(b)通過英文檢定 B1 或符合本校英文檢定畢業門檻第五條之檢定替代方案。 

(3) 持續檢討本系課程之設計與配置，並修訂更明確的選課指南。 

 

二、特色 

本系將努力持續發展下列特色，以確切落實本系各班制教育目標: 

1.掌握食品產業脈動的專業課程 

本系成立之初，承襲以農產加工為核心的基本概念，專業課程以傳統的食品加工、食品

工程、食品微生物等食品科技課程為重心，培育出許多當時所需的食品工業人才，並為本系

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食品工業於 80 年代政策調整為滿足國內需求，提升食品工業至已開發國家的水準。在

此時期，本系成立了碩士班，包含食品科技組和食品工業管理組；同時，大學部選修專業課

程也增設了食品產業經營管理的系列課程。這些課程上的改變，實屬國內食品科學教育之首

創。 

90 年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以滿足國人飲食保健需求為主要任務。為因應此一趨勢，亟須

強化食品生物技術與機能性保健食品專業課程，本系將傳統生物科技、分子生物技術及機能

性保健食品等課程整合為食品生物科技學群課程。此外本系與畜產生技系共同主導設置了本

校的生物技術學程，以奠定學習生物技術課程的穩固基礎。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食品安全問題為國際高度重視之課題，世界衛生組織

(WHO)、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及美、歐、日本等先進國家紛紛投入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為因

應此一轉變，也加速了產官學研各界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相關人才的需求；本系亦配合食品

技師類科考試將食品衛生與安全改為大學部必修課以符合 7 個領域相關課程之應考資格，此

外並開設有食品安全追溯體系課程、同時逐年規劃增設如食品風險分析概論、食品風險管

理、食品風險評估、食品風險溝通實務講座等食品安全系列課程。 

2.為食品產業技術人才量身設計的食品管理課程 

食品產業擔任生產、製造、研發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大多不熟悉市場分析與消費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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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等專業知識，因此攸關產品的設計、開發、改良所需市場與消費者回應等訊息，均需仰賴

行銷業務人員提供。若食品技術人員自身不僅只有侷限於技術層面思維，同時具有食品管理

觀念的話，便很容易和行銷業務人員進行有效溝通達成共識，甚至能融合技術與行銷觀點協

助研擬策略；此外，食品技術人員基於專業的觀點，察覺技術與市場變化關係的敏感度會高

於傳統的行銷業務人員，因而更能適時反映提出積極建言。食品產業具備經營管理學養的技

術人員對於企業領導階層的經營策略，也因有較深入的體認，在工作上較能跟得上企業發

展，其在職場的表現，勢必更能融入團隊而發揮所長。基於此一理念，本系規劃大學部的食

品產業經營管理課程即包括食品產業經濟分析、食品市場經營管理及食品市場流通三項主

軸，目的即在於培養學生具備食品產業分析、管理決策研擬及流通策略規劃的的基本能力。   

3.重視實驗(習)課程，強化實驗之應用性及暑期實習實務性之演練 

(1)精實本系專業實驗課程 

本系開設微生物學實驗(一)、微生物學實驗(二)、生物化學實驗、食品加工實驗(一)、食

品加工實驗(二)、加工原料學實驗、烘焙學、食品微生物實驗、食品分析實驗、新產品開

發實驗、食品保存技術實驗、單元操作、細胞學實驗、食品科學實驗法等專業實驗課程。

每門實驗課程的各個實驗項目設計均由授課教師精心規劃，由專任助教進行實驗內容講解

及實驗程序操作說明，並實際指導學生實驗技巧操練，學生學習效果甚佳，實驗課程同時

加入創意競賽、跑檯評比等應用性訓練；102 學年並將部分課程錄製剪輯製成線上教學檔

案，可供學生隨時調閱學習。 

(2)暑期實習適性訓練課程 

暑期實習對學生而言是理論與實務結合，在學期間即可瞭解職場環境，習得實務經驗，

使得理論與實務得以相互驗證及配合，培養職場倫理及工作態度，達到「做中學，學中做」

的成效以養成就業能力。本課程除了提供同學上述目的外，並配合多元評量方式進行考

核，涵蓋工作效率、責任感、工作勤惰、出席情況、主動性、配合性、資訊蒐尋及分析運

用的能力、專業知識運用及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儀容、態度與禮貌

等項目；同時亦訓練同學資料整理及口頭報告能力，各項能力訓練期能更契合產業界人力

專才需求。 

(3)成立食品科學檢測中心 

藉由食品科學檢測中心提供食品檢測分析技術服務，強化與食品產業交流合作，密切

與業界建立長期的伙伴關係，並提供學生分析檢驗技術實作研習的機會。 

 

三、問題與困難 

1. 經費短絀空間不足：高等教育體系愈趨嚴峻，受到國內整個大環境經濟已逐漸低迷不振的

影響下，各私立大學可運籌的經費相當不足，因經費短缺的排擠效應更是加劇，甚至已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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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到教學上必要經費的支出。現有本校農學院教室空間老舊擁擠，已是長年存在的事實，

新農學院大樓之興建及整體教室空間的整頓議題仍停留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針對增修建

工程，本校要求須有相對配合款，才願意協商規劃整建，本院募款總金額距離相對配合款

額度距離甚遠，仍有待努力。 

2. 新興族群自主管理能力不佳：媽寶型新興族群自主管理能力不佳，加上校外生活環境絢

麗多彩充滿誘惑，身心靈受到的影響甚鉅，學生在課業學習專注力、學習態度、學習熱忱

大幅低落，已嚴重損及教學學習品質。 

3. 食品安全領域相關師資和課程缺乏：近年受到連續幾波食安風暴之影響，導致消費大眾

對於加工食品的安全性要求更高，如何確保跨領域課程的探討、建立及再教育是當務之

急。需求殷切的『食品安全』是一門專門探討在食品加工、儲存、輸送及銷售等過程中確

保食品衛生及食用安全、防範食物中毒、進行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政策推行及溝通等綜合性

跨領域學程，依據本校聘用師資偏重博士學位的聘任規章，恐不易聘請到實務型業師之支

援。配合社會的需求於103學年微調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明確訂定能力指標以因應。 

 

四、改善策略 

1. 進行教學實驗室的整頓與改善，設立共用儀器室：本系近年規劃進行教學實驗室的整頓

與改善，設立共用儀器室，紓解實驗空間稍嫌擁擠的現象，並有效改善教學環境的品質與

安全;本系「食品科學檢驗中心」實驗室同時支援實驗操作之教學;農學院教室已裝置有 E

化講桌設備有效提升教師教學的便捷性，至於有關其他教室整頓及加裝空調設施將持續向

本校爭取。 

2. 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認識各層面，培養多元化的能力使更具有適應能力：結合校定人文、

社會、自然及文明與經典等必修跨科學領域的學習，及透過系內三大學群課程跨領域的

選課輔導，同時引導學生善用學校學習資源，包括如勞教處及學務處推動的博雅學習資

源等進行生活學習及社會參與，本校學務處 104 年並著手建立博雅平台，以記錄並分析

學生多元學習的成效，使學生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能適時調整學習需求。如此可使學

生從不同角度認識各層面，培養多元化素養的養成，使學生的思維更廣闊，磨練與培養

自我學習的能力以及團隊合作的態度，學習到與人相處的態度與方法、如何相互尊重、

相互扶持及溝通、思辨與如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從學習經驗中得到進步與成長。 

3. 課程模組進行調整，規劃食品科技學群、增加食品安全學群及調整食品產業管理學群：

隨大環境多元化發展的變化，對同一議題所扮演的角色及需求也不盡相同，隨發展演變的

腳步，在食品安全受到全面的檢視下，本系規劃於 105 學年起在教育目標中將食品生物技

術涵納入食品科技中，揭櫫食品安全並對應成立食品安全學群，將課程模組進行調整，規

劃合併食品科技及食品生技為食品科技學群、增加食品安全學群及調整食品經營管理為食



19 
 

品產業管理學群。其中食品安全學群為跨學科領域，將從落實產銷源頭管理及稽查、確實

產製作業規範及流通監管、具備風險評估資訊及協調溝通，乃至輸出入境管國際合作等面

向，均需延聘相關領域業師專家至系所支援開課或進行專家座談，然該具實務經驗業師專

家要能符合校方聘任資格者尋求不易，將多方盡力諮詢，並向校方推薦產業界業師之聘用。 

4. 配合社會需求於 103 學年微調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明確訂定能力指標以因應：本系

在傳授食品科學專業知識，為國家培養有愛心、有品德及負責任的食品產業技術人才之定

位下，為能配合時代變遷的需求於 103001 次聯席會議通過微調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

明確訂定能力指標以因應。(附件 1-5-6 ) 

(1)學士班 

教育目標：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主，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產業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

培育具創新開發能力的食品產業專業人才。 

核心能力： 

A. 食品產業生產、品管及創新開發的學習能力。 

a.具備食品生產製作知識 

b.具備食品品質管制知識 

c.具備食品研發的知識與技能 

B.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理的能力。 

a.具備一般成分定性定量分析能力 

b.具備食品微生物及生化檢驗能力 

c.具備食品品質與衛生安全的評估能力 

C.食品市場行銷規劃與執行的能力。 

a.瞭解食品市場發展趨勢 

b.具備基礎經營管理及行銷理論知識 

c.瞭解基礎經營管理及行銷實務 

D.食品相關資訊分析、應用及口語表達的能力。 

a.具備食品專業英文閱讀的能力 

b.具備專題規劃擬定、蒐集資料、歸納及分析能力 

c.能符合邏輯的表述整體成果 

d.能理解問題點並給予適當回應 

(2)碩士班 

教育目標：傳授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以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專業

知識，培育具創新能力的食品產業研發及管理人才。 

核心能力： 

A. 研發主題規劃、專業資訊蒐集整理、分析歸納及獨立執行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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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能由需求與問題中掌握合適研究主題 

b.熟悉及運用專業資料庫以建立研究背景 

c.能評估與掌握執行專案的策略與方法學以提出研究設計 

d.能分析執行成果並據以提出解決問題方案 

B.規劃及執行食品科技與生物技術的實驗，詮釋及忠實呈現實驗數據與結果的能力。 

a.熟悉相關實驗原理及操作技術 

b.熟悉儀器分析原理並具備數據解讀能力 

c.具備應用統計分析方法之能力 

C.食品產業、企業分析管理的能力。 

a.具備食品專業英文閱讀與詮釋能力 

b.能邏輯地表述並論證整體成果 

c.能於討論中理解問題並提供適當之回應 

d.具備書面專題報告或企劃書撰寫能力 

D.口語及文字表達食品專業知識之能力。 

a.問題發現整理的能力 

b.問卷設計 

c.熟悉量化或質化分析技巧 

d.分析結果與提出建議 

 

五、項目一小結 

1. 本系依 SWOT 分析及 PDCA 定位為傳授食品科學專業知識，為國家培養有愛心、有品德及

負責任的食品產業技術人才，並分別確立學士班教育目標為「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

心，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

碩士班教育目標為「傳授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以及食品經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

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研發及經營管理人才。」學士班核心能力訂為「(1)食品

產業生產、品管及研發的能力(2)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理的能力(3)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

行銷的能力(4)食品相關資訊蒐尋、分析運用及口語表達的能力」、碩士班核心能力訂為「(1)

資料蒐集整理，邏輯分析歸納，並能獨立研究作業(2)執行食品科技與生物技術的實驗，

並能詮釋實驗數據結果(3)食品產業調查、分析、管理及規劃行銷的能力(4)口語及文字表

達食品專業知識之能力」。 

2. 確立本系教育目標與本校、本院教育目標的符合性及關連性。 

3. 因應社會消費大眾需求，逐年規劃食品安全管理系列課程。 

4. 本系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及委員建議，已擬訂各項確切的系務發展及改善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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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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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本系依照教育宗旨與教育目標擬定學生基本核心能力指標，並進而規劃課程架構，旨在

培養學生具豐富食品科學智能、分析評估能力及兼具博雅素養，亦兼顧學生未來的生涯發展

而規劃適性分流課程之訓練，使其能有多元化選擇。擬繼續深造者可藉由參與專題研究及與

研究相關之暑期實習進入專業研究領域；擬直接進入職場者可於修習與食品技師及專業證

照、生技學程、教育學程等相關課程後通過資格鑑定及公職考試，並安排與食品產業相關之

暑期實習，同時滿足學生升學與就業需求。 

1.課程規劃之運作及架構設計之構思 

本系課程規劃除參考國內外相關系所的課程內容，並依據國家社會需求、系所發展特色

定位及產官學研專家、系友、學生等意見匯集進行規劃設計，提送系務-課程聯席會議討論

議決，再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施行。 

在基本核心能力目標建構下，專業領域課程架構之設計，在使同學能將所學能力與產業

所需人才之要素接軌。依據學士班之教育目標，低年級的課程規劃在於奠定各專業課程的基

礎及培養學習不同專業領域課程的能力；高年級的課程重心則在不同領域的「專業選修課程」

上，期以增強專業能力。「專業選修課程」主要劃分為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以及食

品經營管理三個學群。碩士班的教學延續學士班學群的理念，分成食品科技組與食品工業管

理組。課程內容以研究論文及專題討論為重心，修習的課程依據論文研究所需及學生未來發

展的方向而定。 

2.課程規劃及架構設計運作之結果 

依據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設定，課程規劃於學士班包括(1)專業必修之專業基礎養

成課程，屬於知識導向層面，及(2)學群專業養成課程，分初階、進階、應用(專業成效)，屬

於職能導向層面，再佐以本校(3)勞作教育、學生自治、人文、社會及跨領域通識等博雅教育

概念設計的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社會人文素養(附件 2-1-1)。本系碩士班課程設定為專業養

成，涵括基礎、進階至成效之教育。整體課程規劃與本系制定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能完整

對應(附件 2-1-2, 附件 2-1-3)。 

本系依據核心能力指標，進行「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雙向檢核表」之建構，以建立核心

能力與課程間的連結，形成選課及學習之順序與邏輯，並據以規範課程需達成之教學目標(附

件 2-1-4)。本系必選修課程之增刪或內容調整，均經系務-課程聯席會議針對是否符合本系教

育目標、核心能力及發展特色詳加審查討論後決定。 

本系專兼任教師與助教為此對所授課程進行持續調整或增停開課，例如邇來食品安全議

題廣受政府及社會大眾矚目，為適時培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相關人才，肩負食品科學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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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責任，乃參酌食品技師所需學能素養，自 101 學年起在本系原有核心基礎養成課程如

食品分析、食品化學、食品微生物、工廠管理等強化涵括之。102 學年起增開食品安全相關

課程如風險管理，並逐步增開食品風險分析概論、食品風險評估及食品風險溝通實務講座，

規劃自 104 學年起成為本系重要學群之一。 

本系課程地圖(附件 2-1-1, 附件 2-1-5)除於新生入學及家長歡迎會中詳加宣導，也隨時公

告更新於系網頁。本系網頁上包含必、選修課程對應核心能力之說明及與院級核心能力之關

聯性(附件 2-1-2)。其次，本系所有任課教師均需於開學前將含有授課大綱之授課計畫表上網

提供選課參考，包含課程內涵之制定及其與系訂核心能力之連結。由附件 2-1-4 之對照表，

可看出本系必選修課程與核心能力之連結資訊。本校期末教學意見反映將修課同學是否瞭解

及認同課程內涵與本系能力指標及核心能力之連結列為重點，包含「我瞭解這門課的課程目

標與內涵」、「我知道這門課希望培養學生哪些核心能力」、「在修完這門課後，我的核心能力

有所提升」等問題。學生選課前可參照系上公布之學習地圖及課程大綱，了解各課程目標及

預期之能力指標，更可藉由「期末教學意見反映」回饋教師及本系，做為檢討修正之具體依

據。如下表 2-1-1「100-102 學年本系各科目教學意見反映課程規劃相關評量值」所示如附件

2-1-6，平均有超過八成填答同學在前述三項問題中表達肯定，亦即不僅瞭解課程目標與內

涵，也知道課程希望培養之核心能力，更認知修完課後核心能力有所提昇，顯示本系目前課

程規劃及架構設計運作能使多數同學瞭解，而所據以實施的教學內容也能獲得認同。可呼應

這點的，包括表格中所呈現在回答「本課程我可以學到做學問或活用知識的方法」時，學生

同樣給予高度的肯定。 

表 2-1-1  100-102 學年本系所各科目教學意見反映課程規劃相關評量平均值 

 
102

100-102

平均
102

100-102

平均
102

100-102

平均
102

100-102

平均

普通生物學 87.35 83.69 86.75 82.66 84.40 80.65 85.40 80.36

食品科學概論 86.03 82.87 85.50 82.10 84.50 80.84 83.90 80.60

生物化學（一） 81.50 80.91 81.50 80.89 81.50 79.19 81.50 78.50

生物統計學 77.20 79.20 77.90 79.19 74.50 75.58 74.50 75.35

食品工程 85.70 84.94 85.00 84.22 80.90 80.76 81.40 80.95

食品加工（二） 85.40 84.11 84.00 83.13 79.90 81.08 80.00 80.73

食品微生物 83.30 84.34 83.00 84.14 78.70 81.06 79.40 81.14

營養學 80.70 83.01 80.90 82.79 78.90 87.92 79.60 81.73

專題討論 86.35 89.14 85.10 88.94 83.90 71.99 79.90 84.59

學年度/下學期

課程
102

100-102

平均
102

100-102

平均
102

100-102

平均
102

100-102

平均

微生物學（一） 90.00 86.32 90.10 85.77 87.80 83.95 88.40 84.16

食品加工（一） 80.80 79.86 80.40 79.75 79.30 78.50 77.60 77.62

生物化學（二） 78.50 76.02 78.20 76.12 74.60 72.98 74.20 72.26

食品衛生安全與

法規
88.45 87.00 87.80 87.11 87.40 86.15 88.00 86.62

管理學 74.80 74.80 74.00 74.00 71.00 71.00 70.40 70.40

食品工程 81.70 81.16 81.50 80.51 77.70 77.00 77.50 75.94

食品分析 82.80 79.98 82.50 80.02 80.50 76.41 80.90 76.52

食品化學 86.10 85.69 86.10 85.21 82.10 83.08 83.00 82.03

專題討論 85.80 87.50 85.80 86.96 82.20 83.86 83.80 83.51

學年度/上學期

課程

我瞭解這門課的課程目

標與內涵

我知道這門課希望培養

學生哪些核心能力

在修完這門課後，我的

核心能力有所提升

本課程我可以學到做學

問或活用知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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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保證機制為何？ 

1.透過會議討論依收集各方意見結果進行課程設計及教師教學改進 

本系由全體專任教師組成課程委員會，於系務-課程聯席會議時討論有關課程的規劃與

設計各項議題，本系各專業必選修課程除參考國內外相關系所的課程內容，並依據國家社會

需求、本系發展特色定位及產業界專業人士、系友、學者專家意見匯集等進行規劃設計，並

參酌評鑑委員建議及在校生、畢業生、雇主等回饋意見修訂，當課程修訂內容及方向確立後

送提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討論議決後執行，選修課程如有增減亦均經課程委員會、系務會

議決議後實施。本系課程規劃設計、制訂、修正等運作機制詳見下圖。 

 

 

                                  

 

 

 

 

同時，為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依據「東海大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

第八條，於 102 年 10 月設置本系「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定期檢討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

習成效機制，分別就(1)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妥適性、(2)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

劃是否具關聯性、(3)學生學習輔導措施之檢討及改善建議、(4)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自我改善

機制之檢討及改善建議、(5)依前款機制評估結果持續改善之情形及(6)其他，進行提升教學品

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相關事項之檢討及提出改善建議。本系自 100 學年度起陸續就課程規畫、

內容、成效及架構等進行審查，並逐次依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和改善建議，擬訂意見補充說

明及改進計畫後著手進行改善(附件 1-5-2)，如參酌委員意見調整核心必修課程，增列管理學

俾符合「以管理為輔」的教學特色，並增列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以及食品微生物實驗，以投

入食品安全稽核市場。102 學年起除著手於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修訂如表 2-2-1，並進

行學士班能力指標、指標定義之訂定如表 2-2-2 及循序漸進制定各項核心能力之檢核標準。 

表 2-2-1 修訂後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學 

士 

班 

 

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主，食品生物技術與食

品產業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具創新開發

能力的食品產業專業人才。 

1.食品產業生產、品管及創新開發的學習能力。 

2.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理的能力。 

3.食品市場行銷規劃與執行的能力。 

4.食品相關資訊分析、應用及口語表達的能力。 

碩 

士 

傳授食品科學技術、食品生物科技以及食品經

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專業知識，培育具創新

1.專業資訊蒐集整理、分析歸納及獨立執行研究的

能力。 

 

課程規劃發展與運作機制 

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聯席委員會 

對應核心能力 

之個別課程 

達成核心能力 

整體課程架構 

 

核心能力的 

檢核機制 

 聯席委員會評估 

系所發展特色 

及定位 

各界專家建議 

國家社會需求

及產業發展 

升學 

或 

就業 

畢業生回饋意見 

雇主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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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能力的食品產業研發及管理人才。 2.執行食品科技與生物技術實驗，並詮釋實驗數據

結果。 

3.食品產業、企業分析管理的能力。 

4.口語及文字表達食品專業知識之能力。 

表 2-2-2 規劃本系學士班核心能力指標、指標定義之訂定 

系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 指標定義 

1. 食品產業生產、品管及

創新開發的學習能力 

1.具備食品生產製作知識 

2.具備食品品質管制知識 

3.具備食品研發的知識與技能 

完成食品生產製作過程、食品品質管制及食品

研發的知識與技能等相關的 15 學分核心課

程，藉由課程學習與實務操作等課程，輔以校

內外實習，以提升生產、品管及研發能力。 

2. 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

理的能力 

1.具備一般成分定性定量分析能力 

2.具備食品微生物及生化檢驗能力 

3.具備食品品質與衛生安全的評估能

力 

完成一般成分定性定量分析、食品微生物檢

驗、生化檢驗以及食品品質與衛生安全評估等

相關的 25 學分核心課程，藉由課程學習與實

務操作，輔以校內外實習，以提升多元檢驗分

析及食品品質、衛生安全評估的能力。 

3. 食品市場行銷規劃與執

行的能力 

1.瞭解食品市場發展趨勢 

2.具備基礎經營管理及行銷理論知識 

3.瞭解基礎經營管理及行銷實務 

融合食品科學專業知識修習管理學、經濟學及

食品行銷學等 8 學分核心及相關選修課程，培

育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行銷能力，以從事食品

相關管理及行銷工作。 

4. 食品相關資訊分析、應

用及口語表達的能力。 

1.具備食品專業英文閱讀的能力 

2.具備專題規劃擬定、蒐集資料、歸納

及分析能力 

3.能符合邏輯的表述整體成果 

4.能理解問題點並給予適當之回應 

完成專題討論課程個人與分組報告及期末壁

報成果發表與競賽；各科實驗課程訓練檢測數

據的分析及實驗報告撰寫，俾使學生上台或報

告撰寫能針對問題，蒐集國內外專業資訊，經

歸納、分析後，擬定正確的解決方案。發言溝

通時能恰當的引用文字、語言及肢體動作，清

楚傳達自身觀點。團隊合作時能彼此溝通協

調，互助合作，呈現整體成效。 

2.建置課程地圖及規劃課程學習歷程引導學習規劃 

本系依課程地圖之建置進而規劃課程學習歷程提供學生參考，定期持續予以檢視並更新 

(附件2-1-5)。選課地圖提供指引，亦同時展現充分的選課彈性與課程多樣性，其目的在檢視

本系課程之間的邏輯關係，建構出具有系統性、層次性、完整性的學習流程。透過不同年級

及學期間由基礎至進階課程的修習，規劃學生循序而晉級的學習路徑。對於學習者，課程地

圖是修課的導航系統，指引學生如何安排修課方向及次序，修習前後檢視應加強的核心能

力；而對於授課者，課程地圖可提供做為檢視各學期開設課程邏輯性、順序性及完整性的檢

核機制。學習歷程是由課程地圖對應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流程圖，更能輔助學生選課(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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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2-1)。讓學生明瞭修課目的以及與各項能力培養、生涯發展之關連，及早規劃自己如何

配合學習，建立未來競爭力。 

本系為使學生能了解課程地圖及學習歷程之功能，做為修課之依據，利用新生入學、家

長日、選課前以及平時以網頁公告及導師輔導等進行持續之宣導。任課教師並於開學前將含

有授課大綱之授課計畫表上網提供選課參考，在課程大綱中分別列出課程目標、課程內涵、

多元教學及評量方式、主要參考書籍/資料、教學進度、評分方式(含項目、比例、說明)等，

學生能充分掌握課程相關資訊並評估是否與個人學習規劃相符(附件2-2-2)。 

3.專任助教輔助實驗與實習課程確保授課品質 

本系考量理論與實做相輔相成之重要性，堅持由大學部至研究所均規劃有多個必選修實

驗與實習課程。以實驗課程而言，每學年現有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微生物(一)、生物化學、

食品加工、食品分析等共14班次必修實驗均有專任助教輔助教學，另有微生物(二)、食品微

生物、加工原料學等8-9班次大學部及食品科學實驗法、細胞學等2門碩士班選修實驗(附件

2-2-3〜5)，開設實驗課程的完整性在國內同性質科系，特別是私立大學中並不多見；而具專

任助教輔助教學更為獨有。這些課程由大一至大四(可上修碩班課程)再到碩士班，能配合專

業課程時程而開課，使學習者能同步呼應連結理論與實務，並能由基礎(如微生與分析)至進

階應用(如食微與食分)循序漸進地達成學習成效。經由專任助教人力之投入，各實驗課程除

能進行實驗示範及原理講解，亦得以跟催學生進行實驗前預習(預先瀏覽教學影片及相關資

料、繳交預報告)，實驗後數據整理與書面報告撰寫，並於期末進行跑檯、紙筆測驗、實做

競賽、口頭報告等彙整綜合評測。103學年度開始，生化、加工及食品分析等三大核心必修

實驗之期末評量均納入本系學士班畢業門檻，代表本系對於訓練學生實做能力之堅持；而專

任助教之共同努力，是得以實踐此理念的最大支持力量。 

如2-1節所述，本系積極鼓勵學生利用假期至產官學研各界進行為期一個月至兩個月之

實習訓練(附件5-1-2)。有別於若干系所交由學生自行接洽與安排，本系由助教負責對外繕寫

公文發函聯繫、對內公佈實習訊息及提供過去實習者登錄之實習內容及心得為參考，取得申

請實習學生之志願序，對外聯繫原有及潛在實習單位並瞭解其接受實習門檻及名額，繼而循

環式配對媒合雙方。此過程繁瑣冗長，諸如實習條件媒合(時程、內容屬性、適合專長、食

宿及福利提供等)、行前說明、過程掌控、結束後回報及書面與口頭心得報告等都不得疏忽，

在專人專責處理下較能及時橋接兩方，確保學生學習效果，實習單位也較能滿意而有後續合

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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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本系於 1980 年創立時即秉持「以食品科技專業課程為核心，經營管理課程為輔，為食

品產業培育所需人才」精神，課程設計兼顧食品科技及經營管理兩領域之融合。除本系學群

專業養成課程各學群間規定有最低互修學分，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外，本校亦將「培育專業及

跨領域知能並激發創新能量」做為共同教育目標之一。校內設立各種學程及博雅書院(附件

2-3-1)並制定有東海大學雙主修辦法(附件 2-3-2)、本校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附件 2-3-3)

等，鼓勵學生參與原有專業之外的學習，接受不同領域訓練的薰習與開拓問題思考的面向。

依照不同課程規劃，這些跨領域的完整學習皆訂定有最低門檻。依照要求學分數，門檻較高

的為雙主修，需修畢加修學系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與學分；其次為輔系，需修畢輔系至少

20 個以上必修學分；再其次為學程，以生技學程為例有必選修各 9 學分共 18 學分，而因這

些課程有部份列為本系專業選修科目，其達成門檻相對較低。 

這些門檻也反映在實際選擇不同方案時之考量。由於本系必修科目較為繁重，目前並無

選擇雙主修者，而目前修習輔系同學共有 9 名，分別選擇企管、財經、餐旅、建築、中文、

哲學及化學等科系(附件 2-3-4)，面度相當廣，可預期食科專業與這些輔修課程之結合，能賦

予其新的思維與能力。而由農學院所開設之「生物技術學程」整合生物技術相關學理及實做

課程，師資來自理工農三學院食科、畜產生技、生科、化材、環工、化學等系，主要修習者

亦來自理工農三學院，請參見附件 2-3-5 之簡介。本系每年平均約有 10〜20 名同學登記參加，

普及度較前兩者為大(附件 2-3-6)。而自 99 學年開辦以來，本系每年均有學生參與博雅書院，

書院生有 14 人(附件 2-3-7)。 

本系提供外系學生做為輔系修習，規定必修科目有食加、微生、食化、食分、生化、營

養、食科概論等 7 科 20 學分(附件 2-3-8)。本系教師支援課程主為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包括

「營養與保健(自然)」、「飲食與保健(自然)」、「經濟學(社會)」、「經濟學導論(社會)」、「大學

引導」，學程課程有與畜產系合開之「生物技術實驗(生技學程)」，另有計畫專案課程包括畜

產系執行教育部轉譯農學計畫下開設「動物細胞培養與產業應用技術」、「動物分子檢測技

術」，以及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計畫下開設有「高齡社會問題實務」、「高齡勞動參與與人

力資源」。(附件 2-3-9) 。103 學年起本系執行教育部「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預計 106 學年度四年期滿後，將培養學生創新創業的相關課程融入既有的生物技術學程中，

開創更實用與符合社會需求的學程。(附件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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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國內唯一結合食品科技與食品工業管理領域於專業課程 

本系本於「食品科學技術為主軸，食品生物科技及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教育目標，培

養具備經營管理觀念與視野，能勝任食品相關產業工作專業人才;本系的課程設計，在食品

科技專業課程主要培養食品加工產業所需人才，食品生物科技專業課程培育食品生物科技人

才，食品經營管理專業課程則培育食品專業科技人才同時兼備解析產業脈動的能力，把握發

展的方向。 

2.教學特色與培育目標可使學生發展方向多元化 

本系依據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設定，課程規劃於學士班包括(1)專業必修之專業基礎養

成課程，屬於知識導向層面，及(2)學群專業養成課程，分初階、進階、應用，屬於職能導向

層面，再輔以(3)勞作教育、學生自治、人文、社會及跨領域通識等博雅教育概念設計的課程，

培養學生應具備的社會人文素養；碩士班課程設定為專業養成，涵括基礎、進階至成效之教

育。本系為適時培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人才，已增列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及食品微生物實驗

為必修課程，並強化食品分析、食品化學、食品微生物、工廠管理等既有課程，繼而增開食

品安全相關如風險管理等課程，食品安全管理系列課程未來規劃成為本系重要學群。 

3.課程設計與產業聯結 

食品科學為奠基於化學、生物、物理及數學等理論之應用領域，課程設計特別考量理

論與實務之連結，如規劃由學士班至碩士班之多個必選修實驗以及校內外乃至於海外之實

習、校外產業參訪、實務講座等課程。另外，本系設立 30 餘年，系友分布各界而向心力强，

可運用社會資源多，並具體回饋產業動態與人才培育意見在課程設計、教學內涵等面向上。 

4.提供完整教學與產業服務及合作環境 

本系多數教師均有豐富產學合作經驗，除在各相關課程提供實際範例增強教學效果，

碩士班與學士班專題研究生更直接可參與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近年所建立具 TAF 認證之食品

科學檢測中心，進一步提供完整教學與產業服務及合作的環境。 

 

三、問題與困難 

1. 學生於在學期間及畢業後均對外語有較大實質及心理障礙：由 101 學年全校必修課程與

就業力關聯分佈之統計中可見，各系均以「專業知識與技術」、「具有發現、分析、解決問

題能力」、「融會貫通能力」三項比率最高；而「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跨領域整合與

多元適應能力」、「具有創新能力」三項關聯比率則最低。另外，由本系畢業生「學習滿意

調查問卷」及「事業單位對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畢業生就業表現調查」兩項分析，本系學

生於在學期間及畢業後均對外語有較大實質及心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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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精實」措施下欠缺足夠的人力，導致事倍功半成效減弱：「跨領域整合與多元適應

能力」、「具有創新能力」等兩項就業力，或需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與人力，且不易納入

一般課程設計，在本校“精實”措施下，本系並無法獲得足夠所需教學資源，導致事倍功半

而成效不佳。 

 

四、改善策略 

1. 透過使用原文的教課書以及「專題研究」、「專題討論」國際期刊文獻的查閱及上台報告，

提升學生英文閱讀能力：本校已訂立「自 100 學年度起入學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學生，必須

通過本校之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之規定；另外，本系除學士班「專題研究」

及學碩士班「專題討論」課程需參閱大量國際期刊文獻，其他必選修課程中亦漸次加強原

文文獻閱讀與語言演練，應對學生專業英文閱讀能力及國際視野有所提升，成效應在日後

可逐漸呈現。 

2. 助教以輔助必修實驗課為主，至於選修的實驗課程由研究生協助：將本系助教人力投入

必修實驗課程，並由研究生協助選修課程，可讓助教專注於輔助必修實驗課程的改善，更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例如大三必修食品加工實驗自 102 學年起延伸「創意食品競賽」

