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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教學與學習 □違反程序
資源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摘述

申復意見說明

1. 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校雖成立校、院、
（如附件 1）
，校課委會「得」由
系所「課程委員會」
教務長遴聘校外專家學者 1 至 2
負責課程規劃、審查
人擔任委員。
及協調事宜，惟校外
院、系級課程委員會「視需要」
委員之出席會議情形
遴聘校外專家學者 1 至 2 人參與
或功能尚待加強。
（第
會議。96-98 學年召開課委會 13
次，校外委員僅出席 2 次。
6 頁，第 4 行）
2. 基於上述邀請校外委員出席確實
（三）建議事項
不易，又欲達廣納外部意見整體
【針對待改善事項之建議
考量課程規劃之目的。自 96 學年
事項】
起，「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
1. 成立各級「課程委員
範」
（如附件 2）明訂系所應定期
會」並置校外委員，
（至多三年）辦理課程結構外
應追蹤校外委員之出
審，外審委員應包含 5 位以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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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校外委員出席情形仍待加強，
學校對此雖有進一步說明，但並未提
供新事證，故維持原訪評意見。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摘述

申復意見說明

席會議情形或功能，
不佳時應適時做必要
調整，以真正發揮原
設計制度之效能。
（第 3.
6 頁，第 23 行）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外專家學者（含 1 位以上之業界
與校友代表）。99 學年度各系所
已完成第一輪課程外審。
另為充分發揮校課程委員會之功
能，於 97 學年度起明訂校課委會
之各院代表資格應為「曾任系所
主管且應分屬不同系所」
，使委員
會能以務實的經驗及宏觀的視
野，因應社會變遷規劃全校課程

（如附件 3）。
4. 綜此，本校課程委員會持續改善
課程規劃、審查及協調機制，以
廣納校內、外之專家學者及產學
與校友之意見，以根本改善課程
委員會校外委員出席率不佳之影
響；請委員考量本校現況修正建
議事項，以符事實。
教學與學習
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1. 近年因社會變遷快速，有關組織 接受申復意見。
3. 學生事務處下設諮商
之設計已由傳統「業務導向」改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與職涯發展組，將心
為「功能導向」
。本校基於「職涯 待改善事項：
理諮商與職涯輔導兩
輔導」與「諮商輔導」之專業屬 學 生 事 務 處 下 設 諮 商 與 職 涯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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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摘述

申復意見說明

種面向不盡相同的功
能合併於同一行政系
統中，並接受 1 位組
長指揮，似有商確餘
地。心理諮商專任輔
導老師僅 4 位，人力
略顯不足；職涯發展
僅配置 1 名服務員，
專業人力亦顯單薄。

性具有高度相關性，及考量組織
扁平化、人力統籌運用彈性及增
進橫向協調整合，檢討多年運作
經驗暨發展，配合組織改造之推
動，於校務會議通過自 99 學年起
將「畢業生輔導暨校友服務」及
「諮商輔導組」整併為「諮商與
職涯發展組」
，並將原校友服務業
務移出，業務整合情形及運作尚
稱順暢。
（第 6 頁，第 10 行）
2. 所提心理諮商專任輔導老師僅 4
位、職涯發展僅配置 1 名服務
員，專業人力顯單薄一節，查本
校「諮商與職涯發展組」之人力
尚配有組長（教師兼任）1 名、
具輔導專業背景之編審 1 名、全
職助理 4 名（其中兩名助理具職
涯輔導專業背景），合計 11 名，
人力統合運用辦理諮商與職涯相
關事宜（如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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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組，將心理諮商與職涯輔導兩種面向
不盡相同的功能合併於同一行政系
統中，並接受 1 位組長指揮，其效能
有待評估。
建議事項：
宜審慎評估其諮商輔導與職涯輔導
兩組合併後之行政服務效能。

