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審查重點 
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

意見 
學校回覆－修正說明 

第

一

部

分 

校務發展計

畫之明確性

及可行性 

1.學校提出幸福素養，結合橘色關懷與

綠色永續兩大特色，規劃校務發展。此

幸福素養之規劃與國內絕大部分大學有

很大區隔，確實可型塑學校特色。然

而，仔細瀏覽校務發展計畫書，無法看

到太多創新做法，也無法看到太多具特

色的教學、研究或照顧教職員工的做

法，以型塑幸福素養之特色。建議學校

可聚焦幾項特色做法，做出顯著成效，

以型塑學校此幸福素養或橘色關懷之特

色。建議可與學校附近已有較豐碩成果

之大學及產研機構進行多元合作，或聘

任有此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顧問等職，

協助橋接雙方已有之成果，站在巨人肩

膀上發展，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感謝委員指正。 
1. 為突顯唯一藥護科技大學特色，已於 108年 4月 24
日校務會議通過學校定位為「藥護智慧健康產業

創新應用科技大學」，教育目標則是培育具「大

健康大關懷之智能務實致用人才」。 
2. 依 108-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以學生學習成效

為導向，從校園環境、關懷輔導、課程實作三個

面向，培育專業知能與人文素養兼具之人才，建

構大健康大關懷之特色大學為目標。 
3. 本校今年 2月 1日新任校長郭代璜教授，配合董事

會成員改選，因應大環境改變，未來校務發展計

畫之修訂，誠如委員之建議，本校亦會啟動校務

發展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共同商討

學校定位、主軸及發展策略。 

2.學校近三年，每年減少約 500 名學

生，109 學年度起，應會有更大招生危

機。但是未見到學校在校務規劃中提出

有效招生策略，建議應積極面對此問

題，進一步就入學管道及原畢業學校等

因素更深入分析，提出有效做法，提升

新生註冊率及在學生留校率。 

感謝委員建議。 
1.目前本校新生註冊率約 70%，生源多來自台南以

南地區之上游學校。為因應少子化浪潮，進行 IR
研究，研擬招生策略： 
(A) 支援高職各種多元課程 
(B) 獎助同儕結伴就學等機制 
(C) 善用在學生返回母校分享就學經驗經營校友

關係 
(D) 發展師生共同招生模式 
(E) 規劃到校體驗活動，爭取媒介生源。 

2.在學生留校率方面，除完善教學設施、獎助學

金、工讀機會、多元社團活動及關懷輔導機制

外，利用 Facebook、Line 個人動態等方式，宣傳

系所特色及招生訊息。 
3.推動全校教職員參加各種社團組織及拍攝微電

影，增加系所曝光度，增進家長認識學校機會，

建立學校形象口碑。 

3.學校 108-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質化

及量化成效已大幅檢討修正，有關學生

學習成效（如競賽獲獎件數、取得證照

張數、畢業生就業率等）、師生教學及

研發成果（產學金額、專利及衍生化商

品件數等）部分有可具體量化之指標，

持續改善。 

感謝委員指陳。有關學生學習成效與師生教學及研

發成果說明如下： 
1.學生學習成效： 

(A) 實務專題指標：108 年規劃 100 件參與校內競

賽，60 件參與校外競賽；109 年提升為校內競

賽 150 件，60 件參與校外競賽，預計 12 件獲

獎。 
(B) 專業證照指標：108 年度規劃資訊證照 2,000

張，語言證照 850張，專業證照 2,000張；109
年度將資訊證照提升到 2,200 張，語言證照

900 張，專業證照 2,200 張。 
(C) 提升就業率：108 年度規劃學生畢業 3 個月

後，推估 3%就業率；109 年度則提升為 5%。

2.經由上述規劃，推動學生課程實作，參與校內外

競賽，取得 3 照 1 證，以提升就業率。 
3.師生具體研發成果量化指標 

(A) 108 年度產學合作金額達 9 千萬，109 年度再

提高為 1 億元。 
(B) 專利申請件數全年達 20 件(7 件/每院)。 
(C) 協助師生技術移轉金達 1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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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

意見 
學校回覆－修正說明 

(D) 輔導師生研發成果商品化達 15 件。 
4.藉由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推動之經驗、各種不同會

