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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9：持續改善成效 

請說明受認證學程滿足認證規範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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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須持續確保學生在

畢業時具備核心能

力。 

1) 學程定期評量學生核心能

力。 

2) 學程具備定期檢討評量方

式的機制。 

3) 學程定期檢討機制可確保

畢業生核心能力的養成。 

檢討學生核心能力養成的

相關工作/會議紀錄。 

9.2 課程與教學須持續

符合產業需求，及

培養學生實務技術

能力。 

1) 學程透過定期召開諮詢委

員會及其他方式，檢討課

程與教學是否符合產業需

求及培養學生實務技術能

力。 

2) 學程定期檢討機制可確保

課程與教學能持續符合產

業需求及培養學生實務技

術能力。 

檢討課程規劃的相關工作

/會議紀錄。 

9.3 其他持續改善之機

制與成果。 

學程在其他規範的重要檢討及

改善工作及成效。 

學程在其他規範的重要檢

討及改善的相關紀錄及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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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須持續確保學生在畢業時具備核心能力。 

為持續確保學生在畢業時具備核心能力，本系廣泛收集學生意見調查、學習成效評量、

畢業生問卷調查與校友雇主問卷調查等資訊，進行各種會議的討論以及改善措施(請參閱佐

證資料 9-1)。而於學期中，學期末學生透過評量問卷及 moodle 數位教學上的問卷，教師針

對學生給予意見隨時修正教學內容，在某些科目上並藉由業師教學，讓學生學以致用，以持

續確保學生在畢業時具備核心能力。本系核心能力的 PDCA改善機制如圖 9-1所示，修訂核

心能力的歷程如表 9-2所示。 

 
圖 9-1核心能力改善機制 

 

本系透過以下PDCA機制定期評量學生核心能力： 

1.PLAN制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設計)。 

•專家諮詢委員會 

•課程委員會 

•系務會議 

2.DO課程規劃、討論與執行(進行教學活動)。 

•課程委員會 

•系務會議 

3.CHECK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成效評量(教學成效評量)。 

•教學成效與評量 

•問卷評量 

•畢業生問卷調查 

•專題或實作報告 

•學生實習成效報告 

•校內外競賽成果 

•教學評量問卷調查 

4.ACTION 檢討並修訂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進行教學成效改善)。 

•課程委員會 

•系本位課程發展諮詢委員會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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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 PDCA改善機制中，學生參與多項會議，可提出對於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設

計，教學品質等意見，藉由會議討論回應與處理學生的建議。 

 

9.2 課程與教學須持續符合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實務技術能力。 

本系透過定期召開課程會議與專家諮詢委員會(請參閱佐證資料9-2)，檢討課程與教學是

否符合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行銷與流通實務能力，課程規劃歷程詳表9-3： 

1.檢視課程能否涵蓋所有核心能力 

(1)經由個別課程設計，檢視課程內含涵，建立個別課程與核能力的關聯表。 

(2)檢核流程。 

 
                                                授課教師                           課程委員                      本位課程諮詢委員 

 

(3)核心能力評量需多元進行。 

2.課程核心能力達成指標分析。 

3.學生核心能力之評量與結果可藉由每種核心能力之相關課程之考核成績、專題報告、平

常成績、作業或書面報告等呈現出來。 

本系定期檢討機制可確保課程與教學能持續符合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行銷與流通實務能

