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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 
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 

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壹、 教學 
一、 100 年度教學發展規劃措施包含師資、課程、學生、教學及國際化等六

項，各校內容均訂定實施策略與措施，並能配合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宜

就其重點特色（計畫書第 13 頁至第 15 頁）、各項推動重點（計畫書第

15 頁至第 44 頁）與教學目標作連結，從落實推動「三生教育」。學校 98
年學生 2,563 人，99 年增為 2,904 人，重視通識與人文教學，值得肯定。 

二、 現在以教務會議代替校級課程委員會的任務，是否恰當（如是否有校外

委員），宜再思考（簡報時說明已成立，但中程計畫書中未更正）。 
三、 教務處的組織名稱和他校不同，例如註冊組兼辦課務組業務，學術服務

組像招生組，教學品質策進組和教學專業發展組業務應整合。 
四、 課程評量教師評鑑制度完備，對教學獎勵有明確執行辦法。協助新進教

師成長，酌減 3 小時授課，立意良好。 
五、 98 年完成 13 門課程之教材編撰，加強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輔導，皆值

得肯定。學校在通識課程之整體規劃及教材開發已有相當的成果，亦提

出「發展以通識為導向的教育」之基本定位方向，與不同領域之間之連

結，宜多加說明。另通識課程以 PBL 進行是否可行，應持續檢討。 
六、 TA 功能仍有待商榷，目前 TA 工作包括改考卷，是否妥當請深入檢討，

建議在 TA 之素質提升，除可利用區域教學中心之資源，亦可建立管考

機制，以降低教師之教學負擔。。 
七、 系所進行調整，應特別重視任課教師專長的考量。 
八、 該校目前設有五種學程，為鼓勵學生多元發展，建議應加強學生獲學程

證書人數。另學校擬提升學生「英文能力」、「中文能力」、「資訊能力」

立意良好，目前學生通過英檢之人數 76 位，在同類型學校中表現尚屬不

錯，惟應繼續努力，以提升學生之素質。 
九、 該校在人文素養之提升，頗具用心，值得肯定；在國際化之程度上可再

予以提升，例如在交換生人數（目前 16 位）及國外知名學校專題演講等。 
十、 目前並無訂定學生畢業之能力基本門檻（後簡報說明英文已列入），98

學年資料顯示，266 位畢業生（扣除升學、服役、其他及缺漏等）中，

待業學生計有 37 位，比率為 13%，稍嫌偏高，學校宜就教學與輔導就業

兩方面，採取措施，協助學生就業。又例如三生教育的成果如何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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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採期程式，在作業程序上未來如何避免兩期間銜接

衍生問題，應有妥適規劃。 
十二、 另外對於預期效益及評估或可列示 KPI。規劃措施已訂有預期成效及評

估內容，100 年度之具體質量化評估指標（成長目標值）的擬定，宜有

強化空間。 
 
貳、 研究 
一、 教學研究經費逐年成長，教師在學術論文之發表數及國科會計畫不論件數

或者總經費方面亦有所成長（99 年 41 件、1,980 萬元），值得肯定。惟實

質研究成果尚未有明顯成效，研究獎勵辦法齊全，但效果如何宜年年評估。 
二、 100 年之中程校務發展應以目前之研究成果為基礎，檢視主客觀環境的各

項因素後，進行務實的規劃以達到預期目標。 
三、 學校人文社會方面師資優秀不乏其人，但所帶出來的教學與研究成果效應

沒有顯現。 
四、 學校設 12 所研究中心，集中於人文社會科學學門，建議增設與理工科技

相關學門的研究中心。 
五、 該校 99 年度校方補助出國參加研討會 5 位，建議應建立更具誘因之機制，

以強化國際之曝光度。較少舉辦國內外研討會，宜鼓勵之。 
六、 該校目前在獎勵補助及升等獎勵之經費分別為 40 萬 5,000 元及 14 萬元，

雖有相關機制，惟應可更積極，以提升教師升等之績效（99 年度未有教師

升等教授）。 
七、 校內專題計畫補助案從 15 件降至 8 件，應有所改善。 
八、 研究生的比例有多少？ 
九、 100 年度研究發展規劃措施包含有人文社會研發、校特色研究領域、研究

