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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認證內容 

【電機工程系/四技班】 

認證規範 1：教育目標 

請說明受認證學程滿足認證規範 1.1~1.4 要求之機制與措施，並輔以相關圖表及提供實際執

行之成效與佐證。 

規範內容 報告書佐證內容 實地訪評陳列文件 

1.1 須具備公開且明確

的教育目標，展現

學程的 功能 與特

色，且符合時代潮

流與社會需求。 

1) 學程對外宣導教育目標的

方式。 

2) 學程所有相關人員均瞭解

學程教育規劃的理念。 

1) 宣導教育目標的宣傳

品、資料或文件等。 

2) 制定教育目標的過程/

會議紀錄（含諮詢委

員會組成辦法）。 

3) 評估達成教育目標的

相關文件，如校友、

業界、雇主等問卷、

訪談紀錄等。 

4) 檢討教育目標執行成

效與課程規劃的相關

會議紀錄。 

1.2 須說明教育目標與

學校願景/教育目標

的關聯性及形成的

流程。 

1) 教師、校友、應屆畢業

生、雇主及相關專業團體

代表參與教育目標的制

定、檢討及執行成效的評

估。 

2) 校、院、學程教育目標的

關聯性。 

1.3 須說明課程設計如

何達成教育目標。 

課程設計與達成各項教育目

標的關聯性。 

1.4 須具備有效的評估

方式以確保教育目

標的達成。 

1) 學程定期運用多元方式評

估教育目標達成度。 

2) 學程檢討教育目標的紀

錄。 

 

1.1電機系之教育目標 

東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因應國家發展策略及企業電機人才需求，整合學校教育理念與

學院教育目標，訂定系教育目標為： 

「培育熟練電機專業技術能力、建立敬業樂群與樂觀進取態度、善盡社會公民責任之電機產

業科技人才」 

        培育學生具備電機工程技術人員所需之「能力」、「態度」與「責任」，培養學生「專

業技術能力」、「敬業樂群樂觀進取態度」、及「善盡社會公民責任」，養成學生就業所需

能力，培養進入職場所需職能。本系發展以綠色電能及量測與控制為主軸，為達成本系教育

目標，本系培育學生核心能力包含： 

核心能力1： 熟用電機專業實務所需之知識、技術、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核心能力2： 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析、解釋與應用實驗於改善電

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3： 運用創意於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4： 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5： 確認、分析及解決電機技術問題的能力。  

核心能力6：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電機實務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

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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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7：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表 1.1-1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關係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能力 

培育熟練電機專業

技術能力 

核心能力1：熟用電機專業實務所需之知識、技術、技能及工具

的能力。  

核心能力2：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析、解釋與應

用實驗於改善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3：運用創意於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4：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5：確認、分析及解決電機技術問題的能力。  

態度 

建立敬業樂群樂觀

進取態度 

核心能力2：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析、解釋與應

用實驗於改善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3：運用創意於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4：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5：確認、分析及解決電機技術問題的能力。  

核心能力7：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責任 

善盡社會公民責任 

核心能力2：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析、解釋與應

用實驗於改善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5：確認、分析及解決電機技術問題的能力。  

核心能力6：認識時事議題，瞭解電機實務技術對環境、社會及

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核心能力7：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1.1.1 系教育目標因應社會產業人才需求 

隨著電子產業在國內持續蓬勃發展，量測儀器產業的發展也逐漸加快，行政院「智慧台

灣計畫」，推動無線寬頻、智慧交通、智慧居住、數位醫療等技術，以提供國人優質生活的

願景，所需求量測與控制的技術人才，快速成長，導致未來相關產業之就業市場缺口將持續

增加。同時，六大新興產業綠色能源產業已成為近年內各國最重視的新興產業，透過「綠色

能源產業旭升方案」，人力需求也將提升。鑑於，台灣在 IT 產業的成績卓越，尤其在製程

及管理經驗豐富，人才基礎佳，加上機電、金屬、複合材料、電子控制等傳統產業強大製造

能量與人力，故發展綠色能源產業有極大優勢，國內科技大廠也紛紛投入大量資源研發，人

才需求也於近年逐年增長（經濟部能源局，2012）。 

本系以「培育熟練電機專業技術能力、建立敬業樂群與樂觀進取態度、善盡社會公民責

任之電機產業科技人才」為教育目標。依據產業及社會人力需求發展，以「綠色電能」及

「量測與控制」兩大專業領域，為主軸發展方向，其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a) 綠色電能領域 

