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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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復意見表 

申復學校：真理大學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校務治理與經

營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自我定位為「教學型大

學」，並擬定四大策略及三大特

色規劃，惟策略方向與特色規

劃較缺乏深入檢視所處情勢及

自我優劣分析，且落實之具體

作法亦有提升空間。（第 1頁，

待改善事項第 1點） 

1. 本校自 102 年起，均針對企業雇

主與畢業校友進行座談，以即時

掌握當前企業與社會需求；亦於

每年均舉辦多場互動關係人座

談，蒐集家長意見、學生反應、

以及教師觀點。會談結果經過交

叉分析後，於本校 102 年 11月 4

日「真理大學 102 學年度第一次

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明確擬訂

本校人才培育目標；並經 SWOT

分析後，研擬本校之發展定位及

執行策略(附件 1-1-1)，經過 102

年 11月 4日真理大學 102學年度

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以及

102年 12月 2日第二次校務會議

之討論後，本校正式擬訂出

103-108 年之六年期中長程校務

1-1-1 : 本校校務發展定位分析 p.1 

1-1-2 :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管控機

制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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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發展計畫。於二次校務發展會議

中所擬訂之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計包括四大策略及 14項子

計畫。 

2. 本校 103-108 年之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配合教育部獎補助款時

程，六年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分為三期執行，分別為發展期

(103-104)、深耕期(105-106)、以

及成熟期(107-108)。透過發展期

中所有策略的全面施行後，發現

在SWOT中之內部優勢與劣勢確

實已產生正面效益，並進一步滾

動式修正 105-106 深耕期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 

3. 本校於 103-104 年度發展期後，

已透過系所實務型特色計畫之推

動，以及實務教學觀念引進，整

體實務教學比例提升、拓增在地

業者合作機會，促使與在地產業

結合能見度提升、跨院系合作團

隊逐漸出現，專長互補，創造多

元實務教學、以觀光休閒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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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特色方向時，校內也妥善利用古

蹟資源營造特色觀感，全面提升

本校優勢。另在獎補助計畫審查

意見中，有提及：「學校自定

103-108 年之中長程校務發展特

色目標為：結合在地資源，成為

具備觀光、休閒、文創、實務能

力等專業人才培植之特色大學；

學生培育目標為：使學生成為觀

光、休閒、文創與相關產業所需，

且兼具倫理、創新、外文能力等

特質之實務專業人才；致力在地

觀光休閒運動特色課程、在地通

識特色課程、在地文創特色課

程、推動實務導向課程。教學方

向與學校願景契合，以學校之歷

史、地點及發展，此一目標合適。」

更增添本校持續進行滾動式修正

原擬訂 103-108 年之中長程校務

發展的信心。 

4. 有關本校 103-108 年之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架構與工作內容於

103年 2月 17日所召開之校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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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展會議擬定，並於 103 年 2月 21

所召開之校務會議確認。為確保

績效落實，除了透過計畫主持人

定期掌握計畫進度，此外亦根據

各計畫之考核里程碑及施行目標

進行查核。查核結果亦會上報校

務發展委員會，透過委員會確認

與督導相關進度。而委員會針對

進度落後之計畫要求修正與改

善，以確保施行結果。修正之計

畫再次執行時將予以深入監督。

此管控措施自施行規劃至管控均

根據 PDCA原則設計，故對於整

體計畫之施行結果將更能保障

(附件 1-1-2)。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目前該校提出之確保校務治理

品質的 5項作法，仍無法有效

反映是否對校務發展所需資源

投入與配置有合宜之作法。例

如 : 在「精簡務實的人力資源

規劃」中，如何確保校務治理

品質之具體作法，仍有待強

化。（第 1頁，待改善事項第 2

為了確保校務治理之品質，有以下幾

點說明 :  

