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8 日
101 高評申字第 0008 號

申訴學校：中山醫學大學
代表人：賴德仁校長
址設：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中山醫學大學（以下簡稱申訴學校）因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事件，不服財團
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100 年 12 月 27 日所為
「評鑑項目二 校務治理與經營」
「有條件通過」
；
「評鑑項目三 教學與學習
資源」
「有條件通過」之評鑑結果，於 101 年 7 月 25 日向評鑑中心申訴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起申訴，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不予維持，評鑑中心應依本評議書意旨，另為適法之
處置。

事實及訴辯意旨
一、 申訴學校指陳「不符事實」部分
甲「（評鑑項目二）校務治理與經營」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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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該校帳列之水電費及圖書經費包含部分
附設醫院之費用，有違權責分配會計之處 理原則；另人事成本之
醫師固定薪資係屬學校及附設醫院合聘，未依權責分配處 理原則
由附設醫院承擔醫師之部分薪資」乙節，主張：
有關水電、圖書及醫師人事成本之權責 列帳問題，對應財團
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金會公告之「100 年度大學校院校務評
鑑認可基準評量表」，無法找到此為認定有條件通過之標準，本
校所提回應陳述如下，提請 不宜作為有條件通過之基準：
1.

水電費：本校附設醫院非獨 立財團法人機構，係為本校附屬機
構，與學校為同一地址，當時申請建照及水電等即以「學校」名
義提出，亦即為同一電錶、相同之電號及水號。本校將遵照委員
意見，未來將依「合理分攤基礎」進行經費劃分及各自列帳。

2.

圖書經費：本校與附設醫院之圖書經費一直以 來均為各自獨立列
帳，未違反權責分配會計之處 理原則。

3.

學校依人員聘用規定，負擔具醫師資格之專任教師薪資（含私校
公保、健保及退撫儲 金），醫院支付其在醫院執業之勞務所得，
並無違反任何規定，以此作為評鑑有條件通過之 理由，有欠公允。

（五 B）評鑑中心說明略以：
1. 申訴學校未針對此待改善事項提出「不符事實」之申復，表示申訴
學校對於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之內容並無疑義。
2. 申訴學校於申訴書中指稱：「本校附設醫院……，係為本校附屬機
構，與學校為同一地址，當時申請建照及水電等即以『學校』名義
提出，亦即為同一電錶、相同之電號及水號。本校將遵照委員意

見，

未來將依『合理分攤基礎』進行經費劃分及各自列帳」
，顯見實地
訪評小組所指，並無不符事實之虞。
3. 申訴學校申訴書中指出學校與附設醫院之圖書經費為各自獨立列
帳，然僅以文字說明，未提供佐證資料，無以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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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申訴學校申訴書所附《中山醫學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該辦
法中僅訂定教職員工聘任及薪資等級，未說明申訴學校與醫院合聘
醫師之薪資，及在醫院勞務所得之支付分配情形。
5. 綜合上述，認可報告書之待改善事項，尚無不符事實之情事。

乙「（評鑑項目三）教學與學習資源」
（略）

（二 A）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教師評鑑辦法明訂教學、研究與服務配
分相同，均為 60 分，未能提供教師彈性配分空間」乙節，主張：
1.

本校評鑑辦法訂定之初，係為符合學校「教學、研究並重之醫學
大學」發展定位，並能鼓 勵教師參與社會服務，確保師資能於教
學、研究與服務上有一定水準之能 力而有此規，且辦法訂定之始
皆與教師充分溝通，並經校務會議通過，而有教學、研究與服務
配分均為 60 分之共識，而且為因應校整體發展之需每 年皆會檢
討此辦法，以持續提升教師之學術專業能 力。

2.

此外，辦法中雖訂為教學、研究與服務各 60 分之配分，亦召開
相關檢討會，幾番審慎評估教師可採計認 列之項目可達多元適切
且合理，應尚能提供教師合宜之彈性發展空間。

3.

是以，本校明訂有教師評鑑機制，且能 落實執行，並有明確之輔
導機制，符合評鑑中心要求之通過條件，提請 不宜列入有條件通
過之基準。

（二 B）評鑑中心說明略以：
1. 實地訪評小組肯定申訴學校已建立教師評鑑制度與輔導機制，並能
落實執行，惟此評鑑制度尚有待改善的空間，故提出此待改善事項。
2. 按申訴學校教師評鑑辦法第 3 條：「評鑑項目分教學、研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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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目，每個項目總分為 60 分，超過 60 分者以 60 分計算……」。
又，申訴學校於申訴書中指出：「辦法中雖訂為教學、研究與服務
各 60 分之配分，……教師可採計認列之項目可達多元適切且合
理，應尚能提供教師合宜之彈性發展空間」。然，實地訪評小組非
指單一評鑑項目內所能採計認列的彈性，乃指「教學」、「研究」、
「服務」三個項目之配分相同，並無彈性分配的空間。
3. 綜合上述，認可報告書之待改善事項，並無不符事實之疑義。