納入共同檢核指標，預期可提升學生創新與整合能力，未來將規劃企業見習等實務課程，

「跨領域整合與多元適應能力」及「具有創新能力」兩項就業力可進一步獲得強化。 

3.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具體之建議，本系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如下： 

(1)建立學習指引及成效稽核點： 

A. 本系規劃完成並自 100 學年起執行學士班「專題研究」課程施行辦法，教導學生研究

方法之運用，增強學生執行專案計畫相關能力之培養。 

B. 本系規劃完成並自 101 學年執行學士班「專題討論」課程，訓練學生具備蒐集與歸納

資料、執行研究計畫、進行書面與口頭報告等能力及加強學生團隊分工及合作之精神。 

C. 本系檢討並修訂「學生實習實施要點」，強化與提供實習單位之間的溝通協調以提升

實習成效及評量精確度，增進學生對食品相關產業之實務操作與整體瞭解，與在校所

學進行連結，並自 101 學年度起執行回校實習心得報告，與在校學弟妹分享實習成果。 

(2)本系為達成學生「協助研發能力」之教育目標自 100 學年度起計有 33 位學士班高年級

學生參與 22 個主題研究，對提升學生專業知能學習了解、文獻蒐尋閱讀分析、研究能

力的強化，及生涯競爭力有顯著成效。 

(3)本系自 100 學年度起每年均開設「食品科學實驗法」實做課程，讓研究生藉由實驗親自

操作精密的儀器設備提升其研究能力。所操作的設備包括原子吸收光譜儀(AA)、氣相層

析儀(GC)、極緻高效液相層析儀(UPLC)及同步定量核酸擴增儀(Real time PCR)分別測定食

品中的鈉、反式脂肪酸、維生素 E 及大豆基改基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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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系也調整核心必修課程，增列管理學以符合本系以管理為輔的教學特色，增列食品衛

生安全與法規及食品微生物實驗，以投入食品安全管理稽核市場。 

4.101 學年度最近一次「課程整體架構審查」中亦呈現若干意見與回應整理如下： 

各方回饋意見 大學部對應處置或改善作法 研究所對應處置或改善作法 

強化學生語文能

力，可增加畢業

生就業的潛力。 

1. 學校共同課程「大一英文」依學生程度

分班授課的措施已行之有年，且本系自

93 學年度起加開「食品專業英文」，並

請授課教師儘可能採用原文書籍為教科

書或參考書，鼓勵學生選修第二外語，

以上均有助學生增強語文能力。 

2. 自 100 學年度起入學的本校日間部學士

班學生，必須通過本校之英文能力檢定

測驗標準始可畢業。 

1. 專題討論等課程與研究論文

之完成均需大量閱讀英文文

獻，教學與實驗資料也大多為

英文，研究生必須積極面對英

文之加強。 

2. 碩士班研究生需通過英文中

級初試檢定或相同等級英文

檢定方得提出口試申請。 

應多開設實務課

程，讓學生在畢

業前能多與業界

接觸，以了解產

業界對人才的實

際需求。 

1. 碩士班開設右列兩項實務講座課程提供

大四同學上修。使準畢業生能提早思考

未來職涯規劃，及早因應產業所需，充

實相關專業技能。 

2. 每年「食品加工」、「食品包裝」及其

他課程皆舉辦校外參訪，讓學生在畢業

前能多與業界接觸，了解產業界對人才

的實際需求。 

3.暑期實習除了安排國內實習，並從 102

學年度起增加海外實習的部分，透過成

果報告分享，讓學生對海內外就業環境

與需求能進一步了解。 

已採納系友建議開設「食品科

技與生技實務講座」(原食品生

技與安全實務講座)及「食品產

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實務講座」

的課程，使學生得以將各門專

業課程上學到的理論融合印證

到實務課程上，未來本系亦將

視需求開設不同主題或領域的

實務課程。 

請各行各業系友

回母系進行座

談，不但可增加

學生就業的管道

亦可透過系友經

驗的分享，了解

到就業時必需具

備的能力，使在

校生能於在學期

每年定期在 4-5 月舉辦「食科週」時，邀請

系友們回母系與學弟妹們進行座談，系友

們不僅將求學、就業與待人處世的經驗提

出分享，也適切地回答學弟妹們對未來出

國進修、國內考碩士班或就業問題，乃至

於提供現場參與準畢業生就業機會。如 102

年及 103 年 5 月均有多位系友返校進行「就

業與職涯專題演講」，同時舉行座談。而

11 月舉行之系友大會，也是在校生與學長

食科週及系友大會等系友活動

皆由研究所學生擔任主要工作

及接待人員，也全程參與座談

等活動。其餘研究生在專題討

論(碩一二必修)及實務講座(碩

一必修) 課程宣導下亦均會參

與左列食科週系友座談，增加

與畢業系友之互動。本系碩士

班學生亦多為本系大學部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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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預先作安排與

準備。 

姐直接座談請益之重要活動。 生，在求學經驗上亦能提供大

學部學弟妹參考。 

 

系友座談時間常

以大四為主，是

否也可考慮大二

與大三的時間。 

確有同學反映，畢業前才聽到系友在選

課、課內外學習、生活安排及生涯規劃等

之重要建言，感動之餘卻已不及應用。目

前已儘量安排於週五無大學部必修課程時

段舉辦系友座談會。 

系友座談會避開碩士班必修課

時段，使碩士班都儘量能夠參

與。 

應鼓勵或安排學

生於大一或大二

進行適當的性向

測驗，使其能了

解自己或面對自

我作為其生涯規

劃的參考。 

1. 本校學生諮商中心每年均為大一新生安

排心理健康檢測，也在大一、大二鼓勵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生涯興趣量表、生涯

信念檢核表、多向度性向測驗等。除心

理健康檢測為全體施測外，其他的為自

由選擇，有賴導師宣導及同學配合。另

外施測結果受限於新的隱私權規定，僅

導師可在受測者同意下至諮商中心現場

檢視。本系加強透過佈告欄、網頁、班

導與班代等多管道宣導進行上述各項性

向測驗。 

2. 原本對象為大三以上學生的職涯適性測

驗，102 學年新生也有 62 位參加受測，

未來也會納入宣導。 

3. 新生入門活動中，本系安排學長姐及畢

業系友進行心得分享及經驗交流，有助

於其生涯規劃之思考。 

本系研究生大多於大學階段已

完成性向測驗，如仍對未來生涯

發展無法掌握明確方向，其論文

指導教師樂意成為第一線諮詢

者。必要時更可轉介至就友處與

學生諮商中心接受測驗與輔導。 

應於大四上學期

或大三時多安排

有關「生涯規劃」

的演講或說明

會。 

1. 學生諮商中心建議大三以上學生進行生

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及工作價值觀量表

測試，本校就業輔導室與校友聯絡處(簡

稱就友處)每年亦舉辦數場「生涯規劃」

相關演講或研習會，本系均配合宣導及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2. 本系自 102 學年度起配合就友處設立職

涯導師協助學生生涯規劃的諮詢。 

3. 本系也透過系友會及職涯導師於每年食

科週(5 月)及系友大會(11 月)安排系友演

碩士班學生同樣也會面臨生涯

規劃問題，除了由論文指導教

師或導師輔導並鼓勵積極參與

相關演講、說明會與就業博覽

會。左列系友會及職涯導師所

安排演講與座談均納入碩士班

學生必須參與之活動並需繳交

心得報告，學生參與度高，收

穫也很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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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與座談會，提供生涯規劃的參考資訊。  

大四下學期應多

安排進入職場前

的相關演講或研

習會。 

1. 本系除上述就友室定期舉辦的職前教育

演講或講習會外，每學期亦至少舉辦 4

場以上專題演講。本系各班導師也配合

學務處針對應屆畢業導生施行就業性向

分析與講座講演。本系每學期均安排相

關系列演講或研習會，並將大四專題討

論課程統一上課時間，規定選課同學一

律出席聽講。如同上述在食科週舉辦相

關活動，以讓大四下學期進入職場前能

有具體的概念。如 102 年及 103 年 5 月

均有多位系友返校進行「就業與職涯專

題演講」。 

2. 自 101 學年度起舉辦「產業徵才說明

會」，讓高年級同學對知名企業有更深

入的瞭解，也提供業界徵才最直接的管

道。102 學年擴大為「企業說明會暨校

園徵才」，共有四個相關企業到場，大

四同學有超過一半參與，會後熱烈與企

業代表討論，就所提供職缺與職場經驗

詳細詢問。 

為鼓勵碩士班學生也能及早積

極面對職場挑戰，透過必修之

專題討論及實務講座課程安排

碩一及碩二研究生必須參與左

列相關講演或研習活動。 

本校自 102 學年起承接教育部

「農業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

培育計畫」(由本系主辦)及「醫

藥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

計畫」，每年均有多名研究生

報名組隊參與培訓課程。 

食品加工相關課

程對畢業生而言

非常有用，應多

開選修課程。 

1. 已聘任兼任教師增開「穀類加工」、「乳

品加工」等食品加工課程。 

已增設「進階食品加工技術」

選修課程。未來再依需求增開

相關課程。 

為使畢業生順利

與職場接軌，應

增加校外實習學

分，並安排心得

報告與其他同學

分享。 

1. 本系已指派助教專人負責安排與協助大

二及大三同學校外實習，本系教師亦積

極尋求新的實習場所及機會。曾參加並

實習的同學除要求其實習心得回應單須

留存系上提供學弟妹參考外，也會安排

於必修課程「專題討論」或座談會中分

享實習的成果與心得。目前暑期實習屬

於選修課程，提供未來規劃要進入職場

的學生與產業界接軌的管道。本系已透

過各任課教師與導師加強宣導，鼓勵同

碩士班目前尚無開授校外實習

選修課程之規劃。本系教師均

與校外學界或產業界關係密

切，可透過跨校或產學合作提

供碩士班學生至校外進行論文

討論、實驗操作、統計分析等，

並可依論文需要採行短期或長

期之共同指導，對增強就業能

力均有相當助益。過去不乏碩

士班學生因在學期間與外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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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盡可能參與實習。有關實習學分數是

否增加，目前尚無共識，將持續於系務-

課程聯席會議中討論。 

2. 本系規劃於 104 學年度開始大四下學期

可選修就業橋接相關課程 6 學分，經企

業遴選後每週有 4 天至企業見習，並需

於每週五返校進行心得報告，傳承經驗

給大三同學，期能提升高年級學生就業

力，使其及早瞭解職場實況及建設專業

知識與就職心態，並於在學期間加強努

力及準備。 

動密切而受到賞識，於畢業後

隨即取得工作。 

多讓學生與產業

界交流，增加學

生視野及面對愈

來愈競爭的社

會。 

本系每年透過專任助教協助同學安排校外

實習及食品加工課程安排參觀工廠，早已

與產業界建立密切聯繫交流關係。大四同

學可上修「食品科技與生技實務講座」，

在學的學弟妹們可直接聆聽體會十數位已

在產業界身居要職的系友長期累積的寶貴

經驗。本系亦不定期邀請不同屬性產業界

專家到系上演講，並於每年食科週時舉辦

食品相關產業的參展、系友座談等活動。

本系盡力製造更多交流機會，以增加學生

理解及面對愈來愈競爭的社會。 

碩士班學生除可參加大學部食

品加工課程安排之工廠參觀

外，選修「食品科技與生技實

務講座」與「食品產業分析與

經營管理實務講座」課程，亦

可參加系上安排的各場講演、

食科週業界參展與座談、相關

研討會如食品科技、保健食品

等眾多產業界人士參與之學會

活動。指導教授進行與產業界

之交流、合作及產學計畫時，

均儘可能帶領研究生共同參

與，提升增加各種與業界接軌

機會，並學會思考如何將研究

論文運用至產業界的實用面。 

多開實驗課，並

鼓勵多修習，對

就業時相當有幫

助。 

本系必修的實驗課包括有機化學、分析化

學、微生物學、生化、食品加工、食品分

析等，而選修的實驗課程也已要求至少選

修兩門，包括新產品開發、食品生物技術、

食品微生物、肉品實驗、加工原料與食品

保存等。同學並可上修研究所細胞學實

驗、食品科學實驗法、進階食品加工技術

或「生物技術學程」中的生物技術實驗。

本系實驗課程高達 22 班次，在同質性學系

碩士班可選修之實驗課有已開

設之細胞學實驗、食品科學實

驗法及進階食品加工技術。同

學亦可跨修與畜產系合開「生

物技術實驗」等實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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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不多見。 

 

五、項目二小結 

本系於課程設計上，既重視整體宏觀架構也注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效果，前者可引導

培養核心及專業能力以符合學校及系所發展方向切合社會需求，後者可藉由詳盡安排各年級

課程銜接、科目配置、授課內容及時程、教學及評量方式、課後輔導以及輔助教學等來增進

其效果。時代在不斷向前推進，整體環境及師生都在持續的變動，課程的規劃為大學教育重

要的基礎工程，必須在教育理念與學術專業上有所堅持，同時也必須有持續回饋調整的彈性

強化執行面的落實。本系所於過去 30 餘年即秉持上述原則，持續進行 PDCA 循環以求課程

更加精進。 

 

 

 

 

Plan 
 國家、社會、產業之需求及發展 
 學校及學系定位、特色 
 產業界、系友及家長期望 
 學生特質 

 

Action 
 個別課程教學改善 
 強化學生語文及整體表現能

力，增加就業的潛力 
 畢業生自我滿意度評估 
 升學或就業狀況 

Check 
 教師實施教學及輔導 
 教師評估學習成效 
 整體課程外部審核建議 
 實習單位對學生表現調查 
 執行專案計畫能力之培養 
 畢業門檻檢核：語言能力、創意

食品競賽、生化實驗、專題討論
等 

 

Do 
 校院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達成核心能力的整體課程架構 
 對應核心能力之個別課程 
 核心能力指標、定義及檢核 
 個別課程之規劃及多元學習 
 核心能力檢核門檻 
 創新與整合能力之培養 
 加強團隊分工及合作之精神 
 

A   P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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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師資教學 

一、現況描述 

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本系教育目標，學士班為「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

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而碩士班為「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

心，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進階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研發及經營管

理人才」。自 99 到 102 學年度，本系每學年大學部總人數約 470 人，研究所 40 人，專任教

師皆維持在 11 人至 12 位，兼任教師為 11 到 15 位，生師比約為 36〜37。專任教師皆為國

內外博士且具食品科學及/或經營管理專長，其中副教授以上佔 56〜75%。6 年內歷經 2 位教

師因病辭世、1 名教師退休，乃新聘 3 位分別具食品加工、食品分析、經營管理專長之教師，

新聘教師佔比為 25%，教師的學經歷完整而符合本系規劃，師資結構良好穩定(附件 3-1-1)。 

本系專任教師的學術專長涵蓋食品化學、食品加工、食品微生物、食品分析、營養、生

物化學(含新陳代謝)、分子生物、細胞生物、遺傳、免疫、脈衝電場及電漿、食品產業經濟

及流通、食品經營管理與政策分析、食品安全等學門，而衍生有膜分離與濃縮技術、機能性

胜肽、蔬果保存、植化素分離、乳酸菌保健成分、抗氧化保健食品、微生物生物技術、保健

食品作用機制及分子檢測、食藥用菇保健成分、培養及固態發酵技術、食品應用脈衝電場技

術、電化學快速檢測技術、電漿殺菌技術、奈米及電漿改質技術、食品市場分析、消費者行

為分析、食品產業經濟分析、食品流通構造與管理、食品市場策略及食品安全履歷體系、創

新管理、風險管理、管理經濟等專長領域。依據開課課程可歸類為食品科技、食品生物科技、

經營管理等 3 學群，師資專長完全符合本系教育目標及學生的學群學習需求詳見表 3-1-1。

本系聘任的兼任教師學經歷俱佳，並在學術研究或產學實務上皆具有傑出表現，授課科目能

補足本系專任教師受制於授課學分數限制及產業經驗不足而未能親授的領域，可增廣學生多

元化學習，詳見表 3-1-2(附件 3-1-2)。 

本系除了課堂教學外，部分課程為更結合實務而安排課外參訪活動；其中如食品加工、

食品機械、食品包裝、保健食品功能性評估、生技學程等每學期或學年均實施校外參訪，以

增加學生學習的實務經驗，如附件 4-3-1。這些活動使學生體察課堂的理論知識如何實質應

用於職場，眼見為憑或親身體驗而加深印象，以提升其學習意願。而暑期實習及專題研究，

輔以實務講座等課程，亦讓本系專兼任教師得以與產業界交流，並提供符合學生學習與實務

結合所需之學術專長。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65 歲 

人數 2 3 3 4 

百分比 17% 25% 25% 33% 

17%

25%
25%

33%

本系專任教師年齡分佈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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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 本系專任教師專長及研究方向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主要研究領域 

江文德 

教授 

 

美國南卡州立

克嵐姆森大學

博士 

食品化學、膜分離與濃縮技術、

機能性胜肽、植物化學物質 

1.以生物物質轉換技術分別開發降血壓、促

進脂肪分解或促進免疫調節之機能性肽 

2.以酵素膜反應系統開發量化生產機能性成

分與其濃縮之技術 

3.天然植物化學物質之萃取製程研究及其抗

氧化功能之探討 

閻立平 

教授 

美國肯塔基大

學博士 

食藥用菇保健成份、乳酸菌保健

成份、食品微生物 

1.食藥用菇液態及固態發酵培養 

2.乳酸菌發酵生產保健成分之研究 

蘇正德 

教授 

 

日本國立名古

屋大學博士 

食品化學、食品分析、營養學、

機能性食品、食品儀器分析、機

能性食品化學 

1.中草藥及食品副產物中抗氧化成分之分

離、純化及結構鑑定。 

2.天然抗氧化成分之調節血糖作用。 

李根永
＃2
 

教授 

美國奧瑞岡州

立大學博士 

生物化學(新陳代謝)、食品微生

物、微生物生物技術 

1.脈衝電場技術在食品加工上之應用 

2.利用發酵技術改善蔬果汁的風味 

徐詮亮 

教授 

 

美國密蘇里大

學哥倫比亞校

區博士 

食品加工工程、食品分析檢測、

食品物性、食品包裝 

電化學快速檢測技術開發、電漿殺菌技術、

奈米及電漿改質技術 

顏文義
＃1
 

副教授 

美國羅得島大

學博士 

食品加工、工業發酵、食品工廠

管理、食品保存技術 

1.有益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的發酵生產之技

術 

2.連續式發酵槽與固定化菌體在液態培養之

應用 

阮進惠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博士 

食品工程、食品加工、食品添加

物、食品碳水化合物 

1.幾丁聚醣之製備及在食品加工上之應用 

2.保健食品物質之奈米乳滴乳化液或奈米顆

粒之製備及特性之研究 

陳佩綺 

副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

學博士 

食品市場分析、消費者行為分

析、食品產業經濟分析 

1.台灣食品企業綠色供應鍊之探討 

2.農夫市集消費行為之探討 

3.高齡需求特質探討 

王良原 

助理教授 

 

日本國立廣島

大學博士 

食品流通構造與管理、食品市場

策略、食品安全履歷體系 

1.生鮮食品的流通構造與管理政策 

2.特定食品市場的流通策略 

3.食品安全管理與生產履歷體系建構 

4.高齡者之餐食流通規劃與管理 

盧錫祺 

助理教授 

 

德國慕尼黑大

學博士 

生物技術及細胞生物學、免疫

學、保健食品作用機制及分子檢

測 

1. 食藥品調節血糖等生理功效機制 

2. 基因選殖與表現 

3. 微生物及食品分子檢測 

梁志弘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博士 

食藥用菇培養、固態發酵技術、

食品分析 

1.食藥用菇類培養及其保健食品開發 

2.微波消化技術及精油萃取 

3.LED在菇類之應用 

劉佳怡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博士 

食品組織決策行為、食品風險管

理與政策分析 

1. 企業食品標示策略 

2. 標章政策之推廣模式 

3. 企業危機處理策略 

邱致穎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博士 

食品加工、蔬果加工與保存技

術、釀造學、新產品開發、食物

學原理 

1.蔬果加工與保存技術 

2.釀造產品開發 

3.感官品評與新產品開發 

http://foodsci.thu.edu.tw/teacher/yan/yan.htm
http://foodsci.thu.edu.tw/teacher/su/Su.html
http://foodsci.thu.edu.tw/teacher/lee/lee.htm
http://foodsci.thu.edu.tw/teacher/yen/yen.htm
http://foodsci.thu.edu.tw/teacher/rawn/rawn.htm
http://web.thu.edu.tw/peggy/www/teach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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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卉 

助理教授 

美國南卡州立

克嵐姆森大學

博士 

微生物技術、食品工程與加工技

術、生物化學與生物程序工程 

1.微生物發酵生產高單價保健機能性食品 

2.生物產物分離技術開發及高單價保健品生

產製程設計 

＃1   103 年 7 月退休 

＃2   104 年 7 月退休 

 

表 3-1-2 本系兼任教師學經歷及專長 

職稱 姓名 授課科目(學期) 學歷 現職單位 

教授 顏國欽 食品毒物學(下) 美國羅德島大學食品科學

及營養博士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教授 柯文慶 食品品質管制(下) 東京水產大學食品生產學

科博士 

大葉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學系 

教授 賴麗旭 食品流變學(下) 美國紐澤西羅格斯大學食

品科學博士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教授 彭錦樵 食品機械(上) 美國密蘇里大學農工博士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 

教授 方繼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下)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食品

科技博士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教授 蔡正宗 生物化學(二) (上) 

酵素學(下) 

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 珍果生技研發長 

副教授 程仁華 肉品加工(下) 

乳品加工(上) 

美國俄亥俄大學肉品科學

博士 

開南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助理 

教授 

簡英正 食品企業策略管理(上) 

素食與擠壓食品加工

(下) 

美國緬因大學食品與營養

科學博士 

 

助理 

教授 

劉伯康 食品官能品評(上)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

校區博士 

中台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助理 

教授 

陳菀玲 食品生物技術(上) 

遺傳學概論(下) 

國立清華大學輻射生物博

士 

 

講師 黃桂芬 烘焙學(上)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碩士 西螺農工食品加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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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近 4 年(99〜103 年)本系所專任教師研討會論文及期刊論文發表數目上，均有所表現。期

刊論文共 71 篇，其中含 SCI/SSCI 期刊論文 37 篇，較前次評鑑總數 48 篇中 SCI 等級期刊 12

篇，不論在數量及 SCI 佔比上均大幅增長。 

1.論文發表 

本系教師 99〜103年期刊論文發表篇數共計 71篇(附件 3-2-1)，其中 SCI等級期刊 38篇(附

件 3-2-2)。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每年論文發表 1.5 篇。11 位教師獲得校方頒發之學術著作獎勵，

有兩位教師獲得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並得以減授鐘點(附件 3-2-3, 3-2-4 及 3-2-5)。 

2.專利項目 

99〜102 年間本系所教師所獲得的專利項目共有「促脂解大豆胜肽之最適水解條件、序

列及其應用」、「高麥角硫因含量杏鮑菇菌絲體之液態培養」、「家禽腳環」等3項(見附件3-2-6)。 

3.專書 

99〜103 年間本系所教師出版 9 本專書的部分章節(附件 3-2-7)。 

4.學術會議參與 

99〜103 學年度本系所師生參與國內學術會議共發表 90 篇論文(會議論文發表如附件

3-2-8)，參與會議如下： 

(1) 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年會暨研討會 

(2) 臺灣農業化學年會 

(3)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年會暨研討會 

(4) 國際中醫藥學術研討會暨天然藥物研討會 

(5) 生化工程研討會 

(6) 生物技術暨生物工程研討會 

(7) 臺灣幾丁質幾丁聚糖年會暨研討會 

(8) 世界家禽學會臺灣分會 

(9)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10)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99〜103 學年度本系所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30 篇論文如附件 3-2-9 ，參

與國際學術會議如下： 

(1) Global Chinese Health (Functional) Food Symposium 

(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od Factors (ICOFF) Annual conference 

(3) Innovative Mobile and Internet Services in Ubiquitous Computing (IM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4) Institute of Food Technologists (IFT)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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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utraceuticals and 

Functional Foods (ISNFF) 

(6)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ICNSE) 

(7) Asia-Pacific Council on Hotel, Restaurant, and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APacCHRIE) 

(8) Asia Pacific Forum 

(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Bioprocesses (IFIB) 

5.研究計畫執行 

99〜103 年間本系專任教師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總共 56 件，屬於中央政府機關所提供

的研究計畫為國科會(科技部)計畫共 13 件、教育部 4 件，農委會等其他政府部會計畫 7 件，

其他非營利組織或民間企業計畫 32 件。這些合作案包括與臺中榮總、臺灣美農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冠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隆太生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珍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麗

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細粒籽商行、漢馨科技有限公司、葫蘆丹漢方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東

海大學 GREEnS 等政府機關、學術界、非營利組織及產業界進行之產官學合作計畫，例如建

教合作案、食品的新產品開發、保健食品的研發、成分分析與功能評估、農產品產銷履歷制

度規劃、食品市場經濟分析等。在 99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上學期為止，本系教師執行的各

種專題研究計畫件數統計如附件 3-2-10。各產官學研究計畫重點包括有： 

(1)一般食品研發：火燒蝦仁相關產品開發之研究、省產綠色蔬菜中葉黃素及其酯類於生長

期間含量分布與葉黃素酯類利用性研究、不同生長期之金針花其生理活性成分與秋水仙

素之組成變化與最適烹調條件探討、銀髮族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苦茶油、芝麻油

及亞麻籽油產品及其原料中成分檢測。 

(2)動物含寵物之食品開發：飼料相關產品及其原料成分分析檢測、豬飼料配方及其相關原

料之品質監控、寵物處方泥營養食品開發、特定添加劑對飼料體外消化率提升之研究。 

(3)具保健功能產品開發與驗證：利用酵素膜反應系統篩選促進脂解胜肽及其純化鑑定與動

物功能驗證、利用酵素膜反應系統篩選促免疫調節肽及其純化鑑定與動物功能驗證、生

技食品及其相關原料之品質監測、諾麗果及其相關產品之品質監測、諾麗果粉之調節血

糖功能動物試驗、省產樹豆中之多酚類化物在抗氧化及抗糖尿病活性研究與最適加工方

式探討、探討植物萃取物調節血糖之成分與其對細胞攝入葡萄糖功能之影響、建立篩選

控制血糖保健產品之細胞與動物模式、開發具調節血糖功能之乳酸菌產品等。 

(4)農產品產銷履歷之導入推廣與制度法規改進規劃：針對日本此一我國蔬菜之重要外銷市

場需求，在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架構下，將生產者完成上傳的生產紀錄、標籤列印

流程、消費者查詢資料平台轉換調整為日文格式，並且持續維持第三方驗證的精神，對

於生產記錄進行審查。而為使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更能符合全球良好農業規範(Global 

GAP)，經由農委會委託而進行國際食品追溯與農產品安全認驗證制度資料蒐集及比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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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討國際間的實施狀況以及我國 TGAP 與 Global GAP 之間的整合可行性。隨後全面

檢討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從通過驗證之生產者蒐集意見與經驗，對照現行法

規研擬改進方案。另方面針對消費者進行採購經驗與未來需求的意見調查，做為法規改

進時的衡量依據。 

6.「食品科學檢測中心」相關研究與服務： 

經過多年籌劃與測試運轉，本系檢測中心已於 102 年取得包含一般成分分析及鈉分析

等 5 項檢測項目之 TAF 認證，並自同年起聘任專任檢驗人員負責中心檢測業務。除例行檢測

分析外，目前衍生的合作案及產業諮詢及檢測分析服務有與細粒籽商行執行之「苦茶油、芝

麻油及亞麻籽油產品及其原料中成分檢測」、漢馨科技有限公司的「探討植物萃取物調節血

糖之成分與其對細胞攝入葡萄糖功能之影響」、珍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諾麗果及其相關

產品之品質監測」、台灣美農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豬飼料配方及其相關原料之品質監控」、

細粒籽商行的「食用油產品保存試驗及其原料中成分檢測」、詠健生醫有限公司的「低升糖

指數配方產品之開發研究」等。 

7.舉辦學術研討會等學術活動 

99〜102 學年本系分別主辦「保健食品開發研討會－保健胜肽之機能及應用」、「新穎食

品加工技術研討會」、「保健食品開發研討會－調節血糖素材及應用」，以及 102 年「43 屆台

灣食品科學技術年會暨預見 2025 台灣食品產業新面貌研討會」等中大型學術研討會，除進

行學術研討與學習外，也成功帶動本系教師與相關產官學研良好互動，建立連結與合作關係

(見附件 3-2-11)。 

8.其他專業服務 

本系教師這些年來無論從前面已述及的研究計畫執行或從論文發表內容豐富，均與食

品科技、食品生物科技、食品產業分析及市場經營等專業培育及研究發展一致。基於社會與

文化發展的需要，本系教師的研究與專業足以滿足社會對國民健康與食品衛生安全的需求。

另外更是積極參與擔任「臺灣農業化學與食品科學期刊」、「衛生署基因改造食品審議委員

會」、「衛生署食品安全暨營養審議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食品產業電子化指引撰寫」、「農

委會產銷履歷輔導委員會」、「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標準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中部辦公室檢

驗科主任訓練課程」、「臺中市衛生局自主衛生管理評鑑」、「消費者基金會食品專業」、「食品 

GMP 協會諮詢」、「全國認證基金會審議」、「烘焙技術士評鑑」、「臺灣應用輻射與同位素雜

誌」等委員，協助多項國家政策的擬定、諮詢、審議、學會雜誌及教科書編審、社會服務推

廣、飲食文化發展事項及相關活動(附件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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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1.教師評鑑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所有專任教師共同組成，訂定各項實施辦法協助教師進行「教師

評鑑」、「新聘教師評估」及「教師升等」等相關審核申請並進行實質審查。 

(1)97-100 學年間，本系各專任教師均通過教師評鑑。在此階段中，系、院、校各自訂有教

師評鑑實施辦法，此舊制辦法如附件 3-3-1。101 學年度起本校開始實施新制教師評鑑，

將評鑑分為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 4 個項目，每一項目包含「共同基準」與「院訂細

項基準」兩部分各佔 50 分，總分為 100 分。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 4 個評鑑項目之

權重，受評教師得在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規定範圍內自行決定。4 個評鑑項目加權計算後，

總分達 70 分以上為通過評鑑。「共同基準」評鑑項目及各子項目之相關說明及評分標準，

如附件 3-3-2 本校「教師評鑑共同基準評分標準表」。 

(2)101〜105 學年此週期中，除 5 人因升等或超過 60 歲而免評，目前已有 4 人接受新制評

鑑並獲通過，本系教師於此階段接受考核年度詳見表 3-3-1，3-3-2。農學院依此校評鑑

準則與本細則精神，訂有院教師評鑑辦法，本系進行各教師評鑑時亦採用院訂準則。除

「共同基準」外，並明訂「院訂細項基準」之考核依據，包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

4 個項目下之各子項細目的內涵、評分標準與計分方式請參見附件 3-3-2。 

表 3-3-1 100〜105 學年通過教師升等名單 

學年度 100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通過考核名單 江文德(教授) 徐詮亮(教授) 盧錫祺(副教授) 

表 3-3-2 101〜105 學年接受教師評鑑考核名單 

學年度 接受教師評鑑考核名單 通過考核名單 

101 學年 閻立平、李根永、顏文義 閻立平*、李根永*、顏文義* 

102 學年 盧錫祺、徐詮亮 盧錫祺、徐詮亮#  

103 學年 蘇正德、江文德、王良原、梁志弘 蘇正德、王良原、梁志弘、江文德# 

104 學年 阮進惠  

105 學年 陳佩綺  

*超過 60 歲免評, #通過升等免評 

本系教師均積極參與系務工作，亦主動配合參與及支援院務及校務工作。於 99〜102 學

年度，本系擔任及執行各項本系及院校工作情形如附件 3-3-3。 



 