綠色電能領域主要以工業配電、監控系統、切換式電源與電動機控制為主要發展方向。

工業配電方面的課程設計以高低壓配電工程設計及施工為主，監控系統方面的課程設計則以

學習各種遠端監控技術與應用為主；以培育能從事工業配電系統與監控系統之設計、施工維

護及製造等專業人才為目標。在切換式電源方面，針對電源轉換器以及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

源轉換裝置，進行相關理論與實驗課程之設計，以期使學生能具備切換式電源之實務技術能

力。而在電動機控制方面，則主要著重於交、直流電動機之驅動，針對電動機之基礎原理、

電動機驅動技術等課題，設計相關理論與實驗課程，培育具備電動機控制實務技術之專業人

才，以契合目前節能產品與電動車輛等產業之發展，提供電動機驅動產業優質的技術人力。 

(b) 量測與控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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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與控制領域主要以自動量測應用及智慧型控制技術為主要發展方向，以老人照護為

目標，課程設計主要為整合嵌入式系統、微處理機、量測技術及智慧型控制法則等技術，應

用於光機電整合系統之控制、電動機控制、機器人控制、居家環境監控、居家照護等。本領

域以培育能從事自動量測系統與智慧型控制系統設計、微處理機應用、醫療器材輔具等專業

人才為目標。 

1.1.2 系教育目標因應學生來源、能力與學習需求 

電機工程系目前僅設置日間部四技學制，招生皆透過教育部各招生委員會依規定進行。

各項招生管道學生來源以高中職校之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機科等）約佔學生人數 90%；

高中職校之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電子科、資訊科等）約佔學生人數 10%。本系另依教育部

規定，以外加名額招收綜合高中一般學生。 

     分析本系學生入學前經歷小學、國中及高中(職)之學習歷程中，以國英數及社會自然等基

礎學科知識為主，高職學生另應已逐步發展電機與電子基礎知識與技能及電機基礎工具應

用。由於學生於專業領域工作涉獵尚淺，對於電機知識、技術、流程、進階工具、業界環境

等尚有很大的學習空間。如何增加學生電機專業理論與知識並強化實務操作能力，培育學生

實作能力合乎業界要求水準，為本系教學須努力的重點。 

本系學生入學成績以中後段學生為主，以 105 學年度入學為例，本系登記分發學生入學

成績全國排名於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71%~91%，普遍學習成就較低且自信心不足。如何於

教學中提升學生自信心及培養良好之學習態度與責任感，成為本系教學的另一項重點。 

為提升學生自信心及培養學生就業能力，將藉由學生專題成果(競賽)、專業技能證明(證

照)、實習經歷(校外實習)、語言能力(英檢)等來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培育就業需求之相關專

業能力。證照、專題、校外實習與英語能力，本系皆訂定畢業門檻深入教學活動，努力培養

學生於畢業前完成就業所需之職能。 

 

1.2電機系教育目標與學校教育目標之關聯性及行政流程 

本系之教育目標設計以 PDCA之精神永續進行擬定與修訂之過程，完成並驗證系教育目

標擬訂、課程設計、教學發展及評鑑改進等過程，如圖 1.2-1。定期邀請業者、校友、教師

和學生等人員共同參與教育目標擬定、課程計畫、教學發展、教學評鑑及檢討改進等工作。

藉自我永續的審查及改進機制，修訂教育目標以符合學校，學生及產業人才培育的需求。 

規劃目標： 研究政府及各人力資源分析報告及學生就業領域的情境分析，以系務會議下之

本系課程與教學工作小組進行產業需求、學生來源、學生特質、學生學習需

求，進行教學策略分析。並邀集產業代表及畢業校友、專兼任教師、高中職教

師、學生及家長，加強溝通研討，確立本系發展目標及核心能力項目。 

課程規劃、討論與執行：分析學生就業領域之主要就業職位核心能力，並依核心能力及本位

課程設計之方法，進行學分數分配、課程規範、輔導規範及配套措施之設計。透

過協同教學教師之學習型組織，研議各課程實施內涵及教學方法，並共同研發課

程規範、評量策略、教材選定及特有教材之編製，藉以維繫教學實施之品質。 

成效評量：學生學習、教師教學的成效藉由學習評量問卷調查、證照、試卷評量、畢業生問

卷調查、專題實作成效、校內外競賽、校外實習成效來加以評量。 

分析檢討成效、制定改善策略：依成效評量結果分析原因，並制定改善策略進行持續改善。 

本系設計各項規範之作業流程並每年配合本校之校內外評鑑及中長程發展計畫修定時程，

於暑期依照招生狀況、學生就業狀況、學生核心能力指標達成狀況、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業

