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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序

2014年對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本身，以及規模與影響更大的本國總體高教評鑑，都

有好幾項深具意義的改變。

首先在高教評鑑中心的組織調整上，成立八年的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

（TNAC）已經成功地完成階段性任務，期間共有36所設有護理科、系、所的學校曾經

接受過TNAC評鑑，有效協助我國護理教育逐步建立自我品保機制。另外，高教評鑑中

心第三屆董事會於8月1日起，交由第四屆董事會接棒繼續努力。

在業務執行方面，則配合大學自辦外部評鑑政策的推動，以及高教環境因少子女化

所發生的重大變局，高教評鑑中心的工作必須做較大幅度之調整。除了在系所評鑑上重

新調整評鑑項目與指標之外，更鼓勵受評系所展現自我特色。評鑑中心還擴大業務範

圍，承接多項與大學品質保證有關的教育部委辦計畫，包括大學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

查、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方案，以及私校獎補助訪視等項，

以因應高教大環境的變化趨勢，並協助學校在功能轉型上做好準備。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內深耕九年之後，評鑑中心在2014年接受澳門理工學院的邀

請與委託，前往評鑑該校「音樂學士學位課程」，創下國內評鑑機構辦理「境外評鑑」

的先例；目前並已另與俄羅斯對口評鑑機構簽訂合作評鑑的備忘錄以及具體評鑑學門。

這些作為表示臺灣的高等教育品保制度已受國際肯定，並開啟了高教評鑑中心跨足海

外，前往更多國家評鑑當地大學的新契機，真正朝國際接軌之路邁進。另外，評鑑中心

的英文學術期刊《高教評鑑與發展》（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已在2014年正式成為亞太地區最大高教品保組織「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的會員刊物，亦使評鑑中心的國際能見度更上一層樓。

為了深化研究功能，高教評鑑中心除了擔綱最重要的第一線評鑑任務之外，亦執行

多項專案研究計畫，以引領我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發展更臻完善，也藉此機會發揮

民間教育智庫之功能，在此高教環境大幅動盪之下，期望在國家高教政策之規劃與推

動上，提供具體有效之建議。凡此種種，都是2014年高教評鑑中心所面臨的變動與調

整，這些具體作為更將成為2015年工作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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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大學法第5條第2項規定，教育部於2005年與各大學共同籌組成立「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專責辦理大學評鑑工作，並接受委

託定期辦理大學校院系所及校務評鑑，對外公告評鑑結果。

本會自2005年辦理教育部委託之大學評鑑業務以來，自2006年至2010年辦理第

一週期系所評鑑、2011年辦理校務評鑑、自2012年起接續辦理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此

外，亦培訓本會評鑑人力，同時積極宣導評鑑相關資訊予大學校院，以提升我國高等教

育評鑑水準，建立正確的評鑑觀念與共識。

本會並分析國內外評鑑相關議題進行探究，協助建構適切的評鑑指標與評鑑機制，

作為高等教育評鑑政策改革之參據。為了解國際高等教育評鑑發展趨勢，本會積極參與

國際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組織與活動，輸出臺灣高等教育的經驗，借鑑國外高教評鑑成功

經驗，提升我國高等教育與國際接軌之機會。

成立背景

本
會秉持「公正、專業、邁向卓越」的願景，加強評鑑專業知能，協助我國高等

教育品質邁向卓越。

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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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與人員

本
會2014年之業務執行人員，包含執行長1人、處長1人、研究人員2人、品保專

員22人、專案助理6人、行政專員6人，佐理員及行政助理共5人，承辦本會品

質保證處及綜合業務處之業務；另「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置有主任委員1人、執行長1

人、執行秘書1人、管理師2人。本會合計48人。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

董事會及監察人

本會第三屆董事與監察人任期於2014年7月31日屆滿，經召開第四屆董事會第一

次會議，推選前教育部長、現任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黃榮村講座

教授，自2014年8月1日起接任第四屆董事長，李天任董事、張家宜董事、黃榮村董

事、楊朝祥董事和林聰明董事擔任常務董事。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組織架構圖圖一 HEEACT

監察人董事會

董事長

諮詢委員會 申訴評議委員會

執行長

綜合業務處 品質保證處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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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董事會共有17名董事，由教育部代表、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代表、私立大學

校院協進會代表、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代表和專家學者等共同組成，任期四年。董

事會置監察人3名，由政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代表組成，任期亦為四年。董事會負董

事長推選、執行長選聘及解職之責，並掌理基金之籌措管理及運用、重要規章之審核、

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業務計畫之審核及其推行之監督等事宜；監察人負責掌理

基金、存款之稽核，財務狀況之監督，及決算表冊之查核等事宜。

第四屆董事會及監察人名單如表一。

身分 姓名 性別 現職 代表類別

董

事

李彥儀 女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
教育部指派代表

黃雯玲 女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

賀陳弘 男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機關代表－－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楊弘敦 男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李天任 男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機關代表－－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張家宜 女 淡江大學校長

葛自祥 男 龍華科技大學校長 機關代表－－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

進會龔瑞璋 男 正修科技大學校長

林聰明 男 南華大學校長

專家學者

陳瓊花 女

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講座教

授兼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

術學系教授

黃榮村

（董事長）
男

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

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楊朝祥 男 佛光大學校長

鄭光甫 男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兼生物統計中心主任

鍾聿琳 女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座教授

蘇慧貞 女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黃茂雄 男 東元集團會長
產業界代表

黃崇仁 男 力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監

察

人

黃永傳 男 教育部會計處處長 政府機關代表

周玲臺 女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專家學者－－會計

林秋琴 女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人 專家學者－－法律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第四屆董事及監察人名單表一 HEEACT

註：名單基準日為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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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評議委員會

為辦理受評學校申訴案件之評議，依大學評鑑辦法第６條第10款訂定「大學校院

評鑑申訴評議準則」，邀聘9位具有法律或教育評鑑專長之大學教師或社會公正人士，

組成「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申訴案件之審議。

第四屆申訴評議委員會共有9位委員，名單如表二。

姓  名 現  職

馬信行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吳明清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退休教授

胡俊弘 臺北醫學大學拇山綠杏講座教授

陳榮隆 輔仁大學行政副校長

陳麗欣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郭介恒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游保杉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

廖美玉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蔡明誠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第四屆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名單表二 HEEACT

註：名單基準日為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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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前任王如哲執行長於2014年7月31日

任期屆滿，第四屆董事會通過選任並提報

教育部同意後，遴聘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江東亮教授接任執行長，綜理本會

業務。

綜合業務處

處長由江東亮執行長兼代，綜理人事、總務文書、會計、出納、資訊服務、出

版、公關傳播、國際交流等事宜。另聘請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侯永琪教

授、東吳大學法律系成永裕副教授等二人，擔任本會兼任研究員，分別協助國際交流

與法律相關諮詢事務。

品質保證處

處長由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蘇錦麗教授擔任，綜理各項評鑑業

務之規劃與執行等事宜。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醫評會）乃依

據評鑑規劃委員會於1999年8月25日所訂定之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組織而成，初期

暫時設立於國家衛生研究院，2006年1月1日改隸

本會，但仍維持其獨立運作之特性，以符醫學教育

之特殊性及國際接軌趨勢。

醫評會之英文名定為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簡稱TMAC），對外

進行國際接觸與聯繫，其委員會之功能約略等於美國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LCME）或澳洲醫學委員會（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AMC）。其主要職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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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現　職