 41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成效之情形為何？ 

本系依據本系發展方向和教育目標訂定食品科學系的核心能力，並據此規劃開課課程和

教學內容，教師開設的課程須依照學生基本能力指標進行課程設計與安排。在每學期開課

前，依照學校授課計畫書寫教學大綱格式，將教學目標、進度安排、課程進行方式與評量方

法等資訊填入，並規劃修習者可取得的基本指標能力。經彙整至選課系統，學生可於選課前

到系統查詢上述課程資訊，據以評估修習各科課程。教師在規劃課程時，均需先擬定課程大

綱，並於其中設定所要培育學生的基本核心能力，據以設計教學與學習評量方式。本系的課

程概分三類，一為透過教師講授及經驗傳承之專業學門；其次是需學生動手做之實驗課程，

透過實做磨練技術及動手解決問題能力，並掌握處理與分析數據技巧；其三則培養學習者之

閱讀與表達能力。一般性的講授課程，為了確認修課學生是否具備紮實食品科學基礎，及能

否結合運用微生物、化學、分析或生技等領域，施行學習成效評量，包括紙筆測驗、上臺報

告及書面報告等。傳統的筆試可評測記憶、理解、應用、思考等不同認知歷程向度，在反映

細節熟悉度上為長項。上臺報告則可進一步考驗學生收集資料的深度與廣度，除消化吸收外

需歸納整理及邏輯安排，也考驗表達與溝通能力。若以分組討論規劃口頭或書面報告，亦可

同時訓練及評估同學的團隊合作、領導統御及協調能力。實驗課程的評量設計則著重於確認

學生具備實做能力、數據整理與分析、及理論呼應驗證之討論功力，因此除書面之實驗報告

外，也常以跑檯、分組口頭報告及實例探討等方式進行訓練評測(附件 3-4-1)。 

謹以 101 學年度大學部專業必修「普通生物學」於授課計畫書教學大綱中所呈現為例，

整理如下表： 

課程 教育目標及預期成效 年級必選

修學分 

與本系核心能

力之對應 

課程設計 評量方式 

普通

生物

學 

使學生了解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多

樣性、生命的維持以及生物與環境

的關係，並藉由上台報告及繕寫作

業學習資訊蒐尋、分析運用及口語

表達的能力。 

大一必修

3學分 

□核心能力1 

□核心能力2 

□核心能力3 

■核心能力4 

 

 

■課堂講授 

□課堂提問 

■分組報告 

□指定閱讀 

□其他 

 

■期中考 

■期末考 

■小考 

■作業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出席率 

□其他： 

本系學士班每學年平均開課 72 門，碩士班則為 24 門，主要上課型態為課堂上課講授，

25%課程搭配有小組討論，45%課程搭配混合多元教學方式。此外，設有 9 門實驗課程及 6

門內含實驗課程、專題討論及專題研究課程、5 門課程設計有校外參訪等實地教學。均顯示

本系在設計課程時，已規劃各種多元教學方法以強化各學科之學習成效(附件 3-4-2)。而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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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評量亦可佐證教師於教學上的努力普遍獲得學生肯定，各學期平均評量值能優於農

院平均而約等同或優於全校平均(附件 3-4-3)。 

本系幾乎全部的課程均搭配數位教學平臺進行雙向溝通，課程數學士班約七成(50 門)，

碩士班約六成(15 門)，本系教師除指定教科書外，另備有自製講義，搭配課程的進度進行補

充，以增加學生學習的廣度。教學除採上述課堂講授、實驗、討論、口頭及書面報告等多元

方式，並應用多媒體如投影片、動畫及教學影片(大學部 35 門，約佔五成；研究所 5 門，約

佔兩成)、實務操作、校外參訪教學或實驗於各種教學方法中以加深學生對所學印象，提升

學習興趣及成效(附件 3-4-4)。另外，亦透過「食品科技與生技」及「食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

理」兩個實務講座課程及邀請系友與業界專業人士蒞校演講，讓學生能瞭解業界在選才及實

務工作中實際的需求與評估標準，而能更專注於自身專業能力的培養與提升。自 102 學年

起，本系規劃執行「教學亮點計畫」，先期以「食品加工」、「食品分析」、「生物化學」等三

門核心必修實驗拍攝教學及示範操作過程為影音資料，提供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將逐步推

行至所有必選修課程，期能提升學習成效。 

本系自民國 88 年起規劃並執行教育部生命科學教學提升以及後續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

進及轉譯農學等計畫，並據以結合校內各相關系所成立農學院生物技術學程，規劃跨系所豐

富多元的必選修課程提供理工農同學自由參加，至今已超過 10 年。102 年本系聯合其他系

所共同提出上述教育部全國性生技訓練計畫的新階段「農業生技」及「醫藥生技」創業人才

培育計畫，並同時獲得兩項計畫補助。計畫中結合生技、管理、法律等領域，以實際創業為

目標進行創新研發與營運規劃，由校內外學界與產業教師提供由創意至產品完整的學習訓

練，103 年第一期計畫招募超過 76 位具碩博士學位及在職人員為主體的學員，透過此計畫

具體整合校內教學能量，後續將回饋至本系更多課程。 

本校設有「特優教學獎」及「教學創新獎勵辦法」(附件 3-4-5、附件 3-4-6)以鼓勵教師

積極提升教學品質，開發優良教學方法，於本評鑑週期中本系即有閻立平及梁志弘、盧錫祺

3 位教師獲得特優教學獎及優良教學獎肯定。另外也鼓勵教師採用數位教學輔助學習而建立

「數位教學平臺」並實施「數位教學實施辦法」(附件 3-4-7)外，並訂有「專任教師教材教具

製作費補助辦法」，鼓勵教師針對所授課程自製教材教具以提升學習成效(附件 3-4-8)。 

本系課程採「大一探索(大學入門課程)、大二定向(學群選擇)、大三分流、大四成效」

之適性分流規劃，大三開始之分流乃以實習與專題研究輔助進行。為此，本系透過系務-課

程聯席會議的確認，訂定「暑期實習」、「海外暑期實習」及「專題研究」施行細則。就專題

研究而言，學生入學後可徵得系上老師同意進入研究室學習，並於大三或大四修習「專題研

究」課程。此課程的主要目的在培養學生歷經實驗設計、操作、結果分析、資料收集、書面

及口頭報告等多樣化的學習，能將課堂理論知識與研究工作結合而融會貫通。在將研究成果

彙集為小論文過程中，獲得後續深造與就職時所需研究基本概念與實驗操作技能 (附件

7-2-1、7-2-3)。102 學年起，在食品加工實驗及生化實驗設計考核點，分別增加創新實作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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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跑檯考試檢測驗收學習成效，大四的教學/學習成效檢驗，主要透過專題討論壁報發表

及競賽等方式進行。 

本系教師所授各科目均編寫教學成效評量報告，內容有課程目標與內涵、課程目的與預

期學習成效、課程學習成效與核心能力的評量方法及結果、測驗藍圖、整體性 Rubrics (對學

生整個學習表現進行整體性的評估)、課程學習成效的評量結果(即各個評量分數)、課程學習

成效評量結果總表及學習成效等。本系教師可藉由此報告重新檢視訂定教學目標後，透過一

連串的教學活動及學生學習成效，兩相比較後評估是否有需重新檢討或改進之處。為落實以

學習成效為導向的教學，並定期檢核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102 學年度起，本系設置「學

生學習成效委員會」(附件 3-4-9)，討論相關建議案之執行(附件 3-4-10)。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1.教學事項 

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每學期期中及期末由修課同學就教師授課及自我學習效果分別進

行教學意見反應及教學評量。教學評量結果經分析完畢提供給每位教師，老師可依據學生的

評鑑結果或建議檢視教學方向及成效，並調整課程學習評量方式。現行版本的教師評量(教

學意見反映)包含五大項，前四項對教師評分，分別為教學準備、教學內容與方法、教學態

度、教學(學習)評量，最後一項則為學生學習自評(附件 3-5-1)。本系教師獲得這些教學意見

反映後，在規劃次一學期(年)課程時，重新檢視修定課程大綱，調整所要培育學生的基本核

心能力，修正教學與學習評量方式。100 學年本院成立「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呼應以學

習成效取代既有教學策略的導向，本系亦於 102 學年起設立。 

本校教學資源中心為積極強化提升教師之教學能力，每學期皆舉辦多場提供教師及教學

助理教學成長之專題講座及經驗分享，演講者提出符合國內外現況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如

PBL、翻轉教室、英文授課等以及多元學習評量觀念，並分享其於教學上的實證心得，本系

教師及教學助理多人次參與，在觀摩學習中汲取他人經驗，並活用於改善及精進所授課程教

學之(附件 3-5-2)。 

此外，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及優良教學風氣，獎勵教師優質教學以提高教學水準，訂定

「特優教學獎」甄選辦法並每年頒發肯定優良教學工作者之努力與貢獻(附件 3-4-5)；也訂定

有「教學創新獎勵辦法」，鼓勵教師發揮創意於教學方法或教材內容(附件 3-4-6)。 

本系基於教師的教學能力與熱忱，聯合其他系所向教育部共同提出「農業生技及醫藥生

技創業人才培育計畫」申請，並同時獲得兩子項計畫之補助，系上教師有多人參與授課，預

期將可進一步提升教學能量。 

2.研究事項 

近五年(99 至 103 年度)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共 38 篇，其他非 SCI 論文發表於國外期刊論

文 3 篇、發表於國內期刊論文共 31 篇，其中 21 篇發表於本校發行的東海學報。此外，有 4



 

 44 

位教師參與 9 本專書編寫，系上教師共獲有 3 件專利。專任教師近 5 年(99 至 103 年度)出席

國內外學術會議共發表 120 篇論文，其中於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共 30 篇。99 至 102 學年

度，碩士班畢業學生共 64 位，其研究成果積極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會議，其中有 90 人次於國

內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另有 19 人次於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顯示碩士班研究表現良

好。 

上一週期評鑑委員曾針對本系研究表現提出建議： 

(1) 積極增聘專任師資，以有效降低現有教師教學與指導負擔，使教師能投入研究及發表

論文。 

(2) 持續向學校爭取經費與空間，擴充貴重儀器設備與研究空間，提升研究績效。 

(3) 整合不同領域教師專長，建立研究團隊，以母雞帶小雞方式向外爭取整合型計畫，使

表現較弱之教師亦能得到研究資源，繼而有研究成果表現。 

(4) 校方宜提撥研發基金協助研究表現較弱而積極改善之教師，以 3 年為限，使其進行研

究並發表報告，以利獲取更多研究經費，全面提升研發成果。 

(5)加強教師研究成果，尤其是發表於 SCI 或 SSCI 期刊之論文數，需設法增加。 

以上這些建議，多數已獲得實質改善，請參見 3-2 節「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

為何」及第四章「改善策略」所述。 

3.服務事項 

除了教學研究外，近 3 年來系上教師依其專業知識提供 16 家公私立機構或公司諮詢及

分析工作，且各教師積極參與各政府單位、學會(協會)等專業服務，貢獻所學，詳見項目三

3-2 節第 8 項「其他專業服務」所述(見附件 3-2-12)。另外，在系上多名教師及助教助理共同

努力之下，食品科學檢測中心順利通過 TAF 認證並開辦多項檢測業務，獲得學校行政服務創

新獎團隊獎。 

4.輔導事項 

(1)班級導師的設置 

導師除需了解學生外，並且要輔導學生課業、課外活動、人際相處與健康狀況，以及輔

導學生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協助學生面對壓力等問題。本系導師與學生們之間互動情

形良好，同學在日常生活、課業上有任何問題，亦會向導師尋求支援與協助，導師、導生

之間已建立完善的溝通管道。 

(2)Office hour 的排定 

本系每位教師各學期皆安排有 Office hour 時間表，做為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除了解學

生學習及日常生活狀況、健康狀況，協助學生面對不同層面的壓力外；並輔導學生課業問

題、人際相處及職涯發展方向等，讓同學除了在課堂及班級會議與教師討論外，還能運用

Office hour 直接到訪或以電話、E-mail 等方式向教師約定時間以進行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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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涯輔導： 

A.配合本校就業輔導與校友聯絡處對大三或大四進行適性分流的測驗與測驗後的解說，

使學生可在畢業前多了解自己，並積極規劃未來。 

B.設立職涯導師，輔導同學了解目前的就業環境、產業動向及升學管道。 

C.針對擬直接就業的同學，安排與就業方向接近的廠商進行國內暑期實習，並自 102 學

年起透過計畫申請經費補助，安排學生至國外暑期實習，增進學生對海外就業環境的

了解。此外，碩士班上下學期均安排實務座談課程，邀請系友與業界專家分享職場成

功或失敗的經驗，並鼓勵大四同學上修此課程，增進同學對職場動向與需求的了解。

本系部分課程中也安排企業參訪包括食品加工、食品包裝、食品機械及新興食品加工

技術，幫助學生認識職場，並儘早確立發展方向做好生涯規劃。 

D.針對畢業後欲深造之同學，本系安排為期一年的「專題研究」課程，可由 12 位專任老

師的研究室擇一進行研究，體驗與培養研究生應具備的知能。自 102 學年度本系正式

實施五年一貫教育，前三學年學業總成績系排名前 20% (含)或有選修專題研究經其指導

教授推薦，並獲系務會議審議通過者就具備申請資格，於大四可修習碩士班一年級各

必選修課程，待通過研究所的甄試或考試取得研究所入學資格後，第五年即視同碩士

班二年級。此外，經由爭取自 102 年度起，畜產生物科技系博士班設立食品科技組，

提供本系碩士班畢業生繼續深造。 

5.舉辦系友講座及就業博覽會 

本系在系主任、職涯導師、畢業班導師及其他教師積極策劃與指導下，除了每年學校所

舉辦的就業博覽會，並於每年 5 月食品科學週舉辦系友座談，自 102 年度起適時安排相關企

業之說明會與徵才活動，除使高年級的同學在進入職場之前了解企業的現況與需求，甚至可

當場繳交履歷表與接受面試；大二與大三的同學得到相關訊息後，亦藉由系上安排的實習課

程，積極參與國內及海外各項企業實習。 

6.舉辦學士班學生專題討論壁報競賽 

本系相當重視專題討論課程，藉此訓練學生學習資料檢索及擬定報告題目，學生詳盡閱

讀及摘記文獻後，彙整呈現資料，以訓練表達能力、增進詮釋數據與回答問題能力，並藉分

組報告培養分工合作能力與團隊精神。本系經系主任及 4 位專討課程任課教師用心規劃與帶

領下，自 101 學年起，於每年畢業考前後舉行學士畢業班專題討論壁報競賽，透過製作完整

的專題壁報及講述答辯過程，進一步訓練學生歸納分析、壁報製作及口語論述；參賽學生於

競賽中聽取教師專業評審的建議，有利於研究能力的訓練與提升。壁報自賽前張貼至學期

末，提供其他大四同學及學弟妹觀摩學習。 

7.目前本系運用的鼓勵方案 

(1)充分宣導並協助教師取得學校各項獎補助如特優教學獎、教學創新獎勵、學術獎勵、減授

鐘點、服務特優獎、優良導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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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藉助評鑑制度鼓勵教師強化本身職能，評估項目中含有各項指標所提醒之努力方向，亦包

含自我改善機制如參與各項教學及輔導講習及座談活動等。各評估項目均盡可能明確而

可供依循追蹤及改善。 

(3)由資深教師及系主任給予新進教師在教學(提供參考教案及示範教學)、研究(共同討論及

共同執行計畫)、服務(共同參與校內外各相關學術及社會服務團體)及輔導(分享擔任導師

及輔導工作心得)指引及輔佐，形成共同成長之學習群落。 

以上機制之執行方案及實施成果大部分均於系務會議中進行討論並持續改善。 

 

二、特色 

本系專任教師皆取得國內外博士學位且具食品科學及/或經營管理專長，因屆齡退休或

因病去世，3 年內新聘 4 名教師，教師之學經歷完整而符合系所在教學及研究上之規劃，師

資結構良好穩定。專任教師的學術專長涵蓋食品化學、食品加工、食品微生物、食品分析、

營養、生物化學(含新陳代謝)、分子生物、食品產業經濟及流通、食品經營管理與政策分析、

食品安全等學門，能充分呼應「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

的教育目標與 3 個專業學群設定。未來將逐次建立並強化食品安全領域成為本系所重要學

群，在師資選擇上亦將配合調整。本系目前在師資教學具有下列特色： 

1. 食品科技與管理相結合：結合食品科技與食品工(產)業管理專長專兼任教師。 

2. 結合國際視野與系友資源：多數教師具國外求學經驗，部分教師為系友，在教學與研究及

服務輔導方面可帶入國際視野及系友連結。 

3. 實務經驗導入課程：透過多位兼任教師之參與，除紓解專任教師人數受限本校規定無法充

分聘任生師比稍高的壓力，亦帶來更多產業連結，充實實務經驗。 

4. 跨領域合作：多位教師參與跨院系乃至跨校教學研究及服務合作，有利於擴展系外連結，

增進教師之間傳遞經驗及提升教學、研究、服務能量。 

5. 系友結合課程引導：本系設立即將屆滿 35 年，藉由系友會及系友教師之間的聯繫，能對

課程設計、教學內涵等面向，具體回饋產業動態與人才培育意見。 

6. 教學檢測中心：具 TAF 認證的食品教學檢測中心，提供完整教學與產業服務及合作環境。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透過內部檢討、專家意見、學生及系友回饋等種種機制，鎖定浮現出的問題與困難

積極解決，本系目前在師資及教學上仍有若干弱點有待面對： 

1. 生師比稍高，教師兼負工作多，負擔沉重：本系生師比稍高且教師需同時兼負教學、研

究、服務、輔導、評鑑及行政等工作，所承受的負擔相當沉重。 

2. 資源不足影響教學與研究發展：私校辦學不易，本校期望減少人事與系所經費，人力與

物力耗費較多課程如實驗課首當其衝，對屬於應用科學的本系學生實非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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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群體研究及產學合作不易推動：教師專業研究領域亟需整合，更需要跨領域的整合。 

4. 教學與研究能量提升及傳承不易：未設博士班，教學及研究能量提升與傳承不易。 

 

四、改善策略 

 本系因應上述困難，目前擬定下列策略以改善問題： 

1. 小班化提升教學品質：本校由於人事成本佔本校學費超過八成接近九成，整體可聘任教

師人數已達飽和。在各系調整釋出名額前，目前的確不易額外增加專任教師。除聘任 11

〜15 位兼任教師外，並將多元入學人數由原本兩班合計 120 人逐年降至 100 人，將有

助於降低生師比，減輕專任教師負擔。 

2. 有效運轉食品科學檢測中心及加工實習工廠提升教學品質：本校人事成本負擔頗重，兼

考量因少子化即將來臨的招生困境而必須先行限縮空間經費及人力，這些資源的確日益緊

縮。為爭取本系發展空間，自前兩任系主任開始即致力食品教學檢測中心的設立與運轉，

除獲得校方支持完成 TAF 認證外，並設有一名人力負責業務。以教學檢測中心為平臺，

不僅可以帶入檢測業務，也擴大產學研究與服務廣度與深度。未來規劃增加食品安全領域

課程相互輔助，期能在這些基礎上讓教學與研究繼續有所發展。另外，已著手增強食品加

工實習工廠教學區及成立創意烘焙坊，預計將能帶動強化加工相關實做之學習活動及引入

相應之產學合作，豐富教學資源。 

3. 組成研究群落擴大研究能量：本系各教師研究領域互具關聯性，除在科技部等國家型計

畫及產學計畫已有部分教師合作共同執行外，101 學年起在本校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

計畫(GREEnS)支持下，本系含江文德主任在內共有 5 位教師參與 2 項專案計畫。102 學年

起執行教育部「農業生技」及「醫藥生技」等 2 項人才培育計畫，有 3 名教師參與課程

及培訓團隊。本系教師另外透過「生技學程」及「生命科學中心」等跨院系組合與本系及

外系教師合作，組成研究群落。未來在食品安全學群建制完成後，將能進一步整合系上科

技與管理之專長投入食品安全相關整合型研究及產學、教學等計劃。隨著近五年多名教師

陸續退休，將配合系所規劃聘入新進教師並善加引導，由資深教師帶動以提昇群體合作，

彼此相輔相成。此外，在博士級人力仍屬飽和及總量管制政策下，本系若擬申請新設博士

班的困難度很高。102 學年起與畜產及生技系協商取得共識，於其博士班招生中增設「食

品科技」組，並已招收系友就讀。另外，在持續擴大研究能量下，有機會爭取於研究計畫

中申請博士後研究員參與教學研究，目前在 GREEnS 計畫下即有博士後研究員 1 名參與。 

4. 增加計畫申請與研討會舉辦：最近幾年在本系教師努力下，產學合作計畫持續增加。有

鑑於資源分配的地域差異短時間內無法消弭之前提下，本系選擇主動出擊，近 4 年內分

別主辦「保健食品開發研討會－保健胜肽之機能及應用」、「新穎食品加工技術研討會」、

「保健食品開發研討會－調節血糖素材及應用」，以及 102 年度「43 屆食品科學技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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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暨預見 2025 台灣食品產業新面貌研討會」等中大型學術會議及研討會，除進行學術研

討與學習外，也成功帶動本系教師與相關產官學研良好互動，建立連結與合作關係。 

五、項目三小結 

本系所對於師資教學上執行 PDCA 如下圖，透過多元化的評量與教學設計，使學生在學

習上可以因為適才適性學習，以大學自由獨立學習的氛圍尋找不同領域專長的老師求教，可

以獲得足夠的專業知識指導，並且本系教師針對個人學術的專業表現，不僅僅以個人研究專

業領域為主體持續爭取國家型研究計畫、發表國際期刊、申請專利、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等，

並在系所中導入社會需求並參與社會專業服務，形成多種食品相關產業學習的機會，力求學

生畢業可以與產業無縫接軌。 

 

 

 

 

 

 

 

 

 

 

 

Do 
 有計畫性的降低生師比，強化副教授以上

師資 
 提升研究能量，鼓勵專任教師發表期刊論

文，並且提供校外產官學合作與服務 
 進行「教師評鑑」、「新聘教師評估」及「教

師升等」等相關審核之申請，並進行實質
審查 

 依據本系發展方向和教育目標訂定食品
科學系的核心能力 

 重視學習成效，整合系上資源，強化專任
教師合作發展 

Check 
 生師比約為 36~37，副教授以上佔 56~75% 
 期刊論文共 71 篇，其中含 SCI/SSCI 期刊

論文 37 篇，國科會(科技部)計畫共 13 件、
教育部 4 件，農委會等其他政府部會計畫
7 件，其他非營利組織或民間企業計畫 32
件 

 農學院依本校評鑑準則與本細則精神，訂
有本院教師評鑑辦法，本系採用院訂準則
進行各教師評鑑 

 編寫教學成效評量報告 
 「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有效運作，以學

生學習成效為出發點，重新檢視調整教學
方式 

Action 
 逐年調整學生總數至每班 50人，控制

修課人數以提升小班化教學品質。 
 藉專任教師代換及延聘兼任教師，逐

步調整師資結構及教學研究專長以因
應環境變化及本系規劃，並改善生師
比。 

 建立亮點計畫及翻轉教室等多元及互
動式教學模式，增強學習成效。 

 教師參語研習活動以提升教學及輔導
知能，並配合評鑑檢視教輔成效，據
以調整教學設計及輔導策略。 

 形成系內及跨系研究群落，提升研究
能量、學術及產學研究計畫之執行與
研討會之舉辦 

Plan 
 教師之數量、結構及學術專長，符合本 

系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良好 
 教師透過合理有效評量機制自我調整與 

成長 
 教師應用教學設計及多元方法產生教學 

成效 
 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知能與效 果

能獲提升 

A   P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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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本系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達成核心能力，自學生入學至畢業，除一般課程學習外，本

系分階段提供學生各種不同的學習輔導規劃，包括有始業學習輔導、課業學習輔導、學習預

警輔導、導師學習輔導及職涯學習輔導等，幫助學生在課業、生活、人際關係、兩性情感及

生涯規劃等各方面的學習。  

1.始業學習輔導 

本校以創新、活潑、整合、成長為理念，透過一系列的活動、課程或演講讓大一新生了

解本校辦學精神、核心價值、認識校園，融入新鮮人生活，進而積極規劃未來的大學生涯。 

(1)「大學入門」課程：課程設計以「我的人生」、「我的東海」、「我的希望」三大分群

課程為主軸，串聯整個「大學入門」，並穿插校友講堂、系所迎新、心得分享、社團

迎新、社團嘉年華等全體課程，並藉由alpha leader的協助，攪動學生思考以提升學習

動機及其反思能力，提供學生幫助及體認參與大學生活的實踐感，呈現學校核心價值，

增強學生內在信心與希望。 

(2)「大學引導」課程：以「大學生活」、「大學學習」、「大學價值」等三大主題，協助

新鮮人融入大學生活。課程教學以引導討論為主體，輔以共同演講引導新鮮人接受時

間管理、金錢管理，以及正向價值觀的重要性。輔導新鮮人認識適當調適壓力與做好

危機管理的重要性。啟動新鮮人進行自我探索、認識多元文化以及進行生涯規劃的意

願。使新鮮人能善用大學學習資源，協助新鮮人認識大學的豐富性、多元性及延展性。 

2.課業學習輔導 

(1)課程學習：本系各班制授課教師皆將教材和教學大綱事先舖放教學平台，學生可以課

前預習、課中學習和課後複習，亦可利用授課教師的輔導時間和 e-mail 與教師討論課

業(表 4-1-1)。 

表 4-1-1 各班制教師授課多元教學方式和多元教材類別彙整表 

多元教學方式類別 多元教材類別 

講述教學 協同教學 原文教科書 自編講義 

口頭報告 小組討論 Power point 影音教材 

實作教學(實驗課) 個別指導 網路教學平台 專業儀器 

校外參訪 創新實作   

(2)課程助教及教學助理：本系專業實驗課程皆有 3 位專任助教負責微生物學、食品加工

學、生物化學、食品微生物學、食品分析實驗課程授課及學習輔導。本校為減低大班

教學所帶來的教學負擔，協助教師課程教學相關活動及該課程之數位教學平台建置及

更新以提升教學品質，並進而協助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大班均配置教學助理，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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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配置大班教學助理學科及人數統計如表 4-1-2 及詳見附件 4-1-1。 

表 4-1-2 99-102 學年配置大班教學助理學科及人數 

學年度 99-1 99-2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學科數 1 5 9 16 12 10 5 7 

教學助理人數 1 4 7 9 10 10 5 7 

(3)課後學習輔導：本系對學生學習較困難課程，會向學士班挑選成績優秀的學長姐擔任

補救教學 TA，在學弟妹課程學習遭遇困難時適時提供協助，藉此建立同儕學習輔導機

制，進行多方面輔導以達到學習成效。每學期各個課程進行課後輔導後學生的反映對

問題解決確有明顯幫助。99-102 學年度學士班補救教學教學助理如表 4-1-3。 

表 4-1-3  99-102 學年度學士班補救教學教學助理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級 科 目 名 稱 總時數 

99-1 966262 黃莉珊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一) 90 

99-1 966221 許方蓁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一) 90 

99-2 966262 黃莉珊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一) 90 

99-2 966221 許方蓁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一) 90 

100-1 976426 廖子慧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一) 98 

100-1 976417 林瀚文 食科系 4 年級 普通生物學 50 

100-1 976255 陳容蓉 食科系 4 年級 普通生物學 50 

100-2 976417 林瀚文 食科系 4 年級 食品專業英文 50 

100-2 976255 陳容蓉 食科系 4 年級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50 

101-1 976456 賴怡任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一) 84 

101-1 986429 胡曉芙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一) 67 

101-1 986233 林書緯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二) 50 

101-1 986229 戴嘉言 食科系 4 年級 生物化學(二) 50 

101-2 996216 楊慕義 食科系 3 年級 生物化學(二) 119 

101-2 986413 呂庭宜 食科系 4 年級 免疫學 59 

102-1 996413 房彥君 食科系 4 年級 2495 生物化學（二） 57 

102-1 996423 謝秉元 食科系 4 年級 2448 生物化學（一） 59 

102-1 996216 楊慕義 食科系 4 年級 2453 生物化學（一） 59 

102-2 996214 周子閔 食科系 4 年級 2453 生物 56 

102-2 996411 胡予捷 食科系 4 年級 2461 食品加工實驗（二） 56 

102-2 996423 謝秉元 食科系 4 年級 2474 遺傳學概論 56 

(4)實驗學習：為培養學士班學生研究及實驗能力，我們在學士班設立「專題研究」課程，

藉由課程介紹教師專長及研究方向，鼓勵學士班學生及早進入實驗室參與研究，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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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執行研究的能力。藉由這個方法 100、101、102 學年度進入各實驗室參與研究的

大學生人數統計如表 4-1-5 所示： 

表 4-1-4 100-102 學年專研生名單 

100 學年 

976426 廖子慧 976456 賴怡任 986207 江曼禕 986223 呂美嫻 986420 黃品皓 

986229 戴嘉言 986231 林祐宣 986233 林書緯 986234 吳姍螢 986426 龍柔蓁 

986242 吳柏雅 986243 魏文桀 986248 林祐生 986249 蔡佳君 986427 黃士庭 

986255 陳映如 986256 陳芝瑩 986405 徐榮駿 986413 呂庭宜 986432 陳彥泓 

986445 盧  萱 986452 梁文馨       

101 學年 

996444 王祥雲 996209 吳翰禹 993039 官佳靜 996413 房彥君 996435 林奕雍 

996411 胡予捷 996205 郭雅軒 996216 楊慕義 996451 廖宥媃 996418 廖敬容 

996227 謝一民 996423 謝秉元       

102 學年 

1006201 詹睿安 1006218 曹恩綺 1006227 陳思涵 1006237 劉羽庭 1006402 鍾佳芳 

1006411 林俞均 1006418 李思葶 1006423 歐倩妤 1006436 吳佩儒 1006437 李林潔 

1006438 郭芸禎 1006441 呂佳玲 1006451 侯佩妤 1006433 李冠增   

(5)實習學習：本系為培養學生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除提供學生在學時的學習輔導外，

每學年於暑假期間亦積極安排產官學研界的實習輔導。實習期間實習輔導教授均會透

過電訪、e-mail 或社群網站以追蹤了解並確實掌握學生實習的狀況（附件 4-1-2），而實

習學生平時也密切保持雙向聯絡，並於開學返校後準時繳交實習心得與相關資料（附

件 4-1-3）。歷年來與實習單位皆維持良好溝通與合作關係，並已建立完善實習輔導機

制；本系實習學生實習期間皆表現良好，深獲實習單位讚賞。99-102 學年度校內外實

習人數如表 4-1-5。 

表 4-1-5  99-102 學年度校內外實習人數 

學年度 99 學年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人數 64 87 82 102 

(6)網路社群平台及數位學習平台：本系教師積極使用學校建構的數位教學平台，教師也

有能力建置及管理個人教學伺服器。利用介面上的各項功能進行遠距討論及即時解

惑，教與學互動良好。影音實錄教學更可以隨時提供學生預(複)習上課的內容，達成輔

導自學的功能（附件 4-1-4）。本系教師使用的網路教學平台如表 4-1-6 所列： 

表 4-1-6 網路教學平台 

教學平台名稱 網址 

103 食品加工實驗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64670373691442/ 

生物化學實驗 http://elearning.thu.edu.tw/moodle/course/view.php?id=49480 

3.跨領域學習： 

(1)系內跨領域學習:系所目前建置有課程學習地圖，提供系內選修課程之選擇指南，並規

http://elearning.thu.edu.tw/moodle/course/view.php?id=4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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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學部由三學群選定主修學群後必須選修其他兩個學群課程，而研究所亦有兩組跨

修之共同選修課程以鼓勵並指引跨領域學習，並視學生需要將頒予學群證明。 

(2)系外跨領域學習:依輔系、雙主修、學程、博雅等不同規劃，均個別有詳細選修規範，

並於新生入學時即提供資訊並初步宣導。後續個別學生之課程規劃主要藉助班級導師

及職涯導師依照其個人興趣、能力、生涯規劃等考量提供由入學至畢業持續之修課指

引與成效輔導。授課教師及系主任、系辦公室亦隨時提供諮詢。 

4.學習預警輔導制度： 

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早掌握輔導學習狀況不佳學生，本校訂定「學士班學生學業預

警制度及輔導實施辦法」(附件 4-1-5)。輔導方式可分：先期和期中預警，預警輔導實施時程

如圖 4-1-1，99-102 學年度輔導結果顯示期末成績 1/2 不及格和兩學期 1/2 不及格的人數明顯

較預警人數低(附件 4-1-6)。 各班導師對學習狀況不佳學習(指學生期中學習評量經授課教師

預警達二分之一以上學分者)，均會進行先期關懷與輔導。(附件 4-1-7 學生預警輔導紀錄表)。 

 

 

 

 

 

 

 

 

開學一週       第 2 週〜第 3 週          第 10 週〜第 12 週          第 12 週 〜第 15 週    學期結束 

圖 4-1-1 學生學習預警輔導之先期輔導、期中預警及期中預警輔導實施時程 

4.導師學習輔導： 

(1)輔導選課規劃：各班導師會於導生約談時對同學說明系上規劃的課程地圖，學生可評

估自己的升學就業意願，並做為各學年選讀課程的依據，導師則會對升學就業或選課

規劃不明確的學生進行個別輔導。 

(2)特殊輔導：新生、轉學生及部分舊生有時會因環境適應不良而產生生活問題與學習障

礙，如時間控制不良、學業成績1/2 學分不及格、想休學乃至出現憂鬱或躁鬱等心理

症狀或輕生念頭等，導師會隨時介入進行輔導。本系採取的積極對應策略如下： 

A.透過活動增加互動機會：每學期開學前舉辦大學入門活動，本系時間均規劃專屬新

生導師時間，開學後導師亦積極參與班會、聚餐、迎新露營等活動，透過各種活動

與導生短距離接觸，增加導生對導師的瞭解與信任，增加導生遇到問題時會主動尋

求導師輔導的意願。 

B.透過系學會與家族學長姐協助輔導。 

期中預警-授課教師應

於學期中考試週結束

後，二週內至「教師資

訊系統」登錄預警訊息 

 

