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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8：領域認證規範 

建議改進處：無。 
 
持續改進成效及佐證資料： 

（請逐一說明受認證學程改善各項建議改進處之持續改進機制與措施，並提出實際執行之

佐證資料與成效分析，可透過相關圖表輔助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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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名稱】 

認證規範 9：研究所認證之基本要求 

9.0  須具有適當的入學評量方式。 

建議改進處： 
1. 甲組入學考試有 8 題選 4 題之命題方式，是否有失公平宜再檢討。 

持續改進成效及佐證資料： 

（請逐一說明研究所改善各項建議改進處之持續改進機制與措施，並提出實際執行之佐證

資料與成效分析，可透過相關圖表輔助說明） 

 
建議改進 1.『甲組入學考試有 8 題選 4 題之命題方式，是否有失公平宜再檢討。』 

說明：1.本系碩士班招生名額，目前為甲組 12 人，乙組 14 人。其中考試分發方面之名額，

甲組 6 人，乙組 7 人。由於錄取人數不多不宜分組招生，為兼顧公平性，且需考量

學生報考意願。本系也為考試入學方式，召開多次會議討論。各組考試科目經過多

次更動，詳細更動說明如下表所示：(相關會議資料詳如附件 4) 

學年度 考試科目/方式 說明 會議/日期 

96-98 1.工程數學(含常微分方程、拉氏變

換、傅氏變換、線性代數) 

2.力學(含熱力、流力、動力、材力/ 

每科目 3 題共 12 題，任選 5 題作答) 

考量一般機械類熱流

組及固力組考試科目 
95 學年度第 2 學

期第 3 次系務會

議 /96.03.28 

99-100 1.工程數學(含常微分方程、拉氏變

換、傅氏變換、線性代數) 

2.專業科目(含熱力、流力、動力、材

力、民航概論/每科目 3 題共 15 題，任選

5 題作答) 

除考量一般機械類熱

流組及固力組考試科

目外，再加入民航概

論，吸引航空相關系

科學生報考意願 

98 學年度第 2 學

期第 2 次系所務

會議 /  99.03.09 

101-102 1.工程數學(含常微分方程、拉氏轉

換、向量、矩陣) 

2.熱力、材力/每科目四題共 8 題，任選四

題作答 

減少考試準備科目，

增加學生報考意願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所

務 會 議 /101. 
02.23 

103 書面審查及面試 取消考試招生之筆試

科目，改以書面審查

及面試進行 

101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1 次招生委

員會議/ 102.09.25 

綜合上述，本系自 96 學年度成立研究所迄今，對於考試招生部分之考試科目已經過 4 次修

正，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兼顧 公平合理及可行的方式，招收到適合志趣與學習領域相符之學

生；同時避免增加考生之負擔，影響報考意願。  

101 學年度起，考量熱流及固力組同學權益及公平，減少考試準備科目，增加學生報考

意願。將考試科目簡化至兩科，各挑選兩組之基本科目。因此將『甲組入學考試有 8 題選 4 
題之命題方式』已是本系老師共同討論後認定當階段能達到公平的命題方式。且本系在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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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都會請命題老師題目難益程度要合理分配，系主任在篩選題目時也會考量兩科目的難易

度。 

本系針對碩士班入學考試方式達到公平性與合理性相當重視，有鑒於上次週期訪評委員意

見，本系在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招生委員會議/ 102.09.25也參考他校相關系所考試方式並

作成決議，自103學年度起將不再舉行筆試，而採用書面審查及面試方式進行，更可避免有

失公平的疑慮。下表為本校105 學年度碩博士班考試招生簡章中，飛機工程系航空與電子科

技碩士班的擷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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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符合規範 1 教育目標之要求。 

建議改進處： 
1. 課程設計與教育目標的關聯性宜再加強。 

 
持續改進成效及佐證資料： 

（請逐一說明研究所改善各項建議改進處之持續改進機制與措施，並提出實際執行之佐證

資料與成效分析，可透過相關圖表輔助說明） 

 
建議改進 1.『課程設計與教育目標的關聯性宜再加強。』 

說明： 

1. 本系碩士班課程設計與教育目標的關聯性，是先建立各學年度開設課程內涵建立課程與

學生核心能力關聯性統計圖，再依據『AC 2010 認證規範 9.3 與飛機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

士班核心能力對照表』，及『飛機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教育目標與 AC 2010 認證規

範 9.3 關聯性』兩表，轉換為本系碩士班開設課程與教育目標之關聯性。 
2. 由 101 學年度開設課程內涵分析結果，與教育目標相關之課程大綱項目（僅取中、高關聯

