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學年度專科學校評鑑指標 

「行政類」評鑑指標 

一、 綜合校務組 (25%) 

一、校務執行成效與未來發展(30%) 

評鑑指標 1. 學校辦學理念與發展方向能呼應社會需求並發展特色。 

2. 配合辦學目標進行校務發展規劃與策略擬定並落實推動與追求績效。 

評鑑參考要項 (1) 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之規劃與執行成效。 

(2) 規劃校務發展計畫之相關組織及運作成效。 

(3) 學校辦學理念與科際整合方向之規劃與執行成效。 

(4) 財務規劃與校務發展之配合情形與成效。 

(5) 董事會之運作情形及與校務推動之配合關係。 

(6) 自我評鑑之相關辦法與規章、自我評鑑規劃、執行及後續追蹤機制。 

(7)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二、教學規劃與學習成效(30%) 

評鑑指標 針對學生特質及社會期望所執行之教學策略與資源調配成效。 

評鑑參考要項 (1) 學校人才培育目標及針對學生特質提升學生素質之具體措施及其成效。 

(2) 學校執行之教學策略與資源調配和人才培育目標配合成效。 

(3) 學校提升全校及科教學品質之措施與成效。 

(4) 學校提升教師實務能力及進修成長之措施與成效。 

(5) 學生校內外實習之具體措施與成效。 

(6) 學校推動國際觀培養或教育國際化之策略與措施。 

(7) 學校辦理「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執行成效。 

(8)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三、產學合作及研究策略與成效(20%) 

評鑑指標 1. 針對產官學研間資源整合能制定策略與執行規劃。 

2. 學校具有應用研究重點特色與發展成果。 

3. 學校訂有創新研發之鼓勵制度與運作成效。 

評鑑參考要項 (1) 校內整合研究、產學合作之組織、策略及成效。 

(2) 校際研究合作或產學合作之具體措施及成果（如實務研究、技術開發、技

術轉移、專業服務、育成績效及研發成果之推動與績效、國內外學術交流

情形等）。 

(3)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四、社會服務成果(20%) 

評鑑指標 學校能針對所在社區及專業社群之需求，制訂推動社會服務之方案及執行成

效。 

評鑑參考要項 (1) 推廣教育發展策略與執行成效。 

(2) 對政府機構、非營利團體與營利事業等提供學術服務(含諮詢服務、教師

赴相關機構服務情形)之相關措施及具體成效。 

(3) 提供社區與社會服務之措施及具體成效。 

(4)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五、其他 

 

 

 



貳、「教務行政組」(30%) 

一、教務行政執行成效(25%) 

評鑑指標 1. 能具體規劃與運用校內外相關資源，制定有效教學制度和策略，以落實其

教育理念和辦學目標。 

2. 教務制度和行政措施能夠落實其教育理念與辦學目標，並有具體成效。 

評鑑參考要項 (1) 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中有關教學規劃、執行、提升與異常處理等之策略及成

效。 

(2) 相關教務與提升教學品質之組織與會議之運作，以及規章之訂定與修訂。 

(3) 組織、經費及工作計畫執行與師生陳情或申訴處理等成效。 

(4) 學籍與成績管理品質及其異常處理機制之運作狀況。 

(5) 教務行政電腦化及檔案建置與管理情形（網路選課、電腦排課、自動化、

e 化情形及成效）。 

(6) 招生策略具體作法暨成效。 

(7)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二、課程與教學(20%) 

評鑑指標 1. 能建構課程與教學之發展機制並具有運作成效。 

2. 能規劃良好的教學評鑑與回饋改善機制，並加以落實運作，確保教學品

質，俾促進師生共同成長。 

評鑑參考要項 (1) 課程及教學發展組織與機制運作、回饋暨異常處理等之成效。 

(2) 提升教師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之策略與成效。 

(3) 教學評鑑及回饋機制之建構與運作。 

(4) 在課程教學上與產業界互動之策略與成效。 

(5) 課程結構具縱向之連貫與橫向之整合，教學實施符合學校發展方向。 

(6) 辦理「服務學習」課程或方案之情形。(註:學校得依實際執行情形列於教

務行政或學務行政) 

