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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由教育部與公、私立大學校院協會以

及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共同出資合作下成

立，以財團法人基金會方式運作已十五載，秉

承大學法意旨在教育部的授權下，主要從事校

務評鑑與系所學程及通識教育評鑑認可工作。

從2017年開始，教育部對高教系所（包括通

識教育）已不再強制要求對其進行評鑑，但對

主動進行外部系所院評鑑的學校，仍提供部分

補助。許多學校基於辦學績效、關心學生學習

成效，仍賡續過去行之有年的教學品保之外部

評鑑機制，持續委託本會對教育品質的確保進

行評鑑。高教評鑑中心仍繼續與國內經認可之

品保機構合作，並未因法規鬆綁而減少進行

高教系所評鑑的工作量。綜觀過去，高教評

鑑中心基金會之主要職責，乃依據國內高教

發展需要，融入國際高教評鑑之脈絡，參酌

國際作法，辦理相關的品質保證（Qualification 

Assurance）工作，協助建立本國之資歷架構

（Qualification Framework），並協助推動高教校

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的有效模式。

本會近十年來，因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政策

的若干變革，除了校務與系所評鑑之工作之

外，也接受了政府委託辦理的專案計畫，如高

教深耕計畫以及高教政策評估研究。在國內，

本會與大學校院的關係，也從當年執行公權力

授權的品保管理機構，轉型為與大學校院共同

確保教育品質的伙伴機構；在國際，本會從積

極參加國際品保組織之活動及品保機構之互

訪，進展到每年與國際品保機構進行評鑑人員

交換實習，實地觀摩評鑑機制與訪視，接受他

國國際機構委辦，進行大學系所評鑑，以及推

動評鑑研究之國際合作計畫等項工作。為因應

這些業務的進展，本會在組織運作及人力配置

上也做了些調整，以提升品保能量。在中長程

發展方向，本會將聚焦於五大面向，包括品保

服務、專業培力、國際連結、高教智庫及行政

效能，設立行政及研究處與品質保證及專案

處，分別設置行政與國際組、研究與規劃組，

以及評鑑與培訓組、專案計畫組。

本會所辦理的校務評鑑項目全數通過率，

從第一週期的65.2％已經演進到第二週期的

85.7％。在此過程中，針對認可與訪視程序以

及訪視委員之訓練力求精進，在品保標準之要

求上則仍維持一貫高水準，因此可看出學校確

已能在辦學品質門檻的要求下，持續不斷改進。

下一週期重點則進一步研議，如何讓學校展現

出辦學的特色與提升具體成效，目前朝進行評

鑑分類、提供預警與危機處理機制、重視成效

導向、依據證據本位導向等層面來做改進，希

望能因此更發揮評鑑認可機制的正面效果。

最後值得提出報告的是，本會過去除積極辦

理主體與委辦業務，以及協助大學校院辦理自

願性外部系所品保之外，本會的醫學院評鑑委

員會（TMAC），也通過了世界醫學教育聯盟

（WFME）的實地訪視認可。另外本會申請辦理

INQAAHE的GGP認證，也於2020年10月完成線

上訪視，並於12月獲得五年效期之認可。目前全

世界通過此一認證的國家與地區僅十餘個，事

前的準備工作繁多，凡此種種，都是本會同仁備

極辛勞的成果，我在此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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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2020年，對全世界各國是相當艱難的一

年，對財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基金會來說也是

最具有挑戰性，但成果豐碩的一年。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自2005年成立以來，已經歷十五年

的發展與蛻變。由最早成立之時主要以辦理校

務評鑑及系所評鑑為主，轉變為與政府、國內

大學與評鑑國際社群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之多元

功能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

2020年COVID-19 疫情不僅相當嚴重地影響

全球評鑑機構之評鑑訪視工作，甚至停止辦

理所有評鑑活動。然而，很幸運地是，臺灣

在政府有效防疫政策之下，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仍相當順利完成超過250個系所單位訪視。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也完成三項相

當具有突破性的成果。首先，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在董事會的支持下，2018年啟動「高等

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優良實務準則認可」

國際評鑑（aligned INQAAHE Guidelines of 

Good Practice），並陸續完成中長程策略發展

計劃、進行組織行政架構調整與改造、撰寫

英文自評報告、重要文件及網頁英文翻譯等

相關準備工作。原訂在2020年行實地訪視，

但因COVID-19疫情影響，延至10月進行，並

改為四天視訊訪視。INQAAHE國際訪視小組

共邀請11組、110人次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

不同利害關係人接受視訊訪談及問卷施測，

其中包含政府部門、本會董事、本會同仁、

評鑑委員、受評學校、學生等等。最後，

INQAAHE理事會於12月17日會議中一致通過

本會5年的認可效期（自2020年12月17日至

2025年12月17日）。

今年是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十五週年會慶，

除了舉辦國際研討會外，也首度辦理高教論

壇，邀請歷屆董事長及執行長分享其任內高等

教育評鑑制度之重要發展、完成品質保證成果

及其面臨的各項挑戰，共同回顧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所經歷角色與任務的轉變，並一起期許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能繼續在未來朝專業化、國際

化及數位化發展。

今年另外一件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最大的突

破與成就，是被印尼政府認可為國際評鑑機

構，不僅可對印尼高等教育機構及系所直接進

行境外評鑑，其評鑑結果也同時為印尼教育部

及印尼國家品質保證機構所認定，這是臺灣高

等教育品質保證制度正式最外輸出的里程碑，

也確切地呼應政府新南政策的推動。目前為

止已有16所印尼的大學機構、1所俄羅斯大學

機構、1所宏都拉斯大學、1所新成立澳門大

學，及1所伊朗大學相繼詢問並委託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相關境外評鑑服務。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歷經15年發展，努力地

與大學建立夥伴關係，成為政府政策分析智

庫，擴展臺灣品質保證全球影響力，持續研究

產出及學術出版，以做為引領亞洲其它品質保

證機構的領航者。期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在未

來仍在國際品質保證組織發揮其角色與功能，

將臺灣高等品質保證經驗及價值在全球發光發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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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簡介

教育部於94年12月26日與全國153所大專校院

共同捐助成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之高等教育評鑑專責機構，透過第三方外部評

鑑的執行，協助國內大專校院辦學品質持續提

升。本會以「公正、專業、邁向卓越」為願景，

除了辦理大學評鑑事項，亦積極研究國內外評

鑑制度、協助政府規劃評鑑指標與相關機制，

同時提供評鑑人才訓練課程、宣導評鑑相關資

訊，並致力於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之國際能

見度。依據核心價值「自主性、透明化及國際

化」，本會發展定位為「國際認可與專業卓越之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組織內部持續發展專

