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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1. 該校自我定位為教學型大學，屬務實的決策，校務發展利用

學校屬性、在地資源特色及學生特質，朝實務教學，並結合

在地觀光、休閒與文化資源等方向規劃，符合師生及社會期

待。 

2. 該校擬定「教學實務化」、「學用合一化」、「職能提昇化」

及「資源活絡化」為校務發展四大策略，另有「厚植硬實力」、

「深化軟實力」及「強化外語力與拓展國際視野」三大特色

規劃。 

3. 該校校務中長期發展計畫適切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與特色營造，

並努力推動產學合作、企業實習及強化國際交流，有助於「教

學型大學」之落實。 

4. 該校行政決策組織與運作結構，足以支持校務治理方向。 

5. 該校關心弱勢學生就學，提供多元入學管道及相關費用補助，

善盡社會責任。 

6. 該校致力於結合在地資源與深化社區教育，辦理社區服務與

志工服務等相關服務學習課程，學生亦樂於參與服務性社團；

另推展愛心志工，提供學生潛在課程之學習機會，展現師生

之社會責任。 

（二）待改善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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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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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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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之具體作法，仍有待強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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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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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議事項 

1. 為呼應「教學型大學」之定位，該校擬定之策略方向與特色

規劃宜確實反映外部挑戰與學校優勢，強化盤點學校優勢，

結合地方文化特色，並提出具體作法，以落實自我定位與目

標，例如：為達成「教學實務化」策略，宜提升教師產學合

作案，增聘業界教師。 

2. 宜再深化 SWOT 相關分析，詳加考量後，提出務實可行的因

應對策。針對校務發展所需之資源投入與配置，如經費與人

力，宜研擬更明確、公開及合理之作法，同時強化建立合宜

之校務治理檢核與管考機制。 

3. 宜積極宣導和溝通該校之定位、發展計畫與學校未來可能的

體制變革，及早廣泛溝通與規劃，以掌握發展契機。 

4. 產官學合作關係可與課程密切結合，拓展學生之實務見習及

實習機會，並持續追蹤學生學習與就業之表現，以做為課程

檢討改善之參考。 

 

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1. 該校位處淡水古蹟園區與北海岸觀光休閒樞紐，校園內的牛

津學堂、大禮拜堂、牧師樓、姑娘樓及馬偕故居等古蹟歷史

建築，分別做為教學、行政與生活空間使用，空間資源豐富，



真理大學 

 3 

校園環境深蘊歷史與人文氣息。臺南校區占地 22 公頃，校地

廣闊，並有圖書館、行政大樓、教學大樓、白宮會館（委外

經營之實習旅館）、體育館及棒球場等設施。 

2. 該校具有豐富的在地觀光與藝文資源，同時結合校友與產官

資源，可提供課程規劃、產業趨勢及學生實習等機會，並有

助於創造在地資源永續發展的特色。 

3. 該校已建立相關機制鼓勵教師追求教學精進，如獎勵創新教

學與教材製作、發展特色教學、組織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獲

取專業證照，以及設置教學助理協助教學等，且訂定相關辦

法獎勵教師研究、在職進修及教學實務升等，針對教師教學

與學術生涯之發展能夠提供相關支持並逐步實施。 

4. 該校實施教師多元升等，並獲教育部授權副教授自審。 

5. 該校建立獎勵機制鼓勵學生全勤到校，提供相關讀書及輔導

場所，並由教師主動關懷及陪伴。實施學生雙軌導師制度，

除「指定導師」外，亦可自選「認輔導師」以加強師生關係。 

6. 該校臺南校區陸續有多個學系辦理停止招生，自 105 學年度

起僅休閒遊憩事業學系暨碩士班維持招生，但對在校生仍持

續投入學習資源，協助學生能順利完成學位。 

（二）待改善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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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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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大學 

 4 

3. 105 至 106 年度為「教學實務化」的深耕期，然該校自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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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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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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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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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議事項 

1. 為落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該校宜建立清楚且完整的資源

規劃與分配機制，讓校、院、系各級單位妥善運用及參與，

並依此執行與落實，以達持續改善之目的。 

2. 宜儘速建立鼓勵教師執行產官學合作計畫、落實實務教學之

機制，以及研擬產學實務升等辦法，主動協助教師整合校內

外資源，發揮校園環境與教師專業優勢。 

3. 教務處宜主動邀集各系所師生積極提出「教學實務化」計畫，

透過輔導及評核程序取得經費，並在多元升等與適度獎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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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引導下，全員參與推動學習深耕與教學精進等計畫。 