（略）

（四 A）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該校師生反應各系所教學、研究資源及
空間有分配不均的情形」乙節，主張：
1. 有關教學、研究資源及空間分配不均之情形，本校已積極規劃改
善，除了興建重大工程以增加分配數量外(第一項申述內容)，亦已
竭力達成在先天條件有限之空間的前提下，空間分配合理性的提
升，於此申述本校立場及相關說明如下：
(1) 本校系所屬性並不相同，有真正需要使用藥品之研究室，也
有如人文、藝術、社會、體育等 不需使用藥品之研究，空間
坪數之分配由本校空間分配委員會根據各系所及教師研究特
性進行討論彈性分配，並非齊頭式平均分配。
(2) 正心樓為本校統一及主要之教學空間，可同時容納 7,000 名
師生上課，任何系所師生 都可隨時上網借用與使用，並無分
配不均之現象
(3) 為促進既有分配空間有效 利用，避免閒置空間，每 3 年檢討
教師使用空間成效， 若有教師離職或新進將再進行部分空間
協調與調整。
(4) 本校積極改進各系所資源分配情況，並基於公平原則，訂有
各項輔助辦法且依法 行政：系所研究資源除根據師生數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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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特性之基本補助外，主要 來自於教師申請之政府機關計畫
或企業產學合作案，校方依各系所獲得之計畫 金額給予25％
耗材補助，每 年補助金額達 2000 萬以上。目前確實有些系所
取得之校外計畫數較少，故補助金額相對較低，但為解決研
究相對較弱之系所研究資源問題，每 年也由編列一定經費供
給未獲政府計畫補助之教師提出申請，此外各院亦可於學 年
預算編列之初提出競爭型計畫，以爭取校方 1000 萬元預算之
補助。
2. 對應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金會公告之「100 年度大學校院
校務評鑑認可基準評 量表」，無法找到此為認定有條件通過之標
準，以此即作為評鑑有條件通過之 理由，有欠公允。

（四 B）評鑑中心說明略以：
1. 申訴學校未針對此待改善事項提出「不符事實」之申復，表示申訴
學校對於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之內容並無疑義。
2. 依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100 年度版）
：訪評採取實地設施
觀察、晤（座）談、資料檢閱及問卷調查為資料蒐集方法；同時根
據評鑑項目向大學校院主管、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及畢業校友等
蒐集資料，而評鑑結果係根據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以及實地訪評
結果。
4. 教師問卷調查之對象係以曾任一級單位主管或曾 參與校務相關會
議者為原則，各校抽取 30 名；學生問卷調查之對象係以曾代表 參
與校級相關會議、曾任學生會/系學會/社團幹部、或曾獲獎補助者
為抽樣原則，各校抽取 50 名。
5. 經查申訴學校教師及學生填寫之實地訪評意 見調查問卷，多有教師
及學生對教學、研究（實驗）資源或空間之分配提出尚需改進等意
見，顯示申訴學校雖已興建正心 樓解決空間不足的問題，然於各系
所空間及資源的規劃上仍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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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上所述，實地訪評小組依教師及學生問卷調查之反應提出此待改
善事項，尚無不符事實之虞。