議外部專家建議、教育部及公部門各項計畫推動政

策，本校擬於 108-2 結束前召開校務發展委員委會，

進行滾動修正各項校務發展計畫規劃之質量化指

標，以完善及務實推動校務發展需求。 

4.C 面向之推動之衍生企業（C2-3）與研

發成果商品化（C3-2）等量化指標缺乏

挑戰性。 

感謝委員指陳。 
1.本校考量學生能力、師資結構與整體學校產研效

能，及利用高教深耕計畫，推動衍生企業（C2-
3），並輔導新創公司(C2-2)目標為 3 家。 

2.積極協助學生參與各類型產學合作計畫，達成研

發成果商品化項目至少 15 件。 
3.各量化指標亦會修正各項附表。 

5.校務發展計畫在四項校務發展目標與

五項主軸計畫推動下，各項子計畫與工

作計畫明確，唯內控管考機制可再強

化。 

1.感謝委員肯定對校務發展目標與五項主軸計畫與各

項子計畫工作計畫明確之規劃。 
2.關於內控管考機制，本校於 109年 2月 25日主管會

議通過計畫總辦室任務編組，由校長兼任計畫總

辦公室主任，2 位副校長兼任副主任，主任秘書兼

任執行總幹事。統整學校校務發展計畫書、經濟

及文化不利計畫、原民暨多元族群計畫、高教深

耕計畫、USR 計畫及招生選才計畫與其它校級特

色計畫，並透過原負責單位之內控會議及計畫辦

公室之管考會議，強化計畫執行效率暨改善計畫

內控文件品質，作為未來校務發展計畫之修正參

考。 
3.關於本校計畫總辦公室編制及任務編組修正，詳見

支用計畫修正書第二部分(二)校務發展計畫考核機

制。 

辦學特色與

校務發展計

畫之關聯性 

1.學校擬型塑之特色，其國內知名度之

提升仍有努力空間。 
感謝委員指陳。本校擬型塑之特色知名度推動策

略： 
1.透過 USR 暨 USR Hub 計畫與在地社區之連結促進

在地活化，包括產業、人才培育、就業及文化發

展，在實務上具體提升在地居民之幸福感，建立

學校口碑。 
2.承辦屏東縣政府育兒相關業務 107、108 連續兩年

承辦業務，並於 108 年度接受評鑑，獲得屏東托育

資源中心及屏東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評鑑優等肯

定。 
3.辦理各類型社區關懷與服務隨時掌握社會議題，適

時導入藥護專業強項服務性作為，提高知名度，

如 109 年成立防疫小組，主動號召學生志工協助藥

局，除讓學生認識職場現狀外，增加媒體曝光

度，表現學校公益形象。 

2.學校辦學特色有六大面向，與校務發

展計畫大部分關聯性，惟各分項工作內

容之相關量化指標過於保守。 

感謝委員指陳。 
1.本校高度關注未來教育市場變化，依校務發展計

畫，統整支用計畫書與高教深耕經費，持續滾動

修正校務發展計畫量化指標。 
2.109年度，本校教學實踐計畫提送 25案；USR計畫

共通過 4 件；在高教深耕中提出 3 件 USR Hub 計

畫，均驗證學校雖擬定較穩定量化指標，但仍朝

更高成效指標前進。 

3.學校辦學特色與校務發展 5項主軸之各

工作項目具對應關係，惟在國際化部

分，雖然學校有海外研修及移地學習之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在國際招生及推動國際交流之

規劃說明如下： 
1.國際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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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

