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畢業生流向資訊平台」第一次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95 年 10 月 13 日(星期五)12 時~14 時
地點：淡水校園 B1012
主席：高副校長柏園

紀錄：黃慶文

出席人員：高副校長柏園(行政副校長室)、陳主任敏男(校友服務處)、王鳴靜秘
書(學術副校長室)、伍秀絹秘書(行政副校長室)、黃鳳娥秘書(文學
院)、凌公康秘書(理學院)、彭台英秘書(工學院)、劉惠媛小姐(代)(商
學院)、吳麗玉秘書(管理學院)、李靜君秘書(外語學院)、朱惠卿秘書
(國際學院)、陳娟心秘書(教育學院)、葉思德秘書(技術學院)、李秋娥
秘書(校友服務處)
壹、主席報告：
一、教育部評鑑已將校友的表現(成就、升學率、就業率)列入指標，因此未來
院系所的工作會更加繁重。
二、在各院校競爭下，院系所要加強整合溝通，有效的完成各項艱鉅的任務。
三、校友聯絡狀況，各院系所的情況不同，所以請各位秘書提供意見與相互
交流，討論如何做好教育部各項要求。
貳、報告事項：
一、 教育部 95 年 7 月 17 日台高(一)字第 0950097747 號函(附件 1)，說明四：
鑑於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已納入畢業生表現項目，另考量研究之效度及代
表性，各校填答率需達 75%以上。
二、 95 年 9 月 16 日(中國時報 C4 版)：(附件 2)
教育部 10 月開始作業，明年 5 月公布：大學系所評鑑，畢業生就業率、
升學率列為指標(附件 2)，連續兩年未通過，將停招。
三、 93 學年度校務自我評鑑，行政相關項目低滿意度 25%以上者或不知道
達 20%以上者：(附件 3)
(一)老師不知道任教單位募款之成效 23.4%。改進措施：
1.每學年開始後 1 個月內，將各單位前一學年募款成效主動通知院
系所及該系專任教師。
2、校友通訊 (月刊) 刊登募款明細，以 email 寄發所有教職員。

3、建議系務會議、所務會議、院務會議增加本系(所、院)募款績
效報告。
(二)老師不知道任教單位校友會運作情形 22.3%。改進措施：
1.本處提供系所、系所友會長資料給系所主任，以利雙方連繫。
2.本處將系所友會年度例行活動一覽表以 e-mail 的方式，寄發給
系所主任及教職員工，以強化系所與系所友會互動關係。
3.凡系所友會舉辦之活動、會議等訊息，皆以 e-mail 方式通知系
所主任及教職員工，以便系所能接收到系所友會運作之最新情
形。
4.系所務會議時邀請系所友會會長，報告系所友會上個學年度活動
成果及本學年度活動計劃。
(三)學生不知道就讀系所與系友之聯繫活動情形 21.6%。改進措施：
1.各系所在安排講座或座談會時，主動邀請系所傑出校友或是系所
幹部返校與學生交流，讓學生了解系所與系友連繫情形。
2.在每學年之校友返校日、春之饗宴活動中安排系所友會幹部或傑
出系所友與在校生座談，讓在校生了解系所與系所友會及校友聯
繫活動情形。
3.請各系所於網頁中增加系友連繫欄位。
(四)學生不知道就讀系所友會運作情形 25%。改進措施：
1.每學年度第一學期擬請系所主動邀請系所友會幹部在校友返校
日時與新生座談，以提升在校生對系所友會能提供之協助與運作
情形的了解。
2.每學年度第二學期擬請系所主動邀請系所友會幹部在「春之饗
宴」活動時，與應屆畢業生舉辦座談會或就業輔導講座，以加強
在校生對系所友會提供之協助與運作的印象。
四、 95 年 9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慶祝創校 56 週年校慶工作籌
備會」決議：(附件 4)
(一)11 月 4 日(星期六)校友返校日：
1.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負責：
「緣續淡江情，聚結校友心」歡迎茶
會(12:00~14:00)，地點在學生活動中心。

