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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6 年度上半年第二週期校務評鑑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初稿申復意見表 

申復學校：開南大學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理由初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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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部

分內容因獎補助款與競爭

型計畫經費縮減遭到刪除

或整併，恐有影響整體校

務發展計畫績效之虞，該

校僅已非維持性經費收支

管考校務發展計畫之作法

未臻完善。 

由於本校 107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序」

文件眾多，本校在追蹤訪評過程相關資料呈現及回應

不夠清楚，造成委員誤解，特澄清如下： 
 
(一)本校已建立「校務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序」如

附件 1-1，並據以落實。另本校 107 年度校務發

展中長程計畫於規劃階段依教育部校務發展計

畫獎補助經費審查委員建議進行滾動修正校務

發展計畫，107 年度本校修正調整方向以精簡績

效指標且不影響整體校務發展計畫績效為原

則，特說明如下： 
1.依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序」滾動

修正 
本校為完備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除依照「校

務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序」實施外，規劃期間

重新檢視 106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之程校執行成

效，並據以進行滾動修正。 

附件 1-1、校務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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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理由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2.遵照教育部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委員意見修正 
本校遵照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委員對本校 107年度

執行績效審查意見：「KPI 項目過多過細，部分缺

乏關鍵性，建議可簡化，特別是獎補助計畫為投

入資源，但不影響了解整體校務發展的項目，建

議可以免列」以及「目前相關子計畫眾多，建議

學校可以更精簡整合計畫內容，聚焦在能具體發

揮學校特色的計畫上，並且能夠具體呈現學生學

習成效，以更有效的運用經費與資源」進行調整

(如附件 1-2)。 
3.準此所有計畫的滾動修正以及整併皆依「校務

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序」，及教育部審查委員

意見修正及調整以不影響整體校務發展計畫目

標為原則。本校 107 年度獎補助款支用修正計

畫書之行動方案修正項目為新增 1 項方案與 11
項行動計畫；同時刪除 2 項方案與 20 項行動計

畫。調整後的方案或行動計畫如加底線項目之

工作內容，已包含刪除的方案或行動計畫(多為

過程性的工作內容)，並非直接刪除。調整項目

詳參附件 1-3 與附件 1-4。 
 
(二)修正校務發展計畫 USR 項目 

1.因申請高教深耕計畫增列 USR 策略項目於 107

附件 1-2、（107 年度）獎勵、

補助經費執行績效審查意

見 
附件 1-3、106 年度 vs 107
年度與 USR 相關子計畫及

行動計畫調整說明 
附件 1-4、107 年度 vs 108
年度子計畫及行動計畫調

整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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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理由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支用計畫書(一月報部版)，核

定公告後進行校務發展計畫修正支用計畫書策

略項目的調整(七月報部版)。 
本校 107 年度起申請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因高

教深耕計畫需與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聯

結，故將本校申請之 USR 計畫增列於 107.1.31
報部的 107 年度支用計畫書中，並增加策略 9「推

動大學社會責任」項目。列入時考量 USR 核定

公告後於七月可依核定結果修正本校 107年度支

用計畫書。 
2.依高教深耕 USR 核定公告結果修正本校校務

發展計畫 
本校 107 年度 USR 計畫申請案因未獲教育部通

過，經由「107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會議」【附件

2-1】決議，建議將本校 107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支

用計畫書(1 月報部版)之策略 9 項目於 107 年七

月份「107~108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年度經費支用修正計畫

書」【附件 2-2】調整納入策略 8「創新轉型因應

少子化」中，且於 107.7.31 完成報部。 
準此本校並非刪除策略 9「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而不再執行，而是調整修正後納入策略 8 賡續實

施，實施成效亦能維持校務發展計畫整體目標，

附件 2-1、107 年度高教深

耕計畫會議紀錄 
附件 2-2、107~108 年度教

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年

度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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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理由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本校 107年度推動大學社會責任之執行成果詳列

於附件 1-3 之 107 年度執行成效中(P29~P33)。 
 
(三)本校 107 年度「非維持性計畫經費」定義 

1.校務發展計畫中長程計畫預算來源說明 
「非維持性計畫經費」經費於本校「校務發展計

畫」經費中之定義，含蓋所有校務發展計畫經

費，其預算來源包含三類，分別為「教育部各項

獎補助款與本校配合款」、「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款項」、「各項競爭型計畫」。 
2.預算管控機制 
「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的動支，支用單位需依個

別實施辦法如「數位課程教材審查及經費補助辦

法」、「優良教材暨創新教學獎勵辦法」、「課業輔

導實施辦法」、「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作業要

點」….等執行之外，須依本校「非維持性經費動

支申請實施要點」(詳附件 3-1)規定申請動支。後

續執行成果再經由以下(四)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序」三項績效管考機制進行管考。

3.非維持性經費動支要點所採用名詞易造成混淆

因既有「開南大學非維持性經費動支申請實施要

點」目的是管考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執行與經費使

用，為避免名稱混淆，已將該法修正為「開南大

附件 3-1、開南大學校務發

展計畫經費動支申請實施

要點 
附件 3-2、開南大學校務發

展計畫經費動支申請實施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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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理由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學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動支申請實施要點」如附件

3-2。 
 

(四)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序」三項績效

管考機制 
「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因攸關本校中長程計畫之落

實，因此管考校務發展計畫機制，首先是預算編列與

支用需依循相關規定，例如「數位課程教材審查及經

費補助辦法」、「優良教材暨創新教學獎勵辦法」、「課

業輔導實施辦法」、「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作業要

點」等，各單位於 106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行後整體

成效檢討中，需檢討及調整各行動方案所依據辦法，

並做為 107 年度行動方案執行管考之依據。本校 107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遵循「校務發展計畫 PDCA 作業程

序」，管考說明如下： 
1.管考機制 1：非維持性經費動支申請實施要點 
【D：計畫項目執行】階段中，各行動方案啟動

前需進行行動方案的細部規劃，並依本校「非維

持性經費動支申請實施要點」申請同意動支，再

據以執行：計畫經費未達五千元者，由一級單位

自行核定；計畫經費五千元以上未達十萬元者採

書面審查機制，送交研究發展處辦理審議後陳校

長核定；計畫經費在十萬元以上者，須填報「非

附件 4-1、非維持性經費審

議委員會會議紀錄 
附件 4-2、非維持性經費動

支申請計畫書範例 
附件 4-3、校務發展計畫工

作會議會議紀錄 
附件 4-4、本校校務發展計

畫 PDCA 機制作業流程實

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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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理由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維持性經費計畫書」，於每月底前召開非維持性

經費審議委員會進行審議。詳參附件 4-1、非維

持性經費審議委員會會議紀錄，及附件 4-2、非

維持性經費動支申請計畫書。 
2.管考機制 2：【C：計畫項目與預算總檢討】 
(1)彙整各項執行成果後，召開工作會議依據計畫

書審查成果報告，以確保執行績效，詳參附件

4-3、校務發展計畫工作會議會議紀錄。 
(2)召開「校務發展計畫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規劃委

員會議」，檢討整體執行成效，據以提出來年校

務發展計畫。 
3.管考機制 3：【A：計畫項目與預算修正】與【P：
計畫項目與預算】 

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查整體執行成效，

再來設定 107 年度各項指標項目與目標值以及

預算。準此並非只有「開南大學非維持性經費

動支申請實施要點」一項管考方式。茲依執行

先後順序說明如附件 4-4、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PDCA 機制作業流程實施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