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陽明大學
104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暨通識教育
自辦外部評鑑結果報告書

受評單位： 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壹、評鑑效標檢核表
※評等為「優」、「特優」請提供說明特色或優點；評等為「待改進」、「亟待改進」請務必說
明待改善處，及其對應之建議事項
※如有必要可依學、碩、博等班制分別填寫。
評鑑項目/參考效標

特優

優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1-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略以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校

√

級共同效標）
1-2 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人才需
求，訂定學生核心能力之作法與結果為何？（校級共同

√

效標）
1-3 依據核心能力進行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為
√

何？（校級共同效標）
1-4 課程地圖重點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

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實檢討並改善情形
√

為何？（第一次受評單位免備）（校級共同效標）
1-6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度為

√

何？（學院特色效標）
1-7 教育目標與校務發展重點、特色之配適性為何？（學位學
程適用）（學院特色效標）

√

1-8 設置在相關領域發展趨勢及科際整合之需求性為何？（學
位學程適用）（學院特色效標）

√

1-9 以醫病溝通課程訓練提高醫療倫理或醫病關係等軟實力，
亦是學校學生核心能力的呈現。師生對其瞭解程度及評

√

估為何？（學院特色效標）
1-10 以教育出具社會責任、人文關懷、專業素養及終身學習
之領導人為學生核心能力之培養。師生對其瞭解程度及
評估為何？（學院特色效標）

√

符合

待改進 亟待改進

評鑑項目/參考效標

特優

優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2-1 專、兼任教師之數量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學位學程
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

（校級共同效標）
2-2 專任教師之結構與流動之情形為何？（系所及在職專班
適用）（校級共同效標）(不適用)
2-3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力，進行教學設計與應用
多元教學方法之情形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2-4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力，設計學習評量之情
形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2-5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
與多元學習評量方法之情形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

√

√

2-6 教師自編講義、編製數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之情形為何？（學院特色效標）

√

2-7 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行實務教學之成果為何？（在職
專班適用）（學院特色效標）

√

2-8 院（系）配合學位學程需求，提供空間與設備支援，滿
足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學位學程適
用）（學院特色效標）

√

2-9 學位學程授課教師協調課程教學內容，達成科際整合之
機制及其運作情形為何？（學位學程適用）（學院特色效

√

標）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3-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理維護機制為何？（校級共
同效標）
3-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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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共同效標）

√
√
√
√

符合

待改進 亟待改進

評鑑項目/參考效標

特優

優

3-5 系所與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活及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校級共同效標）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4-1 教師研究表現之情形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4-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
√

4-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力之表現為何？（校級共同效
標）
4-4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校級共同效
標）
4-5 碩、博士班學生之數量與品質如何？（校級共同效標）
4-6 學生論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為何？（在職專班
適用）（學院特色效標）
4-7 學生參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在職
專班適用）（學院特色效標）

√
√
√

√

4-8 碩、博士班學生之數量與品質如何？（在職專班適用）
（學院特色效標）
4-9 學生專業實務能力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為何？（在職專班
適用）（學院特色效標）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
5-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落實之情形為何？（校級共同
效標）

√

5-2 根據內部利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
效意見之分析結果，進行檢討修訂核心能力之設計、課
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以及學生輔導與

√

學習資源提供之情形為何？（校級共同效標）
5-3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學院
特色效標）

√

5-4 自行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內部利害關係
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情形為

√

何？（學院特色效標）
5-5 行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學院
特色效標）
項目六：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

符合

待改進 亟待改進

評鑑項目/參考效標

特優

優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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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受評單位免備）（校級共

√

同效標）
6-2 自我改善情形及成效定期檢核之行政作業程序為何？
（校級共同效標）

√

6-3 整體成員參與自我改善機制之情形為何？（校級共同效
標）

√

6-4 評鑑結果及自我改善成效運用情形為何？（學院特色效
標）

√

符合

待改進 亟待改進

貳、訪評意見與改善建議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段落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1.學程目前能夠吸引與我國有邦交的開發中國家學生前來就讀，具有明顯特色，成效
也非常傑出。

2. A well-conceived and executed international health program.
3.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instructors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program
with four specialization areas.
2. An excellent mentoring process and faculty engagement in instruction.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二）待改善事項條列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1. A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is helpful, but i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trans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tudy health disparities or public
health problems.
2.More emphasis on leadership and its training is essential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program.
【學士班部分】
1.
2.
【碩士班部分】
1.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components of the curriculum should be
expanded as a required component of the curriculum.
2. Use of mixed methods should be enhanced in the instruction.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三）建議事項條列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共同部分】
1. 若能讓國際學生有更多機會在課堂上與本國學生共同上課，不但可以增加這些國
際生瞭解台灣制度的特色，也減少教師授課時數。
2. 核心能力的擬定，可以進一步突顯跟其他系所的不同。

3. Consider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public health problems.
4. Develop courses that will develop leadership skills such as strategic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health interventions.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Emphasize social and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2. Enhance methodological skills or competencies.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段落式的方式描述
1. 優勢
(1) 師資優良、教學認真、專業發展、著作表現優良
(2) 重視發展中國家健康與衛生的研究。
(3) 學理與實用並兼
(4) 教學滿意度超高
2. 可努力方向
(1) 增設 Health Informatics 或公共衛生 Informatics 的課題
(2) 廣招衛生福利專家參與教學或授課。
(3) 整合學理以促進轉化建立(trans-disciplinary)綜合性的方針
(4) 擴展國際衛生而走向世界衛生之途徑。

