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校友問卷調查校友實質回饋

意見及執行改善情形彙整表 
 

單位：職能治療學系/行為科學碩士班 

填表日期：110.7.22 

  

面向 學習 輔導 行政 其他 總計 

小計 22 0 4 6 29 



學習面向 

畢業學年度 學制 校友意見回饋 執行及改善情形 

107 大學 時間管理能力很重要，應給予學生應有之引導。 1.職治管理學、職能治療參考架構內容中有時間管理相關內

容，並讓學生練習評估自己的時間使用。實習前座談會也提

醒學生時間管理的原則與策略。 

2.導師在班會或導談時常提醒與引導同學們注意時間管理，

未來可在師生心聯繫活動增加這類的專題。 

107 大學 希望通識課能因應未來趨勢有相關的課程可以選

修，例如：AI、大數據或人機介面等。 

人機介面相關課程已安排於輔具課程、通識中心開設 AI必

修課程等來強化。 

107 大學 能夠提供實習困難個案分享的課程 1.系上在實習前皆會舉辦實習行前會議，提醒同學注意各領

域實習的問題。未來可透過師生心聯繫等活動邀請畢業系友

分享實習的經歷。 

2.已新開問題導向兒童職能治療之選修課程。 

107 大學 在課堂多提供臨床實務情境模擬 1.大三課程的動作控制及神經復健的正課暨實習從 108學年

度開始安排學生至臨床進行時作練習，並請臨床老師以

mini-CEX進行評分，實作前開課老師與臨床老師溝通及討論

mini-CEX的評分標準，以及大三下學期的臨床見習讓同學到

臨床進行實作演練，並請臨床老師以 mini-CEX進行評估並

給予立即學習成效回饋，而不只有模擬情境的練習。 

2.於 106年度起的就業能力評估實習課程中，同學在課堂練

習就業評估工具後，將其習得的知能實際應用到臨床實務

上。於學期中安排康復之家的住民到校，接受同學完整的晤

談與就業能力評估;並以個案為中心，針對其職業重建目標

訂定方向，擬定長期與短期目標。並於期末進行口頭報告，



在老師給予同學回饋的同時，再次強化同學理論與實務之連

結。 

107 大學 提供更多元的長照課程 在碩士班新增社區臨床實習、社區創新方案、老人學等選修

課程，同時也開放大學部高年級同學可選修。 

本系有數位教師支援健康照護產業學程的授課，這些課程有

老人心理與臨床溝通、健康芷業論壇、活動分析與輔具科技

設計，都是針對長照領域的個案及服務所設計的課程。 

107 大學 建議取消全人教育的強迫制度，留時間給學生自主

學習的機會。增加職涯探索課程或諮商。 

1.全人素養教育為全校性的課程規劃，有助於同學的軟實力

培養，需校方全盤考量。 

2.通識核心通識中心調降修課學分：通識核心的人文藝術與

社會科學必修課程，每門 3學分，規定學生共需修 4門總共

12學分，多元選修 10~12學分，學生常發生的問題是： 

a.課無法選進去；b.課程安排無法卡進去選修；c.建議修改

下降為 2學分，以提高課程的彈性度。 

107 大學 希望可以在課程中增加理論與實務的連結 近年系所課程調整，增加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例如: 動作控