性課程內涵作統計，低關聯性課程內涵不計），占總課程大綱比例依次為： 
─ 教育目標一：740/883； 
─ 教育目標二：562/883； 
─ 教育目標三：171/883； 
─ 教育目標四：146/883； 
─ 教育目標五：51/883 

3. 由分析結果發現，課程內涵著重於教育目標一、二，對教育目標三、四的規劃尚可，對

教育目標五的課程涵蓋度較低。教育目標三至五的內容分別為： 
─ 教育目標 3：具備專業領域管理規劃與實務能力。 
─ 教育目標 4：具備獨立思考、持續學習與團隊合作的精神。 
─ 教育目標 5：具備國際觀與尊重專業倫理的人格特質。 

4. 針對教育目標一、二： 
碩士班課程規畫主要在於專業能力的精進，因此本系課程對前二項教育目標涵蓋度及關

聯性應已足夠。 
5. 針對教育目標三、四： 

本項教育目標是偏重在建立研究生專業實務領域的管理規劃、獨立思考、與團隊合作的

能力，除透過修習課程外，本系規劃以下列方式培養：： 
─ 增開產業研發實習課程：102 學年度增開增開產業研發實習(一)、(二)，碩士生在指導

教授同意下，可以參加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校外產業實習，並可抵免專題研討課程。學

生透過校外實習可以學習管理規劃與實務能力及團隊合作的精神。 
─ 碩士生與指導教授間之互動與學習：每位老師每年平均指導兩位學生(碩一及碩二生

各一位)，碩士生可以接受指導教授親自指導，在研究專業及態度上可獲得更好的訓

練與陶冶。 
─ 碩士論文完成與論文口試：加強學生整合式訓練，包括問題探索、資料收集、計畫執

行與管理、報告撰寫及成果發表之能力。 
─ 碩士生參與產學及研究計畫：本系老師平均每年執行產學及研發計畫約 20 件，其中

有些計畫由多位老師共同參與。學生大都擔任計畫助理，透過計畫執行可以學習整合

式訓練，包括問題探索、資料收集、計畫執行與管理、報告撰寫及成果發表之能力。 
─ 碩士生參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本系碩士生平均每年參加一場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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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每年都有學生參加在國內外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 碩士生參與國內外競賽及發明展：本系 101-104 年度競賽獲獎達 52 件，其中國外發

明展及競賽多數由教師帶領碩士生參加。 
─ 舉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本系於 104 年 12 月舉辦「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第 57 屆年

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5 科技部航太學門成果報告研討會」，本系要求全體碩士班學生

參與並擔任會場協助工作。學生透過此研討會除能感受學術研究氛圍外，也能參與學

術發表，並學習團隊合作的精神。 

 
 

6. 針對教育目標五：  
本項教育目標是偏重在研究生國際觀與工作倫理的建立，這些目標本來不易單獨透過修

習 8 門課程來實現。除透過修習課程外，本系規劃以下列方式培養： 
─ 透過開設之實務性課程，如「民航法規」、「航空公司管理實務」、「飛機維護計劃

管理」，使研究生在觀念上能與國際接軌，並灌輸守法務實的工作倫理。 
─ 透過碩士生與指導教授間之互動與學習與論文寫作，培養研究生正確的學術倫理。 
─ 碩士生參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本系碩士生平均每年參加一場學術研討

會，每年都有學生參加在國內外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可增進學生國際觀。 
─ 碩士生參與國內外競賽及發明展：本系 101-104 年度競賽獲獎達 52 件，其中國外發

明展及競賽多數由教師帶領碩士生參加，可增進國際觀。下表為近三年本系參加國際

獲獎資料。 
學

年

度 

學期 活動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競賽項目 
獲獎名

次 
活動日期

102 上 
中華創新發明

學會 

2013 年第二十七屆日本

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日本東京創新

天才發明展 
金牌 20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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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年