業與服務品質以及與國際品保組織接軌之能力。

本會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下列業務：

˙ 協助政府與大專校院推動高等教育評鑑

與品質保證事宜。

˙ 接受國內外機構委託高等教育評鑑與研

究事宜。

˙ 推動與國外品保機構及國際組織合作交

流事宜。

˙ 協助政府規劃與執行各類高等教育專案

計畫。

˙ 其他符合本會設立目的之相關公益性教

育事務。

組織架構

1.董事會及監察人

第五屆董事會共有17名董事，任期自107年8

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共4年。名單如表一。

本會第五屆監察人共有3名，任期自107年8

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共4年。名單如表二。

2.申訴評議委員會

為辦理受評學校申訴案件之評議，本會聘

組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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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第五屆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備註

董事長 李德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客座講座 官派董事（教育部指派學者專家代表）

常務董事 朱俊彰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 當然董事—官派董事（教育部代表）

常務董事 蘇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當然董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代表

常務董事 吳永乾 世新大學校長 當然董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代表

常務董事 唐彥博 中國科技大學校長 當然董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代表

董　事 楊玉惠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 當然董事—官派董事（教育部代表）

董　事 賀陳弘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當然董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代表

董　事 李秉乾 逢甲大學校長 當然董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代表

董　事 鄭道明 朝陽科技大學校長 當然董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代表

董　事 黃茂雄 東元集團會長 產業界代表

董　事 黃崇仁 力晶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 產業界代表

董　事 陸偉明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特聘教授 官派董事（教育部指派學者專家代表）

董　事 鄭英耀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官派董事（教育部指派學者專家代表）

董　事 陳純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官派董事（教育部指派學者專家代表）

董　事 邱貴芬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

研究所特聘教授
官派董事（教育部指派學者專家代表）

董　事 陳毓文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官派董事（教育部指派學者專家代表）

董　事 楊弘敦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官派董事（教育部指派學者專家代表）

   註：名單基準日為2020年12月31日。

圖一  組織架構圖

董事會監察人

董事長

執行長

諮詢委員

品質保證及專案處行政及研究處

行政及國際組 研究與規劃組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醫評會申訴

評議委員會

申訴評議委員會

認可審議委員會

專案計畫組評鑑與培訓組

（備註：獨立運作之委員會以虛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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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第五屆監察人名單

姓　名 現　職 代表類別

監察人 林秀敏 教育部會計處處長 機關代表－教育部

監察人 周玲臺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學者專家

監察人 黃俊杰 國立中正大學特聘教授 學者專家

註：名單基準日為2020年12月31日。

請具有法律或教育評鑑專長之專家學者，組成

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申訴案件之審議。第七

屆申訴評議委員會共聘任9位委員。

3.執行長

執行長由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侯永琪教

授依第五屆第10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決

議，續任為本會執行長，承董事會之指示，綜

理本會業務。

4.行政及研究處

「行政及研究處」分為「行政與國際

組」、「研究與規劃組」，編制處長、研究

員、專員、佐理員及助理。處長由侯永琪執行

長兼代，綜理秘書、人事、會計、資訊、總

務、出納、國際事務等業務，並聘請兼任研究

員，協助國際事務、法律及相關研究諮詢等；

另亦綜理評鑑研究規劃、指標修訂、專案計畫

之研究與執行、評鑑雙月刊、高教評鑑期刊出

版、Newsletter、中文英文專書出版發行及推

廣工作。

5.品質保證及專案處

「品質保證及專案處」分為「評鑑與培訓

組」、「專案計畫組」，編制處長、專員及

佐理員。處長由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詹盛如教授擔任，綜理全國大學校院評鑑業

務工作、課程培訓、研發及其他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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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醫評會第七屆委員名單

姓　名 現　職

張上淳（主任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

楊仁宏（執行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彰化基督教醫院教育長

方基存 長庚大學醫學系教授

朱宗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呂佩穎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林文琪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林其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義守大學醫學院講座教授

林啟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董事長

曾芬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教授

陳維熊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教授

陳震寰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院長

黃天祥 國泰綜合醫院教學部主任

楊令瑀 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學部主任．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教師發展中心主任

註：名單基準日為2020年12月31日。

並視每年教育部委託之情況辦理專案計畫工

作。

6.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簡稱醫評會）成立於

2000年9月29日，初期暫時設立於國家衛生研

究院，2005年12月26日改隸本會，但仍維持

獨立運作之特性。

醫評會之英文名稱為 Ta i w a n  M e d i c a l 

Accreditation Council（TMAC），對外進行國際

接觸與聯繫，對內負責國內大學醫學院之評鑑

業務，委員會由13至15名委員組成，置主任

委員1名，由委員互選產生，擔任會議召集人

及會議主席。

醫評會另設置執行長1名，由主任委員就委

員名單中提名，經委員會通過產生，協助會務

推動。

醫評會並設置執行秘書及管理師等行政人

員2人，協助主任委員統籌會務相關事宜、文

書處理、安排訪視，以及與外界、國外醫學教

育與認證組織之聯繫等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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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1.評鑑機制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延續第一週期校務評鑑

宗旨與目的，確保學校能完善內部品質保證作

為，並能持續不斷精進，藉由自我評鑑與外部

評鑑委員實地訪評，確認攸關校務運作品質之

各項作為能有助於達成學校之設立宗旨與目

標，並展現其辦學成效與善盡社會公民的責

任。最後，藉由評鑑結果的分析，提供高等教

育發展意見，以為政策參考。

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之評鑑項目包

括「校務治理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

統」、「辦學成效」、「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四項，採取分年分類評鑑，以兩年為評鑑期

程，自2017至2018年分年完成70所公私立大學

校院、5所宗教研修學院、8所軍警院校及2所

空中大學，共85所大學校院之校務評鑑。

學校之評鑑項目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

過」或「未通過」者，須於自我改善期後接受

追蹤評鑑或再評鑑。評鑑項目認可結果為「有

條件通過」者，學校須針對該項目撰寫自我改

善情形結果表，依據前次實地訪評報告書所提

問題與缺失，提出自我改善計畫，做為進行自

我改善的依據；評鑑項目認可結果為「未通

過」者，學校應依據評鑑項目重新進行自我評

鑑，提出自我評鑑報告。

2.評鑑對象與期程

本年度進行2018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校務

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之對象為玄奘大學，

實地訪評時程為2020年5月28日；2018年

度下半年第二週期校務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

鑑之對象為一貫道天皇學院及臺灣神學研究

院，實地訪評時程為2020年11月12日及11月

19日。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之執行期間，評鑑作業

分為上、下年度分別進行，整個評鑑時程自

評鑑業務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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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起至2021年6月止。整體之評鑑時

程分為：⑴前置作業階段；⑵自我評鑑階段；

⑶實地訪評階段；⑷結果決定階段；⑸後續追

蹤階段。

3.評鑑結果

2018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

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之實地訪評作業計有1所

學校受評，針對受評學校提出之申復意見，本

會邀請實地訪評小組進行申復意見之回應，並

將處理結果函覆申請學校，並於2020年12月

公布結果。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

蹤評鑑與再評鑑

1.評鑑機制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計畫賡續第

一週期系所評鑑與校務評鑑之精神，仍以「認

可制」為基準規劃整個評鑑架構，並從第一週

期系所評鑑由輸入面強調「提供學生一個優質

學習環境」的精神，以及校務評鑑從過程面強

調「研擬一套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轉變

為從「過程面」評鑑受評單位依據學校所建立

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落實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力，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作為；此外，亦