期中預警輔導-班級導師應對

學習狀況不佳學生實施個別

約談並在期中考試週結束後

一個月內至「導師系統」登錄

預警輔導紀錄 

先期輔導-曾有學期學

業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

1/2 以上之學生，每學期

初開始由班級導師實施

關懷、鼓勵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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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個別約談：對於轉學生或需特別輔導學生，導師除於新生開學後找機會輔導外，亦

透過班級幹部與預警制度掌握實況，必要時與家長聯繫，以提供諮商協助，儘快排

除學習上的障礙及感情生活上的困擾。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1.人力資源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 12 名、兼任教師 11〜15 名、專任助教 3 名及行政組員 1 名名單如表

4-2-1，另有約聘助理 1 名，協助處理食品科學檢測中心相關工作。99-102 學年人力資源統

計如表 4-2-2 所示。專任教師皆為博士教師。本系設置系教評會依據系所發展方向及課程需

求，聘任符合課程需求的教師。 

表 4-2-1  本系專任助教人力及擔任實驗課程 

姓名 學歷 上學期實驗課程 下學期實驗課程 

陳叔瑜 中興大學食品技應用

生物科技系碩士 

生物化學實驗 

微生物學實驗(二) 

微生物實驗(一) 

細胞學實驗 

林怡君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 食品分析實驗 

食品科學實驗法 

洪敏純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食品加工實驗(一) 食品加工實驗(二) 

表 4-2-2  99-102 學年人力資源 

 991 992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專任教師 12 12 12 12 12 11 11 12 

兼任教師 8 12 6 10 10 9 7 8 

助教 5 5 5 5 5 5 4 3 

行政人力 1 1 1 1 1 1 1 1 

2.專用經費 

本系常態性年度專用經費主要有業務費、實習費、維修費及圖儀設備費。99-102 學年度，

經費來源雖一直不夠充分但大致穩定（表 4-2-3）。業務費除用於公共用途支出，亦補助學

生自治組織（系學會）活動、專題演講講座交通費及場地使用費。另外，導師工作費及班級

活動費則每學期由學務處提撥各班級導師，供其進行班級活動補助。各項招生回饋款，部分

補助本系業務經費，亦規劃補助校外實習開課教師訪視出差費用支出。 

表 4-2-3  99-102 學年度專用經費(元) 

預算科目 99 學年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業務費 332,200 329,060 325,400 345,000 

實習費 989,446 993,600 1,005,200 1,000,800 

維修費 339,230 327,300 324,300 345,600 

圖書儀器設備 1,318,000 1,617,000 1,689,000 1,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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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設備費使用，優先採購教學設備，其次為公用儀器，剩餘款再依本系「儀器設備分

配獎勵辦法」（見附件 4-2-1 ）補助各教師研究室購置研究設備及新進教師專款補助等，99-102

學年儀器設備費使用狀況如表 4-2-4 所示。有關儀器設備的採購均依系訂辦法及本校請採購

辦法辦理。 

表 4-2-4  99-102 學年儀器設備費(元)使用狀況 

 

 

 

 

 

 

儀器設備的一般性維修保養：本系每學年維修費平均約 33.4 萬元，提供系內教學儀器

設備做一般性保養維修或更換，例如微生物實驗室顯微鏡、純水製造機、殺菌釜、製冰機及

離心機均須定期保養維護與維修。如單項維修費用過於龐大時，可報請本校儀器設備委員會

支援維修經費。為確保良好使用效益，對公用實驗室及研究室之儀器設備均訂有管理維護辦

法(附件 4-2-2)。  

每學年除系上專用經費外，本校並設置圖書館及電算中心負責採購、維護及管理圖書

及資訊設備。 99-102 學年本系分配到的圖書期刊採購經費如表 4-2-5，現有總圖與本系相關

館藏資料如附件 4-2-3。 

表 4-2-5  99-102 學年本系圖書期刊採購經費(元) 

99 學年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706,869 706,869 835,868 746,559 

3.獎助學金、教學助理工讀金及各項競賽獎學金 

除了可向本校學務處申請各項獎學金外，本系另提供獎助學金、教學助理工讀金及競

賽獎學金等，以鼓勵學生從事研究創作，並協助教師教學輔導工作。(附件4-2-4) 

(1) 獎助學金： 

A.獎學金：本系學生依照入學成績、在學成績表現、家庭經濟狀況等，得以申請各項獎

學金，主要申請的獎學金項目包括「系友獎學金」、「黃啟瑞先生獎學金」、「東海大學

書卷獎獎學金」、「徐錦強紀念獎學金」、「王慶富紀念獎學金」、「學術研究成果獎學

金」、「優秀新生入學獎勵」、「東海大學碩士班入學獎學金」、「學產基金會低收入戶清

寒助學金」等。 

B.助學金：屬工讀性質，申領者須協助本系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如給予碩士生工讀

總計 2,646,676 3,266,960 3,343,900 2,726,400 

分類 99 學年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教學設備 879,000 670,000 535,500 492,411 

研究設備 439,000 773,750 1,034,046 1,092,585 

新進教師專款補助 0 173,250 119,454 123,764 

總計 1,318,000 1,617,000 1,689,000 1,70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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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薪為每小時115元，各學年所提供之總助學金金額如表4-2-6所示。 

表4-2-6  99-102學年助學金金額 

學年度 獎助學金金額(元) 獎助人數 

99學年度 330345 42 

100學年度 359465 40 

101學年度 310321 40 

102學年度 316589 41 

(2) 教學助理工讀金： 

A.大班教學助理：本校每年獲得教學卓越計畫的補助，提撥部分經費供各系課程配置大

班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課堂授課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每學期給予碩士生教

學助理每門5,000元，99-102學年度申請教學助理之課程數、教學助理人數及金額如表

4-2-7所示（附件4-2-1）。 

表4-2-7  99-102學年度申請教學助理的課程數目、教學助理人數及金額 

學年度 課程數目 教學助理人數 金額(元) 

99學年度 6 5 30,000 

100學年度 25 16 125,000 

101學年度 22 20 110,000 

102學年度 12 12 60,000 

B.學士班教學助理：本系遴選優秀的大學生或是高年級生，在課後對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輔導，或是在課堂上協助教師進行教學。99-102學年度大學部教學助理的課程數目、

教學助理人數及金額如表4-2-7所示。 

表4-2-7  99-102學年度大學部教學助理之課程數目、教學助理人數及金額 

學年度 課程數目 教學助理人次 金額(元) 

99學年度 4 4 38750 

100學年度 5 5 38750 

101學年度 6 6 38750 

102學年度 6 6 38154 

(3)競賽活動：本系經常舉辦競賽活動，成績優秀學生可獲得獎助學金，例如：在100年度

舉辦「食品產業創新競賽」（附件4-2-5）；99、102年度舉辦「泡麵創意競賽」（附件

4-2-6）；99、102年度參加「創新實作競賽」（附件4-2-7）；101、102年度舉辦「專題

討論壁報競賽」（附件4-2-8）。 

4.教學軟硬體設施 

(1)本系擁有較大型實驗教學空間包括食品加工實驗室、生物化學/食品分析實驗室及微生

物/食品微生物實驗室、細胞實驗室等 4 個專業實驗室，均由相關課程授課教師、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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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授課教師指導的研究生負責督導及管理。101 學年度重新整建生物化學/食品分析實

驗室及微生物/食品微生物實驗室，並逐年汰換，實驗設備數量與品質符合專業課程教

學及學生學習需求(附件 4-2-9)；整體教學軟硬體設施的增補改善，使學習環境更加完

備，各實驗教室的使用管理與維護皆訂定相關辦法(附件 4-2-10)。 

(2)機能性食品研發與教學區：購置有乾燥設備、高速離心機、分離式濃縮系統-降膜式濃

縮設備、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用零組件、真空烘箱、螢光發光器、萃取反應槽設備、

奈米均質機等。 

(3)食品科學檢測中心：購置有原子吸收光譜儀、氣相層析儀及液相層析-質譜層析儀等。(附

件4-2-11) 

(4)本系專任教師個人研究室：除3間教師研究室配置於農學院教學區外，其餘均分佈於食

品加工實習工廠內。科技組各教師研究室擁有食品加工、食品分析、生物技術等相關

儀器設備(附件4-2-12) ，個別項儀器由本系購置儀器的教師管理，使用儀器採登記制

（均備有儀器使用登記單）(附件4-2-13)，方便追蹤儀器動態。 

5.資訊設備： 

本系資訊教育在電算中心上課。目前電算中心與第二教學區共計 7 間電腦教室，400

多部電腦。可分為電算中心 4 間電腦教室、第二教學區 2 間電腦教室及 MI-113 1 間電腦教室，

開放時間由星期一〜星期五早上 8:00〜晚上 10:00，除了上課時間外，皆提供同學自由上機

及列印的服務，列印完畢時，可至電算中心印表自助服務區(ST027)領取，第二教學區可至

M021 服務台領取。 

本校統一採購授權軟體提供全校教職員下載使用，並隨時公告最新軟體一覽表以供查

詢。目前共計有授權 Microsoft (供全校教職同仁)、SAS(供全校教職同仁)、McAfee VirusScan

防毒軟體(供全校教職同仁與學生)等。同時亦建構 Citrix 系統平臺，將全校授權軟體集中管

理，並突破時空限制簡化應用程式安裝程序，有效整合全校軟體資源 (附件 4-2-14) 。 

6.本校勞安相關儀器設備的維修保養 

本校勞工安全衛生中心每年都針對會危及勞安的實驗場所或儀器設備，編列預算進行定

期檢查、維修及改善工程等。99-102 學年度本系各實驗室衛生安全改善工程概況如附件

4-2-15。 

 

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1.校外參訪 

觀摩與參訪可以讓學生學習如何學以致用。本系多門課程均安排與課程相關的工廠參

觀、機構參訪、企業訪問等課外學習活動，學生們也都非常滿意本系所安排的參訪活動，且

認為對於食品科技與食品產業管理的連結可以獲得更正確認知；也因為實施課外學習活動，

使得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更為密切。(附件 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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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暑期校內外實習 

本系多年來，每年都會事先連繫好與本系互動關係密切的食品產業、研究機構及公私立

實習機構等，主動安排學生於暑期前往實習(如表 5-1-1)，學生不僅可拓寬在食品產業上的視

野，亦可親身體會到食品產業的實際運作方式，諸如此類的課外學習活動，使得本系在食品

科技的專業教育上不僅止於課堂上的教學，也讓同學在畢業之前就可以接觸到食品產業的第

一線作業。學生經過暑期實習的課程不僅可查核自己在課堂上學到的食品專業知識是否踏

實，亦可因此掌握生涯規劃，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 

3.參加各種學術活動 

本系鼓勵學生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最常見的就是參加臺灣食品科技學會年會，指導教授

會與碩士班學生共同在會議上或壁報上發表論文(附件 5-2-2)。本系所也經常邀請校外人士，

例如學術界、研究機構、產業團體、企業界、官方機關等專業傑出人士前來進行學術演講或

經驗分享(附件 4-3-2)。亦積極鼓勵學生積極參觀食品產業的相關的展覽或是新產品發表，透

過觀覽產業界所公開的最新技術與產品，可以刺激學生的研發思考及挑戰意願。 

4.參加校內外各類競賽活動 

本系為培養學生多元興趣，鼓勵學生參加各類校內外競賽活動，透過競賽切磋的機會，

培養團隊領導能力與互助合作的精神，除提升相關專業領域知識技巧的運用層面，同時達到

建立自信與肯定自我的訓練。學生參加各類校內競賽活動如表 4-3-1、表 4-3-2(附件 4-3-3) 

表 4-3-1 學生參加各類校內競賽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約每年何時)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主辦單位 

2010 食品產業創新競賽 2010.06.04 農學院 食科系 食科系 

2011 食品產業創新競賽 2011.06.03 農學院 食科系 食科系 

2014 創新食品競賽 2014.05.30 農學院 食科系 食科系 

2010 食科系運動會 2010.03.27 體育館、陽光草坪 食科系 食科系學會 

2011 食科系運動會 2012.03.04 體育館、陽光草坪 食科系 食科系學會 

2012 食科系運動會 2013.03.30 體育館、陽光草坪 食科系 食科系學會 

2013 食科系運動會 2014.03.08 體育館、陽光草坪 食科系 食科系學會 

2010 創意啦啦隊 2010.11.01 籃球場 全校 課外活動組 

2011 創意啦啦隊 2011.11.01 籃球場 全校 課外活動組 

2012 創意啦啦隊 2012.11.01 籃球場 全校 課外活動組 

2013 創意啦啦隊 2013.11.01 籃球場 全校 課外活動組 

2011 泡麵創意吃法競賽 2011.05.12 中正堂 全校 食科系學會 

2012 泡麵飲料創意料理比賽 2012.05.09 中正堂 全校 食科系學會 

2013 創意料理校際聯賽 2013.05.09 中正堂 校際聯賽 食科系學會 



 

 58 

2012 專題討論壁報競賽 2013.05.31 農學院 食科系 食科系 

2013 專題討論壁報競賽 2014.06.06 農學院 食科系 食科系 

表 4-3-2 學生參加各類校外競賽活動 

代表隊名稱 活動名稱 項目 

東海大學食科系食品科技組 
2010 年台灣幾丁質幾丁聚醣學

會年會暨研討會』 
壁報論文佳作獎 

東海大學食科系食品科技組 2012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年會 壁報論文佳作獎 

東海大學食科系 
2010 一米驚人米時機宮創意競

賽 
入圍 

東海大學食科系 2010 台灣食品產業創新競賽 創新實作競賽冠軍 

東海大學食科系 2012 台灣食品產業創新競賽 創新實作競賽亞軍 

東海大學食科系 99 學年度大食盃(屏科大) 
羽球第一名、男籃第三名、女

籃第三名、壘球第四名 

東海大學食科系 100 學年度大食盃(台灣大學)  

東海大學食科系 101 學年度大食盃(弘光科大) 
女籃第二名、羽球第一名 

壘球第三名、 

東海大學食科系 102 學年度大食盃  

5.學生自治組織 

本系系學會為透過民主選舉制度選出會長、學會幹部的正式學生社團，系學會的運作由

學生自主，系主任擔任系學會指導教師提供諮詢，系辦居於輔導及協助的角色。學會每年均

固定舉辦之活動有如系露、系運動會、系際盃、戰神盃、食營盃等情感交流活動；亦舉辦食

科週、創意競賽、系友座談等學系特色活動，搭建起畢業系友與在校生交流及溝通橋樑，引

導同學進行自我發展生涯規劃及對未來的眺望。（附件 4-3-4） 

6.舉辦企業說明會 

本系期透過企業說明會的溝通平台，能夠讓同學們對產業的觀感有深一層的認識，培育

學習自傳的編輯及撰寫的技巧、獨立工作能力、團體溝通能力及展現工作的熱誠、態度與自

信，同時透過面對面的現場模擬面試，訓練學生具自信、簡要而流暢的口語表現。（附件 4-3-5） 

7.輔導證照考試 

(1)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能檢定 

食品檢驗分析是食品加工過程中不可缺的一環，從原料的選用，成分分析到完成的成

品如何維持產品品質穩定，整個品管環節在在必須依靠具有高度專業技術的檢驗分析工

作，本系自 100 學年度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勞委會舉辦之「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能檢定」考

試，並進行考前輔導，輔導人數共 43 人，通過者有 24 人，輔導及通過學生名單如表 4-3-4

所示。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924/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924/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924/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924/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924/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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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輔導及通過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能檢定學生名單 

學年度 輔導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能檢定學生名單 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能檢定通過名單 

102 廖宥媃、陳昱翔、黃健峰、王毓琪、鄭文

華、郭盈吟、林琮為、呂明興、陳容蓉、

謝秉元、黃法蓉、林奕雍 

陳昱翔 

101 丁千惠、劉彥彤、陳怡蓁、郭盈吟、林宜

璇、蘇亭穎、鄭文栩、張翰云、陳昱華、

陳英維、王慈樺、鄭笛安、吳珮綺、熊皓

儀、林俞廷、陳姝惠、李鈺湘、黃奕閔、

吳汶珊、林慧茹、周昱仁、張偉翔、林翰

文、張昭伶、胡世浩、陳朱慧、黃鈺萍、

歐依閔、劉巧玲、李凱琳、朱藩瑤 

陳怡蓁、林宜璇、陳昱華、陳英維、熊皓

儀、林俞廷、陳姝惠、李鈺湘、吳汶珊、

林慧茹、張偉翔、林翰文、 

100  許宏予、劉虹每、洪敏純、徐佳伶、林芳

伊、蘇如裕、陳冠閔、陳天成、林怡吩，

洪偉珊、王茹婕 

(2)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 

 本系有部分同學對烘焙食品丙級證照具有興趣，故自 100 學年度針對這些學生予以

輔導， 輔導人數共 35 人，考上證照者有 30 人，輔導及通過學生名單如表 4-3-5 所示。 

表 4-3-5、輔導及通過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學生名單 

學年度 輔導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學生名單 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學生通過名單 

102 呂學致、郭雅軒、廖敬容、黃宇凡、陳麗心、黃筱

庭、劉于瑄、謬立宇、周子閔、黃品軒、林耀鴻 

呂學致、廖敬容、黃宇凡、黃筱庭、劉于

瑄、謬立宇、周子閔、黃品軒、林耀鴻 

101 涂庭瑋、沈孟諄、張馨尹、江品芳、李怡君、李宜

靜、盧  萱、林祐生、吳柏雅、王媛群、洪家媛、

賴柔縈 

涂庭瑋、沈孟諄、張馨尹、江品芳、李怡

君、李宜靜、盧  萱、林祐生、吳柏雅、

王媛群、洪家媛 

100 蔡濃旭、李雅婷、張瀚云、黃健峰、鄭文華、吳佩

倚、鄭迪安、郭凡慈、倪彥琇、陳思伊、林宜璇、

陳宥妤 

蔡濃旭、李雅婷、張瀚云、黃健峰、吳佩

倚、鄭迪安、郭凡慈、倪彥琇、陳思伊、

陳宥妤 

8.國際化學習活動 

99-102學年度陸續有交換生及外籍生前來本系就讀如表4-3-6，在本系教師及同學協助

下，都有不錯的學習表現；另外，農學院與日本「廣島大學學術暨教育交流」短期研修及本

系「國際學習講座」、「海外實習」等，本系亦有多位學生參與上述短期研習，不僅能開拓

視野，同時也學習不同國度的文化素養及發展（附件4-3-6）。參與短期研習名單如表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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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99-102學年度交換生及外籍生名單 

學年度 外籍生 僑生 陸生 交換生 

100 江雯雯、劉紫媛 

溫惠琴 

金時豪、蕭可揚、賴培彬、曾瑋婷、

李欣盈  

  

101 謝米雪、徐佳妮 

陳明俊、黃順真 

陳桂英、卓亮吟、鄭美伶、譚志杰、

彭欣、蔡芷霖  

 唐梓珊 

102 林很好、戴嘉瑩 

柯泰胜 

李耀庭、田憶君、陳敏琦、陳俐枟、

黃嘉賢  

陳詩瑤  

孔祥豪  

邱曉斌 

103 林方翊 黃白嫻、鄧兆豐、陸毅仁、許寬宜、

黃韋玲、許絲琪、鍾偉進、蔡可莉  

杜雨軒  

馮新宇  

陳宇陽  

 

表 4-3-7  99-102 年參與短期研習學生名單 

廣島大學交流名單(本校農學院之交流協定學院) 

學年度 99 100 101 102 

參與名單 楊豐毓 楊哲瑜 湯儒碩、陳昱華 傅宥聖、招有容 

國際學習講座名單(日本廣島、鳥取及甲南大學) 

學年度 99 100 101 102 

參與名單 林俞廷、陳思伊、熊

皓儀、湯儒碩、林芝

蘋、蘇亭穎、陳易

佑、柯典宏 

林祐生、葉家彣、周勃翰、

楊孟蓉、徐榮駿、李俊賢、

邱顯善、呂美嫻、賴怡任、

陳筱茜、陳昭蓁 

胡予捷、董欣瑜、

陳伶瑄、林詩涵、

謝一民、廖頤靜、

魏國任 

李冠增、呂祐任、蕭可揚、

江泰瑩、郭芸禎、游佳茵、

陳怡茹、張嘉文、吳宜庭、

劉紫媛、王祺媗、呂佳玲、

許嫚倫、金時豪、吳佩儒、

趙品鈞、黃詩涵、林祐生 

海外實習名單(102 杭州-旺旺、福建-台富、103 上海-曼氏、福建-台富) 

學年度 102 103 

參與名單 李佳穎、周子閔、吳翰禹、黃柏璋、蔡宜均、胡予捷 李思葶、胡家禎、曾瑋婷 

溫芊雅 

9. 服務學習 

103 學年度因食安事件頻頻發生，本系師生亦加入”食安守護聯盟計畫”中部種子教師訓練的

學校，訓練同學們將食安相關概念，透過服務學習的過程，教導國中小的學生建立正確的食

品安全相關概念(附件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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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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  

本系碩士班 99-102 各學年度（含碩一及碩二生）學生人數如表 4-4-1，分別由 12 位助

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每學年每位教師平均指導 3 至 4 位研究生，部分研究生

由本系 2 位教授或與校內外教師共同指導，指導負擔不會太重。唯本系自 101 學年即逢師

資屆齡退休潮，研究生的指導負擔在最近未來幾年將較沉重，至目前為止研究生均能得到妥

善照顧，也均能依據自己的興趣選擇進入合適的研究室，習得專業知能。(表 4-4-2) 

表 4-4-1  99-102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含碩一及碩二生）學生人數 

學年度 99 學年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碩士生

人數 

科技組 管理組 科技組 管理組 科技組 管理組 科技組 管理組 

31 11 31 8 34 7 29 11 

表4-4-2  99-102學年度各研究室的碩士新生名單 

教師 99 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江文德 陳惠旻、胡世浩、王慈樺 劉虹每、洪敏純、歐依旻 林瀚文、蘇暐婷、呂明興 招有容、陳柏凱、郭翰霖 

閻立平 楊豐毓 楊哲瑜 楊孟蓉 徐榮駿 

李根永 林怡吩、周昱仁 廖佩萱、陳一立、杜賢康 林琮為   

蘇正德 洪欣怡 陳建宏、張昭伶 熊皓儀、陳昱翔 林筑盈 

徐詮亮 許宏伃、李昭緯、張瑋翔 陳中愷、陳昭蓁 陳昱華 賴鵬年、謝松佑 

盧錫祺 黃鈺萍、徐鈺欣 劉巧玲、張昭伶 湯儒碩、黃健峰 滕逸林、姚佳伶、傅宥勝 

阮進惠 周書平 李凱琳、洪偉珊 鄭文華、李貫中 李柏漢、陳怡臻 

梁志弘 ----------- 紀彥甫 陳容蓉、王毓琪、郭盈吟 黃柏璋、涂庭瑋 

顏文義 
 

張巧俞、黃俊智 -------------- ------------- 

蔡正宗 楊哲暐 ------------- --------------- ------------- 

陳佩綺 劉韋銘、楊修明 ------------- 連 彤、陳威志 李宜樺、蔡宜玫 

陳景榮 李英嫥、吳懿恩 陳源旺 劉正禮、黃詩涵   

王良原 陳宛鈴、盧憶恩 陳姵君 李俊賢 林祐生、江曼禕 

劉佳怡 ----------- -------------- ------------- 張志平、林峻賢 

2.學生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 

(1)本系大多數教師均坐鎮研究室，並鄰近研究生研習室，近距離的安排可給予學生提供即

時的指導、諮詢及協助。各研究室會定期進行實驗室會議與聯誼，讓實驗室各年級成員

能夠共同討論學術論文與各自的研究，師生與同儕間互相砥礪、互相幫助，達到教學相

長一起進步。 

(2)碩士班以指導教授為輔導主軸，在執行上主要職責為輔導學生學習問題、關心學生在校

期間的行為表現，並適時給予適當的協助。指導教授以自身求學與生活經驗，提供適宜

的建議供學生參考。本系相當注重學生各階段的生涯規劃，並安排有「食品科技與生技

實務講座」及「食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實務講座」課程（附件6-1-2），透過畢業學長



 

 62 

姊，以產業的型態為案例，進行工作內容與實務經驗的解析，提供學生對所學在實務上

應用的示範與連接。並藉由系友的經驗分享與建議，希望在學同學能較從容的進行生涯

規劃及面對就業市場的準備。 

本系各教師研究室的研討方式採一對一的討論或舉行研究室全體師生的討論，也會藉

由聚餐或戶外旅遊方式，增進師生或是研究生之間的信賴關係與互助情誼，敘述如下: 

A.師生一對一討論：教師每星期至少進行一次以上的個別討論。 

B.研究室全體討論：教師的研究室每個月內至少進行一次以上的研究室全體討論。 

C.與研究生聚餐：大部分教師每學期至少與研究生聚餐一次以上。 

D.在上班時間，教師與指導研究生在教師研究室內互動頻繁：沒課或未出外務時，原則 

本系教師都會待在教師研究室內，因此碩士班學生隨時可與教師保有緊密的互動關係。 

E.即使在非上班時間，教師也儘量設法至研究室與研究生討論：基於研究生進行實驗或

研究幾乎是全天性的，研究生於平日下班後或是假日期間進行實驗、演算、研究分析

時，難免會遭遇無法克服的難題，但因本系教師大多數居住於校內宿舍或是學校週邊

區域，所以都能儘速趕赴研究室與學生研商謀求解決之道，協助研究生後續研究能順

利進行。 

F.師生的參訪活動(政府、法人組織企業、學校等)：本系部分教師因其研究領域之屬性與

產業界或公私立機關團體來往密切，平均每年均會舉辦一次以上的參訪活動。  

G.師生的旅遊活動：本系亦有部分教師藉由舉辦文藝欣賞，或是參訪風景名勝、田園農

村等活動，凝聚研究室學生向心力。平均每年均會舉辦 1-2 次。 

H.提供研究所新生入學前相關訓練：為了讓碩士班新生及早適應研究生的學習方式與生活

方式，所有教師皆會要求新生在正式入學前即進入各研究室接受相關訓練，例如儀器操

作使用、衛生安全講習、統計運算分析、田野調查見習、農村普及教育講習見習及研究

室作息規範等。 

3. 研究生參與研討會發表概況 

本系將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設為研究生的畢業條件。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研討會，是希

望能夠透過研討會口頭及海報發表，進行學術的交流，提高本系學術能見度；學生能從中學

習研究的態度與表達的能力，培養研究熱忱；同時讓學生掌握學習的進程。99-102 學年度研

究生參與研討會論文發表篇數總計如表 4-4-3 所示。(附件 5-2-2） 

表 4-4-3   99-102 學年度研究生參與研討會論文發表篇數 

學年度 99 學年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研討會論文篇數 10 16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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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1.本系教師提供學生的學習輔導措施 

每位教師均會利用多種不同方式與學生互動，有效達到學習、生活及生涯等輔導的效

果，最多採用方式為利用特定晤談時間約談，其次為利用電子郵件、數位教學平台、電話及

整合多重資源進行各項學習與生活輔導。 

2.透過學校結合其他資源所提供的輔導 

(1)學生學習輔導:本系除仍保有專任教學助理(舊制「助教」)外，在學校專款支持下，另設

有兼任教學助理與科技助理，協助任課教師進行課後輔導。前者由大學部成績優良的學

生擔任，輔助指導學習困難或期中成績遭預警的學生；後者由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擔

任，協助教師於數位教學平台網站實施教學與互動，上述學習輔導制度，促進本系教學

更趨活潑與多元化，同時學生也能在課外學習中建立起與授課教師密切互動的模式。 

(2)生活輔導：本校於每學期開學前均舉辦全校導師講習會，各班級導師均須參與，並互相

交換輔導學生的方法與心得。另外本系教師亦踴躍參加由學務處所舉辦有關學生心理分

析、教學方式探討及訓輔人員工作坊等講習會。本校學務處並提供多項系列心理及生活

輔導，除可對學生個人提供諮詢外，更可運用來做為辦理全班心理輔導及性向分析時的

參考，讓本系學生能建立正確的求學與處事態度，各班導師亦均能充分利用各項輔導資

源積極輔導學生。 

本系教師擔任各班級的導師，配合上述本校學務處輔導知能活動的支援，協同系教

官共同關懷及輔導學生，促成本系導師制度推行成效良好，師生關係互動密切。此外，

整合本系系學會運作多年且已蔚為優良傳統的學長姐家族制度，將新生融入原有九大家

族，由同一家族高年級學長姐帶領低年級學生或新生，分別就課業學習及生活指導傳承

經驗。各班導師亦透過高年級學生，迅速了解並充分掌握同一家族內學生的學習情形與

生活狀況。 

針對上述生活輔導的事務內容，近年來本系所教師曾協助學生解決諸多難題，例如

學生課業學習障礙加以分析及協助排除、學生遭遇車禍後住院相關事宜的協助、癒後復

健時交通支援、家庭突發事故的危難救助金申請、感情諮商及困擾排解、就業性向分析、

就業與工讀機會搜尋及轉介、學生家庭訪談等，各班導師對於學生的輔導工作可謂盡心

盡力，斐然有成。 

(3)職涯輔導：本系所經常邀請食品相關產業界專業人士及系友到校演講，闡述經營願景、

個人的職場奮鬥經驗、新產品研發等吸引人的主題，讓學生能正確認識未來就業及產業

界概況(附件 6-5-3)。本系系學會於每年 5 月舉辦食科週活動，除展示販賣烤雞等特色食

品外，亦擇一主題將本系的專業發展主軸介紹給全校師生。本系畢業生組成的系友會亦

充分配合食科週活動與舉辦系友暨在校生座談等活動(附件 4-5-1)，讓在校學生有機會聆

聽到歷經磨練、事業有成的畢業學長姐如何進行職涯規劃、如何在職場努力打拼、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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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及力求上進等經驗。 

除此之外，本系自101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政策設有職涯跨領域導師 (簡稱職涯

導師 )(4-5-2)，協助畢業生了解職場實務與就業趨勢，由特定教師擔任職涯導師，整合

學務及教務，使學生能獲得具體職場知識及技能，提早完成就業準備。101-102學年度本

校舉辦活動及本系配合辦理的成果如附件4-5-3，並概述如下: 

A.職涯適性測驗與諮商講座：應用 CPAS 人才測評系統，經由上線填答 120 道問題後，再

由專業職涯顧問做深度剖析，內容包括：12 項職場性格特徵分析、5 大適職類型與領

導潛能分析、6 大核心競爭職能的關鍵職場能力分析等。有助於求職者在短期內快速

找到合適的工作，已逾 200 名學生進行測驗與諮商。 

B.就業與職涯專題演講：教導同學認識食品科技與食品產業的最新進展、食品科技人才

在就業市場的發展機會及應俱備之基本條件及食品產業創業機會與成功基礎等，期望

學生有相當認知後對未來發展產生方向感，並能更積極主動學習必需具備的基礎與專

業知識，共辦理 4 場職涯講座。(附件 4-5-4)  

C.企業參訪：食品加工課程，除介紹上課內容外，讓學生們做報告、討論及查資料外，

為了使同學更為了解食品加工的實例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每學期辦理 1〜2 場企業參

訪，希望學生對於加工課程的知識、技術及實際應用上能更加了解。(附件 4-3-1) 

其他相關輔導，尚包括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舉辦的各種企業參訪、生涯規劃

及職場就職等活動，本系教師亦經常利用各種場合向學生說明食品產業的特質、食科人

在產業界應扮演的角色及利用校外教學的機會讓學生親身體驗各類食品產業工廠的實

務運作過程，幫助學生體認職場的動向及需求，儘早確立人生發展方向及生涯規劃。 

 

二、特色 

1.多元學習輔導規劃 

本系分階段提供學生各種不同的學習輔導規劃，包括有始業學習輔導、課業學習輔導、

學習預警輔導、導師學習輔導及職涯學習輔導等，幫助學生在課業、生活、人際關係、兩性

情感及生涯規劃等各方面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在求學階段即可接觸到不同面向的學理訓練及

學習引導，並逐漸啟發自我潛力，學生畢業後在食品相關企業的職場中，更具特色及有利的

競爭優勢。  

2.4年一貫班導師制 

本系採4年一貫班導師制度，導師皆由專任教師擔任，由入學起帶領整班導生直至畢業，

師生長期培養的默契與情感得以在互信基礎上，積極輔導導生課業、課外活動、生活安排，

甚至升學就業。以班為基礎輔導帶領，容易配合班上安排各項課內外活動，諸如班會、班聚

與班遊、班級讀書會、課輔等。同時本校學生諮商中心為各個班級所做各項評量與講座，接

觸互動面既廣且深。本系亦配合盡可能安排導師教授導生班級各門必修課程，並提供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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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資源及協助。導師制在本系持續與健全的推行，或為各授課教師在授課與課後指導上重

