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自我評鑑指導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    間：104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地    點：行政大樓四樓 416 會議室 
主    席：吳主任委員茂昆                                      紀錄：李凱琳 
出席委員：李遠哲院士、劉翠溶院士、王汎森副院長、江博明院士、黃樹民院士、 

陳竹亭教授、方力行教授、李世光教授、副校長鄭嘉良、副校長翁明壽 
請假委員：黃勝雄前總執行長、伊林院士、陳郁秀董事長、許士軍教授、胡勝正院士 
列席主管：教務長陳清漂、研發長須文蔚、學務長李大興、國際長褚志鵬（請假，黃

翊晴組長代理）、總務長高傳正（請假，陳肯用組長代理）、圖書資訊中心

主任黃振榮（請假，楊麗娟組長代理）、心理諮商輔導中心主任王沂釗、理

工學院院長林信鋒、管理學院院長林穎芬、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黃宣衛、

花師教育學院院長范熾文、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童春發（請假，董克景教

授代理）、環境學院院長裴家騏、藝術學院院長劉惠芝、海洋學院代表宋秉

鈞所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羅寶鳳、秘書室主任秘書劉瑩三、人事室主任

陳艷凰（請假，楊尚融組長代理）、主計室主任張美莉 
列席人員：秘書室專門委員呂家鑾、專員廖瑞珠 

研發處組長柯學初（請假）、助理石佳玉、助理謝育筌 

壹、 主席致詞 

學校主管介紹 

貳、 本校自我評鑑結果簡報 

（報告人：研發長須文蔚教授） 

簡報說明： 
一、本校自我評鑑結果，八個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計 42 個受評單位，

評鑑結果全數獲得通過。 
二、評鑑後續檢討主要議題及學校因應策略如下： 

(一) 人員聘任管制：如何不造成行政與教學單位的分治 
成立「組織及人力配置小組」，由翁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研發長、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及本校人力資源領域教師 1 人計 6 人共同組成，

研擬人力合理配置之準據。 
(二) 教務規範檢討：學分計算、超鐘點、院級博士班 

1. 研議以推廣教育學分班的學分折抵授課學分數。 
2. 研議於學院設置博士班，比如人社院博士班、理工學院博士班，由院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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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分配名額至系所。 
(三) 研發規範檢討：教師評鑑與升等（68 條款）廢止 

1. 修正「教師評鑑辦法」 
(1) 教師評鑑週期：由三年修正為五年 
(2) 教師得選擇綜合評鑑或多元評鑑其一，參與評鑑。 
(3) 綜合評鑑含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等項(擬於服務項目納入同儕評鑑

指標，中長期階段再將教學項目納入同儕評鑑） 
(4) 多元評鑑可任選擇教學、研究、服務其中一項進行評鑑。 

2. 修正「教師升等辦法」 
(1) 朝向多元升等 
(2) 討論助理教授 68 條款之存廢或可代替方案 

(四) 教師獎勵制度：維持或增加項目(導師與服務？) 
1. 配合教師評鑑制度之修正及推動多元升等，研擬新的「講座教授及特聘教

授辦法」 
2. 持續推動教師獎勵措施 

(1) 服務部分，自本學年起發給優良導師獎勵金。 
(2) 教學部分，擬於這一兩學年度恢復教學優良教師獎勵金。 
(3) 研究部分，維持延攬及留任人才獎勵。 

3. 研議設立「服務獎」，提供教師服務（比如社區服務等）獎勵 
(五) 就業率提升：行政組織變革，改造「生涯輔導組」 

在行政組織變革前，先於現有體制進行盤整，成立「生涯輔導整合工作

會」，由學務處、教學卓越中心、心理諮商輔導中心、人力資源或人力培育

專業教師及各院共同參與，定期召開會議溝通意見，後續再考量成立專門

單位之可能。 
(六) 專業教室管理：缺乏具體辦法，建議連結推廣教育 

有關專業教室管理，目前缺乏具體辦法，擬參考他校專業教室使用規範，

並結合推廣教育的學習，開設專業班別(如藝術課程、電腦課程、語言課程

等)，除增加學校收入，亦可促進空間有效運用。 
(七) 利潤中心導入：建立中心評鑑制度（退場機制），經費回流款各院系支應辦

法法制化 
1. 建立中心評鑑制度：績效良好的中心，校方相對給予空間、經費或人員補

助；無計畫或成果不佳之中心，應有 3-5 年的退場機制。 
2. 經費回流款，目前由各院系彈性使用，擬加以法制化，以活用此經費 
3.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的收入，透過利潤中心概念，給予相關工作人員獎金

或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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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指導委員建言與回應 