同步至各校進行「通識教育評鑑」，以評估各

校推動通識教育之成效。

受評單位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

「未通過」者，須於自我改善期後接受追蹤評

鑑或再評鑑。進行追蹤評鑑之受評單位須撰寫

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依據前次實地訪評報告

書所提問題與缺失，提出自我改善計畫，作為

進行自我改善的依據；進行再評鑑之受評單位

則應依據評鑑項目重新進行自我評鑑，提出自

我評鑑報告。評鑑目的旨在評估各受評單位之

自我改善與執行情形，並將評鑑結果提供教育

部作為擬定高等教育政策之參考。                                                                       

2.評鑑對象與期程

本年度持續進行105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

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之延後評鑑，受

評對象僅明道大學，已於去年10月31日進行

實地訪評。

3.評鑑結果

105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

評鑑與再評鑑之延後評鑑，已於2020年6月公

布結果。

醫學院訪視

1.訪視機制

醫評會之訪視對象為全國公私立醫學院醫學系

（包括隸屬於國防部之國防醫學院醫學系）與學

士後醫學系，但不包括中醫系及中醫後醫學系。

醫評會訪視委員為醫學教育界之專業人

員，各訪視小組之組成須考量受評學校之特殊

問題，須涵蓋基礎醫學、臨床與通識背景的專

家學者，同時兼顧公私立學校代表之平衡性。

訪視小組須負責訪查醫學院教學及臨床教

學醫院實習，依認證準則：機構行政（行政架

構、行政資源、財務）、課程（臨床基礎醫學

整合、通識人文縱貫）、教師（升等分流、師

資培育）、醫學生（招生、學務及輔導）、教

育資源等五大項目進行實地訪視。

2.訪視對象與期程

因應COVID-19疫情，以及各醫學校院之教學

醫院忙於防疫工作，無法全力準備認證資料，醫

評會決議原訂2020年10至12月間之實地訪視醫

學系（國防醫學院、輔仁大學、長庚大學與義守

大學），延期至2021年下半年執行。

3. 大學校院申請增設醫學系（學士後

醫學系）評估

教育部醫教會於2019年10月決議大學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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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增設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案將調整先

請醫評會預為評估後，再進行教育部專業審

查，教育部遂於2020年3月17日正式來函請醫

評會協助預評估申請設立醫學系（學士後醫學

系）案，評估意見提供申請學校修正申請計畫

書後，併入專業審查程序。2020年計有元智

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興大學，以及國

立清華大學等校，申請設立學士後醫學系。醫

評會業於7至9月完成四校之評估報告，並檢

送予教育部。

師資培育評鑑

1.評鑑機制

本評鑑之評鑑內容與標準涵蓋「教育目標

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行政

運作及自我改善」、「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學生學習成效」及

「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等六大評鑑項目。結果

採認可制精神，依六大評鑑項目分項認定，分為

「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認

可結果。最後待學校申訴案件處理完竣後，依

《師資培育法》規定，提請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

委員會確認並進行評鑑結果運用之審議。

2.2020年執行成果

由前兩週期「提升辦理師資培育績效、管

控師資培育品質、輔導師資培育單位為目的」

之精神，轉變為「協助各校從學校定位、系所

結構及辦學條件中，持續精進師資培育機構之

辦學專業、績效、特色、創新」，據以規劃新

週期師資培育評鑑，並納入自評與觀察員機

制，使師資培育機構得持續精進辦學專業、績

效、特色與創新。

自訂評鑑自107年12月始，共審查21校之評

鑑機制，並於規劃時程內公告各校認定結果，

相關流程依「106年起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

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辦理。

實地訪評自2019年執行，訪評期間為每年3

至5月及10至12月。本年度共實地訪評10所學

校，分別為上半年5校7類科，下半年5校7類

科。上半年之實地訪評作業於5月完成，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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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於11月完成，共計2校3類科提出申復申

請；下半年之實地訪評作業於12月完成，並

於12月31日前公布有關上半年之評鑑結果。

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幼兒

園教保員培育評鑑

1.評鑑機制

本評鑑之評鑑內容與標準涵蓋「培育幼兒

園教保員之招生、定位及自我改善」、「教師

質量與專業」、「課程安排與實施」、「教學

空間與資源」及「學生學習與輔導」等五大評鑑

項目。結果採認可制精神，依五大評鑑項目分項

認定，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

過」三種認可結果，由評鑑中心認可審議委員會

議決整體評鑑結果。經提請申訴後，申訴評議結

果仍為未通過者，取消隨班附讀名額。 

2.2020年執行成果

自2018年起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

科幼兒園教保員培育評鑑，實地訪評自2019

年執行，訪評期間為每年3至5月及10至12

月。本年度共實地訪評13所教保相關系科學

校，分別為上半年6校，下半年7校。上半年

之實地訪評作業於5月完成，申復作業於11月

完成，共計2校2系科提出申復；下半年之實

地訪評作業於12月完成，並於12月31日前公

布有關上半年之評鑑結果。

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查核計畫

1.機制與特色

近年來各校皆面臨生源短缺之情形，為維

護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受教權益，確保學校未因

學生數減少，進而利用各項行政措施，如：合

併上課或裁減師資，以降低各項教學與學習支

出，影響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損及師生權

益。本會接受教育部委託，進行專科以上學校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進行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視，

了解各校教學品質確保機制與運作情形，內容

包括「課程規劃及實施」、「師資」及「遠距

及校外實習課程」等可能影響教學品質情形之

審查，以維護高等教育品質。

2.2020年執行成果

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品質查核於

108學年度第2學期共查核23校，其中一般大學

7校、技職校院16校；109學年度第1學期共查核

27校，其中一般大學7校、技職校院20校。經書

面審查及實地查核後，教育部函文各查核學校

實地查核結果，並請學校針對審查意見進行回

覆，同時報送改善計畫及下學期查核資料。

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查核

實施計畫

1.機制與特色

配合新南向政策，本會接受教育部委託，

針對開設產學合作國際專班之學校進行實地查

核，了解各校教學品質並確保機制與運作情

形，重點置於學生受教權益，內容包括「學生

入學、就學及生活照顧」、「課程規劃及實

施」、「教師」及「學生實習與工讀」等可能

影響學生受教權益之審查，以維護高等教育品

質。自107學年度第1學期，配合政策需求擴

大查核及維護範圍。

2.2020年執行成果

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查核實施計畫

於108學年度第2學期共計查核42校，書面審

查班級計227班、實地查核班級計60班；109

學年度第1學期共計查核42校，書面審查班級

計252班、實地查核班級計65班。經書面審查

及實地查核後，教育部函文各查核學校實地查

核結果，並請學校針對審查意見進行回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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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送下學期查核資料。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

