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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自辦品質保證認定實施計畫更新對照表 

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3 
二、自辦品保結果之認定： 

3 
二、自辦品保結果之認定（含自辦品保追

蹤、延後辦理結果之認定）： 

新增文字 

 

 

3-4 

大專校院校級自辦品保追蹤結果認定檢核

表，詳如附錄 H；大專校院系級自辦品保追

蹤結果認定檢核表，詳如附錄 I 

新增表格 

4、8 掛號郵寄方式繳交 3 份紙本 4、8 請以公文方式繳交 3 份紙本 修改文字 

 
 

6 
圖 1 原自辦學校之自辦品保機制認定程序

圖：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進行審查 

新增文字 

11 

三、自辦品保結果認定 

各系（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結果經

本會認定後，將其結果公告於本會網頁與

「高教品保結果資訊網」。 11 

三、自辦品保結果認定處理方式 

各系（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結果經

本會「認定」後，將授予中、英文證書各 1

張。中、英文證書將標示各學位對應本會

評鑑結果為「通過」之類型，另於中文證

書內加註班制，並公告於本會網頁與「高

教品保結果資訊網」。 

修改文字 

  11-14 捌、自辦品保追蹤、延後辦理結果認定（全） 新增 

11 捌、自辦品保認定費用項目 14 玖、自辦品保認定費用項目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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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自辦品保認定費用共包含「認定申請費」、

「品保機制與結果認定費」、「品保機制

重新審查費」、「品保結果延後審查費」

及「品保結果追蹤審查費」。 

自辦品保認定費用共包含「自辦品保認定

申請費」、「自辦品保機制與結果認定審

查費」、「自辦品保機制重新認定審查費」、

「自辦品保追蹤結果認定審查費」及「自

辦品保延後辦理結果認定審查費」。 

18 

附錄 C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機制認定檢核表 

7-1 應明訂自辦品保結果類別，（且能對應

本會評鑑之結果類型「通過 -效期 6

年」、「通過-效期 3年」、「重新審查」）、

公布方式以及公布程度，並敘明判定自

辦品保結果之依據。 

7-2品保結果運用方式確有助於辦學品質之

提升。 

8-1 應建立品保結果檢討改善機制，並訂有

清楚明確之管考、處理與運用機制，並

能責付專人或專責單位負責監督品保

結果之改進。 

20 

附錄 C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機制認定檢核表 

7-1 應明訂自辦品保結果類別，且能對應本

會評鑑結果之類型（「通過-效期 6年」、

「通過-效期 3年」、「重新審查」）、公布

方式以及公布程度，並敘明判定自辦品

保結果之依據。 

7-2 自辦品保結果運用方式確有助於辦學

品質之提升。 

8-1 應建立自辦品保結果檢討改善機制，並

訂有清楚明確之管考、處理與運用機

制，並能責付專人或專責單位負責監督

自辦品保結果之改進。 

修改文字 

19、21 

附錄 D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報告封面與

內文建議格式 

附錄 E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

21、23 

附錄 D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報告封面與

內文建議格式（含追蹤、延後辦理結果認

定）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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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封面與內文建議格式 附錄 E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

封面與內文建議格式（含追蹤、延後辦理

結果認定） 

23-24 

附錄 F 大專校院校級自辦品保結果認定檢

核表 

1-3自辦品保相關法規修訂及公告與推動情

形。 

2-3提供指導委員會委員與訪視委員名單及

其學經歷與遴選聘任相關完整資料。 

3-2自辦品保作業之辦理經由多種方法蒐集

並整合分析辦學資訊，且能依既訂品保

流程（應含實地訪視程序與申復機制）

確實辦理完成。 

4-1 能依據所訂定之結果判定，提出系

（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結果，

（且能對應本會評鑑結果）。 

5-2對於品保結果能依據所擬定之品質保證

機制，管控自辦品保結果之改進。 

6-2指導委員會委員及訪視委員對自辦品保

準備、程序、自辦品保內容、自辦品保

25-26 

附錄 F 大專校院校級自辦品保結果認定檢

核表（含延後辦理結果認定） 

1-3自辦品保相關法規增修及公告與推動情   

   形。 

2-3提供指導委員會委員名單及其學經歷與

遴選聘任相關完整資料。 

3-2自辦品保作業之辦理經由多種方法蒐集

並整合分析辦學資訊，且能依既訂流程

（應含實地訪視程序與申復機制）確實

辦理完成。 

4-1 能依據所訂定之結果判定，提出系

（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結果，

且能對應本會評鑑結果。 

5-2對於自辦品保結果能依據所擬定之品質

保證機制，管控自辦品保結果之改進。 

6-2指導委員會委員及訪視委員對自辦品保

準備、程序，及提供自辦品保資料完整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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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之準備，及提供自辦品保資料之完整

性、具體性與可信性之評估與建議。 

性、具體性與可信性之評估與建議。 

25-26 

附錄 G 大專校院系級自辦品保結果認定檢

核表 

1-3自辦品保相關法規修訂及公告與推動情

形。 

3-3 自辦訪視作業執行情形，並（應含實地       

訪視程序與申復機制）。 

4-1 提出系（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

結果，（且能對應本會評鑑結果），以及

實地訪視報告，並能明確說明判定結果

之依據。 

27-28 

附錄 G 大專校院系級自辦品保結果認定檢

核表（含延後辦理結果認定） 

1-3自辦品保相關法規增修及公告與推動情

形。 

3-3 自辦訪視作業執行情形，並應含實地訪

視程序與申復機制。 

4-1 提出系（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

結果，且能對應本會評鑑結果，以及實地

訪視報告，並能明確說明判定結果之依據。 

修改文字 

 
 

29-30 
附錄 H 大專校院校級自辦品保追蹤結果認

定檢核表（全） 

新增 

 
 

31-32 
附錄 I 大專校院系級自辦品保追蹤結果認

定檢核表（全） 

新增 

27 

附錄 H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機制認定時程表 

認定階段 

1.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審議學校自辦品保

機制認定結果。 

33 

附錄 J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機制認定時程表 

認定階段 

1.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就學校自辦品保機

制進行審議。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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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2.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機制認定結

果，……。 

4.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第二次審議學校自

辦品保機制之認定。 

2.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機制審查認定結

果，……。 

第 2次審查 

3.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就學校自辦品保機

制進行第 2次審議。 

28 

附錄 I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認定時程表 

 

前置作業階段 

系（科）、所或學位學程依據學校通過認

定之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辦理品保作

業。 

認定階段 

1.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審議學校自辦品保

結果。 

2.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結果之認定結

果，……。 

4.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就學校自辦品保結

果進行第二次審議。 

5.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結果之認定結

果，……。 

34 

附錄 K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認定時程表

（含追蹤、延後辦理結果認定） 

前置作業階段 

系（科）、所或學位學程依據學校通過認

定之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辦理自辦品保

作業 

認定階段 

1.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就學校自辦品保結

果進行審議。 

2.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結果審查認定結

果，……。 

第 2次審查 

3.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就學校自辦品保結

果進行第 2次審議。 

4.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結果審查認定結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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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