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華大學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務評鑑工作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0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15 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 303 會議室
主
席：張副校長瑞雄

記錄：李凱琳

出席人員：楊教務長維邦 邱學務長紫文 黃主任秘書郁文(請假) 蕭研發長朝興 柯組長學初
賴助理昭文 何秘書俐真 呂秘書家鑾 黃助理菁洳 石助理佳玉(請假)

壹、 討論事項
一、 外部評鑑之委員建議改善事項及自我評鑑報告修改事宜
決 議：
(一) 請針對各項目委員之建議事項進行具體回應(詳如附件一)
(二) 請各項目負責單位於 6 月 10 日下班前將回應意見傳送研發處，以憑彙整後統一簽
請校長核示。
二、 有關 5 月 31 日校務評鑑問卷調查事宜，擬製「問卷須知」供參。檢附「問卷須知(稿)」
(詳如附件二)，敬請 提供意見。
說 明：評鑑中心將於 5/31(二)下午 14:30 至本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為開放式問題)，
抽樣名單(含後補名單)預計於 5/26(四)提供本校，屆時將通知受測人員務必準
時到場填寫問卷。
施測地點：行政大樓 408 會議室
 施測人數：教師 30 人、行政人員 15 人、學生 50 人(因接近畢業考週，故抽
樣對象不含學士班 4 年級學生)
 施測當日，受測人員須攜帶文具用品，學生須攜帶學生證或有照證件。


決 議：請教務處、學務處提供意見後修正。
三、 其他決議
(一) 各院系之「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應與校級八大核心能力相連結，請教學卓越
中心協助辦理。
 校級：八大核心能力
 院級：由八大核心能力中，特別強調其中幾項
 系級：由八大核心能力中，特別強調其中幾項
(二) 畢業生八大核心能力之問卷調查，請秘書室協助設計問卷，後續由各院協助發送畢
業班填寫。
(三) 有關系所整併事宜，發文請人社院針對中文系與華文系未來轉型或整併提出說明，
並規劃時程表。
(四) 有關「評鑑資料上傳專區」，由副校長請資網中心或資工系學生協助建置。
(五) 各評鑑負責單位若有短期人力需求(短期全職工讀生)，可提需求至研發處，由研發
處統一簽報。
貳、 散會(下午 17 時 15 分)

100 年度校務評鑑外評委員審查意見─建議改善事項
項目 编號 通過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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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改善事項

回應(擬回應方向/請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改善作法)

學校能利用 SWOT 分析或其他適當之
方法，對包括內部之本身條件以及外
部之高等教育環境與國內產經環境，
完整分析內部因素之優點與劣勢，以
及外部因素之轉機與危機

優勢部分建議進一步說明東部房價便
宜，可以促進教育系統完整。醫療資源
豐沛，可吸引優秀之年輕學者加入。機
會部分建議進一步說明花蓮醫療與觀光
等異業結合所形成的機會以及網路世界
形成，讓某些民間公司(例如：軟體設計、
文創等)可將產業東移花蓮，所形成的機
會。
學校有明確之自我定位，且能根據 可在上述建議的方向上略加補充
SWOT 分析結果說明其合理性與可行
性
學校能擬定符合學校自我定位，並至 宜於「校務發展計畫」中，明確呈現「改
少涵蓋 99-101（學）年度之校務發展 善劣勢」與「減少威脅」之具體策略，
計畫，且內容涵蓋願景、目標、策略， 以加速學校願景之實現。
及行動方案之設計
學校已能根據自我定位，發展出校、 就各核心能力指標之運作計畫可進一步
院層級之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予以釐清，並將其與培養計畫之關係做
且已輔導系所根據校院層級之基本素 進一步的因果連結。
養與核心能力，開始進行擬訂系所層
級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學校能完整說明學術單位設置，能符 兩校既已合併，同質性高的相關學系及
合自我定位並達成校務發展目標
研究中心應適度整併。

建議就學術單位之設置的成本效益分
析，以及在地特色之結合，仿造與海生
館合作之計畫，做進一步的補充與闡述。

1

將修改校務發展計畫，加入「改善劣勢」與「減少威脅」
之章節。

強化校務發展，研議系所與研究中心適度整併之方案。
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針對華文系與中文系轉型或整併案
提出具體規劃與說明。

項目 编號 通過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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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務治理與經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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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改善事項

回應(擬回應方向/請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改善作法)

