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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民國94年由本部與全國大專校院共同

捐資成立，成為我國第一所國家級專責評鑑機構，致力於高等教育機構的品

質確保，完成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第一週期校務評鑑、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十年來已使全國各大學校院逐步建立評鑑文化，將學校之辦學重

心置於關懷學生學習成效，並將評鑑作為發現問題、自我改善之必要方式，

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構之教育品質提升，功不可沒。

除國內的品質確保外，評鑑中心透過參與國際組織，拓寬我國高等教育國

際接軌的道路，目前評鑑中心是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大學校務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IR）之會員，2012年更與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定機

構（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簽訂兩國學歷互認之合作協議，

互相採認雙方評鑑結果，為促進國際交流之一大貢獻。

評鑑中心成立已屆十年，系所評鑑制度由外部評鑑逐步走向自我評鑑，評

鑑指標亦由繁化簡、由單一走向多元，讓大學有更多呈現辦學特色的空間，

而評鑑中心的任務也將從專責評鑑擴展到其他領域，我們期待未來的十年，

評鑑中心能成為國家一級品保機構，協助我國開展多元的評鑑生態，在評鑑

人才培訓面、機構轉型面、國際接軌面及研究功能面均有不同貢獻。

過去十年的大學評鑑，我國以「認可制」的方式引導大學走向品質保證，

從澳洲經驗可得，成功的品保制度須與國家資歷架構相接，作為不同學習階

段相互轉換的基礎；然而從英美國家的經驗觀之，大學評鑑之結果，除透過

資訊公開作為利害關係人擇校的依據外，政府亦直接或間接地運用評鑑結

果，作為政策決定的重要依據。據此，高等教育評鑑之客觀性、結果的效度

都具有高度重要性，而現今以品保理念為主的認可制度，勢必將依高等教

育的未來發展而有所調整，期待評鑑中心在未來的十年，從客觀第三方的角

度，綜觀國內外高教發展趨勢，對我國評鑑發展提出建議與定位，持續為高

等教育的多元化及品質提升耕耘，祝評鑑中心十週年生日快樂！

教育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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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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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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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過去十年，高教評鑑中心在教育部官員、各大專校院教師、評鑑委員、諮

詢顧問及中心全體同仁的支持下，不斷地自我精進、邁向卓越。筆者因曾任

創會董事長，特藉此篇幅，向上述人士對評鑑中心過去十年的協助與付出，

致上最崇高敬意與謝意。

在過去十年間，臺灣的教學評鑑有很大的轉變。早期國內的評鑑多強調

學術研究，採取等第制，直到評鑑中心成立後，改為教學評鑑，且採行認可

制。演變迄今，更開放部分大學可以自辦系所外部評鑑。評鑑指標也從過去

著重投入層面（input），到現在著重過程（process）與產出（output）層面。

臺灣的教學評鑑這幾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可說與國際接軌、與世界主流

同步，甚至有些更為創新。在不斷的進步中，下一個十年臺灣教學評鑑會有

什麼樣的變化？

首先，臺灣高等教育面臨招生不足的考驗，受到少子化與國際化的衝擊，

未來十年間入學的高中畢業生將減少1/3，同時越來越多優秀學生會選擇赴海

外就讀。過去是學校挑選學生，現在則由學生來挑選學校。於是大學教學必

須從以教師教學為導向，調整為以學生學習為導向，甚至強調能力本位教育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也就是重視學生學習需求及培養學生的核心

能力，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生因材施教，以設法「黏住」學生。

其次，網路科技的發達加深了資訊科技在高等教育之應用，讓上課不再受

限於時間和地點，例如磨課師的線上平台（MOOCs），已促使大學在安排教

學時須更彈性化，且需要更多的學生參與及師生互動，才能突顯大學存在的

價值。

此外，大數據分析也將被運用到教學輔導上。由於學生多利用電腦或手機

來學習課程或繳交作業，蒐集與分析學生在電腦或手機留下的學習軌跡，可

以解釋學生的學習行為與成效，這是目前許多大學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

由上述的演變可知，未來教學評鑑將有下列幾個發展方向：

一、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的深化

所謂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是蒐集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評量學生核心能力

的達成度，而非單看學生的修課成績。也就是重視能力本位的教學，強調學

生核心能力的提升。而教學評鑑，就是要了解教師在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時所

採取的自我改善措施。 

二、形成性評量的建立

目前國內已有部分學校，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是即時性的，就是運用

大數據分析學生的學習軌跡，作為即時的評量，以利隨時改善教學方式。

教
學
評
鑑
的
下
一
個
十
年

《序言・二》



9

因此未來將從以往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轉變為形成性評量

（formative assessment），而教學評鑑也將逐漸重視教師運用大數據分析的形成

性評量與其自我改善成效。

三、學生擔任評鑑委員

教學評鑑的重點既在於學生學習成效之評量，目前在歐洲，已有許多國家

邀請學生代表擔任評鑑委員，只有將學生觀點融入評鑑，才更能達到以學生

學習為本位的評鑑效果。

四、維基式評鑑的興起

目前網路社群中，有學生發起ptt「靠北版」，用來對教師教學表示即時意

見。未來由師生共同參與的「維基式評鑑」（Wiki evaluation）進行動態性評

量，可能會逐漸興起。

大學評鑑不是為了評鑑而評鑑，是為了持續改善不斷精進而評鑑。教學評

鑑的目的，在於建立特色與持續改善。而特色的建立，是指學生學習成效要

有特色，也就是學生能力養成要有特色，這是學生核心能力的建立與學生學

習成效的發揮。至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具體表現，亦可從續學率、就業率、學

生就業的薪資與表現來判斷。因此，上述這些指標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若

這些指標都獲得肯定，相信學生的註冊率也一定會提升，學校就可免受招生

名額不足之困擾，這也才是真正展現教學評鑑的價值所在。

第一、二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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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評中」）成立於2005年，今

年慶十週年。

　成立評中的籌劃工作從2002年6月開始，歷經三年多才組成第一屆董事會，

我忝列董事之一。但2006年7月，我因卸任校長職，也解卸了董事職，擔任董

事前後不到一年。沒料到2011年9月，又因緣際會回到評中承乏了三年。

這次十週年慶，評中很早就在積極規劃，其中也以專案專人方式，遍訪歷

任董事長、執行長及處長，歷數十年來的重要事蹟和甘苦談。我在錄音訪談

中，足足「吹」了一個小時多，終了有點口乾舌燥，喝了兩大口水，以為任務

達成，沒事了；但專刊主編又責成要再寫這篇序文。

時限已逼近，處於不安中，既想趕緊做些什麼，又想先閃閃再說。數天前

枯坐電腦前想寫些什麼，卻又隨性（退休後的大確幸）點了歌聽聽，轉到「動

力火車」唱的《莫忘初衷》。看到歌名時，心頭一震，再往下聽到歌詞中那一

句「別忘那一年那一天 出發時心中的夢」，不覺猛拍大腿——這就是了。

任何機構的逢十年慶，好像不能免俗都要大小書一番，有的甚至特書或特

特書一番，往往惹來「自我感覺良好」的風評，也確實是風俗漸趨澆薄的隱憂。

評中的成立確有其重要性，過程艱辛；這十年中也確實苦勞功勞俱在，值

得記述一番。但以學界和機構特性，以及外在的觀感，則十週年慶好像應該

著重於檢討和省思才是王道。

但要怎麼檢討和省思什麼呢？其方多端。我想從「出發時心中的夢」做出

發點，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點子。

那麼評中在出發時的夢是什麼？依我的了解，這個夢應就是：建立一個獨

立公正、不受行政或民意機構等外力介入的專業化評鑑機構來進行評鑑，以

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品質。

這句話好像也落落長，其實就三個關鍵概念：獨立公正、專業和提升。提

升我國高等教育品質是終極目標；而獨立公正和專業化是必要條件。換句話

說，評中的檢討和省思的重點，如扣緊這三個概念，誠懇、深入地去追尋、

探討，應該可以發掘許多珍藏。

有一說：最初的夢最為純真和珍貴。對評中而言，我覺得這句話是適用

的；何況再三強調被評鑑單位要有持續自我改善之精神的評鑑機構，寧非更

需要有持續自我改善的精神和作為嗎？

第三屆董事長／

別
忘
了
十
年
前
的
夢

《序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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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評鑑中心（HEEACT）一晃就是十年，很多人一直在問當年是怎麼成立

的？當時是如何界定其角色的？我是十幾年前在教育部推動的當事人，看到

有些人說高教評鑑中心是因為2005年12月《大學法》修訂了第5條第2項，明定

教育部有評鑑大學與公布之責，且可做行政處分與分配經費之參考，所以給

了HEEACT成立的法源。

　其實不是這樣的，早在2002～2004年間，就已經有技職校院等第制的評鑑在

前，對技職校院的發展甚有幫助。我們到日本與英國時，順道參訪他們的高

教評鑑機構，之後在臺北召開國際研討會，反覆釐清評鑑、認可與QA的各種

作法，我還親自做簡報。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一般高教（相對於技職）並沒

有什麼如先進國家一般像樣的評鑑方式，而且也認為應該建立行政與評鑑分

離制度，以免球員兼裁判，因此決定委託研究，得出宜在教育部外建立具有

政策功能，又能獨立運作之評鑑機構的結論，同時開始編列預算予以推動，

並請幾個大學協進會共同參與。

　所以HEEACT的規劃在先，《大學法》的修訂在後，縱使《大學法》沒修第

5條第2項，大學評鑑也是要做的，所以在HEEACT尚未於2005年12月成立之

前，教育部即已委託台灣評鑑協會完成第一次各類型大學的校務評鑑工作，

我那時負責第一組大學（主要為研究型大學）的評鑑，還特別請託好幾位在

學界具有良好聲名，且處事中立的前輩參與。HEEACT成立之後，當然就將

一般高教的評鑑業務，回歸到高教評鑑中心，因為該中心在政策上，本來就

是設計用來執行這項功能的。

　HEEACT雖然有其政策功能，但在評鑑準則設定、評鑑人員選取，與實際

評鑑業務之執行上，卻應該具有專業獨立性，這兩者並行而不悖，卻缺一不

可。只想滿足政策功能，就可能傷害專業獨立性；只知專業獨立性，就忘了

是為何而戰。其實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協助大學得以提升品質，發揚大學應

有之功能與應具備之角色，且唯有專業與政策得以兼顧時，這個目標才有可

能達成，這是當初設計成立HEEACT的本意。

從這個觀點來看，就知道HEEACT所謂的轉型，一定是要沿著政策功能

與專業獨立，並履現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品質這個大目標，才是可以接受的轉

型。我們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繼續討論，找出良好的方案。

第四屆董事長／

高
教
評
鑑
的
源
頭
與
轉
型

《序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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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05年《大學法》修訂公布後，臺灣高教評鑑制度發生兩大變革。第一，由