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

1.機制與特色

教育部為確保高等教育及私立大學校院運

用獎補助款之品質，爰自104年度起委託本會

執行本計畫。109年度針對「108年度私校獎

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107年度計畫書

面審查／實地訪視意見之回應說明或具體改善

情形」、「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情形」、「經

常門經費執行情形」及「資本門經費執行情

形」等五個項目進行審查作業，藉此了解前一

年度獎補助款支用之實際情形，及檢視各校是

否確實遵行相關法令辦理相關業務。

2.2020年執行成果

109年度辦理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學校共計

40校，書審階段為2020年7月，實地訪視階段

為2020年10至11月。為利學校明瞭整體審查

作業內容，俾利後續審查作業之執行，因應

疫情影響，取消原訂今年5月召開之學校說明

會，改以提供會議資料電子檔形式辦理。各校

審查資料經審查委員說明會、書面審查、實地

訪視及審查結果會議後，教育部針對違反經費

使用原則之案件函文學校，受函文學校皆已針

對相關款項完成繳回程序。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

理計畫

1.機制與特色

教育部於2018年度起推動「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以「連結在地、接軌國際及迎向未

來」為主軸，「落實教學創新」、「提升高教

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及「善盡社會責

任」為目標，整體計畫分為「第一部分：全面

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維護

學生平等受教權）、「第二部分：協助大學追

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強化國家

國際競爭力），以及挹注大學關懷在地及弱勢

學生扶助。為建立有品質之書面審查與實地訪

評等事宜，以及了解各校執行成效與績效管

考，爰委託本會辦理本計畫，俾使作業更臻完

善。

2.2020年執行成果

2020年書面審查作業經分組會議、簡報會

議、召集人共識會議及審查結果確認會議後，

教育部依據各計畫領域審查評選結果核定，其

中主冊計畫有69所一般大學，獲得全校型計

畫有4校。此外，為協助教育部了解各校計畫

推動、辦學特色、資訊公開及績效指標達成情

形，亦針對「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平臺」修

改與新增功能，利於學校填報以及各管考單位

進行資料彙整分析作業。最後，配合教育部進

行10所一般大學實地訪視作業，以維護計畫

管考機制及提升學校發展品質。

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輔

經費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

形書面審查工作計畫

1.機制與特色

為簡化各項訪視及評鑑，落實大學自主管

理並減少行政負擔，教育部自106年起停止辦

理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遂將原統合視導的三項主政項目整合為「教育

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教

育業務辦理情形書面審查工作計畫」，並委託

本會辦理之。執行方式為學校自我檢核及委員

書面審查，其中「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工作辦理情形」含到校視訊連線檢閱資料，以

俾了解各大專校院的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推動

與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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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頂尖人才，教育部自107年規劃藉由提供

符合國際競爭之薪資待遇，吸引國際人才來臺

任教，讓國際人才之學術能量在臺灣學術環境

扎根，並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國際影響力。

2.2020年執行成果

109年度審查作業經召集人會議、領域會議

及決審會議後，教育部依各領域審查結果核

定，共計申請件數98件，通過43件，相關資

訊如教育部公告。此外，為協助教育部及國

外學者了解計畫內容、申請資格、審查方式

及績效成果之公開，亦完成「玉山學者計畫

入口網頁及管考平臺」之功能設計與資料庫建

置。

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

審查作業

1.機制與特色

教育部為辦理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之認

可，訂定《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審

查作業原則》，並特設教育部國內外專業評鑑

機構認可小組，符合⑴具有明確之專業性評鑑

機制；⑵過去三年內有評鑑高等教育機構或相

關系所（科）、學程之事實之基本條件的國內

專業評鑑機構，得申請認可。

2.2020年執行成果

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及中華工程教育學

會其認可效期至109年5月止，於109年3月提

出申請，辦理審查作業，5月中召開國內外專

業評鑑機構認可小組會議進行審議，於109年

5月底公告與函知認可結果。

2.2020年執行成果

書面審查結果分為「通過」及「待改進」，109

年度共計審查38校，其中特殊教育項目有4校

「待改進」，學輔經費全數通過，性別平等教育

有5校「待改進」。最終審查結果將由教育部主

政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藉此協助大專校院精

進辦學品質及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健全發展。

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

作評鑑實施計畫

1.機制與特色

依據《學生輔導法》規定「學校應定期辦

理輔導工作自我評鑑，落實對學生輔導工作

之績效責任。」教育部爰自107年度起委託本

會辦理「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

鑑實施計畫（含實地訪視）」，藉以督導學校

建置輔導專責單位、增置專業輔導人力及編列

學生輔導工作經費，完備學生輔導三級體制、

強化學校輔導網絡合作，提升教育人員輔導知

能。主管機關亦能透過檢視學校實務推動工作

情形及問題，了解學校推動輔導工作績效，並

吸取績優學校之經驗，對成效不佳學校輔導改

進，並落實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作。

2.2020年執行成果

108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

作評鑑實施計畫執行期程自2019年4月1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止，係承接107年度計畫，針對

前次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之

學校進行書面審查，追蹤評鑑結果中缺點與建

議之改善情形，共計審查全國大專校院84校。

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

尖人才實施計畫

1.機制與特色

為協助各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學校）延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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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教育部於2017年宣布不再辦理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以下簡稱系所評

鑑），有關系所評鑑回歸各校專業發展自行規

劃，請學校基於大學自主與自我課責，在有

「其他確保教學品質機制」之前提下，可選擇

不再辦理系所評鑑；有需求者請自行洽評鑑機

構辦理。學校自行付費辦理系所評鑑的方式有

兩種，分別為：⑴請外部評鑑機構辦理評鑑；

⑵學校自評後，再由本會認定結果。基於上述

說明，本會於2017年著手規劃大專校院委託

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實施計畫與大專校院自辦品

質保證認定實施計畫。

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實施計畫

1.機制與特色

本品保項目之設計，主要依據「落實學習

本位，型塑品保文化」之理念，並參酌國內外

評鑑實務後，結合品質保證循環圈之計畫、執

行、檢核、行動概念，協助系所檢視在「系所

發展、經營及改善」、「教師與教學」，以及

「學生與學習」三大面向之作法與成果。三大

品保項目下所列為核心指標，屬共同必須訪視

部分。申請單位得採下列三種方式之一種或多

種併用方式：⑴在各核心指標下呈現特色；⑵

在各評鑑項目核心指標之外，可自訂特色指

標；⑶新增特色評鑑項目，並自訂指標。

2.訪視對象與期程

2020年進行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之訪視

學校共計14所，上半年為8所學校共計130個

受訪單位，學校包括大同大學、中原大學、仁

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實踐大學、輔仁大學、

馬偕醫學院、逢甲大學、義守大學，訪視期程

為2020年5月13日至6月9日；下半年為6所學

校共計128個受訪單位，學校包括實踐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東華大學、世新大學、中