1. 本校定期透過各項會議及互動關

人滿意度調查檢視教學、人力、

環境、資源系統之配置是否合宜

外(參閱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

書中第 17~22 頁提出確保校務治

理品質之相關機制)，在滿度調查

1-2-1 : 105年度學生滿意度調查分析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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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點） 顯示，本校學生對於教學環境及

資源均表滿意，(附件 1-2-1)，亦

透過內控與稽核機制確實檢核校

務治理是否有失當之情事。 

2. 在人力配置方面，本校生師比值

符合並優於教育部標準，教師職

級因著升等通過人數增加而逐年

提升，因此，教師之質與量可滿

足教學需求；而職員工總人數雖

呈現減少之趨勢，其係因台北校

區資深同仁離退所致，而配合台

南校區規模縮減產生多出之人

力，將人員北調，以補足台北校

區人力缺口。 

3. 學校近年也投入相當資源改善校

務、公文、教務等系統，使相關

作業資訊化；另一方面，學校亦

修正簡化部分作業流程。例如，

租用高效能快速印刷機，課程所

需資料及試卷能有效率完成印

製；期中(末)考試成績改以線上

登錄，免去教師繳交紙本成績單

作業；學生或校友辦理各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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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成績單、畢業證書、各式繳費

單、停車證等)所需費用之繳交，

改以投幣販賣機處理之。 

4. 本校校園環境已多處規劃外包予

公司企業，如 : 校門守衛、校園

回環境整潔、廢棄物清運等，已

確實降低校內人力需求。  

5. 故本校校務品質作法，確實可以

確保校務治理品質。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雖已建立相關機制擬定自

我定位與校務發展計畫，且辦

理自我評鑑，惟教師、職員及

學生對學校之定位仍缺乏普遍

認識。（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3點） 

1. 本校校務發展定位及方向於校務

發展委員會與行政會議與主管達

成共識後執行，並定期召開績效

管控會議，以確保施行結果。 

2. 為使教職員生了解學校定位與發

展方向，本校已於各重要會議宣

導，如全校專任教師暨行政主管

會議、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等，

亦於學校空間架設大型海報宣傳

及將相關資訊公開於學校首頁之

財務公開資訊專區(附件 2-3-1、

2-3-2)。 

3.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由各學

系教師、學生參與學校特色計

2-3-1 : 宣導資料、照片 p.17 

2-3-2 : 真理大學首頁財務公開資訊

專區 http://financial.epage.au.edu.tw/ 

http://financial.epage.a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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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畫、申請教學研究計畫、教職員

生使用全校資訊系統更新等，故

本校教職員生雖未全面性了解學

校定位方向，但皆已於學校政策

下，透過參與自我定位與校務發

展計畫執行、活動等。 

4. 未來將更加強宣導教職員生深入

了解學校定位方向。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依據自我定位展現之產官

學合作關係，尚未能積極以學

生學習為中心思考。（第 2頁，

待改善事項第 4點） 

本校自我定位所展現之產官學合作

關係如下： 

1. 教學單位依據自我特色發展，與

業界積極簽定產學合約，推動學

系分流課程與產業結合，並透過

開設實習課程，讓學生至業界實

習，培養學生在業界養成所需之

實務能力。 

2. 有 19個系所安排學生進行實

習，機構種類遍及產(企業)、官(政

府單位)、學(學校及相關單位)以

及 NGO(附件 2-4-1)。 

(1) 103學年度至 105學年度，共計

有 8個學系開設 8門課程提供

31個 NGO實習機構場域。 

2-4-1：實習課程資料 p.23 

2-4-2 : 分流課程資料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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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2) 18個學系開設 19門課程提供