學校能利用多元管道，向師生宣導校 建議進一步透過特色活動，來進行核心
級之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同 價值的宣導，例如透過跳蚤市場或特別
時，學校已能進行宣導成效之評估
適合東部開放空間之極限運動，讓師生
在活動中充分實現目標價值。
學校已組成校務發展機制，成員能涵 校務發展相關委員會，除自我評鑑指導 由秘書室將現有校級委員會以製表方式呈現，並列相關明
蓋校外專家或業界代表，且能定期開 委員會之外，其他重要委員會（例如校 細：
務規劃委員會）若能多延聘校外專家及 1. 依規定是否需聘校外委員
會並建立完整會議紀錄，同時能蒐集
業界代表，對校務運作成效之提升比較 2. 是否已確實執行聘請校外委員
利害關係人意見，作為校務發展之回 有利。
3. 另增備註說明，辦法中未規定需聘校外委員者，未來
饋機制
擬視需要修法增聘校外委員。
學校已建置完整之校務行政資訊化系 1 位資安專職人力之編列應納入學校組 已請人事室及資網中心協助回應
統，且訂定相關之使用規範，以保障 織章程。
資訊安全與智慧財產權
1. 校務行政系統單一簽入架構宜積極 已請資網中心及教學卓越中心協助回應。
進行，早日完成。
＊回應意見中，若有提到辦理期程，務請詳述辦理日程
2. 相關的行政電腦化，宜儘量予以統
(如: x 年 x 月 x 日前完成，x 年 x 月 x 日前正式上線)。
整。
3. 各 系 已 發 展 課 程 地 圖 及 生 涯 進 路
圖，對學生的學習規劃頗有助益。可
惜少數學系的生涯進路圖比較簡
略，建議學校可以予以輔導加強。
學校能訂定行政作業標準流程，且訂 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的考核，甲、乙等的 已請人事室協助回應
有行政服務品質之檢核機制，並設有 比例與一般職員的考核結果，差異性太
優質行政服務獎勵之機制
大，建議做合理的調整。
公文電子化宜落實執行，以確保行政作 已請資網中心及總務處協助回應
業標準流程。
學校預算編列能確實符合校務發展計
畫之需求，且經費稽核委員會能確實
發揮功能，定期開會檢討經費之運用
並建立完整會議紀錄

預算分配小組的設立，用意良善。若能 學務長為本校預算分配小組之成員，原資料內容漏列，特
將學務長也納如小組中，對於學生事務 此更正。
經費之分配，比較能符應學生事務之需
求。
2

項目 编號 通過要件

6

7

學校能依校務發展自我定位，擬訂適
當之國際交流計畫，並能落實執行，
以強化學校國際能見度與學生之國際
視野

建議改善事項

回應(擬回應方向/請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改善作法)

全英語課程的開設宜慎重，要顧及學生 請教務處協助回應
專業內容的學習，避免本末倒置。

國際交流工作繁重，研發處交流組人力 將增聘人力
明顯不足。
學校已建立機制，蒐集校內外利害關 在收集利害關係人意見時，建議針對畢業 1. 請秘書室協助設計 5 點量表問卷，針對應屆畢業生詢
係人對學生（含畢業生）具備基本素 生 是 否 具 備 基 本 素 養與 核 心 能 力 之 表
問八大核心能力之自信程度。
養與核心能力表現之意見，作為提升 現，徵詢意見，予以彙整、分析，提供校 2. 請各院協助發給所屬系所應屆畢業生填寫。
學習成效自我改善之機制
院及系所，作為課程設計之參據。

三教學與學習資源

5

學校已能根據校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 可制訂定期檢視各系教育目標之機制， 請教學卓越中心協助回應
心能力，建立校級通識教育之課程地 因應學校與社會之發展。
圖，作為學生選課與修課之依據

6

學校設有空間規劃與分配機制，並能 效能評估
依據學校規模，規劃與分配合理之行
政與教學研究空間

7

學校能建置數位學習平台，鼓勵校級 數位教材設計團隊可有更明確之定位、 請教學卓越中心協助回應
通識課程授課教師依據課程所要達成 職掌與分工。
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設計教學大
綱並編寫數位教材，作為強化師生教
學與學習互動之管道

9

學校能訂定導師制實施相關辦法，且 3-13（住宿教育）及 3-15（生涯發展） 已請相關單位補充資料
能定期召開導師會議，並建立完整之 建議補充資料
會議紀錄；同時能定期辦理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且導師能踴躍參加

請總務處主政，成立「空間規劃與評估小組」，並擬定相
關辦法，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據以執行。

