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文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45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小會議室
主

席：洪校長久賢

出席人員：李副校長兼教務長弘斌、郭學務長美玲、陳總務長漢光、
胡研發長兼院長宜蓁（何主任宣萱、吳組長佳靜代理）
、王
圖資長春笙、王主任秘書仲資、林主任淑端、孫主任振台、
李院長正綱、于院長第、陳院長一鋒
請假人員：林主任榮培、賴主任建成
記

錄：周由莉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報告事項
今將討論 103 學年度科技校院評鑑委員建議事項之各業管單位回覆後續處理情形（如附件）。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主席結論
有關 103 學年度科技校院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學校檢討及後續處理情形之修正建議如下：
一、編號 3：請總務處回覆「建商已停止校區後方山坡地開發」即可。改善進度修正為「已完
成改善」。
二、編號 6：請研發處回覆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各項經費是否已分經常門與資本門，例「已
自 108 學年度開始區分經常門與資本門…」。
三、編號 8：請研發處補充第 2 點觀餐學院舉辦 2016 ICHTL 觀光餐旅休閒國際學術研討會及
2019 觀光餐旅休閒國際研討會資料；2016ICHTL 研討會，計有 9 國學者 371 人參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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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發表論文 95 篇。
四、編號 12：請語文中心提供 103 至 107-1 學年度 CEF 級別通過人數驟降之原因；修正表二
之表格名稱「正式英檢」為「校園英檢」。
五、編號 13：第 2 點「…創 歷史 新高…」修正為「…創新高…」。
六、編號 14：請秘書室回覆性平事件，將「迎新」、「迎新性平事件」等字樣刪除。
七、編號 16：請人事室確認研發處所寫採計點數面向之正確性，並協助修正內容，以回答核
心重點。
八、編號 17：請研發處將回答重點放在增加實習機會，故請整合內容為：列為必修學系數、
列為選修學系數、實習廠商家數增加情形，並保留原有實習人數及實施時數之統計表即
可。
九、編號 18：請研發處將第 2 點「…隨教師數退休…」修正為「…隨教師退休…」。
十、編號 22：請教務處針對 IR、UCAN 分析之推動，提出具體內容。
十一、編號 23：請通識中心確認目前有無送外審，並確認該教材是否仍在使用中。如無，則
回覆已無使用；如有，請通識中心於本學期完成外審作業。
十二、編號 25：請通識中心補充法源依據及審查機制之具體內容，如無法源依據，須儘速完
成訂定。
十三、編號 26：請教務處「…歷年 評量不佳 之老師均已 無評量不佳的結果 」修正為「…歷
年 未通過 之老師均已 改善 」。
十四、編號 28：請通識中心補做國文大會考成績之信度分析。
十五、編號 35：請圖資處將表一之「學生人數」修正為「每生平均使用次數」。
十六、編號 39：請研發處刪除第 1 點和第 2 點內容。
十七、編號 40：請教務處補充已有相關測驗、後續分級教學措施及專業知能精細分析之核心
內容。
十八、編號 41：
「…採精繳原則，以增加學校數入之班制為開班考…」字義不清，請教務處修
正，並補充改善方式。
十九、編號 42：第 3 點請修正為「畢業生就業流向調查後問卷結果，經分析後提供各學術單
位作為課程調整之參考，並於研發處網站－畢業生與學生流向網頁平台公開」。

陸、散會
（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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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03 學年度科技校院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校務類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一、學校定位與特色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已完成改善。1.「生命關懷與全人教育」課程融入服務學

針對「生命關懷與全人教

習，學生到社會社群服務，從 106 學度開

育」宜提出積極做法並讓更

始改為以鄰近的新店社區為主，以善盡社

多學生實際參與，俾利塑造

會責任並藉此了解社區發展。

「全人科技人才」。
(通識中心)

2.107 學年度開始，配合深耕計畫中的 USR
活動，部分課程實施社區巡守與翡翠水
庫、烏來輕旅遊的活動，青潭堰與銀河洞
的水質檢測，由崇光社區大學的河川巡守

1

隊員來加以指導，並保持環境的整潔。
2.學生除了修習該課程之外，另有知性通識
與博雅課程可以增進學養，如知性通識 D
類課程包含科學、環境、自然、美容、國
防與程式設計等科目。知性通識 ABC
類，亦對塑造全人科技人才，也多有所助
益。
學生通過技能檢定及取得 持續改善。 1. 配合教育部校務基本資料庫收集學生相
證照人數仍顯不足，宜再加

關證照方式自 105 學年度開始由「表 4-8

強。

學生技術證照資料表」改成「表 4-8-2 學

(研發處)

生技術證照人次資料表」、「表 4-8-3 學生
外語證照資料表」，及教育部於 105 學年
度重點發展「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2

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的需求，本
校配合修正學生取得證照鼓勵方向及獎
助範圍。
2. 學生證照取得除需依據各院、系、所專業
外，亦要考量後續在校外實習、就業等方
面，於公、民企業執業所需求證照。
3. 103-107 學年度全校獲得證照獎助學生如
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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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料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學年度

張數
(語文+專業)

103

6,449

104

3,537

105

1,474+2,263

106

1,447+2,017

107 上

目前統計中

佐證資料

學校位於山坡地上，校外建 持續改善。 建商已停止校區後方山坡地開發，但確保校 如附件 1。

3

商擬興建大樓，恐影響校區

園水土保持與安全，學校持續進行排水相關

水土保持及安全，宜積極協

之開發計畫變更至今。學校依據新北市城鄉

商解決。

局審查建議事項修正，民國 107 年間分別於

(總務處)

1/10、4/3、7/27、11/8 及最近一次於 12/6
日完成補正送審程序，其意見審查對照表內
容（如附件 1）。

學校人事費支出約達學雜 已完成改善。1.本校票據訴訟案已全部結案。
費收入 70％，學雜費收費

2.依據 105 年 7 月 14 日第 9 屆第 25 次董事

標準在私校中偏低，加上法

會議決議事項「除仍在擴增之系所或法定

律訴訟可能需要的賠付款

必要之專技人員師資外，教職員遇缺不

項，學校財務宜審慎規劃。

補」；爰教學與行政人力採出缺不補原

(人事室、會計室、秘書室)

則，新聘教師以專技為主。
3.為精簡人力，本校辦理教職員優退：
（1）104 學年度 16 位老師及 11 位職員工
辦理優退。

4

（2）105 學年度 16 位老師辦理優退。
（3）訂定教師安置辦法（如附件 2）。
4.教職員人力精簡情形
學年度

教師

職員

103

254

134

104

250

124

105

216

103

106

193

91

107

179

82

5. 目 前 學 校 (107-2) 人 事 費 / 學 雜 費 比 率 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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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2。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70.32%。
6.本校穩健經營財務健全，目前特種基金為
4,761 萬元，可用資金為 6 億 7,317 萬元，
且無任何貸款。本校決算公告之網址
http://acc.just.edu.tw/files/11-1010-753.php
?Lang=zh-tw。
7. 教育部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結束對本校
財務之監管，由本校自行管控財務收
支，顯示本校財務內控機制之運作，已
獲教育部認可。

學校成立 20 個校級委員 已完成改善。1.本校由 20 個校級委員會精簡為 10 個
會，為數頗多，建議考量性

2.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業經教育部 105 年

質相近委員會整併之可能

5 月 4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50061133 號函

性，以避免疊床架屋，並減

核定，並自 105 年 2 月 1 日起生效。

輕相關主管開會之負荷。
(人事室)

3.修正內容：
（1）刪除財務規劃委員會、服務學習推
動委員會、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
員會、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校務
內部控制推動委員會等 5 個委員會
。
（2）調整委員會排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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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B.課程規劃委員會
C.通識教育委員會
D.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E.教師評審委員會
F.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G.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
H.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I.職員評審委員會
J.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6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各單 持續改善。 1. 本校（104~108 學年度及 106~110 學年度）
位所提各項計畫之經費預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係由各單位依據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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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料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佐證資料

