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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年度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委員會 

第 2 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3月 23日（星期二）15 時 30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 

主席：朱紀實副校長 紀錄：蕭全佑 

出席人員︰古國隆教務長(請假)、林芸薇學務長、黃文理總務長、徐善德研

發長、李鴻文國際長、黃健政處長、黃月純院長、張俊賢院長、

李鴻文院長、林翰謙院長、黃俊達院長(李瑜章副院長代)、陳瑞

祥院長、張銘煌院長、何慧婉主任(蔡岱融組長代)、吳惠珍主任 

列席人員：彭振昌副研發長(請假)、楊詩燕組長 

壹、主席報告(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有關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作業，業經 109 年 7 月 7 日召開

附屬單位評鑑第 1 次會議討論評鑑計畫、評鑑時程、評鑑報告書

格式、委員分組及評鑑項目占分比等事宜，本處爰依評鑑時程 109

年 9 月 1 日通知受評單位啟動評鑑資料撰寫作業，並請各受評單

位於 110 年 2 月 1 日前繳交受評單位基本資料冊、評鑑報告書及

佐證資料。另為使本次受評單位能在撰寫評鑑資料凝聚共識，本

處於 110年 1月 6日舉辦評鑑說明會，邀請各受評單位派員參加。 

二、本次評鑑總受評單位原計 25個，並分為 3個評鑑組別，分別為第

1組人文社會研究類(8個單位)-5位委員、第 2組技術研究類Ⅰ(8

個單位)-5位委員、第 3組技術研究類Ⅱ(9 個單位)-6位委員，其

中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業經 109 年 12 月 15 日校務會議同意裁撤，

故無需評鑑，爰本次總受評單位調整為 24個。 

三、為因應 110年 2月 1日單位主管人員調整(國際事務長兼任管理學

院院長職務)，依平均評鑑委員審查人力分配原則，簽請核准將原

該 2 位主管職務應書審 2 組(第 1 及第 3 組)資料，減為僅審查 1

組(第 3組)，調整後第 1組人文社會研究類(7個單位)-4位委員、

第 2組技術研究類Ⅰ(8個單位)-5位委員、第 3組技術研究類Ⅱ(9

個單位)-6 位委員，經 110 年 2 月 8 日奉校長及副校長(召集人)

同意後據以辦理書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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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本次評鑑計畫，本次評鑑作業採書面審查方式，本處將受評

單位之基本資料表、評鑑報告書及佐證資料展示於研發處會議

室，各委員已於資料展示期間 110年 2月 22日~110年 3月 5日至

本處會議室完成書審，並送交審查成績供本處彙整。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書審成績結果，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處統計各委員評分結果，依各受評單位獲組內所有評鑑委員之分

數加總平均，計算各受評單位之評分結果，本次評鑑獲 A級單位共

計 2個、獲 B級單位共計 19個、獲 C級單位共計 3個(附件，第 1

頁至第 9頁)，摘要各組評鑑結果成績如下表︰ 
組別 評鑑等第分配 獲 A級之單位 獲 C級之單位 

第 1組 

人文社會研究

類 

A級︰0個 

B級︰4個 

C級︰3個 

無 

人文藝術中心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第 2組 

技術研究類Ⅰ 

A級︰1個 

B級︰7個 

C級︰0個 

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

中心 
無 

第 3組 

技術研究類Ⅱ 

A級︰1個 

B級︰8個 

C級︰0個 

自動化研究中心 無 

二、本處依評分結果，發覺各組委員評分差距不小，爰依校務研究精

神，提供幕僚單位初步研究分析資料，供委員參考(詳如附件第 10

頁至第 13頁)，以下簡要說明分析方式: 

(一) 以所有委員評分結果與成績歸屬等第級距統計，本次計有 15

位評鑑委員及 24 個受評單位，總計有 122 個成績。將委員所

有評分成績按 A級(90分以上)、B級(80~90分)、C級(79分以

下)進行歸納及分析，可顯示各組別內不同等第級距成績的個

數與占比，同時可清楚看出各等第級距成績內不同組別的個數

與占比。 

(二) 以委員個人對全組受評單位評分為基準，將其所評分數按高低

進行排序(最高分得 1、次高分得 2，第 3 高得 3，依序類推至

最低分)，呈現各受評單位獲得之排序總數占全組總數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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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如占較低比率者表示委員認同度較高，反之則認同度低。 