意見 
學校回覆－修正說明 

經驗，惟在國際招生及推動國際交流仍

有待周延的規劃，方以致之。 
(A) 本校現有僑外生 146 名，來自香港與馬來西

亞，未來將持續耕耘香港與大馬地區。 
(B) 與高雄三信家商簽有策略協定，針對 3+4 餐

旅僑生專班，目前在學學生 25 名，預計在

109 學年度上學期會增加到 75 名學生。 
(C) 與南部地區醫院合作培育護理與社工南向人

才計畫，以提供醫院端照服員與未來護理、

社工南向人力需求。 
2.國際交流： 

(A) 109 學年度，本校學海計畫將擴展到藥學系、

護理系、社工系、休閒系、餐旅系及觀光

系。 
(B) 藥學系與美國南加大、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已

有多年的交流互動；護理系也積極南向與宿

霧 ARC 醫院系統，及醫學大學辦理深度互訪

行程。 
(C) 規劃社工系與生命學程共同參與日本東京目

白大學社會福祉與臨終關懷學程；休餐學院

系所與應日系一起和日本沖繩及仙台渡假村

合作。 

第

二

部

分 

前一年度整

體發展經費

支用成效 

1.前一年度之主軸計畫 A 及 B，由主題

觀之皆應與幸福學習及幸福學輔有關，

但是所列之數十項實際執行成效，看不

出來有太多做法與此幸福學習及幸福學

輔有關。 

感謝委員指陳。本校透過多元機制，強化學生學習

與輔導，以達安心就學、就業之幸福學園，分述如

下： 
1.幸福學習-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校除傳統的

Office hour 輔導外，另設置「幸福學習坊」，每學

期募集約 40位義輔教師駐點服務，每人每週值班 4
小時，提供英文、化學、數學、微積分、統計學等

專門學科輔導。108年義輔教師輔導總人次達 1,485
人；109 年度目標值為 1,500 人次。 

2.幸福學輔-為使學生安心就學，包括：提供弱勢助

學獎助學金及校內外獎助學金、協辦就學貸款及學

雜費減免事項；校內外住宿輔導；多元社團活動、

服務學習及全人品格教育(品德、法治、藥物濫

用)；提供心理諮商服務；職涯與就業輔導；強化

健康促進與輔導。 

2.前一年度主軸計畫 E，擬型塑幸福大學

典範，由所列之實際執行成效，亦無法

看出太多與建構幸福大學典範有關之作

法。 

感謝委員指正。 
1.建構幸福大學典範係為本校之願景，但考量內外環

境諸多變動的因素下，本校將於 108-2 進行修訂，

相關回應亦如第一部分-校務發展計畫之明確性及

可行性之委員意見 1 之說明。 
2.108 學年安心就學機制，如回應前述問題之回應。 
3.校園環境與教學空間設施及從LED燈、綠色安全採

購、汙水處理設施、防火牆主機更新等項，強化校

園安全與健康環境。 
4.從獎學金發放、學習輔導(義輔老師機制)、生活關

懷(安全宣導、藥物濫用宣導)，以及職涯就業活

動，落實安心就學、就業。 
5.擴增及改善教學設備、增加圖書藏量與電子資源、

建置整合式學生學習成效追蹤平台，優化教室、教

學設備及資源。 

3.學校 107 年度之主要獎補助款資本門經

費用於 A1~A4 分項購置設備 150 案，約

1,719 萬，經常門有近 300 萬用於 C1~C4 
分項強化藥健幸福產研能量，擴大產學

合作面向，所附 108~109 學年度校務發

感謝委員指正。 
1.經查核 107 年度執行項目，皆依序完成，並無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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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

