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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7 年度下半年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表 

申復學校：臺北醫學大學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書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校務資源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校 104 至 106 學年度

學雜費收入逐年遞增，惟

單位學生圖書期刊經費及

學校提撥弱勢助學金額卻

逐年降低。（第 4 頁，待改

善事項第 2 點） 

針對委員提及學雜費遞增及學校提撥助學金額降低，

本校說明如下： 

1. 本校學雜費已十餘年未調漲，104 至 106 學年度學雜

費收入總額增加，應為學生人數增加。另外，104

至 106學年度學雜費提撥辦理獎助措施經費由 3,992

萬提升至 4,448 萬，提撥比例從 6%提升至 7%，高

於教育部制定標準(3%)，並逐年提升，照顧學生不

遺餘力。 

2. 每位經濟弱勢學生獲學校提撥弱勢助學金額逐年增

加(自 104 學年度 31,922 元提升至 106 學年度 34,127

元)。除學校提撥外，亦透過募款增加弱勢助學經

費，本校 104~106 學年度整體弱勢助學經費由 2,086

萬提升至 2,178 萬元，本校弱勢學生除 100%領有部

定學雜費減免或弱勢助學金外，每位經濟弱勢學生

每年額外獲本校獎助學金金額由 86,580 元提升至

95,350 元，額外獲獎比例更由 89%提升至 9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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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書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辦學成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校積極辦理環境保

護、校園安全衛生與資訊

安全工作，績效良好，並

獲得重要國際認證，包含

環 境 管 理 系 統 之 ISO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系統之 OHSAS 18001 及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之 ISO 

27001 等。（第 5 頁，現況

描述與特色第 3 點） 

針對委員提及環境管理系統之 ISO45001，本校說明如

下： 

本校環境管理系統為 ISO14001。 

無 

自我改善與

永續發展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該校 6 家附屬醫院之成

立背景不相同，並不同經

營管理模式，該校能掌握

之程度有所差異，如附屬

醫院、臺北癌症中心及臺

北神經醫學中心為該校自

行設立，萬芳醫院屬臺北

市政府之 OT 案，雙和醫

院屬衛生福利部之 BOT

案，寧波醫療中心屬大陸

官方醫院，該校對此 6 家

醫院均同視為附屬醫院，

有欠妥適。且該校附屬機

構回饋情形，除 103 學年

針對委員提及附屬機構回饋比率過高，本校說明如下：

1. 依「私立學校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附屬機構

盈餘應用於改善師資、充實設備及撥充學校基金。

本校依前揭規定制訂「附屬機構收支結餘處理辦

法」，其中第二條規定，附屬機構收支結餘款除供

作附屬機構研究發展外，餘款得視整體財務規劃，

提撥至少百分之二十作為本校改善教學及研究等

相關經費，近年學校均依辦法提撥百分之二十以上

作為整體校務發展經費。 

2. 本校及附屬醫院皆由校長擘畫管理及營運。本校針

對各附屬醫院之收支結餘回饋金額，均整體統籌運

用於提升學校及附屬醫院發展，如本校取得衛福部

雙和醫院 BOT 案，於 97 年起陸續投入 40.8 億元建

設 A 基地，兩棟大樓樓地板面積合計約 41,000 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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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書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度附設醫院、萬芳醫院及

雙和醫院之回饋數合計占

當年度收支結餘數 49%

外，其餘各年度均在 62%

至 101%之間，雖符合該校

附屬機構收支結餘處理辦

法第二條之提撥 20%原則

性規定，但各年度附屬醫

院回饋比率顯屬偏高，就

長期而言，對該校及附屬

機構之發展，並非有利。

（第 6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06 年門診量共約 165 萬人次，辦理成效獲居民肯

定；另預計於 108 年起再投入 35 億元建設雙和 B

基地，包含教學研究大樓及生醫科技大樓，總樓地

板面積約 23,000 坪。 

3. 自 98 學年度起至 106 學年度止，附屬醫院總營收

自 107 億元成長為 210 億元(9 年期間成長 96%)，

收支餘絀自 4.62 億元成長為 15.44 億元，校院資金

餘額自 9.76 億元成長為 24.5 億元，透過校院整體

財務運作，長期以來已使學校及附屬醫院之發展逐

步茁壯。 

自我改善與

永續發展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校目前以遞延債務經

營附屬醫療及衍生產業，

延伸為學校舉債狀況，除

影響現有師生資源外，亦

影響全校掌理財務經營規

劃。（第 7 頁，待改善事項

第 3 點） 

針對委員提及遞延債務影響全校財務經營規劃，本校

說明如下： 

本校舉債指數逐年下降，101 學年度為 4.27，至 106

學年度降為 2.06，符合教育部規範之舉債指數 5 以下。

97 學年度因建設學校醫綜大樓、附設醫院第三醫療大

樓及雙和醫院投入經費達 68 億元，借款金額達 45.36

億元，歷年來持續保持良好還本付息記錄，97 學年~106

學年間已償還本金約 18.47 億元，截至 106 學年度止借

款餘額 26.89 億元，學校借款、還款皆陳教育部核准，

還款期程均依照教育部規定辦理，整體財務狀況健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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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書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自我改善與

永續發展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5.該校 104 至 106 年度內

部控制作業成效報告未陳

董事會備查，校務經營權

責待補正。（第 7 頁，待改

善事項第 5 點） 

針對委員提及內部控制作業未陳董事會備查，本校說

明如下： 

1.本校內部控制制度乃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

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附件一)建立及辦

理相關作業。 

2.內部控制作業成效報告依循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第 19 條辦理，

區分為學校法人及學校：…學校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

計師應定期將學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閱，

並將副本陳送監察人查閱。… 

3.檢附本校 104~106 學年度內部稽核報告陳送 校長核

閱及副本陳送 監察人之相關資料(附件二)。 

附件一、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

度實施辦法 

附件二、104_106 學年度

稽核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