3

項目 编號 通過要件

1

2

建議改善事項

回應(擬回應方向/請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改善作法)

四績效與社會責任

學校針對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已 學校採多元入學管道，不知若干特殊身 請教學卓越中心協助回應
規劃相對應之課程，並建立評核學生 份學生要面對校院系三個層級的要求會 請諮商中心(資源教室)協助回應，對特殊學生(含弱勢學生)
不會有困難？校方對這樣的學生有何特 輔導之落實。
達成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機制
別的處理方式？
通識課程之開設，教師之教學大綱能 建議全校法律相關課程，宜由財經法律 請通識中心協助回應
依據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設計 研究所規劃聘任，以達事權統一及掌握
教學內容與學習評量方法
素質之目的。

3

學校已建立教師對多元教學與學生學 此細項在自我評鑑報告中敘述較少，似 擬補強資料
習評量之專業成長機制，且能落實執 乎可以再補強。
行，並有教師參與研習之事實

5

學校已建立教師教學評鑑機制，並加
以落實；同時建立根據教師教學評鑑
結果，協助教師強化與改善教學品質
之機制

6

五持續改善與品
質保證機制

1

評鑑報告第 118 頁在「進行教學評鑑不 擬檢視檔案，確實標明及補強附件資料。
佳教師追蹤輔導活動」
、以及「教學評鑑
不佳教師追蹤輔導成果」兩項，在檔案
中不易找到相關的資料，不知是誤置他
處，還是本人一時失察？
學校能提供弱勢學生入學之機會，並 得具體呈現本項指標之數據及歷年來努 將依委員意見，以具體數據呈現本校對弱勢學生照顧之成
提供必要之學習需求照顧；同時推動 力之成果。
果，並儘可能與其他學校作比較。
服務學習課程，並積極參與各類社會
推動服務學習方面，似仍有改善空間。 請通識中心協助回應
服務之活動，展現善盡社會公民責任
之作為
學校能訂定自我評鑑辦法，所訂之評
鑑項目確實反映校務經營之成效或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學門之教育品質，
且自我評鑑機制能同時包括校內自評
與校外委員之訪評，確保評鑑之效度

1. 宜明確整合學校定位、院系教育目標 1. 請教學卓越中心協助回應
與學生核心與專業能力培養間之關聯 2. 請教學卓越中心協助回應卓越教學部分：
性呈現。
如何將特色研究與卓越教學兩大主軸落實於學生教學
與教師評鑑：
2. 特色研究與卓越教學為學校發展主
軸，仍宜就此二主軸強化成為學生教
(1)本校教師評鑑包含研究、教學與服務三大面向，含
括特色研究與卓越教學，未來將特別考量是否符合
學與教師評鑑之指標，以為落實。
特色研究。

4

項目 编號 通過要件

建議改善事項

回應(擬回應方向/請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改善作法)

1. 學校雖於 99 年訂有自我評鑑辦法， 1. 配合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系所評鑑時程，本校規劃於
但除校務自我評鑑已執行外，院與系
101 學年度進行系所自我評鑑作業。
之自我評鑑尚未依新辦法執行。
2. 請教學卓越中心協助將各院系之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力與校級八大核心能力相連結
2. 所訂之評鑑項目，基本上較強調建立
品質保證之機制，但尚無法反映院系  校級：八大核心能力
所之教育品質。其原因係所訂之發展  院級：由八大核心能力中，特別強調其中幾項
目標過於抽象，且未與院系所教育品  系級：由八大核心能力中，特別強調其中幾項
質指標連結所致；應改善計畫產出之
品質。
2

學校能建立蒐集內部利害關係人、畢 1. 宜就問卷調查中，對學校定位、目標 1. 建置專屬網頁
業生、企業雇主對校務經營與學生學
等瞭解不足之部分，另建管道再予以 2. 請學務處針對畢業生就業雇主滿意度調查，擬定相關辦
習成效意見的機制
法，規劃年度工作時程，彙整意見提供給院系所，院系
溝通，以提升效益。
所據以提出檢討報告。
2. 宜對畢業生就業雇主滿意度調查做系
統性之規劃，以提升信效度與效益。
各院系所與學生之溝通機制似多屬「從 說明本校蒐集學生意見之多元管道與作法(含 BBS、臉
上而下之宣導」
，真正蒐集學生意見之作 書、各單位網頁留言版及各級主管 email 信箱等等)。
法甚少。