界人才需求狀況等資訊，進行教育目標及招生名額之年度調整。每年進行一次教學品質之自

我評鑑，並於每四年進行一次總體教育目標之評鑑。藉以持續改進本系教學品質，並確保本

系教學目標與產業人才需求、課程設計、教學實施及學生學習能力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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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1電機工程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制訂與持續改善流程 

 

1.2.1 系教育目標之校/院教育目標關聯 

電機工程系隸屬本校工程與電資學院，系教育目標承接本校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並配合

學院教育目標，發展專業課程與教學。本校教育目標於 101學年度起因應學校就業導向規

劃進行修正，「以培育術德兼備、產業最愛人才」為教育目標。學院則以「培育電資專業

技術、養成敬業樂群態度、實踐服務人群精神之電資產業科技人才」為教育目標，並訂定

「應用電資專業知識技術的能力」；「能發掘、分析及創新、整合電資專業技術來處理問

題之能力」；「能有效溝通與計畫管理、團隊合作之能力」；「具精益求精自我持續學習

的習慣」；「瞭解電資科技與社會之脈動，並具備國際觀」；「能認知專業倫理及社會責

任之能力」為核心能力。校、院、系教育目標緊密配合如圖 1.2-2 所示。學校願景/宗旨、

學院教育目標與學程教育目標關聯如表 1-1 

校教育目標 工程與電資學院教育目標 電機工程系教育目標

培育術德
兼備人才

培育產業
最愛人才

培育電資
專業技術

養成敬業
樂群態度

實踐服務
人群精神

培育熟練電機
專業技術能力

建立敬業樂群
與樂觀進取態度

善盡社會
公民責任

 
圖 1.2-2 電機工程系教育目標校院系配合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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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03-105學年度學校願景/宗旨、學院教育目標與學程教育目標關聯表 

學年度 學校 學院 學程 

105 本校教育目標為：「培

育術德兼備、產業最愛

人才」。 

在此目標下訂定基本素

養 HOT如下： 

1. 人文素養 

2. 職場素養 

3. 科技素養 

培育電資專業技術、養

成敬業樂群態度、實踐

服務人群精神之電資產

業科技人才 

『培育熟練電機專業技

術能力、建立敬業樂群

與樂觀進取態度、善盡

社會公民責任之電機產

業科技人才』 

104 本校教育目標為：「培

育術德兼備、產業最愛

人才」。 

在此目標下訂定基本素

養 HOT如下： 

1. 人文素養 

2. 職場素養 

3. 科技素養 

培育電資專業技術、養

成敬業樂群態度、實踐

服務人群精神之電資產

業科技人才 

『培育熟練電機專業技

術能力、建立敬業樂群

樂觀進取態度、善盡社

會公民責任之電機產業

科技人才』 

103 本校教育目標為：「培

育術德兼備、產業最愛

人才」。 

在此目標下訂定基本素

養 HOT如下： 

4. 人文素養 

5. 職場素養 

6. 科技素養 

培育電資專業技術、養

成敬業樂群態度、實踐

服務人群精神之電資產

業科技人才 

『培育熟練電機專業技

術能力、建立敬業樂群

樂觀進取態度、善盡社

會公民責任之電機產業

科技人才』 

1.2.2本系教育目標之形成過程與修訂 

本系結合本系「課程與教學工作小組」、「學生輔導與師生活動工作小組」、「圖書儀

器設備工作小組」、「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工作小組」、「研究發展工作小組」，共同進行

教育目標之制定與修定運作工作。本系曾於 100學年度改名科大訪評後，集合本系各工作小

組，召開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諮詢委員會等不同型式之會議，參與人員包含本系全系教