選擇性評鑑邁入全面性評鑑，依法所有大學都應定期辦理自我評鑑，並且接

受外部評鑑；第二，由教育部主導走向「管、評」分離，教育部與全國大專校

院共同捐助成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負責大學評鑑之研究、

規劃、執行及考核。

轉眼之間，高教評鑑中心已經成立十年，不但順利完成第一波系所評鑑

與校務評鑑，亦將於明年結束第二波系所評鑑，以及後年啟動第二波校務評

鑑。值此十週年紀念之際，身為第六任執行長，除了飲水思源及由衷感謝

外，我有什麼願望呢？

第一，高教評鑑能辦得更好。雖然十年來高教評鑑中心在建立與執行大學

評鑑上的努力備受肯定，但我們不能因此自我滿足，必須與受評大學一樣，

秉持不斷自我改善的精神，提高評鑑的內部效度，包括完善評鑑作業品質和

提升評鑑委員專業素養。此外，也要重視評鑑內部效度與外部效度的對接關

係，亦即確保每一所通過評鑑認可的大學，就是一所提供高品質教育的大

學。

第二，評鑑結果被善加運用。雖然高教評鑑中心的任務，就是辦好大學評

鑑及公布評鑑結果，不會也不應該介入評鑑結果的運用，但是政府、大學、

學生及家長等互動關係人，若不重視評鑑結果，或評鑑結果沒有運用價值，

辦好高教評鑑的意義就難以存在。就像參加健康檢查，目的無非是希望檢查

結果，可以幫助發現疾病早期症狀和危險因子，然後及時治療和改變生活方

式，以增進健康和防止疾病發生或惡化。

第三，評鑑改革能以證據為基礎。對於大學評鑑制度，任何人都會同意必

須不斷改革。但是對於改革三大問題：哪裡要改革？如何改革？以及改革成

效如何？除了利用文件分析、座談會及問卷調查外，也要加強實證研究，收集

最佳可得之客觀數據與證據。我們發現過去25年來發表於國內學術期刊的高

教相關論文接近1,000篇，其中關於高教政策與制度部分雖然高達二分之一，

但量性論文卻只占14％，因此未來仍有努力的空間。

總之，歡喜高教評鑑中心十年努力有成，期待未來十年，臺灣高教評鑑會

更好！

執行長／

十
週
年
紀
念
的
願
望

《序言・五》



高　等　教　育　評　鑑　中　心　基　金　會

05年12月28日，《大學法》修正公布全文42條條文，其中

之一，就是大學評鑑入法。法律中，明文規定教育部為促

進各大學發展，應定期辦理大學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

為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的參考。

　《大學法》公告實施的前兩天、2005年12月26日，「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在教育部杜正勝部長主持下，

揭牌成立。

　這是國內第一個由政府與大學共同捐助成立的專業評

鑑機構，並推動以「品質保證」為核心的大學評鑑認可制

度，在臺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與價值。

　以往，沒有專責機構負責大學評鑑工作的規劃與執行，

評鑑中心成立後，肩負評鑑的研究、規劃、執行及考核的

一貫作業，希望建構國內完善的高等教育評鑑制度。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面臨學校過度膨脹、少子女化及

國際化挑戰，各大學如何提升品質，發展特色，是學校重

要課題。一路走來，透過評鑑與認可，評鑑中心不但協助

許多大學找到清楚定位、發展特色，也間接促成學校打造

好的基礎設施及治理機制，發揮教學功能，建立學校特

色，在國際上有亮麗表現。

　十年來，評鑑中心共完成全國80所大學的校務評鑑及第

一週期79校共1,907個系所評鑑，進行中的第二週期系所評

鑑也已陸續公布1,500個以上單位的認可結果，新一輪的大



學校務評鑑也蓄勢待發。

　評鑑推動過程，難免有批評，面對外

界的指正，我們不斷努力改善評鑑作業

品質及提升評鑑委員素質，並加強自我

品質管理，遵循品質管理循環概念，不

斷精進。同時，發行《評鑑雙月刊》傳

播正確評鑑觀念；更和中華工程教育學

會（IEET）及台灣評鑑協會合作，擴大

為國內三大高教評鑑認證專業機構共同

交流的平台。

　國際舞台上，我們也有優異表現，不但是「高等教育品質

保證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與「亞太品質網

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等國際品保組織

會員，更爭取在APQN擔任副理事長，以及主辦全球最大品

保組織INQAAHE年會；更因評鑑專業備受國際肯定，促成

和馬來西亞互認學歷簽約。這些亮眼的國際交流成績，就是

希望能把臺灣高教評鑑的專業品牌推向全世界。

　十年易春秋，風華正茂；十年載耕耘，碩果累累。十年來

的成績有目共睹，我們不以此自滿，因為，淬煉才能成就

品質，未來評鑑中心將透過不斷的自我檢討與精進，並虛

心聆聽各界批評指教，轉化成長動力，面對下一個「希望十

年」！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十歲了。

十年歷史、十年輝煌。

回想成立之初，評鑑中心不管是

硬體還是軟體，都是從零到有。

過程中，歷任董事長、執行長、基金會同仁以及

許多關心高等教育評鑑工作的專家學者，投注許多心力，

一步一腳印，才有今天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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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評鑑中心成立十年，

三位擔任領航者的歷任及現任

董事長各自肩負了不同的責任，

也帶領評鑑中心完成許多挑戰。

扮演開拓者的第一、

二任董事長劉維琪、

為基金會奠定完善機制的

第三任董事長鄭瑞城、

到帶領評鑑中心轉型的

現任董事長黃榮村，

三人任內

各有精彩的心路歷程，

以下是三人的分享。

領航者的心路歷程心路歷程



他說，許多人不了解評鑑是什麼，許多批評的

人也沒意識到，評鑑已經改變，批評的人用自己

的認知在批判，但很多的批判都有錯；其實系所

評鑑只是眾多評鑑中的一種，他不會責怪批評的

人，而是希望更多人認識大學評鑑的精神，這也

有待大家共同努力，繼續溝通。

最感謝評鑑委員 推廣評鑑觀念  

除了發刊物推廣評鑑理念，劉維琪董事長也希

望透過評鑑委員的專業評鑑，把觀念擴散影響出

去。他說，最感謝的是一路走來，評鑑中心邀請

一批專業又願意投入心力的評鑑委員，這批委員

願意花公餘、教學研究以外時間，協助評鑑中心

辦理大學評鑑，經過多次評鑑，慢慢了解系所評

鑑是怎麼回事，進而影響各大學有更多人員及老

師願意參與，讓大學及系所了解評鑑的精神與意

義，這是很不容易的事。

期許評鑑更聚焦 做好基本功

評鑑中心走過十年，談起心中理想的評鑑制度，

劉維琪董事長說：「評鑑要更聚焦，現在評鑑裡的

東西還是太多，其實只要看一樣：『學校要把學生

訓練成什麼樣子？有沒有做到？沒做到要如何改

進？』讓評鑑單純化，基本動作做好就可，若大家

更聚焦在基本動作，評鑑目的就達到了。」

劉維琪董事長說，未來也許評鑑中心有新的任

務，像是轉型成民間高教智庫或是成為後設評鑑

機構，但現階段仍免不了要做部分的系所及校務

評鑑業務，他期許評鑑中心把評鑑做成示範，建

立更接近認可制基本精神、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

的評鑑制度，作為其他評鑑機構及大學參考。

劉維琪
【基金會董事長任期：2005.9~2011.8】

引進國際作法 推動評鑑認可制  

劉維琪董事長是高教評鑑中心創會董事長，在

兩屆六年任期內，讓大學評鑑認可制順利上路，

擺脫以往的評鑑等第排序，讓大學更可以專注發

展特色，相當不容易。回想過往，他說：「建立好

的評鑑制度和環境相當重要。」

劉維琪董事長在評鑑中心成立之前，就和多所

大學校長一起推動成立台灣評鑑協會，希望能把

全球主流的大學評鑑作法引進國內。他說，以前

臺灣的高教評鑑不走認可制，而是以排序為主，

台評會成立不久，他有機會到評鑑中心服務，希

望能把認可制觀念帶進來。

「認可制的意義強調品質保證概念，學校辦學

品質是否達到自訂的標準，每校都可有不同的尺

和標準，尺由自己畫、自己量，也就是自己跟自

己比。」劉維琪董事長用簡單清楚的概念，解釋認

可制。

發刊物釐清觀念 背黑鍋無所謂

評鑑中心辦理首次大學系所評鑑，採認可制，

制度上路前，受到許多批評及反彈，至今社會各

界對評鑑仍有不同的聲音。

身為創會董事長，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但

劉維琪董事長笑著說：「阻力一直都有，評鑑中心

目標顯著，成為大家集中批評的對象，背了很多

黑鍋，但能透過背黑鍋把觀念釐清也不是壞事，

無所謂啦！」

也因為認為觀念釐清很重要，劉維琪董事長任

內，首創發行國內第一本以大學評鑑為主題的專業

刊物《評鑑雙月刊》，還開闢「園丁手札」專欄，

每期自己撰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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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瑞城
【基金會董事長任期：2011.9~2014.7】