528個私人企業實習場域。 

(3) 6個學系開設 6門課程提供 16

個學校及相關單位實習機構場

域。 

(4) 9個學系開設 9門課程提供 19

個政府機關實習機構場域。 

3. 分流課程設計理念明確，為因應

社會及產業多元發展，善用教學

資源，增廣學生學習領域，培養

學生多元就業之競爭力，鼓勵各

學系推動課程分流，學系得依其

教育目標規劃應用及創新之跨領

域、跨實務或跨業界等分流課

程。在分流課程與實習結合上，

學系可依其教育目標聘請兼任教

(業)師(附件 2-4-2)。 

4. 除前述以學生為本的各項措施

外，本校目前亦在近一步強化產

學合作模式，並著手進行產學萌

芽與獎勵計畫、提昇學生職能之

就業琢樸計畫、企業導師實務教

學計畫、創新創業計畫等，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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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淡水在地資源，重新形塑本校產

學定位，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思

考，積極透過產學合作培育產業

所需之就業人才。 

校務資源與支

持系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為落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經 SWOT 分析後，期望

透過長期在觀光休閒的耕耘，

以推展觀光休閒與文創發展的

特色。惟該校未能清楚呈現此

面向之具體需求、資源規劃及

分配情形，難以確保整體資源

規劃之合理性及可行性。（第 3

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1. 本校於 SWOT 分析後，產生

SWOT 矩陣交錯產生之策略方

向  : 乘勝追擊之定位與策略

(SO)、策略聯盟之定位與策略

(WO)、守株待兔之定位與策略

(ST)、置死地於後生之定位與策

略(WT)，當中已清楚了解如何達

成目標與資源分配規劃，進而規

劃出本校校務發展四大策略 14

項子計畫，計畫間彼此環環相

扣，透過計畫之落實執行，必能

確保學生具備專業實務能力。尤

其在實務課程規劃中，是以休

閒、觀光、文化創意等專長為主

軸。因此，在整體計畫有效執行

下，本校預期在未來定能深耕在

地，而培養出具實務能力之休

閒、觀光、文化創意方面的人才。

整體計畫環環相扣，有效施行讓

3-1-1 : 本校校務發展資源規劃 p.37 

3-1-2：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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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本校人才培育目標與發展定位確

實達成，且具備相當特色(附件

3-1-1)。 

2. 為落實校務發展計畫，本校規劃

了四大策略 14項子計畫，衡量各

學系師資專長、資源設備等，規

畫系所特色計畫發展，透過校園

實習園區設立、與在地資源結合

等發展本校特色，亦透過教學研

究計畫的執行、資源設備的妥善

分配規劃等，定期追蹤管考，使

整體計畫之施行結果將更能保

障，因此整體資源規劃的合理性

及可行性應可確保(附件 3-1-2)。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重視教師將教學與研究接

軌產業，並以培育具實務能力

的人才為教學目標，然有關實

質鼓勵教師整合產官學資源與

實務教學之機制仍未完備，亦

未建立支持教師致力產學研發

與實務應用之產學實務升等辦

法。（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1. 本校藉由教師評鑑辦法獎勵推動

實務教學之教師，期許教師能積

極整合產學資源與實務教學經驗

(附件 4-2-1)。 

2. 本校特訂定「真理大學教師發展

特色教學補助與獎勵辦法」鼓勵

教師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邀請

業界專家學者於課堂上擔任客座

教授，使上課方式更貼近實務，

4-2-1：真理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p.48 

4-2-2 : 真理大學互動特色協同教學

p.60 

4-2-3：教師升等資料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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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期許增加學生學習能量與創意思

考。於 103至 105學年度分別通

過 5門、19 門、15 門課程補助，

以獎勵教師整合產官學資源(附

件 4-2-2)。 

3. 本校於 102年訂定真理大學產學

合作收支管理辦法、真理大學產

學合作計畫管理費收支要點及真

理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收支

要點等產學相關辦法，並於真理

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第八

條，將產學合作計畫案之金額認

列研究獎勵點數，給予教師實質

鼓勵，產學合作發展需整合校內

資源與產業資源，現階段正屬本

校產學萌芽期，鼓勵教師教學研

究作積極接軌產業，以利產學合

作能有實質成效。 

4. 本校現行教師升等辦法雖未明列

產學實務升等的具體事項，然亦

未限制教師升等方式，因此，教

師若採產學研發送審，亦得比照

專門著作辦理，例如 96學年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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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位(簡姓)助理教授以獲得兩項發