三、綜上，本次各受評單位接受評鑑成績，提請審議。 

決議︰ 

一、修正通過，第 1 組(人文社會研究類)之「人文藝術中心」(79.8分)

及「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79.6分)受評結果之分數四捨五入為「人

文藝術中心」(80.0 分)及「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80.0 分)；調

整後摘要各組評鑑結果成績如下表︰ 

組別 評鑑等第分配 獲 A級之單位 獲 C級之單位 

第 1組 

人文社會研究

類 

A級︰0個 

B級︰6個 

C級︰1個 

無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79.0分) 

第 2組 

技術研究類Ⅰ 

A級︰1個 

B級︰7個 

C級︰0個 

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

中心(90.5分) 
無 

第 3組 

技術研究類Ⅱ 

A級︰1個 

B級︰8個 

C級︰0個 

自動化研究中心

(90.3分) 
無 

二、將各委員評鑑之總評語提供各受評單位，作為未來營運方向之參考

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次評鑑結果 A 級之附屬單位再評選特優單位事宜，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第 7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略

以，評鑑結果 A級(優等，90分以上)，頒予獎狀乙紙以資表揚。得

經委員會評選出特優單位。 

二、本處預定於 110 年 4 月 27 日(二)下午 2 時召開本工作小組第 3 次

會議評選特優單位，會中安排本次評鑑成績達 A級單位就 1.設立宗

旨及目標 2.規劃理念 3.發展方針與特色 4.評鑑指標 5.未來發展目

標、策略、展望與預期成效等項目進行簡報，由本小組委員就簡報

內容進行評選，經出席委員超過半數同意得評定為特優單位，評選

表如附件第 14頁。 

三、本校評選附屬單位(含中心)特優擬採簡報及問答方式進行，委員可

依下列評估項目進行評選，受評單位若獲超過出席委員半數同意，

得評定為特優單位，評估項目參考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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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點規定研擬如下，提請討論。 

(一) 營運方向與設立宗旨相符。 

(二) 經營成效(教學、研究或服務)卓著，提升本校辦學成效。 

(三) 年度營運收益結餘且對本校貢獻良多。 

(四) 管理制度完善且未來展望足為模範。 

四、評選會議流程研擬如下，敬請討論。 

決議︰本次不以簡報方式評選特優單位，以本次書審成績獲 A 級單位「雲

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及「自動化研究中心」評定為特優單位。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請本小組推派 3 位委員審查受評單位改善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據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第 7點第 1項第 3款規定略以，

評鑑結果 C級(待改進，79分以下)︰提出改進計畫，並由委員會推

派 3位委員審查，由研究發展處依行政程序簽核後，並將其列為下

次評鑑重點項目。同要點第 7點第 2項規定，連續 2次評定為 C級

之附屬單位，委員會得為改進或裁撤之決定。 

二、本次評鑑結果預計 110 年 6 月底前公布，於公布結果後將通知獲 C

級之受評單位須於 8月底前完成改進計畫，由本處彙整後送交推派

委員書審，並依行政程序簽核，列為下次評鑑重點項目，提請推派。 

決議︰ 

一、請本次評鑑結果為 C 級之單位再行評估營運狀況，如未能發揮功

時間 程序 評選工作 

14:00-14:10 評選特優單位會議開始 工作單位報告流程及討論時間 

14:10~15:00 

依簡報單位數調整

時間 

評分結果 A級單位進行

簡報及委員問答時間 

1.每單位簡報 8分鐘、問答 5分鐘。 

2.簡報順序︰依附屬單位受評成績

由低至高安排簡報順序。 

15:00~15:30 委員整體評選 

各委員於特優單位評選表勾選是否

同意簡報單位評為特優，每簡報單

位若獲出席委員超過半數同意，得

評定為特優單位 

15:3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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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依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第 5 條規定，得由單位設