師、行政人員、學生代表、學生家長代表、系友代表、業界精英及社會賢達等，完成諮詢會

議設置。本系之系教育目標制定過程及系課程改革規劃與制定，系規劃參與 TAC工程及科

技教育認證歷程事紀流程等如表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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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00-105學年度學程制定/修訂教育目標流程暨歷程紀錄表 

學程制定/修訂教育目標流程 

教師教學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課程實施機制

教學品質與課程改進機制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改進機制

規劃
課程與教學

學生學習

學生成績評量
教師教學評量
學生問卷

教師提出教學品質與課
程改進建議

系務會議
諮詢會議
訂定/修訂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產業發展

校院教育目標及素養

學生背景與發展潛力

IEET TAC規範

評鑑、校友雇主調查
學生問卷

電機系
課程規劃委員會
課程諮詢委員會

院校級
課程審查委員會

 

學程制定/修訂教育目標歷程大事紀 
 

日期 討論事項 參與人員 會後決議 

100.8.16 

系務會議 

TAC認證及修訂教育

目標 

汪以仁、許新添、林英

哲、吳炳煌、陳長煌、林

明贊、周錫強、陳慶國、

王彥傑、盧沛華、林欽

忠、掌易、涂相麟、陳金

龍、高慶元、鄭輔仁、洪

宗榮、梁瑪莉 

修訂 EAC教育目標 

規劃下一期採 TAC認

證 

100.10.18 

系務會議 

本系教育目標與 TAC

核心能力之編定 

汪以仁、許新添、林英

哲、吳炳煌、陳長煌、林

明贊、周錫強、陳慶國、

王彥傑、盧沛華、林欽

忠、掌易、涂相麟、陳金

龍、高慶元、鄭輔仁、洪

宗榮、梁瑪莉 

教育目標建議修訂：

培育 

1.具電機專業能力 

2.具敬業進取態度 

3.具服務社會精神 

之電機工程專業科技

人才 

101.01.03 

諮詢會議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與課程諮詢 

陳德發、許佳興、張秝

傑、周意順、黃文楠、簡

捷、汪以仁、陳長煌、周

錫強、林明贊、張又方、

張懷元 

 

教育目標建議修訂： 

「培育熟練電機專業

技術能力、建立敬業

樂群樂觀進取態度、

善盡社會公民責任之

電機產業科技人才」 

101.07.17 

諮詢會議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與課程諮詢 

張秝傑、周意順、黃文

楠、簡捷、陳德發、許佳

興、汪以仁、陳長煌、周

錫強、林明贊、張又方、

張懷元 

建議增加能力、態

度、責任等主題以例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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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討論事項 參與人員 會後決議 

101.08.29 

系務會議 

教育目標之核定: 

培育熟練電機專業技

術能力、建立敬業樂

群樂觀進取態度、善

盡社會公民責任之電

機產業科技人才 

汪以仁、許新添、陳平

和、吳炳煌、陳長煌、林

明贊、周錫強、王彥傑、

涂相麟、陳金龍、鄭輔仁 

通過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 

102.5.6 

系務會議 
電機系核心能力 

汪以仁、許新添、陳平

和、陳長煌、林明贊、周

錫強、王彥傑、涂相麟、 

通過 7項核心能力 

103.06.25 

系務會議 

TAC委員建議事項及

改進建議 

汪以仁、許新添、陳平

和、吳炳煌、陳長煌、林

明贊、周錫強、王彥傑、

涂相麟、陳金龍、鄭輔仁 

修正後通過 

104.10.28  

系務會議 
電機系未來發展方向 

汪以仁、吳炳煌、陳長

煌、周錫強、王彥傑、涂

相麟、陳金龍、鄭輔仁、

白凱仁 

配合實務增能修訂本

系發展方向，發展方

向需與簽訂 MOU之廠

商相結合。 

105.02.17 

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科技大學

綜合評鑑評鑑委員建

議檢討修正，擬將

「電腦科技應用組」

更名為「量測與控制

組」 

汪以仁、吳炳煌、陳長

煌、周錫強、王彥傑、涂

相麟、陳金龍、鄭輔仁、

白凱仁 

通過，依量測與控制

領域需求，修訂領域

課程。 

106.4.7 

系務會議 

修訂教育目標之部份

文字用詞 

劉兆祥、塗世傑、蘇文

志、王孝文、邱啟亨、陳

長煌、周錫強、王彥傑、

洪祥益、韓凱宇 

通過，使大學部教育

目標之內容更為通順

明確 

註：原則上須列舉所有制定/修訂教育目標流程之記錄，並請以摘要方式呈現於表格中。 

1.3課程設計與系教育目標之關連性 

東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課程設計依照本校系本位課程設計規範，以學生就業能力為主

