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華大學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14 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 303 會議室
主
席：黃主任委員文樞
委員名單：蔡文祥
陳振遠
劉三錡
黃勝雄
沈尚弘
張瑞雄
楊維邦
列席人員：蕭執行秘書朝興(請假) 學務處—邱學務長紫文
研發處—柯學初組長

記錄：李凱琳
劉瑞生(請假)
秘書室—何俐真秘書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參與今天的會議，上次會議各位委員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依據委員們所提出
的修改方針與具體建議，本校重新改寫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及自我評鑑報告，期盼借重各位委員
的經驗，再次給予東華指導。
在上次會議之後，本校於 3 月 3 日發生學生校外租屋處火災傷亡的不幸事件，許多學生及
家長要求增加校園住宿數量，這部分待暑假壽豐校區學生宿舍完工後，將可提供 3500 個床位，
大幅提高住宿率；在日本發生 311 強震後，教育部來文，針對本校美崙校區鄰近斷層帶 200 公
尺以內之建築物，要求學校調整建築物之使用情形，而美崙校區鄰近地震斷層帶之建築物共計
8 棟，確有必要進行調整，因事關全校師生之安全，為做好最妥適的因應與防範，本校現正積
極進行校區整併作業，美崙校區師生預計於今年暑假完成搬遷，自 100 學年度開學起，全校師
生將可在壽豐校區共享教學、研究、學習與生活。

貳、討論事項
案

由：
「國立東華大學 99 至 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及「國立東華大學 100 年度校務評
鑑自我評鑑報告」
，請 審議。

綜合建議：
一、對本校自我評鑑報告書之建議
1.
2.
3.
4.

5.

應撰寫報告之「摘要」，以利導讀。
項目一及項目二內容薄弱，應全面檢視與改寫。
「項目三之前言」宜再精簡，方能與其他項目一致。
有關「章節」 與「目錄」
(1) 各項目應可獨立成為一章
(2) 項目一之「三、實施成效」
，宜併入現況描述與特色，方能與其他項目格式一致。
(3) 目錄應列至各效標一級之小節名稱，以利查閱。
有關「效標」與「要素」
1

(1) 每一個「效標」與「要素」都應確實描述
建議各項目應重新檢視每一個效標，如有未撰寫到之「要素」，應立即修正
(如：項目一之全部效標；項目二之 2-1、2-3、2-4、2-5、2-10、2-11、2-12 等，
2-2、2-6、2-7 亦不全；項目四之 4-4、4-5、4-6 等；4-11 不全；項目五之 5-3
之第 1 要素等)。如有不適用東華之效標，應加以說明。
(2) 部分效標之「要素」
，缺乏詳細說明，宜補強(如：效標 1-6、2-6。可將其特色內
容移至現況描述中)。
(3) 部分效標內容文不對題，不符其「要素」所要求，應進行改寫(如：效標 2-1 之
要素“校長能依據校務發展計畫之內容而有明確之治校理念”及“校長能展現
符合學校自我定位之領導作為與行動”，應進行答覆)。
6. 有關「現況描述」與「特色」
(1) 現況描述之內容宜增加，儘量呈現事實，不應全是概念性描述，將優點直接寫出
來，不用再翻附件。
(2) 善用圖表：目前文字陳述過於冗長，不利閱讀，應多運用圖表臚列，提綱挈領的
呈現，以提升解說力量。
(3) 重要數據資料，應呈現於內文(如：諾貝爾獎得主之姓名等)；非重要資料，則以
附錄方式呈現。
(4) 善用 PDCA：如學生校外租屋火災事件之 PDCA、地震因應之 PDCA 等
(5) 內文資料應更新至 100 年現況(部分資料只提供到 98 年，如節能小組資料)。
(6) 「特色」之內容，宜再歸納和簡化。
(7) 部分現況與特色之格式未能統一(如：效標 1-5、1-6、2-3、2-6、2-10、2-11 等，
詳見附件：蔡文祥委員之建議）
(8) 校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銜接與連結，無詳細說明，宜再補強(如：效標
1-3)。
7. 有關「問題與困難」與「改善策略」
(1) 問題不宜超過 3 個，且應為先天之限制、不可歸責於東華之因素。學校本來就應
做到的，不宜列出。
(2) 已完成改善之問題，或已在推動的改善策略，應調整入「現況描述」或「特色」
中。
(3) 劣勢轉化為優勢：如東華位處偏遠，但反能以花蓮之自然特色，吸引國際知名學
者與學生進行短期交換或舉辦國際研討會，反能成為東華獨有之優勢。
8. 有關「結論」
(1) 「各項目之總結」
，宜針對各效標逐一作小結語，而非自由發揮(如：項目一及二)
或過於簡略(如項目四)。
(2) 「整份報告之總結」，可綜合各項目之結論再強化之，方不致過於鬆散。
9. 東華之特色，可以新增「效標」或「章節」之方式呈現
(1) 合校之成功與成效：合併過程、文化融合等
(2) 系所整併：一系多班
(3) 單一校區整併：可由美崙校區地震之防範等方向導入
(4) 連續六年獲教學卓越計畫
(5) 學程化特色：學士班課程學程化及其優點(學生較易取得輔系、雙主修等)、全英
語學程、國際學程等
(6) 以院為單位進行財務規劃及資源分配

