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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通識

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已於去（103）

年12月初完成5所大學校院共8

個受評單位（含延後評鑑）的

實地訪評作業，以及6所大學校

院共12個受評單位之101年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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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地訪評結束後，隨即進行

實地訪評報告書的潤稿作業，

在實地訪評小組召集人審稿

後，於今（104）年2月底寄送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予受

評單位，受評單位收到後，如

對初稿內容有疑義，可依據大

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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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評單位

的實況有所不符，致使實地訪

評報告書初稿「不符事實」；

⑶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單位提

供資料欠缺或不足，而提出

「要求修正事項」的補充資料

等部分，於3月提出意見申復。

（林佳宜）

104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將於今（104）

年4月至5月進行長榮大學、大

葉大學、佛光大學、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等4校的實地訪評作

業。此外，新設立屆滿三年併

同本次評鑑辦理者則有國立高

雄大學、興國管理學院、國立

嘉義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

院、國立宜蘭大學等5校的受評

單位。

另有關102年度上半年追蹤

評鑑與再評鑑部分，通識教育

計有5校接受追蹤評鑑、2校接

受再評鑑；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則計有8校31個系所班制接受實

地訪評，其中28個班制追蹤評

鑑，3個班制再評鑑。

為確保評鑑委員的選派符合

受評單位的專業發展，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已於1月9日函送評

鑑委員迴避申請表，受評單位

可依據9項迴避原則提出委員迴

避申請。（唐慧慈）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

已於去（103）年12月底完成

103學年度實地訪評，預計於

今（104）年3月召開資訊教

育認證（CAC）、工程教育

認證（EAC）、設計教育認

證（DAC）及技術教育認證

（TAC）認證結果會議，議決受

認證學程的認證結果。在此會

議前，IEET已透過四層次機制編

審認證結果，以確保標準的一

致性。認證會議由各認證執行

委員會召集人、共同召集人、

委員及當年度認證團總召集人

和團主席共同參與並逐案討論

及議決，相關結果再經認證委

員會確認後，將統一公告於IEET

網站，同步知會受認證學程及

所屬學校，並將於5月會員大會

上，公開頒發認證證書。（張

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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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評鑑協會執行之103

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已

於今（104）年1月9日完成7

所學校的實地訪評作業，分別

為：大華科技大學、東南科技

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景

文科技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

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與醒吾

科技大學。

實地訪評行程規劃分成校

務類和專業類系所，並以實地

參訪、學校發展現況簡報、學

生教職員訪談等方式進行，以

了解學校在定位與特色發展、

教學、服務、社會責任、自我

改善等方面之發展情形，以及

系所在目標、特色與系所務發

展、課程規劃、師資結構與教

師教學、教學品保與學生輔

導、系所專業發展與產學合

作、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自

我改善等六大評鑑範疇之表

現。

台評會將於今（104）年上

半年度召開各專業類組評鑑委

員會，檢討並議決各受評單位

之訪評報告初稿後，行文至各

校，學校於收到評鑑報告初稿

後，可針對評鑑過程「違反程

序」或評鑑報告初稿所載內容

「不符事實」之情形，於文到

後二週內提出申復申請；台評

會將於申復作業完成後，進入

評鑑結果的最後認定作業，評

鑑結果將由教育部核定公告。

（駱菀柔）

教育部為配合「技術學院改

名科技大學審核作業規定」，

委託台灣評鑑協會專案辦理

「除評鑑成績外，符合其餘改

名科技大學基本條件之公私立

技術學院申請評鑑作業」，並

於去（103）年11月24日及12月

1日二天，分別完成東方設計學

院及德霖技術學院共計2校之實

地訪評作業。

此次專案評鑑結果，已於今

（104）年1月21日正式對外公

布。詳情可至技專校院評鑑資

訊網（http://tve-eval.twaea.org.

tw）及台評會網站（http://www.

twaea.org.tw）最新公告查詢。

（梁淑菁）

教育部委託台灣評鑑協會辦

理科技校院校務評鑑及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104年度計有8所

科技校院符合「教育部試辦認

定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

果審查作業原則」，其校務評

鑑部分將由台評會進行一天的

實地訪評，並且辦理學校自我

評鑑專業類（系所）結果認定

之行政相關工作。台評會特於

今（104）年1月22日辦理學校

說明會，並由各校代表現場抽

籤選擇實地訪評

時段，訪評時程

排定如右表。台

評會將依據公告

的時程，安排產

官學界具相關專

業背景及素養之

評鑑委員，前往

各校進行實地訪評作業。（梁

淑菁）

103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已順利完成實地訪評

103學年度技術學院專案評鑑結果公布

台評會104年科技大學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時程出爐

104年科技大學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時程表

實地訪評日期 學校名稱

104.04.14（二） 南開科技大學

104.04.24（五）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04.04.28（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4.05.08（五） 正修科技大學

104.05.15（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04.05.22（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4.05.29（五） 龍華科技大學

104.06.05（五） 慈濟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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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評鑑協會自2013年與泰

國評鑑機構「國家教育標準與品

質評估局」（Office for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ONESQA）簽署合作

備忘錄以來，除積極推動互訪事

宜，邀請對方參與台評會主辦

的實地訪評外，繼去（2014）

年8月12日至15日台評會前往

泰國曼谷就兩會評鑑制度之未

來發展合作進行更深入的交流

後，印永翔國際長再度於12月8

日至9日赴泰國參加ONESQA舉

辦之「2014年品質保證國際研

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lity Assurance 2014, ICQA 

2014）國際會議。

此次會議主題為「品質保

證、品質建立與品質文化」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Building and Quality Culture），

會中除有多位評鑑機構的會長應

邀擔任主講嘉賓，與在場的專業

評鑑機構人員及教育界人士分享

寶貴經驗及專業知識外，第一天

下午及第二天的活動更安排多場

論文發表，讓與會來賓有機會針

對不同主題，進行更進一步的交

流及意見交換。

印永翔國際長也於12月9日

上午代表台評會發表精彩論文

「學用整合可提升學生就業力」

（Students’Employability Can 

Be Increased by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文

中提到就業力的提升就是對品質

保證的正向回應，且在現有的評

估機制上，應再採取更有效的方

法，納入產業界的觀點，作為日

後訂定評鑑指標的其中參考要

項。發表後獲得許多與會者的熱

烈詢問及迴響。

台評會長期以來對於國際化

的提升不遺餘力，除積極與各國

評鑑機構進行交流，更期待經由

經驗的累積及知識交換，協助現

有的評鑑制度更臻完美。（蔡珮

鈞）

台灣評鑑協會赴泰參加ICQA 2014國際會議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江東亮執

行長於今（2015）年1月22至23

日前往澳門參加「跨國高等教育

品質保證亞太區論壇」（Quality 

Assurance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Asia-Pacific Regional 

Seminar）。

該 論 壇 由 亞 太 品 質 網 絡

（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與澳門高等教育輔助

辦公室共同於澳門舉行，為歐

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協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ENQA）聯合其他國際品保組

織，如APQN、德國認可委員會

（German Accreditation Council, 

GAC）、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

澳洲高等教育品質與標準署

（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TEQSA）及

阿拉伯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網絡

（The Arab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ANQAHE）等共同籌辦的計畫，

以了解歐洲、亞洲及中東各國對

跨國高等教育的品質管理模式，

進一步分析各國品保機構在跨國

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透過與國際品保機構及區域

品保組織的互動交流，於論壇中

吸取各國經驗及觀點，高教評鑑

中心將更積極地融入全球化之潮

流。（林沚儀）

會務看板

高教評鑑中心執行長江東亮

出席跨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亞太區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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