3

學校能建立根據利害關係人意見分析 試建立U-Can、e-Portfolio及E-MAP之整 請教學卓越中心提供意見。
結果，進行校務經營、課程規劃與設 合機制，對提供學校定位、院系教育目
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輔導、學習
標、學生學習歷程及就業輔導機制予以
資源提供之品質改善機制
一貫。
1. 學校雖有針對各單位之調查意見分送 1. 已依行政會議指示，各單位設有專人管理與回應網頁留
言版及 bbs。
相關單位參考，但各單位是否真正參
2. 校長有約、行政會議等重大決議，由秘書室列入追蹤管
考調查意見改進，則未見追蹤。
考。
2. 各項調查意見似未針對學生能力指標
調查，致所獲意見易流於泛泛之談。

5

項目 编號 通過要件

建議改善事項

回應(擬回應方向/請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改善作法)

1. 請人社院協助回應（如項目一之 5）
2. 在自我評鑑報告中，比較注重院系所，對於中心似乎較忽略，不知是何原因。長期 2. 加入各中心角色和功能之說明。
而言，如何定位中心，並使之與院系相輔相成，頗為重要，值得在「中長程校務發 3. 請原民院協助回應特色研究之具體內與理論依據，並
強化對院內師生之宣導。
展計畫書」中多加著墨。尤其若要強調「東台灣深耕計畫」為特色研究之焦點，則
4. 該名學生為 98 年學習預警學生，將請相關輔導單位持
或許可以透過各個中心來連結不同院系，使得不同院系除了學程之外，也可以透過
續關心。
研究來交流。
1. 關於院系所架構方面，若干系所仍有再整合的必要。

項
目
四
委
員
之
意
見

3. 原住民學院要發展的重點特色研究，究竟是「建構原住民族學」還是「建構原住民
學」？具體內涵是什麼？理論上依據又是什麼？頗令人好奇。晤談一位原民院老
師、一位學生，對此似乎都不太清楚。
4. 晤談的經濟系學生不知是否為「學習預警學生」？則其狀況似乎不太好，值得持續
關心。
1. 學校所設之院系所，似乎並未與本身 SWOT 分析之結果相連結。

項
目
五
委
員
之
提
問

2. 500 位老師分屬八個學院、34 個系，會不會太單薄?
3. 另同時設中文系與華文系，是否合宜？
4. 環境學院僅一個系、理工學院各系所分歧性頗大，是否夠平衡，皆宜再斟酌。
5. 在校外單獨設一個海洋學院，似乎亦非長久之計，宜斟酌。

6

1. 學術架構會定期配合 SWOT 分析檢討，基本上本校以
東部特色之優勢，成立有環境學院、藝術學院、原民
院等院系所。
2. 請教務處協助回應：說明本校生師比符合規範、且課
程學程化後降低教師教學負擔，再加上教育部員額經
費限制，實無法大量擴充教師人數，但會配合院系需
要來增加。
3. 請人社院協助回應（如項目一之 5）
4. 說明環境學院為一系多所之模式，理工學院採跨領域
整合之模式。
5. 海洋學院是大學與館舍合作辦學之先例，充分利用國
家之資源來培養人才，有其特殊意義。

東華的教學與研究
【立校精神】自由、民主、創造、卓越
【自我定位】具特色研究與卓越教學之綜合型大學
【教育目標】孕育兼具創新思維、科學智能與人文素養之卓越人才
【校務發展目標】
1. 營造溫馨之校園氣氛，形塑多元之校園文化
2. 創造優質之學習、教學與研究環境
3. 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建立特色之教師社群
4. 以學生為本位，增強學生學習深度與廣度
5. 結合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發展東台灣特色
6. 接軌國際學術，拓展全球視野
【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核心一：具備卓越之專業智識與技能
核心二：具備康健自由、樸實敦厚的身心特質
核心三：具備情意美感與創造思考的能力
核心四：具備民主與法治之公民責任的能力
核心五：具備溝通合作與社會實踐的能力
核心六：具備在地關懷與全球視野
核心七：具備博雅多元的識見與人文素養
核心八：具備語文表達與資訊之統整應用的能力
1. 美崙校區師生將於今(100)年暑假搬至壽豐校區，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整合為單一校區。
2. 美崙校區未來規劃方向：推廣教育中心、產學研究園區、教育訓練中心、國際寄宿學校
3. 本校計有八大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理工學院、管理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海洋學院、
花師教育學院、藝術學院、環境學院，包含 34 個學系、45 個碩士班(含 2 個碩士學位學程)、
17 個博士班及 14 個碩士在職專班。
4. 學生來自全台灣各地，計有一萬餘人。
5. 嚴選師資
◎專任教師約五百人，具博士學位佔 96%
◎實施教師評鑑機制：教師評鑑辦法、優良教師遴選、教師教學評量追蹤輔導辦法
◎任教 6 年未提升等即不續聘