1200~1300 校友報到、聯誼
1300~1400 校長歡迎茶會
2.系所負責：邀請校友返校及接待，1400~1500 由系所主任教師暨
學生與校友座談。
(二)捐款 30 萬元以上，獲頒教育部獎狀及本校贈送感謝牌之捐款者。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負責調查並邀請到校，由系所負責接待並陪
同到典禮會場接受獎狀及獎牌，及陪同參觀系所及說明募款使用成
效。
五、 教學卓越計畫：(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劃 95 至 97 年度計畫)(附件 5)
95 年度：方案五(三)校務評鑑─第四季(計畫書 Page14)
與校友服務處合作，規劃設計畢業校友對校務滿意度調查。
96 年度：方案五(三)校務評鑑(計畫書 Page16)
持續推動校務自我評鑑；並配合本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針對已畢
業校友進行校務滿意度之調查。
六、 校長 0517 批示「大畢生流向」後續追踪(附件 6)
七、 本處為配合教育部政策，確實完成各項調查作業，於 95 學年度起將推
動「2017 返校專車車長專案」
，以完成教育部、勞委會、青輔會之各項
問卷調查或評鑑作業。(附件 7)
參、具體建議：
一、 今年校友返校日(11 月 4 日)暨 56 週年校慶合併舉行，系所主動邀請
系所友返校參加慶典。
1400~1500 系所邀請教師(專任)、學生與校友座談並參觀校園。
二、 系所務會議
1.報告系所捐款及使用情形。
2.系所務會議定期(1 學期 1 次)邀請系所友會會長列席，並報告系所友
會運作情形。
3.大一新生入學第一學期邀請系所友會幹部與新生座談說明校友之出
路，堅定新生對本系所之信心。
4.大四第一學期，邀請系所友會幹部輔導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方向。
5.安排傑出系所友在學會中與在校生座談，讓學生瞭解系所友會運作情

形及系所友升學、就業情形，增加學生與系所友之互相認識。
6.請教師(專任)提供 92 學年(93 年 6 月)、93 學年(94 年 6 月)、94 學年(95
年 6 月)畢業校友資料，以備系所通知校友，在教育部、青輔會、勞
委會等相關單位用 E-mail 調查「校友滿意度」時，能迅速作答，回答
率能達到 75%。
肆、實施步驟：
一、10 月：發函邀請系所友返校參加 56 週年校慶(11 月 4 日)
二、11 月：請系所選出 2017 列車長(每班每 5 人推出 1 人)。格式如下供參
考：
--------------------------------------------------------------------------------2017 列車長(_______系_______班) 建檔日期：2006 年 11 月__日
系主任：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
推薦人：導師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_____
永久通訊處(戶籍地)：
現在通訊處：
E-mail：
手機：
離校後之方向：□升學(□國內、□國外) □就業 □自行創業
本列車人員聯絡資料(每人負責 5 位同學)
序號

姓名

通訊地址

手機

E-mail

備註

更新

(變更通訊地
址、手機、E-mail)

日期

車長
1
2
3
4
5
---------------------------------------------------------------------------------

三、12 月 31 日前：
請院長邀集全院(每個系所班)學生代表(列車長)說明「本校畢業生流向
資訊平台」要旨
(一)教育部評鑑系所以畢業生升學率、就業率為基準。(系所之畢業率，
畢業後之流向，就業流向、進修流向，以及畢業生對學校、對系所
之滿意度做為評鑑系所、評鑑學校之依據)
(二)以畢業前全面普查(作為離校手續之一)畢業後碩博士普查、學士抽
樣調查(1 年、3 年、5 年、10 年)問卷回收率要超過 75%。
(三)各校提供畢業生名單及 E-mail address 供教育部建置，線上資料蒐
集及管控機制。
(四)各校負責通知畢業生上網填答問卷，並負責催促未填答之學生(校友)
達到回收率標準為止。
(五)附件二─95.09.16 中國時報
1.將 92 學年度至 94 學年度畢業生升學與就業表現納入評鑑指標(成
就、升學率、就業率)，並追踪畢業生流向，做為改善教學參考。
2.教育部委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行「大學系所評鑑計畫，以 5 年
(95 學年至 99 學年)為一循環周期。
大學系所評鑑認可結果處理表
認可結果

認定標準

通過

70 分以上

待觀察

教育部處理方式
5 年內不必再受評

60 分至 69 分 1.隔年不得擴增招生名額
2.第 2 年起追踪評鑑，直至通
過為止，若連續兩次未通
過，停招停辦。

未通過

低於 60 分

1.隔年先減招
2.第 2 年再評鑑仍未通過，停
招停辦。

資料來源：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製表：林志成

評鑑結果分為「通過」
、
「待觀察」
、
「未通過」三等。
「待觀察」
、
「未

通過」者，第 2 年要再受評，連續 2 年未通過者將被處以停招停
辦。
(六)本校因應措施：
1.請各系所每班每 5 人找出 1 人，每人負責聯繫 5 位同學為基準，
建立聯絡網，負責聯繫(系所負責)。
2.系所在網上增設校友 E-mail 更正表單。(樣式請參考肆、實施步驟
的第二項)
3.請系主任、教師、助教、助理向同學說明，
「校友畢業生流向資訊
平台」之要旨。
畢業校友填寫教育部問卷，關係到系所是否繼續招生之依據，如
填寫率回收未達 75%，則將遭到減招、停招，後果甚為嚴重。
4.請系主任、教師加強與畢業生之聯繫(尤其 92 學年度畢業後之博
士、碩士、學士校友)。
四、建議網頁公布之資訊
項目

