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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 號

申訴學校：中華大學
代表人：沙永傑校長
址設：新竹市東香里六鄰五福路二段 707 號

中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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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所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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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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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程序」部分
「（評鑑項目三）教學與學習資源」
（一 A）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依『中華大學專任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
法』規定，教學評鑑成績應由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然實質運作乃
由院教評會審定」乙節，主張：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高教評鑑中心）制訂
「100 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書」，提供全國大學校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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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備 100 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之依據。本校依據實施計畫書附
錄 C−各評鑑項目之參考效標涵蓋要素表，詳細撰寫涵蓋五項評鑑
項目 164 個要素之自我評鑑報告書。另高教評鑑中心於 100 年 3
月 25 日函送全國大學校院「100 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認可基準
評量表」，讓受評學校瞭解影響認可結果的關鍵要素，同時亦提供
實地訪評委員依此認可基準評量表進行客觀與一致之認可評定。
2. 本校檢視 32 項認可基準評量項目，本項待改善事項屬於 3-3 認可
基準評量項目《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制，且能落實執行，並有明確
之輔導機制，以提升教師之學術專業能力》。該項目有條件通過基
準為《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制，尚能落實執行，但缺乏明確之輔導
機制》
。
3. 本校自 93 學年度即訂定有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並落實執行，且
有明確之輔導機制及案例。惟因 100 年 3 月配合 ISO9001 教育行
政服務驗證推動，修正該辦法之格式，而誤植權責單位為院務會
議，然實際上本校執行教學績效評鑑成績之審定皆由院教評會負
責，故並 不影響本校教師評鑑機制之完善運作。若以此待改善事項
判定項目三為有條件通過的理由之一，實有違有條件通過基準之內
容。且本校於實地訪評當日，在待釐清問題中已說明回覆，並獲得
委員充分了解。本校之各項作法應已符合 3-3 認可通過基準。

（一 B）評鑑中心說明略以：
1. 申訴學校於申訴書中指稱：
「……惟因 100 年 3 月配合 ISO9001 教
育行政服務驗證推動，修正該辦法之格式，而誤植權責單位為院務
會議……」，並於 100 年 12 月 21 日一百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
過後修正公布，惟此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為，非此次評鑑資料時
程範圍（97 至 99 學年度）
。
2. 依據申訴學校自我評鑑報告所附之「中華大學專任教師教學績效評
鑑辦法」，權責單位部分載明「教學評鑑成績由院務會議核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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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然，於申訴書及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回覆說明中指出：
「……
實際上本校執行教學績效評鑑成績之審定皆由院教評會負
責，……」，與該辦法規定之「院務會議」不符。顯見申訴學校確
實未依其所訂之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法落實執行，符合認可基準評
量項目 3-3「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制，尚能落實執行……」之有條
件通過基準，自無違反程序之虞。

（二 A）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專任教師之教學績效評鑑乃以教學評量
結果為基礎，輔以各院自訂加（減）分項目，惟教學評量所占比重
有偏高之現象，顯示以教學問卷為教學績效評估之主體，其客觀程
度及對教學可能引起之影響有再評估之空間」乙節，主張：
1. 本項待改善事項應屬 3-3 認可基準評量項目《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
制，且能落實執行，並有明確之輔導機制，以提升教師之學術專業
能力》
。另 3-3 認可基準評量項目之有條件通過基準為《學校訂有
教師評鑑機制，尚能落實執行，但缺乏明確之輔導機制》
。
2. 本校自 93 學年度即訂定有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並落實執行，且
有明確之輔導機制及案例。高教評鑑中心以《教學問卷為教學績效
評估之主體，其客觀程度及對教學可能引起之影響有再評估之空
間》做為判定項目三為有條件通過的理由之一，實有違大學自主之
精神。本校專任教師教學績效評鑑係以教學評量結果為基礎，並將
教師其他教學表現納入評鑑成績之加（減）分項目。教學績效評鑑
內容之訂定係屬大學自主之範疇，評鑑委員主觀認定本校教學問卷
比重過高，實有違大學評鑑之客觀精神。若以此待改善事項判定項
目三為有條件通過的理由之一，實有違有條件通過基準之內容。本
校之各項作法應已符合 3-3 認可通過基準。

