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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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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至 101 學年度整體校務發展在教學方面訂有 13 項重點（校務發展計

畫書第 2_24 頁），100 年教學發展重點與特色有強化教學品質、課程改

進、充實教學資源等 10 項（計畫書第 6 頁），前揭規劃措施的關聯性，

請分析整合。 

二、 100 年教學發展具體實施策略規劃措施有師資、學生、課程、教學等 6

類（計畫書第 7-59 頁），其與預期效益、管控措施及質量化評估指標的

鍵結關聯，請加強分析整合。 

三、 學校自我定位為「產學型大學」，但學生實習的規劃，學習和就業之間關

聯的措施仍然有待努力，老師發展國際的調整，課程如何配合仍未有規

劃，是否可行應有深入評估機制，希望「課程」及「教學」亦能逐步配

合。 

四、 98、99 年度各新聘 18、29 位教師，但專任教師人數由（97 年）232 人、

（98 年）235 人減少為 99 年之 199 人，學校應注重教師流動不穩定的現

象，如何維持穩定之老師應多努力，且是否會影響下一回合的系所評鑑

應及早評估。 

五、 學校目前之師資之比例，應可提升副教授以上教師之人數；此外，兼任

教師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2 人、助理教授 8 人、講師 104 人）講師比

例太高了，應降低兼任講師（104 位），以維教學之品質，並降低教師之

授課負擔。應強化校內師資升等之績效，部份系所沒有副教授以上師資，

師資結構明顯失衡，建議改善。 

六、 建議在 TA 之素質管控，應有更嚴謹之機制，應可考慮區域教學中心之

資源，以提升教學成效及降低教師負擔。 

七、 97 至 99 年教師出版專書 142 本、教材 18 本，值得繼續努力。 

八、 建議應可再強化圖書之冊數，以利教學和研究之推動。 

九、 學校在「綠能」、「有機」領域已有些成果，可以加強落實與課程規劃相

結合，以提供同學更紮實的學習環境及機會。 

十、 學校開設原住民專班，培育其農業技能，開設海專班，培育學員廚藝技

能，立意良好。 

十一、 期中預警到第十週稍晚，此時即使再退選也是資源浪費，可再進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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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十二、 通識教育包括 8 學門，部分學門（如:國際視野、史政法哲等學門）似

不易由所開授課程達成目標。另通識有“蠡澤風雅＂之特色，請說明

內容。 

十三、 建議能持續建立國際化之環境，如增加外籍生人數及強化學生外語之

能力（目前通過英檢人數 1 位）。另 98 學年 485 位畢業生（扣除服役、

升學、其他等類後）中，有 170 位待業占 36 %，比率甚高，建議從課

程規劃及就業輔導兩方面改善之，應進一步檢討課程之就業性，以強

化學生之就業力。 

十四、 在教學方面之預期成效，缺少明確之質量化指標。 

 

貳、 研究 

一、 學校在論文之發表之國科會之計畫件數，皆有成長，值得肯定。研發之真

空鍍膜設備已售出 12 台，綠色研究成果不錯。 

二、 99 至 101 學年度整體校務發展在研究方面計有發展目標及 4 項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2_25 頁），其與本（100）年計畫所規劃之 12 項重

點特色內容（計畫書第 70 頁）的關聯性，請分析整合。 

三、 100 年研究發展具體實施策略（計畫書第 70 頁至第 71 頁），宜請結合本

年重點特色規劃措施，分項訂定；相關配套措施、預期效益、管控措施及

質量化評估指標（計畫書第 71 頁至第 73 頁），請鍵結本年具體實施策略、

分項訂定。 

四、 研究所各有發展重點與特色，如何以研究發展重點及提升教學成效，應該

可以有較積極的作為。研究方向要配合學校之定位，此部分亦未見描述。

且研究成果僅用一頁多描述，感覺成果太少。 

五、 推動產業發展的研究，仍然有相當發展的空間，學校目前仍然沒明確作為。 

六、 就「一專案一著作」之目標，請說明如何達成之策略，並進行推動過程及

成效之檢討，希望設計學院部分已考慮「著作」包含「作品」在內。 

七、 研究成果明顯的在量化指標上有持續的進步，除了現有獎勵辦法外，如何

帶動年輕教師之研究風氣，應多努力。 

八、 該校在出席國際研討會及補助投稿（98 萬→51 萬）皆有下降之趨勢，建

議應提出具體之改善措施。 

九、 98 學年學校獎助教師校外研究、發表、參加國外研討會及鼓勵升等，總計

為零人次，建議改善，並請說明原因。資料呈現教師相關之獎補助經費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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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沒有，應予以改善。獎勵辦法齊全，請說明成效。 

十、 部分研究中心集中於商業產品的開發，惟部分成果研究技術含量不高，建

議研究中心的工作，宜研究與實用並重，並以堅實的研究為基礎，以提高

產品的市場進入門檻，增加競爭力。 

 

參、 整體經費與規劃 

一、 學校在相關經費的運用上皆有成長，對系所之發展皆有助益，值得肯定。 

二、 「應用科學」研究一般需要經費較大，學校願意在該方面發展值得肯定。

惟校務發展經費仍希主要用於基本教學相關方面。 

三、 100 年度整體經費推動及執行，已訂有院系所經費規劃、審查及支用辦法

（計畫書第 74 頁至第 76 頁）。整體經費支用計畫宜鍵結 100 學年度校務

發展計畫經資門經費規劃項目（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2_30 頁,第 2_31 頁）。 

四、 100 年整體經費經資門經費支用項目宜請考量本年度教學研究特色及重

點，助益於教學及研究能量提升之焦點項目，妥慎規劃編列。 

五、 學校經費投入延攬師資與實際軟硬體為主，對於學生生活學習輔導的部分

與學生基本能力之提升及專業課程品質之改進上投入相當不足，經費的投

入應以提升教學品質為主；學校既然以產業型的發展為主，如何在教學及

產業之間關連的發展，應有更多投入。 

六、 建議應顯著增加教師研究之獎補助經費，以提升研發能量，進而協助校內

教師之升等，且應持續增加圖書經費，以提升圖書冊數，使教學及研究績

效得以強化。 

七、 98 與 99 年使用校務發展經費分別新聘教師 18 位與 29 位，然而學校 97

至 99 年教師人數分別為 232、235 與 199 人，似乎教師流動人數相當多，

宜有措施穩定教師在校教學工作。 

八、 經費使用之預期成效，宜以較明確之質量化指標說明，且經費支用規劃提

供組織架構圖，應說明流程。 

九、 和其他大學比，專任行政職員比例偏高，固然對師生可加強服務，但也要

注重行政效率。 

 

肆、 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 

一、 校方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內容，已見諸報告書。建議應可將其置於學校

首頁，以利查詢，相關資料內容於校網頁第 4 階層會計室網頁下呈現，宜

請儘早於第 1 階層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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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本支出近年來呈現減少的情形（資訊公開化第 14 頁），未來在圖儀方面

之支出宜思考因應同學之學習、教師之研究有較為穩健的規劃。 

三、 學校推廣教育收入，預估由 99 年之 5,800 萬，大幅成長至 100 年 1.5 億與

101 年 3 億，希有配套措施配合。 

四、 圖書及博物支出 98 學年度降了很多，原因為何？ 

五、 部分研究中心沒有公布研究成果，建議改善。另部分系所教師個人資訊如

著作及研究計畫，不夠完整。 

六、 建議公布董事會（包含監察人）名單，及功能、運作之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