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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與評鑑中心 彙編
研發處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實地訪視

日期：107年11月1日-2日 9:00-17:30

地點：國璽樓11樓朗世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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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評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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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目的：
 評估辦學成效
 社會責任落實自我定位與展現特色
 展現社會責任
 提供政策參據

評鑑項目有四大項：

項目一

校務治理
與經營

項目二

校務資源與
支持系統

項目三

辦學成效

項目四

自我改善與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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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教學與研究並重的綜合大學實踐「真善美聖」的天主教大學

辦學教育目標
一、【人性尊嚴】肯定人性尊嚴，尊重天賦人權。
二、【人生意義】探討生命意義，建立完整價值體系。
三、【教學研究】尊重學術自由與學術倫理，推動知識整合。
四、【團結關懷】增進群己關係，發展關懷文化。
五、【文化交流】增進文化交流，培育人文精神。
六、【宗教精神】鼓勵師生瞭解基督信仰，促進理性、信仰與宗教之交談及合作。
七、【服務人群】發揮仁愛精神，秉持正義，邁向世界大同。

發展願景
以基督博愛之精神，成為具社會影響力的大學

專業發展與人文關懷並重的國際化天主教大學

輔仁辦學願景、目標、自我定位



 新進教師研習營
 新進教師傳習
 新進教師減授鐘點
 研究獎勵與補助
 新進教師保障

教學支持：
 教學助理協助教學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與工作坊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鼓勵/補助發展數位/創新課程
 提升教師教學國際化

研究支持：
 教師研究補助與獎勵
 協助教師產學研發

 教學品保(課程外審)
 教學課程評量
 教師評鑑
 教師多元升等

 教學卓越獎勵及傑出研究
獎勵

 優秀教師獎勵及彈性薪資

新進教師輔導

教師教研支持

教師教學與研究之確保

教師卓越獎勵

教師教學與研究發展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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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對於教師的教學與研究發展的支持，您都知道嗎？

新進教師研習營
新進教師傳習
新進教師減授鐘點
研究獎勵與補助
新進教師保障

對於新進教師的輔導措施

教師研究支持

教學助理協助教學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與工作坊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鼓勵/補助發展數位/創新課程
提升教師教學國際化

教師教學支持

教師研究補助與獎勵
協助教師產學研發

教師卓越獎勵

教學卓越獎勵及傑出研究獎勵
優秀教師獎勵及彈性薪資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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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入學管道
入學與在學管理規劃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
 教學品保機制制定

產業實習機制、跨領域學習、課程
分流、總整性課程、暑期彈性課程

偏鄉、服務學習、社會參與(社團、原住民服務、境外生服務)

基本能力檢核機制及輔導措施、知能態度檢測機制、各系所專業核心能
力檢核機制、畢業生滿意度調查、雇主滿意度調查

學生學習成效表現、檢討、自我評鑑與改善

學生
入學 能力

訂定
課室內學
習規劃

課室外學
習規劃

社會
參與
規劃

學習成
效檢核
規劃

獎勵、
檢討與
改善

各類
輔導
機制

學生學習動機、自主學習環境、自主學習競賽、
多元課室外學習活動、學職轉化，生(職)涯輔導、
學生國際移動力、原住民學生國際菁英人才培育

衛生/健康教育輔導、新生輔導、選課輔導、生活輔導、預警與
輔導、身障生學業輔導、課程輔導、導師輔導制度、學生輔導
機制、原住民學生學習輔導、境外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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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對於學生學習與輔導的種種支持，您都了解嗎？

新生輔導 健康輔導
導師輔導機

制

選課輔導 預警與輔導 生活輔導

心衛輔導 職涯輔導
原住民學生
學習輔導

身障生學業
輔導

境外學生

輔導

入學之相
關輔導機

制

強化特殊學
生之照顧

在學學習
過程之輔
導機制



持續優化環境，積極設備更新、建物整建

興建國際標準化足球場

興建德芳外語大樓

整建運動場看台

興建宜聖學苑宿舍

運動場PU跑道整建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開工

耕莘樓無障礙設施改善

理工樓無障礙設施改善及走廊扶手高度提
高

耕莘樓及理工樓消防安全設備改善

增加校園綠化景觀

全面更新電腦設備，並獲得國家電腦化測
驗合格考場資格

全校大樓的使用執照合法化
足球場 (2015.5) 運動場看台 (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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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整體辦學優良表現