自願性評鑑業務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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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訪視期

程為2020年11月12日至12月8日。

3.認可結果

有關認可結果之處理，係以申請單位授予

之副學士、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為單位，認

可結果以六年為一週期，分為「通過－效期6

年」、「通過－效期3年」及「重新審查」三

種。

2020年度上半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結果已於2020年8月31日公告結果，130個

受訪單位共計204個受訪學位，「通過－效

期6年」占89.71%，「通過－效期3年」占

9.31%，「重新審查」占0.98%。2020年度下

半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結果預計於2021

年3月公布結果。

大專校院自辦品質保證認定實施

計畫

本計畫為協助學校依其特性與需求，落實

其系（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質保證（以

下簡稱自辦品保），將分階段辦理自辦品保機

制與自辦品保結果認定。

1.機制與特色

⑴自辦品保機制認定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機制之認定係以學校為

單位進行自辦品保機制審查。自辦品保機制認

定作業旨在審查學校是否訂定自辦品保機制實

施計畫，並依據審核項目之規定，制訂相關程

序與辦法。學校應提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

畫，作為自辦品保機制認定主要之依據。

⑵自辦品保結果認定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之認定係以各系

（科）、所或學位學程為單位進行自辦品保結

果審查。自辦品保結果認定作業旨在審查系

（科）、所或學位學程是否依據學校自辦品保

機制實施計畫，辦理自辦品保作業，並依據檢

核項目之規定呈現自辦品保結果。

2.自辦品保認定對象與期程

2020年3月至6月第1期進行自辦品保機制認

定審查學校為中國醫藥大學、玄奘大學、東海

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國立聯合大學等7校；進行自辦品保

結果認定審查學校有弘光科技大學、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等2校。於2020年9月至12月進行自

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學校為東吳大學、國立中

央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等6校。

3.自辦品保機制認定結果

自辦品保機制認定結果之處理，將針對申

請學校給予「認定」或「未獲認定」二種結

果。自辦品保機制獲認定後，學校可依其辦理

自辦品保相關作業，並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

告」進行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

2020年第1期7所學校的自辦品保機制認定

審查結果皆為「認定」。

4.自辦品保結果認定結果

自辦品保結果認定結果之處理，將針對各

系（科）、所或學位學程給予「認定」或「未

獲認定」二種結果。

2020年第1期共有2所學校共29個系所單位

其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結果皆為「認定」；

2020年第2期共有6所學校共209個系所單位其

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皆為「認定」。

醫學教育品質認證實施計畫

教育部自2017年宣布回歸學校專業發展，

系所教育品質的確保改為自願型評鑑，由各校

自行決定各系所教育品質保證之辦理方式。然

而不能忽視的是國際間對專業教育學程（如工



2
0
2
0
年
報

16

程、醫學等）畢業生未來執業和考照資歷之高

度要求。因此，為符應全球對醫療專業水平的

高度重視，經2017年5月17日第63次全國公私

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決議：「同意醫評會持續

辦理臺灣各醫學系之評鑑工作，作為醫學教育

品質保證之依據。」

基於上述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之

決議與共識，醫評會將持續辦理全國醫學系之

認證，並於2020年1月公布醫學教育品質認證

實施計畫，計畫內容包括認證方式、作業時

程、申請單位自我評鑑資料、認證準則與項

目，以及認證結果。2020年申請單位包括：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全面訪視）、輔仁大學醫

學系（全面訪視）、長庚大學醫學系（全面訪

視），以及義守大學醫學系（新設立醫學系訪

視）。然，因應COVID-19疫情，原訂2020年

之訪視延期至2021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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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機制

1.大專校院評鑑及品質保證事務

為保障受評學校之權益，本會邀聘9位具有

法律或教育評鑑專長之專家學者組成「申訴評

議委員會」，處理受評學校申訴案件之審議。

受評學校可以針對「違反程序」或「不符事

實」的部分提出申訴。申評會自收到申訴書之

次日起30日內召開委員會議，就本會評鑑過

程是否違反程序，或評鑑結果所載之事項是否

不符事實進行評議。

申訴評議結果分為「申訴不受理」、「申

訴有理由」或「申訴駁回」三種，於召開申評

會後4個月內完成申訴評議決定並作成「申訴

評議書」。評議書中須載明申訴評議決定、事

實經過及訴辯意旨、評議理由，由本會函送申

訴學校。

評
鑑
救
濟
制
度
執
行
概
況

評鑑救濟制度執行概況

2.醫學院評鑑

醫評會訂定「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規則」，組成「醫學院評鑑

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申訴案件之審議。受

評單位可以針對「違反程序」或「不符事實」

之申訴事由提出申訴。申評會自收到申訴書次

日起30日內召開申評委員會議進行評議，於

召開申評會後作成「申訴評議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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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研究

1. 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

畫規劃案（II）

本研究旨在規劃第三週期校務評鑑實施方

式與指標內容，重點將著重在以賦權增能模式

規劃、研擬評鑑分類作法、呈現評鑑效果與協

助學校自我品保文化建立等項。此外，在指標

架構上從確保有效的校務治理與經營、評估學

術、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效，以及社會責任

與未來發展之作法與成效等大學校院品質持續

精進之關鍵項目來研擬，其研究結果將作為第

三週期校務評鑑實施之參酌。

2. 自辦品質保證認定計畫課程發展與

研習模式之研究

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法與專家諮詢等方

式，研發自辦品質保證認定之委員研習課程教

材、手冊與研習模式，並辦理自辦品質保證認

定之委員說明會。同時，研發自願性評鑑共同

性課程，作為本會後續研發相關研習課程之參

考。

3. 從國際觀點評估臺灣高等教育學生

學習成效指標之研究：政策運用、

專業發展與品質保證

近年來，高等教育機構、品保機構、業界

雇主和政府皆越來越重視學生學習成果，因學

生自高等教育機構畢業後，勢必將進入勞動力

市場，而學習成效則與職場必備的素養與能力

相關。因此各國開始透過明確的學生學習成效

描述，界定各階段，學生應具有的知識、技能

與能力，並且清楚界定不同專業領域所需的專

業能力為何。本研究透過檢視臺灣高等教育之

學生學習成效在專業領域教學上的應用，探討

臺灣高等教育品質保證之應用學習成效指標與

研究與培訓業務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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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之可行性。並透過參考亞太地區重要國家