估，宜分經常門與資本門，

「提升學校競爭力」為總目標之中程校務

並依計畫性質歸類統整，進

發展計畫綱要，制訂未來 5 年發展方向與

行分年期財務規劃，以利計

年度重點計畫，並分項目、年度逐項編列

畫之落實執行。

預算經費及預期成效，以利進行分年期財

(研發處)

務規劃，落實計畫之執行。
2. 學術單位年度重點計畫經費屬經常門部
分大多由行政單位編列預算支付，故僅針
對每年度預計增購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編
列資本門經費。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未見 持續改善。 1. 本校原已於 104-108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對進修部有具體規劃，宜重

已闢專節規劃進修學制重點計畫、預期成

新檢視並詳加規劃。(研發

效，以利進修學制永續發展。

處)

2. 惟因應本校組織精簡再造，已於 105 年 2
月 1 日將進修學制整併至日間部制。故滾
動式修正 106-110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時，

7

業由相關單位將進修學制規劃融入各項
重點計畫。
3. 將依委員建議，於新一期（108 至 110 學
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請相關單位加
入進修學制相關規劃。
二、校務治理與發展
102～106 學年度中程校務

及學海飛颺計畫，歷年來均名列前茅（近

發展計畫有關國際學術交

五年學生出國人數如下表），秉此良好基

流活動的多項關鍵性量化

礎，未來將選送更多學生赴海外研習以深

指標，明顯趨向保守。建議
適度提升，以展現學校努力
8

持續改善。 1. 本校教師及學生在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

的決心。(教務處)

化國際學術交流活動。
學年度 學海飛颺 學海築夢 交換學生
103

2人

57 人

2人

104

1人

44 人

0人

105

3人

43 人

4人

106

1人

48 人

9人

107

4人

52 人

12 人

2. 為強化國際學術交流，本校觀餐學院每年
均舉辦國際研討會，不論在論文發表質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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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或參加人數均大幅提升。107 學年度，計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 5 人發表學術論文，並
吸引近 200 人共同與會，有助推展本校學
術聲望。在此良好基礎下，未來希望能推
展至各院，強化本校國際學術交流工作。

學校實施多項交通安全教 持續改善。 1. 每學期利用新生始業輔導、班級幹部研
育，但 102 學年度仍有 3

習、導師會議及校務座談、境外(含越南)

名學生因交通意外死亡，建

生入學輔導等時機，加強宣導學生交通安

議持續強化交安教育。

全觀念。

(學務處)

2. 於每學期開學第一週，利用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課程以融入方式由授課教官，向同學
宣導交通安全，並記錄在授課大綱內。
3. 將交通安全警語，以學校電子布告欄(跑
馬燈)方式，提醒同學注意交通安全。
4. 運用校安週報，提醒同學注意交通安全。
5. 寒(暑)假前，製作安全須知來提醒同學休
假期間應注意之行車安全。
6. 每日放學時間，由值班人員至校門口及學

9

校安忠路旁，實施機會教育，除提醒同學
注意行車安全，並向同學宣導學校校安中
心緊急電話，提供同學於車禍事件發生
時，能儘速獲得學校協助。並將前揭執行
情形紀錄於值勤工作日誌上。
7. 研擬本校交通安全「零傷亡」具體精進作
為，並針對本校周邊交通狀況擬定具體改
善建議，提供總務處參考。
8. 持續辦利交通安全教育，增加同學交通安
全觀念。
9. 持續鼓勵與增加師生搭乘大眾運輸的便
捷性，方便師生搭乘，減少搭乘私人運具
到校，以降低車禍事件發生及傷亡。

10

學校近三年度共獲得專利 持續改善。 1. 本校 103-106 學年度本校技術轉移案件
43 件，其中發明專利 23

共計 6 件，技轉金額達 3,192,750 元，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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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料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件，新型專利 20 件。然技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前次(103 年度)校務評鑑金額大幅成長。

轉總金額分別為 0 元、

學年度

金額

件數

9,796 元、64,705 元，有待

103

104,800

3

積極提升。

104

200,000

1

(研發處)

105 2,887,950 2
106

0

107 上 統計中

-

小計 3,192,750 6
2. 另外有關獲得專利共計 21 件，其中國內
專利 19 件，境外專利 2 件，較前次評鑑
萎縮。
學年度 件數
103

10

104

4

105

6

106

1

107 上 統計中
小計

21

3. 而 服 膺 教 育 部 近 年 推 動 之 教 師 多 元 升
等，因此擬鼓勵教師透過有別於學術論文
升等，而以技術報告書升等，並鼓勵創新
及提升研究水準，進而增能本校專利及技
轉的質與量。相關具體措施條列如後：
（1）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列有技
轉獎助。
（2）「獎勵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實施要
點」在專利及技轉方面給予點數加
權之獎勵。
（3）「獎助教師研究辦法」
，增列以專利
及技轉績效透過技術升等之教師，
給予點數加權獎助。
11

學校自 101 學年度開始推 持續改善。 考量因少子化影響下及學生英語能力普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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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料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佐證資料

動及獎勵全英語授課，101

不佳的狀況，本校全英語授課改為教學當

學年共有 7 門課 260 位學

中，融入英文教材與內容，並為加強專業英

生選讀，102 學年共有 4 門

語，除針對學生主題需求性，重新檢視以國

課 115 位學生選課，而 103

外留學、海外實習、國際志工等個別需求，

學年度上學期僅有一門課

施以不同的教學與訓練，以提高學生英語能

（研究方法）10 位學生選

力外，並加強推動 PVQC 專業英語，以增

課。建議學校全面檢視教學

加學生國際移動力。

成效，作為未來英語授課課
程規劃之參考。
(教務處)
100～102 學年校外英檢通 持續改善。 有鑑於 100～102 學年校外英檢通過人數偏
過人數偏少，分別為 129

低，自 103 學年度起本校語文中心特別邀請

人、245 人、235 人，比率

美國 ETS 台灣區總代理蒞校辦理 TOEIC 多

均未達畢業生人數之 30％

益英語測驗，以減輕學生舟車頓勞，並藉以

（自我評鑑報告 p.49），各

提高學生多益英檢通過率。103 至 107-1 學

種加強英文能力之活動尚

年度在校內舉辦正式英檢通過情形如下表:

未產生顯著效果，宜有更積
極策略，以落實畢業門檻對

學年度

英文能力之要求。(語文中
心)

CEF 級別

實考

通過

人數

人數

A2 級
103
B1 級(含)以上
104

61%

34

3%

312

63%

22

4%

933

79%

219

18%

373

75%

93

19%

69

64%

39

36%

494
B1 級(含)以上
A2 級

105

1184
B1 級(含)以上
A2 級

106

498
B1 級(含)以上
A2 級

107-1

722
1182

A2 級

12

通過率

B1 級(含)以上

108

為加強提升全校學生之英文能力，本校語文
中心及應用外語系合作開設多樣英語課後
輔導課程，包括：「暑期密集英語訓練課程
(IEP)」
、
「暑期英語充實專案-英文先修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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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暑期英語充實專案-英文多益班」、「多益
衝刺輔導班」
、
「多益探索班」
、
「多益基礎先
修班」、「英文字彙增強班」、「英語角落
English Corner」
、
「英文會強班」
、
「英文增能
班」
、
「英語學習築夢培訓班」
、
「情境英語配
音培訓班」
、
「動畫英語配音培訓班」
、
「英語
學習築夢培訓班」等。
另，為提高各系畢業門檻通過，自 103 學年
度起，增加辦理校園英檢補救教學課程，以
幫助學生順利畢業。
103 至 107-1 學年度在校內舉辦正式英檢通
過情形如下表
學年度

實考人數

通過人數

通過率

103

3042

918

30%

104

3110

829

27%

105

2242

821

37%

106

2058

880

42%

107-1

958

433

45%

學生赴國外姊妹校短期研 持續改善。 1. 107 學年度本校計有 6 名學生赴英國姐妹

13

修 100～102 學年度分別僅

校 Middlesex 大學攻讀雙聯學制(其中 4

2 人、1 人、2 人，人數偏

名學生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2 名

少，未能發揮姊妹校學術交

自費前往)，人數較往年大幅成長。

流之實質效益。宜就簽約條

2. 本校目前已與數所國外大學簽訂對等交

件、互惠原則及學分認抵等

換協定，其中對互惠原則及學分認抵均已

方面加強規劃，積極增加學

詳細載明。近五年赴海外交換學生數量均

生短期留學或研修機會。

大幅成長(詳如附表)，尤其 107 學年度，

(教務處)

