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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申復申請已於今（103）年

3月20日截止，共計5校45個受

評單位提出申復。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日前陸續邀集實地訪評小

組召開申復意見處理會議，並

於4月24日將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函覆受評學校。後續將於5月及

6月陸續召開「通識教育／學門

認可初審會議」及「認可審議委

員會」，並將受評單位之「自我

評鑑報告」、「實地訪評報告

書」、「申復申請書」及「申復

意見回覆說明」等資料提交會議

進行審查及議決，預計6月底前

公布評鑑結果。（張詠晴）

103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

系所評鑑實地訪評作業已於今

（103）年4月起陸續進行，受

評對象依序為大同大學、馬偕醫

學院、開南大學、實踐大學等4

校的系所。另外，此次新設立班

制屆滿三年併同本次實地訪評辦

理者，計有真理大學等9校、16

個班制。今年度亦同步啟動101

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及系所評鑑

的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作業，計有

7校接受實地訪評。

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或再評

鑑之實地訪評時間為二天，由4

至6名評鑑委員組成實地訪評小

組。追蹤評鑑實地訪評一天，評

鑑委員為3至5人。總計動員評

鑑委員約447人次。（唐慧慈）

102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已於去（102）年11月

完成5所大學校院6個師資類科

的實地訪評，並於今（103）年

4月下旬完成申復作業，將處理

結果函覆申請學校。後續將召開

為引導學校邁向自主性評

鑑、重視互動關係人之關心，及

考量指標項目仍有優化空間等因

素，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於103

年度調整系所評鑑指標。因應此

項改變，新、舊評鑑委員均須參

與103年度行前會議，以了解指

標修改的內容與相關評鑑事宜。

103年度行前會議依委員身分

分別辦理，針對當年度新邀委

員，結合「評鑑倫理與實務」、

「評鑑報告撰寫」、「建構學生

學習成效與品質保證機制」等

三門核心課程與行前會議，規劃

全日課程講習，於今（103）年

1月23日與3月11日兩天，在國

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開設兩

場次；曾參與第二週期行前會

議的評鑑委員，則就103年度指

標修改說明，於1月27日、2月

25日、3月21日分三場次辦理，

平均每場出席人次達100餘名。

（黃鈺臻）

QA現場

高教評鑑中心102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及系所評鑑

6月底前公布評鑑結果

高教評鑑中心103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及系所評鑑

5月完成實地訪評

102年度下半年師資培育評鑑  高教評鑑中心6月公布評鑑結果

因應103年度系所評鑑新指標  高教評鑑中心辦理委員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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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評鑑機構JUAA來臺參與高教評鑑中心委員培訓課程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今

（103）年3月17日公告102學年

度受認證系所之認證結果，並已

於4月17日起寄送參與102學年

度認證系所的認證意見書和認證

結果意見書。

通過IEET認證的系所，代表

其教學品質受到國際認同，畢業

生學歷可被接受，對國內大學

積極爭取外籍生是不可或缺的指

標。通過認證名單請參考http://

www.ieet.org.tw/search/searchList.

aspx。（王思韻）

102學年度科技大學、技術

學院、專科學校綜合評鑑，於

去（102）年底完成實地訪評

作業，台灣評鑑協會已於今

（103）年4月上旬將評鑑報告

初稿寄給各受評學校，並受理申

復申請。台評會表示，將於收到

申復申請書後一個月內，邀集實

地訪評小組討論查證進行審議，

並將申復結果以「申復意見回覆

說明」函覆申請學校。

台評會預計於5月底前召開

召委會議，將有關之「評鑑報

告」、「評鑑等第」等結果建議

案，經評鑑召委會議議決後，提

送教育部核定，預計於6月公告

評鑑結果。（梁淑菁）

IEET寄送102學年度認證結果

台評會102學年度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專科學校綜合評鑑  

6月公布評鑑結果

「師資培育評鑑認可審議委員

會」，針對認可結果進行審議及

議決，預計6月上旬公布。

此外，103年度上半年大學校

院師資培育評鑑實地訪評亦已

於3月中旬陸續展開，預計5月

中旬完成中原大學、台灣首府大

學、亞洲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臺北大

學及國立臺東大學等9校13個師

資類科之實地訪評。（許宗仁）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楊弘敦理事長  接任高教評鑑中心董事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前董事、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因自今

（103）年2月17日起卸任中華

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一

職，其董事遺缺由現任理事長、

國立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接任，

任期至今年8月31日。（蔡雅

文）

會務看板

日 本 公 益 財 團 法 人 大 學 基準協會（Japan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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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A）大學評價研究部審查暨