風氣形塑及國際學習等 4 項（計畫書第 49 頁至第 51 頁），並訂有 6 項具

體實施策略（計畫書第 51 頁至第 54 頁），各項內容架構能配合校中長程

發展計畫。建議就 97 至 99 中程校務發展之各項指標，進行檢討，以利回

饋及進一步提升。 
十、 100 年研究發展規劃措施之預期效益、管控措施及評估指標之建構，宜在

97 至 99 年特色發展上，並結合 100 年重點特色及 6 項具體策略，明確提

供檢視之具體質量指標。（計畫書第 7 頁至第 11 頁、第 50 頁至第 53 頁、

第 54 至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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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體經費與規劃 
一、 校方擬自 99 學年度起，大一學生以國立大學學費標準收費，以獎勵優秀

學子，興學創舉，甚感欽佩。 
二、 100 年整體經費支用內容（詳見計畫書第 65 頁支用明細表），宜請配合 100

年度教學、研究及其他重點特色發展規劃措施，呈現經資門分項內容。 
三、 學校有經費稽核委員會，一年召開 4 次會議及每月 1 次之查核，運作應為

良好。學校在建教合作上之收入有顯著的增加，值得肯定。 
四、 補助經費用於學生訓輔只佔 1.53%，宜可考慮稍加提高。 
五、 100 年度經費用於聘用師資比例為 26%左右，較以往降低。希望能將較多

經費投入教學方面。 
六、 經費用於整體校園之電子化的比例和成效如何？例如電子公文化、校園無

線網路等。 
七、 分教學軟硬體設備、兩年內新職教師、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其他

項目 4 項進行分配，對於細目與規劃之策略、措施間之關係，宜稍加說明。 
八、 學校在機械儀器設備（3 千 3 百萬→1 千 8 百萬）及圖書博物（2 千 6 百萬

→1 千 9 百萬）有下降之趨勢，建議應能有所調整，以利系所之發展。 
九、 目前學校外部經費的注入，大部份來自佛光山，建議學校多開闢收入來

源，該校在近 2 年之收入金額，從 8.01 億降至 5.79 億，請學校檢討，並

請提出如何維護教育品質不致受影響的做法，建議應規劃開源之作法，以

利學校之永續發展。此外經費內部稽核機制亦非說明清楚，請補充。 
十、 99 學年度起內部控制制度建立後，經費稽核委員會停止運作，宜說明內控

執行狀況。 
十一、 採零基預算，由校發會訂定經費支用原則，預算委員會彙整及建議計畫

規劃金額，再由校發會審定經費，請就委員會之組成，職權劃分作進一

步的釐清、說明。 
十二、 學校走向教學型大學，有教學品質管控機制，學校宜設置專職就業輔導

工作人員，以協助學生就業，期盼持續對畢業生保持追蹤了解。 
十三、 100 年整體經費支用計畫（計畫書第 59 頁至第 60 頁），宜請加強與校務

發展目標、100 年 4 項執行重點及教學研究發展重點特色之切實結合（計

畫書第 6 頁至第 15 頁、第 50 頁至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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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 
一、 校方之財務資訊公開內容（公開化與電腦化）能依部定架構表呈現，並

於學校網站首頁呈現。 
二、 學校組織架構圖，宜列董事會與校務會議的位置，及公布董事會（包含

監察人）名單，及功能、運作之相關規定。 
三、 學校捐助收入佔收入相當大比例，對於學校的發展有相當的助益，但 98

年降至 37%，是特色也是需要注意之處。 
四、 推廣教育收入有逐年降低之趨勢，宜加強之。 
五、 99 學年度新生比照國立大學收費，請說明以後年度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