評鑑項目
教學與學習
資源

申復屬性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摘述

申復意見說明

（二）待改善事項
1. 本校於 99 年 9 月 21 日 99 學年度
5. 規章之訂定，「中山講
第 1 學期第 1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
座設置辦法」之法源依
過「國立中山大學教師彈性薪資
據與相關規章之規定
辦法」
，隨後為使辦法名稱及內容
不符；「西灣講座設置
更為完備，於 100 年 2 月 23 日
辦法」依組織規程須經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
校務會議通過，而非行
議通過本校「國立中山大學延攬
政會議通過。規章之格
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
式體例，「設置要點」
施彈性薪資辦法」
，並於 100 年 3
之條次宜標示「一、」，
月 25 日 99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
而非「第一條、」
；
「獎
議修正通過，且於 100 年 4 月 19
勵辦法」和「設置辦法」
日經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則宜標示「第一條、」，
1000061747 號函同意備查（如附
件 5）。
而非「一、」等。
（第 6
2. 依據前揭辦法第一章總則第七條
頁，第 16 行）
規定「本辦法實施期間本校原傑
出講座設置辦法、中山講座設置
辦法、中山講座甄選作業要點、
西灣講座設置辦法、……等相關
獎勵辦法暫停適用。」據此，本
校「中山講座設置辦法」及西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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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接受部分補充說明，惟規章之
格式體例尚有改善之空間。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待改善事項：
規章之格式體例，「設置要點」之條
次宜標示「一、」，而非「第一條、」；
「獎勵辦法」和「設置辦法」則宜標
示「第一條、」，而非「一、」等。
建議事項：
規章之訂定宜符合相關格式體例辦
理。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摘述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講座設置辦法」業已於 99 年 9 月
暫停適用。未來若需恢復使用各
相關獎勵辦法，將依據最新法源
依據及規章，更新原相關獎勵辦
法之內容後適用之。
3. 有關「設置要點」
「獎勵辦法」
「設
置辦法」之條次標示等事宜，感
謝委員予以指正。
績效與社會
責任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1. 本校學生學習輔導措施係透過兩 維持部份訪評意見。
1. 必修科目若有 5 位以
階段方式辦理。於學期初，由教 理由：依據自評報告第 84 頁，「必
上期中預警學生，各
務處及系所針對前學年度不及格 修科目若有（含）5 位學生…」，訪
系可申請補救教學經
人數較高之必選修課程可額外支 評意見並無與事實不符之處。因用字
費補助，立意甚佳，
援 TA 者主動通知，由任課教師 遣詞問題，修正文字後並不影響原本
惟申請時間在學期
視需求提出申請，以學習輔導角 之結果。
中，再經審查、核定
落之名義辦理（如附件 6）
。於學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撥款，可能僅剩 1 個
期中，教務處再依有 5 位以上學 待改善事項：
月補救教學時間，恐
生成績被預警之科目，建議教師 必修科目若有 5 位以上期中預警學
影響輔導效果；此
申請開設補救教學課程。上述之 生，各系可申請補救教學經費補助，
外，針對不及格人數
學生人數僅提供教師作為參考。 立意甚佳，惟申請時間在學期中，再
較高的必選修課程，
本校 97-99 學年度各學院共開設 經審查、核定，剩餘時間緊迫，恐影
尚有學習輔導角落之
297 門補救教學及學習輔導角落 響輔導效果。針對不及格人數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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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摘述

申復意見說明

計畫補助，可於學期
課程（如附件 7），其中海工系、
初提出申請，惟申請
物理系、資工系及企管系於期初
門檻較高，恐無法完
即針對特殊學生實施一對一教學
全滿足教師希望配合
輔導課程。
課程進度，於學期初 2. 各學系申請開設補救教學及學習
開始辦理補救教學之
輔導角落課程，係採隨時申請立
即審查方式進行，非為委員描述
需求。
（第 8 頁，第 10
行）
之「可能僅剩 1 個月之補救教學
時間」。
（三）建議事項
3. 另本校於學期開始便於課程上配
【針對待改善事項之建議
置教學助理（TA）協助教師進行
事項】
課程輔導（工作職掌如附件 8 第
1. 宜 整 合 期 中 預 警 補
三條）
，每年執行之 TA 專款經費
救教學與學習輔導
約新台幣 6000 萬元（詳見附件
角落計畫，讓教師能
9）
。99 學年度大學部必修課程獲
依課程教學需要辦
TA 支援的比例為 1.3 人/班。因
理補救教學，在開學
此，對於學生課後的學習在期初
前即可提出申請，俾
就已經以強化學生學習輔導之目
利教師進行配套之
的進行。
學習輔導活動。
（第 8 4. 爰此，綜上所述，委員建議之改
善事項，已為本校執行之現況，
頁，第 21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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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必選修課程，尚有學習輔導角落之計
畫補助，可於學期初提出申請，惟申
請門檻較高，恐無法完全滿足教師希
望配合課程進度，於學期初開始辦理
補救教學之需求。
建議事項：
宜考量整合期中預警補救教學與學
習輔導角落計畫；各學系因期中預警
而開設補救教學及學習輔導之課程
在次學年學期初先行納入學習輔導
計畫，使其更為完善。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摘述

申復意見說明
請委員明察，盼能刪除此建議事
項。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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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