賴其萬
TMAC主委

和信醫院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講座教授　　

林其和
TMAC執行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教授　　

方基存 長庚大學醫學系主任

宋維村 天主教若瑟醫院首席顧問

邱鐵雄 慈濟大學藥理暨毒理學研究所教授

林秀娟 奇美醫院講座教授

陳定信 臺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教授

鄒國英 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陳震寰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醫學教育中心主任

劉克明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教授

黃俊傑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楊仁宏 慈濟大學醫學院院長

羅竹芳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院長

醫評會第五屆委員名單表三 HEEACT

註：名單基準日為2014年12月31日。

1. 研擬及定期改進評鑑程序及標準，並執行評鑑訪視及報告撰寫。

2. 確保醫學院畢業生可為病人提供水準以上的醫療服務。

3. 確保醫學教育水準隨時代進步而繼續提升。

4. 與國際醫學院評鑑機構保持密切聯繫與合作。

5. 其他所有有關醫學院評鑑相關事項。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由委員互選產生，擔任會議召集人及會議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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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評鑑會務推動。委

員會設2位資深管理師及1位執行秘書等3位行政人員，協助主任委員統籌評鑑相關事

宜、文書處理、委員會運作、評鑑制度及程序訂定，以及與外界及國外醫學教育與評鑑

組織之聯繫交流等相關工作。醫評會委員任期三年，任期屆滿，至少改選三分之一組成

新委員會。現任（第五屆）委員會成員如表三。



13

20142014

13

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

有鑑於護理教育的專業性及特殊性，並為促進護理學系（科）辦學品質，教育部於

2006年5月成立「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簡稱「護評會」或TNAC，評鑑對象包括

隸屬於教育部高教司的一般大學護理學系，以及隸屬於教育部技職司的科技大學、技術

學院與專科學校的護理科、系，為臺灣第一個評鑑對象橫跨高教司與技職司的教育評鑑

組織。

教育部鑑於護評會

已完成階段性任務，遂

於2014年7月結束護評

會的運作，護評會正式

走 入 歷 史 。 在 此 八 年

中，全臺灣40所設有護

理科系所的學校已有36

校接受過TNAC評鑑。

在TNAC成立之前，臺灣護理教育界對於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之辦學目標、培

育目標，以及學生應具備的核心素養與能力未完全釐清，更遑論共識。TNAC成立後，

確立臺灣護理基礎教育之專業核心價值，統整我國護理教育標準，釐清大學、碩士班與

博士班各階段之培育目標，並藉由評鑑的執行，逐漸改善以往各護理學科、系、所各行

其是的情況。

此外，TNAC評鑑目的在於透過同儕客觀評估（peer review），作為提升護理教

育品質之依據，藉此激勵各護理學系（所）建立組織內部自我治理（自理）（self-

governance）機制。故藉由TNAC評鑑的執行，各護理科系亦逐步對辦學目標與運作、課

程規劃與教學，以及教學成效等三者間，建立連結與持續檢視之機制，以達到護理教育

的持續進步。

綜觀護評會成立的八年期間，在余玉眉、戴玉慈兩位主任委員與歷屆規劃委員及全

體同仁的努力下，統合了高教與技職體系所屬的護理科系所，建立「護理教育評鑑制

度」，並統整我國護理教育標準與釐清教育目標，促進各護理科系所逐步建立組織內部

自我治理（自理）（self-governance）機制，對臺灣護理教育品質的提升具有相當程度

的貢獻，可以說是臺灣護理教育品質向上提升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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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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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評鑑機制與特色

1. 評鑑理念

本會於100年度辦理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以改善並確保教育品質為出發點，旨在確

保受評學校能找到自我定位，進而擬定校務發展計畫，落實校務治理與經營、建立自

我評鑑機制，並能蒐集相關校務發展資料加以分析檢討，擬定品質改善行動方案落實

執行，以建立一個持續性改善之品質保證機制，確保學生學習與教師學術表現之績效

責任。

評鑑項目有五大項，分別為：「學校自我定位」、「校務治理與經營」、「教學

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會責任」、「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

2. 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實地訪評

100年度上、下半年的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作業已經全面完成，79所受評大學的認可

結果並已公告周知，針對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未通過」之評鑑項目，依規

定必須於102年度接受「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由評鑑委員提出認

可結果建議案，經受評學校申復程序後，提交「認可審議委員會」進行議決，作成

「認可結果報告書」，並向本會董事會提出報告案後，提報教育部備查。

2014年執行成果

1. 評鑑對象

100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共有11校接受延後評鑑以及追蹤評鑑與再評鑑，

實地訪評作業並已於2013年底完成，2014年上半年繼續進行後續的認可程序。

2. 評鑑結果

100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之追蹤評鑑與再評鑑認可結果於2014年6月公

布，各校總計26個受評項目，認可結果全數為「通過」，比例為100%。100年度下

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延後評鑑則有3個評鑑項目「通過」、2個評鑑項目「有條件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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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評鑑機制與特色

1. 評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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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評鑑對象

通識教育受評對象係以學校整體為單位；第二週期系所

評鑑對象包含：⑴學士班，其係指日間學士班、夜間學士班（含

進修學士班與大學二年制在職專班）、學士後學士班、四年制技

術系；⑵碩士班（含設立於系所下或院級下之夜間、週末、暑

期授課之碩士在職專班）；⑶博士班；⑷各校依法設立頒授學

位之對內或對外招生學位學程，則分別依其授予學位比照大

學校院之學士班、碩士班或博士班接受評鑑。此外，軍事校院中

2所專科學校或技術學院之二專班及二技班亦納入此次評鑑。

3. 評鑑項目

本次評鑑係植基於系統化評鑑之理念，主要在協助各大學校院受評單位落實學生學

習成效評估機制，並建立自我改善機制，透過回饋資訊進行持續性品質改善。同時為與

國際評鑑實務有關學生學習成效評鑑標準之發展趨勢具有一致性，通識教育評鑑內容與

標準涵蓋：「理念、目標與特色」、「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學習資源與環境」、「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等五個評鑑項目。

在系所評鑑部分，為鼓勵各受評班制展現自我特色及減輕評鑑負擔，自103年度起

調整各評鑑項目及指標，且自103年度起適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評鑑內容與標準涵

蓋：「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學生、學習與支持系

統」、「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等五個評鑑項目。原

「參考效標」並修正為「評鑑指標」，下分「核心指標」與「特色指標」，除將指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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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38項減少至13項外，亦提供系所多元方式呈現特色，包括自訂項目及指標。103年度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評鑑項目異動如表四所示。

103年度評鑑項目 101、102年度評鑑項目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學習輔導與學習資源

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學術與專業表現

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103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評鑑項目異動對照表 HEEACT表四

4.評鑑作業與認可程序

本次評鑑作業分為前置作業、自我評鑑、

實地訪評、結果決定、後續追蹤等五個階段，

評鑑結果採認可制精神，分為「通過」、「有條

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認可結果。認可

結果經三階段審議程序（含：實地訪評小組

認可結果建議、通識教育暨學門認可初審小

組、認可審議委員會）通過，並報董事會備查

後，提報至教育部作為擬定相關政策之參據。

5.後續追蹤階段

各受評單位自評鑑結果公布後，以一年為改善期，認可結果為「通過」之項目，須

提交「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書面審核；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