力： 

1.考量產業需求及強化行銷與流通實務應用能力 

(1)嚴謹的課程規劃 

①新增開課經課程委員會評核，再提請專家諮詢委員會追認，並於系務會議通過。 

②專家諮詢委員會包含業界代表、學界代表、校友與在校生代表。 

(2)強化專家諮詢委員會會功能，推動系所課程之持續改進 

①組成為系主任、本系專業教師、業界人士、學者專家數名、校友與在校生代表各1-

2名。 

②根據學生學習評量回饋得由課程委員會調整任課教師之機制。 

(3)為符合產業需求之課程，本學系在課程與產業需求之變遷規劃方向 

①開設與改進相關核心課程：強化學生專業實務之經驗與能力。 

②開設與改進校外實習：結合課堂理論與社會實務。 

③開設與改進實務專題：培養獨立思考與執行企劃專案之實務能力。 

2.爭取外部資源，注重產學合作，開設行政院勞動部補助之就業學程及教育部補助之產業

學院學程與實務增能計畫，得以延聘專精業者及技術人才來系授課及學生赴業界實習。 

3.課程規劃及教學與產業的配合，執行情形與成效： 

(1)課程邀請業界專家來講授產業現況及趨勢。 

(2)透過專家諮詢委員會，請產業界專家提供課程規劃之建議，以使得課程之規劃能符合

產業之發展。 

(3)授課時納入產學合作案例作為上課之題材。 

(4)結合產學計畫，學生可於暑期進入業界實習。 

(5)雇主及應屆畢業生之問卷調查或訪談，課程規劃及教學與產業的配合有明顯提升。 

 

9.3 其他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果。 

本系持續改善之機制，乃以校教育目標和院教育目標之原則下，分別透過外在機制與

內部機制之相互制衡下來運作而制定系教育目標、特色發展願景與核心能力。外部機制是以

透過畢業校友之工作調查與其自我評鑑之資料，針對產業分析和市場評估，考量本系教師專

長、學生背景、家長及畢業校友期望與專家諮詢來做一持續改善。內部機制則依據產業分析



第 97頁 

和市場評估結合教學在課程規劃下透過學生學習、學生評量來達成學生基礎課程素養與專業

核心能力之養成(如圖9-2)。因此本系在其他持續改善規範的重要檢討及改善工作及成效如下

所示(請參閱佐證資料9-3)： 

1.師資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果: 

為配合本系發展目標，結合本系專長教師，契合本系發展目標。本系部份教師也透

過產學合作，將研發成果提供企業界，以提昇產業競爭力，教師同時也可以擴展其教學

內容、方法與資源。此外，為求持續進步及精進專業知識與技能，本系教師也積極參與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研習會，鼓勵教師自我成長，104學年度全系7位教師進修行銷研究

碩士學分班。104及105學年度全系7位教師參加系舉辦之三場行銷領域專業研習，每位教

師均考取三張行銷專業證照。由系內開設研習課程提升本系教師自我成長，滿足專業領

域所需的技能。 

2.設備及空間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果: 

為了讓學生能夠有良好的學習成效，本系依據現今行銷與流通技術發展趨勢以及教

學課程規劃設置相關實習操作場所空間，同時設置課程與教學組以及專家諮詢委員會，

持續改進檢討實作實習課程，以期達成本系對於學生實務實作要求之目標。104學年度起

增設創意行銷實習室，提供學生將創意商品化的實作場域。 

3.學生就業力改善之機制與成果: 

(1)獲得勞動部與教育部三個提升學生就業力的專案計劃。 

(2)增加學生專業實務實習合作廠商的業種，目前本系已與24家企業簽訂合作意向書，未

來學生就業出路廣。 

(3)課程、證照與實習一條鞭，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校教育目標、院教育目標

系教育目
標、特色發
展與願景

建構達成系
教育目標、
基礎課程素
養與專業核
心能力

達成系教育目
標課程規劃

畢業系友工
作調查/自我

評鑑

產業分析/市
場評估

教師專長

學生背景

家長及畢業
校友期望

專家諮詢

建構課程與核
心能力之關聯

外
部
機
制

內
部
機
制

學生
學習

學生
評量

教師教學

 
圖9-2 持續改善的運作機制 

 

表 9-1 學程針對前一週期認證團所提建議改進事項之改善成效 

受認證學年度 建議改進事項 改善成效 

第一次申請認證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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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101-105學年度學程修訂學生核心能力流程暨歷程紀錄表 

學程修訂學生核心能力流程 

 

