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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

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以

及102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

評鑑之實地訪評作業，已於今

（2015）年5月完成，並於8月

底將「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寄

予受評單位，受評單位如對初稿

內容有疑義，可針對「評鑑過程

違反程序」、「訪評意見不符事

實」或「要求修正事項」等部

分，於9月18日前提出申復。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將於申復申請截

止日後一天起25個工作天內，

邀集訪評小組討論查證，並將處

理結果函覆申請學校，整體評鑑

結果於12月公布。（蕭方雯）

104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

系所評鑑及102年度下半年通識

教育暨系所評鑑的追蹤評鑑與

再評鑑，將自10月底展開18所

學校、104個受評單位的實地訪

評，至12月中旬結束，評鑑結

果預計明（2016）年6月公布。

為使評鑑結果公平、公正、

客觀，高教評鑑中心已於今

（2015）年7月初將評鑑委員

推薦名單送交受評單位確認，

若所推薦的評鑑委員與受評單

位有專業上衝突之事實，或符

合利益迴避條件者，受評單位

得載明具體理由，提出迴避申

請，以作為高教評鑑中心後續

派任評鑑委員的參考。（郭玟

杏）

為推動104年度「辦理教育

部獎勵各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

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作業」，

高 等 教 育 評 鑑 中 心 已 於 今

（2015）年7月16日舉辦審查

委員說明會，針對計畫重點、

審查意見填寫原則、錯誤樣態

等進行說明，並已於8月完成書

面初審作業，預計9、10月將初

稿寄送各書審學校，學校可提

出意見回覆，再由委員進行確

認。（溫琬婷）

「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

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103年

度第四梯次申請學校為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該校自我評鑑結

果審查經認定小組決議為「認

定」，將可免接受通識教育暨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認定效期

自104年起至109年止。

各界可於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網頁（www.heeact.edu.tw）左側

「大學校院自我評鑑」分項下

之年度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公布

情形中，查詢相關學校之自我

評鑑審查結果與資訊。（林靖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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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已於今（2015）年4月

完成2所大學校院共3個師資類

科之實地訪評作業，並於8月底

將「評鑑評語表初稿」寄予受

評學校。受評單位若對初稿內

容有疑義，得依師培評鑑申復

要點之相關規定於9月18日前提

出申復申請，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預計10月底前將處理結果函

復申請學校。

此外，104年度下半年大學校

院師資培育評鑑將自10月起至

12月初展開實地訪評作業，計

有7所大學校院共8個師資類科

接受評鑑。（梁思媛）

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

視導作業即將啟動，為協助學

校了解視導目的、內容及方式

等內涵，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今（2015）年7月15、 22、24

日三天，分別辦理北、中、南

三區學校說明會，邀請所有受

視導學校參與。105年度上半年

計有11校、下半年計有29校接

受統合視導。（周華琪）

104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最新進度

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學校說明會圓滿完成

台評會104學年度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評鑑  實地訪評時程公布

表一  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作業接受視導學校名單

期程 接受視導學校

105 年度上半年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

中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大

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105 年度下半年

大同技術學院、大漢技術學院、中國醫藥大學、中華

醫事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大學、世新大學、正修科技

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明新科技大學、東海大學、南開科技

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健行科技大學、崇右技術學院、

淡江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華梵大學、慈濟科技大學、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萬能科技大學、聖母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嘉南藥理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輔英科

技大學、銘傳大學、龍華科技大學

表一  104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

        實地訪評時程表

評鑑日期 學校名稱

104.11.12 ∼ 104.11.13 萬能科技大學

104.11.19 ∼ 104.11.20 輔英科技大學

104.11.26 ∼ 104.11..27 健行科技大學

104.12.03 ∼ 104.12.04 明新科技大學

104.12.10 ∼ 104.12.11 文藻外語大學

104.12.17 ∼ 104.12.18 嘉南藥理大學

104.12.24 ∼ 104.12.25 南榮科技大學

105.01.07 ∼ 105.01.08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表二  104學年度技術學院綜合評鑑

        實地訪評時程表

評鑑日期 學校名稱

104.11.30 ∼ 104.12.01 崇右技術學院

104.12.07 ∼ 104.12.08 大漢技術學院

104.12.14 ∼ 104.12.15 大同技術學院

104.12.21 ∼ 104.12.22 和春技術學院

104.12.28 ∼ 104.12.29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教育部委託台灣評鑑協會