提供學生之品質保證
教學卓越
◎連續六年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大學」
◎全方位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同儕輔導措施、成績預警系統、電子學習履歷
◎系所生涯規劃諮詢
◎教學與學習資源之擴充與提升
◎超值學習十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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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程化
◎課程模組規劃
◎ 50%學生可獲 Double Major or One Major and One Minor
◎培育跨領域能力之模組課程規劃
完整的資訊化學習環境
全校區無線上網、遠距教學教室、群組互動教室、e 化教學輔具設備、數位學習平台、學
生學習 e 化系統
國際化校園
出國研修獎助學金
對於出國研修學生提供來回機票補助，同時由學校統一向教育部申請學海飛颺、學海惜
珠專案，以補助其他費用。校內及教育部補助之出國研修獎學金與詳細內容如下：
◎ 校內補助-來回機票
◎ 教育部學海飛颺專案(可包含學費、來回機票及生活費)
◎ 教育部學海惜珠專案(可包含學費、來回機票及生活費)
國際交換學生
與本校簽有學生交換協定的學校有蘭州大學、吉林大學、煙台大學、四川大學、南京理
工大學、東北大學、廈門大學、韓國慶州大學、韓國安東大學、日本佐賀大學、美國夏威夷
大學西羅分校、美國 Stev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捷克 Hradec Kralove、捷克 Tomas Bata 等
校，每年選派學生前往交換一學期。
國際交流活動
寒暑假期間辦理短期交流活動，例如暑期姐妹校學生交流營、暑期國際夏令營，相關訊
息可至研發處國際交流組學生專區查詢；不定期舉辦留學座談或演講，相關訊息可至學務處
畢僑組以及教學卓越中心活動訊息查閱。
強化在校生英文能力
為提升東華學生的英語競爭力，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學士班學生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及檢定
機制。語言中心提供許多加強英語能力的課程與活動，如 English corner、線上自學系統、開
設全民英檢及新托福準備班等；另有許多英語授課的非英語類課程，讓同學增進英文能力。
提供學生宿舍
97-99 學年度壽豐校區大一新生保障住宿，美崙校區則大一、大四均有保障，平均住宿率為
47％。100 學年度將完成 3,500 床位宿舍興建，單一校區後將實施大一、大二保障住宿，高年級
學生仍維持 52％以上之住宿率。
確保學生校外住宿安全
兩校區校外住宿學生計 6 千餘人，定期、不定期的外宿租賃生重點關懷與房東訪視，每學
年召開房東座談會，並利用教育部支援外宿訪視短期人力，實施租屋環境調查與訪查關懷，加
強對外宿同學輔導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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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學生生涯輔導活動
由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學務處畢僑組、教學卓越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各院系所辦理各式
生涯輔導活動
提供弱勢學生學習需求，編列專用獎助學金及工讀金，鼓勵學生專心就學
學生回饋意見管道
1. 回饋教學意見管道
學生回饋教學管道

期中教學意見
回饋

學生小組
回饋

大一大三學
生問卷調查

課程教學意
見調查

應屆畢業生離
校教學建言

教學卓越中心每
年之全校教學滿
意度問卷調查

其他
教學卓越電
子報投稿等

2. 「校長與學生有約」座談會：每學期舉辦多場「校長有約」，由校長、教務長、總務長等主
管與學生進行面對面意見溝通。
3. 其他：網頁留言板、校務資訊系統、電子佈告欄 BBS 及東華大學 Facebook 等。
4. 設有行政品質意見反映網頁，師生可隨時上網提供意見。
學生學習輔導
1. 課程地圖：訂定修課課程地圖，做為學生修業之參考。
2. 開發「電子學習履歷系統」：整合學生學習歷程，使學生隨時了解自身學習狀況，有助於學
生學習及導師輔導。
3. 支援 TA 制度：依課程性質及人數，提供 TA 輔導。
4. 班級輔導助教：各班導師依需求甄選學生擔任輔導助教，協助進行學習輔導工作。
5. 課後課業學習輔導措施：課程/線上同儕輔導、資源教室、K 書中心、夜間自習室、圖書館
研究小間等。
6. 預警學生輔導：GPA 平均未達 2.0 之學生列入「學習追蹤對象」，進行後續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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