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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1/2)緣起(1/2)
 依101年7月17日教育部訂頒之「教育部試辦認定
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符合申
請資格之大學，自辦外部評鑑機制及結果經教育
部認定者，可申請免接受同類型評鑑。

 申請資格：

 獲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各梯
次補助者，以及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者，計11所
學校

 獲教育部四年以上獎勵大學校院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且
獲補助金額總計達新臺幣二億元以上者，計23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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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2/2)緣起(2/2)
 本次試辦自我評鑑認定採採2階段方式辦理

 第1階段：「自我評鑑機制」之審查與認定：
符合申請資格之學校應於102年12月前提出「自我評鑑
機制」之申請資料，於本階段先就符合資格學校之「
自我評鑑機制」進行審查與認定，經認定通過者，再
開始推動自我評鑑作業開始推動自我評鑑作業。

 第2階段：「自我評鑑結果」之審查與認定：
於自我評鑑作業完成後 函報「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於自我評鑑作業完成後，函報「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至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進行第2階段自
我評鑑結果的認定。我評鑑結果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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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目的審核目的

一、協助政府及大眾瞭解試辦大學校院辦理系所學
程自我評鑑之情形

二、促進試辦大學校院系所學程建立自我品質保證
與改善機制

三、協助試辦大學校院系所學程改進辦學，發展特三 協助試辦大學校院系所學程改進辦學 發展特
色

四、提供審核資訊，做為政府擬定高等教育相關政四、提供審核資訊，做為政府擬定高等教育相關政
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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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對象與審核安排審核對象與審核安排

 審核對象：一般大學校院之系所學程，包括通識
教育

 一般大學校院具自我評鑑試辦資格學校共34所 一般大學校院具自我評鑑試辦資格學校共34所
中原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元智大學、世新大學、亞洲大學
、東吳大學、東海大學、長庚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立中東吳大學 東海大學 長庚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立中
山大學、國立中央大學、國立中正大學、國立中興大學、國
立交通大學、國立成功大學、國立東華大學、國立政治大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立清華大學 國立陽明大學 國立、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立清華大學、國立陽明大學、國立
新竹教育大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國
立臺灣大學、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國立
聯合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華梵大學、臺北醫學大學
、輔仁大學、銘傳大學、靜宜大學（依筆畫順序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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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審核項目

依據102年10月31日修正之「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
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 大學校院得於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大學校院得於
教育部公告期間內，檢附下列文件，向本會申請自我
評鑑結果之認定評鑑結果之認定：

(一)申請書

二 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其附件 包含(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其附件，包含：
1.呈現自我評鑑相關辦法修訂、公告與推動情形

2自我評鑑實施與檢核情形2.自我評鑑實施與檢核情形

3.評鑑委員評鑑專業知能確保機制之實施情形

4參與評鑑之校內相關人員接受評鑑相關課程研習之情形4.參與評鑑之校內相關人員接受評鑑相關課程研習之情形

(三)自我評鑑結果認定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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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時程審核時程

104年度送件學校

送件時間送件時間 審查時間審查時間
結果公布時間結果公布時間

書面審查書面審查 簡報審查簡報審查書面審查書面審查 簡報審查簡報審查

104年1-3月 104年4月 104年6月底 104年9月底

104年4-6月 104年7月 104年9月底 104年12月底

104年7-9月 104年10月 104年12月底 105年3月底

104年10-12月 105年1月 105年3月底 105年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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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報告(1/2)自我評鑑結果報告(1/2)
 審核目的旨在審查大學校院是否依據通過教育部自
我評鑑認定小組認定之自我評鑑計畫書辦理自我評
鑑，並配合審核項目規定，呈現自我評鑑結果。

 各校在完成自我評鑑作業後，應提交自我評鑑結果 各校在完成自我評鑑作業後，應提交自我評鑑結果
報告書，以做為自我評鑑結果認定主要依據。

 掛號郵寄繳交15份紙本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光碟 掛號郵寄繳交15份紙本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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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報告(2/2)
 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本文內容規定：

自我評鑑結果報告(2/2)

 視學校需求而定，惟以不超過100頁為限。

 內文統一以固定行高22 pt、14號標楷體，直式橫書方式 內文統一以固定行高22 pt 14號標楷體，直式橫書方式
書寫，並編寫頁碼，採雙面印刷及膠裝。

 須附上相關佐證資料並製作成光碟繳交（不限頁數）， 須附上相關佐證資料並製作成光碟繳交（不限頁數），
以提供認定委員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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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1/6)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1/6)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程序可分成初核、審查及認
定決定三階段，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說明如下: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程序圖自我評鑑結果認定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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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2/6)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2/6)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程序

 初核

初核 審查 認定決定

 初核

 本會於受理大學申請認定後10日內，依所檢附之資料
完成初核；其資料有疏漏者，將通知大學於10日內補完成初核；其資料有疏漏者 將通知大學於10日內補
正。

 初核階段僅針對受評大學繳交之申請資料項目的完整初核階段僅針對受評大學繳交之申請資料項目的完整
性做審核，未符申請條件者，要求補件後再審。

 審查 審查

 認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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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3/6)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3/6)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程序