辦理之104學年度科技大學及

技術學院評鑑計畫，已於今

（2015）年8月辦理學校說明

會，此次受評對象共有8所科技

大學及5所技術學院，各校將接

受為期二天之實地訪評作業。本

次科技大學評鑑，第一天將進行

專業類（系所、學位學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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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醫學院評

鑑委員會（簡稱TMAC）第五屆

委員任期於今（2015）年7月31

日屆滿，並已於5月依「醫學院

評鑑委員會委員遴選辦法」改

選第六屆委員，委員名單請見

TMAC網站﹙http://www.heeact.

edu.tw/mp.asp?mp=3﹚。TMAC於

8月9日召開第六屆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票選通過新任主任委

員及執行長分別由林其和教授

及張上淳教授出任，皆為無給

職，任期自今年8月1日至2018

年7月31日。

林其和主委現為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系教授，曾任TMAC第

三、四屆委員、第五屆委員兼

執行長、成大醫學院院長、成

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副院長、成

大學務分處主任等職。

張上淳執行長現為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及教育部醫

學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曾任

臺大醫學系主任、衛生署副署

長、臺大醫學院教學副院長、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教學副院

長等職。

TMAC前任主委賴其萬教授亦

到場進行交接，並與第六屆委

員共勉。林其和主委與張上淳

執行長致詞表示將致力完成使

命，為2023年以前通過世界醫

學教育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

的認證做好準備。（張曉平）

辦學領航系列講座「如何發展大學通識教育特色」

圓滿落幕

高 等 教 育 評 鑑 中 心 今

（2015）年6月26日舉辦「大

學辦學領航系列講座」，主題

為「如何發展大學通識教育特

色」，邀請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

程中心王俊秀主任及中華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梁美惠主任，分享該

校通識教育的特色及成果。王俊

秀主任提出典範移轉的觀點，例

如妥適教學時程的運用，且透過

核心課程翻轉、共同英文、輔大

通識教育改革經驗等案例進行分

享。梁美惠主任則強調應由上而

下建立通識教育理念，並先找出

學校的核心價值、教育目標與通

識教育目標，同時分享中華大學

通識教育的實務成果。（徐于

絜）

成大醫學系林其和教授出任醫評會主委

高教評鑑中心「精進大學評鑑座談會」吸引爆滿人潮

會務看板

鑑，第二天將進行校務類評鑑及

設有護理類系所之實習場所評

鑑。而技術學院評鑑第一天為專

業類（系所、學位學程）評鑑，

第二天則為校務類評鑑。（陳姿

曲）

高 等 教 育 評 鑑 中 心 於 今

（2015）年8月18日舉辦「精進

大學評鑑座談會」，期透過與各

大學評鑑相關業務主管、承辦

人、教師以及學生的直接交流，

廣納各界建議，作為未來大學評



 評鑑   61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

長史秋衡偕同該院助理教授文

靜，在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

統發展協會秘書長陳宏昇（該

院博士生）、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副總院長黃遵誠，以及台灣

幼兒早期教育協會理事長劉百

純等人陪同下，於今（2015）

年7月14日來訪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受到高教評鑑中心江東亮

執行長、品質保證處蘇錦麗處

長、池俊吉副研究員、周華琪

助理研究員以及張子弋專案助

理等人的熱情接待。

史秋衡副院長及文靜助理教

授對於高教評鑑中心系所評鑑

與校務評鑑的認可年限問題、

大學自辦外部評鑑問題等表

達濃厚興趣，並於席間分享大

陸進行校務研究的甘苦談。雙

方從不同角度討論兩地執行品

質保證的差異及共同性，並對

未來持續交流展現高度熱忱。

（張子弋）

鑑政策規劃之參考。

精進大學評鑑座談會包括

三大主題，校務評鑑、系所評

鑑以及大學自辦外部評鑑。高

教評鑑中心邀請輔仁大學國際

長、高教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員

侯永琪教授，以及淡江大學教

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楊瑩教授

擔任主持人，並由高教評鑑中

心池俊吉副研究員、周華琪助

理研究員，以及高教評鑑中心

兼任研究員、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教育學系陳慧蓉教授分別擔

任各主題報告人。另特別邀請

國立臺灣大學莊榮輝教務長、