實現心中烏托邦 讓評鑑中心更好

鄭瑞城董事長是高教評鑑中心創會董事之一，

任內不僅為評鑑中心建立良好的組織與人事制

度，也推動許多創新作為，讓評鑑制度更精進。

他說：「評鑑中心這個機構很重要，影響很大，接

任之初，我心中有一片烏托邦，希望這個機構能

更好。」

鄭瑞城董事長有本小記事本，專用來記錄他在

評鑑中心的工作點滴，記事本裡寫著當時的教育

部長找他到基金會的過程。他說，當時思考了幾

天，認為評鑑中心做的是有意義且重要的事，而

且目標明確，就是「如何提升、精進臺灣的高等教

育評鑑，進而精進提升臺灣的高等教育」，他推動

的所有作為也都朝這個目標努力。

評鑑機構品質好 臺灣高教評鑑才能做好

「若評鑑機構品質不好，就無法把高教評鑑做

好。」基於這個理念，鄭瑞城董事長任內，透過

《評鑑雙月刊》成為國內三大品保機構共同發聲

平台，促成評鑑機構間的合作；建立評鑑中心的

自我評鑑機制，並成立自我評鑑三級組織，希望

「刮別人鬍子前，先刮自己的鬍子」；也定期召開

擴大行政會議，所有同仁出席，提出對機構的建

言，「希望中心本身能有不斷反省檢討的精神」。

他還打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及人事制度，把原本

分散在外、租民宅辦公的部分評鑑中心同仁，全

部搬回中心辦公室，「這雖是小事，勿因善小而不

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員工要衝鋒陷陣，

不能不給他們好的辦公環境。」為了鼓勵基層訪評

專員提升專業，在經費緊縮下，他仍提供出國考

察機會，讓同仁能到國外評鑑機構實地交流。

面對面和同仁溝通 只為讓制度更精進

如何讓評鑑制度更完善，也是鄭瑞城董事長思

考、努力的方向。「大學評鑑的主要目的就是讓大

學自我反省，辦理大學評鑑的單位更應該要有檢

討及反省的文化。」他親身參與各項會議，傾聽

各界聲音，發現問題就直接和承辦專員討論，像

是外界對大學評鑑批評最多的評鑑項目及指標，

這是最直接影響大學的關鍵，他會和同仁一起研

商，希望訂出的規則能尊重大學的特性及特色。

「尊重大學」 的想法，也讓鄭瑞城董事長改變

評鑑結果公布方式。「評鑑不是要處罰沒有通過評

鑑的大學，但也要對社會負責，資訊要透明化。」

鄭瑞城董事長取消召開記者會公布評鑑結果的作

法，但仍將結果經由網路平台，透過資訊透明化

的方式對外公開，既可維持大學尊嚴，也讓各界

及大學真正了解評鑑未過的問題所在。

對人下功夫 人對了事情就會對

「評鑑最重要的是人，如果人對了，事情就會

對。」鄭瑞城董事長對人，下了不少功夫，包括評

鑑委員、董事會成員及內部工作人員。他提升評鑑

委員的評鑑費用，也修改各級委員資格認定及評鑑

委員研習等相關辦法，提升評鑑委員的專業；他

也爭取董事會成員增加一席教育專業團體代表，

「老師和學生是被評鑑的主體，董事會成員應該

要有能代表他們的聲音」；他更致力提升評鑑中心

人員專業，「讓年輕人有學習及發展機會，他們如

果強，我們的評鑑工作才會做得好。」

「建立制度，才能可長可久。」展望未來，鄭瑞

城說，評鑑中心的目標很清楚，只要有自我反省

批判及改善的能力，機構所做的事會更有意義。



黃榮村
【基金會董事長任期：2014.8~2018.7】

發揮槓桿功能 扮演高教民間智庫角色  

高教評鑑中心是黃榮村董事長於2002年教育部

長任內大力催生的機構，他卸任一年後，評鑑中

心成立，他也進入董事會成為第一、二屆董事，

2014年更接任董事長，直接領軍評鑑中心。

黃榮村董事長上任一年多來，臺灣的高教面臨

少子化衝擊，正積極尋求創新轉型，高教評鑑中

心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該如何因應，是黃榮村董事

長此刻最重要的工作。

他認為，評鑑中心可發揮「槓桿」功能，扮演

「臺灣高等教育智庫」的角色，引進專家學者一

起協助大學解決問題，因應社會變遷，他知道雖

然這不容易，但仍應該要做。

黃榮村董事長說，評鑑中心不是業務機構，但

能扮演大學和產業界的橋梁。例如大學轉型或退

場後，將有大批大學專任教師走出校園，這些高

級人才何去何從？教育部可協調經濟部及產業等

單位，擔任「大槓桿」，組成產業工作小組，請教

產業界該怎麼做；但大槓桿要轉身較為困難，此

時即可讓評鑑中心這個「民間小槓桿」先運作，做

政府政策制定的橋梁，讓這些問題有好的出路。

另外，針對學用落差問題，評鑑中心可根據

以往大學評鑑累積的成果，扮演智庫角色提出建

議，讓大學培養的人才更快和產業結合。

調整評鑑及認可方式 引領高教正面發展  

評鑑中心走過十年，如何透過檢討讓評鑑更精

進？黃榮村董事長說，大學評鑑對提升大學辦學

品質產生不少正面影響，像是大學校務及系所評

鑑引導大學建置好的基礎設施及治理機制，發揮

最應重視的教學功能，建立學校特色。

他不諱言，大學評鑑也有缺點需要改進，評

鑑中心也一直在檢討，例如：評鑑機制是否太忽

略大學本質？用了太多數量化指標？指標是否太

多，讓大學專注在瑣碎事項，特色無法發揮？評

鑑委員是否找對人？是否委員的專業和評鑑態度

都應再精進，讓大學覺得評鑑委員到學校是為了

幫助學校，而不是來挑剔毛病？

黃榮村董事長強p調，評鑑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就

是「執行高等教育的評鑑與認可」，展望未來，如

何調整評鑑及認可方式，引領高等教育朝向正面

發展，是中心重要的任務。

打造國際化平台 協助臺灣高教和國際接軌

尤其，臺灣高教已朝國際化發展，高教評鑑中

心要評鑑大學，自己必須先成為國際網絡中的積

極份子，參與國際及亞洲評鑑機構聯盟，成為國

際組織中的一環；並透過評鑑中心這個槓桿當平

台，把臺灣和國際上有專業評鑑經驗的專家帶進

各大學評鑑，協助各大學充分發展學校特色。另

外，還將提升評鑑中心人員的專業及國際語言能

力，因為「做評鑑，要培養政策及研究人才，也要

引進國際人才。」

其次，評鑑中心以往主要工作以辦理校務及系

所評鑑為主，因應系所評鑑逐漸開放給表現好的

學校自辦外部評鑑，評鑑中心系所評鑑的工作量

正在減少，黃榮村董事長表示，將積極推動和國

內其他評鑑認證機構如台灣評鑑協會、中華工程

教育學會（IEET）的整合及分工，讓國內品保機構

品質更邁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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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成立

認可制評鑑上路

建立評鑑專業化與品質保證機制

創辦評鑑雙月刊，三大品保機構共同發聲平台

高教評鑑站上世界舞台

研究創新展新猷

醫學院評鑑提升醫學教育水準



草創初期從零開始

時空回到十年前，當時大學數量擴增，學生數

逐漸減少，導致大學錄取分數下降，錄取率大幅

提高，國人擔心大學辦學品質及學生素質低落，

希望建立公正客觀的監督機制，提升高教品質。

因此促成評鑑中心成立，由教育部和全國大學共

同捐助，期待透過評鑑和認可，協助大學提升品

質、發展特色。

回想評鑑中心成立之初，首任執行長吳清山教

授說，基金會成立前一年他就參與規劃，籌備階

段他和劉維琪董事長到評鑑中心現址查看，「空空

一片，整層樓只能用一半空間，沒電腦沒桌椅，可

說是有將無兵。」

扭轉評鑑文化  

不但硬體是零，人力和評鑑制度的軟體也從零

開始，當時先情商台灣評鑑協會吳淑媛秘書長義務

協助空間規劃，再延攬時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

行政與評鑑研究所王保進教授擔任評鑑業務處處

長，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協助建立評鑑制度，他

也是在評鑑中心任職最久的一級主管。王保進處

長說，願意進來幫忙，只是因為想導正國內對評鑑

的看法，「多年來國內大學評鑑都是學管理的人在

做，為什麼要評鑑學校，卻沒有學教育的人參與？

而且評鑑在國內，沒人看成是一門專業，只有建立

較好的評鑑制度，才有機會改變。」

首任劉維琪董事長則因「想改變長期以來評鑑

強調的排名風氣」，於是在評鑑中心成立前，就和

多名大學校長創設台灣評鑑協會，有心引進國外

評鑑的認可制；進入評鑑中心後，更抱著要「突

破傳統、做不一樣的事」的決心，希望扭轉臺灣社

會對評鑑的觀念。

創業維艱 挑燈夜戰

理念美好，但創業維艱。吳清山

執行長說：「初期天天挑燈夜戰，

討論人事管理制度和評鑑制度，

為了打響知名度，讓外界了解評鑑

中心業務，還腦力激盪想出評鑑中

心的標語『公正、專業，邁向卓

越』，響亮押韻又好記，八個字就

說明評鑑中心的願景和目標。」

由於初期評鑑中心的定位，是作

基金會成立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2005年12月26日正式掛牌成立，

象徵國內高等教育評鑑展開新里程碑。

評鑑中心辦公室大門，高掛前教育部杜正勝部長書寫的

「公正、專業，邁向卓越」八個大字，

正是評鑑中心十年來念茲在茲努力的願景。

2005年12月26日評鑑中心成立，

教育部杜正勝部長（中）主持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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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內評鑑機構的上位機構，為國內其他評鑑機