要支柱及學生家長與系上聯繫溝通的最重要窗口。 

3.落實學習與生活輔導 

本系除設立職涯導師外，因系上教師大多居住於校內宿舍或是鄰近學校的區域，對於學

生的課業指導與生活輔導，皆能立即因應學生所需。且因教師大多坐鎮研究室並鄰近研究生

研習室，除授課外，亦能即時對研究生進行學習與生活輔導，彼此建立亦師亦友情誼。 

4.多元課外學習活動 

本系積極安排相關課外學習活動，包括參觀工廠、企業訪問、專業人士演講、機關組織

參訪、寒暑假的校內外相關單位實習、海外實習等，同時也積極鼓勵學生參加與食品相關的

學術活動、演講、展覽活動等。除了拓展學生對於產業現場的視野外，並可了解實際食品產

業的運作方式，及融合加工技術與產業經營的學習成效。 

 

三、問題與困難 

1. 教學與研究經費資源不足：本校整體經費有限，挹注於教學與研究經費亦面臨資源不夠

充分，因此可支應學生基本實驗課程及教學研究設備的費用相當受限，且農學院教學與學

習環境的徹底改善一直是學生長期的期望。 

2. 學生生涯輔導尚待加強：學生價值觀隨社會風氣變遷及資訊時代催化，所產生的變化振幅

實不容小歔，導致學生對實務課程認知及參與感常因所花費時間較冗長及報告、作業較多，

而不用心或輕忽實作的學習機會，本系部分學生無法完整進行個人生涯規劃致使欠缺學習

目標、學習動力及持續力。 

3. 國際化學習連結較弱應再加強。 

 

四、改善策略 

1. 經費分配將優先改善基本教學實驗設備：持續積極向本校爭取各項軟硬體設備的升級與更

新，期能創造更良好的環境及設備供師生使用；並鼓勵教師積極爭取專案研究計畫及產學

合作機會，用以充實教師研究設備。同時亦尋求跨校共同指導，不僅可使共享資源，亦可

使學生能在不同學習環境下增長見識。   

2. 設立職涯跨領域導師協助學生了解職場實務及就業趨勢：配合本校政策設立「職涯跨領

域導師」，每位職涯跨領域導師須接受 5 天 36 小時職涯跨領域導師培訓、每學期數場職

涯跨領域導師講座及分享會等活動，協助舉辦「職涯適性測驗與分析講座」、「就業與職涯

專題演講」、「企業參訪(含非營利組織)」、「履歷自傳講座」、「面試模擬活動」等活動，協

助學生瞭解職涯適性並體驗職場實務與就業趨勢，再透過學務及教務的整合，使學生能獲

得具體職場知識及技能，提早完成就業準備。本系各班導師亦將藉由班會、聚餐、特定晤

談等互動機制協助同學進行個人生涯規劃；同時配合本校規劃翻轉教室教學策略，透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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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化圖像思考模式及影音解析的效能將知識與技巧，以較迅速、簡潔的表現方式，有效的

表達與訊息傳遞，提升學生參與的樂趣。本系並規劃食品加工實驗創新實作競賽，將其納

入課程內容，透過參與國內外競賽，提升學生參與感及學習動力，同時進一步規劃、執行

生化實驗跑檯實作測驗、食品分析實驗統一測驗及食品分析實驗實作測驗，經由實務體驗，

使學生對實驗設備裝置、使用方法及用途皆能確實理解並印象深刻。 

3. 強化本系國際化學習連結：包含姊妹校學習交流及海外實習，本系於 101學年度起推動大

陸企業實習，日後會持續篩選海外優良之企業，與其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強化學生海外學

習。 

 

五、項目四小結 

整體而言，本系提供的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適切良善；計畫面從始業輔導及課業輔導，

乃至預警後的導師輔導以及就業前的職涯輔導等進行規畫。執行面則融入大學引導課程實施

始業輔導、安排課程助教與同儕學習進行課業輔導、啟動導師生活輔導、先期與成績預警後

的輔導以及設立職涯導師進行實習與生涯規劃輔導等。檢查面包括課程檢核成績、實習成果

發表、競賽參與及得獎情形、研討會參與情形以及職涯適性測驗與諮商分析。最後，行動面

對於現存的問題與困難亦會積極的持續提出改善，期能提供本系學生友善且不虞匱乏的學習

環境，快樂努力的學習，達成本系預期培養的核心能力。 

 

Check 
 課程學習檢核 
 系學會活動 
 暑期校內外實習 
 校內外各類競賽活動 
 參加各種學術活動 
 企業說明會 
 職涯適性測驗與諮商講座 
 

Action 
 校內外實習之學習成效評估

與改善 

Plan 
 始業學習輔導 
 課業學習輔導 
 學習預警輔導 
 導師學習輔導 
 職涯學習輔導 

 

Do 
 大學入門、大學引導 
 課程學習、課後學習輔導 
 先期輔導、期中預警 
 課程助教、同儕學習輔導 
 實驗學習、實習學習 
 專題學習、 
 生活輔導、生涯規劃輔導 

 

A   P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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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1.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 

(1)實施暑期實習 

本系為培養學生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鼓勵學生進入學術研究單位或工廠學習，特訂

定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學生實習實施要點(附件7-2-3)。本課程是透過暑期參與校內外實

習，期使學生將平日所習課程知識與實際經驗互相參證，習得食品科技、食品生物技術或

食品產業管理等相關學識與技能；透過體驗實習單位實際運作狀況，印證所學增進專業技

能，有助學生了解產業界目前最關鍵知識、觀念及技術。 

本系期待學生從職場環境習得實務經驗、職場倫理及工作態度，達到「做中學，學中

做」的成效及養成就業能力，以利與職場工作接軌。本課程除了提供同學上述目的外，並

配合多元評量方式，在實習單位考核方面(佔總成績之50%)涵蓋工作效率、責任感、工作

勤惰、出席情況、主動性、配合性、資訊蒐尋及分析運用的能力、專業知識運用及解決問

題能力、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儀容、態度與禮貌等項目進行考核；另外亦訓練同學

資料整理能力(書面報告佔總成績之30%)及口頭報告能力(佔總成績之20%)，期能符合產業

界需求。 

99-102學年度本系近4年共計與60個實習單位，如表5-1-1所示包括12個政府機構、15

個研究機構或單位、29個私人企業及4個海外實習公司，提供315個名額供學生實習(學生

實習單位、人數及學生名單如附件5-1-1, 5-1-2)。 

表5-1-1 99〜102學年度學生暑期實習單位 

單位性質 實習單位名稱  

政府機構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加工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彰化縣衛生局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台東縣衛生局 金門縣衛生局 

研究機構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國內企業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麗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口湖魚類生產合作社 

小磨坊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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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口味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味鄉食品  生達化學製藥公司生技食品廠 

永興醬油食品廠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梅統有限公司 華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詮昕科技股份有公司 

法國曼氏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台北) 達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牛乳加工廠  

學術研究 

單位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台大生化科技學系應用微生物實驗室 

台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 江文德老師實驗室 

李根永老師實驗室 盧錫祺老師實驗室 

阮進惠老師實驗室 歐柏榮老師實驗室 

顏文義老師實驗室 王良原老師實驗室 

梁志弘老師實驗室 蔡正宗老師實驗室(珍果生技公司) 

海外企業 
旺旺食品 法國曼氏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江蘇泰州中國醫藥城的旭泰食品 臺富食品福建莆田廠 

(2)規劃專題研究 

 專題導向的教學能提升學生理解能力、建立邏輯思考能力，並增進獨立操作能力。

本系專題研究以學生的實務操作與上台成果報告的演練作為食品科技教學活動的內容，透

過專題導向的理念引導學生學習食品科技；其目的在於尋求促進學生主動學習食品科技知

能及實驗技巧應用的教學策略，並探討學生對此教學策略的學習感受，學生可透過反思自

我評量對學習的認知以及關鍵能力的表現。本系為提升學生學術研究興趣，於 100 學年

度訂定學士班「專題研究」施行辦法(詳見附件 7-2-1)。學生可依據自己的學習興趣洽詢相

關領域教師進行指導；在學生的學習階段除了透過研究主題設計、資料檢索、文獻查閱、

上台報告、試驗設計，進而實驗技巧訓練的整合教學內容及開展討論式等教學模式，也指

導學生根據實驗結果撰寫專業論文及進行成果報告，藉由實際參與研究工作，讓學生獲得

多面向思考能力及實務訓練，體現學生自學能力。而 100 至 102 學年度學生參與專題研

究一覽表如表 5-1-2 所示。 

表5-1-2、100〜102學年度學生參與專題研究一覽表 

學年度 指導教授 學生姓名 專題研究題目 

 

 

李根永 詹睿安 從酸菜中分離出具有特殊風味的菌株 

王良原 曹恩綺 台灣食農教育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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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閻立平 陳思涵 探討深層培養條件對桑黃菌胞外多醣體產量的影響 

盧錫祺 劉羽庭 穀類食品的定性與定量 

盧錫祺 鍾佳芳 蕈菇類發酵萃取物對MCF-7細胞的抑制活性 

李根永 林俞均 從酸菜中分離出具有特殊風味的菌株 

梁志弘 李思葶 LED照射對北蟲草機能性成分之影響 

徐詮亮 歐倩妤 電化學法於咖啡因之快速定量檢測條件之探討 

梁志弘 李冠增 北蟲草子實體機能性成分微波萃取條件探討 

梁志弘 吳佩儒 北蟲草紫米固態培養成分分析 

盧錫祺 李林潔 穀類食品的定性與定量 

徐詮亮 郭芸禎 常溫常壓電漿於豆乾表面殺菌之應用 

王良原 呂佳玲 台灣與日本的有機農業制度現況比較 

梁志弘 侯佩妤 菇類礦物質含量測定 

101 

閻立平 郭雅軒 
乳酸菌(Lactobacillus brevis)發酵西瓜皮汁基質生產γ-胺基丁酸培

養條件之研究  

閻立平 吳翰禹 乳酸菌發酵鳳梨皮汁基質生產γ-胺基丁酸培養條件之研究 

李根永 楊慕義 酵母菌MRA6特性與應用之探討  

顏文義 廖敬容 雲芝(Trametes versicolor)在穀物固態發酵適性的探討  

江文德 房彥君 探討酵素水解與濾膜區分對提升馬鈴薯蛋白促脂解活性之影響 

江文德 林奕雍 探討酵素水解與濾膜區分對提升大豆蛋白免疫調節活性之影響  

盧錫祺 廖宥媃 乳酸菌胞外多醣影響FL83B肝細胞 胰島素敏感性之探討  

盧錫祺 官佳靜 秋葵多醣於FL83B小鼠肝細胞之葡萄糖調節機制  

盧錫祺 謝秉元 牛樟芝調節3T3-L1小鼠脂肪細胞之細胞傳訊路徑及細胞激素分泌 

徐詮亮 謝一民 介電質放電電漿對火腿表面殺菌效果評估 

梁志弘 胡予捷 北蟲草紫米固態培養條件探討 

梁志弘 王祥雲 光照時間對北蟲草固態培養機能性成分之影響 

100 

閻立平 戴嘉言 
氮源對桑黃菌(Phellinus linteus)於燕麥固態培養基之生物質以及

多醣產量的影響  

閻立平 林書緯 不同碳源對桑黃菌(Phellinus linteus)固態培養產生多醣體之影響       

李根永 
林佑宣、 

蔡佳君 
菊花有效成分的萃取與分離  

阮進惠 呂美嫺 以高壓均質製備幾丁聚醣-維生素E奈米乳滴乳化液及其性質研究 

阮進惠 吳柏雅 幾丁聚醣包覆維生素 E 奈米顆粒之製備及其特性之研究     

江文德 黃士庭 小麥蛋白和大豆蛋白水解物對脂肪細胞降低三酸甘油脂的探討     

江文德 陳芝瑩 不同生長階段金針花苞抗氧化之研究 

江文德 呂庭宜 乳清蛋白-Flavorzyme 水解物對巨噬細胞促免疫調節之影響 

江文德 陳彥泓 
大豆蛋白與小麥蛋白水解物抑制 3T3-L1 前脂肪細胞中三酸甘油

酯生成之研究     

盧錫祺 徐榮駿 黃金銀耳酸性多醣體調節阻抗態 3T3-L1 小鼠脂肪細胞之胰島素



 

 70 

傳訊  

盧錫祺 賴怡任 
黃金銀耳酸性多醣對脂多醣誘發小鼠 RAW264.7 巨噬細胞發炎

反應之影響  

盧錫祺 廖子慧 牛樟芝發酵萃取物對小鼠肌肉細胞之胰島素增敏性作用   

盧錫祺 黃品皓 乳清蛋白-Alcalase 水解物對巨噬細胞促免疫調節之影響   

徐詮亮 盧  萱 不同原料澱粉對粉圓產品品質的影響  

徐詮亮 梁文馨 應用電化學系統於市售金針乾製品二氧化硫之定量檢測     

徐詮亮 龍柔蓁 應用電化學系統定量檢測紅茶中之總生菌數及大腸桿菌     

徐詮亮 吳姍螢 應用電化學系統快速檢測生乳中之李斯特菌     

梁志弘 魏文桀 利用固態發酵製備蟬花米及其乙醇萃取物之抗氧化性質 

梁志弘 林祐生 利用固態培養製備蟬花米及其熱水萃取物抗氧化性質  

王良原 陳映如 台灣穀物市場產銷現況研究    

王良原 江曼禕 食品包裝所產生的功能與演進 

(3)與他校進行學術交流計畫 

A.本系教師特別規劃之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計畫 

本校國際處雖職掌辦理各項國際學習活動，但大多屬於語言或是文化等基礎型學術

交流，或有未能適切因應本系學生對於食品科學領域專業學習與研究的學術交流需

求。我國自2002年加入WTO後，農產品與食品的產業構造更進一步面臨自由化與國際

化的浪潮衝擊，商品的流通方式邁入多元與多邊貿易的時代，所以食品產業的經營方

式在人才招集、資金籌措、原料調度、研究開發、資源整合等領域，更加涉獵國際性

事務。本系為培育學生具有掌握國際間專業資訊、參與國際性事務、國際間溝通協調、

全球視野之能力，於2008年開始由王良原老師擔任授課教師而於碩士班開設「國際學

習講座」課程，並且開放提供給農學院所有系所學生選修，藉由實施此一開創性的講

座計畫，協助學生達成下列學習目標： 

瞭解日本的大學食品科學教育制度與學習成果 

掌握最嶄新食品研發科技與市場發展現況 

拓展國際視野，培養處理國際事務能力  

參觀日本的食品企業，並理解其國際化經營策略 

本課程係由王良原老師針對本系學生的學習需求特性，結合本校或農學院在日本

交流合作姐妹校的教學資源，規劃出包含食品加工技術、生物資源運用、分子營養科學、

食品衛生安全、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食品企業訪問或實作研習等學習單元，並且利用暑

假期間帶領學生前往在日本姊妹校展開國際學習，印證食品科學學理與食品企業實際現

場的契合性，同時能拓展國際學術交流經驗。近年來由本課程所實施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及參與學生名單如表5-1-3所示，均獲得本校國際處的經費補助。(附件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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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3、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及參與之學生一覽表 

學年度 學術交流活動名稱 地點 姓名 

102 

(2014.7.13〜7.22) 

 

東海大學2014年暑期

海外研習  農學院國

際學習營 

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生

物圈科學研究科（本

校農學院之交流協定

學院） 

本系學生：李冠增、呂祐任、蕭可揚、

江泰瑩、郭芸禎、游佳茵、陳怡茹、

張嘉文、吳宜庭、劉紫媛、王祺媗、

呂佳玲、許嫚倫、金時豪、吳佩儒、

趙品鈞、黃詩涵、林祐生 

101 

(2013.8.19〜8.28) 

 

東海大學2013年暑期

海外研習  農學院國

際學習營 

日本國立鳥取大學農

學部（本校之交流協

定大學） 

本系學生：胡予捷、董欣瑜、陳伶瑄、

林詩涵、謝一民、廖頤靜、魏國任 

畜產系學生：邱馨玉、郭于庭、葉連

佟、鄭敬姮、詹佳樺 

100 

(2012.7.17〜7.26) 

 

東海大學2012年暑期

海外研習  農學院國

際學習營 

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生

物圈科學研究科（本

校農學院之交流協定

學院） 

本系學生：林祐生、葉家彣、周勃翰、

楊孟蓉、徐榮駿、李俊賢、邱顯善、

呂美嫻、賴怡任、陳筱茜、陳昭蓁 

畜產系學生：柯均霖、蔡宜臻、黃婷、

傅柏齡 

99 

(2011.8.23〜9.01) 

 

東海大學2011年暑期

海外研習  食品企業

國際學習營 

位於神戶市的私立甲

南大學（本校之交流

協定大學）與8家食品

企業 

本系學生：林俞廷、陳思伊、熊皓儀、

湯儒碩、林芝蘋、蘇亭穎、陳易佑、

柯典宏 

B.學生參與國外的學術研討會或專業參訪等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自2009年起，本校農學院與日本廣島大學生物圈科學研究科簽訂交流協定，每年舉

辦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學術性交流活動如表5-1-4所示，並且邀請本農學院派遣碩

士班學生參加。近4年本系參與該項活動的學生如表5-1-5所示。(附件4-3-6) 

表5-1-4農學院國際學習營學術交流計畫 

學年度 學術交流活動名稱 主要地點 

102 2014年暑期海外研習 農學院國際學習營 日本國立廣島大學 

101 2013年暑期海外研習 農學院國際學習營 日本國立鳥取大學 

100 2012年暑期海外研習 農學院國際學習營 日本國立廣島大學 

99 2011年暑期海外研習 食品企業國際學習營 日本國私立甲南大學 

表5-1-5、本系學生受邀參與廣島大學生物圈科學研究科學術交流活動一覽表 

學年度 學術交流活動名稱 參加學生 

102 2014年the 7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 Biosphere 

Science 

江曼禕、傅宥勝、招有容 

101 2013年the 6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 Biosphere 

Science 

湯儒碩、陳昱華 

100 2012年 the 5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 Biosphere 

Science 

楊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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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2011年 the 4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 Biosphere 

Science 

楊豐毓 

2.學士班學生學習成果表現 

(1)學生參與校外活動競試或競賽 

本系為使學生能夠學以致用發揮專業知識，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食品專業競賽，包括台

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主辦的創新實作競賽及味丹企業主辦的泡麵飲料創意料理比賽等，學

生參與情形如表5-1-6所示。 

A.創新實作競賽 

每年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主辦「台灣食品產業創意競賽」，本系自 2010 年開始鼓

勵學生參與競賽，當年度本系學生林文懿與鄭孟純以「藕 Q 茶香溢」聯手打敗其他 9

校 15 支菁英隊伍，勇奪 2010 年台灣食品產業創新競賽創新實作類冠軍，另一組學生

李詩敏、余汝涵、林靜梅、廖紫鈞亦以作品「豆漿米布丁」入圍決賽；2011 年本系學

生祝天譽及王琛之「Man’s Cake 蛋糕捲」作品亦入圍決賽；2013 年則有蔡宜均、郭雅

軒、林詩涵及呂學致等 4 名學生以「戀慕晶球奶凍捲」作品獲得第 2 名，另一組學生

黃柏璋、侯佩妤及陳容蓉則以「紫金翡翠醬」作品入圍決賽。(附件 4-2-5) 

B.泡麵飲料創意料理比賽 

2011 年本系與味丹企業首次共同舉辦泡麵飲料創意料理比賽，引起廣大的迴響，

2012 年雙方再度合作，並且擴大舉辦增加飲料調配品項，讓學生得以學以致用並發揮

無限的創意和熱情，不僅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之交流，更達到雙方資源共享、提高宣

傳效益等綜效。2013 年雙方再次合作舉辦創意泡麵料理比賽，並且邀請中區 3 校一同

參與，本次創意競賽透過學生的無限想像及創意組合，讓泡麵料理更為豐富多元，舖

陳學生發揮創意的舞台，有助於學生未來發展。(附件 4-2-6) 

C.其他競賽 

2010年農委會農糧署主辦『一米驚人米食加工創意比賽』，總計有來自全國150組

隊伍報名參賽，包含五星級飯店廚師、餐廳老闆、餐飲學校師生、食品科系師生、農

會家政班等，40組初評入圍決賽，本系學生羅柏盛、李俊賢、郭真以作品「太極養生

神粥」榮獲入圍決賽。另本系學生吳柏雅於2012年參加「洽發嘉藥盃」全麥粉中式饅

頭與花捲製作競賽。(附件5-1-3) 

表5-1-6、學生參與校外競試/競賽一覽表 

競試/競賽名稱 參賽學生 主辦單位 時間 作品及獲獎情形 

2013年謝成源先生食品科技

發展基金會創新實作競賽  

蔡宜均、郭雅軒、

林詩涵、呂學致 

台灣食品科學

技術學會 

2013.11.01 

 

戀慕晶球奶凍捲第2名 

2013年謝成源先生食品科技

發展基金會創新實作競賽 

黃柏璋、侯佩妤、

陳容蓉 

台灣食品科學

技術學會 

2013.11.01 

 

紫金翡翠醬 

入圍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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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乾麵王，這味夠殺！」

---泡麵套餐創意料理比賽 

戴嘉言、陳彥泓、

王韻琪、魯芷妤、

盧  萱、梁文馨、

江亭萱、徐千惠 

味丹企業 2013.05.09 

 

 

2012「洽發嘉藥盃」全麥粉

中式饅頭與花捲製作競賽 

 

吳柏雅 美國小麥協

會、洽發麵粉股

份有限公司 

2012.10.10 

 

 

 

“一泡雙響夭獸飽” 

泡麵飲料創意料理比賽 

陳芝瑩、陳育珣、

呂庭宜、謝亞秦、

尤佳雯、陳意晴等

23名參賽 

味丹企業 2012.05.09 莎莎醬焗烤鮮肉脆餅麵 

脆皮泡麵手捲 

培培麵包皮蛋蛋皮包麵

培培三重奏 

2011厚，有夠香!泡麵創意吃

法比賽 

參賽學生共29名 味丹企業 2011.05.12 

 

日式櫻花大阪燒 

好Low對不對乾吃麵 

台灣食品產業創新競賽  祝天譽、王琛之 台灣食品科學

技術學會 

2011.11. Man’s Cake蛋糕捲 入圍

決賽 

台灣食品產業創新競賽 林文懿、鄭孟純 台灣食品科學

技術學會 

2010.11.04 藕Q茶香溢 

第1名 

台灣食品產業創新競賽 李詩敏、余汝涵、

林靜梅、廖紫鈞 

台灣食品科學

技術學會 

2010.11.04 豆漿米布丁 

入圍決賽 

一米驚人米食加工創意比賽 羅柏盛、李俊賢、

郭真 

農委會農糧署 2010.09.03 太極養生神粥 

入圍決賽 

(2)學生參與校內競賽 

A.食品加工創新競賽 

本系為提升及強化學生將所學加以發揮應用，配合食品科技學會舉辦「台灣食品產

業創新競賽活動」的理念，於 2011 年籌辦第一屆「食品產業創新競賽」，透過競賽的

舉辦，期待同學發揮創意與團隊精神，厚植同學實務運作的經驗。獲獎作品依序為-「蒸

有味道」、「天貝養生蒸布丁」、「南瓜湯圓」、「橙皮果茶醬」、「天地合補-無極八

卦養生神粥」。有鑑於本系學生積極參與各項食品專業競賽且屢屢取得佳績，為鼓勵學

生能學以致用發揮專業知識，本系於 102 學年將創新競賽融入食品加工實驗課程中，於

期末時由學生組隊進行創新創意競賽，參賽名單如表 5-1-7 所示，取 8 組入圍決賽並頒

發獎金 1200 元，最後決賽再擇優取 5 組及給予獎金 2000 元鼓勵，並推薦參與「台灣食

品產業新一代創新產品競賽」及相關國際競賽。(附件 4-2-7) 

表 5-1-7、食品加工創新競賽參與學生名單及作品 

學年度 
組

別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入圍

複賽 

入圍

決賽 

102 1 林宏仰、詹睿安、蔡佩恬、吳明浩、謝鎮宇、 幸運蓋(Lucky Guy)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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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宇行 

 2 游鎮輔、張傅清、葉庭嘉、朱偉民、陳國政、

許志維 

胖派   

 3 潘譽仁、朱鳴嶽、黃冠霖、于凱安、趙品鈞、

金時豪 

驚奇啪啪啪   

 4 賴彥廷、郭鈺屏、廖于綸、黃思瀚、顏蓁瑩、

王瀞嬌 

妖精小帽帽   

 5 曹恩綺、黃蓓星、溫芊雅、邱嘉誼、陳雅俐、

歐育雯 

餃情 V  

 6 游佳茵、李郁芬、陳怡茹、張嘉文、陳思涵、

劉羽庭 

天使臉孔 V V 

 7 張巧俞、徐翊寧、李珊珊、蔡政霖、張志群、

石蕙慈 

薄荷東京香蕉   

 8 王筱媛、王舒郁、黃彥寧、李毓雯、姚青昕、

鄭婉妤 

酥皮年糕、擂茶蛋塔   

 9 溫惠琴、蘇郁雯、張凱婷、張宛筠、李侑庭、

江雯雯 

不可思意 V V 

 10 蘇鈺珊、曾渝雯、傅懷萱、侯欣妙、陳祉茵、

張靜怡 

鬆餅嘉年華   

 11 許哲育、陳懋碩、邱泊銀、洪聖珉、萬以仲、

蕭可揚 

驚喜南瓜蛋   

 12 蕭瑋容、李林潔、郭芸禎、張芷綾、姜易君、

王希文 

擂茶棒、Facecake   

 13 江泰瑩、鄭欣楷、呂祐任、李仲捷、黃承智、

林泳宸 

繽紛 sweet 涼丸   

 14 徐淯芃、林靜慧、賴俊文、郭芳妤、黃乙真、

賴培彬、廖培鈞 

五彩穀、吉時豆福   

 15 吳尚宜、林雅琪、陳育珣、陳逸芳、洪鈺婷、

林庭妤  

登陸月球表面 V V 

 16 王馨庭、陳琪薇、周品秀、許嫚倫、李冠增、

吳佩儒 

優芙 V V 

 17 胡家禎、梁瑀倢、呂佳玲、劉紫媛、王祺媗、

李研靜 

Color for Fun 

(飯) 

V  

 18 林俞均、李思葶、李玥瑩、吳宜庭、侯佩妤、

林耘妤 

凍凝美人 V  

 19 陳怡潔、鍾佳芳、歐倩妤、易佩函、廖庭君、

李欣盈、曾瑋婷 

消滅(麵)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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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題討論競賽 

大四專題討論除訓練學生搜尋資料、閱讀文獻、整理文獻及製作簡報圖檔等能力外，

也著重於訓練學生上台報告的能力，包括服裝儀容、時間管控、台風展現、口語表達技

巧、圖表解說及問題回答等。此一學年的課程於上學期主要以個人表現為主，下學期則

是以團隊表現為主，並於期末擇優進行專題壁報競賽(如表 5-1-8 所示)，前 3 名由系友會

分別頒發獎學金 5000、3000 及 1000 元及獎狀。(附件 5-1-4) 

表 5-1-8、專題討論競賽學生名單及題目 

學年度 學生姓名 專題討論題目 獲獎情形 

102 

 

 

 

林佳慧、陳昱璇、溫姿盈 蛋中 ω 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強化及開發 第 3 名 

謝一民、張志群、李建璋 花生之功能性評估及經高壓加工後之影響 第 2 名 

蔡宜均、陳憶琳、房彥君 
探討蔓越莓成分:酚類化合物、花青素及有機酸

針對大腸桿菌 O157:H7 菌株其抗菌作用 

第 1 名 

唐榕、周子閔 
分別以還原糖及釩鹽來降低油炸馬鈴薯生成之

丙烯醯胺 

 

林芝綺、廖宥媃 藉由義式咖啡渣來改善蔬菜品質 佳作 

黃法蓉、林詩涵 臨床上蔓越莓對人體的抗菌功能  

李佳綺、廖玲函、官佳靜 
以超微粉碎和熱微波提高綠茶多酚含量於肥胖

大鼠之骨骼試驗 

 

林詩倩、楊珮芸、王郁琪 
探討紅酒與白酒的抗氧化能力和消費者購買決

策之相關性 

 

黃玟瑄、郭雅軒、汪毓芸 
酪蛋白水解胜肽經由腸胃道試驗測定其降血壓

功效 

 

101 

林祐生、翁健軒、鄭閔鴻、

周勃翰 
保肝食品的議題與保肝機制討論  

 

張志平、安漢敏、江曼禕、

黃琇琳 

可可產品的喜好性、特色與保健效果說明巧克

力─台灣與比利時進口----配合店家：邱式巧克

力 

 

陳映如、李宜樺、洪家媛 免疫球蛋白IgY的應用  

翁嘉吟、吳柏雅 探討印度及歐洲蜂蜜之抗氧化能力  

沈孟諄、吳姍螢、蔡佳君 
Bifidobacterium bifidum BF-1對胃的保護效果之

探討  

第2名 

龍柔蓁、呂庭宜 
探討綠茶水萃取物之體外抗氧化活性及體內對

CCl4 誘導小鼠肝臟的影響 

第 3 名 

 

林黛茹、黃柏璋、謝亞秦 蜂蜜對人體的保健功效 第 1 名 

陳俊達、陳柏侃、黃品皓 
探討初榨橄欖油裡酚類化合物的苦味、生物活

性、儲存之關係  

 

黃彥博、戴嘉言、陳易圻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於優格中的特性及影

響  

 

羅婕瑩、張馨尹、黃資惠 利用菇類菌絲發酵豆腐之生理活性  

王媛群、蔡宜芬、陳筱茜 食用堅果對體重控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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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桀、林佑宣、侯茹瑄 不同部位核桃抗氧化生理活性之探討      

(3)專技高考食品技師 

101 年 5 月起，依據衛生署食字第 0970402552 號令規定：食品業者應設立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工作小組，小組成員至少一人須具備食品技師證書。即食品業界均需執行 HACCP

管制系統，且管制小組成員至少一人要有高考食品技師證書，方可營業。本系為因應政府

對食品相關產業安全管理之需求自 101 學年度已將報考食品技師所需課程，調整為核心

必修，並多方宣傳、輔導與安排學長姊分享準備與考試的經驗，激勵即將畢業的食科學子

及在校的研究生，提早準備相關的考試科目。本系 100-103 年度每年平均有 30 位畢業生

考取食品技師證書如表 5-1-9 所示。 

表 5-1-9 100-103 年本系學生高中專技高考食品技師名單 

 100 101 102 103 

第

一

次 

邱群惠、張志成、簡佑年 

張瑋真、徐鈺欣、李英嫥 

林世偉、翟爾雅、王鐘凰 

鄧琇娟、毛瀅鈞、陳健賢 

戴頤萱、朱廣中、李凱婷 

何仁為、張昭伶、江寧 

曾建勳、李淵崧、吳士豪 

楊仕劤、許瀞方、張維仁 

葉佳聖、吳芳禎、朱梵瑤 

郭怡君、蔡沁玹、蘇莉娟 

游博煊、林慧茹、孫百秀 

陳惠媛、邱鈺珊、陳姝慧 

賴怡任、余鍾蘭、蔡青育 

潘韋任、高豪駿、莊瑋臻 

王彥蘋、呂庭宜、陳明慧 

沈怡君、吳汶珊、黃俊智 

林佩蓁、尤明強、陳佩君 

林書緯、黃韋晴、王美燕 

林芷卉、戴嘉言、李韋德 

蘆  萱、林芝綺、傅基彰 

黃湘玲、孫慧吟、邱盈臻 

陳映如、賴羿帆、熊皓儀 

第

二

次 

呂維哲、蕭美玲、吳羽青 

簡嘉穎、溫士勳、郭芳伶 

卓春龍、蔡沂璉、洪欣怡 

紀明慧、姚佳芸、葉美廷 

廖國鈞 

林宜璇、謝佩璇、林琇琪 

楊孟蓉、陳昱翔、陳婉榆 

李佳芸、黃柏儒、王聖文 

李鈺湘、鍾菡君、黃奕閔 

王茹捷、黃智偉、倪彥琇 

蘇建榮、黃怡萍、賴政宏 

黃曼婷、羅雁霖 

周玲惠、林怡君、張芷菱 

楊政遠、梁文馨、陳秀茹 

陳怡蓉、葉志崇、朱意涵 

周芷菱、陳姿伶、吳青蓉 

王欣怡、陳建廷、徐晨瑜 

張仁傑、朱成揚、祁正揚 

林彥君、廖子慧、郭俊廷 

黃品軒、葉柔辰、胡芳瑄 

陳信宏、汪毓芸 

(4)其他 

A.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能檢定 

食品檢驗分析是食品加工過程中不可缺的一環，從原料選用，成分分析到成品完成

之產品品質穩定維持，如何達到品管一致性，必須靠具有高度專業技術的檢驗分析工

作，本系自 100 學年度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勞委會舉辦之「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能檢定」