4. 宜再檢討研議教師評鑑之「教學類」評鑑項目，以確實反映

教師教學實際狀況與成效，並做為校方及教師檢討、改善教

學之依據，且符合教學型大學之定位。 

5. 宜積極規劃臺南校區空間活用或強化增加生源之策略，以增

進該校區的使用率，提升學生生活之便利性。 

6. 宜積極規劃並落實就業相關之活動與產業介紹，且強化舉辦

企業到校徵才活動；課程規劃宜加入職涯介紹的內容，提供

學生更多未來就業資訊。另外，企業實習課程或機會開拓，

宜朝結構化、常態化方向規劃設置。 

 
三、辦學成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1. 該校已於 105 年 7 月建置校務研究辦公室，由副校長主持，

並訂定相關辦法及推動校務研究分析。 

2. 該校超過三分之一學系有推動畢業專題，4 個學系辦理畢業公

演。 

3. 該校已制定實習相關辦法，並設置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以

及設計學生學習課程滿意度量表。 

4. 該校具豐富的歷史文化建築與硬體設施，有助於營造多元的

藝文活動與學生學習場域。 

5. 該校定期舉辦校長與學生及職員工座談，聽取員工生之意見，

進行雙向交流，並透過網路公開各項資訊。 

（二）待改善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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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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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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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該校強調學用合一，且自我評估產學合作機制完善，惟從產

學合作件數與金額等績效檢視，產學合作機制與績效仍有改

善空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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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學生學習預警比例高，二分之一課業不及格人數多，課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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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議事項 

1. 該校宜訂定相關措施鼓勵學生參與實習，並確實追蹤學生實

習成效與管考，以落實學用合一。 

2. 宜在教學型大學之自我定位下，依據策略審視與盤點該校優

勢，擬定所要達成的關鍵指標，以做為衡量辦學成效的依據。 

3. 宜建立產學合作平台，完善產官學合作機制，積極媒合教師

與產業界合作之機會，提升產學合作計畫能量。 

4. 各系所宜結合專業課程，進行創新研究與競賽，並營造外語

學習軟硬體環境，加強國際交流，提升學生外語能力。 

5. 宜強化 TA 制度與功能，並加強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課後輔導。

在留生作法方面，可提升學生學習與產業之鏈結，並明確規

劃職涯進路，讓學生對未來就業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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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1. 該校已接受第一週期校務評鑑及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

鑑，另有內部控制制度與互動關係人滿意度調查相關機制，

顯見該校已建立初步的內部品質保證制度。 

2. 該校永續發展之規劃，包括：純化臺北校區之古蹟園區，結

合古蹟大樓建置馬偕文創園區，成為具觀光休閒特色之創新

園區；與淡水區國際知名團體或單位合作開發在地化課程，

增進學生對在地文化產業特性的瞭解。 

3. 該校加入「淡海國際教育園區」，服務在地中、小學，且與

地方政府機構及企業團體簽訂合作契約，提供學生參與地方

活動與賽事的實習機會，其作法已具初步成效。 

4. 該校為將臺南校區轉型營運，與在地社區結合，拓展社區大

學與樂齡大學以推動成人教育，並配合國家政策成立「環境

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推展環境保育教育，已初

步達成轉型目的。 

5. 該校有多項活化專案，如太陽能光電計畫、發展特色產業培

訓基地、營造樂齡銀髮社區、長照 5.0 候鳥式享老計畫及台灣

發展研究會健康運動推廣中心等，皆陸續推動中。 

（二）待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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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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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長期發展目標」仍有待達成。 

2. 該校提出經由學雜費收入、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收入、募款

收入，以健全學校財務結構。惟因少子女化，該校 103 至 105

學年度註冊人數有逐年遞減之趨勢；每年產學合作收入約

3,000 萬元，推廣教育收入約 2,000 萬元；102 至 104 年募款

收入約為 1,468 萬元。由此顯示，該校在達成健全學校財務結

構方面，仍有加強空間。 

（三）建議事項 

1. 宜重新檢視該校中長程校務發展特色，提出具體可行之策略

與計畫，以落實該校校務發展特色。 

2. 為健全該校財務結構，可思考在招生方面配合國家新南向政

策，拓展新南向國家之境外學生來源及教育輸出，例如：開

發招生據點、開辦境外專班等招生措施；此外，針對產學合

作與推廣教育收入、募款收入方面，宜提出較為具體且積極

之作法。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