進行建構。對學生就業領域進行職務別工作進行功能分析，擬定本系之學生核心能力目標

後，依據學生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經協同教學教師群分析學生學習能力，持續改

進銜接課程之搭配、教材之使用及教學方法之搭配，建立各課程之教學規範，並逐年自我審

視修訂。 

為落實系教育目標，本系以「綠色電能」及「量測與控制」兩大專業領域；並依此兩項

特色領域確立本系之中長程教學與研究之發展目標，並制定課程改革及規劃新課程，使能吻

合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關聯表如表 1.1-1所示。 

1.3.1學程課程規劃 

為達成系教育目標，電機工程系經由課程與教學組規劃出適當的必、選修課程，以培

養學生在大學四年內應具備的知識和專業訓練。本系 1~2 年級課程以培養基礎能力為主，

3~4 年級則分「綠色電能」及「量測與控制」專業領域發展為主。詳細的課程規劃與設計請

參閱認證規範 4。 

本系規劃課程來培育學生核心能力，以使學生畢業滿三年後能達成本系教育目標。教

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關聯表如表 1.1-1所示。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之關聯如表 1.3-1。課程設

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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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培育核心能力1： 熟用電機專業實務所需之知識、技術、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規劃電路學、電子學、電力電子學、嵌入式系統、電子學實習等課程，培養學生具備電

機所需之知識、技術、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1.3.1.2. 培育核心能力 2：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析、解釋與應用實驗於改善電

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規劃電機機械實習、自動量測實習、工業配電實習、電機專業實習、專業實務實習、專

業證照輔導實習等課程，加強實驗課程，培育學生執行、分析、解釋與應用實驗於改善電機

實務技術的能力。 

1.3.1.3. 培育核心能力 3：運用創意於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規劃微處理機原理與實習、電子電路設計、可程式控制器應用、實務專題、專業證照輔

導實習等課程，使學生具備專業設計實作及系統整合之能力。 

1.3.1.4. 培育核心能力 4：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規劃實務專題、機器人控制實習、太陽光電能發電系統實習等課程，利用分組教學來使

學生具備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1.3.1.5. 培育核心能力 5：確認、分析及解決電機技術問題的能力。 

規劃數位電路與實習、實務專題、校外實習、電力電子學實習、機器人控制實習等課

程，利用分組問題解決方式教學來使學生具備解決電機技術問題的能力。 

1.3.1.6. 培育核心能力 6：認識時事議題，瞭解電機實務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

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規劃計算機概論、智慧型機器人概論、再生能源概論、實務專題等課程，利用資料蒐

集、電機應用技術教學來使學生瞭解電機實務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

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1.3.1.7. 培育核心能力 7：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規劃服務教育、大學入門、實務專題、校外實習、通識課程等課程，利用服務學習、案

例討論、實務實習工作來使學生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表 1.3-1   課程設計與核心能力的對應關係表 

項    目 內                               容  對應的課程屬性 對應課程 

核心能力 1 
熟用電機專業實務所需之知識、

技術、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1.基礎電機理論課程 

2.電機應用技術課程 

3.基礎實驗課程 

電路學、電子學、電

力電子學、嵌入式系

統、電子學實習 

核心能力 2 

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

行、分析、解釋與應用實驗於改

善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1.基礎實驗課程 

2.應用實驗課程 

3.實務操作課程 

電機機械實習、自動

量測實習、工業配電

實習、電機專業實務

實習、校外實習 

核心能力 3 
運用創意於電機實務技術的能

力。 

訓練電機專業設計能

力之相關課程 

微處理機原理與實

習、電子電路設計、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實務專題 

核心能力 4 
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

的能力。 

1.計畫規劃課程 

2.分組實驗課程 

3.專題發表課程 

實務專題、機器人控

制實習、太陽光電能

發電系統實習 

核心能力 5 
確認、分析及解決電機技術問題

的能力。 

1.基礎實驗課程 

2.應用實驗課程 

3.實務工作課程 

數位電路與實習、實

務專題、專業實務實

習、電力電子學實

習、機器人控制實習 

核心能力 6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電機實務技 1. 電腦資訊課程 計算機概論、智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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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對應的課程屬性 對應課程 

