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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民國 109年 6月 4日(四)下午 15:00~17:00 

開會地點：台北校區大會議室 

主持人：沈佩蒂校長 

    出席人員：吳鐵雄委員、張紘炬委員、許政行委員、印永翔委員、何希慧委

員、廖佳琳委員、高強委員、李銓校發會執行長、王金龍學術副

校長、陳振南行政副校長、劉國偉國際副校長、李藍瑜產學推廣

副校長、樊中原秘書長、賈叢林校務顧問、遲文麗教務長、楊瑞

蓮學務長、蘇瑞元處長、林進財研發長、黃旭男院長 

    請 假 者：呂木琳校務顧問、張國保校務顧問 

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審議事項 

案由：107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情形，

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本校針對 107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之 

「建議事項」逐項撰寫自我改善情形，作為後續追蹤改善之依據。 

    決議：依照委員意見修正後通過(委員意見如表一、表二) 

    臨時動議：無                                                                              

    散會(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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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通過項目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委員意見 

【項目一】 

建議事項 委員意見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1. 宜全面檢視校務發展計畫的

關鍵績效指標(KPI)，並力求目

標的提升與管控的落實，以

具體實現學校發展的定位及

願景。【研發處】 

(吳鐵雄委員) 
評量指標除了量化以外也應注重質化指標。 
(高強委員) 
KPI 可考慮五年一期，如採用校務規劃期之起始年

(105 年)為基期，列其他年之成長比例。 
(許政行委員) 
達標即可，若皆以數字評估提升或下降會有無極

限，不可能一直提升。 
(何希慧委員) 
1.建議學校在提供自我改善情形回應時，能從

input →output→outcome→impact 的角度，檢

視校務評鑑委員期待學校補充或改善的事項。

多數自我改善回應仍停留在 output 指標上，如

參與人次、場次數、滿意度等，建議能從活動

或方案執行後，參與者的後續改變或發散效益

做說明。 
2.第 2 頁部分成果的計算基準，及其定義宜作說

明。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2. 宜有效提升各學院研究特

色，鼓勵設立跨領域的特色

研究中心，達成創新產研永

續發展的目標。【研發處】 

(高強委員) 
可強調新設研究中心。 
(許政行委員) 
成立研究中心容易，宜重視是否有建立特色的成

果。 
(印永翔委員) 
各研究心系、院、校間的合作綜效宜再敘明清楚，

所設四個研究中心非常適合目前與未來產業的脈

動。 
(何希慧委員) 
1.第 3 頁設立研究中心， 除提出學校的各級研究

中心數外，另建議針對中心進退場機制，能在

此一併補充說明。 
2.第 4 頁建議學校能強化「績效盤點」、「資源整

合」、「中心的永續性」及「其與學校特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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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委員意見 

和國家政策發展之關聯性」之說明。 
3.第 6 頁在執行成果部分，建議能補充 paper 產

量、發明技轉、 產學合作收入等說明。 
4.第 6 頁請說明各學院設置研究中心的目的為何?

產出指標為何? 
5.第 7 頁的福祉設計研究中心宜有案例輔助說明，

該中心是以學生為主? 還是教師科技部計畫? 
有跨國合作嗎? 

6.第 8 頁 e-café教室與觀光、餐旅暨休憩研究中心

的關聯性為何?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3. 宜檢討相關獎勵或補助措

施，鼓勵本國學生至國外完

成雙聯學位，並增加雙聯學

制實質合作之學校數。【國教

處/國際學院】 

(高強委員) 
1.可強調新增之合作學校。 
2.所提出之作法多為「鼓勵」、「檢討」、「擴大」、

「建議」等，有欠具體。 
(許政行委員) 
1.提供學生參與外國學校雙聯學制的機會與學生

參與人數皆宜列入指標。 
2.若增加機會，但參與學生人數寥寥無幾，有造成

投入與產出不對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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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 

建議事項 委員意見 

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1. 宜訂定相關辦法或制度，妥善運

用該校資源，加強對教師進行應

用性研究之支持與重視，並給予

適當獎勵，以協助教師學術生涯

發展。【產學暨推廣處】 

(吳鐵雄委員) 
在年度科技部計畫積點獎勵的表現，過去三年

並未有明顯成效，人次及金額下降宜了解原因

加以改善。 
(高強委員) 
宜強調新訂之辦法。 
(印永翔委員) 
「畢業即就業」是學校達成「知識產業化，產

業知識化」的具體實踐，建議將學生參與產學

的具體作為相關獎勵措施納入敘明。 
(何希慧委員) 
第 14 頁建議在計畫補助人數與項目上，除科

技部計畫外，亦可增加教育部的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獲獎人數與獎勵金額等情形。 
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2. 宜檢討期中預警改善率之計算方

式，例如考慮加入輔導後學生分

數及格的課程數，作為輔導成效

的計算基準，以務實評估期中預

警輔導的實際成效。【教務處】 

(吳鐵雄委員) 
針對期中學習預警課程輔導成功率學生是否

都參與課程輔導？又 104~108 學年度學生預

警輔導統計表大都下學期優於上學期，原因為

何？且成功率有下滑現象值得注意。 
(何希慧委員) 
1. 第 17 頁建議針對「同儕學習」及「數位自

學資源」的參與人數或開幾門課來進行，可

再補充說明。 
2. 第 18 頁建議未來 IR 辦公室能針對學生學

習經驗，進行有系統的問卷調查或資料收

集， 以利提供較精準的學生學習輔導機

制。 
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3. 宜對弱勢學生進行學習成效分

析，了解各類弱勢學生學習情形

及對學習的需求，提出對應之學

習支持措施，提升參與學習計畫

的人數及其學習成效。【教務處】 

(吳鐵雄委員) 
對弱勢學生的輔導，建議將每學期助理人數、

課程數、參與人數作統計表，作為評鑑時的佐

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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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 

