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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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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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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該校書面審查待釐清問題回

覆之「學生代表出席或列席之

會議一覽表」顯示，該校各相

關會議或委員會無論委員總數

多寡或會議之屬性，其學生代

表之人數均在 1 至 3 人之間，

恐不符合學生參與校務決策之

基本精神；又「委員擬聘單」

中有關委員職稱部分，稱教師

為「委員」，稱職工為「職工代

表」，稱學生為「學生代表」，

亦顯非妥適。 

（第 1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本校各相關會議或委員會其學生代

表之人數並非如委員所述：均在 1 至

3 人之間，如:校務會議總人數 156

人，學生代表為 16 人；學生事務會

議總人數 61人，學生代表 7人(請參

閱附件 1-1-1)；且學生代表人數若低

於 3人，大部份之學生委員占總委員

數之比例高於 10%，符合學生參與校

務決策之基本精神。 

附件 1-1-1:學生代表出席或列席之會

議一覽表 

 

校務治理與經

營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03 至 105 學年度該校產學合

作與推廣教育兩項收入占比並

無提升趨勢，仍僅維持約

20%，附屬機構收益與財務收

入兩項佔比又逐年減少，不利

1. 本校 103 至 105 學年度產學合作

與推廣教育兩項收入占總收入之

比率，分別為 20.4%、20.6%及

20.5%，看起來雖是維持持平之態

勢，但本校 103-105 學年度總收

附件 1-2-1:103至 105學年度收入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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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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經營。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入均為成長（分母），產學合作與

推廣教育兩項收入（分子）亦皆

維持成長，並不會發生委員所擔

憂之「不利校務經營」。對應之詳

細金額及年增幅分述如下： 

(1)103 至 105 學年度總收入金額

(分母)分別為 28.18億元、29.64

億元及 30.30 億元，年增幅達

5.18%、2.23%。 

(2)103 至 105 學年度產學與推廣

兩項收入金額 (分子 )分別為

5.74 億元、6.08 億元及 6.21 億

元，年增幅達 5.92%、2.13%。 

2. 本校附屬機構收益與財務收入兩

項收入，均非本校重大收益之來

源，不會發生委員所擔憂之「不

利校務經營」情事。對應之詳細

金額及占比分述如下： 

(1)103 至 105 學年度附屬機構收

益 (損失 )金額分別為 146 萬

元、104萬元及-28萬元，其收

益或損失之金額及其占比，對

本校尚不具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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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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至 105 學年度財務收入金

額分別為 1,621 萬、1,628 萬及

1,196 萬元 ，占各該學年總收

入之比率僅為 0.57%、0.54%及

0.39%，亦對本校不具重大影

響。 

3. 綜上，本校 103 至 105 學年度產

學合作與推廣教育兩項收入，尚

能呈現逐年成長趨勢，另附屬機

構收益與財務收入兩項收入，均

非屬本校重大收益來源，皆不會

發生委員所述之「不利校務經營」

情事。 

校務資源與支

持系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03 至 105 學年度專任師資人

數逐年遞減、全校生師比與日

間生師比逐年增加，雖符合部

定標準，然近三年兼任師資人

數大幅增加，恐不利於維持教

學品質及對學生之關懷輔導成

效。 

（第 3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1. 本校生師比符合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請參閱附件 2-1-1及附件

2-1-2)，即全校生師比低於 27、

日間學制生師比低於 23。本校

103至 105學年度專任師資人數

雖逐年遞減(請參閱附件 2-1-3、

表 1)，但全校生師比值及日間學

制生師比值仍符合部定標準(請

參閱附件 2-1-3、表 2)。 

附件 2-1-1: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附件 2-1-2: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

生師比值及研究生生師

比值之基準 

附件 2-1-3:各項表格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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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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3至 105學年度全體教師

之教學評量平均分數（請參閱附

件 2-1-3、表 3）皆逐年遞增，且

全體導師之導師評量平均分數也

逐年遞增（請參閱附件 2-1-3、表

4），實無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

書所言「恐不利於維持教學品質

及對學生之關懷輔導成效」之情

事發生。 

校務資源與支

持系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依據該校校務基本資料數據顯

示，103至 105學年度休、退學

人數有逐年提高現象，各學期

休學人數均超過千人，不利該

校營運，而休學原因分析結果

又以其他因素居多，相關分析

不夠完善。 

（第 3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1. 本校為維持學生學習成效之品

質，雖面臨少子化之衝擊，但對

於學業成績無法達到規定者予以

退學之標準不打折扣，在教學上

仍嚴格把關，嚴格評分。 

2. 從在學人數來看，本校 103至 105

學年度，在學學生人數每學期皆

較前學年度同一學期增加(請參

閱附件 2-2-1、表 1 )。 

3. 從註冊率來看，本校 103 至 105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註冊率至少維

持在 97.24%以上的高註冊率。其

中，105 學年度居全國私立綜合

大學第 1名 (請參閱附件 2-2-1、

附件 2-2-1:各項表格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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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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 

4. 從收入來看，本校 103 至 105 學

年度之學雜費亦逐年增加(請參

閱附件 2-2-1、表 3)，並無實地訪

評報告書初稿所言：「不利該校營

運」。 

5. 本校休學原因分析係依據教育部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之「學

12：學生休學人數統計表」之規

範所填寫，其他因素為其分類之

一，因此，必須依據部定表格填

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