交換學生人數更創歷史新高。韓方大學亦
在對等原則下，選派四名學生赴本校交
換。未來將致力開發歐美地區姐妹校交換
計劃，以提供學生更多元之選擇。
學年度
交換學生
103

2 人(日本別府大學)

104

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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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積極推動性別平等教 持續改善。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105

1 人(日本尾道市立大學)
2 人(日本東北文教大學)
1 人(日本別府大學)

106

2 人(日本東北文教大學)
3 人(日本別府大學)
2 人(韓國順天鄉大學)
2 人(韓國東明大學)

107

2 人(日本東北文教大學)
3 人(日本尾道市立大學)
1 人(日本別府大學)
5 人(韓國順天鄉大學)
1 人(韓國東明大學)

1. 學校歷年來之性平案件雖仍有發生，但仍

育，但 100～102 學年度仍

依據性平法及本校防治辦法，教務處、通

然發生多起校園性騷擾案

識中心持續開設學生性別意識教育課程

件，宜檢討改善相關作法。

或於各系專業課程中融滲性平意識。

(秘書室)

2. 105、106 學年度於校務座談會時對全體
教職員工宣導知悉發生性平案件之通報
時限。
3. 學務處字 106 學年度起持續於學生大型
活動(如:迎新)或社團集訓時，辦理性平意
識宣導講座，以強化學生於活動時應具備

14

之性平意識，以避免類似迎新性平事件再
度發生。
4. 持續鼓勵全體教職員工生於知悉校園發
生性平事件時，能即時通報校安中心，讓
校園性平案件能獲得公平公正合理的處
理。保護被行為人身體自主權之伸張，並
且給予行為人適當之懲處，使其檢視檢討
其行為與加強其性平意識之機會。
5. 本校透過性平案件之處理，檢討校園各處
危險區域之設施改善或加強，務求營造友
善校園環境目標而努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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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學校每學期辦理菸害防治 已完成改善。1. 本校自 103 年 5 月 2 日起即未將違規吸菸

15

活動，藉各項活動對教職員

的學生移送新北市衛生局議處(裁罰)。

工及學生宣導菸毒之害，並

2. 105-107 學年度查獲校內違規吸菸同學分

營造無菸校園。惟 100 及

別為 82 位、132 位及 85 位(截至 108 年 3

102 學年度曾將多位在校

月底)，除依校規予以行政處分外，並辦

園內違規吸菸的學生移送

理戒菸教育及健康促進計畫中之相關輔

新北市衛生局議處（自我評

導作為，以期改善學生吸菸之惡習。

鑑報告 p.60）。學校為教育

3. 為強化無菸校園執行成效，107 學年度另

單位，學生違反規定宜予輔

向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申請「年輕族群

導和依校規處理，移送校外

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期能運用校內

地方政府單位處置之合宜

外相關資源，整合跨處室共同推動，營造

性，有待審慎評估。

無菸校園環境之終極目標。

(學務處)
學校推動產學合作之作法 持續改善。 依據本校目前「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規範教

16

為獎勵與評鑑並行，其中教

師升等得依專業領域，以專門著作、作品、

師升等必須在五年執行一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專業理論

定金額的產學合作計畫（自

或實務（包括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

我評鑑報告 p.44）。規定產

教師資格。且得以採計點數之面向技有：1.

學固定金額的作法對部分

論文 2.成就證明 3.技術報告 4.產學合作 5.

專業背景不利申請產學合

專利取得 6.技術轉移以及 7.教師取得校外

作案之教師並不公平，宜改

補助專案技畫等，得以充實升等之面向多

為計點式，以利教師得以其

元。

他表現替代。
(研發處)
學校目前僅有觀餐學院的 持續改善。 1. 103-107 學年度全校各系均持續推動學生
學生將實習列為必修課

17

參與校外實習課程。

程，每年學生實習人數約占

2. 配合教育部校務基本資料庫收集學生參

每屆學生人數的四成左

與校外實習課程相關數據內容改變，自

右，而部分專業領域的實習

106 學年度開始由「表 4-7-1 學生校外實

機會尚無法滿足學生的需

習總時數調查表」及「表 4-7 實習學生人

求。新店與附近的中、永和

數資料表」改成「表 4-7-2 實習學生人數

工商匯聚，建議學校更積極

資料表」
、
「表 4-7-3 校外實習經費來源人

開發實習企業，提供學生學

數統計表」
、
「表 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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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習機會。(研發處)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件表」，本校調整配合修正校外實習課程
相關實施與調查項目、數據。
3. 觀光餐旅三系持續實施全學期校外實習
制度，持續列為為專業必修或選修課程。
目前實施如下：餐飲管理系推動三年級必
修全學年實習、四年級選修全學年實習；
旅館管理系推動二年級必修全學期實
習、四年級選修全學年實習；旅遊管理系
推動二年級必修全學期實習、四年級選修
全學期實習。觀光餐旅學院三系必修課程
實習之企業單位，皆與各系規劃之培育人
才目標選擇專業國際化實習單位。
4. 商管學院自 105 學年度起全面推動校外
實習課程。目前實施如下：企業管理系推
動四年級下學期全學期選修實習；行銷與
流通管理系推動四年級全學年選修實
習；國際貿易系推動四年級全學年選修實
習；行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推動四年級
全學期及全學年選修實習；財務金融系推
動四年級全學期及全學年選修實習；理財
與稅務規劃系推動四年級全學期及全學
年選修實習及每年 5 月必修之財政部國
稅局報稅實務實習。
5. 人文與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應用
外語系)自 102 年度入學之新生,已實施大
三至大四暑期校外實習為必修課程。另應
用外語系實施四年級下學期全學期選修
實習。
6. 電資學院(電腦與通訊系、資訊工程系、
環境科技與物業管理系)，已將企業實習
列為選修課程；其中推動大三的寒暑假企
業實習；大四為全學期或全學年的選修實
習課程。
11

P.13

佐證資料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7. 103 至 107 學年度參與實習課程人數統計
如下：
學年

人數

103

720

104

775

105

1,129

106

1,346

107 上

統計中

8. 本校 106 學年度各學制學生參與校外實
習課程統計，計有 1,346 人參與，累計共
實施 1,180,634.2 小時，完成參與校外實
習課程並取得有效學分。參與學生其中包
含：人文暨設計學院 303 人參與校外實習
課程，累計實施 116,627.7 小時；商管學
院 399 人參與校外實習課程，累計實施
332,213 小時；電資學院 116 人參與校外
實習課程，累計實施 70,039.5 小時；觀光
餐旅學院 528 人參與校外實習課程，累計
實施 661,754 小時。
9. 103 至 107 學年度參與實習課程實施時數
統計如下：
學年度

總時數(小時)

103

648,536.5

104

874,197.00

105

839,354.75

106

1,180,634.20

107

統計中

10.擴大實習單位開發，除以國內各產業具
代表性廠商配合實習外，105-106 並積極
配合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發展海外著名
實習單位，以提供學生國際化實習機會。
定期辦理校外實習課程媒合說明會，提供
產、官、學、研、訓實習媒合機會，增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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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提供學生職場見習、實習。

100～102 學年度學校產學 持續改善。 1. 103-107 學年度上學期本校產學合作金額
合作來自企業之金額有逐

統計表如下表：

年下降趨勢，現有之獎勵辦

學年度 件數 金額
平均
103 255 69,814,947 $273,784

法尚未見顯著成效。學校周
圍工業園區知名廠商甚

104

222 56,869,915 $256,171

多，建議積極增進企業產學

105

192 54,288,459 $282,752

106 192 52,713,669 $274,550
107 上 58 25,350,726 $437,081

合作機會，強化產學合作。
(研發處)