 初核

初核 審查(1/3) 認定決定

 初核

 審查

 由本會依據「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 由本會依據「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
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第七條規定，組成認定小組進
行書面審查作業後，給予認定與未獲認定兩種結果。行書面審查作業後 給予認定與未獲認定兩種結果

 認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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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4/6)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4/6)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程序

 初核

初核 審查(2/3) 認定決定

 初核

 審查：獲認定學校
於三週內繳交自我評鑑結果意見回應說明書予本於三週內繳交自我評鑑結果意見回應說明書予本
會以進行認定決定階段

 認定決定 認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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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5/6)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5/6)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程序

 初核

初核 審查(3/3) 認定決定

 初核

 審查：未獲認定學校
於兩個月內提交自我評鑑結果書面審查修正報告於兩個月內提交自我評鑑結果書面審查修正報告
書及簡報資料至本會，本會將安排簡報審查作業

 簡報審查：給予認定與未獲認定兩種結果 簡報審查：給予認定與未獲認定兩種結果

獲認定學校：進入認定決定階段

未獲認定學校：回歸本會辦理之「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未獲認定學校：回歸本會辦理之「大學校院通識教育
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

 認定決定 認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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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6/6)自我評鑑結果審查認定程序與判定原則(6/6)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程序

 初核

初 核 審 查 認定決定
 初核

 審查

 認定決定 認定決定

 認定小組委員對於學校所提出之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的審查結果做成「認定 及「未獲認定 兩種認定結的審查結果做成「認定」及「未獲認定」兩種認定結
果建議

獲認定學校：經本會決定後報部備查獲認定學校：經本會決定後報部備查

未獲認定的學校：回歸本會辦理之「大學校院通識教

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評鑑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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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評鑑結果認定自我評鑑評鑑結果認定

 認定結果之處理說明

認定結果 處理方式 備註

1. 提出自我評鑑結果意見回應
說明書

1. 認定有效期限比

認定
說明書

2. 免受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
所評鑑，其結果效力等同系

照通識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2. 未獲認定者，將
所評鑑結果。

2. 未獲認定者 將
依評鑑時程排入
本會辦理之「通
識教育暨第二週識教育暨第二週
期系所評鑑」評
鑑（若該校提出
申訴 將於申訴

未獲認定

1. 回歸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
所評鑑評鑑。

2 學校得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訴
申訴，將於申訴
審議結果確認後
再排入評鑑時程

未獲認定 2. 學校得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訴
本會將籌組申訴評議委員會
進行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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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問題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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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E  大學校院系所學程自我評鑑結果認定檢核表 

檢核項目 說明 
學校檢附

資料 

結果報告

書對照頁

數 

1.自我評鑑

相關法規

與會議紀

錄完備情

形 

（1）自我評鑑相關會議或說明會（含檢

討管考會議）有完整紀錄（資料免

送部，請註明超連結網址供委員瀏

覽），並適度公開週知。 
（2）自我評鑑機制如於執行過程中有調

整修正之情形，應予說明並檢附相

關文件。 
（3）自我評鑑相關法規修訂及公告與推

動情形。 

  

2.評鑑委員

遴聘情形 
（1）自我評鑑校內人員及校外委員之邀

請，符合自我評鑑辦法之規定，且

具專業性、公正性、功能性，並能

謹守利益迴避原則。 
（2）提供校內人員及校外委員名單及其

學經歷及其遴選聘任相關資料。 

  

3.評鑑辦理 （1）評鑑之辦理經由多種方法蒐集並整

合分析辦學資訊，並依既訂評鑑流

程確實辦理完成（應含受評單位簡

報、資料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及

相關人員晤談等程序）。 
（2）學校對於院系所學程自我評鑑確實

提供必要之經費、人力及行政支

援，並有適當之自我評鑑相關研習

機制。 
（3）自我評鑑流程管控機制運作情形。

  

4.評鑑結果

之呈現 
（1）提出受評單位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

對應之具體理由。 
（2）評鑑結果確實能指出院系所學程辦

學優缺點與應興應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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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鑑結果

之處理與

運用 

（1）學校對於院系所學程自我評鑑結果

之因應策略合理可行，並能提供必

要之各項資源。 
（2）學校對院系所學程評鑑結果之明確

運用情形。 

  

6.自我評鑑

實施與修

正 

（1）學校對於自我評鑑後未臻目標之項

目回饋至自我評鑑機制修正之情

形。 
（2）學校對於通過之改進策略，能明確

訂定管考機制、進程與考核指標，

並指派專人或專責單位，負責監督

學校評鑑結果之改進。 

  

7.評鑑檢討 （1）評鑑委員對評鑑程序、評鑑內容、

校院系所學程對評鑑之準備，及提

供評鑑資料之完整性、具體性與可

信性之評估與建議。 
（2）學校符應大學自辦外部評鑑共同性

審查意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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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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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簡報審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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