(7) 支援遠距教學、數位教材或其他特色教學與其配套措施。 

(8)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三、學生學習成效(20%) 

評鑑指標 1. 能具體規劃與整合校內外之相關資源，制訂有效之教學品保制度和策略，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能針對學生基本能力與學習歷程制訂有效的學習與輔導機制並具體落實。 

評鑑參考要項 (1) 學校課程學習目標與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制訂與執行情形。 

(2)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建置與使用情形。 

(3) 運用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結果作為學習輔導、教師教學評鑑、課程與教學改

進及職涯輔導等參考情形。 

四、通識教育(15%) 

評鑑指標 能配合學校辦學計畫及各科發展方向規劃適切地通識教育課程。 

評鑑參考要項 (1) 通識教育之規劃、特色及師生認同程度。 

(2) 配合全校辦學理念，促進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之互動與融合。 

(3) 發展通識教育所需之相關資源規劃與成效（含師資、各科行政、設備及場

地等）。 



(4) 品德與服務態度教育執行情形。 

(5)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五、圖書及資訊業務(20%) 

評鑑指標 能具體規劃與運用校內外相關資源，充分提供圖書及資訊服務，以因應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之需要。 

評鑑參考要項 (1) 組織編制及經費編列情形。  

(2) 資訊服務之發展策略與執行成效。 

(3) 校內外資源整合之運用方式及成效。 

(4) 圖書及資訊 e 化情形及成效。 

(5) 圖書館館藏使用率、館內其他服務與館際合作提升服務品質之成效。 

(6) 資通安全與智慧財產之保護措施。 

(7)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六、其他 

 

 

  



參、「學務行政組」(25%) 

一、學務行政執行成效(20%) 

評鑑指標 1. 能落實全人發展教育，符應生命教育內涵，以及考量學生特質，建構完整學

務工作之制度與落實措施。 

2. 能完善制定相關法規，並在學務行政運作上能有妥適之計畫與措施及顯現良

好的具體成效。 

評鑑參考要項 (1) 學務工作計畫之特色及其執行成效。 

(2) 學務工作的人力與經費編列、分配與執行成效。 

(3) 學生參與學生事務會議及相關事務之情形。 

(4) 學務相關法規之正當性與合理性。 

(5) 辦理「服務學習」課程或方案之情形。(註:學校得依實際執情形列於教務

行政或學務行政) 

(6) 校園危機處理機制與執行情形。 

(7)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二、導師工作制度及落實(20%) 

評鑑指標 能因應學校環境、社會期待、以及學生需求，制定完善的導師制度及推動措

施。 

評鑑參考要項 (1) 學校導師制度之特色及執行成效。 

(2) 導師工作之支援系統的完備性與具體績效。 

(3)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三、社團活動辦理成效(20%) 

評鑑指標 1. 能依據辦學特色及學生興趣，規劃出推動社團活動的制度與具體措施，以

展現培育學生多元化的能力與素養成效。 

2. 社團活動能結合社區發展及展現社會服務功能。 

評鑑參考要項 (1) 學生社團發展之規劃及制度建立情形及具體成效。 

(2) 推展學生社團及社團指導教師之經費、空間及相關措施。 

(3) 社團參與社會服務與社區服務之活動成果。 

(4) 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活動及獲獎情形。 

(5)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四、生活輔導及衛生保健執行情形及成效(20%) 

評鑑指標 1. 能依據外部社會環境的變遷及學生的特質與需求，建立生活輔導之制度與

推動措施。 

2. 能制定有效的校園衛生與保健管理制度與執行策略。 

評鑑參考要項 (1) 各項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能源教育、藝術教育、民主法治教

育、智慧財產權保護理念、性別平等教育及菸害防治理念等社會關切教育

之主題執行情形與成效。 

(2) 學生住宿（含校內外）之各項輔導措施(含學生宿舍使用率、相關設施之

建立及維護、校外租屋管理與資訊提供，及學生宿舍自治團體等)及其辦

理成效。 



(3) 學校衛生與保健之組織運作及人力運用情形。 

(4) 學生團體保險及健康安全教育之辦理情形。 

(5) 校內休閒、體育、飲食（包含學生餐廳及販賣部）相關管理措施與執行成

效。 

(6) 意外及緊急事件之處理及特殊學生之照顧。 

(7) 各項就學補助辦法及校內外工讀措施之規劃與執行情形。 

(8)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9)  