過」之受評單位，除於一年改善期後須提交「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外，並須進行

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作業。

2014年執行成果

1. 實施計畫說明會

為使受評單位了解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核心精神，本會於實地訪評之前一年度皆

舉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2014年8月26日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舉辦

104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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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鑑對象

本會預計自101年度至105年度分年完成公私立大學校院、宗教研修學院、軍警校

院及空中大學等大學校院之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103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對象，共計20所大學校院。上半年計有大

同大學、真理大學、馬偕醫學院、國立高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

臺南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南大學、義守大學、實踐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

院、興國管理學院等13校接受評鑑；下半年計有法鼓文理學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玄奘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等7

校接受評鑑。

本年度除辦理103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外，亦針對101年度受評

單位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者，進行追蹤評鑑或再評鑑。101年度上

半年共計7所大學校院需進行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下半年（含暑期）則有8所大學校

院。

3. 評鑑期程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係採一所大學所有受評單位同時接受評鑑的方式進

行，103年度實地訪評之執行期間，上半年時程為2014年4月7日至5月23日；暑期時程

為2014年7月14日至7月15日；下半年時程為2014年11月17日至12月5日。

4. 評鑑結果

103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含延後評鑑），共有13校、105班制

接受評鑑，其中有2個班制不給予認可結果，僅公布實地訪評報告書；其餘103個班制

中，共有93班制認可結果為「通過」，比例為90.3%；10班制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

占9.7%。4所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評鑑則有2所學校認可通過、2所學校「有條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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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第一次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所辦理的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部分，101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追蹤評鑑共有3所大學「通過」（75％）、1所大學「有

條件通過」（25％）；101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的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則有29個班制「通

過」（90.6％）、3個班制「有條件通過」（9.4％），另有1個班制已於103學年度整

併，故僅提供改善建議，不給予認可結果。

103年度下半年與101年度下半年追蹤評鑑或再評鑑之實地訪評作業於2014年底完

成，預計於2015年6月公布結果。

評鑑機制與特色

1. 評鑑特色

醫學教育的特殊在於其

教育成果必須達到高度的專

業和最佳化，同時須與醫師

培育過程中「教、考、訓、

用」的整體脈絡聯結。醫學

院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

TMAC）的評鑑著重於醫學

教育品質在質的卓越，而此

部分極難量化，因此TMAC

評鑑取向講求評鑑的深度和細膩度，即必須深度評估醫學院在機構行政、課程、醫學

生、教師及教育資源等方面之成效，以確保醫學生畢業後進入一般醫學（Post Graduate 

Year, PGY）訓練，及住院醫師訓練的銜接。

同時，因應醫療全球化的趨勢，TMAC評鑑必須符合世界醫學教育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所訂之醫學教育基準。

2. 評鑑對象

TMAC之評鑑對象為全國公私立醫學院醫學系（包括國防醫學院醫學系）與學士後

醫學系（後醫系），但不包括中醫系及中醫後醫系。應教育部指示，新設立之義守大學

學士後醫學系國外學生專班亦納為訪視對象。

醫學院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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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鑑項目

TMAC評鑑準則自2010年開始全面修訂，2014年開

始實施新制評鑑準則（2013年版），改以更為清楚明

確之條列方式撰述，分為機構、醫學系、醫學生、

教師、教育資源等五大章節，全部共135條條文。

同時，每條條文分別以「必須」（must）或「應」

（should）作為評鑑受評醫學院是否符合評鑑準則的依

據；條文中的「必須」（must）項目，是必要且應該具備，

具強制性，若不符合評鑑準則的要求則必列為重大缺失，共93條；「應」（should）

係指各校可依其現況自行斟酌實施，但是若沒有符合，必須有理由說明，共42條。

4. 評鑑結果認可程序

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待觀察」及「未通過」等四種認可結

果。作成評鑑結果之經過程序為：實地訪評小組提出評鑑結果建議、醫評會委員會開會

審議作成決議、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函送受評學校。學校於收到報告後二週內可提出申復

意見，交由訪評小組討論及醫評會決議，並函覆學校申復處理結果。完成申復程序後，

評鑑結果報告將提報董事會備查後，報送教育部備查，並公布於醫評會網站上。

2014年執行成果

103年度僅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執行全面評鑑，接受追蹤評鑑的有長庚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中國醫藥大學、慈濟大學等校。新設立學校之訪視包括馬偕醫學院第5次訪視，以

及義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國外學生專班第1次訪視。評鑑結果預計於2015年6月公布。

護理教育評鑑

評鑑機制與特色

1. 評鑑特色

護理教育評鑑目的在協助各護理學科系所確立其發展方向與重點，以期加強全方

位護理教育，改進護理學科系所教學品質、研究等水準，增進各護理學科系所辦學績

效，從而提升醫療照護品質；並期透過此一同儕評鑑方式，提倡護理教育之自我治理

與追求自我成長。依此目的，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TNAC）之主要任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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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合評鑑指標，研擬並公布評鑑手冊。

（2）遴聘評鑑委員，建立人才庫。

（3）舉辦評鑑委員研習。

（4）輔導受評學校填寫評鑑手冊，並提供諮詢。

（5）研議評鑑報告內容。

（6）會同教育部公布評鑑結果。

（7）相關護理教育評鑑事務之研討。

2.評鑑對象

護理教育評鑑以全國40所設有護理學科系所之公私立大專校院為評鑑對象，自2006

年度起陸續辦理專科學校護理科評鑑、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護理系所評鑑，以及大學校

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評鑑計畫。自2013年起，TNAC僅針對技專校院之護理科、系、所執

行評鑑計畫。

3.評鑑結果認可程序

評鑑小組撰寫每一學校受評報告，報告內容包括：反映各受評學校之教學品質及水

準、各評鑑指標的量化評估資料及質化敘述、待改善及加強事項。

評鑑委員根據各校自我評鑑內容及評鑑小組報告，對受評護理學科系所辦學目標、

科系所務運作、師資、學生學習與輔導、課程與教學、護理學科系所資源及辦學成果等

六大項，彙整結論後，提交教育部參處。

技職體系轄下之技專校院護理學科系所評鑑結果分為「優先通過」、「通過」、

「待觀察」與「不通過」四等級評等，惟於教育部之公告結果將依此四等結果加註「一

等」、「二等」、「三等」、「四等」之等第制。一般大學體系下之護理學系所評鑑結

果則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

受評護理學科系所被裁定為「優先通過」或「通過」者，依正常評鑑週期定期接受

評鑑。而被評等為「待觀察」、「有條件通過」或「不通過」者，評鑑委員會可以建議

針對缺失項目進行複評。

2014年執行成果

103學年度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與專科學校護理科系所評鑑結果於2014年6月6日

公布，計有3個系所獲評一等、3個系所名列二等、1個系所列為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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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評鑑