考試，並進行考前輔導，輔導人數共 43 人，通過者有 24 人，輔導及通過學生名單如表

4-3-4 所示。 

B.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 

本系有部分同學對烘焙食品丙級證照具有興趣，故自 100 學年度針對這些學生予以

輔導，輔導人數共 35 人，考上證照者有 30 人，輔導及通過學生名單如表 4-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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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為提升碩士班學生之學術研究專業能力，本系自96學年度起，將研討會發表列為碩士

班的畢業條件之一，為「研究生須於各學會年會或研討會發表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或張貼壁

報論文至少乙篇」。碩士班學生之學術研究表現可從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研討會發表

論文及擔任研究助理等方面來說明。 

1.碩士班學生於校內、外發表論文及期刊論文分類統計表 

本系碩士班學生積極參與學術研究並將相關研究成果投稿至期刊或研討會，99〜103

學年度間發表情形如表 5-2-1 所示，明細如附件 5-2-1 和附件 5-2-2。 

(1)碩士班學生於國內外發表期刊論文及分類統計表： 

99〜103 學年度共發表 32 篇，其中 10 篇是 SCI 論文，22 篇非 SCI 論文。 

(2)研討會口頭報告或壁報：99〜103 學年度共發表 60 篇研討會論文。 

表5-2-1 碩士班學生於校內、外發表論文及期刊論文分類統計表 

著作項目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著作性質 
校內期刊 校外期刊 校外研討會 

SCI 其他 國內 國際 

數量 13 10 9 52 8 

2.碩班學生論文出版、創作及展演得獎紀錄  

本所碩士班學生論文出版、創作及展演得獎紀錄如表5-2-2所示。 

表5-2-2 碩士班學生論文出版、創作及展演得獎紀錄 

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優異得獎 發表年月 

李俊賢 利用模糊理論探討消費者對於學校

午餐信任評估模式-並以新北市市

立國民小學為例 

103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 佳作 2014/12/30 

蘇暐婷 蛋白水解物利用生物反應器來提升

其促脂解活性 

2014第二屆技術創作大賞/

中華生物資源應用協會 

佳作 2014/05/25 

徐鈺欣 黃金銀耳多醣體調節阻抗狀態

3T3-L1小鼠脂肪細胞之胰島素傳訊 

2012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佳作 2012 

3.碩士班學生曾擔任研究/教學助理統計表 

本系碩士班學生也積極參與及協助本系教師執行的國科會及相關研究計畫，除了擔任

計畫兼任研究助理外，亦協助老師進行教學及實驗工作等，對碩士班學生專業成長及研究能

力皆有幫助。本系99-102學年度碩士班學生擔任研究/教學助理統計表如表5-2-3所示。 

表5-2-3  99-102學年度碩士班學生擔任研究/教學助理統計表 

學年度 主持人 參與學生 計畫名稱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103 江文德 陳育豪、周子

閔、涂庭瑋 

食科系核心實驗課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改

善計畫 

103/09/01 104/07/31 

103 江文德 陳柏凱 食用油產品保存性試驗及其原料中成分檢 103/08/01 10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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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103 江文德 蘇暐婷 銀髮族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之研究 103/08/01 104/07/31 

103 梁志弘 胡予捷 菇類麥角硫因之萃取純化及其生理活性評

估 

103/08/01 104/07/31 

103 徐詮亮 陳昱華、謝松

佑、賴鵬年、馮

性樺 

開發奈米材料修飾電化學感測器應用於食

品中之人工著色劑定量檢測* 

103/08/01 104/07/31 

103 江文德 招有容、周佑星 利用酵素膜反應系統篩選降血糖肽及其純

化、鑑定與動物功能驗證 II 

103/08/01 104/07/31 

102 梁志弘 胡予捷 樟芝子實體機能性成分萃取及其品質分析 103/05/01 104/04/30 

102 劉佳怡 張志平、林峻賢 銀色潮流下的制度改變與擴散：制度與創

新觀點 

103/04/01 104/03/31 

102 盧錫祺 傅宥勝 珍果生技高活性諾麗果粉之調節血糖功能

動物試驗 

103/03/01 103/12/31 

102 江文德 王慈樺、林瀚

文、呂明興、蘇

暐婷、招有容、

陳伯凱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_農業生

技產業教學實習推動中心 

103/03/02 103/12/31 

 梁志弘 郭盈吟、王毓

琪、胡予捷 

 盧錫祺 滕逸林、姚佳玲 

102 盧錫祺 湯儒碩 (榮東)探討 zerumbone 誘發腎細胞癌細胞

表現 Mcl-1 的機轉 

103/01/01 103/12/31 

102 江文德 林瀚文、呂明

興、陳伯凱、招

有容 

豬飼料配方及其相關原料之品質監測 III 103/01/01 103/12/31 

102 江文德 黃柏璋、涂庭瑋 食品加工實驗改進計畫 102/08/01 103/07/31 

102 閻立平  農學院亮點計畫-海外職場深度實習暨國際

職場深度應用課程以及核心課程改善 

102/08/01 103/07/31 

102 江文德 林瀚文、招有容 探討植物萃取物調節血糖之成分與其對細

胞攝入葡萄糖功能之影響 

102/10/15 103/10/15 

102 江文德 林瀚文、陳伯凱 苦茶油、芝麻油及亞麻籽油產品及其原料

中成分檢測 

102/08/01 103/07/31 

102 江文德 蘇暐婷 102GREEnS004-3 銀髮族營養保健與照顧需

求介入之研究 

102/08/01 103/07/31 

101 王良原 李俊賢、陳姵

君、黃詩涵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與法規改進規劃

委辦計畫(畜禽產與消費端評估調查) 

102/04/23 102/12/31 

102 江文德 招有容 利用酵素膜反應系統篩選降血糖肽及其純

化、鑑定與動物功能驗證 

102/08/01 10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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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徐詮亮 陳昭蓁、陳昱

華、賴鵬年 

開發電化學感測器快速檢測食品中之人工

抗氧化劑* 

102/08/01 103/07/31 

102 梁志弘 王毓琪 發光二極體對北蟲草生物活性物質和抗氧

化成分之影響 

102/08/01 103/07/31 

101 閻立平 郭盈吟 冰淇淋蛋糕商品化之開發(三) 102/02/01 102/07/31 

101 梁志弘 王毓琪 牛樟芝、北蟲草及其相關產品之品質監測 102/03/01 103/02/28 

101 王良原 李俊賢、黃詩

涵、林祐生、江

曼禕 

四汴頭批發市場等相關營運計畫書 102/03/01 104/07/31 

101 盧錫祺 湯儒碩 (榮東)探討 NVP-BEZ235 對腎臟纖維化的影

響 

102/01/01 102/12/31 

101 江文德 林瀚文、呂明

興、陳伯凱、招

有容 

豬飼料配方及其相關原料之品質監測 II 101/08/15 102/08/15 

101 閻立平 郭盈吟 冰淇淋蛋糕商品化之開發(二) 101/08/01 102/01/31 

101 江文德 洪敏純、蘇暐婷 101GREEnS004-3 銀髮族營養保健與照顧需

求介入之研究 

101/08/01 102/07/31 

100 王良原 陳姵君、李俊賢 101 年度國際食品追溯與農產品安全認驗

證制度資料蒐集及比較分析 

101/06/26 101/12/31 

101 徐詮亮 陳昭蓁、陳昱

華、陳中愷 

開發電化學感測器快速檢測食品中之添加

物及抗生素* 

101/08/01 102/09/15 

101 江文德 歐依旻、呂明興 利用酵素膜反應系統篩選促免疫調節？及

其純化、鑑定與動物功能驗證 II 

101/08/01 102/07/31 

100 王良原 盧憶恩、陳姵君 101 年建置優質外銷蔬菜專區計畫 101/01/01 101/12/31 

100 李根永 陳冠閔 枯草桿菌發酵技術提升菌數生長量 101/02/01 101/08/31 

100 江文德 劉紅每、洪敏純 寵物處方泥營養食品開發 101/03/01 102/02/28 

100 盧錫祺 吳青蓉、劉巧玲 開發具調節血糖功能之乳酸菌產品 100/10/01 102/09/30 

100 王良原 盧憶恩、陳姵君 「家禽產品電子化流通交易系統」操作技

術之個別輔導與營運協助計畫 

100/08/01 100/12/10 

100 徐詮亮 張瑋翔、許宏伃 生乳中微生物及體細胞快速檢測系統開發

* 

100/08/01 101/07/31 

100 江文德 歐依旻 利用酵素膜反應系統篩選促免疫調節及其

純化、鑑定與動物功能驗證 

100/08/01 101/07/31 

099 王良原 簡佑儒、張哲

銘、盧憶恩 

100 年建置優質外銷蔬菜專區計畫 100/01/01 100/12/31 

099 盧錫祺 黃鈺萍 腎癌細胞轉移活性的藥物機制分析 100/01/01 100/12/31 

099 江文德 王慈樺 特定添加劑對飼料體外消化提升之研究 100/03/01 101/02/28 

099 江文德 王慈樺 生技食品及其相關原料之品質監測 100/01/01 100/12/31 

099 蔡正宗 蘇如裕 虹甙在 Noni 果汁中的含量及安定性 099/12/01 10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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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王良原 簡佑儒、張哲

銘、盧憶恩 

99/100 年期外銷葫蘿蔔專區安全管理計畫 099/03/01 099/12/31 

099 徐詮亮 劉曜寬、陳鈺馨 奈米材料與電漿技術於食品快速檢測系統

之應用* 

099/08/01 100/07/31 

4.碩士班學生畢業後生涯發展(含升學與就業)乙覽表 

調查本系碩士班畢業生近 4 年(99〜102 學年度)就業狀況，大都從事與包括食品及生技

製藥等食品相關行業，就業統計資料如表 5-2-4 及 5-2-5 所示。 

表 5-2-4  99〜102 學年研究所畢業生，畢業後動向調查 

學年度 項目 對象總數 就業 升學 服役中 待業 其他 

99  人數 20 18 1 0 0 1 

 % 100 90.0 5.0 0 0 5.0 

100 人數 20 15 0 1 0 4 

 % 100 75.0 0 5.0 0 20.0 

101  人數 20 18 0 2 0 0 

 % 100 90 0 10 0 0 

102 人數 17 14 0 0 1 2 

 % 100 82.4 0 0 5.5 11.7 

總計 人數 77 65 1 3 1 7 

% 100 84.4 1.3 3.9 1.3 9.1 
資料調查來源：103 年 11 月直接或間接口頭詢問 

表 5-2-5  99〜102 學年研究所畢業已就業者工作類型調查 

學年度 項目 總數 食品 生技製藥 教育 其他 

99 人數 20 9 6 1 4 

 % 100 45 30 5 20 

100 人數 20 11 3 0 5 

 % 100 55 20 0 25 

101 人數 20 10 6 0 4 

 % 100 50 30 0 20 

102 人數 17 9 2 1 5 

 % 100 52.9 11.8 5.9 29.4 

總計 人數 77 39 18 2 18 

% 100 50.7 23.4 2.5 23.4 
資料調查來源：103 年 11 月直接或間接口頭詢問 

 

5-3 碩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1.碩士班招生管道：目前本系碩士班學生入學管道有甄試入學和碩士班招生考試入學等兩種

途徑。碩士班甄試入學項目「資料審查」佔 40％，「口試」佔 60％，資料審查包括推薦函、

歷年成績單、讀書計畫、研究報告、學術論述及其他有利審查相關資料等，最後依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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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排序錄取；而碩士班考試入學則分為食品科技及食品工業管理兩組，考生依指定考試

科目進行筆試，依總分成績高低排序錄取至本系碩士班就讀。近 4 年報考、錄取及報到人

數如表 5-3-1 所示。 

 2.碩士班畢業條件：為提升碩士生品質，本系訂定有碩士班畢業條件，除完成並通過畢業學

分修習外，碩士生依規定應於申請論文口試前，需在相關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至少 1 篇，

並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始得提出口試申請，學生畢業論文如附件 5-3-1。但是，近年來受到

少子化社會趨勢影響，造成報考碩士班學生逐年遞減，從 99 學年度報名人數為 109 人，

到 103 學年度僅剩 30 人，就讀碩士班學生數量及品質已面臨嚴重挑戰。有鑑於此，本系

從 102 學年度起制定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辦法，申請資格為本系大三學生在學

期間學業成績總名次排序為全系前 20％者或前 50％且有特殊研究表現，並備有教授推薦

函者，盼能增加較佳碩士班學生的來源及品質。 

表 5-3-1、碩士班學生招生名額(含報名、錄取及報到)相關資料 

碩班學生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報到人數 

學年度 組別 甄試  入學

考試 

甄試  入學

考試 

甄試  入學

考試 

甄試  入學

考試 

102 科技組 8 8 23 23 8 8 5 11 

管理組 2 4 7 10 2 4 2 4 

101 科技組 8 8 24 45 8 8 7 10 

管理組 2 4 2 9 2 4 1 4 

100 科技組 8 10 23 61 8 10 7 10 

管理組 2 4 1 3 1 2 0 2 

99 科技組 8 11 27 66 8 12 6 8 

管理組 2 4 0 16 0 6 0 6 

3.碩士班學生與指導教授間人數比例表 

本系指導碩士班學生每年以每位專任教師收到 2 名碩士班研究生為原則，最多不超

過 3 名，至目前為止這項運作大致流暢。本系 99-102 學年度碩士生人數(含碩一、二年

級)如表 5-3-2 所示。 

(1)科技組：平均每位教師指導 1.94 位碩士班生。 

(2)管理組：平均每位教師指導 2.25 位碩士班生。  

表 5-3-2、99-102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學生人數統計 

 

 

 

 學年度 

組別 99 100 101 102 

科技組 31 31 34 29 

管理組 11 8 7 11 



 

 82 

二、特色 

本系在學習成效方面的特色可從實施職場實務學習、規劃專題研究課程、鼓勵學生參與

校內外競賽及規劃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等四方面加以說明： 

1.實施職場實務學習：推動暑期實習課程，可讓學生正確認知工作職場及專業倫理，並作為

其職業契合、就業輔導的參考。對學生而言，可使理論與實務相互驗證及配合，並培養職

場倫理及工作態度，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成效及養成就業力，使學生在進入職場前

具有實務能力。 

2. 規劃專題研究課程：本系自 100 學年度制定學士班「專題研究」施行辦法，讓對學術研

究有興趣學生得以提升研究能力，透過教師的指導進行專題研究及論文繕寫，除於期末進

行口試，並鼓勵參加食品相關學會所舉辦的年會論文發表。藉由實際參與研究工作，讓學

生獲得各面向的思考及研究能力。 

3.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競賽：為使學生能夠學以致用發揮專業知識，除舉辦校內「食品加工

創新創意」及專題討論壁報競賽外，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食品專業競賽，包括台灣食

品科學技術學會主辦的創新實作競賽及味丹企業主辦的泡麵飲料創意料理比賽等，而學生

在校外競賽活動屢屢獲獎，表現良好。 

4.規劃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除鼓勵學生參與本校國際處的各項學術交流計畫外，讓學

生有機會可至國外體驗不同文化；另外，本系教師亦規劃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讓學

生有機會到國外學習，可增進學生的國際觀，並激勵學生努力增強自身的外語溝通能力。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教師依其專業領域在研究、教學與產學等積極投入貢獻所學，但仍有問題和困難待

克服，提出說明如下： 

1.教師工作量大，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恐難兼顧：在教學和研究上，教師已花費大部份

時問，亦需肩負輔導及服務工作。在工作繁重負擔下，本系必須構思如何減輕教師壓力的

策略。 

2.研究資源有限，不利學生專題研究進行：本系於100學年度制定學士班「專題研究」施行

辦法，以提升學生學術研究之興趣，然因近年來政府機關公部門計畫的申請日益困難，致

教師研究資源日益不足，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讓專題研究順利進行亦是一項考驗。 

3.報考碩士班人數日益減少：受少子化及多花兩年攻讀碩士學位，薪水並未增加許多等不利

因素影響，致報考碩士班人數逐年減少，除影響碩士班學生素質及數量外，亦使得教師產

出能量受到影響。 

4.參與英語系國家之國際文化交流及海外實習的意願較弱：學生較不喜歡參與英語系國家的

國際文化交流及海外實習，主要因對英文能力較不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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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策略 

1.減少教師行政雜務負擔：本系充分利用助教、助理等人力資源處理行政事務，協助教師

在產學合作、計畫案核銷等繁瑣業務上減少時間耗費。另積極爭取校外企業界教學資源協

同教學，以減輕專任教師教學負擔及壓力，並可增加學生實務學習機會，讓專任教師較能

專心可投入教學研究工作。 

2.協助並鼓勵產學合作增加研究經費：國內大學系所學數目眾多，教學研究經費被稀釋，

教師研究計畫案經費日益減少，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協助並鼓勵與產業界合作，以增加

經費來源。 

3.實施五年一貫及提供獎助學金：為增加本系學生升學的意願，延緩碩士班報考人數及素

質逐年降低問題，本系已通過五年一貫學生實施辦法，盼藉由縮短修業年限及提供獎助學

金，鼓勵本系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期能補足碩士班生源及素質日益

降低的問題。 

4.訂定英語畢業門檻及鼓勵參與國際研討會：本系已訂定通過英語檢定的畢業門檻(如全民

英檢、TOEFL、TOEIC、 IELTS)，加強學生外語能力。為加強學生參與國際文化交流的意願，

規畫給予經費補助以鼓勵碩班學生參與國際性研討會。 

 

五、項目五小結 

    有關本系在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方面，每年均有多名學生積極參

與暑期實習、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學習專題研究相關知能及參與校內外各種競賽。在

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方面，本系規定除通過畢業學分外，另需在相關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至少一篇，並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始得提出口試申請，以檢核及控管碩士班學生品質，

因此研究生論文發表於校外及國外期刊與國際性研討會數量大幅增加，對於學生專業研究能

力增進亦有幫助。整體而言，學生的學習成效採學術與實務並重，而本系學生在學術及專業

表現上，皆有不錯的表現及成果。 

Action 
 持續推動校內外實習。 
 鼓勵學生進行專題研究之訓練。 
 繼續深化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 
 強化專題討論成果發表品質。 
 鼓勵碩士生勇於投稿國內外期刊。 

Plan 
 強化學生專業與實作能力，以符合核心

能力。 
 訂定學生實習實施要點。 
 訂定學士班專題研究施行辦法。 
 規劃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計畫。 
 規範碩士班畢業條件。 

Check 
 實習單位對本系學生實習表現給予高

度肯定。 
 學士班專題研究成效良好，多數學生進

修表現佳。 
 學生參與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獲

益良多。 
 藉由專題討論發表、壁報競賽，有效訓

練學生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研究生發表於國內外之學術研討會論

文數量增加。 
 

Do 
 透過暑期實習了解職場關鍵知識、觀念及

技術。 
 規劃大三學生選修專題研究課程，學習實

驗技巧。 
 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 
 舉辦學士班專題討論成果發表及競賽。 
 舉辦創新競賽。 
 規定碩士生至少發表 1 篇學術研討會論

文。 

  A  P 
C  D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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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生涯追蹤 

一、現況描述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1.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  

本系為充分了解畢業生的生涯發展與近況，利用以下方式追蹤系友動態，逐步建構及落

實聯繫管道。目前已建立及實施的聯繫模式概述如下： 

(1)提供系友通訊網頁：本系首頁自 92 年起歷經幾次變更，已設置系友會網站的連結 

http://www2.thu.edu.tw/~fsa/，做為平日系友活動的聯繫平臺。日前更在學校協助下新

增線上問卷填答與系友個人資料更新等功能 http://globalthu.thu.edu.tw/alu_admin/index.php 

或http://www2.thu.edu.tw/ 〜 foodsci/graduated/graduated.htm，畢業生只要輸入在學時

的學號，即可隨時更新個人資料。未來將增加線上討論區功能，並提供如重要活動公告、

系友大會等活動的線上報名、事求人與人求事即時通訊等。此外，已建立系友會facebook

加強聯繫管道(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9065432347/#_=_)，提供最新系友個

人資訊，協助本系與系友之間的雙向連結。 

(2)每年舉辦食科週與系友互動：本系系友們每年均積極參與系上食科週的活動，包括商

品參展、系友演講及系友與在校生座談等，每年參展廠商 7-10 家(附件6-1-1 )，演講及

座談 3-4場，每場參與演講或座談的在校生約 50-100 人。 

(3)邀請系友參與實務講座課程：99-102學年度均邀請系友參與「食品科技與生技實務講座」

及「食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實務講座」等課程講授，參與系友講師共計 45 人次，除

了提供在學學弟妹們寶貴的實務經驗分享外（附件6-1-2），也藉此了解這些系友的近況

及更新資訊。 

(4)定期舉辦系友大會：本系系友會成立於2001年後，每年均定期舉辦系友大會（附件

6-1-3）。多位系友會成員持續捐贈系上發展基金與系友獎學金，每年也會利用食品科技

年會舉辦系友聯誼餐會，進行會務報告並頒發系友獎學金給獲獎的在學學生們。99學年

度慶賀母系30週年時，匯集更多捐款，並於100學年度為緬懷創系王慶富主任捐贈多功

能會議室「慶富講堂」(附件6-1-4 )，因此透過系友會及相關聯誼活動，增進本系對系友

就業近況的了解及凝聚系友對本系的向心力。 

(5)回母系舉辦畢業生同學會：畢業年度逢5、10的系友舉行的同學會，多數選擇在母系舉

行，並邀請系上師長共同參與（附件6-1-5 ），本系因此能了解及更新系友們的近況。 

(6)舉辦各研究室聯誼餐會：指導教師與其畢業研究生大多保持電子郵件與電話聯繫，部分

老師研究室每 1-2 年舉辦餐會，聯絡感情並知悉畢業生近況。 

(7)發行通訊刊物：本系協助系友會發行的系友專刊及本校校刊寄送給每一位畢業系友，藉

此確認其通訊地址與保持對系上的連繫，亦有助於後續對系友近況的更新。（附件6-1-6） 

 

http://globalthu.thu.edu.tw/alu_admi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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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落實情形 

    本系畢業生自99年至102學年度的畢業生人數如表6-1-1與表6-1-2所示。 

表6-1-1：99〜101學年碩士班畢業生(20屆)，畢業1年後動向調查 

碩士班畢業生 項目 對象總數 就業 升學 服役中 待業 其他 

99 學年 人數 18 10 0 0 0 5 

 % 100 55.6 0 0 0 27.8 

100 學年 人數 18 12 0 0 0 6 

 % 100 66.7 0 0 0 33.3 

101 學年 人數 17 7 0 3 1 6 

 % 100 41.2 0 17.6 5.9 35.3 

     資料來源: 根據畢業生通訊錄，每年七至八月，詢問與彙整畢業後一年之畢業生當下的就業現況。 

表 6-1-2： 99〜101 學年學士班畢業生(20 屆)，畢業 1 年後動向調查 

學士班畢業生 項目 對象總數 就業 升學 服役中 待業 其他 

99 學年 人數 128 42 28 0 12 46 

 % 100 32.8 21.9 0 9.4 35.9 

100 學年 人數 121 50 27 13 10 21 

 % 100 41.3 22.3 10.7 8.3 17.4 

101 學年 人數 115 34 26 12 1 42 

 % 100 29.5 22.6 10.4 0.8 36.5 

     資料來源: 根據畢業生通訊錄，每年七至八月，詢問與彙整畢業後一年之畢業生當下的就業現況。 

    本系在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情況方面，主要針對畢業1年後進行回收與統計。統計發現，

碩士班畢業生在食品相關行業(包含食品及生技製藥)的比例相對較高(表6-1-3)，99〜101 學

年均達83.7%以上，而大學部的畢業生相對在食品產業也至少有56%之上(表6-1-4)。 

表6-1-3：99-101學年碩士班畢業生(20屆)，畢業1年後工作類型調查 

碩士班畢業生 單位 食品 生技製藥 科技業 金融 教育 其他 

99 學年 % 50 50 0 0 0 0 

100 學年 % 67 16.7 8.3 0 0 8.3 

101 學年 % 57.2 28.6 0 0 14.3 0 

       資料來源: 根據畢業生通訊錄，每年七至八月，詢問與彙整畢業後一年之畢業生當下的就業現況。 

表 6-1-4：99-101 學年學士班畢業生(20 屆)，畢業 1 年後工作類型調查 

學士班畢業生 單位 食品 生技製藥 科技業 金融 教育 其他 

99 學年 % 90.4 2.4 2.4 0 0 4.8 

100 學年 % 62 18 6 4 6 4 

101 學年 % 53 3 3 0 3 38 

         資料來源: 根據畢業生通訊錄，每年七至八月，詢問與彙整畢業後一年之畢業生當下的就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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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1.本系擬定「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表」以了解畢業生具備核心能力之情形 

本系每年皆針對大學部應屆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詢問其對於本系欲培養專業能力學習

狀況的畢業生自評 (附件6-2-1)。綜整101-102學年度之應屆畢業生之核心能力調查，回收率

達77-79%。101學年度，調查學生對於本系設定所有專業核心能力的學習滿意度或信心度依5

分制評估均達4.2分以上；102學年度受訪同學對於自身所有專業核心能力的學習滿意度均達

3.6分以上。兩個學年度的畢業生對於本系教育目標(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生物

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學習滿意度均達4分左

右。 

表6-2-1 應屆畢業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表 

就學時間  針對系上所提供之專業能力培養，您的學習

滿意程度高(1〜5 分，5 分表最滿意) 

專業核心能力  101 學年度畢  
102 學年度畢  

(網路問卷 )  

1.  食品產業生產、品管、及研發的能力 4.2  3.6 

2.  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管理的能力 4.2 3.6 

3.  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行銷的知能 4.3 3.6 

4.  食品相關資訊蒐尋、分析運用及口語表達的能

力 
4.4 

3.8 

※教育目標：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為核心，食品

生物技術與食品經營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

食品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 

4.2 

3.9 

總計回收份數 91 93 

回收率 79% 77% 

資料來源: 本系問卷調查。 

備註:  

1.調查對象為應屆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時統一回收問卷)。 

2.101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調查為紙本調查問卷， 102學年度調查為網路調查問卷。  

3 .為持續改善評鑑內容，於 1 02學年度開始，方開始新增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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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

意見之情形為何？ 

本系為分別了解「教師」、「在校生」、「畢業生」與「企業雇主」對於系上學生學習

成效之意見，制定以下機制。首先，教師在規劃課程時，即就就業能力目標，規劃相對應的

課程設計。其次，每年分別針對「在校生」、「畢業生」(剛畢業1年)與「企業雇主」進行學

習成效滿意度之問卷調查，意圖了解在校生、畢業1年的系友、與雇主對於本系學生學習成

效的滿意度，以作為未來教學目標是否持續或修正的參考依據。 

1.「教師」於學生就業力培養之課程規劃 

(1)教師課程設計「專業知識」與「就業力」並重 

為了解本系教師在規劃課程時能否呼應學生未來就業所需能力，首先根據系上所開設必

修課程與整體課程所預期達成目標進行對照。由於歷年開課內容相似，謹以表6-3-1擇103

年度為例，說明學年度必修、選修與整體課程對學生就業力培養相關性。由表可知，本系

教師對於學生就業力培養的課程規劃上，主要強調「專業知識與技術」、「發現、分析、

解決問題的能力」、「融會貫通」與「團隊合作」等項目。系上86.7%的課程規劃，皆著重

學生學習「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能力，69%的課程則訓練學生「具有發現、分析、解決問

題能力」，53%的課程則強調同學「融會貫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表6-3-1 食品科學系課程培養就業力的調查分布 

評估指標  課程就業力分布  

102 學年度  

必修  選修  全課程(%) 

1.專業知識與技術 58 40 86.7 

2.跨領域整合與多元適應能力 14 23 32.7 

3.具有發現、分析、解決問題能力 43 35 69.0 

4.融會貫通能力 32 27 53.0 

5.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21 31 46.0 

6.具有創新能力 10 22 28.3 

7.穩定度與抗壓性高 8 12 17.6 

8.口語與書寫溝通能力 27 27 47.7 

9.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10 18 24.7 

10.團隊合作 32 28 53.0 

課程數目 61 52 100(113) 

備註: 

資料來源: 本系所課程綱要彙整。 

表格中數據顯示課程數，說明多少門課程規劃設定該項評估指標為規劃學生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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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別針對「在校生」與「畢業生」，調查其學習成效 

本系為了解學生(含畢業生)是否符合產業所需，自101學年度開始，新增應屆畢業生學習

成效調查，作為在校生學習成效自我評估之一項數據。初期以紙本進行問卷調查，自102學

年度起，則改以網路問卷方式調查。另外，調查畢業生學習成效，則以畢業後1年的同學為

調查對象，因此，最新調查對象為101學年畢業生，受限於調查資源不足，97〜99學年度畢

業生調查只能合併調查，100學年起才分開調查。 

(1)在校生強化「學習意願」與「團隊合作」的能力養成 

表6-3-2彙整101-102學年度歷屆學生學習成效調查結果，其中，評估指標皆以職場所需

就業力指標為基準，惟102學年度調查評估指標較101學年度更為詳細，有鑑於環境變化

快速，跨產業人才需求殷切，爰此，102學年度就業力評估指標較101學年度列出更詳細

多項指標，例如: 「獨立思考及邏輯分析能力」則包含「融會貫通」與「發現、分析、解

決問題」能力；「多元持續學習態度」亦區分為「學習意願」、「抗壓性」、「創新力」

等評估項目；而「國際視野與溝通協調能力」，103學年度就業力指標則區隔為「國際觀

/外語能力」、「溝通能力」與「團隊合作」。 

由102學年度調查結果發現，學生均同意(評估值4.0左右)「學習意願」、「抗壓性」、

「團隊合作」等三者為重要的學習能力，且學生自評也同意已具備這幾項能力(均值為

3.9)，相較於101學年度學生們較重視「學習意願」和「工作倫理與責任感」，學生普遍

開始著重「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 

表6-3-2 在校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表 

101 學年度 

評估指標 

102 學年度 

評估指標 

您認為就業時，下述能

力是非常重要的 

針對下述就業所需能

力，您認為您已具備下

述能力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食品科學技術為

主，食品生物科

技及食品經營管

理為輔的專業知

識 

 4.28 -- 3.84 -- 

專業知識與技術 -- 3.8 -- 3.5 

跨領域整合與多元適應能力 

-- 

3.9 

-- 

3.6 

獨立思考及邏輯

分析能力。 

 4.25 -- 3.84 -- 

具有發現、分析、解決問題能

力 
-- 

3.9 
-- 

3.7 

融會貫通能力 -- 3.9 -- 3.6 

多元與持續的學

習態度。 

 4.94  3.78 --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 4.1 -- 3.9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 -- 4.0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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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創新能力 -- 3.7 -- 3.4 

正確的工作倫理及專業人員的責任感。 4.96 3.9 3.94 3.8 

國際視野及溝通

協調的能力。 

 4.26 -- 3.72 --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 3.7 -- 3.3 

口語與書寫溝通能力 -- 3.8 -- 3.6 

團隊合作 -- 4.1 -- 3.9 

問卷回收份數 91 93 91 93 

備註:  

 資料來源: 本系問卷調查。 

 調查對象為應屆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時統一回收問卷)。 

  101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調查為紙本調查問卷， 102學年度調查為網路調查問卷。  

  為持續改善評鑑內容，於 1 02學年度開始，方開始新增應屆畢業生學習 成效調查。  

 評分標準: 問卷根據各項評估指標詢問受訪者同意程度(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完全不同意)非常同意設立為5分，依序至

完全不同意為1分。分數計算方式，為各項同意程度之比例乘上設定分數合計而成。 

(2)大學畢業生(剛畢業1年)於「團隊合作/協調」與「解決問題/表達」能力最具信心 

本系為了解畢業生經歷職場與實務洗禮後的「就業力」進行自評滿意度調查，針對「剛

畢業1年」之畢業生追蹤調查，表6-3-3與表6-3-4分別呈現97學年度至101學年度大學畢業

生與碩士畢業生對於其就業力滿意度調結果。 

大學畢業生於本身就業力滿意程度中(表6-3-3)，以每學年畢業生最具信心的前三項能力

說明。首先，歷年大學畢業生對於自身「團隊精神」最為滿意(歷年均值為3.7〜4.3)，其

次為「溝通協調能力」(歷年均值為3.5〜4.0)。100〜101學年畢業生，對於自身「學習意

願」與「抗壓性」(歷年均值為4.1〜4.2)相當滿意。最後，歷年學生對於「解決問題」能

力(歷年均值為3.3〜4.0)亦具信心。上述結果與本系教師規劃課程，重視同學「發現、分

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融會貫通」與「團隊合作」等項目相呼應。 

表6-3-3 大學畢業生學習滿意度 

畢業學年度 

就業力指標 
97 

學年畢 

98 

學年畢 

99 

學年畢 

100 

學年畢 

101 

學年畢 
97〜99 學年調查指標 100〜101 學年調查指標 

具備團隊精神 團隊合作 3.7 4.3 4.3 

外語學習的能力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2.9 3.4 3.7 

解決問題的能力 
具有發現、分析、解決問題

能力 
3.3 4.0 4.0 

蒐尋資訊、分析運用及

口語表達的能力 (學

士) 

