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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鼓勵各單位積極任事，實施績效管理，建立優質服務，以提

昇學校整體競爭力，爰訂定本計畫。 

貳、 適用對象：一級行政、學術單位 

參、  辦理方式： 

一、簡報作業 

(一) 行政單位(含通識教育中心)向校長報告 

(二) 學術單位分二階段 

1 第一階段：各系(所)分別向院長報告 

2 第二階段(學院)：學院向校長報告 

二、辦理時間： 

(一) 行政單位：每年 8月下旬辦理 

(二) 學術單位： 

第一階段系(所)：開學後二週內辦理 

報告時間：系(所)主管向院長報告時間 30分鐘 

第二階段學院：開學後五週內辦理 

三、簡報時間：行政及學術單位均以 1小時為原則，如為大單位

則調整為 1.5小時。學術單位第一階段學系(所)向院長報告

部分，以 30分鐘為原則。 

肆、 績效報告項目 

一、學術單位 

報告單位/階段 績效報告項目 

學 術 單

位 

第一階段 

系 (所 )向

院長報告

事項 

1.最重要 5 項重點業務績效 

2.經費使用(收支)概況及外部經費爭取情形 

3.校內跨單位合作與協助事項 

(1)合作：和別人一起做了什麼 

(2)協助：幫助別人做了什麼 

4.業務績效指標 

(1) 目標、特色與系(所)務發展(中長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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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階段 績效報告項目 

與策略規劃含系特色、課程創新及調

整、轉型、更名或跨院系整合之規劃等) 

(2) 系所近三年就學穩定率、註冊率及畢業

率 

(3) 課程規劃、師資結構(專、兼任)與教師教

學(校庫表冊教 1、校 14) 

(4) 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課後輔導課程數及

學生人數、教學助理課程數、補救教

學…等) 

(5) 系(所)專業發展、與教師研究成果、產學

合作(校庫表冊研 2、4、5、9、10、研

16~研 19) 

(6) 教師其他績優表現(學術贊助金) 

(7) 學生成就、實習與專業績優表現(學生社

會服務表現、校庫表冊學 10、17、18、

19) 

(8) 畢業發展及就業情形 

(9) 招生策略與宣導成效(含境外生) (招生及

留生之具體作為) 

(10) 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含出國經費使用情形

及成效)(校庫表冊學 8、研 6) ) 

(11) 創新特色表現(特色實驗室…) 

(12) 高教深耕、私校獎補助、推動 EMI 計畫

等專案計畫執行情形(含預算執行情形) 

(13) 檢討與自我改善 

(14) 110 學年度業務規劃重點 

(15) 109 年度業務績效評核追蹤管考未完成項

目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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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階段 績效報告項目 

第二階段 

學院向校

長報告事

項 

1.最重要 5 項重點業務績效 

2.經費使用(收支)概況及外部經費爭取情形 

3.校內跨單位合作與協助事項 

(1)合作：和別人一起做了什麼 

(2)協助：幫助別人做了什麼 

4.業務績效指標 

(1) 學院定位、特色與院務發展(中長程創新

與策略規劃含院系特色、課程創新及調

整、轉型、更名或跨院系整合之規劃等) 

(2) 院所近三年就學穩定率、註冊率及畢業

率 

(3) 課程規劃、師資結構(專、兼任)與教師

教學(校庫表冊教 1、校 14) 

(4) 跨領域實務專題、創新與創業課程開課

及修課統計 

(5) 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課後輔導課程數及

學生人數、教學助理課程數、補救教

學…等) 

(6) 系(所)專業發展、與教師研究成果、產

學合作(校庫表冊研 2、4、5、9、10、

研 16~研 19) 

(7) 教師其他績優表現(學術贊助金) 

(8) 學生成就、實習與專業績優表現(學生社

會服務表現、校庫表冊學 10、17、18、

19) 

(9) 畢業生發展及就業情形 

(10) 招生策略與宣導成效(含境外生)(招生及

留生之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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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階段 績效報告項目 

(11) 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含出國經費使用情形

及成效) (校庫表冊學 8、研 6) 