治與神經復健課程增加 2次的臨床見習與運用，此外也增加

社區相關的見習課程之安排。 

107 碩士 建議可多加強授課或是實習新領域，避免工作與學

習的脫節 

課程中增加專題討論與英文報告 

107 碩士 學校可以再更注重外語能力以便增加學生的競爭力 1.學校設定英文畢業門檻、系上兩門全英文授課之必修課、

1/2以上的必修課使用英文內容的講義。 

2.考量碩士班同學畢業的出路多元，可能有繼續攻讀博班或

是出國就業，也有部分同學是留在台灣的臨床工作，對於英

文所需的技能不同且多元，因此本所的畢業門檻有多元的方

式，多數學生選擇以口頭報告的方式完成英文畢業門檻，以



訓練自己口說及表達專業知識的能力，較單純的紙筆測驗更

能與學生自身所需結合。 

107 大學 應多建立與他校之交流機會 1.每年系學會均會參與校際盃的運動競賽，鼓勵同學跟全國

職能治療科系的學生一起參與校外活動。另外，系主任於

109年榮任職能治療學會理事長，年度研討會增設『準職治

人論壇』，提供全國職能治療系大學生跨校討論及瞭解專業

的平台。故學系會鼓勵學生參與學會活動，藉由參加學會活

動與他校交流。 

2.系上主辦多場國際性或國內性的專業研討會議，可提供同

學們與外校師生交流的機會。另外，近年本系與美國、新加

坡與日本多家大學簽署 MOU，皆可增加同學與外校的交流機

會與經驗。 

3.學生進行跨校的專業性活動，在學生的大學生活中品格成

長非常重要，建議需要將學生的跨校性專業活動列入其全人

教育的一部分並納入承認其學分 

107 大學 工作後很多東西都需要整合，不管是知識還是其他

想法，要靠自己動腦多嘗試！ 

希望能引導出創新但很 functional的治療！ 

單純學生的發想感觸，無需特別回復改善。 

107 大學 時間管理能力很重要，應給予學生應有之引導。 1.職治管理學、職能治療參考架構內容中有時間管理相關內

容，並讓學生練習評估自己的時間使用。實習前座談會也提

醒學生時間管理的原則與策略。 

2.導師在班會或導談時常提醒與引導同學們注意時間管理，

未來可在師生心聯繫活動增加這類的專題。 

105 碩士 建議英文畢業門檻提高，以提升職場競爭力 可建議圖書館或校方設立校友在期刊論文系統的使用規範或

辦法。 



105 

 

