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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評鑑中心與澳洲高等教育品質標準局（TEQSA）簽署合作備忘錄

 QA
機構動態

會務看板

為辦理教育部委託之「我國高

等教育資歷架構分析」研究案，

本會於今（2018）年7月18日至

21日由黃榮村董事長率團至澳洲

墨爾本參訪當地大學及品質保證

機構，以利了解澳洲的高等教育

資歷架構、蒐集相關文獻及報告

撰寫。其中侯永琪執行長亦代

表本會於7月20日與澳洲高等教

育品質標準局（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TEQSA）執行長Anthony McClaran

簽署合作備忘錄，建立兩國評鑑

機構未來對高等教育學術領域更

實質的合作關係，同時進行人員

交換及互訪，聯手推動臺澳資歷

架構互認等相關合作案。

TEQSA成立於2011年，為澳洲

全國性大專校院品質保證和監

管機構。所有在澳洲提供高等

教育資格的教育機構皆必須經

由TEQSA的認可；未獲自我評鑑

允許的高等教育機構所開設的課

程亦須經過TEQSA的註冊認可。

TEQSA掌握有實質的法律權責，

在確保澳洲大專校院品質保證上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邵盈嘉）

107年度上半年校務評鑑受理申復

107年度下半年校務評鑑  10月展開實地訪評作業

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

校院校務評鑑25所受評學校之實

地訪評作業，已於今（2018）年

6月完成。經邀請各實地訪評小

組召集人進行審稿作業後，於8

月底將「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

寄予受評學校。

受評學校如對初稿內容有疑

義，可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評鑑申

復辦法，針對：⑴實地訪評過程

「違反程序」；⑵實地訪評報告

書初稿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或

其他文字，與受評學校之實況有

所不符，致使實地訪評報告書初

稿「不符事實」；⑶實地訪評

報告書初稿內容，因實地訪評

期間受評學校提供資料欠缺或

不足，提供補充資料「要求修

正事項」，於9月20日前提出申

復申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將於

申復截止日後一天起算25個工作

日內，邀集實地訪評小組討論查

證，並將處理結果函覆申請學

校。（張詠晴）

107年度下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

院校務評鑑將於今（2018）年10月

至12月進行實地訪評作業，預計於

12月14日完成，受評的學校計有中

國醫藥大學、一貫道天皇學院、一

貫道崇德學院、世新大學、台灣神

學研究學院、東吳大學、東海大學、

長庚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交

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

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

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

臺南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淡江大學、華梵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輔仁大學、銘傳大

學等27所學校受評。

為確保評鑑委員之客觀與公平

性，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於今

（2018）年7月9日函送評鑑委員

迴避申請表，受評學校可依據十

項迴避原則提出迴避申請，作為

高教評鑑中心後續派任評鑑委員

的參考。（林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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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評鑑中心董事會改選 第五屆董事長由黃榮村教授續任

姓名 現職 代表類別

董
事

朱俊彰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
機關代表（教育部）

楊玉惠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

蘇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機關代表（國立大學
校院協會）周行一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吳永乾 世新大學校長 機關代表（私立大學
校院協進會）李秉乾 逢甲大學校長

唐彥博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長 機關代表（私立科技
大學校院協進會）鄭道明 朝陽科技大學校長

黃茂雄 東元集團會長
產業界代表

黃崇仁 力晶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

黃榮村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講座
教授

學者專家

陸偉明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周守民 文藻外語大學校長

李德財 中央研究院院士

鄭英耀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黃宜純 康寧大學校長

陳純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監
察
人

黃永傳 教育部會計處處長 機關代表

周玲臺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學者專家

黃俊杰 國立中正大學特聘教授

高教評鑑中心第四屆董事暨監

察人任期至107年7月31日屆滿，依

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自107年2月

起進行第五屆董事會推選作業。

本會董事，係由教育部、國立大

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校院協進

會、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等

各推選兩名代表為當然董事，以及

產業界代表、學者專家代表等共

同組成。本會監察人，則由政府機

關代表與學者專家代表共同組成。

依107年5月16日第四屆第17次

董事會議決議，以第五屆董事與

監察人推選結果，進行邀請，

業於107年6月28日召開第五屆第

1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經

三分之二出席董事投票選出五名

常務董事，分別為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朱俊彰司長、國立成功大學

蘇慧貞校長（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理事長）、世新大學吳永乾校

長（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

長）、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唐彥博

校長（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理事長）、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