2. 近年隨教師數退休、轉職或遞減，本校
產學合作金額總量與人數統計表如下
表：
學年度

18

金額

人數 平均

103

69,814,947 254 $274,861

104

56,869,915 250 $227,479

105

54,288,459 216 $251,335

106

52,713,669 193 $273,127

107 上 25,350,726 185 $137,030

3. 將持續積極與學校周圍廠商連繫，增進
企業產學合作機會。
4. 依據本校「輔導與服務類」評鑑辦法第
23 項揭示：
「教師協助媒合校外（含海外）
實習企業成功者。」得認列點數。
針對「問題與困難」之改善 已完成改善。1. 本校已將改善策略納入「104-108 學年度

19

策略（自我評鑑報告

及 106-110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

p.62 ）， 頗 多 屬 於 願 景 描

重點策略，積極落實改善成效，說明如

述，未見具體規劃，其與經

下：

費預算相關者，宜連結學校

2. 改善策略（一）所提「訂定相關獎勵辦法

之中長程發展計畫或編入

並辦理專利發明與技術移轉講座或研習

年度預算；與經費預算無關

營」，已列入校務發展重點計畫：

者，亦宜建立管控機制，以

（1）「104-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重點計

利落實改善成效。

畫：「(1-1-1-8)鼓勵教師提升研究質

(研發處)

與量並發表論文及作品」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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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1-2-1-1)爭取校外資源、強化研發
能量」。
（2）「106-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重點計
畫：
「(1-1-7)鼓勵教師參與產學合作
技術研發及從事應用/實務型研究」
與「(2-1-1)爭取校外資源以強化研
發與教學能量」。
3. 改善策略（二）所提「推廣全英語教學與
華語教學，以吸引歐美地區的學生至本校
交流」
，已列入「106-110 學年度」校務發
展重點計畫：「(4-4-4)增強英語能力：包
括補救教學及專業英語能力」及「(4-5-3)
透過華語文教學中心強化外籍生華語能
力」。
4. 改善策略（三）有關擴展學生實習機會，
已列入校務發展重點計畫：
（1）「104-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重點計
畫：
「(1-1-6-3)擴大學生企業實習」。
（2）「106-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重點計
畫：
「(2-4-3)持續推動學生參與企業
實習」
5. 上述重點計畫與經費預算相關者，皆與中
長程發展計畫連結或編入年度預算，並增
列質化與量化等預期成效，以建立管控機
制，提升改善成效。

三、教學與學習
100～102 學年（下學期）

持續改善。 1.本校近學年度努力優化師資結構，兼任教
師講師比率逐年下降，如下表所示：

兼任教師之教授級和副教
20

學年度

授級師資人數均為個位

兼任

講師

講師

人數

人數

比率

數，講師級師資則占大多

103

167

139

83%

數，分別為 121 人、150

104

149

123

83%

人、123 人（基本資料表

105

104

80

7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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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pp.65～68）
。建議學校兼任

106

44

31

70%

教師之結構宜再優化。

107

75

51

68%

(人事室)

2.本校自 105 學年度起兼任教師之聘用以業
界師資，或具有豐富業界經驗師資且著有
聲望者為限。

建議學校再加強性別平等 已完成改善。1. 從 105 學度到 107 學年度，跟性別平等

21

教育相關之正式課程之多

相關的課程有人際關係與溝通、情緒管

元性，擴大修課學生的人

理、性別教育與兩性關係、婚姻與家庭。

數，以落實性別平等教育推

2. 性別平等的課題也融入「生命關懷與全

廣。
(通識中心)

人教育」課程之中講授。
3. 從 107 學年度開始，
「生命關懷與全人教
育」課程的社區服務活動中有部分課程
也實施性別平等之宣導。

「教學實施，評估與檢核機 持續改善。 已於 106 年完成全校性五年一次的 IR 學生

22

制」與「教育目標、基本素

學習現況問卷分析，能了解學生的學習歷

養指標之間接評量」部分

程、學校培育的軟、硬能力，與學生對於學

（如 IR 問卷，學習與生活

校提供的教學機制與學習資源等的滿意

評量問卷）尚未完全落實與

度。並於 106 年利用 UCAN 問卷分析學生

推動，建議改善。(教務處)

軟能力，包括溝通表達、持續學習、人際互
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新等，作為學
生基本素養評量之參考。

「生命關懷與全人教育」課 持續改善。 1.「生命關懷與全人教育」課程內容是多樣

23

程之自編教材，建議送校外

性，除了坊間的教材之外，本校教師個人

專家審查，以利維持課程內

所編的教材有生命學概論、藝術與生活美

容品質。

學、生命教育概論，都是因應社會的需要

(通識中心)

而編的書籍。
2.由通識教育中心推舉各組代表所編著、高
立圖書出版的「生命關懷與全人教育」書
籍，最是豐富多元。配合深耕計畫的創新
教學，本教材在 103 年 9 月編著而成，頗
受各方讚許，但行之已近 5 年，因此再度
列入 108 年度需要改善的項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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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各級課程委員會之職 已完成改善。依委員之建議檢討完成修訂「課程規劃委員

24

掌宜涵蓋課程內容之實質

會設置要點」。刪除行政人員擔任委員部

審查，另行政人員亦不宜擔

分，並將原學生代表由一名修改為學生代表

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建

二名。

議修正「課程規劃委員會設
置要點」。(教務處)
依通識教育課程規劃委員 已完成改善。1. 於 104 年度已依委員的意見修改完成。

25

會組織要點，該會僅依通識

2. 目前依通識教育課程開課規則，對知性

教育委員會之決議執行課

通識類課程之教學大綱，須送通識教育

程與師資之規劃與學分安

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得開課。

排。另依通識教育課程開課

3. 通識教育中心之五門核心通識課程均依

規則對知性通識類課程有

各組白皮書訂定教學大綱。(白皮書乃依

將教學大綱送交通識教育

據 99 學年度第十次行政會議指示制定，

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99-2 由教務會議、通識中心全體教師會

後，方得開課的規定。建議

議通過、100-1 通識中心全體教師會議通

強化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

過修訂)。

職掌，建立對所有通識教育

4. 依委員意見，規劃修訂各組白皮書，各

課程之審查機制，給予法源

組課程綱要及教學大綱再予以配合調

依據以利執行。

整。本次白皮書修訂已於 104-2-2 通識中

(通識中心)

心全體教師會議通過修訂 104-2-1 通識教
育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4-2-1 通識教育
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對教學評量結果不佳之教 持續改善。 已依委員之建議規劃輔導本校教學評量結

26

師，經院長審酌後，決定是

果不佳之教師，經院長審酌後決定應接受輔

否予以輔導。應接受輔導之

導後，將其列案追蹤輔導，相關輔導記錄將

教師需填寫教學精進自評

留存。經追踪後續四學期，歷年評量不佳之

表，並由系主任、院長及相

老師均已無評量不佳的結果。

關單位建議進行微型教室
錄影，資深教師協助訪談等
輔導方式，惟經查閱相關資
料未見確實執行，宜落實後
續輔導及其成效之查核。
(教務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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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係以大型演 已完成改善。103-107 學年度辦理教師專業成長講座及工
講方式進行，100～102 學

作坊如下：

年度僅舉辦 4 場次，建議

1. 103-106 學年度辦理大師級講座、小型大

增加場次，並可辦理較小型

師級講座及教師研習共 13 場，約 230 人

之工作坊讓教師依個人需

次。大師級及小型大師級講座以係邀請在

要參加，以增進教師之教學

學術界具卓越表現之講者分享座談，另教

知能。(教務處)

師研習內容以協助教師數位教材製作為
主。
2. 105-106 學年度辦理 14 場校務研究工作
坊，約 200 人次參與，內容包含數據分
析、資料探勘、研究方法與視覺化圖表