大學 加強學期間的實務操作或學習機會，可平均分散於

四年間，或是隨年級增加比重 

1.大三課程的動作控制及神經復健的正課暨實習從 108學年

度開始安排學生至臨床進行時作練習，並請臨床老師以

mini-CEX進行評分，實作前開課老師與臨床老師溝通及討論

mini-CEX的評分標準，以及大三下學期的臨床見習讓同學到

臨床進行實作演練，並請臨床老師以 mini-CEX進行評估並

給予立即學習成效回饋，而不只有模擬情境的練習。 

2.近年已經臨床見習(一)課程提前至大二上學期，大三的臨

床見習(二)新增社區領域的課程，另外也在大三先增選修課

程社區方務場域實務等課程，大四維持臨床實習課程，應可

較平均分配見習機會。 

105 大學 實習與社區職能治療見習的經驗相當寶貴，是進入

職場前的入門磚 

1.近年已於大三臨床見習（二）新增社區見習的時數，此

外，大三及碩士班選修課程新增社區創新方案特論、社區方

務場域實務等課程，可增加同學在社區的學習。 

2.108學年度起，大三下學期的臨床見習安排社區場域讓同

學到臨床進行見習，並於大四次領域實習安排多個社去實習

單位讓同學自由選擇到不同場域的社區職能治療單位實習。 

105 大學 學術和臨床差蠻多的  系上的課程規劃盡可能涵蓋了理論基礎的講授、見實習的課

程，盡可能縮小學術與臨床間的距離。 

105 碩士 建議能有更多元的選修及通識，另外也讓學生能有

更多機會安排自己的課程時間吧。不然整個長庚大

學弄得像長庚高中一樣 

1.近年已於大三及碩士班選修課程新增社區創新方案特論、

社區方務場域實務等課程，增加同學的見實習經驗。 

2.109年度入學的選修課程已經因應政策及就業所需，新增

兩門選修課，分別是『社區創新方案特論』與『社區方案場

域實務』兩門以社區長照的理論及實務為主的課程，此外，

為加強學生與國際的連結，並於 108學年度新增『國際職能

治療專論』選修課。 



105 學士 實務內容可更多元 1.近年已於大三臨床見習（二）新增社區見習的時數，此

外，大三及碩士班選修課程新增社區創新方案特論、社區方

務場域實務等課程，可增加同學在社區的學習。 

2.108學年度起，大三下學期的臨床見習安排社區場域讓同

學到臨床進行見習，並於大四次領域實習安排多個社去實習

單位讓同學自由選擇到不同場域的社區職能治療單位實習。 

105 學士 學生自我學習、省思與探索的能力很重要! 本校提供深耕學園與全人素養之課程與活動，讓學生在專業

課程的學習外，可以有自我學習與省思的機會。 

103 大學 國外大學短期/長期交換計劃 已新增多所國外優秀大學(亞洲、美洲)的學期中、暑期專業

活動交流機會。 

103 大學 不論是公務部門或醫療院所，語言能力都蠻看重

的，建議語言畢業門檻可調高以提升職場競爭力。 

依據校方訂定的語言畢業門檻，將把校友意見轉請語言中心

參考。 

103 大學 希望學校能更重視如何將專業知識結合到臨床應用

中 

近年系所課程調整，增加理論與臨床實務的應用，例如: 動

作控治與神經復健課程增加 2次的臨床見習與運用，此外，

也於大三臨床見習（二）新增社區見習的時數，大三及碩士

班選修課程新增社區創新方案特論、社區方務場域實務等課

程，可增加同學連結專業知識到臨床實務的學習。 

103 大學 可以多點創新課程 109年度入學的必選修課程已經因應政策及就業所需，新增

兩門必修課，分別是『3D列印與擴增實境』，以及『遊戲與

休閒設計』，此外，並於大三選修課新增『社區創新方案特

論』與『社區方案場域實務』兩門以社區長照的理論及實務

為主的課程。 

▲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輔導面向 

畢業學年度 學制 校友意見回饋 執行及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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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面向 

畢業學年度 學制 校友意見回饋 執行及改善情形 

107 大學 雖然我們系不太需要，但畢業前好像沒有很多職涯諮

詢的資訊。可以多多推廣。 

透過各班級的師生新聯繫活動辦理邀請校外專家講授職涯

相關訊息。 

105 碩士班

臨床心

理學組 

問卷設計內容涉及隱私，受訪者應有權決定受訪與否，或

得以部分受訪。 

本校為公版問卷搭配校訂題目，非必填之選項受訪者可自行決定

是否填寫。 

107 碩士班

臨床心

理學組 

建議欲提高問卷調查率，可考慮給予填答者適宜的回饋 原有獎勵機制將進行優化提高回饋，110年增加獎勵金額，並設

計三波限時限額搶答共釋出近 400個獲獎機會，並設計 I PAD 

及校內專屬紀念品抽獎活動提高填答率。 

107 大學 增加校車班次 長庚太封閉了大家該多出去見見世面。 1.校區除了汎航院校區固定班次外，上下班(課)尖峰時段，及學

生收放假日，再增加外租車連瑩通運 (停靠機捷 A7站)往來院校

區進行人員載運服務。 

2.另爭取公車入校方便師生搭乘，目前已有三重客運 967公車、

603公車及桃園客運 202公車入校，沿途並停靠機捷 A7站及林

口長庚醫院，人員可轉搭捷運或其他路線前往目的地。 

▲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其他面向 

畢業學年度 學制 校友意見回饋 執行及改善情形 

107 大學 希望學風可以更加開放 讓學生更有自主性與創意 加開選修課程、碩士班部分課程開放給大學部學生選修提供。 

107 大學 希望學風可以更加開放 讓學生更有自主性與創意 加開選修課程、碩士班部分課程開放給大學部學生選修提供。 

105 大學 可以增加跟校外交流的機會 每年系學會均會參與校際盃的運動競賽，鼓勵同學跟全國職能

治療科系的學生一起參與校外活動。另外，系主任於 109年榮

任職能治療學會理事長，年度研討會增設『準職治人論壇』，

提供全國職能治療系大學生跨校討論及瞭解專業的平台。 

105 大學 加強多元能力，開放的學風，更多校外資源 需校及相關單位辦理。 

105 碩士 希望畢業後可以經過申請或繳費等機制繼續使用校內

期刊系統。 

經洽詢圖書館，因全球出版社電子資源使用規範,明確限定使

用對象及場域，違者祭予重罰。 

圖書館購置之電子資源，依授權使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與註冊

學生，使用場域為校園內。歡迎校友回到母校使用。 

103 大學 多與他校同專業學生做交流 鼓勵學生參與學會活動，藉由學會活動與他校交流。 

每年系學會均會參與校際盃的運動競賽，鼓勵同學跟全國職能

治療科系的學生一起參與校外活動。另外，系主任於 109年榮

任職能治療學會理事長，年度研討會增設『準職治人論壇』，

提供全國職能治療系大學生跨校討論及瞭解專業的平台。 

▲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