意見 
學校回覆－修正說明 

2.A2 量化指標，包括學習輔導系統、教學助理、證

照輔導班、學生輔導與證照取得均是，已刪除不

相關和不合理指標，並修正於附表 5。 
3.A6 子計畫名稱及量化指標已修正為教學實踐計

畫，每系至少 1 件;與系所學生學習成效相關 IR 校

務研究報告每系至少 1 件，並修正於附表 5。 

4.面向 C 項下「完善協助弱勢生安心就

學機制」，所列預期量化成效目標「奬

補助弱勢生總金額達 2,868 萬元」，宜

提出計算方式。 

1.感謝委員指正，並補正說明「奬補助弱勢生總金額

達 2,868 萬元」計算方式如下： 
(A) 弱勢助學(年所得 70 萬以下)預估 16,335,000

元； 
(B) 高教深耕計畫預估 5,660,000 元； 
(C) 原住民族獎助學金預估 6,685,000 元，上述金

額亦會隨獎補助經費加以調整。 
2.該項修正將載明於支用計畫書中，預期量化指標如

下： 
(A) 109 年度募款金額金額 80 萬； 
(B) 經濟及文化不利受惠生數可達 80%； 
(C) 畢業率達 70% 以上。 

5.面向 C 項下「提升師資質量」，所列

增聘專長教師數 8 人及獲彈性薪資教師

數 10 人，惟未列任何經費，宜說明理

由。 

有關提升師資質量經費已編列 1,200,000 元，詳見修

正支用計畫書。 

6.所列各項計畫獎補助款之資本門及經

常門之分別加總有誤，請再核算。 
已重新確認及修正附表 5 中資本門及經常門之加

總，詳見修正支用計畫書。 

7.109 年度各項規劃措施確實與校務發展

計畫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連結，大

部分確實可行；各項評估指標大部分有

執行成效，大部分指標規劃合理可行。 

感謝委員正向的肯定，未來推動會藉由計畫總辦公

室強化各類型計畫績效考管，呈現更亮眼的校務規

劃成效。 

8.附表 5「109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

效一覽表」中，主計畫「C2：提升師資

質量」之預期量化指標為「1.增聘特殊

專長教師人數達 8 人，2.獲彈性新資教

師數達 10 人」，但未見編列經費。主計

畫 A3、A5、D1 亦有相同之狀況。 

1.C2(提升師資質量):經費已編列整體發展經費經常

門 1,200,000 元。 
2.A3(建構跨域學習環境，培育學生多元專長)，主要

藉由教務處現有行政人力針對教務相關工作內

容、跨域課程法令修訂及調整，故未編列費用。 
3.A5(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培育新世代微型創業

人才):主要藉由研發處與教務處針對實習、創業與

獎勵機制法令修訂及調整，故未編列費用。 
4.D1(推動關懷社會的幸福教育):主要藉由教務處現

有行政人力針對通識課程及服務學習相關法律修

訂調整，故未編列費用。 
5.上述說明亦會修訂於支用計畫書附表 5。 

9.附表 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

表」中，「進修」僅編列經費 10 萬元；

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編

列經費 2 萬元，相應於學校之教職員工

數，所編列之經費是否足敷所需可再斟

酌。 

感謝委員指陳。本校因應組織調整，業於 108-2 完成

人事盤點及確保學術單位符合師資質量，附表 16 調

整說明如下： 
1.鼓勵培養教師第二專長，進修經費已編列 22 萬

元。 
2.提升行政人員職能，研習與進修項目經費已修正為 

6 萬元。 

10.附表 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

設備規格說明書」中，優先序2「網路交

換器」之規格定為「10GDistribution」，

似非完整之規格，宜再檢視之。尚有不

少採購案亦有相同之情況。 

感謝委員指正。 
  經查核後，發現漏報該項規格，茲將規格說明如

下： 
1.10G Distribution 交換器 
2.設備本身具有 48 埠 10/100/1000Base-T(含)以上及 4
埠(含)以上/10GbE SFP+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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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

意見 
學校回覆－修正說明 

展計畫書（不含 107 年度之內容與預期

成效之質、量化指標），並無說明 107
年度預期與實際成效之質、量化指標比

較與具體執行成效之差異。 

2.本校採納委員意見，將預期與實際成效之差異納入

未來校務發展計畫修訂，強化計畫管考檢核之品

質。 

4.附表 4：前一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情

形表（第 45 頁），學校未依預期目標各

項目分列執行情形，且無「未達成預期

成效之原因分析」欄位，不易看出各項

目執行情形。 

感謝委員指正。本校回應說明如下: 
1.附表 4:有關預期目標各項目分列執行，己依委員建

議修正於支用計畫書。 
2.修正之附表 4 亦增列「未達成預期成效之原因分

析」欄位，並說明執行成效。 

5.辦學特色 A 面向各項目總經費為 2,616 
萬元，其中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使用經費