評鑑機制與特色

1.評鑑理念

教育部委託本會辦理「103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執行期

程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有鑑於少子化導致人口結構變遷，我國師

資儲備量十分充足且亟待調節，教育部於2005年起推動師資培育評鑑。新一週期師資

培育評鑑係於2012年正式啟動，期盼評鑑模式與指標能確實評核各校師資培育辦學品

質，強化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輔導，同時獎勵辦學績優之培育單位，建立培

育單位退場與輔導機制，並促進校內師資培育資源之整合，協助建立自我發展特色。

2.評鑑對象

凡一般大學、師範大學、教育大學、師範／教育大學轉型、整併之大學及科技大

學，設立幼兒（稚）園、國民小學、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之師資

培育相關學系（包含經教育部核有師資培育名額之碩、博士班）與師資培育中心，及

開設各類科教育學程之專責單位，均應接受評鑑。103年度上半年計有9所大學校院接

受評鑑，下半年則有12所大學校院接受評鑑。

3.評鑑項目

本次評鑑項目之設計係植基於系統化與統整性之原則，主要在於了解師資培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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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化各校之優勢特色發展。基此，本評鑑之評鑑內容與標準涵蓋「目標、特色與自我改

善」、「行政組織與運作」、「學生遴選與學習環境」、「教師素質與專業表現」、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及「教育實習與畢業生表現」等六大評鑑項目。

4.評鑑作業與認可程序

本次評鑑作業分為前置作業、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結果決定、結案報告、後

續追蹤等六個階段，採認可制精神，評鑑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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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評鑑項目之認可結果經二階

段審議程序（含由各師資類科評鑑委員組成訪評小組之認可結果建議，及師資培育評

鑑認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決定整體評鑑結果。經處理學校申訴案件完竣後，

依《師資培育法》第4條第1項第8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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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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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執行成果

1. 評鑑對象

103年度上半年共計9所大學校

院13個師資類科接受評鑑，下半年

則有12所大學校院13個師資類科

接受評鑑。上半年評鑑對象有：中

原大學之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

（班）師資類科、台灣首府大學幼

兒（稚）園師資類科、亞洲大學幼

兒（稚）園師資類科、國立東華大

學幼兒（稚）園、國民小學、中等

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

科、國立政治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國立清華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國立臺北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及國立臺東大學國

民小學師資類科等9校13個師資類科接受評鑑。

下半年則有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稚）園師資類科、東吳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

科、南臺科技大學中等學校與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國立中央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國

立交通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國立成功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中

等學校師資類科、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等學校師

資類科、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國立體育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及

銘傳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等12校13個師資類科接受評鑑。

2. 評鑑期程

103年度評鑑作業係以「校」為單位進行評鑑，培育同一師資類科之所有相關單位

係同時間受評。實地訪評之執行期間採上、下半年分別進行，103年度上半年實地訪評

期程為2014年3月17日至5月13日，下半年實地訪評期程為2014年10月6日至12月23

日。

3. 評鑑結果

103年度上半年受評學校之評鑑結果已於2014年12月對外公布，9校13個受評師資

類科之認可結果全數為「通過」，比例為100%；103年度下半年之實地訪評作業已於

2014年12月底完成，評鑑結果預計於2015年6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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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評鑑——澳門理工學院音樂學士學位　　　

　　　　　　課程評鑑

評鑑機制與特色

1. 緣起

澳門特區政府提出「教育興澳」的施政方針，積極籌設澳門高等教育素質保障機

制，並依序推動高等教育制度法律的修訂工作，當中亦包括設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

規範高等院校及高等教育課程接受評審等，以推動院校不斷自我完善，提升教學和科

研素質。

這樣的政策方向促使澳門各高等院校課程積極向外尋求評鑑的可能性。由於本會

具有豐富的評鑑經驗與專業，且與澳門地理位置相近，語言互通，澳門理工學院藝術

高等學校遂於2013年初開始與本會聯繫，商討委由本會協助該校課程評鑑之可行性。

經雙方多次溝通討論並達成共識後，澳門理工學院正式委託本會協助辦理該院藝術高

等學校音樂學士學位課程之評鑑工作。

2. 評鑑項目

本次評鑑主要在協助受評單位落實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並建立自我改善機

制，透過回饋資訊進行持續性品質改善。評鑑內容與標準涵蓋：「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學術與專業表

現」、「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等五個評鑑項目。

3. 評鑑作業與認可程序

本次評鑑作業分為前置作業、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結果決定等四個階段，評鑑

結果採認可制精神，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認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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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結果經二階段審議程序（含實地訪評小組認可結果建議與認可審議委員會）通

過，並召開董事會提出認可結果報告案通過後，函知受評單位。

統合視導

機制與特色

1. 視導理念

教育部於103年度委託本會辦理「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計畫」，擬訂103年度統合視

導作業及規劃「104至107年度統合視導計畫」。「統合視導」以改善並確保高等教育

相關政策與計畫的品質為出發點，希冀整合各大專校院訪視評鑑作業、項目及資源，

藉由學校自我檢核及實地訪視，了解學校落實執行教育部各項政策與相關計畫的情

形、學校行政作業及辦學品質，進而協助學校發現及改善問題，以達整合訪視的實質

效益。

本計畫自2015年起實施，以四年為一週期，進行166所公私立大專校院視導，以每

年視導40至42所學校，每校實地訪視一日為原則，並分上、下半年辦理，實地訪視月

份為每年3至5月及10至12月，由各視導項目的教育部主政單位代表及部外專家學者擔

任視導委員，並由教育部參事、督學領隊、本會擔任幕僚工作。

2014年執行成果

1. 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

2014年3月4日至6日，本會受邀至澳門理工學院進行交流，除了解該院辦學現況及

確認需提供的評鑑服務、作法與需求，也使該院熟悉本會的評鑑計畫，及確認本會所規

劃的評鑑計畫切合澳門本地高教文化背景。亦對該院教師與主管進行系所評鑑實施計畫

簡報，以使受評單位了解評鑑實施計畫、評鑑目的、評鑑內容及評鑑方式等相關事宜。

2. 評鑑業務執行

針對此次評鑑作業，本會另於2014年10月6日召開評鑑委員行前會議，以確保實地

訪評的進行，以符合該次評鑑之精神與實務，並於2014年11月26、27日進行實地訪評

作業。其中，考量澳門地區之教育政策法規及國情與臺灣不盡相同，在實地訪評前一

日，增加「評鑑行前會議」行程，由澳門理工學院院方說明澳門地區之高教政策與該院

之背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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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導項目

視導項目共計12項，包括：「項目

1：大學甄選入學招生」、「項目2：技

專校院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項

目3：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

費」、「項目4：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項

目5：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執行成

效」、「項目6：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

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項目7：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含個

資保護）」、「項目8：大專校院數位

學習課程實施成效」、「項目9：大專

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項目10：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執行成效」、「項目11：大學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及「項目

12：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

3. 視導結果

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各視導項目視導結果分為「通過」及「待改進」兩種，由教育部

主政單位依學校訪視表與附件、視導委員實地訪視結果與意見、申復申請書與申復意見

回覆說明資料、相關規定及程序決定，撰擬成統合視導報告，且以正式書面文件公布並

告知各大專校院。

各視導項目視導結果的運用，由教育部主政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作為教育部修定

教育政策、調整辦理規模及獎補助經費的參考，以協助大專校院精進辦學品質、促進卓

越發展。

2014年執行成果

　1. 完成104至107年度視導規劃。

　2. 建置大專校院統合視導網站。

　3. 辦理學校說明會（公聽會）。

　4. 辦理視導委員行前暨研習會議。

　5. 研訂申復機制。

　6. 辦理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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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