27

等。
3. 106-107 學年度辦理「PBL 教學設計工作
坊」及「PBL 教案諮詢座談」
，9 場約 130
人次教師參與，內容包含 PBL 教學設計
方法內涵及產出課程教案為導向，並安排
教師進行一對一諮詢諮詢指導。
4. 106 學年度起成立教師跨域社群，共舉辦
21 場 299 人次參加。舉辦教師跨域工作
坊或研習營，鼓勵教師培養第二專長，並
且具備跨域溝通能力，以引導學生進行跨
域。
學校自 97 學年度起，即著 已完成改善。1. 本校的國文大會考，行之多年，且時加改

28

手規劃提升學生國語文表

善，學生在大一之時的通過率頗高，且有

達能力之措施，目前發展階

輔導改善的機制。此制度已成為學校的通

段為全校學生必須通過學

識教育特色之一，就目前而論學生在畢業

校自建之題庫測驗。為提高

時尚無不通過者。

測驗之信效度，建議以研究

2. 曾經規劃輔導學生參加 CWT 檢測，因樣

計畫方式，每年遴選不同程

本數太少，其成績無法與國文大會考分數

度 之 學 生 參 加 國 內 CWT

建立彼此的對應關係。且國內 CWT 全民

全民中檢，以交叉比對調整

中檢報名費為 800 元-1400 元，礙於經費

題庫之鑑別度，並且追蹤學

預算，難以每年遴選足夠學生參加國內

校國語文教學成果及學生

CWT 全民中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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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料

3. 為加強本校國文大會考之信效度，加強以
下施測內容

(通識中心)

（1）能正確認知四千個以上之常用字與
常用字詞（讀音與意義）。
（2）能正確理解並使用常用典故成語。
（3）能分辨一般中文語句之優劣，並能
寫出通順之中文語句。
（4）能理解淺顯之文言。
4. 施測之後，會作難易度分析，每年修正題
目難度，並參考檢定考之題目，做為修訂
參考，作部分之汰舊換新，以使題目難易
程度與代表性能更真實的反應學生的語
文能力。
全學年全學分實習尚未普 持續改善。 本校已完成全校性實習，各學院辦理情形如
及，為建立產業界更長期的

下

實習培養人才計畫，建議學

1. 觀光餐旅學院三系均己實施全學年校外

校及早規劃課程，使學生有

實習。餐飲系及旅館系為全學年校外實

管道可以在職場獲得較成

習為必修課程，旅遊系為全學年校外實

熟的經驗。(教務處、研發

習必修加選修。並規劃配合產業需求於

處)

大四再進行校外實習選修，完成最後一
哩，提高學生畢業就業率。

29

2. 商管學院各系有推動實習制度並均將實
習課程列為該系課程規劃中。
3. 人設學院實施大三至大四暑期校外實習
為必修課(320 小時)。
4. 電資學院各系企業實習列為選修課程；
規劃大三寒暑假企業實習各 3 學分；大
四為全學期實習的選修課程，每學期為
10 學分。
目前教師具業界實務經驗 持續改善。 1. 本校教師歷年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統計表 如附件 3

30

人數約占 40％，宜更積極

（如附件 3）。

協助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

2. 另外本校服膺部頒政策推動「教師進行產

習，並持續整合校內師資專

業研習或研究」，期使提升教師之實務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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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爭取大型產學合作專

業知能，目前本校通過之比例達 34.2%

案，以提升教師之實務專業

（51 人/149 人）
，將持續推動與敦促教師

知能。(研發處)

們積極參與產業研習研究。
3. 除持續推動教師與產業結合簽訂產學合
作計畫外，並將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
院辦理教師產業研習研究實施要點」申請
相關計畫，期使技職教育與產業更密切結
合，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能力，縮短學校教
育與產業界人才需求之落差。

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已完成改善。已依委員之建議檢討修訂「課程規劃委員會

31

自 89 年訂定後歷經 8 次

設置要點」，將學生代表由一名增為二名，

修正，雖已將學生代表列為

並鼓勵學生出席並參與討論。

出席人員，惟參與學生人數
僅有一名，建議依學制平衡
原則，再酌增一、二名，以
增加學生參與學校課程規
劃之機會。(教務處)
學校二年前作過整體課程 持續改善。 學校針對新設.更名及分組之系組及規劃新

32

外審，為課程永續發展、精

設之學分學程課程，在各系組課程實施 1-2

進品質，建議第二梯次之課

年後，逐年進行課程教學大綱外審。已進行

程外審以近二年新設課程

下列各單位核心課程之課程外審

及新設或調整之教學單位

1. 新設：會議展覽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2. 更名：電腦與通訊系
3. 分組增設：(1)旅遊管理系旅遊管理系休閒
遊憩管理組、旅遊管理系旅行業經營管理
組及旅遊管理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理
組。(2)餐飲管理系增設餐飲管理系管理組
及餐飲管理系廚藝組。

之核心課程優先辦理，其他
發展已相當成熟的課程即
可不必經常辦理外審。(教
務處)

4. 學分學程：電競產業人才培育學程
學校契合式課程已有完整 已完成改善。各院系邀請產.官.學界及畢業學生代表檢視
33

之課程架構，惟學校系所宜

課程規劃並採滾動式修訂教學品保等資

再發展完整之課程地圖，以

料，學生課程之修習及運作過程可紀錄於學

利學生選課參考，其次宜就

生學習歷程檔案中，並以雷達圖方式呈現學

運作過程做成完整之資料

生學習現況。已規劃將(1)各系專業能力與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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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以作為課程精進之參

育目標對應關係(2)核心能力與各課程對應

考。

關係(3)各系可從事之職業別(4)學生修課時

(教務處)

序資料融入課程規劃中，以利學生作為選課
及課程精進之參考。

102 學年度上下學期休學 持續改善。 針對本校學生休退狀況輔導機制作為:
人數分別為 429 人／711
人；退學人
數 分 別 為 634 人 ／ 410

本校透過「固基輔導計畫」機制，105、106
及 107-1 學年度學生休/退情形如下:
占全校

學年度

休學

退學

合計

8,647 人比較，比率偏高，

105

605

224

829

10.62%

宜努力降低學生休退學人

106

425

206

631

8.59%

107-1

311

145

456

6.26%

人；與學生總數 9,132 人／

數。(學務處)

學生比率

1.每學年度就學生休退原因予以分析，其中
以已考上他校、學雜費/生活費自理及工
作時間與學業衝突等三項為多數。
2.透過班導師輔導機制，對學生校內外工讀
輔導、課業問題、生活問題、職涯發展問
題、家庭問題、學業預警問題、人際關係、
34

欲休退轉學生問題、感情問題及其他等生
活進行主動關心，並將訪談內容進入「導
師與學生輔導紀錄表」或「缺曠過多輔導
紀錄表」系統填寫備查。
3.針對缺曠課過多學生，除由導師積極輔導
關心外，亦郵寄掛號信件，通知家長，共
同改善學生學習狀況努力。
4.本校已建置完整「固基輔導計畫」流程及
具體作法，若導師發現學生問題或有休退
學意願時，可將學生轉介至各單位，提供
學生相關輔導及資源等協助處理。
5.運用 UCAN 職業興趣探索測驗，針對大一
新生進行志趣確認，篩選潛在志趣不合學
生名單，並透過各系職涯輔導老師追蹤關
懷，及早發現學生志趣不合者，輔導學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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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佐證資料

轉系留校。
四、行政支援與服務

持續改善

1.館藏利用率：

學校藉圖書暨多媒體借閱

少子化趨勢導致生源驟降，近三年圖書館

量及電子資源使用量統計

館藏圖書及多媒體借閱冊(件)數量，雖然

表，用以展現推動圖書資源

逐年下降，但若參考學生人數，實質上借

利用之積極性與成果，證據

用量是穩定提升。例如：106 學年度圖書

力略嫌薄弱：

暨多媒體借閱量相較 105 學年度減少

例如以全校學生人數為分

1,133 冊，下降比重為 1.58%，然學生人

母計算之平均每人借書冊

數(具正式學籍)相較前一年減少 926 人，

數，並不能反映圖書資源利

下降比重則為 12.03%。

用之普及率，而僅以「人次」

103 至 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館藏資源利用

統計，亦不足以代表電子資
源之實際使用量。建議學校
對學生使用圖書、多媒體及

量統計如下表：
表 1：103-107 學年度館藏資源利用量統計
表
項目

學年度

103

104

105

106

107-1

電子資源之情形作更深入
之調查與分析，以瞭
35

圖書暨多媒體
借閱冊/件數

解圖資服務之績效並規劃

電子資源

改善措施。(圖資處)