學程修訂學生核心能力歷程大事紀 

日期 討論事項 參與人員 會後決議 

102.03.14 
討論訂定學生基本能力

(素養)及核心能力案。 
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 

請張仁輝老師先搜集其他學校相

關指標，下次會議再討論。 

102.09.0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核心

能力案 
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 

核心能力一：反思與精進能力 

核心能力二：人文與在地關懷能力 

核心能力三：解決問題與承擔責任能

力 

核心能力四：行銷企劃能力 

核心能力五：流通管理能力 

核心能力六：工作態度與服務能力 

核心能力七：創新與創業能力 

核心能力八：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 

核心能力九：全球運籌與科技整合能

力 

106.3.29 

專家諮詢委員會諮詢委

員會議，探討學程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與業界

所需專長的關聯性 

系主任、本系專任教

師、業界、學界及學

生代表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符合業界職

能所需 

註：原則上須列舉所有修訂核心能力流程之記錄，並請以摘要方式呈現於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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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105學年度學程檢討課程規劃流程暨歷程紀錄表 

學程檢討課程規劃流程 

 

 

 

 

日期 討論事項 參與人員 會後決議 

105.10.06 
本系應修學分表，理論+證

照 X+1累積式學分課程案 
課程委員會成員 

照案通過，修訂 102~105

應修學分表說明欄位，並

提交系務會議討論。 

105.11.30 

專家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議，討論 105學年度應

修學分表與課程地圖 

系主任、本系專任教

師、業界、學界及學

生代表 

修訂 105 學年度應修學分

表與課程地圖 

106.1.6 
104學年度應修學分表修

訂 
課程委員會成員 

照案通過，修訂 104 學年

度入學應修學分表修

訂，並提交系務會議討

論。 

106.2.15 
105、106學年度應修學

分表修訂 
課程委員會成員 

照案通過，105、106 學年

度應修學分表修訂，並提

交系務會議討論。 

106.3.29 

專家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議，探討學程教育目標

與業界所需專長的關聯性

以及 105、106學年度應修

學分表與課程地圖 

系主任、本系專任教

師、業界、學界及學

生代表 

1.教育目標符合業界職能

所需 

2.修訂 105、106 學年度應

修學分表與課程地圖 

註：原則上須列舉所有檢討與修訂課程之記錄，並請以摘要方式呈現於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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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105學年度其他項目的定期檢討及改善 

（其他項目）的定期檢討流程 

校教育目標、院教育目標

系教育目
標、特色發
展與願景

建構達成系
教育目標、
基礎課程素
養與專業核
心能力

達成系教育目
標課程規劃

畢業系友工
作調查/自我

評鑑

產業分析/市
場評估

教師專長

學生背景

家長及畢業
校友期望

專家諮詢

建構課程與核
心能力之關聯

外
部
機
制

內
部
機
制

學生
學習

學生
評量

教師教學

 

（其他項目）的定期檢討歷程大事紀 

日期 討論事項 參與人員 會後決議 

105.8.30 

1.北科大進修研習案 

2.暑期舉辦大數據分析、

社群口碑與行銷決策研習 

系主任、本系專任教師 

1.規劃以專題研習方式

加強教師行銷專長與實

務能力，強化老師在實

務教學方面成效。 

2.本系於 105 年暑期舉

辦大數據分析社群口碑

與行銷決策研習並取得

相關證照 

105.11.30 

專家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議，討論 105學年度應

修學分表與課程地圖 

系主任、本系專任教師、

業界、學界及學生代表 

修訂 105學年度應修學

分表與課程地圖 

106.3.29 

專家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議，探討學程教育目標

與業界所需專長的關聯性

以及 105、106學年度應

修學分表與課程地圖 

系主任、本系專任教師、

業界、學界及學生代表 

1.教育目標符合業界職

能所需 

2.修訂 105、106學年度

應修學分表與課程地圖 

註：僅需呈現變動較大之調整及未來可能調整方向的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