機制與特色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以校為單

位，認定大學校院系所學程之自我評

鑑結果（包括通識教育）。目前一般

大學校院具自我評鑑試辦資格者共

34所，包含邁向頂尖大學之11所學

校及教學卓越計畫之23所學校，因

應評鑑週期與辦理梯次規劃，採分年

度辦理自我評鑑結果認定。

教育部試辦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之目的，旨在審查大學校院是否依據教

育部自我評鑑認定小組通過之自我評鑑計畫書，辦理自我評鑑，通過自我評鑑機制認定

的學校，可於每年3月、6月、9月及12月向本會申請結果認定。各校依據審核項目之規

定，呈現自我評鑑結果，在完成自我評鑑作業後，提交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作為自我

評鑑結果認定主要依據。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程序分為「初核」、「審查與認定決定」兩階段，本會於受

理大學申請認定後十日內，依所檢附之資料完成初核；其資料有疏漏者，將通知申請學

校於十日內補正。

在審查與認定決定階段，由本會組成認定小組進行書面審查作業後，給予「認定」

與「未獲認定」兩種結果。獲認定者應於三週內繳交自我評鑑結果意見回應說明書予本

會，並由教育部及本會公告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學校後，由學校公告自我評鑑機制及結

果。未獲認定者則於兩個月內提交自我評鑑結果書面審查修正報告書及簡報資料至本

會，由本會安排簡報審查作業。

2014年執行成果

1.完成並公布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實施計畫

本計畫經過多次內外部會議後，研擬「103年度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

結果審查實施計畫書草案」，提供教育部作為2014年推動自我評鑑結果認定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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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5日邀集元智大學、

長庚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政治

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北醫學

大學等6校代表出席諮詢會議，以了

解自我評鑑結果認定之作法，並共同

分享實務上執行的問題與困難點，以

利本會在推動結果認定計畫審查時更

臻完善。

為利教育部試辦自我評鑑之34所大學校院了解自我評鑑結果審查相關事宜，本會

於2014年4月10日邀請34校代表與會，針對已公布之「103年度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

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實施計畫書」辦理實施計畫說明會，說明自我評鑑之規劃與實施作

法，並與34校代表進行相關之意見交流。

2014年5月16日，本會邀集自我評鑑認定小組成員召開「認定小組第一次會議」，

會中獲得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辦理之程序共識為「在機制面嚴謹審查下，結果認定部

分得採符合性審查方式，以書面審查取代實地訪視，除減輕學校負擔，亦能彰顯學校自

我品保的主導權，並僅給予『認定』與『未獲認定』兩種結果」。

此外，除非書面審查結果為「未獲認定」，原則上不進行簡報審查程序。會中亦

針對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作業之細部內容有一致之共識，包含獲認定之學校須在7項

檢核項目中通過5項（含）以上，且無任何未通過項目，以及認定小組於7項檢核項目

中，其通過之等第為「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等。

2.完成3所大學校院之自我評鑑結果認定

依103年度審核學校自我評鑑結果認定申請書送件時間，103年度共完成國立政治

大學、元智大學與長庚大學３所學校之審核，議決其認定結果。本會皆依時程函報教

育部３校之自我評鑑認定結果及認定審查表，且於收到學校「自我評鑑結果意見回應

書」、光碟與「自我評鑑學校受評單位調查表」後，於本會網頁公告認定結果。

3.協助教育部辦理大專暨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政策說明會

本會於2014年12月16日、12月18日分別於臺北、高雄兩地辦理「大學暨科技校院

自我評鑑政策說明會」，向全國大學及科技校院代表傳達未來教育部針對自我評鑑之改

革方向與審查作業方式，亦邀請大學校院與科技校院先行辦理自我評鑑之學校與會，分

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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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方案

機制與特色

近年來，我國大專校院校數增長，出生率卻反向下降，使得各校皆面臨生源短缺之

情形，為維護專科以上學校教學品質，確保學校未因招生問題，利用各項行政措施例如

併班上課、裁減師資、降低各項教學與學習支出等方式，影響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損

及師生權益，教育部特別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應行注意事項」，以建立大

專校院教學品質管控機制，並委託本會執行此項專案。

2014年執行成果

1. 2014年12月25日辦理督導委員行前會議。

2. 2014年12月25日至27日完成103學年度第一學期10校資料之書面審查作業。

3. 2014年12月30日召開第一次審議會議，對教育部提出需進行實地訪視學校之建

議案。

私校獎補助訪視

機制與特色

1. 訪視理念

為確保高等教育之品質及大學對於教育部獎補助

經費的妥善運用，教育部自90年度起辦理「私立大學校院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訪視」計畫，協助各校建立公平合理之經費運用制度，俾使整體校

務均衡發展。101年度起為減少實地訪視對學校行政之困擾，改以書面審查為主，實地

訪視為輔，並以101至103年度為一期程。

2. 訪視項目

除了解各校實際運用獎補助款是否依循相關法令之原則外，本計畫並希望透過訪

視，了解獎補助款對於協助學校建立特色之成效，訪視內容與標準包含：「102年度獎

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及所形成的學校特色」、「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規

劃與執行」、「經常門經費執行情形與成效」、「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與成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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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務及輔導工作推動之執行情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及研究生獎助學生

使用情形」、「執行前一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意見改善

情形」、「審查綜合意見」等８個訪視項目。

3. 訪視程序

分為「書面審查」與「實地訪視」兩階段，初審會議依據書面審查結果，選定實地

訪視之學校，於實地訪視結束後，彙整書審報告與訪視報告中涉及經費繳回之案件，提

交教育部召開檢討會議，討論相關案件後續處理結果。

2014年執行成果

1. 訪視對象

103年度辦理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學校共計38校，實地訪視學校共計11校。

2. 訪視期程

書面審查階段為2014年7月至8月，實地訪視期程為10月17日至11月7日。

3. 學校說明會

為使書面審查暨訪視學校了解整體訪視作業內容，以利訪視作業之推動，2014年5

月舉辦學校說明會，與學校進行互動座談。

4. 訪視結果

經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視後，教育部已針對涉及經費繳回之案件召開檢討會議並函文

學校，受函文學校已針對相關款項完成繳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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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救濟制度
業務概況

申復機制

校務評鑑與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報告書及改善情形檢核表初稿完成後，本會先寄送至受評單位，受評單位

可以針對實地訪評報告書及改善情形檢核表初稿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或其他文字與

受評單位之實況「不符事實」之處，或是評鑑委員實地訪評過程中出現「違反程序」之作

法，或因實地訪評期間提供資料欠缺或不足，而對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及改善情形檢

核表初稿內容提出「要求修正事項」之補充資料，以確保評鑑之公平性。

針對受評單位提出之申復意見，本會邀請實地訪評小組進行申復意見之回應，並

將處理結果函復申請學校。100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延後評鑑、追蹤評鑑與

再評鑑之受評單位計有3校提出申復申請，實地訪評小組回應為「維持原訪評意見」占

86.36%、「維持部分訪評意見」占13.64%。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部分，103年度上半年受評單位計有6校20個受評單