使用人次

82,047

76,070 71,495

70,362 31,770

177,770 150,662 147,741 169,096 99,712

學生(具正式學
籍)人數

8,261

7,602

7,697

6,771 6,468

2.提升館藏利用率改善策略：
（1）政策面：105 學年度制定法規，將「圖
書館資源利用率」納入學術單位年度
績效考核項目指標。
（2）課程面：採取「資源融入課程教學」
協作模式：圖書館與通識教育中心國
文科教師、應用外語系教師協同合作
推廣館藏資源。
（3）系統面：106 年 9 月 1 日圖書館 HyLib
自動化系統正式啟用，助益提升讀者
資源取用便利性及 e 化服務品質。
107 年 9 月 3 日正式啟用圖書安全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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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統暨數位自動展翼閘門管理系統，提
供高效能偵測及進館人數相關統
計，有助於掌握分析入館利用相關統
計，提高圖書館 e 化服務品質。
（4）推廣面：每學年度第一學期針對大
學部暨研究所新生舉辦「圖書館新生
利用教育」講習；第二學期則針對大
二學生、研究方法課程及專題製作課
程班級為推廣重點，舉辦「學門資源
查找暨語文類學習資源利用」講習。
助益建立學生查找及運用資訊能力
暨提升館藏資源利用率。
（5）策略面：強化館藏新書焦點，建置
讀者「圖書推薦系統」、不定期採購
網路書店熱門新書，製造學生入館及
借閱新書的誘因。圖書館 1F 不定期
舉辦新書/多媒體資源展有助於聚焦
館藏資源。
（6）空間面：106 學年度建置圖書館三樓
「共學中心」：提供師生社群「創意
發想」、「群聚共創」之合作討論場
域。空間情境展現「社群性」
、
「開放
性」、「共創性」及「移動性」，助益
提高師生入館使用館藏之動機。

校務內部控制推動委員會 已完成改善。已依委員建議修正本校「 校 務 內 部 控 制 推

36

設置辦法第 4 條有關「校

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並 於 104 年 4 月 21

務內部控制推動委員會」任

日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將第 4 條第四

務，其中四～七款審議內部

~七款改列為第 5 條聽取稽核小組報告事

控制稽核相關項目，將影響

項。

「內部控制稽核小組」超然
立場，為發揮內部稽核應有
功能，建議予以修正。(秘
書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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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考量學校判決訴訟案可能 已完成改善。1.本校票據訴訟案已全部結案。

37

產生之經費支出，學校宜縝

2.本校穩健經營財務健全，目前特種基金為

密規劃及釐訂因應策略，加

4,761 萬元，可用資金為 6 億 7,317 萬元，

強校內溝通，凝結共識。另

且無任何貸款。

會計室宜動態編製未來現

教育部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結束對本校財

金流量之資訊，以協助學校

務之監管，由本校自行管控財務收支，顯

妥適因應未來校務發展之

示本校財務內控機制之運作，已獲教育部

變化。(會計室、秘書室)

認可。

學校各處室制定法規達 713 已完成改善。本校於 107 學年度一二級主管共識營及行
38

項，宜持續修訂或廢止一些

政會議時，已請各單位全面檢視所屬法規，

不合時宜的法規條文。(秘

目前本校各處室法規為 424 項。

書室)
持續改善。 1. 畢業生就業流向調查部分，自 104 至 106
學年度期間，因應委員建議，已經除原由
指派各系負責追蹤，由各班導師、專案助
理進行電話調查外，亦增加由手機簡訊、
FB 群組 Line 群組、線上自主填報系統等
五、績效與社會責任

39

填寫方式，已經大幅提高取樣之代表性。

學校對畢業生流向及雇主

2. 106 年度年度大專校院整體追蹤結果回收

對畢業生的滿意度調查，委

率 104 學年度追蹤畢業滿 1 年全國均值為

託校外單位進行，在取樣代

75.53%，景文科大達 93.37%；102 學年度

表性、受雇畢業生和雇主配

追蹤畢業滿 3 年全國均值為 67.56%，景

對性、「專業知識與技能」

文科大達 91.01%；100 學年度追蹤畢業滿

精細度等方面均不足，致報

5 年全國均值為 59.53%，景文科大達

告內容可參採程度不高。學

86.41%；全校完成追蹤回收就業調查之均

校宜有改善措施，且對學用

值均高於全國回收均值。

配合情形的調查宜再深
入。(研發處)

3. 畢業校友雇主滿意度問卷 105-106 年度委
託由專任教師進行專業研究的調查，專業
系統化之配對，在數據細緻度、專業配對
性成供完整回收率已經大幅提高。
107 學年度已調整問卷內容，改以行政院
主計總處最新修訂之「行業標準分類」進
行職種分類，增列計畫透過具學術性效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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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料

編號
號

評鑑
鑑委員建議事
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
及後續處理
理情形
之量表
表進行問卷針
針對專業知
知識與技能、學
習力與
與可塑性、組
組織與協調
調能力、創造
造與
創意能
能力、國語及
及溝通表達
達能力、國際
際觀
與外語
語能力、資訊
訊及電腦能
能力、執行力
力與
解決問
問題能力、主
主動積極的
的態度、抗壓
壓性
與情緒
緒管理能力、配合度與
與穩定性、團
團隊
合作、責
責任感與自
自我管理能力
能力及良好的
的道
德操守
守等分項調查
查，以提高調
高調查報告數
數據
之精確
確度及有效的
的分析結果
果，希能用於
於改
進教學
學、實習策略
略方面參考
考。

訂有全校
校統一之學
學生基本 持續改善。
持
已 全 面 建 立 各 系專 業 核 心 能 力 與 課 程 關

40

素養及院
院、系級之
之核心能

係，學校
校針對學生系
系所專業知
知能，備有課
課程

力，但對
對專業知能尚
尚未有更

規劃雷達
達圖及學生
生修課雷達圖
圖之呈現方
方式

精細分析
析，宜釐清並
並促進學

提供學生
生檢視，可透
透過(1)職涯發
涯發展中心之
之職

生適性發
發展的分殊能
能力。

能測驗、(2)校務研
研究之問卷調
調查及(3)畢
畢業

(教務處))

條件，提
提供導師進行
行適性輔導
導與分析，作
作為

學生職涯
涯規劃之參考
考與學習。
依據往年
年辦理推廣課
課程經驗，推
推廣教育朝
朝課
持續改善。
持
程多元化
化發展，並辦
辦理各系相關
相關證照輔導
導課
以及申請
請外部資源，過去學分班
分班為推廣教
教育
之主要收
收入來源之一
一，因近年來
年來入學門檻
檻降
低，修讀
讀學分班人數
數下降，並為
並為考量學校
校資
源採精繳
繳原則，以增
增加學校數入
數入之班制為
為開
班考。評鑑
鑑年度(103
3-107)與之前
之前幾年績效
效列
推廣教育
育收入雖能
能達成目
表如下。
標金額，
，100～102 學年參
41

與推廣教
教育的人數
數亦有增
加，但收
收入卻逐年降
降低。建
議分析原
原因並改善之
之。
(教務處推
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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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
資料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持續改善。 1. 本校進行畢業生就業流向調查，係協助教
育部掌握大專院校畢業生流向資訊，進以
提供各院系改進其教學、課程與學生服務
及教育部政策研議之參據，同時藉以掌握
學生最新的發展情形，使學術與實務得以
接軌。
2. 本校 104-107 年度為維持畢業生就業調查

42

學校畢業生問卷調查宜再

數據之延續性、可靠性及細緻度，除繼續

強化專業知識與技能相關

採用教育部具效度之問卷題項外，並透過

題項，以做為課程改進之參

各系科專業教師依據各人才培育目標進

考。

行微調、增列題型，期能建立符合本校畢

(研發處)

