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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看板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出任高教評鑑中心董事及常務董事

前中國文化大學校長李天任教

授因卸任校長一職，請辭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董事，私立大學校院

協進會今（2018）年2月推派該

會新任理事長、世新大學吳永乾

校長繼任高教評鑑中心董事。高

教評鑑中心於3月19日召開董事

會，通過吳永乾董事擔任第四屆

常務董事。（蔡景婷）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獲頒亞太品質網絡人才培訓獎

2018年「 亞 太 品 質 網 絡 」

（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國際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於今（2018）年3月23至25日在印

度那格浦爾（Nagpur）寒舍艾美

酒店（Le Meridien Nagpur）登場，

臺灣、俄羅斯、日本、韓國、中

國大陸、香港、泰國、馬來西亞、

印尼等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皆共

襄盛舉。

今年主題為「建構新世代高等

教育品質保證能力」（Capacity 

Building for Next-Generation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行長侯永

琪教授、池俊吉副研究員與許

品鵑專員等三人於會中皆發表論

文並參與論壇。高教評鑑中心更

於會中獲頒APQN最佳人才培訓獎

（Award of Staff Capacity Building），

證明高教評鑑中心培訓品保人才

機制在國際上備受肯定，促使臺

灣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更加專業化

與國際化。（陳郁婷）

 QA
機構動態

擴增臺灣品保機構影響力

高教評鑑中心侯永琪執行長赴美國與中東發表演說

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審議委員

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今（2018）年1

月29日至31日舉辦國際研討會，

主題為「認可新模式：價值、作

法及政策」（The New Normal for 

Accreditation: Values, Practice and 

Policy），共吸引全美及各國品

保機構、大學代表300多人參加。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侯永琪執行長

受邀以「亞洲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之挑戰與展望」（QA in Asian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為主題進行大會報告。

此外，侯永琪執行長亦受「阿

拉伯高等教育品質網絡」（Arabic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ANQAHE）之邀，

於3月27至29日前往科威特參與

年度論壇，並以「亞洲品保機構

的品質保證：專業自主、績效

與國際化」（Quality assurance of 

Asian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autonomy, accountabi l i 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為題發表專

題演講。會後，科威特及巴林品

質保證機構紛紛表達與高教評鑑

中心共同合作交流的意願，成為

臺灣品保機構未來擴展合作夥伴

的好機會。（侯永琪）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行長侯永琪當選INQAAHE理事

全球最大高等教育品保組織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2018年新

任理事會選舉結果揭曉，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執行長侯永琪教授以

第一高票當選理事。新任理事

長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亞美

尼亞品保機構共同推薦Susanna 

Karakhanyan博士出任。（侯永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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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泰、臺三方評鑑機構互訪交流

台灣評鑑協會自成為亞太品質

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高等教育品質保證

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兩大

國際評鑑組織之會員以來，即不

斷關注國際評鑑教育趨勢，並致

力於辦理各類國際交流活動，如

國外參訪團、國際研討會與簽訂

合作備忘錄等多項國際事務。

在亞洲，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大

學基準協會（Japanese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JUAA）

與泰國國家教育標準與品質評

估 局 」（ The Office for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ONESQA）即是台評