若干，請學校詳細補列。 

感謝委員指正。有關預期目標各項目分列執行，並

區分資本門及經常門，已補列，詳見修正後的支用

計畫書附表 4。 

6.附表 3「106-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獎

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之 108 年度執行

狀況，獎勵補助及自籌經費合計 3,522
萬 2,568 元，計畫應已執行完畢，請學

校說明何以「已支用經費」欄呈現空

白。 

感謝委員指正。 
1.108年度漏列已支用經費該欄位，實因當年 11月尚

未結案，且未註明原因，敬請諒查。 
2.108年度計畫已完全執行完畢，執行率100%，詳參

附表 3。 

7.附表 4「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

特色及經費支用情形」之欄目中，未依

支用計畫書之填寫範本，列出「未達成

預期成效之原因分析」欄。 

感謝委員指正。 
1.修正計畫書己將附表 4 增列「未達成預期成效之原

因分析」欄。 
2.具體回應說明如問題 4 及 5。 

8.附表 4「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

特色及經費支用情形」之欄目中，支用

之總經費計有 5,139 萬 6,000 元，分配於

5 個「辦學特色」中，每個特色計畫未

再細分，其實際執行成效不易顯現可對

應於所支用之經費；且無所設定之預期

量化指標，亦無法評核計畫之執行是否

確已達標。 
 

感謝委員指正。 
1.經查 108 年度經費辦理成效一覽表中，分別透過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與校務發展獎補助款，進行推動 
2.修正附表 4 已足可顯示各細項策略推動成效，支用

規劃具體明確。 
3.校務發展計畫之各分項質量化指標，均已明確訂

定，並會藉由計畫總辦室定期召開管考會議，追

蹤落實各項進度，以利完成本計畫之目標。 

下一年度整

體發展經費

規劃措施之

妥適性 

1.針對前一年度已完成之實際做法，實

在看不出來有太多與建構幸福大學或型

塑學校幸福素養有關之具體做法，建議

下一年度更聚焦，提出更直接相關、有

創意且有具體成效之做法。 

感謝委員建議。 
本校將於 108-2 啟動校務發展委員會重新審視定位，

修訂上位的校務發展計畫書，以因應變動快速的教

育市場。 

2.學校擬建構之特色為幸福大學，但是

在學生事務與輔導之相關工作僅編列

130 萬元，經費編列與擬型塑之特色有

明顯距離，建議可再斟酌此項經費之編

列。 

感謝委員建議。 
1.本校提供多元社團學習與活動、提升幹部領導能力

及推動服務學習教育，編列方式如下： 
(A)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20 萬元 
(B) 其它學輔工作經費 60 萬元。 
(C) 學輔相關物品 50 萬元。 

2.上述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占常門經費己遠

超過建議 2%以上，今年公佈整發獎補助經費低於

原規劃金額，本校擬於近期召開專責會議討論，

在達成原規劃工作事務指目標，且符合相關規定

下，重新討論調整經費分配。 

3.109 年度之主要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用

於 A2 與 A6 分項，購置設備約 924 萬，

但所設定之預期成效量化指標與這些設

備的，說明不足，關聯性亦弱。 

感謝委員指正。A2 及 A6 購置設備與預期成量化說

明如下: 
1.A2(強化實作與實習，培養學生專業競爭力 )與

A6(優化教學資源及整合教學資訊系統平台，提升

教學效能)，係為提升學生學習之設施，與優化校

務系統及 IR 校務診斷學生學習成效，此亦是高教

深耕計畫推動重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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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

意見 
學校回覆－修正說明 

3.提供 176Gbps(含)以上之系統交換頻寬，交換速度

可達 112Mbps(含)以上。 

11.附表 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

設備規格說明書」中，優先序 57「工作

桌」之規格定為「鋁擠型架構，2.桌上

附有 3mm 厚桌墊」，似非完整之規格，

請說明是否亦須規範長度及寬度等。 

感謝委員指正，並補正項目規格尺寸： 1200 mm
（L）×900 mm （W）×800 mm （H），誤差值±30 
mm。 

12. 附表 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中，優先

序 4「數位混音機」之預估單價 16 萬
元，所訂之規格多達 3 頁，過細之規格

恐將造成採購及驗收上之困擾。 

1. 感謝委員指正。補正規格：24 組 XLR 平衡端子、

32 組麥克風前級、16 組 XLR 輸出能力、輸出功

能、 32-in/32-out、USB 錄音介面功能、 64 軌

DANTE 界面、支援矩陣混音。 
2. 未來在採購規格會參酌委員要求各單位建議重點

呈現產品規格，降低採購及驗收上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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