業生就業流向專業之調查問卷，大幅提升
問卷效度，以提供課程改進參考。
3. 畢 業 生 就 業 流 向 調 查 後 問 卷 結 果 ， 自
101-106 學年度間均充分透明公開於研發
處網站-畢業生與學生流向網頁平台中，
以利各學術單位在課程調整上參考。
http://rd.just.edu.tw/files/11-1004-4976.php?L
ang=zh-tw
持續改善。 1. 自 104-106 學年各系經過學術評鑑後，皆
大幅調整政府機關專業認證之證照。另為
符合教育部於 105 學年度公佈之重點發
展「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

43

學生專業證照獲得張數雖

託、認證或認可證照」的需求，本校各系

逐年增加，但政府機構核發

配合各專業職能需求修正學生取得證照

之乙級與丙級證照，則年有

鼓勵方向及獎助範圍，大幅輔導學生以考

降低，國際證照也逐年下

取政府機構核發之證照為考證取向。

降，建議加強證照輔導。
(研發處)

2. 透過證照獎助會議，大幅提高政府與國際
證照獎助，並規劃成 A、B、C、D、E 等
五級證照獎勵。透過獎勵分級制度鼓勵學
生考取政府及國際證照。例如：國家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技術士證照(工業
類、商業類、家政類、餐飲類、勞動安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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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衛生類等)、金融證照(銀行、證券與期貨、
保險、國際高階證照)。
3. 103 至 107 學年度學生獲取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
統計張數如下：
學年度

張數

103

95

104

31

105

124

106

241

107 上

待補

持續改善。 1. 近年隨教師數退休、轉職或遞減，本校
產學合作人數與件數比值統計表如下
表：
學年度 件數

教師投入產學合作的績效
有待加強，100～102 年教
師承接之公私立機構的產
44

學合作件數為 383、409 與
357 件，件數有降低趨勢，
宜再積極增加件數，以落實
技職教育精神。(研發處)

人數

平均

103

255

254

1.00

104

222

250

0.89

105

192

216

0.89

106

192

193

0.99

107 上

58

185

0.31

2. 面對即將面臨之校務評鑑相關統計，除
呈現產學計畫接案金額總量外，將再以
教師個人產能平均數作為本校產學計畫
能量之表現，統計如下表：
學年度
金額
人數

平均

103

69,814,947 254 $274,861

104

56,869,915 250 $227,479

105

54,288,459 216 $251,335

106
107 上

52,713,669 193 $273,127
25,350,726 185 $137,030

3.以上資料來源自校務基本資料庫。
45

學生畢業後的就業率各學 持續改善。 1. 為 持 續 提 升 學 生 畢 業 即 就 業 的 輔 導 機
院間有極大之差異。建議能

制。104-107 學年度，每年三月至五月間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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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強化畢業生畢業前之就業

持續辦理「JUST 校園就業徵才系列活

輔導機制，以提升就業率。

動」，以提供學生與業者之間的媒合平

(研發處)

台；104 學年度有 46 家，105 學年度有
48 家，106 學年度有 53 家，107 學年度
有 46 家公民營企業、機構參與。
2. 擴大推動學海築夢與海外實習、強化宣傳
學海飛颺、鼓勵學生攻讀雙聯學制，增加
畢業生海外就業、留學機會。
3. 開辦國際大師講座、強化國際互訪及交
流、鼓勵學生參與國際競賽國際活動、推
動海外研習參訪、加強國際生與本地生交
流，開拓學生國際視野。
4. 推動外語補救、增強計畫及開設小語種語
言文化課程，進以增進學生國際語文能
力，增加國際競爭力。
5. 使學生具備可攜式可移動式核心就業能
力，依據各院、系、所專業及業界需求，
協助開設重點技能證照輔導班與證照課
程，補助相關費用等。
6. 強化在校學習專長與就業力，提高就業職
場不可替代性，強化、改善各系相關經政
府認證之標準能力鑑定或證照課程所需
學習設備，進而輔導學生考取利於未來進
入職場所需證照。
7. 補助各院系辦理職能講座，加強職涯探索
與規劃能力，培養學生具備良好工作態
度、團隊合作、領導能力、表達與溝通能
力。
8. 邀請各級政府勞工安全衛生就業輔導相
關人員進行入班宣導，協助深化、教導求
職防騙、就業隱私及宣導勞動基準法、一
例一休、基本工資等相關法律常識。
9. 為符合學生畢業即就業之目標。透過各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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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大四下學期校外實習課程規劃，已提升實
習結束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持續辦理企業實習媒合座談、徵才博覽
會、企業參訪、就業講座、雇主說明會及
就業促進活動等活動，增加未來學生就業
機會。

已完成改善。1. 自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社團不再分學
制運作，並鼓勵日間部以外學生創立或參
進修部所成立的社團僅有
46

與全校性社團組織與活動。

資訊相關類別，宜鼓勵進修

2. 社團不分部制別後，日間與夜間部學生熱

部學生參與日間部社團，以

絡融入社團活動，且亦產生多位社團社

利強化課外學習。

長，如 107 學年度學生會王 恩 翰 會 長 （

(學務處)

旅館四群）、異同驕遊社白岳霖社長（旅
遊一群）及 JCC 餐飲研究社邱 安 妤 社 長
（餐飲二群）等。
持續改善。 1. 學校於 103 學年度召開校務內控推動委
員會時，已請各單位應全面落實自主管
理，定期做好自我評估之內部控制監督

六、自我改善
建議學校內部控制制度能
47

進一步與持續改善之品保
機制相結合，以精進校務行
政品質。
(秘書室)

機制，並請各單位建立內部自主檢核
表，做好內部自主管理與控制能力，作
為全面品保的基礎。
2. 因應教育部法令修正，增訂十大循環，已
請各單位研擬修改內控項目及內容，由教
務處先制訂「入學至畢業循環」，並納入
教學品保，將教學品保相關細節納入「教
學作業循環」中。本校預計今年（108 年）
完成編製修訂「景文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
度手冊第五版」。

學校每年辦理一次單位年 已完成改善。單位年度績效考核是本校常態性自我檢核
48

度績效考核，學術單位考核

每學年度學術單位與行政單位績效之一環。

之成績除做為系所班級數

學術單位每年定期以 PDCA 之機制激勵促

增減調整之依據外，考核成

進教學績效與品質，各系經費分配仍依「預

績一或三等者，其次一學年

算編列基準」編列，考核結果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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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料

編號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改善進度

學校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度單位預算分別予以增

行政單位則以各行政單位學年度工作項目

減。實施迄今雖未見三等

檢核其行政辦理績效，並從中提供改善意

者，仍建議學校注意避免該

見，以建立行政服務效能。

因經費分配之減少，而影響
系所之教學品質。(秘書室)
學校尚有 3 案訴訟案在法

已完成改善。1. 本校票據訴訟案已全部結案

院審理中，判決結果有可能
衝擊學校財務，建議學校仍
49

宜持續關注訴訟之結果，妥
善規劃未來年度現金流
量，早為因應。(會計室、
秘書室)
建議進修學制之發展宜在 持續改善

2. 本校穩健經營財務健全，目前特種基金為
4,761 萬元，可用資金為 6 億 7,317 萬元，
且無任何貸款。
3. 教育部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結束對本校財
務之監管，由本校自行管控財務收支，顯
示本校財務內控機制之運作，已獲教育部
認可。
1. 為期學校永續發展，本校已於 105 年 2 月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有更周

1 日起將進修學制行政業務併入日間部制

全的規劃，俾利進修部之永

以期組織精實。

續發展。(教務處)

2. 組織再造後，依行政標準作業程序統一管
理除可精實人力，更為提高行政效能，更
提供全時段(8:00~22:00)不限學制的服務
時間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嘉惠師生同仁。
3. 本校目前院系規模為 4 個學院 13 系 1 學
位學程 8 個系組，學制規模有四技日間