位提出申復申請，實地訪評小組回應為「維持原訪評意見」占83.80%、「維持部分訪

評意見」占9.16%、「接受申復意見」占7.04%；101年度上半年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受

評單位計有5校10個受評單位提出申復申請，實地訪評小組回應為「維持原訪評意見」

占90.63%、「維持部分訪評意見」占3.13%、「接受申復意見」占6.25%。

師資培育評鑑

評鑑評語表初稿完成後，本會先行函送各受評學校，針對評鑑評語表初稿所載內容

有「不符事實」、「要求修正事項」之意見或建議，或是實地訪評過程中有「違反程

序」之作為，受評單位可向本會提出申復申請，由本會與訪評小組召集人討論查證處

理，並視實際情形邀集訪評小組召開會議，再由本會將處理結果函復申請學校。

103年度上半年僅4校4個師資類科提出申復，實地訪評小組回應為「維持原訪評意

見」占68.75%、「接受申復意見」占25%、「維持部分訪評意見」占6.25%。

醫學院評鑑

受評單位收到訪評報告初稿後二週內，得針對實地訪視過程有「違反程序」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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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機制

校務評鑑、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師資培育評鑑

為辦理受評學校申訴案件之評議，依大學評鑑辦法第6條第10款訂定「大學校院評

鑑申訴評議準則」，邀聘9位具有法律或教育評鑑專長之大學教師或社會公正人士，組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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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召開委員會議進行評議，評議決定包括「申訴不受理」、

「申訴有理由及其補救措施」、「申訴駁回」，以及「部分不受理、部分有理由或部

分駁回」，於召開申評會後四個月內作成「申訴評議書」。

103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計有2校2班制提起申訴，申訴評議結果皆為

「申訴駁回」；103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計有1校1班制提起申訴，申訴評議

結果亦為「申訴駁回」。103年度師資培育評鑑與101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延

後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則無申訴提出。

或評鑑結果報告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或其他文字與受評單位之實況有所不符，致生報

告中文字敘述「不符事實」之情形提出申復。本會收到申復意見後將邀請訪評小組進行

申復意見之回應，並經TMAC委員會確認後，將申復結果函復申請學校。

醫學院評鑑

基於醫學教育之高度專業及複雜性之需要，以及大學評鑑辦法第6條第10款規定，

TMAC訂定「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規則」，邀請5位醫學專業

背景，及法律、教育、社會公正人士等共4位專家學者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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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決定包括「申訴不受理」、

「申訴有理由及補救措施」、「申訴駁回」，以及「部分不受理、部分有理由或部分駁

回」，於召開申評會後四個月內作成「申訴評議書」。103年度受理之申訴案件為1所

醫學系，申訴評議結果為「申訴主張部分不受理、部分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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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研究計畫

我國人文社會相關學會轉型為專業評鑑機構之規劃研究

為發展高等教育評鑑專業化與多元化，本會進行我國人文社會相關學會轉型為專業

評鑑機構之規劃研究，研擬輔導我國人文社會相關學會成為專業評鑑機構之作法。

本研究採文件分析、問卷調查與諮詢會議等方法進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

論：學會普遍皆有空間、人力及經費不足等問題；學會須取得成員對於評鑑業務之共

識；難以單一學會作為該學門之代表來執行評鑑業務。 

在學會轉型可行性方面，以「教育」學門、「休閒、觀光與餐旅」學門、「心理」

學門及「通識教育」等4學門之學會意願與可能性較高。同時提出3個建議方案：轉型

方案一：「以本會現有評鑑架構，加入學會功能」可逐步賦予學會評鑑任務，但未能凸

顯學會評鑑專業之角色；轉型方案二：「於本會下成立學門評鑑委員會」可強化評鑑專

業性並提供受評單位多元選擇，但會與本會原有學門規劃委員會組織功能重疊；轉型方

案三：「學會轉型為評鑑機構」可讓國內專業評鑑機構更為多元，但須考慮學會組織體

質不佳，以及國內高等教育評鑑市場範圍有限等因素。

高等教育後設評鑑機構組織營運分析計畫

為因應我國評鑑制度之變革，本會擬由評鑑的執行機構，發展為評鑑機構／品質保

證機構／認可機構的認證者，亦即高等教育認可組織之後設評鑑機構。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焦點團體及實地考察與訪談，研究結果包括：本會宜調整為

兼具認可組織與後設評鑑機構之雙重角色；組織架構調整方面，宜於品質保證處下設

立機構認證組，並組成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小組；教育部宜賦予本會相關法源依

據，以利本會後設評鑑之執行；本會宜扮演我國高等教育評鑑之智庫角色等。

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研究

本計畫係以延續100年第一週期校務評鑑規劃理念為基礎，結合後設評鑑結果、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規劃理念、辦學關係人的意見及政策方向，規劃第二週期校務評鑑實施

方向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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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採用文件分析及諮詢會議研究方法，草擬出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

計畫，將採取分年分類評鑑方式，以三年（106至108年）為評鑑期程。受評學校接受

評鑑之年度安排，係以第一週期校務評鑑之認可結果為基礎；即106年至107年上半年

評鑑第一週期結果為部分通過的學校，107年下半年至108年評鑑全數通過的學校。此

外，為減輕學校負擔，將盡量規劃與統合視導評鑑年份及系所評鑑年份錯開。

評鑑指標亦依據第一週期校務評鑑的理念研擬草案，融入學校績效責任與學生學習

成效的理念，並納入檢核34所自我評鑑學校評鑑結果之後續改善情形。此項作業將會

在104年度校務評鑑實施先期計畫中，繼續徵詢辦學關係人意見後定稿。

103年度評鑑人員專業化規劃

為型塑評鑑專業文化，本會進行評鑑人員專業化規劃案之研究，藉由研擬評鑑人員

專業資格架構、建置評鑑人員線上培訓系統之方式，確立我國評鑑人員專業資格制度。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專家諮詢、國外評鑑機構參訪及系統建置等方法進行，並獲致

以下結論：美加評鑑人員專業能力重視之層面較我國多元；評鑑人員專業能力之培訓理

想與現實難以兼具；在評鑑人員專業資格架構之定位與執行細節，還需更深入之討論與

尋求共識。

本研究並提出相關建議如下：未來可持續進行評鑑人員專業化課程研發

計畫，以開發課程與編撰教材；可持續深化高等教育評鑑人才培訓網之內

容；持續針對評鑑人員專業資格架構課程尋求共識與合作機會。

學院評鑑規劃研究

因應大學系所整合與資源共享之趨勢，本會進行學院評鑑規

劃案之研究，規劃我國一般大學校院學院評鑑指標及實施計畫。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與專家諮詢等方法進行，根據研究結果提

出以下結論：我國大學組織發展以系所為主體；學院評鑑的對象，在實際

執行上仍以專業學院為主；全美師資培育認可評議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NCATE）評鑑程序設計

縝密，重視與受評單位的良好溝通；第三週期學院評鑑項目強調學院整

體之概念；第三週期學院評鑑認可結果改為給予不同認可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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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並提出相關建議如下：教育部宜考量學院評鑑存在之必要性；教育部宜持續

推動大學校院學院實體化之政策；本會應持續與教育部針對第三週期學院評鑑實施計畫

內容進行討論。

評鑑人員培訓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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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委員行前會議