明專利的技術報告送審副教授資

格，經本校外審通過報教育部複

審並獲通過副教授資格(當時本

校副教授為非自審學校)。 

5. 本校自 103學年度起為多元升等

試辦學校，104學年度有一位(紀

姓)助理教授將多年的帶領海內

外資訊專業志工團隊經驗融入教

學實務應用與研究而提出升等，

並獲教育部審定通過副教授資

格。 

6. 本校現行之教師聘任升等資格審

查辦法(105年 12月 26日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已將技術報告納入

教師升等之類別；為貫徹多元升

等之精神，除教學實務升等已漸

具成效 (已有五位教師通過升

等)之外，學校已加速逐步修訂以

產學研發與實務應用之產學實務

升等的相關辦法(附件 4-2-3)。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105 至 106年度為「教學實務

化」的深耕期，然該校自我評

1. 本校已將實務教學融入正式課程

中，相關費用已納入學校經費中。 

4-3-1 : 分流課程滿意度調查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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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要求修正事項 估顯示學生較缺乏主動學習的

動機與行動，且各系所參與推

動教學實務化之相關經費不

足，影響整體學習意願與提升

教學品質之成效。（第 4頁，待

改善事項第 3點） 

2. 針對「教學實務化」本校以分流

課程推動之，用實務與理論之結

合，提升學生較主動學習的動機

與行動，並於學期末實施滿意度

調查，平均約為 4.25分(滿分為 5

分)，可見學生對分流課程所學滿

意度甚高(附件 4-3-1)。 

3. 於每學年度結束後，辦理發表

會，邀請該學年度開設分流學系

分享辦理成果，提升推動教學實

務化效能。 

4. 學校仍持續用心經營分流課程，

達到分流課程增廣學生學習領

域，培養學生多元就業之競爭力

宗旨，進而影響整體學習意願與

提升教學品質之成效。 

5. 在經費編列上，除原有預算之

外；本校在北一區區域資源中心

計畫中，仍有做相關規畫。 

6. 在經費方面本校積極向外部申請

相關經費除了目前正在執行的教

學增能計畫之外，於 106 年 8 月

正式通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14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USR)，計畫名稱：社區文化創意

產業協力種子計畫，透過產業實

習與體驗經驗，培養學生主動學

習的精神以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另外本校正積極籌備 107 年高教

深耕，藉由這些經費的運用提升

本校學生學習意願及教師教學品

質。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教師評鑑「教學類」評鑑

項目，對於教師本應做到且與

教學成效較無直接相關之「教

學與授課情形」及「教學成長、

研習與進修」2項即占 70分，

而與教師教學實際狀況有較直

接相關之「學生對課程教學滿

意度調查符合採計標準之課程

平均達 3.5 分(含)以上」僅占 3

分，且課程教學滿意度調查平

均達 3.5 分即可達此項之滿分

(3分)，評鑑機制設置無法反映

教師教學實際狀況與成效。（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1. 本校現行(103、104 及 105 學年

度執行版本)教師評鑑「教學類」

評鑑項目係於 103 年 6 月 23 日

經校務會議通過，並於 103學年

度起實施(附件 4-4-1)。「教學類」

評鑑項目區分為「必評項目」與

「選評項目」，其中「必評項目」

定位為教師應作為事項，故教師

倘有不符規定者，教師評鑑以扣

分機制為之；「選評項目」則定

位為鼓勵與肯定教師之性質，若

教師達成「選評項目」加分標準

即予以給分。 

2. 現行「必評項目」之「教學與授

課情形」是為教師務依規定完成

4-4-1：真理大學教師評鑑教學類評

鑑項目_1030623校務會議通過 p.64 

4-4-2：教學評量追蹤與輔導機制圖

p.66 

4-4-3：真理大學教師評鑑教學類評

鑑項目_1060519校務會議修正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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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事項，亦為教學型大學之基本規