構的品質保證把關，但董事會議時，有董事認為

「評鑑中心剛成立，沒有做出績效，社會不知道

中心在做什麼，應該先做出成績，不能只做評鑑機

構的認可機構。」最後決議，評鑑中心運作初期要

扮演「執行者」負責實地評鑑工作。吳清山執行長

說，這決議讓評鑑中心人仰馬翻，短期內招募訪

評專員，並從大學及業界延聘評鑑委員，辦理上

百場評鑑講習。

辛苦打拚，終有成果。這些年來，評鑑中心辦

理了第一、二週期系所評鑑、第一週期大學校務

評鑑等，評鑑過程中，不僅有效引導大學發展特

色，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也讓更多學校了解評鑑

精神，願意主動投入，師生一起攜手邁向卓越。

認可制評鑑上路
國內高教評鑑開始於1975年的學門評鑑，至今已邁入40年。

不但從選擇性的「想到就做」評鑑，到所有大學都要參與的全面性評鑑，

更重要的是從強調評等，走向「認可制」的「品質保證」機制，

為臺灣的大學評鑑建立新的里程碑。

認可制評鑑 品質保證精神

翻開臺灣的大學評鑑發展史，從1975年的學門

評鑑開始，到1997年教育部試辦大學校務綜合評

鑑，2004年委託台灣評鑑協會辦理首次全面性大

學校務評鑑建立評鑑制度化軌道後，到2006年高

教評鑑中心執行首要工作——系所評鑑，不但把整

體校務評鑑進一步向下擴及至系所評鑑，也讓評

鑑認可制正式上路。

高教評鑑中心首任劉維琪董事長說，認可制是

世界主流，過去臺灣較強調等第制，認可制意義

則強調「品質保證」，由學校自己設標準，只要達

到設定的標準就通過，因此，並非公認最好的學

校一定會通過、末段班就不會過，而是要自己跟

自己比。另一是強調「自我改善能力」，達不到自

己設的標準沒關係，但要告訴評鑑委員及學校師

生應如何改進，也就是「止於至善」的精神。 

以教學和學習為主軸 引導學校發展特色

一手規劃評鑑制度的前評鑑中心評鑑業務處處

長、現任教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的王保進教授，

可說是評鑑計畫的靈魂人物，從規劃、操作到執

行，都少不了他親身參與。他說，早期的評鑑制

度無法呈現大學特色，只用研究結果決定學校好

壞，不少學校也偏重研究而輕教學；評鑑中心推

動的認可制評鑑則定位為教學評鑑而非研究評

鑑，改以學生為本位，透過評鑑項目及參考效標，

引導學校思考辦學定位，「由各校決定要發展成什

麼樣的大學」。

新制度上路 多管道溝通

大學系所評鑑首次上路，首要任務就是爭取大

學校長支持。吳清山執行長回想他剛接任沒多久，

就到全國大學校長會議報告系所評鑑相關內容，還

邀請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審議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執行長Judith S. 

Eaton專程到訪，先對國內大學校長介紹美國高教

評鑑的認可制及未來國際趨勢，再由他簡報臺灣

的高教評鑑規劃，但會議上仍舊砲聲隆隆。

吳清山執行長說，當時「有大學校長質疑評鑑走

得太快，或是認為學校已經辦得很好，不需接



受評鑑。」後來，透過吳清山執行長舉世界各國

高教評鑑潮流說明臺灣為何要推動系所評鑑及認

可制，主要目的在於鼓勵學校持續改進、確保品

質，再加上評鑑中心透過研討會、說明會、發行

期刊等各項管道，才逐漸減少阻力，終讓評鑑得

以順利推動。

認可制讓學校找到定位 

評鑑對大學起了什麼作用？劉維琪董事長觀察，

十年來，系所評鑑有了深遠的影響：第一，改變

大學對系所評鑑的認知，以往大家以為評鑑偏重

在學校「投入」的資源，例如生師比、圖書設備、

儀器等教學資源，或是老師的研究多寡，但現在

已逐漸了解重要的是「產出」，更看重學生學習

成效；其次，以前外界以為評鑑是要學校互相比

較，其實是強調自己跟自己比。

王保進教授也舉例，有學校從評鑑中，認真思

考自己的定位，像是台灣首府大學原本為一所強

調學術性的綜合大學，起初評鑑成績並不理想，

後來轉型為休閒為主的教學應用型大學，清楚找

到定位，發揮辦學特色。

認可制成功經驗 改變技專校院評鑑制度

技專校院自1975年開始實施的評鑑就是採用

傳統的等第制，由於此一制度是校際系所間的

比較，對於新設或私立學校而言相對不利，致使

各技專校院呼籲教育部也應改採認可制評鑑。因

此，2010年時，教育部技職司責成當時評鑑中心

陳振遠執行長負責技專校院認可制評鑑的規劃工

作，這也是技職司首度委託高教評鑑中心進行研

究案。高教評鑑中心認可制系所評鑑的成功經

驗，終於也改變了技專校院近四十年的評鑑制

度，2014年，技專校院終於終結等第制，全面跟

進實施認可制評鑑。

校務評鑑80校受評 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

高教評鑑中心2011年辦理第一週期大學校院校

務評鑑，共有包含軍警校院及空中大學在內的80

所大學校院受評。當時在任的江彰吉執行長說，

有了第一週期的系所評鑑經驗，校務評鑑仍秉持

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確保高教品質，評

2011年大學校務評鑑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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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中心也舉辦多場工作坊、研討會及演講，並透

過《評鑑雙月刊》刊登多篇文章，對各大專校院說

明「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的重要性和內涵。

為了確保校務評鑑機制和國際接軌，評鑑項目

參考世界主要國家的高教校務評鑑機構，在品質

保證的精神下，結合全面品質管理PDCA（Plan, Do, 

Check, Act）的計畫、執行、檢核、行動循環圈，

共擬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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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個評鑑項目。

任內完成校務評鑑工作的鄭瑞城董事長指出，

評鑑的第一項就是學校自我定位，希望強調尊重學

校獨特和自主性，而評鑑最後一項的持續改善和品

保則是呼應第一項，在尊重學校自主下，學校也要

自我檢視並確保辦學品質，這才是辦學初衷。

2017年，評鑑中心將啟動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現任江東亮執行長說，評鑑中心已成立專案研究