本會於實地訪評前，透過評鑑委員行前會議之舉辦，確保實地訪評的進行能符合該

次評鑑之精神與實務。在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評鑑委員行前會議中，本會針

對評鑑流程、評鑑對象、範圍及其評鑑重點進行說明，以確保不同背景委員對於評鑑準

則具備一致性及專業性之認知。本會亦已於2014年1月至3月及10月，針對103年度通

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評鑑委員，辦理6場評鑑委員行前會議。

評鑑委員專業研習課程

為確保評鑑委員之專業性，本會陸續開設評鑑專業研習課程。本會辦理之評鑑研習

課程分成必修與選修課程二類。必修研習課程為核心課程，所有委員皆須參與研習。選

修課程方面，評鑑委員可擇一參與本會每年視國內外評鑑趨勢及評鑑實務所辦理之相關

講座或工作坊。

1. 必修課程

本會將與評鑑實務相關之「評鑑倫理與實務」、「評鑑報告撰寫」，以及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之核心主軸「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等三門課設計為必修課程，截

至2014年12月底，已有2,190位評鑑委員完成三門必修課程之修習。

2. 選修課程

本會於2014年，針對「大學自辦評鑑與通識教育評鑑之觀點與作法」、「大學自

辦評鑑之觀點與作法」、「大學通識教育評鑑之觀點與作法」、「大學評鑑面面觀」、

「大學校院品質保證優良實例」及「大學自辦外部評鑑實務」等主題，持續進行選修課

程之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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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培訓
業務概況

國際交流與出版
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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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與國際交流

舉辦「2014年高等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

2014年國際研討會由本會與中華民國比較教

育學會共同主辦，於10月3日在臺北舉行，主題

為「高等教育內外部品質保證：亞洲發展與趨勢」

（Internal and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Asia），其下

又區分為六個子題，分別為內外部品質保證之平

衡、內部品質保證制度化、外部品質保證機制、

內外部品質保證之國家政策、內外部品質保證之

最佳實踐，及內外部品質保證機構之策略。

而在國際研討會前一天，本會亦主辦「大學校院品質保證優良實例」（Good 

Practices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工作坊，邀請國內外學

者針對大學校院品質保證優良作法深度交流，為隔日國際研討會的討論做暖場。

此次研討會共邀請3位主講者及12位專題發表人，3位主講者分別為韓國國立光州教

育大學（Gwa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前校長朴南基教授（Namgi Park）、香

港教育學院（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莫家豪教授（Joshua Mok）及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磯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Carlos Torres教授。3人分別就韓

國的高等教育品質保證體系、新加坡的教育革新與品質保證，及高等教育趨勢與困境等

主題發表演說。12位專題發表人則分別針對臺灣、香港、日本、英國、澳洲及越南的高

等教育品質保證作法及相關主題作論述，希冀引起品質保證從事者及產官學界重視。

醫評會舉辦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年會

2014年6月7、8日，TMAC舉辦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MEWPR）年會。這是AMEWPR首次年會由非主席國

舉辦的首例，也是臺灣醫學教育學術交流史上難能可貴又極具歷史性意義的一場盛會。

AMEWPR為世界醫學教育聯盟（World Federation on Medical Education, WFME）全

球六大地區的分支之一，主要宗旨在提升區域的醫學教育品質，透過會員每年定期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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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際醫學教育暨評鑑大會，交流區域內會員的醫學教育暨評鑑成果，近年更進一步開

始由會員代表組成訪視團隊，對尚未設立或甫設立醫學教育評鑑制度的國家（外蒙古、

薩摩亞、日本、北京）的醫學院展開外部評鑑。

與會會員包括澳洲、蒙古、中國大陸、日本、南韓、越南、菲律賓、新加坡、

馬來西亞、新幾內亞、紐西蘭、臺灣等12個國家代表，大會並邀請WFME時任主席Dr. 

Stefan Lindgren以及美國「外國醫學院畢業生教育委員會」（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 ECFMG）主席Dr. Emmanuel G. Cassimatis發表專題演講。此次

年會也擴大邀請WFME在東南亞地區的分支──東南亞醫學教育協會（South East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SEARAME）的會員國代表共襄盛舉。

為了讓國內醫學教育工作者與國外醫教人士交流，並提升各醫學校院國際能見度，

大會邀請了國內12所醫學校院的行政主管、教職員與學生參加，連同TMAC委員及醫院

臨床界報名者，國內與會人數達122名。

在年會的最後一天議程，Dr. Cassimatis及其他眾多國外與會者，皆不約而同恭賀

TMAC成功舉辦這次年會，在會議的內容以及各項細節安排上，是AMEWPR歷次年會前

所未有過的隆重和豐富。臺灣醫學生的參與更是AMEWPR年會前所未有的首創，大獲國

外與會者們的好評。且透過這次年會，所有與會的AMEWPR及SEARAME會員國代表皆能

有機會分享彼此國家的醫學教育評鑑作法和困境。

辦理國際交流活動

為使國外專家學者了解本會的工作內容並給予建議，本會除經常邀請國外專家學者

來訪指導，針對高等教育評鑑與品質保證等議題進行交流座談，同時亦藉由國際組織代

表來訪本會時，對外分享本會高等教育品質保證之作法，藉此輸出高等教育之「臺灣經

驗」。2014年外賓來訪活動如表五。

國際交流與出版
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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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來訪之國際品質保證機構 交流重點

3月11日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

（Japan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委員培

訓課程

7月15日
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

（Yale-NUS College）

分享新加坡高等教育系統

及評鑑制度

9月18日 福建省教育廳
評鑑指標、委員培訓課程

等評鑑相關議題之交流

10月21日
上海市教育評估院

（Shanghai Education Evaluation Institute）

中臺雙方執行品質保證之

異同

 2014年外賓來訪一覽表 HEEACT表五

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除了邀請國外專家學者至本會進行

交流外，本會亦參與相關國際會議，以

持續加強與國際評鑑機構的交流及合

作，期能對本會之未來發展方向有所裨

益。2014年參與之國際學術與交流活

動如表六。

日　　期 出席國際品質保證活動與交流

3月6日至3月8日
出席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年

會暨國際研討會（於越南河內）

4月23日至4月26日 參與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之評鑑人員專業化交流活動

5月26日至5月28日

1.   出席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

2014年國際論壇（於愛沙尼亞塔林）

2.   於 會 中 與 馬 來 西 亞 學 術 資 格 鑑 定 局 （ M a l a y s i a 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續約合作備忘錄

5月28日至5月30日

1.   拜會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University, NIAD-UE）

2. 於會中與該機構續約合作備忘錄

2014年出訪國際交流活動一覽表 HEEACT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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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與出版
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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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單月出版，希望秉持「公正、專業、邁向卓越」的願

景，發揮「報導重要評鑑訊息」、「傳播高教評鑑（品保）新知」、「加強外界意見交

流」、「分享國內大學特色」等四大功能，廣納更多元的聲音，呈現出更具系統性的內

容，活化國內最專業的大學評鑑出版交流平臺，吸引各界先進積極參與。

加入國際學術研究組織

為與國際接軌，本會積極加入國際性品保組織。2014年本會持續維持「亞太品

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及「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之

會員身分。

出版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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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並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台灣評鑑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三方同意自