度 

學期 活動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競賽項目 
獲獎名

次 
活動日期

102 下 
瑞士日內瓦國

際發明展 

第 42 屆瑞士日內瓦國

際發明展 

國際漫遊導航

系統 
第 2名 2014/3/22

103 上 台灣發明協會 
2014 年韓國首爾國際發

明展 

旅遊團隊安全

管理系統 
銀牌 2014/11/28

103 上 
中華創新發明

學會 

2014 香港創新科技國際

發明展 

互動式多旋翼

飛行藝術廣告

燈 

金牌 2014/12/4

103 上 經濟部 
2014 年台北國際發明

暨技術交易展 

燈具色溫度調

整裝置與方法 
2 2014/9/18

103 下 
中華創新發明

學會 

2015 第二十九屆東京天

才發明展 
國際發明展 金牌 2015/6/3

104 上 經濟部主辦 
台北國際發明展暨技術

交易展 
國際性發明展 第 1名 2015/10/1

104 下 
台灣發明商品

促進協會 

2016 馬來西亞 ITEX 發

明展 

具導航功能之

手電筒 
金牌 

2016/5/12-

5/14 

 
─ 增開產業研發實習(一)、(二)：碩士生在指導教授同意下，可以參加與研究主題相關

之校外產業實習，並學習職場之工作倫理概念。 
─ 碩士生參與產學及研究計畫：學生透過參與計畫執行及產業互動，可以學習保密協定

及尊重智財權等工作倫理。 
─ 業師協同教學：聘請業師協同教學，每門課最多 1/3 課程由業師授課。透過業師在產

官學研的學識與經驗，除了提供學生契合產業專業知之能外，也有助於學生拓展國際

觀與著重工作倫理相關事項。 
 
 
 
下表為 103 及 104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有聘請業師擔任協同教學之課程統計資料： 

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班級 協同業師 單位 授課教師 

1 數位調變技術 碩航電一甲 游謹億 馬唯科技有限公司 吳昭明 

1 高階微處理機應用 碩航電一甲 張齊文 台灣瑞薩電子/台北市 宋朝宗 

1 專題研討(一) 碩航電一甲 林國基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鄭仁杰 

1 飛航安全 碩航電一甲 官文霖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王士嘉 

1 飛航安全 碩航電一甲 張歐權 長榮航太科技 王士嘉 

1 飛航安全 碩航電一甲 李奇峰 長榮航太科技 王士嘉 

1 飛航安全 碩航電一甲 官文霖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王士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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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飛航安全 碩航電一甲 朱世琳 長榮航太科技 王士嘉 

1 飛航安全 碩航電一甲 李奇峰 長榮航太科技 王士嘉 

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班級 協同業師 單位 授課教師 

2 無線感測系統與應用 碩航電一甲 游謹億 馬唯科技有限公司 宋朝宗 

2 虛擬儀控 碩航電一甲 游謹億 馬唯科技有限公司 吳昭明 

2 
交流感應馬達向量控制

伺服驅動 
碩航電一甲 江炫樟 國立聯合大學 陳裕愷 

2 甲專題研討(二) (四) 碩航電一甲 吳庭瑞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鄭仁杰 

2 甲專題研討(二) (四) 碩航電一甲 莊正楠 
Mercer Univers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宋朝宗 

2 國際民航法規 碩航電一甲 郭兆書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林中彥 

2 飛行控制 碩航電一甲 潘政輝 安傑優科技 林煥榮 

2 專題研討(二) 碩航電一甲 張成榮 田屋烏科技 林煥榮 

2 國際民航法規 碩航電一甲 郭兆書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林中彥 

2 電能轉換電路分析 碩航電一甲 林巧彣 芯源系統 陳裕愷 

 
綜合以上說明，本系開設之課程設計與前二項教育目標有關專業能力培養之關聯性應屬

強聯結，後三項教育目標可透過上述方式實現。整體而言，本系透過課程設計及教學手

段加強教育目標關聯性。 
 

 

101 學年度開設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力指標關聯性統計圖 

(詳參 102 學年度自評報告書第 229 頁) 

 

表 2-1-15 AC 2010 認證規範 9.3 與飛機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核心能力 



 

 140

AC 2010 認證規範 9.3 本系碩士班核心能力 

9.3.1 特定領域之專業知識。 

9.3.2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9.3.3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9.3.4 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9.3.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9.3.6 良好的國際觀。 

9.3.7 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9.3.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1 航空與電子領域之專業知識。 

2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3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4 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6 良好的國際觀。 

7 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表 2-1-16 飛機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教育目標與 AC 2010 認證規範 9.3 關聯性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1. 具備航空與電子科技相關設計、分

析、實驗與整合之工程應用能力。 
  ◎ ◎ ◎    

2. 具備觀察產業脈動，發展符合產業

需求技術之能力。 
   ◎    ◎ 

3. 具備專業領域管理規劃與實務能

力。 
   ◎     

4. 具備獨立思考、持續學習與團隊合

作的精神。 
      ◎  

5. 具備國際觀與尊重專業倫理的人格

特質。 
      ◎  

關聯性 ● 強 ◎中  ○低 

(詳參 102 學年度自評報告書第 24-2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