範；「教學成長、研習與進修」

則希望教師們於活動過程中能

有所成長、同儕間相互學習，提

升教師教學品質與改變教學教

法等。 

3. 本校關於「學生對課程教學滿意

度調查」即為一般所指「教學評

量」，其量表為五等第量表，換

言之，單一科目評量結果超過

3.5，即意謂該科目達 70 分，並

且其追蹤與輔導機制詳如「自我

評鑑報告」第 20頁之圖 10所示

(附件 4-4-2)。另一方面，「教學

評量」屬滿意度調查，可能因學

生好惡而影響評量結果，因此，

本校目前將之列為教師評鑑教

學類的選評項目。 

4. 本校現行教師評鑑「教學類」評

鑑項目已執行三個學年度，然部

分教師及相關單位建議應予以

檢討修正，故 106 年 5 月 19 依

程序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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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評鑑「教學類」評鑑項目，將必

評項目分數修正為 60 分、選評

項目調為 40 分，並於 106 學年

度起實施(附件 4-4-3)。 

5. 本校教師評鑑項目和標準，得依

當時現況及教學發展目標，持續

研議修正。因此，本校教師評鑑

之教學類評鑑項目，已達成反映

教師教學實際狀況與成效。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臺南校區位置較為偏遠，

目前學生人數銳減為 300 餘

人，間接影響學生學習動力。

此外，因學生人數較少，飲食

與便利商店等生活機能相關設

施不足，校園生活較不便利。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5點） 

1. 校區確保學生權益尚編制教職員

近五十人員協助學生學習與輔導

(附件 4-5-1)。 

2. 校園內設有白宮會館學期間提供

餐點服務，另設有各式自動販賣

機、ATM等設施(附件 4-5-2)。 

3. 校園旁商店街有商家持續營業，

可提供學生每日餐點。 

4. 本校與台南市政府公車處協調，

已加開公車班次，增加交通便利

性(附件 4-5-3)。 

4-5-1 : 台南校區教職員組織圖 p.70 

4-5-2 : 台南校區設施圖 p.74 

4-5-3 : 台南校區公車表 p.76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發展方向與重點，強調結

合在地觀光、休閒與文化資

源，培養專業實務人才，惟部

1. 本校目前非觀光休閒類學系亦參

與學校特色發展計畫，根據本身

系所屬性積極與相關企業進行產

4-6-1 : 本校特色發展計畫辦理成效

p.80 

4-6-2 : 105學年度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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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分系所之屬性與實際培育方

式，尚未能完全配合校務發展

方向，學生對於畢業後的就業

市場資訊獲取及未來職涯準

備，仍有待強化。（第 4頁，待

改善事項第 6點） 

學合作，藉由實務教學，培養專

業實務人才(附件 4-6-1)。 

2. 本校重視學生未來職涯準備，每

學年固定辦理就業博覽會、企業

招募說明會、就業講座、企業參

訪活動、證照培訓、就業宣導等

活動（105 學年度 46 場次、104

學年度 25 場次、103 學年度 39

場次）(附件 4-6-2、4-6-3、4-6-4)，

各學系亦會辦理校友返校分享、

專業大師講座、校外參訪等活

動，以利學生取得就業資訊及未

來職涯準備。學生個別或團體生

涯輔導方面學校備有 10 種測驗

量表，經由諮商師評估學生適合

填答之測驗量表，完成後，校方

有 7 位諮商心理師（專任 3 位、

兼任 4 位）及資源教室輔導員 2

位可供諮詢。系所方面，每班級

皆有指定導師可提供此類訊息之

諮商。另外，全校積極鼓勵學生

參與UCAN平台填答並請班級導

師協助學生取得相關參考資訊。 

http://aucpse.epage.au.edu.tw/ files/ 

14-1286-60946,r108703-1.php? Lang 

=zh-tw 

4-6-3 : 104 學年度系列活動 

http://aucpse.epage.au.edu.tw/files/ 

14-1286-60943,r108703-1.php?Lang 

=zh-tw 

4-6-4 : 103 學年度系列活動 

http://aucpse.epage.au.edu.tw/files/ 

14-1286-52320,r108703-1.php?Lang 

=zh-tw 

 

http://aucpse.epage.au.edu.tw/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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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3. 本校導師積極參與UCAN施測訓