2014年起合作發行《評鑑雙月刊》，改為本會發行、IEET協同發行、台評會贊助發行

的新營運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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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的知識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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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經營轉型等重要議題。

《評鑑雙月刊》至2014年底已經發行52期，每期內容皆可於網站上瀏覽，網址為

http://epaper.heeact.edu.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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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臺灣三大高教評鑑認證機構首次攜手合作，必能帶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感受。

高教評鑑與發展期刊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高教評鑑與發展》期刊（Highe r  Educa t 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為本會出版的學術刊物，

旨在分享學術界對高等教育評鑑相關議題之研究成

果，包括評鑑理論研究以及主要國家高等教育評鑑實

務研究。

本刊原名《高教評鑑》，自2007年起發行學術

半年刊，2010年逐漸以刊登英文論文為原則，儼然

成為臺灣唯一出版的高教評鑑英文專刊。2013年

更名為《高教評鑑與發展》，並且固定於8月發行

中文論文版，以同時服務中英文讀者。2013年本會與亞太品

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簽署期刊合作出版備忘錄，使本期刊英文

論文版自2014年起成為APQN會員刊物，預期將可提高本會能見度，並將本期刊擴大引

薦至國際學術界。

《高教評鑑與發展》期刊2014年共出版英文版2期、中文版1期。

2013年中英文年報

本會2013年中英文年報揭露本會2013年的組織運作、業務內容及財務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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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了解臺灣最具規模

的高等教育專業評鑑認證機構之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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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品質保證
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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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ISO 9001:2008國際品質管理系統與ISO/IEC 27001:2005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於2011年初通過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驗證，並獲得英國The 

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UKAS）授證。

為持續推動及維持本會ISO兩項管理系統之品質，本會每年辦理一次內部稽核與召

開管理審查會議，進行相關業務的檢討與改進，2014年2月17日更邀請SGS進行兩系統

之更新驗證，期藉此兩項管理系統以及SGS所提供之改善建議，促使組織持續改進與創

新，行政作業流程更具效率與效能，建立友善安全的網路系統環境，共創國內大學與

本會之雙贏策略。

ISO認證稽核

會計師查核簽證

2005年本會成立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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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查核係委託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辦理，103年度財報查核工作亦已圓滿

完成。依會計師查核結果，各科目餘額

均能充分表達當年度之財務狀況及經營

成果。今後本會仍將秉持應有之專業水

準，繼續推動評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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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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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01.0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47期

01.23
辦理103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委員研習課程暨行前會

議（臺北）

01.27 辦理103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委員行前會議（臺北）

二

月

02.17
接受ISO 9001:2008國際品質管理系統暨ISO/IEC 27001:2005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更新驗證

02.21 召開第三屆第6次常務董事會議

02.25 辦理103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委員行前會議（臺北）

02.26～03.20 接受102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受評單位提出申復

三

月

03.0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48期

03.03～03.20
接受102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及100年度下半年校
務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受評單位提出申復

03.04～03.06 澳門理工學院音樂學士學位課程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

03.06 召開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訪評小組召集人會議，確認評鑑報告初稿

03.11
辦理103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委員研習課程暨行前會
議（臺北）

03.13 召開第三屆第12次董事會議

03.14 辦理「大學評鑑領航系列講座」3月場

03.17～05.13 進行103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之實地訪評

03.21 辦理103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委員行前會議（臺北）

03.25 辦理「教育部試辦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實施計畫」諮詢會議

03.28 更新TMAC評鑑人才庫，函請各醫學校（院）推薦訪評委員人選納入人才庫

2014年大事紀

JAN
M
AR

M
AY

FEB
APR 四

月

04.07～05.23 進行103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實地訪評

04.10 辦理103年度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實施計畫說明會

04.14 寄送102年度護理科系所評鑑報告初稿

04.16～04.30 102年度受評護理科系所進行意見申復

五
月

05.0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49期

TMAC舉辦第二場新制評鑑實施說明會，邀請各校院代表參加

召開102年度受評護理科系所申復會議

05.16 教育部試辦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小組第一次會議

05.19
辦理102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

召開第三屆第7次常務董事會議

05.22 辦理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學校說明會

05.25 與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定局（MQA）續約合作備忘錄

05.29 與日本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NIAD-UE）續約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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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06.01 出版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8卷1期

06.06 公布102年度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護理科系所評鑑結果

06.07～06.08 TMAC於臺北主辦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AMEWPR）年會

06.10
公布102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結果

辦理「大學評鑑領航系列講座」6月場（一）

06.12
辦理102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認可審議委
員會

06.17 召開第三屆第13次董事會議

06.20
公布102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結果，以及
100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之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果

06.24 辦理「大學評鑑領航系列講座」6月場（二）

七

月

07.0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50期

07.07
辦理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審查委員
說明會

07.08～08.05
辦理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書面
審查

07.14～07.15 進行103年度上半年暑期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實地訪評

07.22 召開第四屆第1次董事會議

07.31
完成護理科系所評鑑計畫結案報告，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正式走
入歷史

九

月

09.0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51期

聘任江東亮教授擔任本會執行長、蘇錦麗教授擔任本會品質保證處處

長

09.01～09.19

接受103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及101年度上半年系

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受評單位提出意見申復

接受103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受評單位提出申復

09.03 103年度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第一次會議（國立政治大學）

09.09 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初審會議

09.18 舉辦新制評鑑準則研習暨訪視委員共識營

09.29

辦理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訪視委員

行前說明會

召開第四屆第2次董事會議

八

月

08.01

函聘本會第四屆董事共17位、監察人共3位，推選黃榮村講座教授擔任

董事長

出版《高教評鑑與發展》8卷1期

08.18 召開第四屆董事會第1次常務董事會議

08.20 辦理「大學評鑑領航系列講座」8月場

08.26 辦理104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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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10.02 辦理高等教育內外部品質保證國際研討會工作坊

10.03 與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共同舉辦2014年高等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

10.06 澳門理工學院音樂學士學位課程評鑑委員行前會議

10.06～12.23 進行103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之實地訪評

10.14～12.17

TMAC實施長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慈濟大學等5校追蹤評鑑；以及國防醫學院全面評鑑、馬偕醫學院第5

次訪視、義守大學士後醫學系國外學生專班第1次專案訪視

10.16 辦理103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委員行前會議（臺北）

10.17～11.07 辦理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實地訪視

十

一

月

11.01 出版《評鑑雙月刊》第52期

11.10 召開第四屆董事會第2次常務董事會議

11.14 辦理102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

11.17～12.05 進行103年度下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實地訪評

11.25
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社團法台灣評鑑協會簽署2014年《評鑑雙月

刊》合作備忘錄

11.26～11.27 澳門理工學院音樂學士學位課程實地訪評作業

11.28 辦理「大學評鑑領航系列講座」11月場

十

二

月

12.01 出版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8卷2期

12.09
103年度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第二次會議（元智大學、長庚大

學）

12.10

召開103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決

議認可結果

公布103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結果

12.15 召開第四屆第3次董事會議

12.16 辦理大學暨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政策說明會（臺北場）

12.18 辦理大學暨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政策說明會（高雄場）

12.19

公布103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結果，以及

101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追蹤評鑑與再

評鑑結果

12.23 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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