• 校級榮譽
• 知名網路數據媒體《網路溫度計》與《Cheers雜誌》
合作，2018年「大學網路好感度」，本校全國排名
第四名，私立大學第一名。

• 1111人力銀行「2018企業最愛大學」本校排名私立
大學第二名。

• Cheers雜誌「2017年大學校長互評」，本校在全國
151所大學中，排名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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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師生榮譽
• 管理學院國創三邊雙聯碩士(MGEM)獲

2017全球最佳管理碩士排行第43名、國際
課程體驗排名第一！

• 2016 EDUNIVERSAL 全球最佳商學院排名，
管理學院於３個棕櫚葉類別中排名台灣第
三，是唯一連續七年入榜的私立大學!

• 國際評比
• QS及THE Rankings世界排名800上下

• 分科排名：Linguistics學門251-300、
Medicine學門401-450

• 培育國家優秀體育人才

「2017臺北世大運」本校郭婞淳同
學、鄭兆村同學雙獲金牌，標槍破
亞洲紀錄，挺舉更是打破世界紀錄，
傲視群雄。

• 校院系學生優異表現

• 音樂系四年級陳姿吟、標心同學獲大阪國際音樂
比賽四手聯彈第三名

• 新聞傳播學系媒體﹤生命力新聞﹥入圍香港中國
日報舉辦之「2018校園學報新聞獎」

• 廣告系大四學生王嘉曦、錢雨晴榮獲全球國際大
學生廣告大賽銅獎

• 新傳系學生七部作品入圍2018全球華文永續報
導獎

• 2018 勤業眾信稅務達人挑戰賽輔大會計勇奪季
軍與達人獎

• 食科系於2017台灣食品產業創新競賽(台灣食品
產業新一代創新產品競賽)榮獲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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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成效-通過專業認證

• 本校為全國第一所通過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之綜合大學、環保
署105年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績優-優等獎、教育部「學校實驗(習)場所安全
衛生」甲等獎

• 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軟體研發獲得CMMI能力成熟度第三級證書、SO27001
證書

• 研究倫理中心通過FERCAP國際認證

• 管理學院AACSB認證、理工學院IEET認證、醫學系TMAC認證

• 通過教育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自辦評鑑計畫

• 餐旅學系通過ACPHA國際認證，亞洲第一所

11

ACPHA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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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發展

• 強化外籍生參與在地服務學習
• 完善雙語網路系統以協助外籍生入學、
註冊、選課

• 完善華語學分學程
• 擴大暑期國際學生研修課程
• 推動跨國雙聯學位學程
• 設置全英語學士學程
• 校園文化之營造

• 台灣之美－文化省思、台灣之美、文化瑰寶、
漂鳥計畫、國際翱翔系列活動、境外生學伴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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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翱翔赴姊妹校交換學生分享會

豐富英語自學資源: 英語學習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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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永續之發展特色

健康醫療、人文關懷及創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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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
全人教育推動「人文關懷」
創意設計中心已106年3月成立
附設醫院已於106年9月正式營運

人文關懷

健康醫療

創新設計
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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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健康醫療之特色

中學生結隊參與體驗
銀髮族健康諮詢

●建立跨院課程、社區之對話：課程博覽會、跨域整合與協助之成果

第22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DIGI+Talent跨域數位人才創新應用組第一名

世說新語圖文創作

●輔大/附設醫院/交大SPARK 計畫：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
獲得科技部補助550萬，總經費約1550萬，預計培育5個以上生醫及醫材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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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術研究院(與宗教
與科學研究中心討論醫院
的醫學倫理)

•創意設計中心(與醫院合作
各類設計案(智能眼鏡-腦
傷復健互動遊戲；齒時齒
課-牙醫；無痛大腸鏡衛教
動畫；體感互動設計))

• 外語學院(醫療翻譯學程)
•醫學院(主治醫師參與院內授課協助2017年

TMAC認證)
•音樂系(安排學生在醫院演出)
•學分學程(老人學程/老人長期照護/國際醫療翻
譯/營養與運動健康/醫學工程/哲學諮商與輔導
/醫事爭議溝通與處理/健康產業經營)

•學位學程(生技醫療/食品營養/生物醫學海量分
析/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跨專業長期照護)

• 應美系(設計醫院企業識別系統(CI))
• 織品系(設計醫院員工制服)
• 營養系(開發特殊飲食餐包(低渣))
• 音樂系(合作推廣醫院的兒童早療音樂治療)
• 產學育成中心(協助主治醫師參與產學計畫)
• 新生健檢(承接輔大新生健康體檢業務)