小組，整理分析各界對大學評鑑的意見，也多

吳清山
執行長任期2006.2~2008.5

任內能執行臺灣有史以來

首次大規模認可制的系所評鑑，而且

由剛成立的評鑑中心主辦，很有意

義，也一定要先爭取大學校長支持。

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簡報前一天，

還有大學校長及我的老師提醒我「要

全副武裝戴鋼盔」、「皮要繃緊一

點」，隔天會議果真有許多校長質

疑。我這個初生之犢的執行長要舌戰

校長雖不容易，但我也當過大學校

長，加上教育是我的本業，我詳細說

明為什麼要評鑑、如何做等，最後終

於以強有力的論述取得校長支持，不

僅化解許多疑慮，我也聆聽了校長們

的寶貴意見。

這件事說明了任何行政事務要推動

前，一定要妥善溝通、說明並有專業

支持，降低反對聲浪，才容易成功。

    陳振遠
執行長任期2008.9~2010.7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公

布評鑑結果的緊張氣氛，有一次某所

頂尖大學的評鑑結果差強人意，學校

也表達不滿，幸好事前我都會請同

仁提供具體評鑑意見與佐證資料，以

回應記者的詢問。結果第二天各大報

非但沒有抨擊評鑑中心的報導，反倒

有媒體以特稿質疑該頂尖大學重研究

輕教學，對評鑑認知不足。可見系所

評鑑業務執行的品質，可以禁得起考

驗。

另外，評鑑制度建立起來後，評鑑

的行政事務也要精進。我學管理，看

到同仁埋首在複雜繁瑣的評鑑公文流

程中，實在不忍心，因此協助改善行

政流程，加以簡化和透明化後，評鑑

過程也更有效率。

江彰吉
執行長任期2010.8~2012.7

第一週期的系所評鑑，各

界意見很多，評鑑中心經常被指責，

監察院還調查並糾正教育部，我當時

身為執行長，一面要代表評鑑中心向

監院說明評鑑過程，一面還舉辦評鑑

說明會，到許多學校說明評鑑精神，

化解外界疑慮。要建立評鑑制度不容

易，需要多溝通，讓更多人了解，評

鑑是為了讓學校更好。

李隆盛
執行長任期2012.8~2013.7

第一週期校務評鑑後，學

校的申訴案變多，尤其對私立學校招

生衝擊大。學校的心情我能體會，便

邀集同仁開會，一一檢視評鑑程序和

指標，尤其針對多所學校提出的共同

申訴問題研擬解決之道。

另外，當時教育部正在推動大學

自辦外部評鑑，也有意把校務評鑑放

手讓辦學績優學校自辦，高教評鑑中

心主張校務評鑑不能放手，日本和美

國都仍堅持校務評鑑由專業評鑑機構

辦理，臺灣若開放，實在不合國際潮

流與時空背景。很高興看到校務評鑑

至今仍由高教評鑑中心辦理。

王如哲
執行長任期2013.8~2014.7

我認為評鑑機構應該獨立

運作，評鑑標準也要穩定，但在臺

灣，評鑑中心很難完全獨立自主，標

準常要隨著社會氛圍、媒體及立委關

心的議題調整，這樣就相對不易和國

際接軌，這是我覺得未來還可再努力

精進的地方。

評鑑甘苦談

評鑑中心辦理大學評鑑，箇中甘苦，歷任執行長最知道。



次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並舉辦精進大學評鑑

座談，希望讓評鑑辦得更好。

大學自辦外部評鑑挑戰大

2012年，教育部開放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中表現優異的34所大學

試辦自辦外部評鑑，大學自我評鑑機制經教育部

認定通過，即可不必接受高教評鑑中心的系所評

鑑，但仍須將自我評鑑結果送請評鑑中心認定，

經書面審查後，給予「認定」或「未獲認定」的結

果。此一關鍵性的轉變，代表我國高教品質保證

進入「大學自主管理」新時代，凸顯大學自我改善

能力和自我監管機制更為重要，而評鑑中心也首

次面臨轉型的挑戰。

任內正逢此一變局的李隆盛執行長與王如哲執

行長，對於大學自辦外部評鑑各有不同看法。王

如哲執行長樂觀認為，學校本身最知道自己的定

位和特色，透過自評，不但可以自我檢視，也能

透過同儕外部機構以第三者的眼光，提供不同視

野的專業意見。李隆盛執行長建議，大學自辦外

部評鑑最好能有定期的外部稽核機制，以更符合

認可制品保的精神。

建立評鑑專業化與品質保證機制
「評鑑專業」是評鑑最重要的基礎，也是維繫評鑑制度公信力的基石。

評鑑委員是評鑑機制的靈魂人物，

委員除了有學科專業，更應具有評鑑的專業知識、

技能和倫理，評鑑中心持續推動評鑑委員專業制度，精進評鑑品質。

建立評鑑委員專業制度

評鑑委員專業制度從委員的遴聘、培訓到專業

表現品質保證，是循環且互相影響的機制，三者

運作是否完善，是認可制評鑑品質的關鍵。

◆ 遴聘把關——評鑑中心辦理系所評鑑前，已制定

相關辦法，規範評鑑委員遴聘資格，不符遴聘資

格者無法成為評鑑委員候選人，這是把守評鑑品

質的第一關。此外，為提升評鑑品質，自2008年

度下半年起，實地訪評小組召集人改為由評鑑中

心事先遴聘，並透過實地訪評小組召集人會議，

使召集人能了解自身的職責與如何處理訪評過程

可能遭遇的問題，確保評鑑作業品質與減少可能

發生的爭議。自2013年度下半年起，實地訪評小

組召集人會議併入評鑑委員行前會議舉辦，以期

更加凝聚評鑑委員間的共識。

◆ 專業培訓——評鑑委員培訓也是評鑑品質重要一

環，有短、中、長期不同的規劃。短期是指所有

參與實地訪評的評鑑委員，須完成評鑑研習，方

得執行實地訪評工作；中期是對國內有意擔任或

已擔任評鑑委員的專家學者，以繼續教育的方式

持續培訓，培育更多高教評鑑人才；長期則是建

立高教評鑑人才資料庫，提供其他評鑑機構或大

學自評參酌。

◆ 訪評工作品質保證——除了遴聘把關與專業培訓

外，評鑑中心亦在嚴守保密原則的前提下，藉由

問卷方式，調查受評單位對實地訪評小組的意

見，並透過多元方式了解評鑑委員的訪評行為、

態度及評鑑參與度等，若違反評鑑規範或評鑑專

業不足，就會取消列入評鑑人才資料庫資格，也

無法擔任實地訪評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是評鑑的關鍵。」曾任教育部長的

鄭瑞城董事長認為，評鑑很專業，不可能「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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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大」，從委員的遴聘就要做好把關，發現不

合理的地方一定要改，透過評鑑中心一點一滴跟

評鑑委員溝通，並且修改各級委員資格認定等辦

法，慢慢改善。

「評鑑委員研習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確實

達到研習效果。」目前臺灣還無法做評鑑委員認

證，要如何確保委員素質與評鑑專業？鄭董事長

回憶，他當時特地請訪評專員記錄委員出席率、

訪評態度等，透過客觀數據及觀察「評鑑委員對

領域是否夠專業，對評鑑有無熱情，評鑑能否公

正無私，這些才是評鑑的關鍵。」

在評鑑中心任職近兩年的陳振遠執行長指出，

評鑑委員和學校是夥伴，不要高高在上，態度和

專業很重要，他以前在學校「當過苦主，被評鑑

過，體會更深」。因此，陳振遠執行長在任內推

動所有委員都要參加過研習才能擔任實地訪評評

鑑委員的政策，並納入ISO品質稽核指標。

此外，各受評單位最害怕的就是第一天實地訪

評結束後，往往為了準備答覆實地訪評小組提出

的待釐清問題，全系徹夜未眠。為減少受評單位

的負擔，自2009年起，評鑑中心修改規定，將待

釐清問題分為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待釐清問題

與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

待釐清問題係由評鑑中心於實地訪評前彙整實地

訪評小組所提的待釐清問題，並轉予受評單位；

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則由實地訪評小組於實地訪

評第一日提出，之後更進一步規範實地訪評待釐

清問題應以意見性待釐清問題為原則，減少受訪

當日的待釐清事項。

評鑑中心的品質保證機制  

高教評鑑中心身為大學評鑑專責機構，如何確

保機構本身的品質特別重要。因此，2008年劉維

琪董事長交給當時甫上任的陳振遠執行長首要任

務，就是要讓評鑑中心取得ISO國際認證。經過

全體同仁一年來不斷的訓練、研習、修訂章則，

以及反覆的管理審查會議，評鑑中心順利在2009

年成為國內第一個通過ISO9001:2008國際品質管

理系統認證的評鑑專責機構，並獲英國The 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授證。通過國際認

證，顯示評鑑中心重視內部員工的素質、評鑑委

員的公正態度、評鑑作業的品質、評鑑的績效以

及資訊透明。

2011年，評鑑中心再通過ISO27001:2005資訊安

全管理系統驗證，至今持續維持認證資格，更於

2013年申請「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評鑑」，獲教育

部頒發102年度績優教育基金會「優等」殊榮，足

見評鑑中心確保高教評鑑服務品質的用心。

除了外部認證，評鑑中心也於2009年起推動自

我評鑑，延聘澳洲、美國及香港品保機構的3名海

外專家學者，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前校長陳維昭教

授與世新大學前校長牟宗燦教授共5人擔任自我評

鑑委員，透過外部委員的訪視，提供評鑑中心改

善建議，精進評鑑運作機制。

2013年，評鑑中心榮獲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評鑑「優等」殊榮。2009年，評鑑中心通過 ISO 9001:2008驗
證。



陳振遠執行長強調，評鑑中心刮別人鬍子前，

要先刮自己的鬍子，請國外評鑑委員擔任中心自

我評鑑委員，是希望以外部眼光重新檢視評鑑制

度運作，並能和國際接軌，吸取國際學者意見。

2013年，評鑑中心進一步建立自我評鑑機制，

並訂定《自我品質保證辦法》，成立自我評鑑三

級組織，讓自我評鑑工作制度化及法制法，落實

自我改善機制。

自我評鑑組織第一級是「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邀請前教育部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郭為

藩名譽教授等11位具學術聲望的專家學者擔任指

導委員，負責督導審議評鑑中心自我評鑑事宜；

第二級是「自我評鑑規劃與執行委員會」，由執

行長、處長及研究人員組成，負責推動與督導自

我評鑑工作；第三級為「各類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由處長及主辦業務人員組成，負責準備自

我評鑑報告及受評事宜；期待透過三級組織，確

保評鑑中心評鑑工作持續向上改善。

鄭瑞城董事長表示：「評鑑中心辦理大學評

鑑，不但本身的自我要求比大學更嚴格，更要有

自我反省檢討的能力與文化，若沒有，如何期待

大學檢討改善？」因此，他把自我評鑑機制進一

步制度化，希望建立可長可久的組織文化。

當時在任的王如哲執行長也認為，「身為國

內專業評鑑機構，就要建立檢核機制，隨時檢

討現行的評鑑作為，以及機構人員是否有專業成

長。」推動評鑑中心組織再造的李隆盛執行長也

說：「自我評鑑機制能讓中心持續自我改善，就

像申請通過ISO國際認證一樣，評鑑中心持續透過

內、外部交替的稽核，才能確保評鑑品質。」

創辦評鑑雙月刊
三大品保機構共同發聲平台
2006年5月15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發行全國

第一份以「大學評鑑」為主題的專業刊物《評鑑雙月刊》，

受到國內外學者及大學校院肯定。

2014年3月發行第48期起，《評鑑雙月刊》正式擴大為

國內三大高等教育評鑑認證專業機構共同傳遞訊息及與外界交流的知識平台。

傳遞評鑑觀念

回想當初創辦《評鑑雙月刊》，劉維琪董事長

說，發行刊物的目的是希望傳播正確評鑑觀念，改

變大學對系所評鑑的認知，也希望提供國內外評

鑑成績優良的範例讓學校參考，並作為評鑑委員

交換意見溝通的園地。

劉董事長從創刊號起，每期都在《評鑑雙月刊》

發表專欄文章。他以實務觀點並結合統計、心理學

等跨領域知識闡述評鑑理念，深受好評，有大陸教

授在網路看到他的文章，特地寫信過來自費訂閱

《評鑑雙月刊》。

出版的力量，讓更多人看見評鑑中心。吳清山執

行長指出，當初的構想是希望透過科普版的《評鑑

雙月刊》，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傳遞評鑑觀念，創刊

號開始，他和劉維琪董事長都會與雙月刊主編一

起開會，討論報導主題。另一本學術版的《高教評

鑑與發展》中英文版期刊與高教評鑑系列叢書，則

是希望以有系統的研究，深耕評鑑學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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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影響力擴及海內外