一、 王汎森委員 

(一) 請學校說明自我評鑑對學校產生的作用及學校對這套制度的評論：現在推行

的自我評鑑機制，是不是對的方向? 能不能配合各校的特色進行評鑑? 是否

造成不必要的負擔? 現行作法優劣如何? 是否達到評鑑應有的效果? 能不

能針對各校的發展，給予恰當的評論? 評鑑週期由三年修正五年是否合理?  
(二) 非常贊成學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三) 取消出國開會補助，是否合宜？ 

《校長對評鑑週期之說明》 
系所自我評鑑週期和教師評鑑週期兩者不同，系所自我評鑑依本校評鑑辦法

規定為六年辦理一次，至於教師評鑑週期，本校經參酌評鑑委員建議及其他國

立大學規定後，擬由三年一評修正為五年一評。 

《研發長對暫停補助教師出國開會之說明》 
1. 東華對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分為補助教師和補助博士生兩部分。現受限於

校務基金財務狀況，暫時停止教師出國補助，但仍維持博士生出國補助，未

來將視校務基金寬裕情形，適度恢復教師出國補助。 
2. 自我評鑑制度對學校的好處，簡要說明如下： 

(1) 行政部門可對整體量化資料進行檢討與反省，透過數字化的管理，有效

釐清各項預算支出或重要事項之先後順序。 
(2) 本校在建構自我評鑑機制過程中，經由與教育部的反覆意見溝通，逐步

調整與修訂評鑑法規，得以完善自我評鑑機制。 
(3) 自我評鑑的最大好處，在於各院系得以展現自我特色，而非採單一齊頭

式標準。本校自我評鑑結果能獲得通過，代表評鑑委員對本校特色辦學

的肯定，本校更進一步向教育部提出特色大學計畫申請，深根在地教

育，拓展與發揚對花東地區的在地服務。 

二、 李遠哲委員 

(一) 學校定位和系所目標應明確，後續方能進一步檢視。 
(二) 學校很多制度仍在教育部框架下進行，但教育部的框架並非完全合理，在

評鑑過程中，學校應要有反應機制，由校長向教育部反應，進而鬆綁相關

政策。 
(三) 應思考社會環境變遷、學生人數減少等大環境變化，對東華發展的影響。 

三、 黃樹民委員 

(一) 肯定教師多元升等規劃，不以單一評鑑為限，把同儕評鑑納入重要指標。「教

學」為大學的重要任務，學校應建立資深教師輔導新進教師教學的機制，

3 
 



讓新進教師透過輔導，得以掌握與瞭解教學步驟，不僅對新進教師教學成

長有很大幫助，更能幫助學生可以很快進入學習狀況。 
(二) 對於人員聘任的管制，一系所如有幾名教師離開，若不能馬上補充，會不

會造成教學負擔的加重？學校是否有相關彈性措施，適度反應教學需求？ 

四、 劉翠溶委員 

(一) 有關人員聘任管制，在現在台灣有許多國內外博士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情

況下，這是應多方面考量的議題。 
(二) 黃樹民委員所提遇缺不補產生的教學負擔問題，學校應加以考量。 

五、 陳竹亭委員 

(一) 對於通過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屬一般性原則，並無特別意見。後續的檢討

和因應，才是學校應面對的問題。 
(二) 有關李院長提到，教育部的作法學校如何因應，個人的觀察十年的心得，

現在各項評鑑 paperwork 太重（不論是系所評鑑或教師個人評鑑等），造成

行政人員疊床架屋的工作負擔，尤其近來在管考上強調 output、outcome，
同仁放太多心思在 paperwork 準備，長期來看，這樣的評鑑是否適當，值得

重新檢討。 
(三) 不論教學或服務，每一項工作都可用研究的方法去做，學校設立「服務獎」，

亦可用研究的方式去做。新進年輕教師和資深教師如何認定自己的

position，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和同仁之間的互動，這些關鍵會造成老師在

教學或各面向工作的落差。學校研議的辦法看起來都很合理，但應強化評

鑑的執行面，方能達到學校設定的預期目標。 

六、 李世光委員 

(一) 贊成其他委員提出的意見。 
(二) 在產學合作和推廣教育方面，在學校裡面設利潤中心，是不是真的可以把

錢發給工作同仁? 過去的經驗中，獎金其實不是最大的議題，反而是人員

的問題較大，學校老師在這方面需要有一個團隊協助幫忙，但在學校技轉

中心或產學合作單位中，有許多非長期聘任的約聘人員(應考量工作人員的

長期成長前途問題)，在這樣的架構下，學校要導入利潤中心，同時要設「服

務獎」，與在地產業做結合，這些環節如何整合與執行，應進一步考量。 

七、 方力行委員 

(一) 有關自我評鑑，校方完善而努力的完成，同意通過。 
(二) 評鑑目的在於去蕪存菁、鼓勵進步，建議日後評鑑應著重後續的獎勵方案

及具體的汰換成效。 
(三) 特別稱許「利潤中心導入」的勇氣，高深的學問應對產業和社會有所幫助，

學校敢把其中具有「銅臭」的參數明文列入(當然還可以列入其他的社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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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其實不容易，值得稱許。 