建議事項 委員意見 

三、辦學成效 
1. 該校對於學生通識教育學習

成效之檢核，擬訂定評量規

準(Rubric)作為因應，實為較

佳之構想，然仍宜注意「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

區隔，以使制定之評量規準

確實可行。【共同教育學院】 

(何希慧委員) 
學校有進行 rubrics 設計， 建議能補充學校擬定多少

rubrics，並舉例說明那些課程或素養之運用情形。 

三、辦學成效 
2. 宜適度檢討與整合現有的各

級基本素養、基本能力及專

業核心能力指標，以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衡量的有效性。

【秘書處/教務處、學務處、

共同教育學院】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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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委員意見 

【項目一】 

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 委員意見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1. 美國分校的成立有其背景與

特色，未來可繼續對其功能與

效益加以評估。【執行副校長

室】 

(許政行委員) 
此為國內大學唯一。為學校特色之一，可廣為宣

導，創造學校招生吸引力。 
(印永翔委員) 
銘傳大學之畢業校友(在校同學)是否享有赴美進

修的學費部分優待？延續台灣與美國分校的雙贏

策略。 
（廖佳琳委員） 
銘傳大學美國分校是國內唯一於境外設立分校之

大學，深具意義，對台灣學生提供學費優惠，建

議針對國際學院與應英系學生入學即應大力宣

傳，讓學生及早擬定目標，準備雅思英語能力檢

定，甚至可和國內遊學中心合作試辦大學與高中

生的遊學營隊，讓國內更多青年學子認識及體

驗，增加美國分校能見度。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2. 該校宜以系列演講方式，循序

漸進介紹 IOT、Big Data 及 AI
的概論與應用，以提升全體教

職員資訊與人工智慧素養，進

一步優化教學與行政服務的

品質。【資網處/資訊學院、金

融科技學院】 

(許政行委員) 
已有多門教育訓練課程，宜多鼓勵多宣導，以培養

學校現職人員在此方面的人力。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3. 該校近年部分發展計畫之相

關成效，面臨挑戰或有待提

升，如教師學術研究與產官學

合作能量，宜有相對應之因應

策略。【研發處、產學暨推廣

處】 

(吳鐵雄委員) 
學校在獎勵與輔導的相關法令相當完備，目前成

效有待提升，可思考其可能原因，是否可能獎勵

資深教授主動協助助理教授或系院提大型合作計

畫。 
(印永翔委員) 
Covid-19 的影響仍將持續，必定影響研教人員過

去熟悉的時常參與研討會，如何鼓勵線上研討會

的快速建立，並鼓勵原本校內欲辦理的研討會，應

即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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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 

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 委員意見 

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4. 該校目前係以專簽給

予 1.5 倍授課鐘點費，

以及辦理各項教學能

力提升計畫，鼓勵教

師英語授課。宜彙集

鼓勵教師英語授課之

措施，訂定相關辦法，

以健全制度並提升效

果。【國教處 /國際學

院、教務處】 

(印永翔委員) 
學校投入英語授課資源、配套接充分，畢業學

生之英語程度相當不錯。 

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5. 該校訂有「新進助理

教授減授鐘點辦法」，

惟該辦法僅適用專任

教師，宜將專案教師

一併納入，以減輕新

進專案助理教授之教

學負擔，提升研究質

量。【研發處】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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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 

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 委員意見 

三、辦學成效 
3. 對於課程重構計畫的推

動，宜兼顧系所性質之

差異，以及理論與實務

課程的不同屬性，在職

涯與產業連結的主軸

外，鼓勵教師投入參與。

除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

經費補助外，宜藉由適

當獎勵辦法，建立永續

發展機制，發揮典範效

益，全面帶動教學革新，

以落實提升教學品質和

學生學習成效之目標。

【教務處】 

無意見 

三、辦學成效 
4. 該校訂有「校定十項基

本能力檢核辦法」，惟在

支持與評估學生學習發

展與成效上，尚待進一

步落實與推動。針對激

勵學生取得10項基本能

力檢核認證，宜考慮邀

請通過10項且卓越表現

3 項以上的校友返校，以

同儕角度進行分享。【秘

書處】 

(吳鐵雄委員) 
是否可能追蹤通過十力檢測校友的生涯發

展，以印證十力之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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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 

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 委員意見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1. 該校 103 至 105 學年

度總收入波動頗大，

宜於規劃校務發展計

畫及預算時，同步考

量各類預算收入面

(如該校所定義之自

主性收入 )之目標達

成情形，積極創造收

入。【財務處/秘書處、

產學暨推廣處】 

(印永翔委員) 
校友捐款興學難能可貴。 
 

 

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 委員意見 

委員整合性建議 (何希慧委員) 
1.IR 在該份結果表的數據或事證說明似較偏

少，可再多予著墨，以利讀者了解學校未來

發展是有所本， 真正做到以數據事證為本

的決策模式。 
2.學校在提出改善情形時，除以數據逐年增加

的方式進行表述外，建議亦可針對表現不

佳的情形，採用數據逐年遞減的方式表達

已有改進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