從無到有，一路參與《評鑑雙月刊》發行事務的

陳曼玲主編回憶，創刊號從發想到出刊僅一個半

月時間，初期人手不足，從企劃、邀稿、採訪、

編輯、印刷到寄送，幾乎都由她一人負責，邀稿

時還碰了許多釘子，學者婉拒的理由是沒聽過

《評鑑雙月刊》。

儘管辛苦，但有收穫。《評鑑雙月刊》初期寄送

對象以各大學校長、系所單位及學術研究機構等

為主，有中研院院士收到後特地寫信感謝，認為

評鑑影響大學深遠，評鑑中心透過刊物傳遞評鑑

新知值得肯定。2008年起因政策轉變，贈閱對象

逐漸限縮，但訂戶仍遍及海內外，包括：臺灣、

香港、澳門及大陸的品保機構與大學都有，經由

刊物，將臺灣高教評鑑第一手資訊傳遞到海內外

華人世界。

數位化分享 

為了擴大影響力，《評鑑雙月刊》除紙本刊物之

外，也同步發行電子報，並建置免費網站，把所

有紙本內容數位化。陳曼玲主編說：「劉維琪董事

長體察數位傳播是時代趨勢，從公益考量，透過

無償的知識分享平台，要讓評鑑觀念更普及！」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楊瑩教授指

出，各界可從雙月刊中獲得國內外評鑑

及教學趨勢，並跟著改變，發行數位化

的影響力更無遠弗屆。

三大品保機構合作

《評鑑雙月刊》更開啟國內品保機構

合作契機，自2014年48期開始，在高教評

鑑中心原有的發行團隊之外增加二個合作

新夥伴，啟動「高教評鑑中心發行、IEET

協同發行、台灣評鑑協會贊助發行」的全

新合作模式，正式擴大為國內三大高教品保機構

的資訊整合平台。

三大機構共同合作發刊，報導內容和讀者群擴

增到工程等更多專業領域，也讓更多人了解各個

品保機構的運作。提出合作構想的鄭瑞城董事長

指出，三大品保機構若資源共享，效益更大，透

過互相鞭策，不但能自我提升，也能彼此成長。

積極促成這項合作案的王如哲執行長也表示，

《評鑑雙月刊》希望能在創造公共利益的前提

下，傳播正確評鑑知識，也期待透過這個平台，

和國內評鑑專責單位共同提升國內評鑑知能及制

度；辦理刊物需要人力、物力及資源挹注，IEET

及台評會能夠協助，有助於刊物永續發展，共同

提升臺灣的高等教育評鑑發展，讓人感佩。

IEET認證委員會劉曼君副執行長說，《評鑑

雙月刊》讓三個機構有更多交流機會，可互通有

無、集思廣益，像在第49期的「焦點話題」單

元，IEET就分享「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

在大學推動情況及為什麼IEET會將總整課程納入

認證規範中。她強調：「評鑑機構是同儕相互協助

支持的關係，只要彼此有共識，未來合作議題不

設限。」

「三大機構在各自專業基礎共同合作，在國際

舞台上不能單打獨鬥，團結一致才能讓國際看到

臺灣的品保成果。」台評會吳淑媛秘書長為合作

平台下了最好註解。透過共同發行期刊，不但可

節省自行發行出版品的人力經費，也能讓各自領

2006年5月《評鑑雙月刊》創刊，至2015年底已出版58期。



高教評鑑站上世界舞台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成立後，積極拓展臺灣在國際的影響力，

不僅參與國際評鑑與研究組織會員，並成功主辦全球最大品保組織年會，

促成馬來西亞學歷互認簽約，這些亮眼的國際交流成績，

都是希望將臺灣評鑑的專業品牌推向世界舞台。

提升國際能見度

高教評鑑中心是「高等教育品

質保證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亞太品質網絡」

（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以及「大學校務研究協

會」（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IR）

等國際評鑑組織會員，並曾加入「國際排名專家團

體協會」（IREG 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 IREG）主辦國際年會，更成功進入

APQN理事會，協助會務推動。

參與國際評鑑組織，意義深遠。劉維琪董事長

指出，評鑑是要和大學一起邁向卓越，不僅要致

力改進評鑑方法，更要走入國際，擴大和國際評

鑑機構合作交流，一方面可引進最新品質保證趨

勢的觀念，再者也能提升在國際的影響力。

江彰吉執行長認為，「透過國際交流可以知道世

界在做什麼，也讓世界看到臺灣高教亮點。」這些

年來，評鑑中心在有限的經費下，積極爭取國際曝

光率，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讓各國了解

臺灣在高教評鑑的努力，外國品保機構若與臺灣

有合作機會，對臺灣才有信心，

像是評鑑中心參與APQN年會，

和馬來西亞有友好互動，也促成

臺灣和馬來西亞大學學歷互認。

主辦國際品保年會  

達成不可能的任務

爭取國際品保年會在臺灣主

辦，更創下國際交流重要里程碑。2013年4月8日

至11日，INQAAHE年會暨國際研討會首度在臺灣

舉行，吸引全球56國超過200名評鑑專家來臺，吳

敦義副總統親臨開幕式致詞，不僅引領各國共同

精進大學評鑑品質，也大幅提升臺灣高教的國際

能見度。

時任高教評鑑中心研究發展處長、現任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主任王麗雲教授指

出，以往評鑑中心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因論文

發表場次不同，不見得會和所有會員代表碰面，

在臺灣主辦則可讓國際品保機構專家齊聚一堂認

識臺灣，對臺灣在國際品保聲望及外交發展奠定

良好基礎。

王麗雲教授表示，更值得讚許的是，此次活動

在經費有限下，透過評鑑中心同仁齊心努力開源

2013年，評鑑中心舉辦 INQAAHE年

會。

域的讀者有交流機會，讓高教評鑑領域更完整，

像57期的《評鑑雙月刊》報導校務研究，就有技

職學校詢問大學和技職體系推動的方向有無差

異。

她並期待未來三方能繼續擴大合作板塊，不管

那個機構跨出國外，一定要邀請其他機構一起合

作，讓臺灣高教評鑑版圖拓展到更多國家，更多

國外認證機構可以認識臺灣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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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流，完成一場討論深入又賓主盡歡的國際研討

會，過程中還努力達成許多重大任務，除了和日

本及泰國品保機構簽訂合作備忘錄，並與APQN

簽署協定，共同出版《高教評鑑與發展》（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期刊，使其

成為APQN的會員刊物，提高評鑑中心學術期刊的

國際地位與能見度。

「同仁幾乎不眠不休，更放棄春假，準備中英

文合作備忘錄、中英文期刊合約書、新聞稿、安

排簽約場次、召開國際記者會，並細心接待五十

多個國家兩百多位代表，絕大部分的人都是首次

到臺灣，認識臺灣，也參與了一場高教品保國際

研討盛宴。」王麗雲教授說，高等教育朝國際化發

展有賴其品質與國際接軌，受國際認識與信賴。

舉辦國際研討會不僅掌握國外高教發展趨勢，也

可增加臺灣曝光率，讓國際認識臺灣在高等教育

上的成就與表現。

李隆盛執行長也指出，當時為了籌辦這場國際

盛宴，同仁投入許多心力，才能吸引那麼多國家

共襄盛舉，經費完全由年會自給自足，相當不簡

單，透過年會也開啟許多國際合作管道，搭起國

際交流橋梁。

長期以來，積極代表評鑑中心在國際舞台發聲

的輔仁大學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國際教育長侯永琪

教授也強調，主辦INQAAHE年會，許多國外評鑑

專家來臺灣，直接看到臺灣的優異表現，便會真

正認同臺灣，對臺灣國際能量的展現很重要。

向國際機構爭取正名

國際交流過程是否遇到困難？投身評鑑中心國

際事務不遺餘力的侯永琪教授，以評鑑中心研究

發展處處長及兼任研究員身分，擔任APQN副理事

長長達四年。她說，為了爭取臺灣國際名稱正名，

投入許多努力，剛加入INQAAHE時　，評鑑中心

英文名稱的Taiwan被改成China，她和當時的執行

長透過多種管道，包括到阿布達比及美國參加

2013年INQAAHE國際研討會在臺北登場，評鑑中心的辦理成效備受國際人士肯定。



年 會 或 國 際 研 討

會，當面向理事會表

達意見，回國後也透

過 書 信 力 爭 ， 最 後

終 於 在 理 事 會 上 以

Chinese Taipei取代，

後來APQN也沿用此名

稱。她強調，為了讓

臺灣在國際發聲，這

是評鑑中心的底線，

如果超越底線，就不惜退出國際組織。

從2009年起，每年APQN或INQAAHE年會，

侯永琪教授都會和時任執行長與會並發表論文，

至今已發表十多篇論文並陸續刊登在SSCI國際期

刊。她說，透過論文，可以闡述臺灣高教評鑑理

念，也讓國際學者認識臺灣高教。 

一步一腳印參與國際交流，績效日益展現。侯

永琪教授觀察，擔任APQN副理事長，除了協助

會務推動，也增加了許多可以把臺灣品保經驗

分享給各國的機會，包括利用APQN各項會議上

台發言，分享臺灣表現；每期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出刊後，評鑑中心也分

送給APQN全部160多個會員，大幅提升臺灣的國

際能見度。

「各國際品保機構對臺灣評鑑都讚賞不已，

INQAAHE曾調查哪些國際品保機構做得較好

時，臺灣獲選被放在INQAAHE官網上提供國際參

考。」侯永琪教授舉例，INQAAHE替小國訓練品

保人才，選送亞美尼亞品保機構人員來臺學習臺

灣品保，這些都是臺灣受到肯定的最佳典範。總

計十年來，評鑑中心與全球十餘個國際組織及品

保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範圍遍及歐、亞、美洲

國家。

臺馬合作交流專案 互認學歷

在國際受肯定，也促成2012年「臺馬合作交流專

案」，評鑑中心於7月20日與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

定機構（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簽

署學歷資格互認聲明，臺馬互相承認雙方機構認

可的大學校院。

為了這次認證，臺馬雙方花了近九個月時間，過

程中，評鑑中心舉辦兩次工作坊，雙方並互訪大

學了解評鑑流程，江彰吉執行長與當時的研究發

展處侯永琪處長來回奔走馬來西亞多趟，和馬方

評鑑機構及大學校長對談，最後順利達成任務，

侯永琪教授也把這段難得的經驗寫成學術論文發

表。

「跨境教育的品質保證是未來高教評鑑重要核

心。」展望未來，歐盟已在2013年啟動跨境國際教

育評鑑計畫，APQN與澳洲、歐洲等地的品保機構

競相加入，因應大學多元化及國際化，學生和教師

更具國際流動力，如何確保學習品質，是品保機構

亟需思考著力之處，只有加快國際化腳步及提升國

際能力，才能參與跨境國際教育評鑑合作。

受國外肯定 首創辦理境外評鑑  

2014年，評鑑中心受邀評鑑澳門理工學院藝術

高等學校「音樂學士學位課程」，首創國內評鑑

機構赴海外辦理境外評鑑，2015年並和俄羅斯對

口評鑑機構「國家認可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Public Accreditation, NCPA）簽訂「共同評鑑」合

作協定書，完成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的歷史學士與碩士學位學程訪

評工作，為臺灣的高教評鑑寫下新里程碑。2016年

2011年評鑑中心參加APQN年

會，會場中央高掛中華民國國旗。評鑑中心於2011年成功爭取到2012年IREG-6年會主辦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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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向國際舞台，讓臺灣高