溝通協調的能力 

 3.3 -- -- 

口語與書寫溝通能力 3.5 4.0 3.8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 4.2 4.2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 -- 4.2 4.1 

具有創新能力 -- 3.7 3.5 

融會貫通能力 --- 4.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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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資料來源: 本系問卷調查。 

 97學年、98學年、與99年學年度之畢業生調查，為統一調查。 

 由於調查對象為剛畢業一年之學生，最新調查之對象為101學年之畢業生。 

 評分標準: 問卷根據各項評估指標詢問受訪者同意程度(非常同意、部分同意、普通、不同意、完全不同意)。非常同意設立為5分，

依序至完全不同意為1分。分數計算方式，為各項同意程度之比例乘上設定分數 合計而成。 

(3)碩士畢業生(剛畢業1年)於「專業知識/表達」與「解決問題」能力最具信心 

另就碩士畢業生而言，表6-3-4呈現碩士畢業生經職場歷練後，對於自身就業力之滿意

程度。結果顯示，各項指標皆於平均值以上，其中，碩士畢業生對於自身最滿意的前三

項能力中， 97〜99學年畢業生對於其「專業生產及研發能力」最具信心(均值為4.6)；其

次，歷年畢業生對於自身「解決問題」、「團隊精神」與「溝通協調能力」(歷年均值為

3.9〜4.3)具備自信。顯示本系對於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養符合目前產業所需，且論

文撰寫辯思過程，有助於學生解決問題及專業知識表達能力。 

表6-3-4 碩士畢業生學習滿意度 

食品產業生產、品管、

及研發的能力(學士) 
專業知識與技術 

3.3 

3.5 3.5 
食品檢驗分析及安全

管理的能力(學士) 
3.2 

食品產業經營管理及

行銷的能力(學士) 

跨領域整合與多元適應能

力 
3.1 3.5 3.8 

9.整體滿意度 11.整體滿意度 3.4 4.0 3.8 

畢業生數 313 240 

回卷數 71 27 

回收率 23% 11.2% 

畢業學年度 

就業力指標 97 

學年畢 

98 

學年畢 

99 

學年畢 

100 

學年畢 

101 

學年畢 97〜99 學年調查指

標 
100〜101 學年調查指標 

具備團隊精神 團隊合作 4.3 4.1 

外語學習的能力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3.4 3.1 

解決問題的能力 
具有發現、分析、解決問

題能力 
4.4 3.9 

資料蒐集整理，邏

輯分析歸納，並能

獨立研究作業 (碩

士) 

-- 4.6 -- 

溝通協調的能力 口語與書寫溝通能力 4.3 3.9 

口語及文字表達專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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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資料來源: 本系問卷調查。 

 97 學年、98 學年、與 99 年學年度之畢業生調查，為統一調查。 

 由於調查對象為剛畢業一年之學生，最新調查之對象為 100 學年、101 學年之畢業生。 

 評分標準: 問卷根據各項評估指標詢問受訪者同意程度(非常同意、部分同意、普通、不同意、完全不同意)。非常同意設立為 5 分，

依序至完全不同意為 1 分。分數計算方式，為各項同意程度之比例乘上設定分數 合計而成。 

2.針對「企業雇主」調查畢業生之學習成效 

本系對於企業雇主的調查主要以GMP食品工廠為主體，再輔以系友就職或實習的企業廠

商，進行隨機抽樣，詢問其有否聘用本系學生及學生表現成效如何。 

(1)雇主雖肯定畢業生的工作態度、專業知能及溝通協調能力，却大多認為外語能力仍待

改善。本系調查企業雇主對於本系畢業生(剛畢業一年)之滿意度，彙整於表6-3-5。結果顯示，

雇主對於系畢業生於各就業力指標皆具平均值以上的滿意程度。其中，又以「專業知識」、

「工作態度」、「團隊精神」、「解決問題」及「溝通協調」等能力滿意度較高(均值為4.1

〜4.3)，以「學習意願」 (均值為3.8〜4.3) 次之。於各項就業力指標中，「外語運用能力」

呈現較為弱勢的表現(均值3.7〜3.8)，顯示未來仍具有改善空間。本系為因應環境快速變化，

102學年畢業生調查問卷新增「抗壓性」、「創新能力」及「跨領域整合多元適應能力」等

評量，其均值落於3.8〜4之間，亦有待加強。總計，由調查結果發現，企業主對於畢業生各

項滿意程度與畢業生自評一致，企業主普遍對於畢業生專業知識、學習/工作態度皆有不錯

的評價。 

 

 

業知識之能力 (碩

士) 

--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 4 

--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 -- 4 

-- 具有創新能力 -- 3.2 

-- 融會貫通能力 --- 3.8 

執行食品科技與生

物技術實驗，並詮

釋實驗數據結果

(碩士) 

專業知識與技術 3.6 3.8 

食品產業調查、分

析、管理及規劃行

銷的能力(碩士) 

跨領域整合與多元適應

能力 
4.2 3.6 

整體滿意度 11.整體滿意度 4.2 3.9 

畢業生數 55 30 

回卷數 10 10 

回收率 18.1%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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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5 企業主對系畢業生表現的滿意程度 

 企業主對系畢業生表現的平均滿意程度: (有聘用過的雇主填答 1〜5 分) 

100〜101(102)畢業年度  調查指標 100 學年畢 101 學年畢 102 學年畢 

具備專業知識(100〜102) 4.2 4.2 3.8 

工作態度良好(100〜101) 4.3 4.2 -- 

學習意願高(100〜102) 4.2 4.3 3.8 

具備團隊精神(100〜102) 4.3 4.2 4.0 

外語運用能力(100〜102) 3.8 3.7 3.5 

解決問題能力(100〜102) 4.1 4.2 3.7 

溝通協調能力(100〜102) 4.3 4.2 3.8 

工作執行能力(100〜101) 4.3 4.0 --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102) -- -- 4.0 

具有創新能力(102) -- -- 3.4 

融會貫通能力(102) -- -- 3.8 

跨領域整合與多元適應能力(102) -- -- 3.8 

整體工作表現(100〜102) 4.3 4.0 4.2 

調查對象 GMP 工廠 GMP 工廠 
GMP 工廠、實習

企業、系友會 

問卷發放數量 59 67 37 

問卷回收數量 24 19 35 

回收率 41% 28% 94% 

備註:  
 100 學年畢業生調查，由 198 家 GMP 食品工廠，隔三抽一，並搭配電訪催卷。 
 101 學年畢業生調查，由 198 家 GMP 食品工廠，隔三抽一(與 100 學年畢業生調查名單區隔)，並搭配電訪催卷。 

 102 學年畢業生調查，由 198 家 GMP 食品工廠名單抽樣，另外，透過系友會、暑期實習企業主之調查。 

3.系所接獲內外部建議之回應與處理方式 

本系可循下列管道獲得各方面的建言作為本系持續品質改善的依據。圖6-3-1呈現內外意

見來源與本系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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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1 內外部意見來源與本系處理方式 

其中，內部意見來源著重於在校生與家長對於課程、生活上的建議: 

(1) 每年辦理新生家長日活動時，聽取家長對本系所提出新生在生活學習上的需求(附件

6-3-1)。 

(2) 各班導師與導生、導生家長聯繫時獲得的相關回饋意見。 

(3) 透過問卷、座談會、導師、任課教師蒐集應屆學生的學習反映意見(附件6-3-2)。 

(4) 每年定期(每學年)調查在校生學習自評狀況，以了解在校生學習狀況(附件6-3-3)。 

另外，外部意見則強調系友、企業主(雇主)對於系上教學目標與課程的建議: 

(1) 透過電話訪問或書面問卷調查瞭解畢業生所任職單位主管，包含產業界系友主管對本

系畢業生的滿意度及有益的實質建議(附件6-3-4 )。 

(2) 於系友座談中聽取系友對母系及畢業生在就業準備及生涯規劃方面的建言(附件6-3-5)。 

(3) 本系教師與系友聯繫時所獲的建議 (附件6-3-6) 。 

(4) 「食品科技與生技實務講座」與「食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實務講座」邀請校友回校

分享實務經驗，並給予系所課程與教育目標的建議（附件6-1-2）。 

本系彙整各方面意見後，將形成議案，於系務-課程聯席會議中提出討論、議決，並擬訂

具體改善策略與執行方法，按步就班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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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情形為何? 

1. 本系系友對於母系向心力強，除定期研擬募款項目回饋母系外，亦積極參與系上講座與

食科週等活動及提攜學弟妹，分述如下： 

(1)參與系友座談與講座課程 

本系每年 5 月舉辦食科週活動，系友會充分配合舉辦系友暨在校生職涯座談等活動，

102 學年度更舉辦企業說明會與就業博覽會，直接提供當場面試機會  (附件

4-3-5,4-5-1,4-5-3)。同時也參與「食品科技與生技實務講座」及「食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

理實務講座」等課程講授，讓在校學生有機會聆聽到歷經磨練、事業有成的畢業學長姐如

何進行職涯規劃、如何在職場努力打拼以及克服危機、力求上進等經驗。(附件 6-3-5)。 

(2)提供獎學金鼓勵學弟妹 

本系系友會成立後，每年持續捐贈系發展基金與系友獎學金，並利用食品科技年會舉

辦系友聯誼餐會，除了進行會務報告主要是頒發系友獎學金給獲獎的學生們，包括進入碩

士班或考取食品技師證照的優秀同學。此外，為提升學生們就業時的表達能力，自101學

年度起更提供大四「專題討論」課程口頭報告競賽的獎學金，增加學生學習動機與自我表

現的能力。 

(3)協助海外實習 

畢業系友十分了解食品產業目前的就業趨勢，且多家廠商都已在大陸發展，所以特別

提供並協助安排部分學生到大陸實習的機會，自101學年度起，本系將原有暑期實習課程

的規範由國內實習擴增至海外實習，系友協助6位同學分別前往大陸旺旺集團上海廠及江

蘇旭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進行海外實習，102學年度則協助4位同學分別前往大陸法國曼

氏上海廠及台富食品福建莆田廠實習。 

2. 加強服務系友提升系友向心力 

(1)協助系友徵才辦理公司說明會: 可配合系友的需求，協助遴選或推薦適當的學生，並可

安排校內系友企業說明會及面試。 

(2)協助系友返校舉辦同學會: 各屆系友返校舉行同學會，可協助校內場地借用及相關服

務，如訂餐、佈置及服務人員，並免費提供紀念品。 

(3)食品品質及成分檢測服務: 本系已建立『食品科學檢測中心』，具有多項檢測項目的 TAF

認證，可提供系友優質的檢測服務及優惠的檢測費用。 

 

二、特色 

本系畢業生生涯及其追蹤具備下述幾項特色: 

1.奠基於食品科技與管理知能，培育畢業生更具備良好的溝通協調與解決問題能力 

本系必修課程除了包含食品科學系基礎課程外，更涵蓋食品生物科技及食品經營管理等

課程。且選修的課程則設計多堂科技與管理之應用課程，例如新產品開發、產業食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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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市場調查等。透過在校生、畢業生(剛畢業1年)，甚或企業主之調查顯示，多數對於本系

畢業生專業知能下，溝通協調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皆給予正面回應。 

2.啟動多元職場銜接教育，強化應屆畢業生進入職場的機會與適應度 

本系為強化在校生職場銜接教育，啟動多項多元職場銜接方案。首先，本系開設「食品

科技與生技實務講座」與「食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實務講座」課程，邀請業者與系友回校

分享，促使學生提早思考未來職涯規劃，並提早因應產業所需，充實相關專業技能（附件

6-1-2）。本系職涯導師每年配合「食品加工」、「食品包裝」及其他課程安排校外參訪，讓

學生多參與實務，了解業界對於人才的需求。本系並安排國內外暑期實習，讓同學更了解海

內外就業環境與所需人才能力（附件5-1-2、附件5-1-3）。最近本系已著手與企業主溝通與

爭取實習名額，未來將針對大學四年級生，設計貫穿整學期的實習課程，主要目的期望屆臨

畢業之學生可於畢業前進入職場學習，並固定於每周五回校分享與報告，師長亦可藉就業橋

接實習協助培養同學解決職場問題能力。 

3.強固綿密的系友網絡，提攜畢業學弟妹在食品產業的發展 

本系定期在每年5月舉辦食科週時，邀請系友們回娘家與學弟妹們進行座談（附件

6-4-1），系友們不僅將求學、就業及待人處世的經驗提出分享，也殷切地答覆學弟妹們對未

來出國進修、國內考碩士班或就業上等相關問題，有些系友甚至當場提供就業機會給現場參

與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此外，系友為感謝母校與提攜學弟妹，更提供獎學金，鼓勵學弟妹

認真向學。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生涯追蹤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為追蹤調查的困難度及學生就業力評量二方面，分別

陳述如下: 

1.追蹤調查的困難度 

根據過去調查經驗，在追蹤調查上追蹤畢業生(畢業1年)與企業主的調查回卷率低及歷年

問卷問項難以整合分析等二項困難。 

2.學生就業力有待提升 

透過前文了解，在校生、畢業生、企業主對於學生「專業知識」、「學習態度」及「團

隊合作」皆具有中上的評價，然仍有加強空間，相較碩士畢業生與大學畢業生前者就業力信

心度高，大學生則於「團隊合作/協調」與「解決問題/表達」較具信心，對於「專業知識」

信心排序上較後面，故未來可透過多元的教學設計，強化同學「專業知識」的學習意願，學

生「外語運用能力」亦須再加強。 

 

四、改善策略 

1.強化「回卷率」與「問項整合」以降低追蹤調查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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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系友與實習企業網絡平台，提升系上與產業的連結性：本系綿密的系友網絡與職

場銜接的實習活動，未來可用以降低追蹤調查困難度。同時亦將更新和調查系友生涯

資訊。 

A.更新系友生涯資訊：大學部系友生涯資訊更新部分，可透過臉書(facebook)內社團群

組，更新歷屆系友資訊。另外，碩士班系友生涯資訊更新部分可透過各家研究室定

期舉辦系友活動，或利用滾雪球方式，作為更新歷年系友生涯資訊的管道。 

B.規劃歷年追蹤調查機制: 為能解決歷年追蹤調查低回卷率，透過定期的系友活動與課

程邀請(例如，食科週、食品科技與生技/產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實務講座系友職場分

享)，彙整名片訊息，並串聯追蹤調查其他熟識系友的動向，豐富企業雇主、畢業生

調查的來源。 

(2) 整合分析歷年問卷問項：有鑑於歷年評鑑項目不斷新增及調整，致使整合分析變得較

為混亂。為解決此項問題，未來問卷問項將與系上設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與「就業力」進行動態連結，以進一步詢問教師的課程規劃，與「在校生」、「畢業

生」及「企業主」的滿意度，儘量維持後續問項整合上一致性。 

2.學生就業力改善策略 

由在校生、畢業生與雇主滿意度分析發現，同學「專業知識學習意願」與「外語能力」

仍具強化空間。其中，強化「專業知識學習意願」方面，本系擬定下述作法進行改善: 

(1) 強化「與實務結合」競賽與檢定：本系為能促進與強化學生對於專業核心能力之確實

學習成效，將於103學年度起提升專業核心能力上，擬依實驗不同的性質以創新實作

競賽、跑檯檢定、會考等方式強化學生學學習動機與成效，確保同學畢業前，專業科

目皆達到系上的一致要求，而非僅侷限於問卷自評而已。各項細則與對應的核心能力

詳述如下: 

A.創新實作競賽: 食品加工實驗進行學生分組及實作成果發表，透過實際操作、團隊

分工合作與公開成果發表競賽，不僅可強化學生學習的動機與效果，更可透過競賽

訓練其統整、管理及表達能力(附件6-4-2)。 

B.跑檯檢定: 以生化實驗為優先強化操作的重要性。本系所將生化實驗課程中跑檯檢

定及格分數，設定為畢業必要條件。意即，同學生化實驗跑檯檢定若未達及格，則

無法取得畢業資格。以確保同學於專業操作上的能力(附件6-4-3)。 

C.會考: 透過食品分析實驗會考，確認同學具備乙級食品分析檢驗技術士證照考試之

能力。 

(2) 協助就業橋接實習：本系將自105學年規劃開設就業橋接相關的課程，由系務會議遴

選就業有意願的優秀學生，經選課後可直接進入企業實習。預計透過系友會安排，提

供就業橋接的企業，目前已知可能參與的企業包括漢馨科技有限公司、小磨坊國際貿

易股份有限公司及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此橋接實習不僅可提供同學接受企業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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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或技術訓練，亦讓企業可了解實習同學的工作態度與可塑性，以利畢業後無縫接

軌進入相關企業就業。 

另外，於「外語能力」的提升上，本系擬定下述數項作法進行改善： 

(1) 課程內容設計，強化原文閱讀與教學：學校共同課程「大一英文」依學生程度分班

授課的措施已行之有年。另外，為能逐步提升大學生語文能力，主要課程內容多選用

原文教科書，並規劃課程部分內容以英文教學進行(例如: 食品科學概論課程)。最

後，大四必修之專題討論課程中，上學期課程設計要求同學閱讀與報告原文文獻，下

學期則要求同學整合數篇原文文獻，並提出自己的看法。透過共同英文課程、主要專

業課程中，原文閱讀與英文教學的訓練，期能逐步提升同學的語文能力。 

(2) 增設語言檢定門檻，強化學生外語能力：本系自100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其畢業條件須

通過本校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標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含)以上、網路托福(IBT) 52分以

上、多益(TOEIC) 550分以上、國際英語測驗(IELTS)5級以上等標準)。103學年度本系畢業

生英文能力達畢業門檻者，其中44%通過英檢考試、56%修習替代課程取得畢業資格。

而碩士班部分，專題討論等課程與研究論文文獻均需大量閱讀英文文獻，教學與實驗

資料也大多為英文，研究生必須積極加強英文，並通過本校英文檢定後，方可提出口

試申請。 

 

五、項目六小結 

本系對於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學習成效評量(在校生、畢業生與雇主)、及與本系因應

外界資訊，提升本系特色與同學就業力規劃機制。下述以 PDCA 彙整作為小結。 

 

 

 

 

 

 

 

 

 

 

Do(執行) 
 在校生:學習成效評估。 
 畢業生(校友):建立系友互動的多元

機制、畢業生動向追蹤調查。 
 企業雇主:雇主滿意度調查、職前實

習。 
 建構內外資訊的回應機制。 

Check(查核) 
 本系方向符合產業需求。 
 課程設計與教育目標相符。 
 追蹤調查回收率之障礙。 
「專業知識」、「學習態度」與「團隊合作」

皆具不錯評價，唯「外語運用能力」具強
化空間。 

Action(修正) 
 啟動系友與實習企業網絡平台，提升調

查回收率。 
 強化「與實務結合」競賽與檢定、協助

橋接實習。 
增設語言檢定門檻，強化學生外語能力。 

Plan(規劃) 
 本系方向與產業需求具備互動機制。 
 本系課程設計與教育目標相符。 
 學生學習成效可因應產業發展與需

求。 

A   P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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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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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系系務班制行政管理運作機制 

本系行政運作機制，主要包括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及系教評會議等各委員會，均制

訂有相關的組織章程；12位專任教師是各委員會當然委員。各委員會會議討論議題的決議均

需經系務會議確認，依此原則各委員會均以系務聯席會議方式進行。本系全體教職員依據社

會發展脈動及學生實質需要，採取群體決策方式作成妥適決議及實施策略，因此本系行政管

理運作主要係以系務會議暨聯席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每學期依規劃議題召開各項聯席會

議，討論各項重要議案，透過交換意見、研擬可行方案以達成共識，再據以執行落實系務工

作；自我分析與改善機制亦依循此模式進行，按PDCA品保系統持續檢討改進，如本系課程

教學成效的檢核及改善，乃依計畫、執行、檢核、行動等模式運作，由本系按系發展方向研

擬對應的課程及檢核方式，透過課程委員會、系教評會、系務會議等進行相關課程開課、調

整、運作規則及教師聘任等討論議決，並付諸執行；同時進一步依據課程教學成效改善議題

進行探討及自我改善。本系的各項行政管理機制皆依據本系院校相關辦法或細則有效運作，

用以支持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系務各項工作運作皆能依序檢核其成效。 

2.班制自我分析檢討機制 

本系各班制持續透過各項機制，蒐集內外部相關人士意見(表7-1-1)，如系友及雇主滿意

度調查、學生學習成效、招生狀況，同時參酌社會產業發展、職場需求、學校定位等因素持

續循環分析與檢討改進，包括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規劃等，其運作機制如圖7-1-1，收

集各方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規劃等相關意見，經由系務-課程聯席委員會議討論，

評估對於本系教育目標與系核心能力的可能影響，以及是否透過課程調整或設計的變更，達

到改善教學品質的目的，經系務會議提案議決後，依序往上呈報核備，以確保連結本校院教

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同時橫向納入課程地圖規劃中，使本系學生及時連結。至於內外部意見

檢討改善教學品質落實情形如表7-1-2，針對「課程規劃與設計」、「學生學習」、「學生輔

導」、「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等項目持續檢討，並擬定改善教學品質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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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1 內外部相關人士意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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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1 本系考量內外部意見因素分析檢討各班制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規劃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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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 本系依內外部意見檢討改善教學品質落實情形 

項目 持續檢討修訂改善教學品質作法 

課程規劃與

設計 

1.食品技師考試所需具備的基本門檻列入核心基礎養成必修課程 

2.專題討論課程 

3.專題研究課程規劃及施行辦法 

4.完成大學部及碩士班核心能力之對應課程 

5.規劃食品安全領域課程 

學生學習 1.修訂「學生實習實施要點」，增設海外實習 

2.核心能力檢核標準 

3.英文能力畢業檢核標準 

4.體育畢業檢核標準 

學生輔導 1.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乙級考試輔導 

2.烘焙技術士考試輔導 

3.「保健學會輔導保健食品專業人才初級工程師」考證輔導 

4.職涯性向分析調查 

5.系所職涯啟航計畫 

教師教學與

學習評量 

1. 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2. 教師成長社群 

3. 教師教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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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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根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及表1-1-2 SWOT分

析，訂定本系系務發展計畫（白皮書），並提報系務會議通過確認，未來系務發展將據以擬

訂方向，再經系務會議討論後作為本系未來發展的脈絡。 

1.上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建議及改善說明 

項

目

一 

改善意見 改善情況說明 

(共)宜規劃學生達成核心能力指標的評

估機制，以確保學生獲得專業知能 

本系已訂定各核心能力對應檢核標準，以確實

評估各核心能力指標達成率;評估是否達成各

核心能力指標，除了各核心能力相關課程的檢

核標準需達學期成績 60 分，學生還必須參與

並通過包括「創意食品競賽」、「食品分析檢驗

會考」及「專題討論成果發表」等評核，以確

保學生獲得專業知能。 

(共)宜積極向校方爭取增聘專任教師名

額，以減輕教師負擔 

雖已簽請增聘師資，但校方認為生師比符合規

定，並未同意增加師資員額；僅同意增聘兼任

教師方式改善。本系兼任師資聘請每學年均維

持11-15名，彌補專任師資不足，維持應有的

教學品質。 

項

目

二 

(共)宜強化食品經營管理學群專任師資

之增聘，並進一步強化課程特色，或可

考慮與外系合開課程，以增進教學效果 

與本校經濟系教師合開「經營研究」課程，增

聘兼任教師開設包括「食品企業策略管理」、

「行銷學」及「成本分析與管理」等課程。 

(學)為配合培養學生「協助研發能力」

之教育目標，宜增加學士班高年級學生

參與研究室工作機會 

為了鼓勵對研究有興趣同學參與教師們的研

究計畫，目前除了有安排短期 1-2 個月到各實

驗室進行的「暑期實習」課程，也開設兩學期

「專題研究」的課程來培養學生達成「協助研

發能力」教育目標。 

(碩)為配合實務操作相關課程，宜充實

精密儀器設備，並訓練學生操作使用，

有助提升碩士論文品質 

目前已安排「食品科學實驗法(一)」課程，讓

學生親自操作 HPLC、GC 和 AA 等精密儀器。 

項

目

三 

(共)加速汰換老舊設備。 每年從學校獲得的系分配款雖逐年下降，然多

年來資本門經費規劃，儀器設備採購均是以汰

舊換新為優先原則。 

(共)宜協助學生瞭解未來工作與研究的 本校通識教育於大一開設「大學引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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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度和可塑性，將有助學生的選課和興

趣發展  

使新鮮人能善用大學學習資源，協助其認識大

學的豐富性、多元性與延展性。其次，系上有

職涯導師的設置，輔導同學了解目前的就業環

境、產業動向及升學管道，並適時安排大三或

大四進行適性分流測驗與測驗後解說，使學生

可在畢業前多了解自己，並能積極的規劃未

來。另外，亦透過「食品科技與生技」及「食

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兩個實務講座課程及

邀請系友與業界專業人士蒞校演講，讓學生能

瞭解業界在選才及實務工作中實際的需求與

評估標準，而能更專注於自身專業能力的培養

與提升。 

(共)宜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外語相關檢

定，提升外語表達與溝通能力，並可加

速達成培育國際視野的目標 

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均已設立畢業所需的英

文門檻，將促進學生參與英文相關的檢定考。

未來系將積極規劃獎勵金，鼓勵應考比畢業英

文門檻更高階的檢定考。 

(學)向業界、政府機關和研究單位爭取

實習名額，增加學生更多實務經驗 

99-102 學年度本系近 4 年共計與 60 個實習單

位包括 12 個政府機構、15 個研究機構或單

位、29 個私人企業及 4 個海外實習公司，共可

提供 315 個名額供學生實習。統計這四年選修

實習的學生分別為 64、87、82 及 102 人，將

依學生實際需求逐年爭取更多的實習名額。 

(碩)碩士班學生畢業前須通過一定程度

的英文檢定  

已訂定碩士班英文畢業門檻 

(碩)宜重新檢討設備經費分配，適度擴

充相關儀器設備，減少學生赴他校進行

實驗之不便 

每年從學校獲得的系分配款逐年下降，設備採

購只能先以汰舊換新為優先原則，將努力以院

為單位申請教學與研究設備改善專案計畫，並

鼓勵各研究室多利用本校貴儀中心相關設備。 

(碩)部分延畢學生，宜進一步了解原因

並輔導之 

未來將由系主任諮詢論文指導教師，以了解原

因並加以輔導。 

項

目

四 

(共)宜積極增聘專任師資 本校人事成本負擔頗重，兼考量因少子化即將

來臨的招生困境，而本校必須未雨綢繆精實人

力因應，增聘師資頗具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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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宜持續向學校爭取經費及空間，擴

充貴重儀器設備及空間，提升研究績效 

持續努力向學校爭取經費及空間，並先以院為

單位申請教學與研究設備改善專案計畫，擴充

貴重儀器設備，同時並鼓勵各研究室多利用本

校貴儀中心相關設備。 

(共)宜整合不同領域教師專長，建立研

究團隊，向外爭取整合型計畫 

本系共有 5 位教師參與學校 100-103 學年度跨

領域整合型的 GREEnS 計畫，已建立研究團

隊，未來將以此為基礎向外爭取整合型計畫。 

(共)學校宜提撥研發基金，協助研究表

現較弱而積極改善之教師，以三年為

限，使其進行研究並發表報告，以利獲

取更多研究經費，全面提升研發成果。 

本校訂有「補助專任教師申請整合型研究計畫

辦法」，由具有經驗教師帶領新進或較無經驗

教師，以研究團隊運作形式提升研究能量。本

系 101 學年李根永、梁志弘老師及 101-103 學

年江文德、徐詮亮、盧錫祺老師獲得本校

Greens 計畫全額補助，本階段提升教師研發能

力成果表現良好。 

(共)宜加強教師研究成果 專任教師 103 學年度有國科會計畫的教師共 4

人、農委會計畫 1 人、榮東計畫 2 人、GREEnS

計畫 3 人，產學合作計畫 6 件參與的老師共 7

人，將持續加強教師研究成果。 

項

目

五 

(共)宜持續加強系友會功能 本系系友會除了提出業界對專業課程需求的

建言，也協助安排系上「食品科技與生技實務

講座」及「食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實務講座」

等課程的師資，並於每年積極參與系上食科週

的活動，包括商品參展、系友演講以及系友與

在校生之座談等，未來將持續加強系友相關企

業的說明會與徵才活動，建立以農學院為單位

的就業博覽會。 

(共)宜持續系友座談相關活動，將畢業

生建言納入推動系務與課程規劃之參

考 

本系每學期均已安排系友與校內學生分享的

課程與活動，如「食品科技與生技實務講座」

及「食品產業分析與經營管理實務講座」等課

程，以及每年食科週系友與在校生之座談。未

來將持續與延續此活動，並進一步詢問系友對

於系務與課程規劃建言。 

(共)問卷設計宜可更廣泛，如建立畢業 本系問卷已增設大學畢業生與碩士畢業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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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職場滿意度之資訊，藉此了解畢業生

於職場上面臨的挑戰，並得知其轉換工

作之因素 

學生對於畢業後各項能力滿意度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學士班畢業生於「團隊合作/協調」

與「解決問題/表達」能力最具信心，而碩士

班畢業生則對於其「專業知識/表達」與「解

決問題」能力最具信心，普遍認為學士班與碩

士班畢業生於外語學習上仍有待加強。 

(共)畢業生證照取得率偏低，宜協助輔

導以利就業 

100 學年度起，於暑假期間安排課程協助學生

考取食品檢驗分析乙級證照(共輔導 43 人，考

上證照者有 24 人)以及烘焙食品丙級證照(共

輔導 35 人，考上證照者有 30 人)。 

(共)雇主對該系畢業生語文表達能力滿

意度偏低，宜積極規劃提升學生語文能

力知相關策略，使其於職場更具競爭

力。 

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均已設立畢業所需英文

門檻，將促進學生參與英文相關檢定考。未來

本系將積極規劃獎勵金鼓勵應考比畢業英文

門檻更高階檢定考。 

(共)畢業生問卷填答回收率偏低，宜設

法提高，以確實反映畢業生意見，並瞭

解畢業生現況，作為未來改進之參考。 

本系為解決歷年問卷填答得低回卷率，未來規

劃：(1)透過定期的系友活動與課程邀請(例

如，食科週、食品科技與生技/產業分析與經

營管理實務講座系友職場分享)，彙整其名片

訊息，並延伸調查其他熟識系友動向，作為企

業雇主、畢業生調查來源。(2)以社群網絡方式

追蹤畢業生現況及以電子問卷方式提升回卷

率。 

2.本系進行品質改善發展計畫與落實情形： 

(1)組織成員方面： 

A.本系陸續面臨教師屆齡退休，所需師資專長亦配合系所未來發展方向而做必要性結構

調整，除審慎檢視並修訂本系未來發展方向、目標與核心能力以及課程設計與內涵，

並延攬相關專長領域優秀專任教師，使確實能配合達成學生核心能力培養之需求。本

系分別於100學年聘任專任教師梁志弘博士，以滿足本系食品分析及食品衛生安全相關

課程需求；101學年因陳景榮教師不幸病故需替補管理組師資乙位，為配合系所未來朝

食品安全方向發展，於102學年遞替具管理及政策分析專長專任教師劉佳怡博士，以進

一步規劃並執行食品安全領域相關學習課程，103學年因顏文義老師屆齡退休，遞替食

品加工專長教師邱致穎博士，以增強本系食品生產創新開發能力訓練師資。 

B.提升食品科學檢驗中心對外服務平台，增聘專任合格檢驗人員張仁傑先生，期有效與業

界建立長期的伙伴關係，除可增加產學合作的機會，亦相對提升本系及本校整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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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規劃方面： 

A.調整核心必修課程，增列管理學，以符合本系以食品產業管理為輔的教學特色，使培養

學生核心能力，同時具備生產、加工、分析及市場行銷規劃與執行等跨領域學習能更臻

成熟，人才培育方向亦符合企業永續經營的要件。 

B.調整核心必修課程，增列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及食品微生物實驗，配合專技食品技師考

試，以投入食品安全稽核管理市場。 

C.建立學習指引及成效稽核點： 

(a)規劃本系「專題研究」課程施行辦法，教導學生研究方法運用，增強學生規劃因應未

來就業或深造所需執行專案計畫相關能力(附件7-2-1)。 

(b)本系規劃「專題討論」課程，主軸在於訓練學生具備蒐集與歸納資料、執行研究計畫、

進行書面與口頭報告等能力，培育學生所學專業知識的運用及強化學生檢索、閱讀、分

析及彙整的能力，加強學生團隊分工及合作精神及提升生涯競爭力(附件7-2-2)。 

(c)檢討並修訂「學生實習實施要點」，強化與提供實習單位之間的溝通協調。以提升實習

成效及評量精確度，增進學生對食品相關產業實務操作與整體瞭解，與在校所學進行

連結。102年起並增設海外實習，初期以安排大陸食品產業相關企業的實習為主，透

過大陸台商暨系友的安排，提供有品質能顧及安全的實習環境，藉此讓學生了解大陸

就業環境與需求(附件7-2-3)。 

D.本系陸續於100年度起就課程規劃、內容、成效及架構等進行審查，並逐次依審查委員

的審查意見和改善建議，擬訂意見補充說明及改進計畫，進行改善。執行情況如下： 

(a)99〜100 學年： 

I.100 年 7 月 27 日召開課程審查諮詢會議，邀請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盧訓所

