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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 

受評學校：臺北基督學院【項目一】 

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待改善事項】 

1.該校校務治理與行政運作雖已有標準操作

流程，然相關法規仍待建立。 

【建議事項】 

1.宜加強學校現況發展與組織規程之符合程

度，且儘速建立各項必備法規。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組織章程已報部核備通過，相

關法規研訂亦大抵完備，並能依法規運

作。惟校務研究發展處之功能與法制，

仍待持續發展，以確保校務發展計畫之

落實。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待改善事項】 

2.該校雖辦學努力，然尚未完全符合學生對

學習支持的期待。 

【建議事項】 

2.學校校務治理與經營之相關會議，宜納入

學生意見，並增加相關管道，提升學生對

學校辦學理念之認同。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各項重要會議或學生生活與

學習相關會議，已設置學生代表，並實

際與會，表達學生之意見。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待改善事項】 

3.行政團隊的經營與運作、資源投入與配置

等相關作法，未能充分支援教師專業發展。 

【建議事項】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投入教師專業發展之經費近

三年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惟金額占整

體預算之比例，107學年度仍僅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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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3.針對校務資源之投入與配置，行政團隊宜

本於學校定位，增加教師專業發展之經費

與設備支持，並以具體措施鼓勵教師升等。 

若再扣除該年度教師音樂會專案補部

款與圖書館電子資源訂閱之固定支

出，成長仍相當有限。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待改善事項】 

4.大部分師生雖都體認該校係一具有基督教

福音精神之教育機構，期能培育奉主愛人

的社會菁英，然鮮少能具體說出該校之教

育目標與精神，甚為可惜。 

【建議事項】 

4.除在課堂及各種集會中多作宣導外，亦可

將學校 mission statement 做成標語，懸刻於

教室、宿舍及重要活動場所，以加強師生

印象，發揮效果。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能透過多元方式，宣導設校

精神與教育目標，將有利提升學生對該

校之認同，並引導學習方向。 

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待改善事項】 

5.董事會 1 年召開 2 次，並設有常務董事，

不定時到校服務。但因約半成員旅居國

外，其中 1 次會議須透過通訊、視訊等方

式輔助，會議時間有限，致有若干重要辦

法無法及時完成。 

【建議事項】 

5.重要辦法之訂定，宜先透過常務董事召開

會議先行討論，建立共識，俾於董事會開

會時能迅速完成重要辦法之立法。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研訂常務董事設置要點，並

明訂其職權，將有利於董事會之運作。

惟設置要點通過內容過於簡陋；雖有會

議紀錄，但未落實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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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 

受評學校：臺北基督學院【項目四】 

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1.該校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機制及學生學習成

效品質保證機制尚在建置中，有關課程與

教學之創新較為不足。 

【建議事項】 

1.宜儘速建立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

成效品保機制，透過工作坊、講座、標竿

學習等多元方式，強化教師多元教學與學

習評量之知能，以能促進學校課程與教學

之創新，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機制部分，已制

定各項辦法與獎勵措施，並依 PAEI 機

制進行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2.針對教育部當前政策（如高教深耕計畫），

該校囿於人力因素無法有效因應，將不利

於學校之永續發展。 

【建議事項】 

2.針對教育部當前政策，宜結合教師多元升

等機制，組成專案小組，在學校博雅教育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部分教師之計畫已獲得科技

部核定通過並取得經費補助，顯示該校

已採取相關行動並有改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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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之特色下，撰寫計畫，爭取競爭型計畫之

經費補助，以利校務經營與學生學習之創

新，並善盡學校之社會責任。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3.該校在建立「推動永續發展之機制」上未

見明確之規劃；而在其原有 7 項永續經營

之作法，與未來永續經營的 4 項規劃與作

法，亦缺乏明顯之關聯性。 

【建議事項】 

3.該校宜建立明確之「推動永續發展之機

制」，並強化原有的 7項作法，與未來 4項

永續經營的規劃與作法聯結，以求其整體

性與貫穿性。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推動永續發展之機制已將原 7

項作法與未來 4項規劃整併成 3個小組

運作。惟對未來 5年發展之具體規劃與

策略仍未見整合。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4.該校行政人力之質量有待加強，針對組織

內部（如教務處、學務處）之檢核機制亦

尚未落實。 

【建議事項】 

4.該校宜儘速落實校內各單位之檢核機制，

以求改善及永續發展。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建立內控制度，並於今年開

始實施各單位之稽核工作，惟相關稽核

報告及成果仍待完備。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5.該校尚無「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輔導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制定「臺北基督學院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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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委員會」及「性別平等委員會」等設置辦

法。 

【建議事項】 

5.該校宜儘速制訂「學生獎懲委員會」、「學

生輔導委員會」及「性別平等委員」等之

設置辦法。 

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臺北基督學

院學生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及「臺北

基督學院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此外，宜進一步修改組織章程，設

立學生輔導與心理諮商專責單位，以利

學生輔導順利推動。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6.根據該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

第十條之一，提及案件由人事室暨行政室

於 3 日內確認是否受理；惟同條之（二）

卻言明由性別平等委員會受理申訴，條文

內容不一致。 

【建議事項】 

6.該校宜將性騷擾案件之受理單位設於性別

平等委員會，以合乎性別平等法之規定。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已將性騷擾案件之受理單位設於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7.該校針對各項會議之決議與評鑑結果，缺

乏有效之管考機制；同時，學校立案迄今

仍有諸多法制尚未建立，不利行政運作之

永續發展。 

【建議事項】 

7.宜建立各項會議決議與各項評鑑改善策略

與行動之品質改善執行管考機制，落實決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已針對各項會議規定與評鑑結果

設立管考機制，相關法制已大抵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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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議與行動執行成效之追蹤管考，以符合持

續品質改善之精神。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8.該校囿於人力，校務研究（IR）機制尚不

夠健全，無法針對校務經營與學生學習成

效等相關事宜，研訂議題，進行科學研究，

不利累積證據本位校務經營之專業能力。 

【建議事項】 

8.宜建立校務發展策略規劃、校務研究及自

我評鑑之整合機制，針對校務經營和發

展、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議題，結合學校 e

化平台，建立完整資料並透過統計科學分

析，強化證據本位之校務經營專業能力。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已設立校務研究發展處為專責單

位，將「校務經營」、「學習成效」及「品

質提升」列為策略規劃重點，並對應董

事會下設 3個發展小組。此外，亦購置

e 化系統，透過數據分析，強化校務經

營。目前機制雖已完成，但實際推動速

度仍不夠積極，策略規劃亦不夠明確，

影響校務發展規劃與執行之速度。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待改善事項】 

9.該校囿於規模較小，近年財務運作，僅能

透過節流方式，力保財務平衡，導致學生

學習之軟硬體設備有所不足。雖亦努力開

源，但缺乏完整之規劃，將不利於財務之

永續發展。 

【建議事項】 

9.宜強化學校財務之開源作為，包括募款、

推廣教育、更完整之招收國際生計畫，並

建立與「效力會」間之財務支持機制，以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透過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募款、

推廣教育、國際生招生及建立與「效力

會」間之財務支持機制，對財務開源確

有幫助，然為健全學校財務，宜將財務

收入來源聚焦於招生，並針對招生情形

提出明確改善之策略規劃。 

另，依該校現有師生規模，閒置空

間過多，產生多處安全死角，宜強化運

用科技設備，以確保師生校園生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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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建立一套財務永續之健全機制，提供師生

更優質之校園環境。 

全。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