• 聖博敏神學
• 醫學系
• 公衛系
• 社工系

發展健康醫療之特色
●落實各學院與醫院合作
(現在與未來)

•精準醫療(次世代基因定序結
合大數據研究疾病基因變異與
治療新契機)

•智慧醫療(SPARK/醫材智能創
新與跨域整合)

•全人醫療(全人醫療課程/身心
靈自然輔助療癒/提供病人靈
性關懷)

•國際競爭(申請科技部補助研
究計畫國際合作加值方案)

•社會責任
社區行動醫療/輔大社區長期照顧
服務計畫/偏鄉義診/海外醫療服務

• 醫學院各系
通過教學醫院評鑑後，2019年起
接受醫學院各類學生見習

• 畢業生培訓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2019年
起開放訓練各職類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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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人文關懷之特色

►種子教師增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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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自主學習學分課程
• 在地服務學習型志工
• 國際服務學習行志工

►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

►推動各學院落實社會責任

►強化對弱勢學生的照顧與強化追蹤機制

人才培育

輔大USR計畫

輔仁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 全人教育推動人文關懷機制

鼓勵系所教師多開設與在地連結之人文關懷
課程，並鼓勵師生參與相關之活動

成立USR之研究社群，以整合型計畫，運用學
校資源，輔助教師進行前導計畫之執行。待計
畫成熟完成，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計畫。助於
本校與在地連結，統整落實本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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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創新設計之特色

• 106年創意設計中心正式開幕，結合12學院及創意設計中心之資源，共
同推展本校創意設計特色

• 跨領域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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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設計中心推展跨領域整合

 107學年體感互動設計微學分學程- 報名人
數: 19人 修讀人數: 19人(共14系所學生選
讀)

• 辦理跨領域工作坊/講座

 106/10/14-15 - 教師場：20人報名，共8系所教師參與
 106/10/20-22 -輔大學生x校外菁英場：40位學員參加，共

19系所學生參與
 迪士尼皮克斯3.5天國際講座及工作營：326人出席，共29

個系所學生報名

藝術學院師長們參與國際大師講座 迪士尼皮克斯國際講座及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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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生權益之保障

• 教職員生(校友)參與校務
• 本校相關會議(委員會)校外代表參與校務約26%
• 課程委員會及教育發展資金委員會有校友代表
• 校友會、系友回娘家、畢業生滿意度調查收集校友意見

• 愛校建言均有回復或納入改善
• 英文版選課清單查詢
• 校園卡結合悠遊卡功能建議
• 圖書館購買殺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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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權
益保障

•教職員生參與校務
相關會議

•愛校建言

•性別平等

各類法規保
障工作權

爭議處理
救濟管道

教職員生
發聲管道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職工試試評議委員會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實地訪視當天

您可能會被抽到……

要做問卷！ 要晤談！

並敬請留意以下相關注意事項

107年10月18日-107年10月23日期間
會以電話通知被抽到要接受晤談或問卷施測的人員
請留意電話通知



教職員生問卷施測叮嚀

問卷抽樣

教 師：30人
行政人員：15人
學 生：50人

【問卷填寫時間】
11月1日上午

10：40-12：40

107年10月18日-107年10月23日期間
會以電話通知被抽到要接受晤談或問卷施測
的人員
請留意電話通知



教職員生晤談叮嚀
晤談抽樣 教 師：45人

行政人員：45人

學 生：45人



• 正好有課，請循公假手續辦理(現場備有公假單)
• 有突發狀況，請立即與系所秘書聯繫

晤談或問卷時段有課或有突發狀況時，
要怎麼辦?

學生填寫
【公假單】

系所秘書
及系主任/
所長蓋章

分送任課
教師、系
(所)單位存
查及生輔
組登錄

完成請假
手續

學生



• 請配合在校，如有公出請先行請假
• 為確保學生上課權益，請當天被抽到晤談或問
卷施測的教師，先行規劃並處理課堂事宜(晤談
或問卷施測時間，可安排影片播放或請助教代
為協助)

• 被抽到晤談或問卷施測的學生向您請假(請准假)
• 如有相關問題或狀況，請立即與系所秘書聯繫

教師

行政人員 • 請配合在校，如有公出請先行請假

晤談或問卷時段有課或有突發狀況時，
要怎麼辦?



校內分機請撥…
#2384 #3052 #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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