練，105學年共有 339人次的導

師參與 UCAN輔導師知能研習，

學生則有 2998人次上網填答，獲

得共通職能與專業職能訊息，導

師更可以針對個別學生的需求輔

導學生進行學習規劃。 

辦學成效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實習為學用合一的重要作為，

惟 103 與 104 學年度實習人數

相較下，除財經學院微幅上升

外，其餘各院呈現持平或下

降，且未全面實施學生實習成

效問卷調查與分析，並追蹤其

成效與管考。（第 6頁，待改善

事項第 1點） 

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於 104學年度

始成立，105學年度起積極要求各學

系全面性實施學生實習成效問卷調

查與分析，並要求各學系完成實習機

構之回饋調查，檢討與改善實務課程

(附件 6-1-1)。 

6-1-1：真理大學實習課程績效評量

實施細則 p.91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雖擬定達成辦學目標的策

略，卻未訂定階段性關鍵指

標，亦未能明確呈現實施後所

達成的辦學成效。（第 6頁，待

改善事項第 2點） 

本校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書第 59

頁說明為達成本校訂定之教育目標

與發展定位，本校已訂定 103~108

年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六年之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分為三期執行，分

別為發展期 (103-104) 、深耕期

(105-106)、以及成熟期(107-108)。本

校於 103-104年度發展期後，發現在

6-2-1 :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策略成效

p.93 

6-2-2 : 本校各階段辦學成效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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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SWOT 中之內部優勢與劣勢確實已

產生正面效益，透過系所實務型特色

計畫之推動，以及實務教學觀念引

進，整體實務教學比例提升、拓增在

地業者合作機會，促使與在地產業結

合能見度提升、跨院系合作團隊逐漸

出現，專長互補，創造多元實務教

學、以觀光休閒為發展特色方向時，

校內也妥善利用古蹟資源營造特色

觀感，全面提升本校優勢。在深耕期

中繼續執行整體之滾動性修正，並加

以強化；進一步滾動式修正 105-106

深耕期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再在成

熟期中持續滾動式修正，而邁向駕輕

就熟，且成果持續穩定產出，終而形

成本校特色(附件 6-2-1、6-2-2)。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人才培育目標為「以培植

實務能力為主，外文、倫理態

度及創新能力為輔」，惟依據雇

主滿意度調查顯示，畢業校友

在外文及創新能力之表現仍待

加強。（第 7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1. 本校於 102年企業雇主滿意度調

查顯示，雇主對外語能力的滿意度為

3.66，而 105年雇主對外語能力的滿

意提升至 3.84，可見本校經三年的努

力下，已有進步。顯見本校落實人才

培育目標確實有其成效 (附件

7-4-1)。 

7-4-1 : 102與 105年度企業雇主滿意

度調查結果比較表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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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2. 此外，本校近年在加強學生的外

文能力上，積極推動七項作法： 

(1) 英語教學研究會 

(2) 校園多益考試 

(3) 獎勵校園參加多益及全民

英檢 

(4) 英語課後輔導班，協助學生

考取證照 

(5) 英語分享講座 

(6) 英語競賽型學習活動 

(7) 獎勵全英語教學 

2. 在創新能力上，本校制定分流課

程由學系出發，建構特色資源的

脈絡；並增加互動特色協同教

學、成立班級學習小組、設計有

趣且實用作業或作品、創新教學

與教材製作；教學增能計畫在教

學創新面向上，建立跨領域設計

思考為基礎的創新教學模式，使

學校、系所資源能夠達到連結、

整合，創造最大教學效益。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學生學習預警比例高，二分之

一課業不及格人數多，課業學

1. 預警與二分之一課業不及格學

生人數偏多，顯見本校為提升學

7-5-1 : 真理大學 IPOF成果導向之課

程持續改善系統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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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要求修正事項 習情形普遍不佳，且低年級轉