理

由

一、 按大專校院評鑑申訴評議準則第 6 條第 3 項規定：
「申訴事由中所謂
『違反程序』，係指評鑑中心評鑑程序有重大違反相關評鑑作業辦法
之規定情事，致生不利於申訴學校之評鑑結果而言；所謂『不符事
實』，係指評鑑結果所依據之數據、資料或其他內容，與申訴學校接
受訪評當時之實際狀況有重大 不符，致生不利於申訴學校評鑑結果而
言。但其不符係因訪評當時申訴學校提供之資料欠缺或錯誤所致者，
不得以該『不符事實』作為申訴理由。」同準則第 7 條規定：
「……
申評會應自……，並依據申訴書指陳之申訴事由，就評鑑中心所為評
鑑過程是否違反程序，或評鑑結果所載之事項是否 不符事實，進行評
議。」又依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100 年度版）中所指一般大
學校院評鑑項目包含：
（1）學校自我定位、
（2）校務治理與經營、
（3）
教學與學習資源、
（4）績效與社會責任、
（5）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
制等五項，以作為校務評鑑之依據。校務評鑑認可結果係依上述五評
鑑項目分別認定，先予敘明。
二、 申訴學校分別就評鑑項目二及評鑑項目三提出「不符事實」之申訴，
經據卷附相關資料：包括申訴學校所提申訴書、自我評鑑報告、實地
訪評意見申復申請書，以及評鑑中心所提實地訪評認可結果報告書
（以下簡稱認可報告書）、認可審議結果暨主要理由紀錄、實地訪評
小組申復意見回覆說明、申訴意見答辯書等，本會決議理由分述如下：
（一）
「評鑑項目二 校務治理與經營」
１．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該校帳列之水電費及圖書經費包含部分
附設醫院之費用，有違權責分配會計之處理原則；另人事成本之
醫師固定薪資係屬學校及附設醫院合聘，未依權責分配處理原則
由附設醫院承擔醫師之部分薪資」提出申訴乙節。關於水電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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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權責分配會計之處 理原則部分，申訴學校於申訴書中亦稱：
「本
校附屬機構，與學校為同一地址，當時申請建照及水電等即以『學
校』名義提出，亦即為同一電錶、相同之電號及水號。本校將遵
照委員意見，未來將依『合理分攤基礎』進行經費劃分及各自列
帳」
，尚難謂有「不符事實」之情事。惟，關於圖書經費部分，經
據申訴學校會計師查核報表，99 學年度學校之圖書及博物經費 31
億 2,657 萬元、附設醫院之圖書及博物經費 1 億 9,567 萬元、復健
醫院之圖書經費 3,071 萬元，有無違反權責分配會計之處理原則，
尚待究明；關於人事成本之醫師固定薪資部分，又據申訴學校於
申訴書中所提，
「依人員聘用規定負擔具醫師資格之專任教師薪資
（含私校公保、健保及退撫儲 金）
，醫院支付其在醫院執業之勞務
所得」，並有主治醫師薪資清冊可稽，尚無違背權責分配處理原
則。是以，圖書經費及醫師固定薪資部分既有「不符事實」之情
事，致生不利於申訴學校之認可結果，認可審議結果即難予以維
持。
２．至於其他訴辯意旨，因與本件評議決定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二）
「評鑑項目三 教學與學習資源」
１．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教師評鑑辦法明訂教學、研究與服務配
分相同，均為 60 分，未能提供教師彈性配分空間」提出申訴乙節。
按申訴學校教師評鑑辦法第 3 條：
「評鑑項目分教學、研究、服務
三項目，每個項目總分為 60 分，超過 60 分者以 60 分計算，……
總積分值低於 110 分者，視為未達標準。……」，僅規範總積分
值低於 110 分者為未達標準，而未規定教學、研究、服務三評鑑
項目積分之最低標準，故教師即可於 110 至 180 分之間，依個人
專長表現彈性得分，此已提供教師相對更大之彈性配分空間。是
以，認可報告書之待改善事項有「不符事實」之情事，致生不利
於申訴學校之認可結果，認可審議結果即難予以維持。
第 7 頁，共 8 頁

２．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該校師生反應各系所教學、研究資源及
空間有分配不均的情形」提出申訴乙節。經查閱教師及學生之實
地訪評意見調查問卷，雖有部分師生反應資源、空間之分配不均，
惟依評鑑中心說明，業已於評鑑委員行前說明會中，提醒訪視委
員，實地訪評報告書如有援用教師、學生或行政人員之個別意見
者，須經釐清及查證。認可報告書之待改善事項僅以師生反應作
為系所教學、研究資源及空間有分配不均之判斷依據，尚未見有
相關釐清或查證之佐證，即作出不利於申訴學校之認可結果。是
以，認可審議結果尚難予以維持。
３．至於其他訴辯意旨，因與本件評議決定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三、 認可報告書評鑑項目三指出：「該校師生對課程地圖、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等功能及使用方式尚不清楚」、「該校在系所之行政空間、實驗
室、教室與教師研究室呈現分散各處之現象，不利於師生教學與研究
及向心力之凝聚」等節，未為申訴學校於申訴書中指陳，併此敘明。
四、 綜上，本件「評鑑項目二 校務治理與經營」及「評鑑項目三 教學與
學習資源」認可審議結果「有條件通過」部分，既有上開「不符事實」
情事，致生不利於申訴學校之認可結果，原措施應不予維持，評鑑中
心應依本評議書之意旨，另為適法之處置。
五、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有理由，爰依大專校院評鑑申訴評議準則第 14
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申訴評議委員會
主席

馬信行

委員

吳明清 胡俊弘 陳榮隆 陳麗欣 郭介恒 游保杉 廖美玉 蔡明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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