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2. 電機應用技術課程 

3.資料蒐集課程 

機器人概論、再生能

源概論、實務專題 

核心能力 7 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1.服務性質課程 

2.人文倫理課程 

3.實務工作課程 

服務教育、大學入

門、實務專題、校外

實習 

       (詳細內容請參看必修課程綱要表) 

1.3.2 課程設計之教學整合 

為了落實讓本系課程的實施達成教育目標，培養學生必備的核心能力，搭配課程之教學

整合至為重要。本系教學活動因應教育目標進行以下重要之設計： 

1.3.2.1 專題成果聯合展示 

本系專題課程規劃期中與期末作品之課程聯合簡報與展示，促使學生完成專業作品並公

開展示外，並促進學生與教師教學之觀摩與交流。 

1.3.2.2 業師教學設計 

因應產業快速變化，專業課程與教學需要隨時因應外界的變化進行調整與時俱進。本系

發展課程活化的方式採用業師協同教學設計，藉由外界的教師或知識元素來促進課程的發

展，活化課程，帶給學生更多的思考，培養產業所需技能。 

1.3.2.3 實務實習 

實作能力的提升是本校、院、系共同的教學目標，亦是技職教育重要的使命。本系規劃

業界實務實習(校外實習)措施並納入課程。 

1.3.2.4 畢業門檻設計 

本系畢業門檻經 100 學年度初設時僅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外，101 學年度入學學生則須有

1131 規定，包含 1 張畢業證書；1 門以上跨領域課程俢習；3 張證照(語言類、資訊類、專業

類)，1個服務學習證書。藉由畢業門檻的設計，促進學生培養完整的就業職能。 

1.3.2.5 證照輔導 

本系設有專業證照採計項目，並分級臚列且依學校規定進行證照獎勵，培養學生能藉由

證照的第三者認證，提升自信心並增加就業市場競爭能力。 

 

1.4評量方法與核心能力之達成 

本系藉由核心能力之養成以使本系學生於畢業三年後可達成本系教育育目標。本系教育

目標持續改進流程如表 1.2 所示，其中採取之評估方式如表 1-3 所示。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

問卷如表 1.4-1。畢業滿三年校友及雇主教育目標達成與核心能力成效調查問卷如表 1.4-2 與

表 1.4-3 所示。本系將針對畢業滿三年校友及其雇主進行教育目標達成成效問卷調查。 

表 1-3   101-102學年度學程評估教育目標達成之方式 

評估方式內容 

學程教育目標 
受訪者身分 評估方式 頻率/時間點 

101 

｜ 

102 

教育目標： 

1.培育熟練電機專業技術能力 

2.建立敬業樂群與樂觀進取態度 

3.善盡社會公民責任之電機產業科技人才 

雇主、教師、

畢業校友 問卷 

每年/5月 

畢業三年校

友、雇主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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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式內容 

學程教育目標 
受訪者身分 評估方式 頻率/時間點 

核心能力： 

1. 熟用電機專業實務所需之知識、技術、

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2. 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

析、解釋與應用實驗於改善電機實務技

術的能力。  

3. 運用創意於電機實務技術的能力。 

4. 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

力。  

5. 確認、分析及解決電機技術問題的能

力。  

6.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電機實務技術對環

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

習的習慣與能力。  

7. 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實習雇主、教

師、畢業學

生、在校生 

問卷、課程

教學評量、

專題聯合展

示、校外競

賽表現、實

習表現、證

照取得 

問卷，專業

測驗，每年

/5月 

 

專題聯合展

示，每年/12

月 

 

校外競賽表

現、證照取

得，每年/7

月 

 

課程教學評

量、實習表

現，每學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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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100-105 學年度學程評估教育目標評估方式及結果，採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校友教育

目標達成調查及雇主教育目標達成調查等三項問卷結果分析，分別如表 1-3-1至 1-3-3所示 

表 1-3-1   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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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校友教育目標達成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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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雇主教育目標達成調查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