【共同部分】
1. A strong collaborative faculty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2. A unique focus in international health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A sound curriculum program with a balanced education in core areas of public
health.
2.An excellent mentoring and advising system developed.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二）待改善事項條列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1. Consider public health informatics in the education.
2. Use public health practitioners to serve as preceptors or field supervisors.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Transform cross-disciplinary to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2. Transform the focus from an international health program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o a global health program.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三）建議事項條列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共同部分】
1. Incorporate public health or healthcare informatics into the curriculum.
2. Recruit additional new faculty with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training in public

health or population health sciences.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in employing distributive learning tools for
enhancing instructions.
2. Expand the faculty teaching pool by recruiting international experts from
other countries if the online education is developed.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段落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1. 吸引各國學生加入，具特色與口碑，並能有效融合各國學生進行課外各項
活動之積極交流互動。
2. 積極主動關懷國際生的學習現況，並提供多元課業與生活相關輔導。
3. 學生積極投入學術能力之成長提昇，對各項學習資源、教學品質、課程內
容、教師投入等感到滿意。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每年吸引許多國際學生前來申請與就讀。
2. 能以有效的系統進行教學評量與後續之回饋促進改善方案。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二）待改善事項條列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1. 建議能更具體規劃說明如何促進學生進行大型資料庫(Big Data)之分析
處理能力。
2. 強化學生各項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例如積極提供國內外各項健康議題之
交換學生管道與資源，更多元進行國際衛生交流合作。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針對有需求學生，擴展校內工讀的各項機會與資源。
2. 考量以期刊論文發表作為碩士論文撰寫格式之選擇方案之一。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三）建議事項條列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共同部分】
1. 建議有更多課程能融合國際生與本地生共同授課，增加對各國醫藥衛生
相關議題制度與衛生計劃的互動與討論，擴展學習資源。
2. 能更廣泛邀請國際學者參與專題演講或座談，不僅有已開發國家學者，亦
能多納入開發中國家學者進行公衛研究與實務經驗的分享討論。
3. 可再強化各專業領域整合型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拓展學習資源。
4. 具體將領導能力納入教育學習方案之規劃執行。
5. 能將關注焦點由國際衛生進一步拓展至全球衛生議題。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建立具體校內工讀制度以協助有需求的國際學生申請參與。
2. 考慮發展”寄宿家庭”等方案以促進國際生更能融入台灣社區。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段落式的方式描述
優勢：
該碩士學程之教師組成來自 15 個跨領域系所的優秀教師，因此整體學術研究與專業表現
非常優秀；其多位研究生的論文成果也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表現優秀並具特色。

（二）待改善事項條列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邀請之客座教授群，大多來自已開發國家，對學術相關研究幫助非常大，但相對地，對
開發中國家之公衛研究與實務經驗的分享的多樣化可再加強。

（三）建議事項條列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共同部分】
建議邀請之客座教授群，也可考量來自開發中國家之國際學者，更落實擴展師生「全球
衛生」之宏觀視野。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段落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本學程碩士班畢業生人數不少，尤其為許多邦交國培訓其未來的公衛領導
及專業菁英。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對於國際衛生有興趣的國內學生加入本學程的人數逐年增加。
2.本學程畢業校友選擇繼續升學進修的比率高。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二）待改善事項條列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無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無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三）建議事項條列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共同部分】
1.透過可行的管道定期實施校友現況調查，蒐整校友回饋意見，據以精進
課程設計及校友服務。
2. 協助成立並強化校友會功能。
3. 各邦交國校友人數若已達一定規模，可考慮於當地成立校友分會，以強
化校友與本學程之關係。
4. 鼓勵校友積極參與各式教育活動及研究計畫。
5. 可考慮聘任或組成校外企業導師群 (preceptor group)，以有系統地輔導
國際學生。
6.多舉辦些特定的活動，藉此向校友募款，同時可增強校友對本學程之認
同、回饋與向心力。
7. 可視本學程國際學生祖國之需要，協助其訓練種子師資 (Train-thetrainer)以擴大學習服務成效。
8. 強化網頁功能，以有效鏈結本學程校友與教師及在校生之關係。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項目六：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段落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1. 目前學程由四個學院共同經營，但又能充分與公衛所密切合作，讓學程可以從公
衛所的平台來改善教學與學生論文指導。

2. An active self-study approach to solve curricular and coordination problems.
3. Effective use of limited resources.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Flexible and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s a strength.
2. Overloaded faculty.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二）待改善事項條列式的方式描述
【共同部分】
1. Clarify the curricular program covering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cience for enhancing population and global health.

2. Encourage more alumni feedback in regard to the program.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Reduce faculty teaching loads through the inclusion of faculty from other
divisions or departments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三）建議事項條列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共同部分】
1.由於國合會的支持可能隨受其支持學校的增加而少，因而可能更尋求其他外部資源。
2. Cover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cience in th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3. Form research cluster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intervention studies, using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designs.
【學士班部分】
【碩士班部分】
1. Formalize coverage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 the core
curriculum.
2.Expand the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include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both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博士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参、評鑑認可結果建議
實地訪評小組對受評單位之評鑑認可結果建議為：
班制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認可結果建議
□通過
□待改善
□未通過
□√通過
□待改善
□未通過
□通過
□待改善
□未通過
□通過
□待改善
□未通過

評鑑認可結果建議為「待改善」或「未通過」之主要理由（至少三點）：
1. Faculty’s heavy teaching load
2. Resource constraints for funding scholarships
3. Potential for quality enhancement, particularly related to the Ph.D.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