50

部、碩士班、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碩士在職專班以及二專進修專校等六個
學，為配合滾動式修正中長程計畫書，本
校除參考當年度新生出生人口數及高中
職生源群類分析，以推估 108-112 學年度
各院各學制新生人數提供給院系進行系
所調整之規劃。另，為期學校系所、學制
組織精實，每年均參考本校、友校各系各
學制招生情形、學生來源分布及院系發展
特色等等相關數據，將進行系所學制增設
與調整，以期學校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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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料

附
件
「景文工專學園區及社區開發建築計畫(變更校區範圍內人工湖開發計畫)」 １

許可審查會議意見對照表
審查意見內容

107 年 12 月 03 日
檢核內容

審查意見回覆

1. 總編第六點規定部分，請更 請配合將修正的內容同步更新 已修正，於民國 107 年 11 月
新申請單位處理情形。
於 檢 核 表 中 申 請 單 位 處 理 情 8 日提送詳如計畫書檢核表。
形。
2. 總編第九點規定查詢基地 尚有 2 項未經該查復確認機關
是否位屬第一、二級環境敏 進行確認，請補充後續辦理情
感地區部分，相關文件已逾 況。
期限，請再查明並依附件二
內之附表補正；另總編內容
涉及第一、第二級環境敏感
地區查詢部分，亦請配合更
新。

已修正，於民國 107 年 9 月
11 日提送申請查詢，其回覆
說明如中華民國航空測量及
遙感探測學會 107 年 11 月
13 日 ，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4327 號函。
詳附件七。

3. 專編第四編學校第六點請 每 日 單 程 機 車 旅 次 計 算 式 有 已修正，於民國 107 年 11 月
依近期之統計資料再次檢 誤，請再檢核。
8 日提送詳如計畫書 P.99 核。
11.5 校園停車位檢討。
4. 變更內容摘要對照表之變 有關使用執照部分，應為（88 已修正，於民國 107 年 11 月
更緣由欄位，原開發許可核 店使字 368 號），請更正。
8 日提送詳如計劃書 P.3 准日期及案號有誤。
變更內容摘要對照表。
5. 有關本案土地部分使用，建 請依地政局意見妥為補充說明 變更範圍屬學校內部土地範
請規劃單位先洽轄區地政 後續辦理情形。
圍，並不涉及土地分割事
事務所辦理「使用面積測
情，不會發生核准面積與日
量」，以免發生核准面積與
後實際分割面積不符之事
日後實際分割面積不符之
情。詳附圖。
事情。
6. 本案屬從事依環境影響評 請依環保局意見妥為補充說明 已於 105 年 12 月 15 日（新
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 後續辦理情形。
北府環規字第 1052400612
影響評估之開發行為，應於
號函）送審在案尚未核定，
施工前提報營建工地逕流
待本案變更設計核准後，繼
廢水汙染削減計畫經核准
續辦理相關環評事宜。
並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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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安置辦法

附
件
２

（人1006）
民國106年05月16日105學年度第17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107年04月24日106學年度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7年06月05日106學年度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7年06月13日第10屆第13次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妥善安置因社會變遷、教學單位調整而產生基本授課時數不足之
專任教師（以下簡稱超額教師），特依教師法第十五條、學校法人及其所
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以下簡稱私校退撫資遣條例）
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景文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安置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基本授課時數不足，係指各教學單位依校務會議通過之相關
規範辦理停招、減招、轉型、整併、更名或課程調整，導致開課科目變
更或授課時數減少，其所屬教師出現下列情況之一：
（一）該教師當學期開課時數，未達學期基本授課時數之百分之五十者。
（二）該教師當學期開課時數，達基本授課時數之百分之五十以上，但
仍有基本授課時數不足情形，應累積各學期不足之時數，超過學
期基本授課時數之百分之五十者。
上下學期授課時數合併計算後已達一學年之基本授課時數者，不構成其
基本授課時數不足。
各系所在未停招、未減招情況下，教師基本授課時數不足時，應由系、
院及校依序協助排課，滿足其基本授課時數。

第三條

教務處應於每學期（十月十五日/三月十五日前）會同各教學單位，依本
校及各學院「開課排課作業要點」等規定，確定當學期所屬教師整體配
課時數，通知各教學單位於二週內，將符合第二條規定之教師及授課不
足之時數，造冊報請教務處，轉知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啓動教師安
置程序並組成「專任教師安置委員會」。

第四條

具超額教師之各教學單位於配、排課程時，除特殊專業課程所需外，以
不聘任兼任教師為原則，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符合教師專長授課。
（二） 各專任教師授課不得超鐘點。但因課程安排，所超之鐘點為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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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者，不在此限。
（三） 教師之資歷專長符合時，該課程應優先分配予超額教師。
具超額教師之教學單位，有聘請兼任教師之必要時，應先提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聘任。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安置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
心主任、體育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及各院教師代表共同組成；並由副校
長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任擔任執行秘書。
前項各院教師代表，由各院務會議推選之；其教師人數不足三十人時，
推選代表一人；超過三十人者，推選二人。
審議事項涉及委員本人、配偶、或其三親等內之親屬者，該委員應自行
迴避；未自行迴避者，主席得諭知其迴避。應迴避之委員不計入出席人
數，如參與表決，其表決行為不生效力。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安置事項
之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

第六條

超額教師安置方式如下：
一、轉調其他教學單位：依本校專任教師專長轉調作業要點辦理。
二、轉任職員：
（一） 應於規定時間內填具「教師轉任職員申請書」，向擬轉入單位
提出申請。
（二） 申請案須符合擬轉入單位用人需求，並參酌擬轉入單位主管
意見。
（三） 取得轉任之同意後，應先辦理教師退休或資遣，始得轉任。
（四） 超額教師經核定轉任職員後，其薪級依本校職員敘薪規定，
重新核定之。
三、 校外安置：超額教師因登錄「大專校院高等教育人力躍升培訓及媒
合平臺」，或其他就業服務機構，獲得轉職機會者，簽請校長同意，
核給三個月留職留薪，參加輔導後離職。

第七條

超額教師未能依前條規定安置者，學校應依私校退撫資遣條例之規定，
辦理該超額教師之自願退休或自願資遣事宜。

第八條

超額教師申請自願資遣者，應簽具資遣同意書，並依私校退撫資遣條例
第二十二條規定，報經教育部核定後，始生效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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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超額教師自願退休或自願資遣者，除依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
遣儲金管理委員會核定之退休或資遣給付外，本校另加發離職慰助金，
在校服務滿一年加發一個月薪俸（本薪加學術研究加給），至多加發六個
月。

第十條

依本辦法規定，未能完成安置之超額教師，不願依私校退撫資遣條例規
定辦理自願退休或自願資遣者，經安置委員會確定已無其他安置方式後，
依教師法第十五條、私校退撫資遣條例第二十二條相關規定，辦理強制
資遣。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董事會核定後公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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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３
103 學年度→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103-106 學年度→師生實務增能課程(程序五、六)
學年度
方案類別
教師數
計畫經費
110,000
陳一鋒、張明化
深度研習
補助款 100,000
103
彭嘉美、洪清池
103.07.01-103.09.30
配合款 10,000
100,000
陳一鋒、張明化
深度研習
補助款 90,000
彭嘉美、洪清池
104.08.01-104.09.30
配合款 10,000
104
駱德廉
260,370
深耕服務
104.07.01-104.12.31
補助款 236,700
半年
郭芳熙
配合款 23,670
104.08.01-105.01.31
220,000
陳達元、胡宜蓁
深度研習
觀院：補助款 100,000
何宣萱、蔡淳伊
105.11.26-105.12.26
配合款 10 ,000
呂佩勳、詹文昊
105
電院：補助款 90,000
陳一鋒、張明化
深度研習
配合款 10,000
彭嘉美、洪清池
105.07.01-105.09.30
研發處：10,000
胡宜蓁、林香君
呂佩勳、呂學尚
王嘉欽、呂國賢
102,451
深度研習
106
配合款 102,451
陳文正、夏先瑜
106.11.04-106.11.20
何宣萱、高崇倫
謝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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