(12) 創新特色表現(特色實驗室…) 

(13) 高教深耕、私校獎補助、推動 EMI 計畫

等專案計畫執行情形(含預算執行情形) 

(14) 檢討與自我改善 

(15) 110 學年度業務規劃重點 

(16) 109 年度業務績效評核追蹤管考未完成

項目執行情形 

 

二、行政單位 

報告單位 績效報告項目 

行政單位 

1. 單位組織(人力檢討及經費使用概況) 

2. 最重要 5 項重點業務績效 

3. 推動(含申請)重要計畫之績效(高教深耕、私

校獎補助、其他外部經費爭取)(含預算執行

情形) 

4. 推動 EMI 計畫執行情形(含預算執行情形) 

5. 校內跨單位合作與協助事項 

(1)合作：和別人一起做了什麼 

(2)協助：幫助別人做了什麼 

6. 檢討與自我改善 

7. 109 學年度業務推動之具體措施 

8. 110 學年度預期成效及績效指標 

9. 業務創新作法 

10. 109 年度業務績效評核追蹤管考未完成項目

執行情形 

 



義守大學 110年度業務績效評核實施計畫 

 第 5 頁/共 6 頁 

簡報報告重點注意事項 

1. 績效報告指標(KPI)及亮點、質量並重。 

2. 績效報告呈現為產出指標，另數據資料應輔以。 

(1)近三年數據為證加以分析、比較。 

(2)若有同儕(他校)單位/院/系(所)資料，亦可納入一併比較。 

3. 簡報內容以精簡扼要為原則，例行性業務不須報告，簡報頁數建議不超過

50頁，如有參考佐證資料，請列於附錄供與會主管參考。 

4. 基於績效資料呈現之一致性，簡報內容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1) 資料統計期間以「學年度」計算(會計報表、以年度之計畫案除外) 。 

(2) 金額統一以「千元」為單位。 

(3) 部分績效報告項目相關數據表現可參考校庫表格。校庫資料及高教深

耕、私校獎補助、推動 EMI 計畫等預算執行情形，請向校務研究處申

請。 

(4) 院系所近三年就學穩定率、註冊率及畢業率，請向教務處申請。 

 

伍、 績效報告參與人員： 

一、 行政單位：校長、副校長、校務研究處處長、主秘，單位

新、卸任之一級主管、單位二級主管或同仁 

二、 學術單位： 

(一) 第一階段：院長、系(所)主管、單位同仁，可邀請校長

或副校長列席 

(二) 第二階段：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處長、校務研究處處長、產學智財營

運總中心主任、主秘、新、卸任之院長、系(所)主管 

陸、 績效報告考核結果之運用 

一、 本績效報告將由校長、副校長就單位績效考核，評比分為

A、A-、B+、B、C等五個等級。 

二、 為符合績效評核及獎勵拔尖精神，績效評核結果將作為以

下之依據： 

(一) 審酌單位敘獎額度 

(二) 審定單位績效獎金提列 

(三) 單位同仁年度考績列優等人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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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其他行政事務 

一、 各單位報告時間、會場布置及行政主管會議用品等(桌牌、

電腦，茶水、確認出席狀況、簽到表…)，由秘書處安排；

報告單位所需議事用品由單位自行準備(錄音筆、簡報筆、

報告單位主管桌牌、茶水及簽到表…等)。 

二、 各一級單位之績效報告請於報告前 7日，逕送秘書處，由本

處轉陳校長及副校長核閱，逾期者，請單位逕陳校長、副校

長核閱，並副知秘書處。 

三、 會議由單位紀錄，並於 7日內將紀錄及修正後簡報、經一級

主管簽核後，送秘書處彙辦，由本處彙編成冊簽請校長、副

校長核定，逾期者，請逕陳校長、副校長核閱，並副知秘書

處。(學術單位內含各學系(所)向院長簡報資料) 

四、 追蹤列管統一由秘書處辦理，共分 4季追蹤。 

捌、 本計畫未盡事宜，得依行政程序簽陳校長核定後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