（二 B）評鑑中心說明略以：
1. 依 100 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認可基準評量表 3-3 之認可通過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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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制，且能落實執行，並有明確之輔導機
制，以提升教師之學術專業能力」。據此，學校建立之教師評鑑機
制應具備一定程度之信度與效度，確實反映出教師之教學、研究及
服務績效，以能依據該評鑑結果，進行後續之輔導作為，達成提升
教師專業能力之目標。
2. 依據申訴學校自我評鑑報告所附之「中華大學專任教師教學績效評
鑑辦法」，申訴學校專任教師之教學績效評鑑係以教學評量結果為
基本分數，再依各學院訂定之各加（減）分項目計分。另，依「中
華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第 4 條，關於期末教學評量問卷之資料
統計方式說明略以：「有效問卷數的定義為：每張問卷答題有 8 成
以上即為有效問卷數」、「問卷中若有任何問題未予作答，則以 70
分代入，以計算該題平均分 數」
。由申訴學校提供之各學院教學意
見調查表可知，教學意見調查之問卷題數計 19 題至 46 題不等，以
總題數 46 題之問卷為例，缺答之題數達 10 題者，依該辦法規定仍
視為有效問卷，且缺答之 10 題均以 70 分（對應量尺中之「普通」）
代入以進行統計分析，問卷處理及資料分析作法之適當性存疑；此
外，期末教學評量問卷所設計之五點量尺轉換為分數後之級距不一
（非常同意 100 分、同意 85 分、普通 70 分、不同意 60 分、非常
不同意 50 分），其統計分析之合理性亦有待商榷。
3. 實地訪評小組係依據參考效標 3-3「校院評核教師學術（含教學、
研究及服務）表現之機制為何」
，針對申訴學校現況提出專業意見，
希冀申訴學校進一步檢討教學評量之有效性，研議更能落實呈現教
學績效之評分方式。是以，認可報告書之待改善事項，並無違反程
序之虞。

（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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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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學校就評鑑項目三提出「違反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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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學校就待改善事項「依『中華大學專任教師教學績效評鑑
辦法』規定，教學評鑑成績應由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然實質運
作乃由院教評會審定」被判定為「有條件通過」的理由之ㄧ，
有違該項「有條件通過」基準內容，主張認可結果「違反程序」。
按評鑑中心民國 100 年 3 月 25 日高評（100）字第 1000000685
號函檢送申訴學校之「100 年度大學校務評鑑認可基準評量
表」，其中項目三之認可基準評量項目 3「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
制，且能落實執行，並有明確之輔導機制，以提升教師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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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力」之有條件通過基準為「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制，尚
能落實執行，但缺乏明確之輔導機制」
。經檢閱申訴學校自我評
鑑報告，該校自 92 學年度起即訂有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並
訂有專任教師研究績效評鑑辦法、專任教師服務績效評鑑辦
法，且自 93 學年度起執行教師綜合績效評鑑，則認可審議結果
以「依『中華大學專任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法』規定，教學評
鑑成績應由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然實質運作乃由院教評會審定」
作為有條件通過理由之一，是否合於上開認可基準項目 3 之規
定，尚難謂無疑義。是以，上開有條件通過之理由既有「違反
程序」之情事，致生不利於申訴學校之認可結果，即難予以維
持。另，雖依申訴學校「中華大學專任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法」
之規定，教師評鑑成績由院務會議核定通過，然申訴學校於實
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回覆時，已明確表達各院教師績效評鑑成績
皆由院教評會核定，係屬事實認定，非屬程序問題，不再另予
論述，併予敘明。
（二）申訴學校以待改善事項「專任教師之教學績效評鑑乃以教學評
量結果為基礎，輔以各院自訂加（減）分項目，惟教學評量所
占比重有偏高之現象，顯示以教學問卷為教學績效評估之主
體，其客觀程度及對教學可能引起之影響有再評估之空間」被
判定為「有條件通過」的理由之ㄧ，有違該項「有條件通過」
基準內容，主張認可結果「違反程序」。按評鑑中心民國 100
年 3 月 25 日高評（100）字第 1000000685 號函檢送申訴學校之
「100 年度大學校務評鑑認可基準評量表」，其中項目三之認可
基準評量項目 3「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制，且能落實執行，並有
明確之輔導機制，以提升教師之學術專業能力」之有條件通過
基準為「學校訂有教師評鑑機制，尚能落實執行，但缺乏明確
之輔導機制」
。經檢閱申訴學校自我評鑑報告，該校自 92 學年
度即訂有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並於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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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各學院自訂專任教師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之加（減）分項目，
且申訴學校各學院（含工學院、管理學院、資訊學院、建築與
規劃學院、人文社會學院、觀光學院等六學院）均已訂定教師
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之加（減）分項目。同時，依申訴學校自我
評鑑報告所稱：97 至 99 學年度，每學年約有 8 位專任教師未通
過評鑑並須接受輔導，已建立明確之輔導措施程序。認可審議
結果以「專任教師之教學績效評鑑乃以教學評量結果為基礎，
輔以各院自訂加（減）分項目，惟教學評量所占比重有偏高之
現象，顯示以教學問卷為教學績效評估之主體，其客觀程度及
對教學可能引起之影響有再評估之空間」作為有條件通過理由
之一，是否合於上開認可基準項目 3 之規定，尚難謂無疑義。
是以，上開有條件通過之理由既有「違反程序」之情事，致生
不利於申訴學校之認可結果，即難予以維持。
（餘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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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本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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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程序」之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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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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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