2

(7) 深耕東台灣計畫
(8) 租屋認證：發生校外租屋火災事件後，此為受重視的課題，正好可藉此說明東華
推動外宿訪視、租屋認證的成效等，如何以 PDCA 進行品質保證之改善，將負面
轉化為正面。
10. 有關「附件」與「佐證資料」
(1) 各效標之佐證資料應再增加
(2) 很多現況之事實陳述，未列佐證資料 (如效標 2-6 等)或過於模糊(如效標 5-3
等)，應補強。
(3) 重要佐證文件應列入附件，並裝訂成冊，連同報告書寄給委員參考。
(4) 佐證資料應能看出趨勢變化，若無成長的趨勢，則略為帶過即可。
(5) 佐證資料應更新至 100 年現況。
二、

對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建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三、

計畫書之章節順序，宜再調整。
應撰寫計畫書之「摘要」，以利導讀。
計畫內容應宏觀與聚焦
(1) 目前內容過於瑣碎，一般常態推動之事項應不必列入(如：管理學院「特色研
究」，，應刪除「目前發展進度」)。
(2) 應加強說明超越標竿學校之重點工作，以免失焦。
「計畫策略行動方案目標」之連結，可舉實例，加以說明。
宜詳述美崙校區未來規劃與發展之具體說明，。
計畫內容除質性描述外，應儘量提供量化數據。
應以 PDCA 週期檢視作法，每年或期中進行適度修正。
有關競爭對手：
(1) 競爭對手應為標竿學校，其他均不需要。
(2) 競爭分析與行動方案的連結。
(3) 訂定超越標竿學校之「參數」，方能評估是否達到目標
如：學校聲望、國科會計畫件數、計畫金額總數、論文發表數等均可列為參數(可
參考「大專院校個人化選校互動系統」或各種大學排名)
計畫內容與校務發展目標之連結，宜進行闡述。
校務發展應含學校重大規劃(含校園建設)
「行動方案」
，應訂定分年的計畫目標、進度與指標，且應納入重大建設計畫。
各院特色研究，應訂定執行時程，前三年應有具體執行步驟
「財務規劃」過於簡略，應分年規劃，訂定進度與指標。
(1) 未來五年重大建設：分軟體與硬體(圖書館)
(2) 因應整體研究發展，整合現有院資源，設立新的中心，並進行其財務規劃。
其他應補強之內容
(1) 因位處東部限制及少子化趨勢，招生為校務重點之一，應強化此部分內容。
(2) 校譽宣傳、併校後之系所整併，以及新院系所之發展亦是校務重點，應在計畫書
中著墨。
對計畫執行結果之獎懲與激勵

外部評鑑實地訪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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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應製委員手冊(可參考佛光大學資料)。
應提早進行「校務簡報」準備工作。
實地訪評程序與流程之檢視
(1) 訪評前，學校應整個流程排練一次，如有問題，立即進行改善。
(2) 訪評當日，全校所有主管應全部出席。
(3) 進入外評階段，所有訪視意見將列入正式報告，學校應審慎重視。