在高教品保實行學生學習成效之經驗，以文獻

資料比較之方式，探討臺灣高教品保機制在發

展學生學習成效描述後之挑戰。此外，本研究

透過與高等教育互動關係人深入對談，使臺灣

高教品保指標之學生學習成效應用能更趨完

整，並呼應不同相關群體之需求。

4. 高等教育全球趨勢、品質保證與展

望之研究

高等教育一直為我國整體政策與發展之核

心，近十年來，臺灣面臨少子化、全球人才競

爭白熱化及教育商業及市場化等挑戰。放眼亞

洲，由於地理、文化及經濟因素等的影響，因

此各國的國家總體發展易面臨相似的挑戰。因

此本研究透過廣透過分析中國大陸、日本、南

韓、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臺灣等6個國家之高

等教育現況，了解整體亞洲在高等教育上的品

質保證政策變革、挑戰與展望。此外，本研究

亦以多面向與多元的觀點探究上述6個國家在

高等教育追求高等教育機構卓越性、人才培育

及推動社會流動等三大面向之政策推動，比較

與分析亞洲主要國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之制定、

發展及挑戰，以更加了解目前亞洲主要國家高

等教育發展的脈絡及現今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

議題，提供臺灣高等教育政策擬定、未來發展

規劃及展望之參考。

評鑑人員研習

評鑑專業是維繫評鑑機制公信力的基石，

為促進我國高等教育評鑑機制之專業化，評鑑

委員應接受專業培訓以增進評鑑專業。

1.委員行前會議

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在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之委員行前會議

中，本會針對訪視流程、品保項目、核心指標

及檢核重點進行說明，以確保訪視委員對於品

保項目具備一致性及專業性之認知。本會已於

2020年2、8月，針對2020年委託辦理品質保

證認可之訪視委員，辦理4場訪視委員行前會

議。

⑵自辦品質保證認定

在自辦品質保證認定說明會中，本會針對

作業期程、檢核項目內容、檢核說明及檢核參

考資料進行說明，以確保委員對於審查項目

內容具備一致性及專業性之認知。本會已於

2020年2月針對自辦品保工作小組委員辦理1

場說明會；2020年9月針對自辦品保結果審查

工作小組委員辦理1場說明會。

2.委員專業研習課程

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為確保訪視委員之專業性，本會陸續開

設專業研習課程，規劃與訪視相關之「評鑑

倫理」、「評鑑資料的引證」等課程，截至

2020年11月底，共有308位委員完成課程之修

習。

3.委辦認可學校研習

為使申請單位了解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相關程序及作業，本會提供已申請學校1至2

次到校諮詢服務，主要說明實施計畫之品保項

目及指標內容、認可準備期程、訪視資料準

備、實地訪視流程、大學自我評鑑與自評報告

撰寫實務評析等，並就各申請單位之意見與問

題，進行回應及交流。截至2020年11月共計

辦理14校共14場次到校諮詢服務。

4.自辦認定學校研習

為確保申請自辦品保認定學校人員皆能充

分了解自辦品保結果認定的程序與辦理重點，

本會於2020年辦理5場「自辦理品質保證認定

結果審查說明會」，共計8校385位學校代表

人員出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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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與出版業務執行成果

學術研討與國際交流

1.舉辦「15周年系列活動」

2020年為高教評鑑中心成立15周年，在

COVID-19疫情重創全球高等教育體系之際，

特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國際品保機構及大專

校院校長分享與經驗交流，探討在後疫情時

代下高等教育之創新與轉型。本會於2020年

10月21日至23日以「國際研討會、國際線上

論壇與高等教育論壇」開啟為期三日之系列活

動，為高教評鑑中心成立15周年揭開序幕。

首（21）日國際研討會主題訂為「COVID-19

疫情後重塑高等教育及品質保證：影響、挑戰

與未來展望」（Reimagin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after COVID-19: Impacts,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邀請美

國遠距教育認證委員會（Dista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uncil, DEAC）執行長Dr. Leah 

K. Matthews、全球高等教育專家暨前世界銀

行（World Bank）高等教育組顧問Dr. Jamil 

S a l m i、國際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網絡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理事

長Dr. Susanna Karakhanyan及國立成功大學蘇

慧貞校長擔任專題講者，同時邀請考試院黃榮

村院長、教育部代表、高教及品保領域學者

專家齊聚一堂，針對COVID-19對全球高等教

育、品質保證之影響進行對話交流。本次國際

研討會也結合發表國內第一本針對臺灣高教

Springer英文專書《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Glob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Trends》，邀集主編與作者群分享專書章節內

容，展現臺灣高教之發展能量。

次（22）日辦理國際線上論壇「Regional 

Forum: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Quality 

Assurance in Asia´s Higher Education」，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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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印尼國家高等教育認可機構（Nat iona l 

Accreditation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BAN-PT）Prof. T. Chan Basaruddin、馬來西

亞學術資格鑑定局（Malaysia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政策與技能發展部資深主管Mr. 

Mohamad Dzafir Mustafa及高教評鑑中心侯永

琪執行長代表臺灣，探討COVID-19疫情期間

亞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所扮演之角色與面

對疫情挑戰之可行方針。

第三（23）日舉辦高等教育論壇，以「臺灣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蛻變與發展」為主題，邀

請本會歷任董事、執行長針對臺灣高等教育與

高教評鑑之發展脈絡，進行系列探討與回顧，

以多元交流、對話之方式，相互激盪對臺灣高

教未來發展之觀點與展望。

2. 通過INQAAHE GGP優良實務準則認

可

本會自2007年加INQAAHE後，便致力於與

國際組織交流，促使臺灣高等教育在國際上

更受肯定。此外，透過申請並通過INQAAHE 

GGP（Guidelines of Good Practice）認可，本

會將更能夠有效檢視我國現行品保機制、檢視

自我內部品保機制，並提升整體機構之發展，

以進一步保障高等教育之品質與未來，成為我

國高等教育機構有力之後盾。

鑒於此目標，本會於108年向教育部提出專

案計畫申請，並依據申請認可程序，本會組織

計畫工作小組、定期召開工作會議確認工作方

向與進度、蒐集資料以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邀集國際品保機構專家學者進行專家諮詢與意

見回饋。經本會同仁彙整撰稿、工作小組修

正、外部編譯、編譯後校對、主管審閱修訂

後，於2020年1月提交自評告報至INQAAHE。

並於2020年10月5日至8日INQAAHE GGP認可

審議小組至本會進行為期四天之訪視。受疫情

影響，本次訪視採線上方式進行，邀請教育部

代表、本會董事會成員、本會相關同仁、學界

代表、業界代表、學生代表等人參加訪談。

本會於2020年12月收到INQAAHE回覆之結

果報告並獲得INQAAHE GGP最高效期五年之

認可。通過GGP認可同時代表本會在實務上

出色之表現，也代表其內部品質保證制度以及

管理制度皆已相當完備，品保文化已深植於機

構之所有層面，擁有永續（sustainability）經

營之特色。 

3. 通過印尼政府認可並陸續辦理印尼

大學境外評鑑

自前（107）年起，本會積極強化與印尼

BAN-PT之合作，雙方透過「臺灣與印尼高等

教育品保制度之比較分析」之研究，促成臺灣

與印尼學生流動及建立跨境教育聯合品保模

式。依印尼教育部2020年2月公告之公文（編

號Nomor 83/P/2020），本會正式被列為該國

教育部認可之國際品保機構之一，積極開展境

外評鑑事宜，透過專業化、透明化之評鑑標準

與實施程序，展現臺灣高教品質保證之專業與

能量，開創臺灣高教品保的新紀元。

自109年度起，已有12所印尼大學、1所

俄羅斯大學、1所宏都拉斯大學、1所澳門新

成立大學洽詢本會境外評鑑辦理事宜。截至

目前，本會承接Bina Nusantara University與

Universitas Jambi 2所印尼大學，共6系所之境

外評鑑及專業課程培訓業務，期盼臺灣與印尼

高教品保制度之專業及國際合作模式成為亞洲

教育發展之典範。

4.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為促進臺灣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訓，本會每