學比例高，學生課業輔導及留

住學生措施有待加強。（第 7

頁，待改善事項第 5點） 

生學習成效，且本校教師堅守教

學品質下，於教學現場嚴格要求

學生。且在預警後，經過教學輔

導措施，於學期末學生課業學習

情形已獲改善。此結果顯見本校

在教學上的努力與成效。 

2. 本校針對「學生課業輔導及留住

學生」之措施，目前已有七大項

（詳見本校自我評鑑報告書第

50頁至 51頁），包含選課輔導、

學習狀況不佳預警、期初預警、

期中預警、Office Hour 制度、雙

軌導師制度以及生涯就業輔

導。以上措施皆已實際執行，並

逐步顯現成效中；其中期初預警

與期中預警 (補救教學)兩項機

制，透過教師主動約談學生，瞭

解學生在課業上或生活上所遭

遇到的困難，以個別輔導的方式

提升學生學習狀況，使學生感受

到學校的關心(附件 7-5-1)。 

3. 除了前述的學生輔導措施外，本

校設有指定導師與認輔導師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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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極關懷學生的生活與課業，以收

留生之效。 

自我改善與永

續發展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 該校 103至 108 年中長程校

務發展特色目標為「結合在地

資源，成為具備觀光、休閒、

文創、實務能力等專業人才培

植之特色大學」，然檢視在 104

年 8月 1日增設並於 105 年 8

月 1日停招之「航空旅運管理

進修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

班」、「休閒產業暨海洋觀光進

修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

班」、「旅遊文化與健康產業學

士學位學程學士班」及「觀光

暨服務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學士

班」等班制，顯見其自述之「具

創新性的中長期發展目標」仍

有待達成。（第 9頁，待改善事

項第 1點） 

1. 本校校務發展欲結合在地觀光、

休閒與文化資源，培養專業實務

人才，透過新設學位學程，使觀

光休閒與運動專長之教師發揮其

學術專長外，亦配合學校校務轉

型發展計畫。 

2. 因應少子化浪潮的持續衝擊，台

北校區進修班招生難度頗高，故

於校務發展會議與校務會議後予

以停招。 

3. 台南校區學士班受到地理環境限

制下，於校務發展會議與行政會

議後予以停招；並於台北校區107

學年度將成立航空事業學系，將

台南校區相關專長教師轉調至台

北校區，期透過資源的集中，全

力發展本校校務發展目標。 

4. 於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中，

透過 103~104 年度之全面實行四

大策略與 14項子計畫後，已有相

當的效益產出，並於 104 年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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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補助計畫審查意見中，提及：「學

校自定 103-108 年度中長程校務

發展特色目標為：結合在地資

源，成為具備觀光、休閒、文創、

實務能力等專業人才培植之特色

大學；學生培育目標為：使學生

成為觀光、休閒、文創與相關產

業所需，且兼具倫理、創新、外

文能力等特質之實務專業人才；

致力在地觀光休閒運動特色課

程、在地通識特色課程、在地文

創特色課程、推動實務導向課

程。教學方向與學校願景契合，

以學校之歷史、地點及發展，此

一目標合適。」更增添本校持續

進行滾動式修正原擬訂 103-108

年度之中長程校務發展的信心。 

5. 本校台南校區則落實產學合作計

畫、樂齡大學等，全面推動轉型

發展計畫，可參閱本校校務評鑑

自我評鑑報告書中第 8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