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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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今（104）年5月底完成9所大學

校院的實地訪評作業，以及102

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

期系所評鑑的追蹤評鑑與再評

鑑實地訪評作業。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表示，實

地訪評結束後，隨即進行實地

訪評報告書的潤稿作業，在小

組召集人審稿後，於今（104）

年8月底寄出「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受評單位如對報告書

初稿內容有疑義，可依據「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系所評

鑑申復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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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個工作天內提出

申復申請。（陳玫樺）

104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通識

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將於

今（104）年10月至12月進行實

地訪評，計有台灣首府大學、

南華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

立臺北大學、慈濟大學、臺北

基督學院等6所大學校院接受評

鑑，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於今

（104）年4月初完成實地訪評

行程公開抽籤作業。此外，新

設立屆滿三年併同本次評鑑辦

理的大學，則有馬偕醫學院、

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東大

學、義守大學、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體育大

學、玄奘大學、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等11校的受評單位。

同一期間也將進行102年度下

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

週期系所評鑑的追蹤評鑑與再

評鑑，共有3所大學校院受評。

各校實地訪評時程整理如下

表。（許品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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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4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實地訪評時程表

受評學校 訪評日期

馬偕醫學院 10月26、27、29、30日
國立屏東大學 10月26、27、29、30日
國立臺東大學 10月26、27日
義守大學 10月26、27日
南華大學 11月1、2、3、5、6、7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月5、6日
臺北基督學院 11月9、10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月7、8、9、10、12、13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月12、13日
慈濟大學 11月16、17、19、20、21日
台灣首府大學 11月22、23、24、26、27、28日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1月28、29日
國立體育大學 11月28、29日
玄奘大學 11月30日、12月1日
國立臺北大學 12月7、8、10、11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2月7、8日
國立金門大學 12月14、15、17、18日

表二  102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

         鑑實地訪評時程表

受評學校 訪評日期

中國文化大學 11月2、5、7日
明道大學 11月9日
玄奘大學 11月30日；12月1、3、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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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

資培育評鑑結果於今（104）

年6月底公布，此次計有12所

大學校院共13個師資類科接受

評鑑，其中9個受評類科通過認

可，約占整體比例7成，4個受

評類科「有條件通過」，約占整

體比例3成，無「未通過」之受

評類科。

此次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由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辦理，於101年度起展開新

一週期評鑑，以了解師資培育

之辦理現況，促進且協助各校

培育單位之資源整合，建立品

質保證與辦學改善機制。評鑑

實施方式採實地訪評，評鑑結

果採認可方式，以「通過」、

「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

三種結果評定。評鑑項目計有

六項，包括：⑴目標、特色及

自我改善；⑵行政組織及運

作；⑶學生遴選及學習環境；

⑷教師素質及專業表現；⑸課

程設計及教師教學；以及⑹教育

實習及畢業生表現。

評鑑結果的認定標準，第一

階段由實地訪評的評鑑委員根據

受評類科在各評鑑項目之整體實

際表現，綜合受評類科之概況說

明書與實地訪評情形，撰寫「評

鑑評語表」，並提出六大評鑑項

目之認可結果建議。第二階段再

由認可審議委員會參酌受評類科

概況說明書、評鑑評語表、申復

意見，以及評鑑委員申復意見回

覆說明等資料進行審查，並邀請

實地訪評小組召集人列席說明，

議決六大評鑑項目之認可結果及

整體評鑑結果後，提交教育部師

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整

體評鑑結果認定標準如表一，評

104年度上半年大專校院統合

視導實地訪視行程作業已於今

（104）年5月中旬順利完成，

受訪學校依序為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

立東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南

護理專科學校、國立成功大

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

政治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

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

臺東專科學校、國立交通大學

等14校，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預

計8月將實地訪視報告書初稿寄

送各校。（周華琪）

104年度上半年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完成實地訪視

103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結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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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師資培育評鑑整體評鑑結果認定標準

評鑑結果 認定標準

通過 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

有條件通過 評鑑項目僅有一項以下未通過。

未通過 評鑑項目未通過達二項以上。

表二  103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結果

學校名稱 受評類科 整體評鑑結果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稚）園 有條件通過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 通過

南臺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有條件通過

國民小學 通過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 有條件通過

國立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 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 通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通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有條件通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通過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中等學校 通過

國立體育大學 中等學校 通過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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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結果如表二，評鑑結果不做排