資料欄位
選拔方式
傑出系友名單：畢業年(屆別)、經歷、獲獎
資訊

傑出校友
專車車長
系友活動、系友
會年度計畫

畢業年班(屆別、班別)、姓名、E-mail
活動名稱、時間、地點、說明、活動照片

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劃，建議每學年舉辦之系所友會活動：
◎第一學期

八月～一月

1.新生暨家長說明會
2.系所友聯誼
3.系所友大會、表揚傑出系友
4.返校參加校慶(校友日─每年 11 月第 1 個週六)
5.畢業 50、40、30 週年同學返校聚會
6.逢五見十系慶
7.系所友資料調查（隨時）

備註

◎第二學期

二月～七月

1.邀請系友返校與應屆畢業生就業座談會
2.系所友聯誼
3.系所友返校座談
4.春之饗宴─三月邀請校友返校賞杜鵑花活動
5.返校參加畢業典禮
6.系所友資料調查（隨時）
伍、討論提案：
提案一：請各院系所加強與校友聯繫，便於瞭解校友現況，以完成各項評
鑑作業。
說

明：
一、本處為配合教育部政策，確實完成各項調查作業，於 95 學年度起
將推動「2017 返校專車車長專案」
，配合各系所關心校友的狀況，
並瞭解校友現況，以完成各項評鑑作業。
(一) 教育部為深入瞭解國內人才培育及供需狀況，特委託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建置「大專校院畢業流向資訊平台」
。(附件 1)
(二)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將畢業生升學率及就業率納
入評鑑指標。(附件 2)
二、奉示依「2017 返校專車車長專案」簽呈(附件 7)，請各院系所配合
邀請各屆各班返校專車車長，並積極與各班車長聯絡。

決

議：通過。
(一)請各系所依肆、實施步驟第二項說明，在 11 月份選出 2017 年
列車長，並送 1 份名冊給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二)各院系所依自己的情況與系所教師合作，並結合家族制度，掌
握校友動態流向，便於請校友協助配合各項問卷調查。
(三)如本案需要相關單位協助配合，再另外召開會議研議。
(四)「2017 返校專車車長專案」的名稱可以請資傳系盧憲孚老師協
助想一個比較好記、活潑生動的名稱。如：5566、SHE…等。
建議改為「3650 返校列車車長專案」
。

(五)請陳主任敏男於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說明，讓院長及各單位
更瞭解。
提案二：技術學院各系友會歸屬問題
說

明：
一、本校技術學院於 95 學年度已停招，系友對院系之認同感及向心力
良好，96 學年度該院結束後，校友之歸屬與接待如何處理。
二、技術學院校友與系教師互動良好，校友是本校及系所重要資產之
一，該院校友非常受業界歡迎肯定，未來對學校捐款不容小覷。

建

議：
甲案：仍維持現有系友會組織運作。
乙案：改組為技術學院校友會。

決

議：本案轉請技術學院研議。

陸、臨時動議：無
柒、主席指示事項：
一、在國家競爭力比較中，目前是退步的。在民間的競爭力有明顯的提升，
但政府表現卻顯著不佳。本校亦吸取民間企業管理精神，提升本校的
競爭力。
二、歡迎茶會主題建議改為「緣續淡江情 情繫校友心」
。
「聚結」校友心ˉ
與「拒絕」音太相近了易混淆。
三、對校友作滿意度調查可獲得「果」，我們要著重「因」表現，提供在校
生及校友實際的服務，如讓遇到問題的校友，學校可以做為後盾，提
供他學習機會。
四、各系所於網頁中增加系友連繫欄位部份，請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
供網頁公布的資料及格式範本，讓各系所可以卓參。
五、返校專車車長專案，可以給車長獎勵，如嘉獎等。
六、可以結合現有學生家族制度，收集校友聯絡資料，配合各項問卷調查
需求。
七、學生畢業後使用原來的 E-mail 帳號率不高，改善 mail 使用便利性，並
請系所與師長多宣導及運用此帳號和校友聯絡，提高校友使用率。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