年持續參與及支持重要國際品保組織組織，如

INQAAHE、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美國認可審議國際品質群

組（CHEA International Quality Group, CIQG）

及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並成為正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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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積極與國內外專業組織與品保機構交流、

文章投稿及學術研究，在本會執行長帶領下，

亦協助APQN和INQAAHE推動亞太區域高等教

育研究工作，持續加強多邊交流與互動，對本

會未來發展方向有所裨益。

2020年由於受到COVID-19的影響，各國際

品保組織年會皆以線上方式進行，並邀請本

會主管及同仁參與。APQN於7月27日召開線

上論壇，以「Influence of COVID-19 on Quality 

Assurance: The new normal of Higher Education 

4.0」為題，本會為協辦機構，並由呂依蓉

助理研究員代表擔任主持人及講者，分享主

題為「Innovations in HE Accreditation in an Era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INQAAHE於9月

28日至10月1日召開線上論壇，以「Quality, 

Competenci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How to 

be Fit for Generation Z Employability」為題；

APQN與澳門理工學院於11月25至26日舉辦線

上國際研討會。

此外，本會侯永琪執行長於2020年7月受

INQAAHE理事會選舉提名，最高票獲選為全

球INQAAHE副理事長。在其他品保組織的參

與中，本會呂依蓉助理研究員擔任APQN理

事、本會胡德樂專員擔任INQAAHE GGP專

員。本會主管與同仁對於國際品保參與不虞餘

力，發揮本會在國際品保的影響力。

表四 2020年國際交流一覽表

日    期 國    家 活動與交流

1 7月27日 臺灣 參加「亞太品質網絡」（APQN）線上論壇

2 9月28日至10月1日 莫斯科 參加國際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網絡（INQAAHE）線上論壇

3 11月25日至11月26日 澳門 APQN與澳門理工學院合作舉辦線上國際研討會

出版與傳播

1.評鑑雙月刊

《評鑑雙月刊》於2006年5月15日創刊，由

本會出版發行，為國內第一份以「大學評鑑」為

主題的專業期刊，2014年起並與中華工程教育

學會（IEET）、臺灣評鑑協會（TWAEA）簽署合作

備忘錄，啟動本會發行、IEET協同發行、台評會

贊助發行的合作模式，並邀請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管理科學學會（ACCBE）及臺灣醫學院評鑑委

員會（TMAC）共同參與，將《評鑑雙月刊》擴大

轉型為國內高等教育品保機構共同發聲與分享

資訊的知識平台，在內容規劃及版面呈現上也

更多元化，擴大關注高教評鑑、認證、品質保證

領域的重要議題；同時設立高中職專欄，盼將大

學與高中職相互鏈結。近年更走向國際，報導各

國評鑑機構動態與國際評鑑新知，希望能為國

內高教環境注入更多新知。

《評鑑雙月刊》至2 0 2 0年底已發行8 8

期，每期除紙本期刊外，亦以數位化方式將

內容置於評鑑雙月刊網站，方便全球讀者於

網站上瀏覽，網址為https://www.heeact.edu.

tw/1151/1165/43078。本會並於每期出刊時

同步寄發電子報，讀者可上網免費訂閱。

2. 高教評鑑與發展期刊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為拓展國際視野與知識圈、蒐集及推廣高

等教育評鑑及品質保證相關趨勢資訊，本會

自2016年起將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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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HEED）改為全英文專刊；為提

高曝光率與知名度，HEED需要一國際化與學

術領域高度相符之平台，本會遂於2017年與

國際出版社Emerald Publishing合作出版電子期

刊，透過線上免費使用（open access），並由

專家專業知識排版、網路出版、龐大的知識領

域及作者、讀者圈，使HEED期刊在教育領域

裡打出知名度。

本會於2020年8月推出第14卷1期，共計3篇有

關高等教育與發展的文章，讀者可透過Emerald 

Insight免費下載：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loi/heed。作者也有機會將文章線上投審稿系

統，投稿至本期刊：https://mc.manuscriptcentral.

com/heed。更多相關資訊，請前往期刊網

頁：http://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

services/publishing/heed/index.htm

3.專書

為更加提升臺灣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能見

度，本會邀請我國高等教育各領域之專家學者

以「高等教育研究專書：臺灣高等教育－全

球趨勢、政策發展、社會脈動與未來展望」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Glob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Trends）為題，

以歷史、政策、教育、社會文化等角度，共同

討論並撰寫臺灣高等教育之挑戰、發展與展

望。透過與施普林格（Springer Publication）國

際知名出版社簽訂合約，並於2020年12月出

版，期盼使國際高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學者、專

家以及相關互動關係人能更加認識臺灣高等教

育。

4.Newsletter

為接軌國際並使國內相關互動關係人、大

專院校更加了解臺灣高等教育之發展與現況，

本會發行英文Newsletter，以英文撰寫、一年

兩期，提供讀者了解本會最新消息以及最新

國際品質保證趨勢。2020年Newsletter已於1

月、6月、12月發行，期透過豐富多元之高教

品保相關文章，增加大眾對於相關議題之了解

並為未來推動及執行相關品保政策之參考依

據。

5.年報

中英文年報揭露本會組織運作及業務內

容，以落實評鑑資訊透明化的宗旨，也使外界

與國際人士得以透過年報，更加了解國內高等

教育專業評鑑認證機構的運作情形。

表五 評鑑雙月刊2020年各期主題

期數 發行月份 主題

83 2020.1 教學實踐研究實務

84 2020.3 高教深耕實務

85 2020.5 技職高教深耕實務

86 2020.7 高等教育防疫實務

87 2020.9 自主性系所品保實務

88 2020.11 新冠疫情下的高教與高教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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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品質保證業務執行成果

會計師查核簽證

本會自成立以來，即逐步建立內部控制及

會計制度，各項計畫之執行均以審慎嚴謹之態

度完成任務。2020年2月8至9日由本會委託之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至本會查核108年度財

務報表及各項會計紀錄，並於2020年3月初召

開監察人會議，審查本會財務執行結果是否依

法令規定辦理，以健全財務管理制度。

ISO認證稽核

本會積極推動行政品質保證制度之標準作

業流程（ISO），2020年9月通過ISO9001: 2015

及ISO27001: 2013之重新驗證，ISO9001: 2015

（品質）驗證範圍為「大專校院評鑑行政作

業管理及服務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s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 I SO27001:  2013（資訊安全）驗證