等教育品質保證與國際接軌」。

雖然過程辛苦，但想到對評鑑

中心的永續發展有幫助，她覺

得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回 想 當 時 為 了 促 成 境 外 評

鑑的創舉，蘇錦麗處長在鄭瑞

城董事長與王如哲執行長授權

下，與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

學校不斷魚雁往返，並各組訪

問團相互參訪，密集開會研商

細節，除了確認需提供的評鑑

服務、作法與需求切合澳門本

地高教文化背景，也使該院熟

悉評鑑中心的評鑑計畫，最後順利達成共識，完

成首次音樂學士學位課程的評鑑。

有了境外評鑑的經驗打響知名度，時隔一年

之後，評鑑中心又遠赴俄羅斯海參崴參與評鑑，

「未來會繼續秉持『公正、專業，邁向卓越』的

基本方針，持續精進評鑑業務，以成為國內外重

要的專業評鑑機構，與臺灣各大學一起追求卓越

的高等教育品質，達到世界先進國家水準。」蘇

錦麗處長充滿信心地說。

還將繼續接辦澳門理工學院「體育教育學士學位課

程」及藝術高等學校「視覺藝術學士學位課程」的

評鑑。

「不斷接踵而至的境外評鑑業務，顯示我們評

鑑工作的專業受到國際肯定！」負責境外評鑑工作

的評鑑中心品質保證處蘇錦麗處長表示，當接獲

澳門及俄羅斯信件，表達想請評鑑中心協助評鑑

時，她認為「機不可失，去海外可增加我們的能見

度，也能把臺灣的高等教育及評鑑委員行銷到國

2014年，評鑑中心首赴澳門執行境外評鑑。

研究創新展新猷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除了辦理高等教育評鑑工作，

也肩負國內外高等教育評鑑研究與發展重要任務。

大學選校系統 選出最愛大學

十年來，評鑑中心積極推動許多創新作為，包

括：推出亞洲首創「大學選校互動系統」、研發

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評比系統，以及辦理大專校院

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等。高教發展與時俱進，評鑑

中心將持續深化研究創新，發揮民間教育智庫功

能，引領國家高等教育品質邁向卓越。

2009年，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推出「大學選校互動

系統」，建置24項大學教育品質相關指標及多項參

考資訊，考生只要從中設定自己需要的指標與權

重，系統可立即排出「最適大學參考名單」，幫使

用者量身打造個人專屬大學名單。這是全國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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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中心的工作必須做更大幅度

的調整，因此決定再深化研究功能，除了擔綱最

重要的第一線評鑑任務之外，亦推動執行多項專

案研究計畫，例如：輔導國內人文社會學會建立

評鑑專長研究計畫、大學校務研究平台規劃案、

大學校院評鑑資訊平台建置先驅計畫、產業界參

與高教創新轉型合作模式規劃研究、大學校院自

辦外部評鑑及認可的實施及影響等研究，以引領

我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發展更臻完善，希望藉

此機會發揮「民間高等教育智庫」角色，在此高

教環境大幅動盪之下，期望在國家高教政策的規

劃與推動上，評鑑中心能適時提供具體有效的建

議。   

此一發展正符合評鑑中心成立的初衷與外界的

期待。回顧評鑑中心設立之初，被賦予能承擔起

我國高等教育評鑑研究、規劃與考核的重責，以

健全我國大學評鑑制度。

因應未來我國高教評鑑將走向專業分工的趨

勢，教育部期許評鑑中心能更加發揮規劃研究

及回饋修正評鑑機制的功能，轉型為評鑑制度規

劃、研究及管考的機構，與教育部共同扶植更多

具有評鑑資格的專業評鑑機構，共同加入高等教

育評鑑工作的行列，協助我國的高等教育評鑑更

加蓬勃發展，以及更為制度化及專責化。

也是亞洲第一個研發出來的選校互動系統。

陳振遠執行長指出，大學數量多，這套系統可幫

考生挑選最適合大學就讀，考生要了解自己的喜

好與需要，從系統中選擇指標並自訂權重，就能

找出真正適合自己的大學。對當時的考生來說，

這是新的學習，不再依傳統世俗印象選擇所謂的

好大學，而是思考追求自己真正最適合的大學。

當時負責研發選校系統的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員

侯永琪教授表示，經過兩年研究後，才建置完成

整套系統，特色是以使用者為導向，運用科學資

料蒐集及驗證，提供國內學生透明的選校資訊。

績效評比 鼓勵各校多元拔尖

為了彰顯各校特色，達到拔尖效果，2006年

起，評鑑中心進行各項績效統計工作，包括：世

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

計分析、學校師生獲得專利計量分析、大學校院

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等。希望透過結果公布，鼓勵

並呈現各校多元發展各自的競爭優勢。

這些拔尖的績效統計，當時引起各界廣泛討

論。劉維琪董事長說，為了鼓勵大學多元發展，

評鑑中心成立初期即研擬多種不同的績效指標，

評估大學各種績效責任。他強調：「如何正確解讀

排名很重要，每個排名系統就像摸大象的不同部

位，得到的結果也不同。每項排名系統都有強處

與弱處，不能根據學校的排名來綁辦學，社會不

能用一把尺衡量所有學校，各大學也應視本身專

長追求不同績效目標。」

「各校要追求唯一，不要追求第一。」教育部前

高教司長、現任高等教育創新轉型計畫辦公室黃

雯玲執行秘書引用教育部吳思華部長的話，為大

學的世界排名下了最好註解，她建議，學校可把

世界排名當參考，但不要成為唯一努力目標，各

校應發揮自己特色，呈現最好一面。

從第一線執行者 轉型為規劃研究管考者

2014年黃榮村董事長上任後，體察到大學自辦外

2009年，評鑑中心推出「大學選校互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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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制度

TMAC已成立十五年，回溯當初創立，源自美國

教育部的驅動。第五屆主任委員、和信醫院醫學教

育促進基金會賴其萬講座教授指出，當時美國有許

多習醫者，因未能考取美國國內醫學院而前往國

外習醫，並獲美國政府助學貸款，但學成回國後

仍未能通過執照考試，鉅額助學貸款形同浪費。

美國國會因此敦促美國教育部設立「國外醫學教

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調查各國醫學教育評鑑機制，並

於1998年對亞洲地區首次評議。當時NCFMEA

裁定臺灣的評鑑制度與美國「不相比擬」（non-

comparable），並指陳臺灣醫學教育多項缺點，包

括沒有獨立專責的醫學評鑑機構、沒有定期評鑑

週期及完整的評鑑準則資料等。

這項結果促使當

時代表臺灣赴美答

辯鎩羽而歸的黃崑

巖教授向教育部力

薦，設置中立且常

設的獨立醫學教育

評鑑機構。TMAC

成立後，由黃崑巖

教 授 擔 任 首 屆 主

委，隔年正式展開

實地訪評。 2 0 0 2

年，黃崑巖教授及中央研究院何曼德院士代表

TMAC前往NCFMEA答辯，首獲與美國醫學院評

鑑機制「可相比擬」（comparable）的認可，期限

為六年。

賴其萬教授指出，黃崑巖教授以高瞻遠矚的眼

醫學院評鑑
提升醫學教育水準
專責醫學教育評鑑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成立於2000年7月1日，

初期暫時設立於國家衛生研究院，2005年12月改隸高教評鑑中心，

但仍維持獨立運作特性，以符合醫學教育特殊性及國際接軌趨勢。

醫評會首屆主委黃崑巖教授是臺

灣醫學教育評鑑的推手。

2009年，醫評會舉辦「國際醫學教育評鑑研討會」。



醫學院列入世界醫學院名錄（World Directory of 

Medical Schools, WDMS），這是由世界醫學教

育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與美國「國際醫學教育與研究促進基金

會」（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AIMER）合作共

同建置，是臺灣醫學教育史上一大突破。

在TMAC積極爭取下，2014年6月7、8日，

AMEWPR會員大會暨醫學教育會議移師臺北舉

行，創下AMEWPR會員大會由非主席會員國舉辦

的首例，也為臺灣醫學教育暨評鑑史寫下重要里

程碑。

歷經十五年的成長與蛻變，展望未來，TMAC

面臨臺灣與國際醫學教育發展趨勢的變化及挑

戰。賴其萬主委與現任第六屆林其和主委都期

待，2023年以前TMAC能通過WFME認證，更進一

步提升臺灣醫學教育在國際上的地位。同時，也

將持續提升醫學教育，精進評鑑制度，並加強與

國際評鑑組織的深入交流結盟，期待透過評鑑，

發現存在於整體醫學教育的根本問題，提出改善

的政策方案，達到提升臺灣醫學教育最終目的。

光，將國外評鑑組織對臺灣的負面批評扭轉成

臺灣醫學教育改革的正向驅動力，開啟臺灣醫學

教育評鑑的里程碑。連續擔任醫評會三屆主委的

黃崑巖教授，更於2003年為教育部完成《醫學教育

白皮書》，根據此書建議政府擬定2005年「推動醫

學教育六年改進計畫」，以近、中、遠程三個階段

推動國內醫學教育課程、教學、體制等各面向的

改革。

成為臺灣醫學教育品質把關者

TMAC委員會由13名委員組成，任期三年，由

TMAC、教育部與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推

薦人選，經遴選委員會遴選產生。TMAC評鑑主要

目的，在了解醫學校院醫學系的辦學現況、教育

目標與達成程度，透過評鑑協助學校發現辦學盲

點，將自我評鑑機制落實於平日行政與課程等管

理，建立持續自我改進能力。

TMAC對外積極進行國際合作與交流，2012年

成為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MEWPR）正式會員；TMAC也促成臺灣12所

2014年，醫評會辦理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年會暨醫學教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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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評鑑

我們更好 

評鑑，讓大學邁向卓越。

大學評鑑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與確保

每一所通過評鑑認可的大學，

就是一所提供高品質教育的大學。

這些年來，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和各大學

一起攜手，

致力透過評鑑，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學品質，

建立各校特色。

因為評鑑，讓大學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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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帶領大學