名，也不宜進行校際相互比較。

檢視103年度下半年師資培育

評鑑「有條件通過」之受評類

科，多為「師資培育中心相關法

規之訂定與執行情形」及「師資

生通過教師資格檢定之情形」等

相關評鑑指標有部分問題或缺失

需要加強改善，例如：「該校師

資培育中心相關法規未能與時俱

進適時修訂」及「師資生教師資

格檢定通過率偏低」等，評鑑委

員均已於評鑑報告中建議受評單

位改善。

受評單位如對結果有異議，

可於收到評鑑結果次日起30日

內，向高教評鑑中心提出申訴。

待申訴案件處理完竣且確認整

體評鑑結果後，高教評鑑中心

將依《師資培育法》第4條第1

項第8款規定，提交教育部師資

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續

由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進

行評鑑結果運用之審議。有關各

受評類科之評鑑評語表、六大評

鑑項目認可結果與整體評鑑結果

請參閱「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資訊網」（http://tece.heeact.edu.

tw/main.php?mtype=sumrepo）。

（戴琨修）

104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共有2所學校3個類科

受評，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於

今（104）年4月底完成實地訪

評作業，隨即進行評鑑評語表

之潤稿，預計8月底前寄送「評

鑑評語表初稿」給受評類科，

受評類科收到後，如對內容有

疑義，可以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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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提出意見申復。

（戴琨修）

104年度「辦理教育部獎勵私

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於

今（104）年5月12日在國家教

育研究院國際會議廳舉辦書面

審查學校說明會。由於104年度

起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實地

訪視作業已配合教育部統合視

導政策，正式納入統合視導，

此次說明會特別針對書面審查

作業、錯誤樣態（含常見樣

態）及配合統合視導作業等事

宜，向與會的學校代表說明，

以利38所私立大學校院進行

書面審查之自我檢核。（溫琬

婷）

104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8月底完成評鑑評語表初稿

台灣評鑑協會接受教育部委

託執行「103學年度技專校院評

鑑訪視相關工作」，各校評鑑

結果已於今（104）年6月初奉

教育部核定公告，受評單位包

括103學年度科技大學例行性綜

合評鑑共7所學校，以及101學

年度受評三等需辦理追蹤評鑑

的2所學校。

除追蹤評鑑仍維持以等第

制形式公告外，本次辦理之科

技大學評鑑為新一輪以認可制

台評會103學年度技專校院例行評鑑結果公告

104年度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學校說明會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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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評會104年度科技校院校務評鑑  順利完成實地訪評

評鑑項目及效標執行之評鑑計

畫，其評鑑結果首度以「通

過」、「有條件通過」、「未

通過」等形式公告。

欲查詢各校之評鑑結果，請

至技專校院評鑑資訊網（http://

tve-eval.twaea.org.tw/）或台灣

評鑑協會（http://www.twaea.org.

tw/）網站查詢。（梁淑菁）

由台評會執行的104年度科技

校院校務評鑑已於今（104）年

6月5日完成實地評鑑作業，此

次計有8所學校受評，分別為：

正修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

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慈濟技術學院及龍華科

技大學（依學校筆畫排列），

評鑑實施方式及流程亦均依據

所公告之「104年度科技校院校

務評鑑及自我評鑑行政相關工

作」實施計畫來執行。

實地評鑑結束後，台評會將

陸續召開各專業類組評鑑委員

會議，確認及議決各受評單位

之訪評報告初稿，並將報告初

稿函文至各校，學校於收到評

鑑報告初稿後如有疑義，可提

出申復申請。（駱菀柔）

會務看板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

於今（104）年5月23日在高雄

蓮潭國際會館舉行第七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在IEET會員及通過

認證學程領證代表的熱烈參與

下，會議圓滿落幕。當日會議

除進行第七屆理監事改選，並

頒發「103學年度認證證書」及

IEET首屆「教學成就獎」，全國

共有10位優秀教授獲此教學獎

殊榮（名單如表一），IEET亦期

望藉此提升國內工程及科技教

育品質及對人才培育的重視，

朝向學生學習成果導向的教學

和評量模式推動。

會員大會之後，IEET於6月5

日召開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

席會，由全體出席理事共同推

選林聰明理事長續任第七屆理

事長，谷家恆理事、姚立德理

事、廖慶榮理事及蔡忠杓理事

擔任常務理事，楊永斌監事擔

任常務監事。在林理事長及全

體理監事的帶領，及所有會員

和參與認證學程的期許下，IEET

將持續朝「認證認真」的精神

永續發展。（范千惠）

表一  IEET第一屆教學成就獎獲獎名單

獎項 得獎者

教學卓越獎 陳永平教授（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學傑出獎

余兆棠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陳淳杰副

教授（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葉丙成副教授（國

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學優良獎

李俊耀副教授（中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林清一教

授（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陳延禎助理

教授（明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楊東麟教授（逢

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蔡宏營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蔡錫錚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

學機械工程學系）

林聰明理事續任IEET第七屆理事長

頒發首屆教學成就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