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金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6 次自我評鑑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日期：10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30 分 

地點：綜合大樓 516 會議室 

主席：陳建民  校長                                    記錄：吳玉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一、 暑假期間，校內召開會議仍稍嫌過多，為讓教師同仁利用暑假出國進修、修養生息或

進行各拜會行程，會議應儘量安排於學期期間。 

二、 去年縣府建校基金已完成結報，惟縣府要學校繳回 500多萬，此部份若與縣府未能達

成共識，請主計室出面溝通。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詳會議資料)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104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第四次自我

改善執行成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4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各受評單位第四次自我

改善期間為 107年 7月 1日至 108年 6月 30日止。 

二、各受評單位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已送請學院主管完成審核（詳附件一 P1）。 

    （食品系 P5-19、華文系 P20-22、閩南所 P23-24、通識教育 P25-33） 

  討  論： 

    人文社會學院陳益源院長： 

本次閩南所改善執行成果並無需再特別補充之處，但之前每 3個月的修正皆面臨一

個問題，目前這個問題或許和執行成果無關，但和未來受評的品質保證可能會有關

係，因為閩南所已調整為學位學程，但部裡規定學位學程從 110學年度開始至少需

有 2位專任教師，這個問題在前幾次的評鑑改善成果裡也有討論，之前校內員額規

劃會議裡討論閩南文化學位學程於 108學年度先有一位專任教師，109學年度再有

第二位專任教師，以符合教育部規定，因此，這二位教師的移撥是現階段就啟動，

又或者在 109學年，可能需要學校作抉擇，又如果涉及移撥的作業，建議由學術副

校長進行協調。 

    教務處吳俊毅教務長： 

    教務處會依教育部總量的規劃於 109學年度開始實施，因此在 109有二位專任師資

即可。 

    人事室錢忠直主任： 

        在員額規劃會議裡討論於 108、109 學年度各增一位專任教師，使得 109學年度能達

到二位，至於何時聘任將再協調並依學校作業期程。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110年度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教育部自 106年起不再強制要求各校需辦理系所評鑑，有關系所評鑑回歸各校專業

發展自行規劃，有需求者可自行洽評鑑機構辦理（由學校付費），並由該部補助每一

系所、學位學程 10萬元。 

二、本校上一週期系所評鑑認可有效期間為 105.07.01-111.06.30，本次「110年度委託

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申請作業經調查後各系辦理意願如下表： 

 系所名稱 班制 辦理型式 

理
工
學
院 

電子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IEET工程教育認證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IEET工程教育認證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 IEET工程教育認證 

食品科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學校委辦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碩士班 學校委辦 

理工學院工程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學校委辦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華語文學系 學士班 學校委辦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學士班 學校委辦 

應用英語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不辦理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

士班、碩士班 
不辦理 

建築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不辦理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不辦理 

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碩士學

位學程班 
不辦理 

管
理
學
院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

士班、碩士班 
學校委辦 

現役軍人營區在

職學士班 
不辦理 

運動休閒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

士班、碩士班 
學校委辦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學士班 學校委辦 

觀光管理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

士班、碩士班 
不辦理 

事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不辦理 

事業經營碩士班 
現役軍人營區碩

士在職專班 
不辦理 

健
康
護
理

學
院 

長期照護學系 學士班 學校委辦 

護理學系 學士班 學校委辦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

士班 
不辦理 

 



 

三、有關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教育部認可評鑑機構收費標準如下：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申請費(1-15系所) 20,000 

申請費(16-30系所) 40,000 

申請獨立認可 150,000/系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收費類別 評鑑作業費 附設進修部 

系所合一 180,000/系 20,000 

獨立系 160,000/系 20,000 

  四、依上開說明二查調結果，除電子系、土木系、資工系已於 108年 3月完成 IEET工程

教育認證外，本校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計有 10個單位(子系，所需申請經費約為

152萬～170萬。 

系所 班制 高評會 台評會 

10系申請費  20,000 0 

食品科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150,000 180,000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

應用碩士班 
碩士班 150,000 160,000 

理工學院工程科技碩

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150,000 160,000 

華語文學系 學士班 150,000 160,000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學士班 150,000 160,000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 
150,000 200,000 

運動休閒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 
150,000 200,000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學士班 150,000 160,000 

長期照護學系 學士班 150,000 160,000 

護理學系 學士班 150,000 160,000 

合計 1,520,000 1,700,000 

討  論： 

人文社會學院陳益源院長： 

          辦與不辦品保或許對系所影響不大，但學校在面對校級校務評鑑，如果校內太多

系所不辦理品保，有可能會讓委員認為校內自我要求不足。  

      華文系唐蕙韻主任： 

          辦理品保認證主要在於日後學校的招生市場，至於學位學程或者專班的部份，需

不需要在嚴格的品保認證下接受評鑑，也許可以作另外的考量。 

      健康護理學院翁瑞宏院長： 



      我分享一下今年協助他校辦理評鑑的作業方式，這個學校的作法是不委託高教評

鑑中心與台評會，而是採學校自辦品保的方式，自辦完畢後結果再請高教評鑑中

心認可，而採委辦的方式則相對會較單純。 

      研發處研企組鄭志中組長： 

          目前評鑑可採「自辦」、「委辦」、「不辦」三種方式進行，「自辦」的前提需最近一

次評鑑結果為全校「通過」比例占全受評系所 80%以上，本校不符「自辦」的要

件，僅有「委辦」、「不辦」方式。 

      進修部余泰魁主任： 

          目前教育部對於評鑑的結果最主要的影響還是在於招生，之前有過評鑑若未通過

的話就不給陸生招生名額，未來建築系如果不辦品保，那在沒有品保機制下無法

招收陸生，因此外國生、僑生、陸生比較會受到評鑑的影響。另外建議會議資料

品保意願調查表增加電子系、資工系、土木系，評鑑辦理型式為 IEET。 

決 議：請各系所再重新評估，再由各學院和研發處確認。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主席結論 

一、 就閩南所學位學程 2位專任教師的問題，在影響層面最小的情況下是將原來的

2位教師先移撥回來，而明後年也有可能將學位學程調整回閩南所，此部份請先

向該 2位教師說明清楚。 

二、 有關校內相關評鑑費用絕對不刪減但要詳實評估，理工學院申請 IEET認證，學

校會全力支持，管理學院也可考量若 IEET收費標準合理的話，也可提出申請，因

評鑑會影響招生、博士班申請等等，請不辦理品保的系所再重新評估，各學院再

和研發處協調辦理時間。 

陸、 散會：下午 16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