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校友問卷回饋意見及執行情形彙整表 
 

單位：職能治療學系 

填表日期：111.8.5 

  

面向 學習 輔導 行政 其他 總計 

小計 16 8 3 4 31 

已改善 16 8 3 4 31 

持續追蹤 0 0 0 0 0 



學習面向 

畢業學

年度 
學制 校友意見回饋 回覆內容 

執行情

形 

學習 108 多增加創新及實務能力課程，建議可以廣邀講師 近年系所課程調整，增加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例如: 

動作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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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學習 108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可能會是對求職工作上最

重要的一環 

系上教學近年採用多元教學及評量方式，除傳統講述

教學法外，也常採用討論、練習、發表和協同的教學

方式進行授課，藉以增加同學們的獨立思考能力。 

已改善 

學習 108 多些臨床上的課程 近年系所課程調整，增加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例如:動

作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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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學習 108 可提供更多元的通識課程 通識中心回覆:109學年度起執行通識課程創新並陸續開授 已改善 

學習 108 可以多一點實務課程 近年系所課程調整，增加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例如: 

動作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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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學習 108 "通識課（醫學院不可抵生物科技類通識學分）、深

耕可更多元 

通識中心回覆:110學年度起，通識多元選修調整為

「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跨域學

習與實踐」四大領域，並將原領域別修課限制調整為

僅需有修課限制之相關課程。 

秘書室：工作地址為完整地址用於進行雇主滿意度問

卷調查，作為母校發展改善之參考，工作地區為教育

部公版問卷單選題型設計，必須點選產生選項代碼以

利問卷統計。 

已改善 



學習 106 所有評估工具可以實際操作一次 規劃於教育部補助款內增購更多組數的評估工具 已改善 

學習 106 實習真的很重要 感謝系友對於課程安排的認同。 已改善 

學習 106 "職能：長照趨勢日漸增長，也可增加居家復健與床

邊復健的臨床經驗" 

近年系所課程調整，增加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例如: 

動作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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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學習 106 課堂可多與臨床實務做結合。 近年系所課程調整，增加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例如: 

動作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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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學習 106 通識課程可再多元一點，但不要造成課業負擔會更

好 

通識中心回覆： 

一、109學年度起執行通識課程創新並陸續開授 

   1.HUB在地關懷跨領域「大學與社區連結」、「龜山區稻

米產業多元文化-清酒釀造」、「利他行為與生死迷思」USR

課程、2.創新、創意、創業開發課程」跨域三創課程、3.

「服務學習與營隊活動導論」、「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與台塑

企業的成長」、「環境、社會、治理－台塑企業的實踐」微

學分、4.「人工智慧概論」、「Python程式語言」、「Python

程式入門」、「人工智慧基礎程式語言」AI課程。 

二、110學年度起多元選修課程「跨域學習與實踐」大一可

選修且可抵認「人文藝術」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

學」領域至多 2學分。 

三、與「全國夏季學院」(103學年度起)及「SOS!暑期線上

學院」(108學年度起)合作，採認多門可抵認之通識課程。 

已改善 



學習 106 鼓勵學生多有第二語言及行政文書處理能力的學習 請洽語文中心相關語文課程、本系開設職能治療管理

學等相關課程 

已改善 

學習 104 建議學校的平時測驗少一些，鼓勵學生自我時間管

理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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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學習 104 通識課種類增加電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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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學習 104 更多實務經驗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 通識中心回覆：通識教育為博雅教育，通識課程規劃

不宜過度強調技術導向或操作演練等課程 

已改善 

學習 108 希望增加醫學院不同科系互相了解彼此專業領域的

機會 

近年系所課程調整，增加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例如: 

動作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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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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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覆內容 執行情形 

108 碩士大

學 

多一點相關企業參訪與交流、演講，謝謝 多次舉辦師生新聯繫活動邀請業師、學長姐回校分

享 

已改善 

106 大學 "執業講座，分享臨床執行面的甘苦談會讓實際的工作

感受更清楚" 

多次舉辦師生新聯繫活動邀請業師、學長姐回校分

享 

已改善 

106 大學 可增加與外界或外校的交流，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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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106 大學 希望系上可以舉辦對於畢業後有幫助的講座或繼續教

育課程 

以往多次聯合學公會共同舉辦相關講座與教育課

程，因疫情緣由近兩年停辦。待疫情緩和後，仍會

繼續辦理。 

已改善 

106 大學 畢業後可以多舉辦交流會 委請系友會未來規劃辦理相關活動 已改善 

106 大學 希望學校能夠更加國際化，促進姐妹校交換等等。 本系所為全台國際化交流機會最多的職能治療學系

所。與國外優秀大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美國聖

荷西大學、美國紐約大學、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多明

格斯山分校、新加坡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

進行實質雙邊師生互訪或交流活動，包括：開設暑

已改善 



期專業工作坊論壇課程(實體或線上同步)、雙邊師

生互訪專業參訪交流(實體或線上同步)、開放系所

畢業生申請國外進修名額與學分抵免、碩士雙聯學

位(1+1~1.5年取得雙碩士)等；另也於課程中安排

外國學者進行演講授課。 

106 大學 針對已畢業之校友勉強個人填寫私人問卷實屬不合

理，應考量畢業校友填寫意願 

"秘書室回覆：配合教育部畢業生問卷調查工作，

進行畢業後一年、三年、五年問卷調查，提供學校

改進教學、課程與學生服務，及教育部政策研擬的

參據，同時掌握學生最新發展的情況。雇主滿意度

回饋機制，透過調查及後續分析，提供給學校更加

了解系友在校外就業競爭力在何處、需要再修正及

加強能力等資訊，並提供本校參考去修正教學方向

及行政目標，作為未來辦學及校務發展改善、系所

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及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相關政策研

議之參考。 

已改善 

106 大學 增加跨專業能力 本調查係依法合法取得學生個資並進行調查工作，

資料僅供學術與校務研究之用，將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嚴密保管與遵循法令規定處理，請校友放

心。 

已改善 

▲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行政面向 

畢業學

年度 
學制 校友意見回饋 回覆內容 執行情形 

108 大學 問卷太長了！！！！ 
秘書室回覆：本校為公版問卷搭配校訂題目，公版問卷

依規定辦理，校訂題目則採滾動檢討調整。 

已改善 

108 大學 "希望長庚大學的教職員工可以多多增加性別平等意識

並打破守舊勤勞樸實的思想好嗎 
校方相關單位(如:性別平等委員會)每年固定舉辦相關

議題講座，教職員均需參與提升相關意識。 

已改善 

108 大學 長庚加油進步" 
純粹學生發想，無須回復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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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覆內容 執行情形 

108 大學 長庚大學給學生很好的讀書環境，在這裡學到很多知

識，很開心能從這裡畢業。 

感謝系友給予學校支持回饋。 已改善 

108 大學 增加學生多元表現的機會(美術、音樂、體育等等)，

長庚太重視學術表現，而壓抑學生在其他領域嶄露頭

角的機會。 

因本校目前無文/商/藝術等學院，若校友對其他課

程有興趣，可透過校際選修至他校修課。 

已改善 

104 碩士 希望學校給予教師跟學生多一點自由發展的空間 學生主要針對校方規定課程小考至少要的次數應給

予更多彈性空間，現在其實都有納入多元評量方

式，主要確保同學們跟得上學習進度，沒有太大困

難。 

已改善 

104 碩士 提供更便利的交通方式，增加外出方便性與減少交通

風險 

"總務處回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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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善 

▲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