範圍為「資訊機房、辦公環境暨評鑑行政

作業相關之資通安全管理活動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related to server room, office 

environment and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期能達到滿足顧客

（包括政府機構、大專校院、評鑑委員、學生、

家長與社會民眾）需求之品質目標，並且協助組

織持續改善、完成專業品保組織之發展任務。

接受國際品保認可

本會為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宜持續檢

視自身的品質保證之狀況，除了可達成與國際

接軌之目的，也能間接促使國內高等教育受到

國際認可，本會於2020年接續第二年期國際認

證準備工作，並接受 INQAAHE訪視委員進行實

地訪評。因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INQAAHE 

GGP認可委員會於10月5日至10月8日進行視訊

訪視。本會已於11月收到訪視報告初稿，認

可結果為通過並符合INQAAHE GGP之標準， 

INQAAHE已正式公告本會認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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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83期

1.3
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理計畫」主冊及全校型計畫第一階段成果

報告書暨第二階段計畫考評委員說明會

1.9-1.12

TMAC張上淳主委、楊仁宏執行長與林其和委員出席於新加坡舉辦之2020年西太平

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MEWPR）會員大會

1.22 出版英文Newsletter第二期

1.23-2.14
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理計畫」主冊計畫及全校型計畫第一階段

成果報告書暨第二階段計畫書面審查作業

2月

2.11-3.27
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理計畫」主冊計畫及全校型計畫考評委員

分組共識會議

2.12 TMAC啟動「申設醫學系評估準則暨自我評估報告格式」之修訂

2.12 辦理109年度國立政治大學自辦理品質保證認定結果審查說明會

2.16 辦理109年度自辦理品質保證認定工作小組委員說明會

2.17、2.19 辦理109年度上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訪視委員行前會議

2.20 TMAC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第1次會議

2.20-3.18
108年度下半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學門認可審議委員會」會議召開（計17學

門）

2.24
辦理109年度上半年辦理「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查核實施計畫」查核作業檢

討會議

2.25 召開第5屆第7次常務董事會議

3月

3.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84期

3.9-3.17
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理計畫」主冊計畫及全校型計畫簡報審查

會議

3.13、3.16 召開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機制認定審查會議

3.17 召開第5屆第8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

3.20 TMAC公布「申設醫學系評估準則暨自我評估報告格式」

3.25 出版《2019年年報》

3.31 108年度下半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結果公布

4月

4.6
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通知審查TMAC近

況報告的結果為「通過審查」。

4.13-5.18 進行109年度上半年專科以上學校教保員培育評鑑實地訪評

4.20-5.12 進行109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實地訪評

4.27 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理計畫」主冊計畫召集人會議

5月

5.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85期

5.5 召開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認可審議委員會

5.5-5.13 進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理計畫」主冊計畫之實地訪談

5.6-5.7 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理計畫」全校型計畫之視訊訪談

5.7-5.21 辦理2019年受評醫學系訪視報告初稿申復事宜

附錄――2020年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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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召開第5屆第8次常務董事會議

5.13-6.10 進行109年度上半年「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查核實施計畫」之實地查核

5.13-6.10 進行109年度上半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之實地訪視

5.14 TMAC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第2次會議

5.15
召開105年度下半年（延後評鑑）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

中（語）文學門認可初審小組暨認可審議會議

5.19 召開109年度第一屆專業評鑑機構認可委員會第1次會議

5.28 進行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之實地訪評

5.30 公告國內專業評鑑機構認可結果

6月

6.11 召開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機制認定審查會議

6.15 召開109年度第1期大專校院自辦品保認定審查第1次會議

6.15 出版HEED第14期第1卷

6.20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第57次委員會議審議申復與認證結果

6.29 公告109年度第1期自辦品保認定結果

6.30 公布105年度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之延後評鑑結果

6.30
辦理108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審查

委員說明會

7月

7.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86期

7.4 TMAC公布2019年醫學教育品質認證結果

7.6-7.29
辦理108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書面

審查作業

7.9 TMAC召開「國立中山大學申請設立醫學系」評估會議

7.10 TMAC召開「國立清華大學申請設立醫學系」評估會議

7.13
TMAC召開「國立中興大學申請設立醫學系」、「元智大學申請設立醫學系」評估

會議

7.13 出版英文Newsletter第三期

7.17-8.17
109年度上半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學門認可審議委員會」會議召開（計16學

門）

7.22 臨時常務董事會議

7.27 參加2020年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年度會議及會員大會

8月

8.17-8.18 辦理109年度下半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訪視委員行前會議

8.18 臨時董事會議

8.21 辦理109年度國立成功大學自辦理品質保證認定結果審查說明會

8.24 TMAC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第3次會議

8.24-8.25 TMAC召開委員會議審議申請設立醫學系之評估報告

8.31 109年度上半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結果公布

9月

9.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87期

9.3 辦理109年度自辦理品質保證認定結果審查工作小組委員說明會

9.9
辦理109年度下半年辦理「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查核實施計畫」查核作業學

校說明會

9.9 檢送109年度申請設立醫學系之評估報告予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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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10 辦理109年度國立中山大學自辦理品質保證認定結果審查說明會

9.22
辦理109年度下半年辦理「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查核實施計畫」查核作業委

員說明會

9.24 辦理109年度自辦理品質保證認定結果審查說明會-中部場次

9.25 108年度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6月機制認定審查會議

9.25 召開第5屆第10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

9.28-10.1
參加2020年「國際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年度會議及會員大會

10月

10.5-10.8 INQAAHE GGP 線上訪視

10.7-11.5
辦理108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實地

訪視作業

10.21-10.23 2020年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十五周年國際研討會系列活動

10.22-12.31 進行109年度下半年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幼兒園教保員培育評鑑實地訪評

10.23-11.4 進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之品質管理計畫」主冊計畫之實地訪視

10.26-12.31 進行109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實地訪評

10.30-12.18 進行109年度下半年「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查核實施計畫」之實地查核

11月

11.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88期

11.3 TMAC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第4次會議

11.5 辦理109年度自辦理品質保證認定結果審查說明會-新竹場次

11.12-12.18 進行109年度下半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之實地訪視

11.12-12.19 進行107年度下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之實地訪評

11.25-11.26 APQN與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線上國際研討會

11.27 109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會議

11.30 召開第5屆第9次常務董事會議

11.30 TMAC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出版

12月

12.2 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追蹤評鑑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會議

12.14 召開109年度第2期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會議

12.23
辦理108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結果

會議

12.25 召開第5屆第11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

12.29 公告109年度第2期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結果

12.31 公告109年度上半年師資培育評鑑評鑑結果

12.31 公告109年度上半年教保員培育評鑑評鑑結果

12.31

出版Springer英文專書「高等教育研究專書：臺灣高等教育－全球趨勢、政策發

展、社會脈動與未來展望」（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Glob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Trends）

12.31 公告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追蹤評鑑評鑑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