五、諮商輔導辦理成效(20%) 

評鑑指標 1. 能依據外部社會環境的變遷及學生的特質與需求，制定合適而有效的諮商

輔導制度與執行策略。 

2. 關於性別平等教育及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之規劃與執行能具成效。 

評鑑參考要項 (1) 諮商輔導人力專業素養與資源配置情形。 

(2) 各項輔導諮商活動師生參與程度及辦理成效。 

(3) 性別平等教育、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之組織運作與成效。 

(4)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六、其他 

 

 

 

  



肆、「行政支援組」(20%) 

一、 行政支援組織運作情形(25%) 

評鑑指標 1. 能依據教育目標、學校發展方針及相關法令，規劃健全之行政組織與規

章制度，並落實執行。 

2. 各行政單位配置有合適之人力與資源，且建立有單位間良好的分工與合作

機制，以提升行政運作效能，確保行政支援教學或學術之功能發揮。 

評鑑參考要項 (1) 學校正式與任務編組行政組織之合法性與適切性。 

(2) 校務會議及各類委員會(議)之組織與運作。 

(3) 行政與學術單位主管之資格、領導與執行能力。 

(4) 行政部門與師生之溝通機制與運作情形。 

(5)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二、人事業務執行成效(25%) 

評鑑指標 1. 能依據學校辦學理念及相關之人事法規，制定完善之人事管理制度，並有

具體執行紀錄與成效。 

2. 能因應現代化人力資源發展理念與實作，強化校園管理協調能力，促進校

內人事穩定性。 

評鑑參考要項 (1) 教職員工晉用、升等、敘薪、考核、進修、訓練、獎懲、申訴、福利、保

險及退休撫卹等人事規章之完整性及實施之落實性。 

(2) 教職員工晉用員額編制之充足性與流動性。 

(3) 能因應性別平等理念，落實教職員工分娩假、陪產假及育嬰假等相關規定

情形為何。 

(4) 教師專業實務經驗之提升辦法與績效。 

(5)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三、會計行政執行成效(25%) 

評鑑指標 1. 能建立健全的會計制度與法規，支援校內各行政與教學單位，辦理預算編

製與執行，並加強內部控制，以達成財務公開透明化之目標。 

2. 能有效開發學校財源，充分運用有限資源，以支持學校建設，提升教育品

質，發揮永續發展的目標。 

3. 能運用電腦科技，採行自動化作業，並加強會計資訊分析，達到會計支援

決策或治校之功能。 

評鑑參考要項 (1) 會計制度及財務審查程序之執行與檢討。 

(2) 會計、出納及財產等內部控制之執行與檢討。 

(3) 財務規劃、預算編列與資源分配與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配合情形。 

(4) 學校財務收支狀況。 

(5) 國立學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及執行運作情形。 

(6) 私立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或內部控制制度）組織及執行運作情形。(新

增) 

(7) 學校各類基金之投資情形及執行成效。 

(8) 其他相關資料（如會計師查核報告書、預決算、月報、收支預估表、各項



財務分析比較表）。 

(9)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四、總務行政執行成效(25%) 

評鑑指標 1. 能因應學校發展願景及教育目標，建立良好的總務制度，並達成具體執行

成效。 

2. 聘僱充足而適任的人力（具相關證照，如環安衛等）以推動總務工作，俾

營造人文科技並重及多元化的安全學習空間，改善教師教學工作和學生學

習活動的環境。 

3. 能尋求及運用相關資源，建立校園財產管理與運作機制。 

評鑑參考要項 (1) 總務行政管理情形。 

(2) 校園規劃及對無障礙設施之考量、安全警衛、學生安全保護、環境管理與

實驗（實習）場所之安全衛生管理。 

(3) 場所及設施的管理維護與校園節約能源、環境保護與綠美化狀況。 

(4) 營繕工程、財產及車輛之購置與管理。 

(5) 文書及檔案管理情形。 

(6) 現金出納及動產管理情形。 

(7) 針對前次評鑑（訪視）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五、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