參、散會 (下午 17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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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對東華大學校務評鑑報告書之建議
蔡文祥 2011.04.18
1. 與花師併校成功，並多年獲得教學卓越計畫，顯示校務與教學推展深入用心，甚可敬佩。
2. 整體報告書內容甚為豐富，教研法規、措施、活動多元與富創意，顯示正朝「具特色研究
與卓越教學之綜合型大學」的定位大步前進。
3. 學校獎勵教師教學與研究卓越表現及協助專業成長之作法甚為深入，成效頗佳。
4. 併校成功為一大成果，其後之系所整併與相關校務發展是東華大學的特色，可考慮列為一
新效標，或列為已有效標中的特色，加以深入闡述。
5. 報告書缺少摘要，委員不易快速一窺全貌。
6. 不少「分項」之「參考效標」
，其撰寫內容未依照部訂之「要素」內容逐一回覆！恐影響正
式評鑑委員對該參考效標之綜合評分(因為委員會“找不到答案”)。
(如：項目一之全部效標；項目二之 2-1、2-3、2-4、2-5、2-10、2-11、2-12 等，2-2、2-6、
2-7 亦不全；項目四之 4-4、4-5、4-6 等；4-11 不全；項目五之 5-3 之第一要素“學校能依據
學校特性，設置品質保證機制，並落實執行”等)

(註：據了解，每一參考效標皆會被評分並加總，成為分項打分數之參考)

7. 部分效標之「要素」只被簡單列為該效標「現況描述」的綱要，而無詳細說明，宜改進(如：
效標 1-6 及 2-6 等)。可將其後之特色說明內容移至現況描述中。
8. 部分效標之回覆內容近乎文不對題(即不合其「要素」所要求)，亦將影響評分結果。
(如：效標 2-1 之要素“校長能依據校務發展計畫之內容而有明確之治校理念”及“校長能展現
符合學校自我定位之領導作為與行動”皆未回答)。
9. 各分項之「問題與困難」皆列舉過多！恐影響委員觀感(會以為“有這麼多問題，為何不及
早完成改進？”)。有些「問題與困難」的「改善策略」若已完成或已在推動中，可經整理
歸類，逕列入「現況說明」或「特色」中。
10. 甚多現況描述缺乏佐證資料(如效標 2-6 之現況描述)或過於模糊(如效標 5-3 之現況描述)，
宜對諸效標內容逐一檢視及作相關資料之詳細引述。重要佐證文件列入附件裝訂成冊後，
宜連同報告書寄給委員參考。
11. 對現況與特色之描述，格式甚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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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的有分點敘述、有的沒有(如效標 1-5 及 1-6 的現況描述；後者有分點，前者
沒有)；
ii. 很多部分只有綱要、無詳細闡述(如效標 1-6 之(一)現況描述(p. 17)、效標 2-3 之(二)
特色…、效標 2-6 之(一)現況描述…)，可將部分特色內容移至現況描述；
iii. 有的闡述有加抬頭，有的沒有(如：2-10 的現況與 2-11 的 現況寫法不一致，前
者在冒號有抬頭，後者無)。
宜作(1)分點、(2)依要素加小標題抬頭，並作(3)詳細闡述，提升讀者理解速度，有利委員評
鑑時之評分。
12. 第一分項多一小節「三、實施成效」(p. 20)，與其他分項格式不一致，宜將其內容併入該分
項前二小節。另各項目之前言長短不一(分項三之前言(pp. 45-48)比其他四分項長很多)，宜
統一。
13. 每一分項結論部分，宜針對各效標逐一作小結語，而非自由發揮或過於簡略(如：如分項一
及二；分項四則過於簡略)。又：第三章之總結內容可綜合各分項之結論再強化之(目前過於
鬆散)。
14. 分章方式可再考量，各分項似可成為獨立一章；整本報告書的圖甚少，可考慮增加，以提
升解說力量；且目錄不易查閱，建議各效標一級之小節名稱可列出於目錄中。
******************************************************************************
對東華大學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建議
蔡文祥 2011.04.18
1. 整體計畫詳盡，以四大面向擬定行動方案，並訂有標竿學校，做努力超越的目標，甚為可
敬。
2. 因位處東部限制及少子化趨勢，招生為校務重點之一，可有考慮強化計畫？
3. 另校譽宣傳、併校後之系所整併，以及新系所院之發展亦是校務重點，可否在計畫書中著
墨？
4. 要判定是否超越標竿學校並不容易，計畫書中只做粗略比較。可否對更細緻參數的綜合排
名訂定努力目標？(大專院校個人化選校互動系統或各種大學排名也許可供參考?)
5. 計畫書缺少摘要，委員不易快速一窺全貌。
6. 計畫書有點瑣碎，一般會推動之事項或可不必列入，而加強說明超越標竿學校之重點工作，
以免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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