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智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次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3 月 25 日~27 日 

會議方式：電子會議 

主    席：吳志揚校長（召集人） 

委    員：王立文委員、吳重雨委員、許士軍委員、徐爵民委員、陳文華委員、 

     陳正宏委員、單驥委員、鄭丁旺委員、鄭澄宇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請    假：王國明委員 

記    錄：秘書室宋廣玲 

紀錄內容： 

壹、 討論提案 

一、 元智大學本週期系所評鑑「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審議案 

說   明： 

1.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一點之規範，「教學單位評鑑之外

部評鑑委員應由校外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 專業領域之業界代表 3~7 人

組成，由受評單位、所屬學院、教務長及副校長提供建議名單，經校級自評執行

委員會、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聘任之，召集人由委員互推擔任」。 

2. 各受評單位之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已通過系級、院級/部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

通過，包含：資訊學院系所/學程、人文社會學院系所/學程、通識教學部，名單請

參見后頁會議資料（P.1~3）。 

3. 本案依程序經林副校長、曾教務長同意推薦，並經「107-4 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

初核通過，提請本委員會議審議。 

4. 元智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107-4 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紀錄」另以附件

檔案傳送。 

           委員回覆意見彙整： 

  委員 回覆意見 

委員 1 本人同意推薦名單 

委員 2 請假，出國無法參加會議。 

委員 3 同意「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 

委員 4  確認會議文件，對內容無意見。 

委員 5 同意 

委員 6 本人同意所提相關名單 



  委員 回覆意見 

委員 7 

1. 敬表同意 

2. 建議日後若有近期修訂通過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請標示

修訂內容以便參考 

委員 8 

有關外評之實際訪評，此一部分，學校已有很完整的辦法及機

制，依此進行應無問題的。而在外評的人選部分，我看過名單，

有許多人因是不同領域，所以並不認得，而其中我所認得的，

都是合格、合適人選。有關此一部分，我對於不認得的各領域

的專家，並無評斷能力，所以，無法表示意見，此一部分，若

學校不放心，應請專家再看看。 

委員 9 人選慎適當，本人同意通過。 

委員 10 本人同意所提本週期系所評鑑-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 

           決   議：通過「本週期系所評鑑-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 

貳、 臨時動議：無 

參、 散    會：108 年 3 月 27 日 

 

 

 

 

 

 

 

 

 

 

 

 

 

 

 



107-108系所評鑑 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資訊學院系所/學程） 

107-2資訊工程學系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4 資訊管理學系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1 資訊傳播學系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2 生物與醫學資訊碩士學位學程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2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1 資訊學院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4 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2 自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聘任單位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備註 

資訊工程學系 

王行健 
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兼電機資訊

學院副院長 
 

柳金章 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賈叢林 銘傳大學資訊傳播系/教授  

鄭憲宗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蕭勝夫 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古政元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教授  

呂執中 
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

所教授 
 

翁頌舜 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教授  

陳彥良 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  

蔡瑞煌 政治大學資管系教授  

黃宇翔 
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

所特聘教授 
備用名單 

劉敦仁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教授 備用名單 

資訊傳播學系 

韓豐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教授  

蕭惠君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蔡英德 
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教授兼資訊學院

院長 
 

王曉璿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教授兼

理學院院長 
 

顧靜恆 TWNIC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經理  

陳恭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 科技組備 1 

梁桂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教授 設計組備 1 

生物與醫學資訊 

碩士學位學程 

楊進木 交通大學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所/教授  

吳曉光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周承復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資訊學院 

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周文光 靜宜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黃士銘 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兼研發長  

連振昌 
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兼資訊電機學院院

長 
 



107-108系所評鑑 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人社院系所/學程） 

107-4 應用外語學系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2中國語文學系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1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1藝術與設計學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2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1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博士學位學程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1 人文社會學院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4 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2 自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聘任單位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備注 

應用外語學系 

梁耀南 

現任中華民國英語教學學會會長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退休教授 

前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賴振南 
輔大外語學院院長 

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邱若山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林至誠 國立臺灣台師大英語系教授 

中國語文學系 

王國良 
台北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 

前台北大學文學院院長 

 

楊自平 
中央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中文系教授、前中文系系主任 

須文蔚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暨數位文化中心主任 

前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任 

李癸雲 清華大學台文所教授兼所長 

楊小濱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李宗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張維安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郭昱瑩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魏希聖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藝術與設計學系 

龔書章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王為河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羅時瑋 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教授 

賴香伶 

獨立策展人 

台北市立美術館營運與典藏諮詢委員與高雄市

立美術館典藏委員 

人文社會學院 

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賴秋月 國立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葉修文 國立交通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教授 

吳曉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博

士學位學程 

高震峰 台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  

沈中元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兼桃園及高雄中心主任 

周錦宏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兼

客家學院院長 

黃朝盟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公共

事務學院院長 



107-108 系所評鑑 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通識教學部） 

107-2 通識教學部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4 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07-2 自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聘任單位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備註 

通識教學部 

鍾國允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楊倍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劉柏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