評價系副主管Kazuyo Hara以及行

政助理Aayako Tomono等人，今

（103）年3月11日來臺參與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所舉辦之評鑑委

員培訓課程，與臺灣的評鑑委員

共同探討評鑑倫理、評鑑實務及

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議題。（林

沚儀）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代表於今

（2014）年4月23日至26日前往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進行

訪問交流與考察，了解香港評審

局對評鑑人員的培訓制度規劃、

相關培訓課程內容設計及線上培

訓系統，並彼此交換評鑑人員培

訓經驗。

香港評審局去（2013）年9月

曾造訪高教評鑑中心，雙方並簽

署合作備忘錄。此次由高教評鑑

中心品質保證處蘇錦麗處長偕同

周華琪助理研究員與何佳郡、蕭

芳雯、張詠晴等3位品保專員首

次回訪該局，香港評審局除了為

高教評鑑中心人員舉行半天的說

明會，示範線上培訓系統的操

作，並特地在其所辦理的評鑑人

員培訓課程中，為高教評鑑中心

人員安排了一天的參與觀察，以

促進高教評鑑中心對香港評鑑人

員的培訓制度更深入且全面的了

解。蘇錦麗處長亦受邀以觀察員

身分，參與香港演藝學院電影製

作藝術碩士課程的課程覆審小組

會議，以深入了解香港高等教育

評鑑作業。（周華琪、林筱棋）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應英國

文化協會之邀，由林沚儀專員

代表出席今（2014）年3月6

日至7日於日本東京舉辦的全

球教育論壇（Global Education 

Dialogues）。該論壇由英國

文 化 協 會 與 世 界 百 大 排 名

網絡（World 100 Reputation 

Network）主辦，主題為「高等

教育的聲譽管理——東亞系列論

壇」。

為期兩天的論壇除了主題演

講之外，另安排工作坊進行小組

討論。（林沚儀）

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於今

（2014）年2月17日至4月2日舉

辦第五屆線上論壇，主題為「外

部品保在跨國高教領域內部品保

所扮演之角色」（Role of EQA 

on IQA on Quality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來自10餘國

之品保機構組織人員，包括臺灣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在內，均共同

參與線上討論。（林沚儀）

高教評鑑中心出訪香港評審局  汲取評鑑人員專業化經驗

高教評鑑中心受邀出席日本東京全球教育論壇

高教評鑑中心參與亞太品質網絡線上論壇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將 於今（103）年5月16日於公務 人力發展中心舉行第六屆第二次

IEET 5月16日舉行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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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工程聯盟（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Alliance, IEA）是一

個由全球多國工程教育認證及

工程師組織組成的6個協定的統

稱。其中，IEET是IEA中華盛頓

協定（Washington Accord）的

正式會員與雪梨協定（Sydney 

Accord）的準會員，並且參與了

首爾協定（Seoul Accord）。

為強化會員間的交流與各國

的認證發展，IEA與首爾協定每

年舉辦大會，今（2014）年6月

的大會將在紐西蘭威靈頓舉辦，

IEET代表團預定由林聰明理事長

親自帶隊參與。由於今年IEET將

申請成為雪梨協定正式會員，爭

取技術教育認證受國際認可，屆

時可望回報好消息，以進一步服

務參與技術教育認證（TAC）的

國內系所。（臧怡帆）

IEET爭取技術教育認證受國際認可

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於2013

年開始設立品質獎項選拔，

2014年由台灣評鑑協會榮獲最

佳國際合作品保機構的殊榮。

台灣評鑑協會自2011年加入

APQN後即積極與國際評鑑機構

建立實質合作機制，並多次受邀

至國際會議發表相關文章及參與

國外教育機構之外部評鑑，亦邀

請國際評鑑專家來臺參與實地訪

評計畫及評鑑委員訓練課程，分

享實務經驗。此次獲獎代表台

評會的耕耘及努力深獲APQN肯

定，希望未來能透過國際平臺的

建立，讓臺灣的評鑑技術與制度

進一步與國際接軌。（蔡珮鈞）

台灣評鑑協會於今（103）年

3月26、27日邀請「自資高等教

育聯盟」張寶德秘書長訪臺，針

對評鑑委員進行「談認可制評鑑

及學生就業力」專題演講，希冀

透過專家經驗分享與互動交流，

增進委員對認可制評鑑的認識，

以確實發揮效益。

張寶德秘書長憑藉著豐富的

專業資歷，使委員充分體認認可

制評鑑的實質意涵，並對香港教

育品質保證機制有初步了解。會

中並進行提問式的互動研討，委

員多以臺、美經驗為借鏡，提出

認證或評鑑相關問題，內容涵蓋

評鑑與認可的差異性、內部評鑑

的妥適性、課程發展評估過程、

學生評鑑教師教學之爭議性、評

鑑指標統一之公平性等，現場參

與者都帶著滿滿收獲而歸。（林

惠玲）

台評會榮獲APQN年會品質獎項國際合作獎

香港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張寶德秘書長

應邀至台評會演講

會員大會，邀請全體會員踴躍參

與。今年會員大會將由林聰明理

事長主持，邀請專家就高等教育

國際化發表專題演講，同時進行

會務討論及議決。另外，IEET認

證委員會楊永斌主任委員也將頒

發通過認證證書予102學年度通

過認證的學程。（李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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