學研究所黃榮村教授。

由第五屆常務董事一致推選黃

榮村教授，也是高教評鑑中心第

四屆董事長，續任第五屆董事

長。

第五屆董事暨監察人任期自

107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

為期四年，名單如下表。（蔡景

婷）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2019年說明會 9月26日舉行

因應108學年度開始之IEET認

證作業時程調動─認證文件公

告、受理認證申請時程往前半

年，以及近年認證規範異動暨

GTAC認證施行，IEET提前於9月

辦理2019年說明會。

本次說明會於9月26日舉行，

當日分為上下午兩場，上午場為

1st週期學程，透過說明會規劃，

提供首次參與認證學程明確的認

證資訊與方向；下午場則為NGR

學程及期中審查，期許透過說明

會，讓與會人員確實掌握IEET認證

最新資訊，傳遞正確認證思維予

學程其他成員，達到持續改善教

學品質與國際無縫接軌的目標。

歡迎對IEET認證有興趣之學程

主管、教師、行政人員及校際聯

絡人參與，詳細報名資訊請至本

會報名網站http://events.ieet.org.

tw。（馬佩君）



62   第75期 107.9

 QA
機構動態

台評會偕同技職學校代表 接待泰國技職教育代表團來訪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台評

會）為配合教育部新南向政策，

及協助國內大專校院拓展國際鏈

結，特於今（107）年7月31日邀

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代表

出席，共同接待來自泰國的技職

教育代表團。

本次來訪泰國技職學校有宋卡

府職業學校（Songkhla Vocational 

College）、北大年技術學院（Pattani 

Technical College）、亞拉技術學

院（Yala Technical College）、Luang 

pratan ratnikorn工業與社區學院

（Luang pratan ratnikorn Industrial 

and Community College）等共4所職

業學校校長及教師一行約22位，

國內參與交流的學校計有台北海

洋科技大學、致理科技大學、華

夏科技大學，以及嘉南藥理大學

等學校校長、副校長及國際長6位

出席，雙方並就泰國學生升學、

實習與就業現況等多項議題做深

度的交流與討論。代表團表示此

行不僅達成拜訪目的，更能直接

與臺灣技職學校代表交流，收獲

豐碩，並為未來臺、泰技職校院

合作奠定良好契機。（周穎利）

歐盟評鑑組織FIBAA來臺與台灣評鑑協會簽訂合作備忘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台

評會）今（107）年度除了與日

本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

（JUAA），及泰國國家教育標準

與品質評估局（ONESQA），攜手

合作辦理大專校院國際聯合認

證外，更積極將國際合作版圖延

伸至歐洲。今（107）年7月歐盟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ccreditation （FIBAA）

總經理Professor Dr. Kerstin FINK教

授及國際長Mr. Lars WEBER先生

特地來臺簽訂合作備忘外，並透

過到技專校院（嘉南藥理大學、

健行科技大學）實地觀摩方式，

充份感受到臺灣技專校院配合國

家政策發展與產業需求。FIBAA

是國際知名學位認證機構之一，

是由德國、奧地利、瑞士的大學

與商學協會所共同運作的品質保

證機構，亦為「德國大學認證委

員 會 」（Akkreditierungsrat） 承

認的認證評鑑機構。希冀藉由此

次簽訂合作備忘，能引領臺灣大

專校院向歐盟邁進，為國內大專

校院創造出新的國際合作遠景。

（李穗彗）

韓國高等教育評鑑機構（KAVE）來臺拜訪台評會

近年來，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

會（台評會）與國際上高等教育

評鑑機構互動頻繁，除與日本、

泰國定期互訪交流外，更深入

歐洲版圖，台評會成熟的評鑑經

驗，獲得各國的國際評鑑組織

所重視。今（107）年7月，韓國

最重要的評鑑組織―「韓國大

學教育委員會」（Korean Council 

for College Education, KCCE），其

所設立的附屬機構「韓國職業

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Korea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KAVE），於18日

組團來臺訪問。此次韓國KAVE來

訪，主要目的在於了解臺灣技職

評鑑實務運作及相關經驗，並建

立未來雙方評鑑機構的交流與合

作管道。

KAVE是韓國教育部指定評鑑的

認可機構，負責韓國高等職業教

育評鑑業務，為了解臺灣高等教

育的評鑑經驗，特透過教育部兩

岸及國際教育司安排至台評會參

訪交流。當天，台評會由傅勝利

理事長親自接待，韓國KAVE於

聽完簡報說明後提問頻繁，韓國

KAVE代表團對台評會的技職評

鑑經驗留下深刻印象，並希冀未

來雙方能持續交流。（李穗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