置時之原審查會議議決後，依設置要點或辦法之規定予以裁撤。如

評估後無裁撤之決定，請依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第 7 點

規定，提出改進計畫，改進計畫可參考本次評鑑之總評語。 

二、推派朱紀實副校長、林芸薇學務長及徐善德研發長 3 位委員審查受

評單位改善計畫。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作業自我檢討改善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次(110 年)評鑑資料、格式及方式係以 103 年附屬單位(中心)評鑑

作業為參考，再依評鑑之可靠性與公平性原則及本委員會上次會議

決議，加入相關評估數據填寫、增加自評報告書的架構項目、各受

評單位得依單位經營屬性自行擇定二項評鑑指標的評分組合等，本

次調整評鑑資料格式及評分方式，說明如下表: 
本次評鑑調整部分 說明 

法規修訂 

修訂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主要修訂說明如

下: 

1. 修改評鑑結果、獎勵與處置方式，將原評鑑結果級第 A、B、

C、D 修正為 A、B、C 等 3 個級第；新增推派委員審查獲 C

級單位之改進計畫；賦予委員會權利，針對連續 2 次評為 C 級

之附屬單位，委員會得為改進或裁撤之決定。 

2. 增加受評單位依評鑑結果得提出申復之程序。 

受評單位基本資料表 

1. 新增兼任中心主管職務者有否減授時數、是否計畫承接必項設

立、有否檢附設置規劃書、學校資助單位(中心)經費等欄位。 

2. 調整單位成員格式，明確填寫專、兼任及聘僱人員與任職期間。 

自我評鑑報告書 

1. 新增設立宗旨及目標、規劃理念、發展方針與特色等 3 個架構

項目。 

2. 新增由研發處提供各單位近 3 年核定之產學合作計畫件數、金

額等資料，供各單位參考使用。 

3. 原為產出/投入【C=A/B】欄，修改為年度營業收入(元)【C】=

【A】-【B】。 

4. 新增行政管理費納入校務基金(元)項目。 

5. 近 3 年營運指標，新增說明連續 2 年度營運收入正負成長的原

因，並說明其執行方法及改善措施。 

6. 原特色指標第 8 項之未來三年之展望，移至報告書後面作為第

五項架構項目。 

7. 新增五、未來發展目標、策略、展望與預期成效。(參考原營

運規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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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評鑑調整部分 說明 

評鑑委員評分方式 

1. 新增 110~112 年度之發展目標、策略、預期成效及未來 3 年展

望等評分項目。 

2. 總評語新增說明，若評鑑結果為 B 或 C 級，請加註說明待改

善建議事項。 

3. 新增單位可依屬性自行擇定評鑑指標配分基準，評鑑指標中共

同指標占分為 50 分，營運指標及特色指標占分各可為 10、20

或 30 分，由單位依中心屬性自行選擇，惟營運指標與特色指

標合計 40 分。 

4. 委員評量項目部分，新增各項目配分及評分欄位。 

5. 依修訂通過之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將原評鑑結果

級第 A、B、C、D 修正為 A、B、C 等 3 個級第。 

二、經觀察本次評鑑各單位填寫評鑑資料作業疑問及委員評審時提供之

意見後，提供下次評鑑建議如下︰ 

(一) 設計各附屬單位(中心)各年度營運收入及管理費明細統計

表，供各單位統一填寫受評期間各年度計畫、檢測、服務或售

票等收入明細情形並提供佐證資料(如附件，第 15 頁)，惟以

前年度計畫結餘款部分是否得納入年度收入，提請討論。 

(二) 整合基本資料表及自評報告表中營運相關收支數字，將學校資

助單位(中心)經費(含減授時數)視為單位支出，與單位營運支

出合計作為單位整體支出，以計算單位年度合理營運收益。彙

整本次各受評單位填寫上述資料供參(如附件，第 16頁至第 17

頁)。 

(三) 修訂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之評鑑結果級距。 

(四) 研擬線上書審作業的可能性。 

決議： 

一、由研發處研擬相關表單送請各受評單位自我檢視設置要點之宗旨、

任務及屬性與目前營運方向之一致性，並依據本次評鑑項目及評分

方式提供意見，以回饋本校作為調整評鑑作業之參考。 

二、建議以前年度計畫之結餘款可列為參考資料，惟結餘款於下年度再

繳交之行政管理費仍需列為對學校貢獻度之考量。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17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