長、GMP 食品發展協會李國貞副秘書長、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陳淑德教授、味丹品

冠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林忠勝協理 4 位專家學者蒞校，針對課程設計進行審查，該次

審查委員除勉勵東海大學仍需繼續維持食品科學的出色招牌外，亦應肩負食品科學

重責，認真製造優良食品，及培養社會所需求人才的社會責任；食品安全議題廣受

政府及社會大眾矚目，食品技師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配合國家政策自 101 年 5 月

8 日後食品業界均需執行 HACCP 管制系統，且管制小組成員至少要有 1 人具備高考

食品技師身分，才可以營業；為因應此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工作小組需求，在課程規

劃上將配合社會需求適度調整該專業養成課程，與會委員建議本系應將食品技師考

試 7 個學門所需具備的基本門檻課程列入核心基礎養成必修課程，以利學生具備食

品技師考試資格；本系依循諮詢委員意見於 100 年 10 月 13 日調整「食品衛生安全

與管理」及「食品微生物學實驗」為專業基礎養成必修課程，以應考國家專技高考

食品技師的需求(附件 7-2-4)。 

II.為瞭解學生學習成效，分別於 100 學年上學期就「食品科學概論」及 100 學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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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就「食品加工」等 8 門必修及 4 門選修課程的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送請

校外審查委員就課程教學與學習評量及學生輔導、學習資源與學習成效進行審核，

並獲得改善建議；本系依審查委員意見，責付各授課教師進行檢討與回應，並擬定

改善措施。 

III.本系於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依據本校院系三級對應關係，修訂本系課程核心能力，

以對應「校院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同時依據本系人才培育目標、檢視

系上課程內涵與結構及其配置的合理性，使課程內涵與結構與培育目標、核心能力

能夠對應，以提供學生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窺得全貌的學習歷程。 

(b)101〜102 學年 

I.本系 101 年 9 月 21 日教學成長經驗分享座談會聘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系王俊權教

授、中山醫學大學營養系王進崑教授、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陳淑德教授及中興大學

食品暨生物科技學系蔣恩沛教授進行「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經驗分享座談會」，

座談會的主題方向就「多元評量的經驗分享」、「多元教學的經驗分享」及「教案設

計現在與過去的差異性」進行交流 ，期待與同質系所專家會談中交換教學經驗並

尋求具體改善方案。(附件 7-2-5) 

II.本系 102 年 7 月 15 日辦理整體課程架構外審，就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及課程所知培育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教學方法

進行審核並獲得改善建議；本系依循審查委員意見，於系務會議檢討，並擬定改善

措施。(附件 7-2-6) 

III.本系基於關注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的前提需求，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於103年4月29

日就本系課程就業力進行審查及意見交流，藉以革新本系課程及建立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鼓勵學生從事跨領域學習及強化學生未來就業力的職涯訓練。(附件7-2-7) 

E.建立核心能力檢核標準：除畢業學分至少達128學分、修習課程成績皆須達 60分以上，

102學年起並增加創意加工實驗成果發表、食品分析能力檢定會考(乙級程度筆試至少需

達60分)及專題討論期末壁報成果發表(至少需達60分)等檢核標準，以確立學生基本核

心素養的達成。 

F.規劃食品安全領域相關課程學習，除了統合現有課程奠定在校生對食品衛生安全的標

準與管理以及標準建立與檢測方法程序的瞭解，未來透過增開食品風險分析概論、食

品風險管理、食品風險評估及食品風險溝通實務講座等等一系列課程將更可強化在校

生對整體衛生安全與風險分析的能力，確保國人的健康安全能獲得更大保障。 

(3)學生輔導與學習方面： 

A.透過「適才適性、學習分流」的做法，針對不同興趣能力學生，設計不同的課程修習架

構與學習模式，學生可以選擇專業深化、跨領域學習及職涯啟航等3種學習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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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置課程學習歷程(附件2-2-2)，提供清晰的修課路徑與指引，協助學生自主、系統規劃

個人化與適性化的學習進路，並幫助學生認識未來可能的生涯發展與職涯進路，及早探

索職涯興趣，並培養核心能力，修習有利於職涯發展、升學進修的課程。 

C.透過畢業生流向調查探討學、碩士班的訓練目標及關注報考碩士班考生逐年減少現象，

研議吸引考生報考策略。 

D.透由企業參訪、職涯探索與校外實習，讓學生了解產業界特色及運作模式，落實理論與

實務等應用教育。 

E.透過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人士講演，增廣見聞及激發學生創意思考。  

F.適時透過實際案例分析將法治觀念(如：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食品管制系統)規範及倫

理道德教育，教導學生守法及社群尊重精神。 

G.透由本系講座活動，邀請系友專家學者講演生涯規劃等主題，協助學生瞭解自我發展與

職場資訊。 

3.學習成效稽核點表現分析 

為達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陸續自 100 學年度起訂定專題研究課程規劃暨施行辦法、

101 學年度訂定專題討論課程規劃並籌辦專題海報論文競賽、102 學年度修訂學生實習實施

要點增列實習心得分享及海外實習遴選資格及修訂專研生資格為系內排名前 50%以內學生

為主要對象；同時規劃學習成果自我檢核，對學生專業知能學習的自我了解及強化學生核心

能力或提升生涯競爭力的自我評估，能有進一步幫助。同時在 102 學年度訂定系所核心能力

的定義、能力指標及規劃學生達成核心能力指標的檢核機制，透過上述課程規劃、檢核機

制訂定及學習成果自我檢核，以確保學生專業知能的獲得。 

 

適性分流課程 

大學引導、系所基礎課程 
大一 

(探索) 

系所定錨課程、學生晤談、尋找定向、導師輔導選課 
大二 

(定向) 

專業：參與專題研究、讀書會、校內外實習 

跨領域：學程、輔系、雙主修(可於各學期加退選期間申請) 

職涯：海內外實習、職涯導師輔輔活動 

大三 

(分流) 

大四 

(成效) 
專業：參與專題討論、進階課程研讀 

職涯課程及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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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各項學習成效稽核點執行情形 

學 

年度 

專題

研究 

暑期實習 專題

討論 

專題討論壁

報成果競賽 

食品分析能

力檢定會考 

創新實

作競賽 

生物化學跑檯 

100 ˇ ˇ ˇ X X X ˇ 

101 ˇ ˇ ˇ ˇ X X ˇ 

102 ˇ 增加口頭報告及

業者考核成績 

ˇ ˇ ˇ ˇ ˇ 

103 執 

行中 

同 102 學年 執 

行中 

下學期執行 下學期執行 下學期

執行 

增加口頭報告

及跑檯檢定 

(1)102 應屆畢業學生學習成效表現 

A.專題討論學習成效：本課程主要目的為訓練學生對所學專業知識的運用及強化學生檢

索、閱讀、分析及彙整的能力，如何將資料蒐讀結果有系統的以簡報及口頭報告方式

呈現，對提升生涯競爭力具有進一步啟發作用。透過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附件 7-2-8)

進行學習成效分析，分數愈高表示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滿意度愈高，分析結果如圖 7-2-1，

結果指出 8 個項目都在 3.6 分以上即滿意度在 72%以上，其中學生學習滿意度最高的兩者

均達 80%以上，包括「我有從中獲得檢索及資料蒐集的能力」及「我有從中獲得分析，彙

整研究報告的能力」，足見參與專題討論的學生所學習到的能力與當初本課程設計擬強化

學生的能力相符合。 

 

 

 

 

 

 

 

 

 

 

 

 

B.專題研究學習成效：本課程主要目的為教導與訓練學生進行食品科學相關專題研究及學

習，培養學生閱讀及歸納整理資料的能力，歷經思考問題、研擬報告架構、選擇適當

的研究方法、學習研究方法及體驗研究活動，加強實驗、實作能力，並進行問題的分

析，學習將研究結果撰寫成書面報告，且進行有系統的口頭報告。藉由學生學習成效自

圖 7-2-1  102 專題討論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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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檢核(附件 7-2-9)進行學習成效分析，分數愈高表示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滿意度愈高，分析

結果如圖 7-2-2，檢核的 10 個項目滿意度均在 70%以上，其中學生滿意度最高的兩項均達

90%以上，包括「修完這門課，有助於我對於食品科學領域相關理論與實務了解」及「我有

足夠意願投入時間於研究並分擔勞務」，學生認同專題研究課程可提升專業理論與實務的結

合，對於自己的選擇也能全力以赴的投入時間和精力。 

 

 

 

 

 

 

 

 

 

 

 

 

圖 7-2-2，102 專題研究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及評分 

C.暑期實習學習成效：本課程主要目的為培養學生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鼓勵學生進入公

部門、私人企業及研究單位學習，讓學生實際了解不同單位工作性質，盼能縮短學用

合一落差，提升學生素質具備就業競爭力。102 年有 40 個實習單位提供 70 名額，而

共計有 65 名學生參與暑期實習。暑期實習平均成績為 88.4 分(附件 7-2-10)，成績表現

的級距如圖 7-2-3，81-90 分者有 34 人，91 分以上有 27 人，而 71-80 分者只有 4 人。

至於實習單位對學生的評量其平均成績達 89.6 分，各實習單位 10 項 10 分制成績考核

結果如圖 7-2-4，各項滿意度均達 82%以上，而 90%以上滿意項目由高而低依序為「儀

容、態度和禮貌」、「出席狀況」、「責任感」、「工作之勤惰」及「主動和配合性」，最終

「整體表現」滿意度平均亦達 90%以上，顯示實習單位對本系學生實習表現給予高度

肯定。(附件 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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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3  102 暑期實習學生實習成績表現的級距 

 

  

 

 

 

 

 

圖 7-2-4  102 暑期實習實習單位成績考核內容及評分 

D.整體學習成效：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與必修學分達成百分比如圖 7-2-5；第一階資格審

查是在大四上學期末，若畢業學分完成百分比或必修學分完成百分比有異常者可及時

給予預警與輔導，圖中第一階段畢業學分及必修學分完成百分比分別為 94%及 79%。

到了大四下學期末畢業學分及必修學分完成百分比均達 98%，整體學習成效佳。 

 

 

 

 

 

 

 

 

 

圖 7-2-5  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與必修學分達成百分比 

 

(2)102 學年增設核心能力檢核標準之達成及學習成效表現：除畢業學分至少達 128 學分、

修習課程成績皆須達 60 分以上，102 學年起並增加食品加工實驗創意競賽成果發表、

食品分析能力檢定會考(乙級程度筆試,至少需達 60 分)及專題討論期末壁報成果發表暨

競賽(至少需達 60 分)等檢核標準，以確立學生基本核心素養的達成。(附件 7-2-12) 

A.食品加工實驗創意競賽 

透過競賽活動在進行創意發想時，可感受激發的思考和團隊合作的可貴與重要性，及

廣為蒐集、參酌閱讀國外的文化資訊，勾勒產品開發的創意，從中體驗投入的過程，提

升學習意願。由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平均滿意度達 81%，且「團隊合作」、「學習意願

強、可塑性高」及「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3 項均達 83%以上，此參予競賽活動對提

升學生學習意願有一定助益。本次競賽入圍作品「Lucky Guy」的創意已獲得本校研發處

經費補助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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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食品分析能力檢定會考 

本系自 102 學年度起，學生學習成效的檢核增加食品分析能力檢定會考，其結果如

圖 8，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的內容共 11 項採 5 分制，結果如圖 9，除了「具有國際關

與外語能力」只有 64%，其於項目滿意度均在 70%以上，其中學習成效最高的評分達 80%

的項目是「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足見透過會考可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C.專題討論期末壁報成果發表暨競賽 

透過延伸閱讀學習發掘問題、檢索資料，消化資料並整理清晰概念，甚至於創造出新

的見解，再將整理出來的概念形諸文字，並適當生動的表達，及以簡潔語言清楚對應，

充分得到各方面的訓練，乃職前教育的重要課題。本系由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平均滿

意度達 77%，其中「專題討論的準備過程中，我有進行檢索資料、閱讀文獻及摘記閱讀

筆記的過程」、「我有從中獲得檢索及資料蒐集的能力」及「我有從中獲得分析、匯整研

究報告的能力」3 項均達 80%以上，與本課程所要培養的核心能力相符合。 

 

二、特色 

1. 本系行政管理機制運作靈活具彈性:可依時事需求及各方意見彙整，迅速調整課程需求及

架構，擬定更符合時代需求的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培育，使後續遞替師資專長能配

合本系未來發展方向而做必要性的結構調整。如將食品技師考試 7 個學門所需具備的基

本門檻列入核心基礎養成必修課程，以利學生具備食品技師考試資格；又如近 3 年將食

品安全相關領域課程統整後，配合後續即將增開的食品風險分析相關課程，未來 104 學

年度擬將食品安全領域課程正式納入教育目標中。 

2. 課程設計「適才適性、學習分流」:針對不同興趣能力學生，設計不同課程修習架構與學

習模式，並適切設計學習成效的檢核課程。如擬繼續升學者可進入專業研究領域安排於

教師研究室，而擬進入職場者可參加暑期實習安排食品產業相關實習場所，前者主要的

檢核課程包括專題研究與專題討論成果發表，而後者則為暑期實習及專題討論成果發表。 

3. 學習成效評量方式可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學習成效評量已朝向多元化，如食品加工實驗以

及食品分析暨實驗所分別實施的創意競賽與食品分析能力檢定會考，從學生學習成效自

我檢核的結果均指出，可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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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1. 助教員額與實習材料費縮減：為使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的規劃得以落實，

本系積極研擬並推動各項制度與辦法，以建立本系的特色，然現實情況愈趨嚴峻，可用

資源拮据及物價指數高漲的不利環境下，更加上校方強烈推動精實人力，對應用實作型

的本系在教學資材運用的短缺及教學人力的不足在在造成困窘，若擬達成與其他同質性

學校改以研究生代替教學人力作法，將會產生頗大實質落差，且必造成教學品質嚴重下

滑，為使教學品質能維持既有的素質，本系強烈要求至少需維持原有的教學資源及人力，

才能因應各項教學與研究所需。 

 

四、改善策略 

1. 助教與實習材料費的運用以必修實驗課程為主，選修為輔：本系助教輔助教學方面均以

必修實驗課程為主，所有選修實驗課均由開課教師的研究生配合協助帶領，至於實習教材

費方面在不影響教學品質的前提下，調整必修實驗課減少其材料費支出，儘量擠挪提供必

要材料費給選修課，若經費運用仍不足，將考慮部分選修課可隔年開課甚至停課，或適時

申請本校教資中心計畫補助，以充實教學相關資源。 

 

五、項目七小結 

本系以健全行政管理機制進行 SWOT 自我分析達成辦學目標，並由各層不同面向的自

我改善機制落實執行檢討，依歷年執行品質改善計畫的經驗配合每年度上下學期擬定進度時

程，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計畫(P)、實施(D)、查核(C)及行動(A)之成效追蹤，擬定具體可行方

案及預算編列，融入系務發展白皮書，執行 PDCA 程序如下圖。 

 

 

Check 
 成效小組進行初步檢核提出報

告。 

 系務會議依據上述報告進一步分

析檢討辦學理念、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力 。 

Action 
 持續進行內外在意見資料蒐集彙

整。 

 針對學習成效評估修訂與執行課

程規畫、學習資源及學生輔導。 

Plan 
 建立內外部相關關係人意見回饋。 
 學生達成核心能力學習成效評估。 
成效小組及系務會議持續擬定相關

改善方案與追蹤執行。 

Do 
 執行本系內外在意見資料蒐集。 

 執行學生達成核心能力學習成效評

估與畢業生表現分析。 

 進行 SWOT自我分析。 

A   P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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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所比較  

一、本系擬將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輔仁大學

食品科學系等同質性校系，個別分析其異同與特色。 

    指標內容 

 

 

 學 

學校    年 

系所      度  

            

 

 (

期
刊
論
文\

會
議
論
文) 

 

學
術
著
作
發
表
數  

(

國
科
會\

其
他) 

研
究
計
畫
數 

(

講
座
教
師\

專
任
教
師) 

師
資
結
構 

(

學
士\

碩
士\

博
士) 

班
級
數 

(

畢
業
學
分
數\
系
必
修) 

學
分
數 

發 

展 

特 

色 

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68/70 25/50 7/24 

雙班/

碩班/

博班 

128/99 

宗旨：以教學生物資源有效

利用之技術與理論，培育食

品產業各領域之技術、研

究、管理人才為宗旨。 

特色：課程涵蓋食品科學、

食品加工學、食品營養學、

食品工程學、生物科技學等

五組的學習課程組合。 

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52/39 18/ 0/16 

單班/

碩班/

博班 

128/76 

理念：採理論與實務並重原

則，著重基礎能力，並加強

食品工業專業知識與技術之

傳授，以培養食品專業人才。 

特色：以培養兼具食品科學

理論專業知識與實用技能之

人才，以擔負食品製造、管

理、創新、企劃等之實務及

研發能力，以期為食品工業

界提供專才，促進經濟發

展。在實際教學上，採理論

與實務並重原則，著重基礎

能力，並加強食品工業專業

知識與技術之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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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39/115 19/52 0/17 

雙班/

碩班/

博班 

128/74 

宗旨：傳授食品相關知識與

能力，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

的食品科技專業人才。 

目標：為培育學生兼具食品

加工工程、分析檢驗、品管

及研究發展能力，另充實保

健食品、新興技術、生物資

源開發及資訊應用等多樣化

課程，訓練學生成為具有吸

收最新食品資訊及生物資源

應用能力的專業人才，以符

合新世紀的產業需求。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55/43 16/ 0/10 

單班/

碩班/

博班 

128/70 

使命：秉持輔仁大學追求

真、善、美、聖的精神，結

合食品科學與尖端科技，培

育人才、研究開發與服務社

會，創造更健康、更美味、

更安全的食品，增進國民飲

食品質與健康。 

目標：1.建立多元學習環境與

教學模式，提升學生的專業

核心能力，包括外語、創新、

整合與國際化，培育全方位

食品科學專業人才。 

2.跨領域結合食品與相關科

技，提升食品產業研發能量。 

3.成立食品安全暨健康管理

產業服務中心，建置食品安

全與功效評估的服務平台，

增進國民飲食品質與健康。 

4.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及產官

學合作，提升國內食品教育

水準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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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 61/75 7/30 0/12 
雙班/

碩班 
128/63 

宗旨：傳授食品科學專業知

識，為國家培養有愛心、有

品德及負責任的食品產業技

術人才。 

教育目標： 

學士班：傳授以食品科學技術

為主，食品生物技術與食品產

業管理為輔的專業知識，培育

具創新開發能力的食品產業

專業人才。 

碩士班：傳授食品科學技

術、食品生物科技以及食品

經營管理三大領域的進階專

業知識，培育具創新能力的

食品產業研發及管理人才。 

二、依據目前所收集的資料，比較各系所陳述的發展特色，並進行 SWOT 分析，進而了解

本系的弱點與面臨的威脅，也掌握自己的強項與機會，未來將對需要改善的弱點，參考

各校同質系所的優點，互相交流截長補短，依上述每年至少進行一次 PDCA 規劃進度時

程，逐步提出計畫方案與執行/追蹤。首先已針對空間資源不夠充分、經費不足、教學設

備老舊的弱點已擬訂改善計畫(P)，先從食品加工實習工廠現有空間的調整及更新教學設

備與設施來進行，所需經費則透過系院校中小型工程、專案計畫及系友捐款等進行籌

募，實施分階段及分區的空間改善與設備更新計畫(D)，預估完成內容與時程(C+A)包括

104/12 完成烘焙室教學與研究空間的重整與設施改善、105/02 完成大型組合式冷凍冷藏

庫及生技研究室設施之更新、105/4 完成改善細胞實驗室與漏水的問題、105/6 完成實習

工廠隔間板與參觀步道之更新與佈置，105/12 完成實習工廠外部防水與油漆工程等。其

次，教師專業研究領域整合仍待加強的缺點，以往透過校內 GREEnS 計畫已整合部分老

師的專業也有初步的成果，未來將進一步適時的提出科技部整合型計畫，如 104/12 將

完成提出科技部「食品安全及摻偽檢測技術研發之跨領域研究」之申請，跨領域整合本

系與外系的教師分別有 4位及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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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點
（S

） 

國內唯一結合食品

科技與食品工業管

理系所 

◎  ◎  ◎      

教學特色與培育目

標可使學生發展方

向多元化 

 ◎ ◎ ◎ ◎    ◎  

聯合校內院系辦理

相關學程與研究中

心 

◎  ◎  ◎   ◎   

設立超過三十年，系

友分佈各界而向心

力强，可運用社會資

源多 

◎  ◎  ◎      

具 TAF 認證之食品

檢測中心，提供完整

教學與產業服務合

作環境 

 ◎  ◎  ◎     

弱
點
（W

） 

生師比偏高，教師需

同時兼負教學、研

究、服務、評鑑及行

政工作負擔相對沉

重 

    ◎  ◎  ◎ ◎ 

空 間 資 源 不 夠 充

分、經費不足、教學

設備老舊，影響教學

與研究之發展 

◎ ◎   ◎  ◎ ◎  ◎ 

教師專業研究領域

整合仍待加強，俾有

利於群體研究及產

學合作之推動 

◎       ◎   

未設博士班，教學及

研究能量未能充分

傳承 

 ◎   ◎ ◎   ◎  

國內外產業與研究

教學相關活動偏重

台北市 

        ◎  

註 1：SWOT 分析之意涵 S：Strength，W：Weakness，O：Opportunity，T：Threat。 
註 2：◎表示要因 
註 3：系所應自訂強點、弱點、機會、威脅之各項觀察指標 

觀 

察 

指 

標 

× 
× 

系 

所 
觀 察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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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 

(一)自我評鑑結果 

本系依據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進行自我評鑑，內容包含 7 個評鑑項目，自我評

鑑結果總結如下： 

項目一：教育目標 

1. 博雅學習：大學的整體環境主要係由校、院、系三個層級所組成，在各層級間皆規劃安

排正式及非正式相關課程及活動，以培育學生達成目標。本校博雅學習旨在生活學習、

社會參與及跨領域學習，廣納不同領域學識，讓本身視野更廣闊，磨練與培養自我學習

能力以及團隊合作態度，秉持生活即學習，從學習經驗中得到進步與成長。本校有全校

性的大學入門活動與適應新環境的大學引導課程、住宿教育、勞作教育，以及參與各項

策劃與執行社團活動，從生活中學習到與人相處的態度與方法，學習到如何相互尊重、

相互扶持、溝通及思辨，學習到如何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對於生活成長將有別於以往

體驗。 

2. 專業學習：本系專業學習的基礎架構是秉持系教育目標以「食品科學技術為主，食品生

物科技及食品經營管理為輔，培養具備經營管理觀念與視野，能勝任食品相關產業工作

的專業人才」的理念，進行基礎學科及專業必選修課程的學習訓練，使確實養成學生核

心能力，以落實系教育目標。在食品科技核心學習架構下，廣納不同領域的學識，透過

系列實驗課程實際演練、校內外產學實習磨練、專題研究及專題討論等個人及團隊合作

培訓，進行不斷的閱讀、發問、思辨及嘗試。在探討學習中，培養自我學習能力、團隊

合作精神、相互切磋態度以及人際關係培植，從做中學、學中做，廣泛吸收來自我體驗

所累積的經驗值及專業，課程的涵養設計同時亦實踐在校園生活學習上的。 

項目二、課程設計 

1. 專業分群與跨領域學習課程：本系秉持系教育目標的精神，訂定食品科學系的核心能力，

並據此規劃開課課程和教學內容，課程設計兼顧食品科技、食品生技及經營管理三領域

之融合。除本系學群專業養成課程各學群間規定有最低互修學分，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外，

校方亦將「培育專業及跨領域知能並激發創新能量」做為共同教育目標之一。校內設立

各種學程及博雅書院，鼓勵學生參與原有專業之外的學習，接受不同領域訓練薰習與開

拓問題思考面向。依照不同規劃，這些跨領域的完整學習皆訂定有最低門檻。 

2. 適性分流課程：本系課程採「大一探索(大學入門課程)、大二定向(學群選擇)、大三分流、

大四成效」的適性分流規劃，課程地圖提供學習指引，亦同時展現充分的選課彈性與課

程多樣性，其目的在檢視本系課程之間的邏輯關係，建構出具有系統性、層次性、完整

性的學習流程。透過不同年級及學期間由基礎至進階課程的修習，規劃學生循序而逐級

的學習路徑。對於學習者，課程地圖是修課的導航系統，指引學生如何安排修課方向及

次序，檢視修習前後應加強的核心能力；而對於授課者，課程地圖亦可提供做為檢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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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開設課程是否具邏輯性、順序性及完整性的檢核機制。 

項目三：師資教學 

1. 師資陣容：本系專任教師 12 位皆為國內外具食品科學及/或經營管理博士，學術專長涵蓋

食品化學、食品加工、食品微生物、食品分析、營養、生物化學(含新陳代謝)、分子生物、

細胞生物、遺傳、免疫、脈衝電場及電漿、食品產業經濟及流通、食品經營管理與政策分

析、食品安全等學門，教師之學經歷完整而符合系所規劃，本系三大專業學群範疇亦為專

任教師從事研究的學術領域，師資結構良好穩定﹔兼任教師 11〜15 位學經歷俱佳，並在

學術研究或產學實務上皆具有傑出表現，授課科目多能補充本系專任教師不足領域，可增

廣學生多元化學習面。 

2. 教學規劃：本系教師開設課程須依照學生基本能力指標進行課程設計與安排，課程概分

三類，一為需透過教師講授及經驗傳承專業學門；其次是需學生動手做實驗課程，透過實

做磨練技術及動手解決問題能力，及學習處理與分析數據技巧；其三則培養學習者之閱讀

與表達能力。教學除採課堂講授、實驗、討論、口頭及書面報告等多元方式，並搭配多媒

體應用、安排校外參訪教學、實務操作、跑檯測驗、分組口頭報告以及實例探討等活動進

行訓練評測，以評估學生歸納整理與分析、表達與溝通、團隊合作、驗證與討論能力，透

過各種教學方法加深學生對所學印象，以提升學習興趣及成效。而實務講座課程及邀請系

友與業界專業人士蒞校演講，讓學生能瞭解業界在選才及實務工作中實際的需求與評估標

準，使能更專注於自身專業能力的培養與提升。 

3. 教學品質確保與教師研究：本系教師並充分運用校教師專業成長、教師教學支持、教學

獎勵、學術著作獎勵等教學資源，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符合教育目標。在研究專業表現上，

本系專任教師於 99-102 學年執行各界委託計畫，並能將研究內容與成果適時的應用於教

學上。其次以學者身份積極參與社會的專業服務包括擔任學術團體的各級學會理監事、學

術期刊總編輯及編輯委員會委員、擔任公益團體如消費者基金會食品專業委員以及擔任政

府機構如衛福部、農委會、經濟部、台中衛生局等單位專業委員。 

項目四、學習資源 

1. 全方位學習資源提供：本系學士班招生管道多元化，報到率高，99-102 學年平均 95%以

上。新生入學輔導開啟於由校院、學系、導師與系學會等共同規劃與執行的大學入門活動

與大學引導課程。其次，藉由各班制課業學習表現、課後學習輔導紀錄、專題學習評量及

校內外實習檢核，作為學生輔導、課程規劃調整的依據。本系圖儀設備及人力在校方允諾

的範疇內，全方位提供學生良好學習資源，充分支持各項課業學習項目運作、教學設備維

護、校外參訪與學生國內外實習等。 

2. 生涯及職涯學習：各班制課外活動、生涯及職涯學習，在整合校方行政系統支援下，推

動相關活動配合運作，展現學生多元學習的成效並做為學習輔導的依據。本系設立職涯導

師舉辦職涯講座、職涯適性測驗及企業參訪，協助畢業班同學了解職場實務與就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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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獲得具體職場知識及技能，提早完成就業準備。 

項目五：學習成效 

本系各班制已明確要求學生畢業應具備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並整合多元學習項目以

檢核評估達成核心能力學習成效。 

1. 學生自我學習能力提升：學士班透過職場實務學習、專題研究及專題討論課程訓練、參

與校內外競賽及國際學習課程與學術交流等，培養學生專業能力與實務養成的經驗。在多

樣性的思考能力及實務訓練下學生屢有佳績表現，體現學生自我學習能量及自我表達能力

的提升。 

2. 學以致用專業就職：碩士班學生也積極參與教師執行各項研究計畫，協助老師進行教學

及實驗工作，對專業成長、研究能力及參與國內外學術會議能力之提升表現良好。本系近

4 年碩士班畢業生就業狀況，從事食品相關之行業達 59%、從事生技相關之行業達 25%，

整體成效表現良好。 

項目六、生涯追蹤 

1. 多方管道與畢業生聯結：為充分了解畢業生的生涯發展與近況，除設立系友會網站做為

系友的聯繫平臺，也建立系友會之 facebook 加強聯繫管道，並透過邀請系友返校專題演

講、辦理系友與在校生座談、訪問系友服務工廠及每年舉辦系友大會等活動，以增強系所

與系友雙向的溝通與連結。 

2.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經調查與統計的結果顯示，研究所畢業生就職於食品相關行業(包

含食品及生技製藥)的比例相對較高，99〜100 學年均達 83.7%以上，而大學部畢業生就

職於食品產業也至少有 74%以上。對於系友在職場的表現，根據 102 年對產業界主管調查

的結果指出，企業主普遍對於畢業生專業知識、學習/工作態度皆有不錯評價。 

項目七：整體改善 

1. 落實評鑑改善建議：本系透過系各級會議依本系運作機制，由各個面向自我改善機制落

實執行檢討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改善建議，並呈列具體可行方案與行動，融入 101-104年系

務發展計畫，落實執行各分項規劃，務實教學特色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學習滿意度、厚

植產學合作及整合教師專長參與跨領域整合型計畫、落實行政及社會服務。 

2. 持續循環分析與檢討改善：本系各班制持續透過各項機制，蒐集內外部相關人士意見，

如系友及雇主滿意度調查、學生學習成效、招生狀況，同時參酌社會產業發展、職場需求、

學校定位等持續循環分析與檢討改善包括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規劃，以達改善教學

品質的目的，整體運作成效良好。 

(二)未來發展方向 

1. 進行教育目標與課程模組調整順應時勢需求：隨大環境多元化發展的變化及近年來食品

安全事件層出不窮，政府許多措施均提升對食品安全的重視，因此教育目標將與時俱進調

整為以「食品科學技術為主，食品安全及食品產業管理為輔，培養具備產業管理觀念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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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能勝任食品相關產業工作的專業人才」，並規劃將課程模組進行調整，規劃合併食品

科技及食品生技為食品科技學群、增加食品安全學群及調整食品經營管理為食品產業管理

學群。其中食品安全學群為跨學科領域，將從落實產銷源頭管理及稽查、確實產製作業規

範及流通監管、具備風險評估資訊及協調溝通，乃至輸出入境管國際合作等面向著手。 

2. 規劃企業橋接實習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規劃大四下學期增加企業橋接實習相關課程，作

為學生與業界橋接平台，一方面透過系上篩選有意願、體質優良可提供實習的企業，另一

方面也建立系上篩選機制幫企業把關，讓表現優異、有就業意願同學選修相關課程，企業

依學生表現給予評分並作為畢業後優先錄用依據，學生進入該企業瞭解其文化、工作內容

與未來發展性，進而評估畢業後是否繼續接受該公司就業安排。 

3. 持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生自我學習意願：因應社會趨勢變化及校系定位，本系將

持續檢視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內涵，並進一步落實在課程設計，以協助學生在學習過程能

達到有效學習目的。未來將增編強化各項學生核心能力檢核各項教學活動經費，含產業參

訪、創意競賽、論文發表及競賽、海外學習等，對提升學生學習意願有一定助益。並將持

續篩選適當的專業課程，適切的增加檢核標準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為目標，增進學生自我

學習意願，強化學生專業能力。 

4. 持續改善教學環境減少少子化招生的衝擊：雖然到目前為止本系學士班招生報到率高，

99-103 年平均 95%以上，然而未來少子化衝擊仍將持續，因此除了提升教學品質外，改

善教學環境對於招生也有正面的輔助，在招生宣傳及填選志願前的說明會暨參觀活動，均

有助於吸引學生就讀本校。100-103 年已將大學部主要實驗室全面更新，學校亦配合建置

本系研究生的研習室與食品科學檢測中心，並進行農學院教學環境改善，系友也透過捐款

建置多功能會議室等，未來將持續爭取經費更新與改善食品加工實習工廠的教學與研究環

境，相關工程包括改善食品加工實驗教學環境、建置「烘培創意工作坊」、整修研究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