會簽訂合作備忘錄的國際評鑑機

構，過去幾年，三個評鑑機構即

持續交流、互動，今（2018）年

3月22至24日，台評會更首度邀

請JUAA、ONESQA二大機構人員

同時來臺，期盼透過臺、日、泰

三個評鑑機構的人員互訪及零距

離交流，深入了解彼此的高等教

育品保機制，並借鏡國外評鑑經

驗與長處，促進國內高等教育評

鑑的優質發展。（黃怡錡）

台評會持續辦理「校務研究新思維，創造加值新契機」IR實務工作坊

台評會連續辦理三場「大學怎麼『辦』」系列論壇

由台灣評鑑協會推動之「台灣

校務專業管理資訊整合先導計

畫」（TIR Cloud）即將邁入第三

年，藉由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實務工作坊活動的

辦理，持續提供各成員學校在校

務研究方面新思維的交流，期盼

能為學校再造加值新契機。

今（2018）年3月30日所舉辦

之工作坊，特邀請大葉大學就

「學生學習特質分析與應用實

務」分享學校經驗，並邀請崑山

科技大學以「校務研究關鍵密

碼――學生學習成效回饋改善機

制」分享學校校務研究成果，希

望透過學校精彩分享，使與會人

員對於校務研究運作有更深一層

的啟發。

為協助學校永續經營，台灣

評鑑協會分別於今（2018）年3

月9日、19日、26日，舉辦「大

學怎麼『辦』」系列論壇，其

中一場特邀請澳大利亞西雪梨

大 學（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藍易振副校長與澳門城

市大學李樹英教務長參加。國內

代表除邀請前教育部長、現任佛

光大學校長楊朝祥教授外，學校

主要參與者為技職校院校長及董

事長共計22人，主題針對學校特

色型塑、產學合作發展方向，以

及教學品質的維持與確保等三個

議題，進行充分的交流探討與見

解分享。

與會者對於現今評鑑制度的發

展已從實施初期的強制氛圍走向

協助角色均表肯定，而這也是評

鑑真正的初衷。台評會期許藉由

此次論壇，帶給臺灣技職校院領

導人更深層的啓發，也期待各大

專校院的辦學都能打造出自己的

特色。（詹孟儒）

台評會評鑑委員研習 邀請澳洲西雪梨大學分享經驗

台灣評鑑協會長期致力於透過

公平、客觀的評鑑制度，對於

協助提升國內高等教育教學品

質與關注相關議題不遺餘力。

因應數位科技發展，教學模式

較以往更為多元，台評會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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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6月底公告評鑑結果

106年度下半年第二週期大學

校院校務評鑑已完成17所學校之

實地訪評，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

於今（2018）年2月26日寄出，

各校申復申請截止日為3月20

日，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邀集實

地訪評小組委員進行申復申請處

理，並函覆申請學校。後續將召

開認可審議委員會，針對各受評

學校之自我評鑑報告、實地訪評

報告書、申復意見及申復意見回

覆說明等資料進行審議，並議決

認可結果，預計6月底公布。（徐

沁瀅）

107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4月展開實地訪評

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

校院校務評鑑已於今（2018）年

4月16日展開，預計6月8日前完

成25所大學校院之實地訪評作

業。

各校實地訪評作業為期二天，

訪評小組人數依學生人數規模而

定，由10至16位評鑑委員組成，

學生人數達500人以上之分校區

則另增派3至4位評鑑委員進行一

天實地訪評。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並安排國際學者專家擔任獲「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學校之評鑑委

員，以期進行國際辦學觀點交

流，並提供發展建議。（王秀慧）

高教評鑑中心辦理107年度特教、學輔經費及性平書面審查委員研習會議

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於今（2018）年5月辦理「107年

度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

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書面審查」

委員行前暨研習會議。審查委員

皆為教育部推薦之相關領域專家

及學者，經教育部核定後，遴選

為本年度書面審查委員。

委員研習會主要分為兩大部

分：其一由高教評鑑中心針對計

畫實施目的、審查重點、書面審

查流程及委員倫理準則等進行解

說；其二由各主政單位針對所承

辦之項目，分組進行審查重點及

意見交流討論。

書面審查作業不同於以往實地

訪視，高教評鑑中心期盼審查委

員能透過研習會議，更加了解計

畫精神與內容，並達成雙向共

識，秉持專業謹慎的態度，確保

書面審查結果之公正客觀。（邵

盈嘉）

（2018）年3月19日邀請全球新

興學校前百大名校――澳洲西雪

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藍易振副校長來臺，進

行「啟動成功的關鍵――創新、

科技及工作整合式教學」專題演

講，分享該校如何利用智慧校園

提升教學成效，以創新、科技結

合教學，並以大數據分析，回饋

改善教師教學等經驗。

藉由精彩的案例討論，此次活

動對於評鑑委員吸取國外學校的

教學創新思考模式、教學理論與

實務的融合經驗甚有助益，亦為

國內大專校院各精英教師們帶來

許多創新教學的啟發。（黃怡

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