中原大學鍾財王研發長、國立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秦夢群教

授、淡江大學教育學院張鈿富

院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林劭

仁研發長、元智大學吳和生主

任秘書擔任各主題評論人。

座談會報名相當踴躍，會場

座無虛席，報告人針對過去十

年來高教評鑑中心發展的歷程

以及評鑑業務的演進，發表詳

細報告，評論人亦根據各校辦

理評鑑實務經驗與在場來賓分

享心得。林劭仁研發長及吳和

生主任秘書一致認為，大學系

所自我評鑑是未來必走的路、

辛勞的路、更是值得走的路，

為該場座談下了最佳的註解。

（張子弋）

瑞典高等教育局（Swedish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策

略規劃主任Dr. Per Westman今

（2015）年8月12日來訪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與江東亮執行

長、品質保證處蘇錦麗處長及

多名研究人員進行學術交流，

針對高教評鑑中心的組織與評

鑑實務、評鑑委員的遴選，以

及評鑑通過率等議題交換意

見。雙方均發現兩機構在辦理

評鑑業務的作法上有許多相似

之處及值得互相學習的地方，

並允諾未來持續進行交流。

（張子弋）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來訪高教評鑑中心

瑞典高等教育局與高教評鑑中心進行學術交流

香港建築學會來訪IEET  洽談合作計畫 

香港建築學會（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HKIA）吳永順會長與朱海山財

務長於今（2015）年8月14日拜

訪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

就建築教育認證及該學會即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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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至25日於臺北松山文創

園區舉辦的「築．跡 ─ 香港建

築展」與IEET進行討論。HKIA

現為國際建築教育認證協定坎培

拉協定（Canberra Accord）的準

會員，IEET也即將於近期申請為

準會員，在此協定之下，IEET和

HKIA有定期且友好的關係。

今年兩會也同時於5月參加於

美國波士頓舉辦的大會。HKIA

此次於臺北將展出過去50年

來，由專業評審團評選出的「香

港建築師學會年獎」之得獎作

品，以及由香港民眾在「十築

香港 ─ 我最愛的‧香港百年建

築」活動中挑選出來的十項最愛

香港百年建築。基於友會的關

係，IEET將和HKIA合作，協助

宣傳及推動此次展覽活動，未來

兩會也將就建築教育認證方面進

行合作，協助彼此的認證機制皆

能持續成長。（劉曼君）

為配合國內科技校院評鑑制

度轉型為認可制評鑑，協助學

校能提早因應，進而建立其自

我檢視機制與落實持續自我改

善，朝永續經營目標邁進，台

灣評鑑協會於今（2015）年7

月20日舉辦科技校院認可制評

鑑論壇──學校評鑑工作坊，

就「學校自我評鑑之定位」及

「科技校院認可制評鑑制度概

要」二大議題，分別邀請科技

大學綜合評鑑計畫主持人、逢

甲大學楊濬中講座教授，以及

資深評鑑專家東吳大學林錦川

教授，進行講演及雙向交流。

台評會將持續辦理認可制評鑑

論壇，以期協助科技校院共同

成長。（梁淑菁）

自2013年台灣評鑑協會與

泰國國家標準與品質評估局

（Office for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ONESQA）簽定合作備忘錄以

來，台評會與泰國即持續保

持密切友好的溝通管道，今

（2015）年6月17日，台評會吳

淑媛秘書長偕同周穎利副秘書長

前往泰國進行拜會交流活動，當

天ONESQA執行長Dr. Channarong 

Pornrungroj特別親自出席接待，

雙方並就未來合作方向及評鑑制

度、流程與指標等進行協商與意

見交換，期盼能創造更多合作契

機。（周穎利）

繼拜會泰國國家標準與品

質評估局（Office for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ONESQA）之後，

與台灣評鑑協會簽署合作備忘

錄的另一國際評鑑機構──日

本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

（Japan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JUAA），亦邀請台

評會於今（2015）年7月21日前

往日本觀察其辦理的委員分科

會活動。該活動為訓練委員的

重要作業，台評會吳淑媛秘書

長及周穎利副秘書長在實地觀

摩分科會的實際運作後，對於

書面審查作業與評鑑委員認真

投入留下深刻印象，並從中吸

取更多寶貴經驗，對於台評會

未來辦理書審作業及委員研習

等評鑑技術及知識，將有很大

助益。（周穎利）

台評會辦理科技校院認可制評鑑論壇──學校評鑑工作坊

台評會拜會泰國國家標準與品質評估局（ONESQA）

台評會拜會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JUAA）


	57_11-1_58-60 1
	57_11-1_58-60 2
	57_12-1_6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