八、 江博明委員 

(一) 應要先確定學校發展定位，東華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或混合型大學，

若是混合型大學，研究和教學的比例分配為何，應加以釐清。 
(二) 有關評鑑後續檢討，未來規劃於教學評鑑導入同儕評鑑，理念很好，但執

行面並不容易做到。 
(三) 應持續推動教師獎勵，在台灣的低薪制度下，適當獎勵是鞭策老師的動力

之一（比如：發表期刊論文給予獎勵），大陸近幾年提供很多這方面的獎勵，

台灣亦可參考。 

《李遠哲委員回應》 
對於獎勵方式，個人不認同發表一篇 nature 或 science 給多少錢。獎勵方式

有兩種，一種是提供各式各樣的獎勵，比如教學獎勵等等；但教師應有教學、

研究和服務等面向，薪水應視教授整體表現而定，而非每項都用獎勵方式。

教育部本身應做適當的調整，學術表現好，給予獎勵是好事，但更應從整體

制度面考量，以避免短線炒作。每個人研究累積的知識和技術，將來對社會

是不是有直接的貢獻，或者需要更長久時間才能做成貢獻，這個圈圈有小有

大，應有整體的考量，而非全去炒作短線，這樣永遠無法做大的計畫、長遠

的計畫。 

《江博明委員說明》 
與李遠哲院長的想法一致，贊成獎勵，但宜適度。大陸目前就做的太過，

把 nature 或 science 當成聖經，台灣也有這樣的錯誤迷思，應重新檢討。 

九、 校長整體回應 

(一) 獎勵確實對老師具有鼓勵的作用，較好的獎勵方式應能反應出老師在教學、

研究及服務各層面的貢獻，有效鼓勵及發揮老師的能力。東華的老師跟西部

大學不同的地方，在於很多老師對於地方發展抱持著熱情和使命感，這是屬

於東華的特殊文化。許多老師投注在社區服務，對社會有卓著貢獻；許多老

師致力於教學，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於這些 Outstanding 老師，學校

正重新檢討特聘辦法和獎勵制度，盼透過機制面的改革，給予相應的獎勵，

以凝聚各層面老師的力量。 
(二) 學校資源確實不如西部學校充裕，這也造成人事精簡的相關討論，這部分討

論源於兩校合一後，教師人數增加，但面對大環境改變及生源減縮情況下，

學校有必要對教師人力做精準估算，需要更有效的規劃與精實課程，讓老師

充分發揮能力與價值。因應學校資源的相對缺乏，本校積極導入利潤中心概

念，有效利用校內資源（人力資源、空間資源及既有設施），讓老師及學生

帶入活動和課程，不僅活化校地，更能充分發揮老師專長，創造更多收入和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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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學校定位及未來長久發展的問題，東華的核心價值在於培育永續、創

新、多元價值的人才，而創新和永續需與地方發展相結合，如何讓全校各院

各領域一同往這個方向前進，是我們正在努力的目標，希望能突破教育部框

架，發揮學校自主，投注五百多名教師人力，對地方發展做最大幫助。 

肆、 討論事項 

議  題：本校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結果認定，請  討論。 
說  明：本校依據教育部核定通過之自我評鑑機制辦理自我評鑑，評鑑結果全校 42

個受評單位全數獲得通過（請參見：自我評鑑認可結果意見書），如獲本會

議認定完成，將提報教育部辦理第二階段自我評鑑結果認定（請參見：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書）。 
決  議：同意各受評單位認可結果。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散會 

感謝各位委員對本校評鑑結果及因應策略的各項建言，並通過本校自我評鑑

結果認定。各方面的意見都是我們前進與努力的方向，在後續召開的校務諮詢會

議中，我們將進一步提出中長程發展規劃的構想，請委員持續給予建言。 

（散會時間：下午 15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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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l0￠學年度第l學期第l次自我評鑑指導會議

簽到表

l0斗年ll月09日（星期一）下午2時

行政大樓4l6會議室

吳主任委員茂昆

間
點
席

時
地
主

簽到處出席委員 姓名

圭﹣錡竹李遠哲校夕卜委員

王汎森校夕I﹑委員

劉翠溶校夕I﹑委員

校外委員 江博明

W
C

1•
﹑』

委﹣沂︵「校外委員 黃樹民 CC

含刁什校外委員 方力行

z坊估彝﹣校外委員 陳竹亭

校外委員 李世光

|

鄭嘉良校內委員

翁明壽校內委員

簽到處請假委員 姓名

胡勝正 假≡
珀

校夕I﹑委員

校外委員 請假伊林

陳郁秀 請假校外委員

黃勝雄 請假校夕I﹑委員

請假校外委員 許士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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