迎接高教新挑戰

「校長的態度，是評鑑能否成功的關鍵。」十年

來，評鑑中心辦理第一、二週期系所評鑑及校務評

鑑，各校對評鑑看法，慢慢轉變。未來，如何讓評

鑑更好，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楊瑩所

長認為，如果校長重視評鑑，學校就會動起來。

校務評鑑應與校務研究相輔相成

為了協助高教品質邁向卓越，評鑑中心在評鑑深

耕十年之際，於2015年8月舉辦「精進大學評鑑座

談會」，上百位各大學代表期許高教評鑑朝多元化

發展，並和國際接軌，多所學校對大學評鑑也提

出建言。

中原大學鍾財王研發長說，校務研究與評鑑

都很重要，兩者應綁在一起，當評鑑點出問題，

就要進行校務研究，才有一體性。他強調，學校

自身就應建立檢核機制，非教育部來看時才做，

「每年都在做的東西，每隔一段時間有外部人來

看會比較好」；但做了評鑑之後，不要讓老師覺得

工作不保，系所也感覺沒錢沒人又要做事，學校

行政應建立多元教師評量管道，提供老師多元發

展環境，老師就會心服口服。

系所評鑑強調學生學習表現 

系所評鑑第一週期從2006年進行到2010年，第二

週期從2012年到2016年，評鑑中心將於2017年召開

公聽會，預計2018年啟動第三週期系所評鑑。

評鑑中心周華琪助理研究員指出，評鑑是不斷

精進的，第一週期評鑑精神是確保提供學生優質

學習環境，第二週期則改為學生學習表現及支持

系統的建置與落實。受評單位認為系所評鑑的成

效，在於促進大學系所建立品質改善特色、了解

各系所品質現況、協助大學系所發展辦學特色。

評鑑中心彙整各界對系所評鑑的意見，大多集

中在：評鑑週期能延長、開放特定評鑑項目及指

標，符合系所需求凸顯特色、評鑑委員專業有待

提升等。

未來系所評鑑怎麼做？淡江大學教育學院張鈿

富院長建議，大學、研究所和專班的評鑑規劃要

有區隔，大學可強調教學，但研究所的重點就不

在教學上；學校也可針對各領域人才進行評鑑培

訓，以評鑑發展來看，醫學和教育系所對評鑑較

熟悉，但其他領域就對評鑑較不了解，若學校可

多辦培訓，各系所的評鑑素質即可更整齊。  

評鑑中心侯永琪兼任研究員則提醒，隨著少

子化及時代快速變遷，未來系所發展也會有極大

轉變，系所評鑑如何啟發大學思考永續發展的問

題，帶動學校轉變，值得各界省思。 

接納評鑑結果 化為自省力量      

楊瑩教授分析大學評鑑一路走來，各校對評

鑑的看法。她根據以往所做的後設評鑑問卷調查

指出，問卷結果年年不同，起初各校的評鑑「砲

火」大多針對評鑑委員為主，後來，評鑑中心加

強委員專業培訓，學校轉而對評鑑後的申訴管道

有意見，而近年評鑑中心所訂出的申訴遊戲規

則，各校慢慢都能接受，並接納評鑑結果。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林劭仁研發長強調，學校應

把評鑑當成內在自省力量，讓學校每一份子都能感

受與發揮自我成長的能量，隨時自我督促，而這

也是教育部開放大學自辦外部評鑑最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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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和各系所都很怕評鑑，國立臺灣大學也

不例外，但教務長莊榮輝教授總是給同仁心理建

設，說服同仁把評鑑當成體檢，正面看待評鑑。

他認為，校務評鑑的制度、系統及品牌都已建

立公信力，「學校可把校務評鑑當成練兵藉口，就

像颱風可檢視防颱能力一般，做完評鑑後，學校

也有反思機會。」

激發全校共識

為了讓全校各單位對評鑑都有共識，都當正面

的事情來做，莊榮輝教務長想盡各種辦法，例如

開說明會、與系所主任懇談、給系所各種誘因，

如補助等，希望鼓勵系所正向面對。他強調，如

果系所把評鑑當苦差事，應付了事，評鑑就失去

意義。

莊榮輝教務長還拿論語經典語句「吾日三省吾

身」來形容，但一天評鑑三次太多，「五年一次就

好」，想想過去所做與未來想做的事情，讓評鑑發

揮最大效用。他也以臺大經驗為例，分享臺大如何

從組織與制度上精進，提升學校運作效能，「要做

好校務評鑑，最重要的是學校要有好組織及制度

推動，否則一切都罔然。」

由於沒有實際研究，不曉得是否受評鑑影響，

但臺大各方面都在進步中。以教師評鑑為例，全

校總平均從2006年開始一直往上升，現在已達4.4

分，差不多飽和，但小數點第二位還在一直上升，

莊榮輝教務長直言「升到我們都有點害怕」。

在莊榮輝教務長眼中，評鑑宛如學校的健康檢

查，雖然很辛苦，清晨要吃瀉藥，也不曉得會檢查

出什麼東西，令很多人視為畏途，但不檢查也不

行；若想不害怕檢查，平時就要做好保養，健檢時

就不會害怕，如同資料、文件等平常就要準備，建

立完整制度，評鑑時就不用太擔心。

改變制度 效果立即

校務評鑑道理也是如此，但規模比較大，比較

偏行政，複雜很多。莊榮輝教務長認為，評鑑委

員給的意見如果太高遠，就很難落實，學校也都

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但會受限於經費，連臺大都

有此困擾，其他學校可能更辛苦。

他舉例，以臺大來說，評鑑結果問題大多集中

在空間不足、人力不足、經費不足、制度不齊這

幾項，其中制度不齊可以馬上改進，甚至不需花

錢，例如改變選輔系的方式，只要用心，就可以

結合行政人員來做，簡單而不花資源。

校務評鑑對學校最大的挑戰是「評鑑做好後，再

來呢？」學校拿到評鑑報告後不能束之高閣，要針

對問題改善。莊榮輝教務長提醒，評鑑完後一定

要有行動，做短、中、長期計畫，不是把建議書置

之一旁。他強調，「評鑑後沒動作就完蛋了！」評

鑑是好的，但陳義過高就不好。

國立臺灣大學

把評鑑當健康檢查

《
各
校
案
例
》



不管是哪種評鑑，都會讓學校人仰馬翻，尤其

對成立之初、招生不夠理想的學校來說，更是雪

上加霜。但台灣首府大學經過十五年努力，在評

鑑的推力下想辦法成長茁壯，如今還可以站上教

育部主辦的「高教創新轉型論壇」，把經營成功

的案例分享給其他學校。

凝聚全校共識

由於每個大學都必須接受評鑑，評鑑結果成

為許多考生選校的參考，起初，台首大也被評

鑑推著走。時任台首大教務長、現任台首大副校

長的戴文雄教授回憶，學校剛成立時，步伐還沒

站穩，很多制度也沒有建立，評鑑就要來，令學

校顯得不知所措；後來他拜訪觀摩許多學校，學

習各校經驗，並與同仁討論，最後找出學校的定

位、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等，凝聚全校共識，

「評鑑這個外部壓力整合了校內分歧的意見，把

大家凝聚起來。」

發展學校特色 蓮潭做後盾

有了共識後，評鑑也鼓勵學校發展自己的特

色。戴文雄副校長說，既然學校的專業研究拚不

過其他學校，經評估後認為服務品質提升是可耕

耘的領域；要達到此目的，就要有自己的飯店，

否則學生實習只是當廉價勞工，因此決定建立自

己的蓮潭國際會館。

現在的蓮潭會館不僅有許多名人住宿，旺季若

未提早預訂，還可能訂不到；但回顧蓮潭會館的

籌設過程其實很坎坷，教育部反對，董事會與學

校同仁也擔心還要再投入四、五億元，學校恐被

拖垮。

但台首大玩真的，會館裡面的工作人員都是學

生與老師。戴文雄副校長說，與其讓學生在被弄

亂的房務教室中學習，不如讓學生實際到飯店去

實習，未來就業也能無縫接軌，不讓學生畢業後

才體驗工作。學生也實際受惠，一名擔任「總經

理實習特助」的學生，很努力學習，畢業後進入

會館擔任幹部助理，現在已是核心幹部，爬升非

常快。

評鑑推力 先苦後甘

評鑑也協助學校做很多改變。例如，許多老師覺

得自己教得很不錯，他教什麼，學生就該學什麼，

不知時代已改變，老師必須要知道學生想學什麼、

企業需要什麼，以此規劃課程，避免學用落差。

戴文雄副校長為了改善教學品質與提升教師績

效，達到評鑑要求，便籌措一筆經費，讓老師在

暑假時與業主溝通，一開始引起許多老師反感，

但做完後，都覺得很受用。

在評鑑推力下，台首大不得不往前邁進，戴文

雄副校長形容這是「先苦後甘」的感受。

台灣首府大學

評鑑助學校找特色

《
各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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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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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校都認為，評鑑是教育部給學校壓力，

來看學校辦學好壞。擔任過教育部長的現任佛光

大學楊朝祥校長認為，面對評鑑，心態要正向，

他也要求同仁要有這樣的想法。

此外，佛光在接受外部評鑑前，就已經先諮詢

專家學者意見，也在系、院和校辦過評鑑，因此

可以用平常心面對與歡迎評鑑。

平常心面對評鑑的檢驗

如何將這麼積極正面的想法加以落實？系所評

鑑方面，楊朝祥校長把學校原本22個系調整成14

個系，每一個學生進到佛光來，先有校必修課程

「全人教育」與「書院精神」，教學生如何做人；且

除了系必修課程之外，還有兩到四個專業學程。

楊朝祥校長告訴同仁，不管教育部要不要做評

鑑，各系所都要定期或不定期的自己做評鑑，規

劃出完整的學生學習歷程，並且隨時檢視課程、

師資、就業和設備等施行與運作情形，所以

佛光不會怕評鑑，也不會提醒學生要告訴評

鑑委員什麼，一切「平常心」以對。

至於校務評鑑，是對整體學校發展的評

鑑，楊朝祥校長也是抱持同樣想法，對於學

校的定位、願景、辦學目標、策略等，是否

能夠跟上社會脈動、是否符合社區需求等，

佛光都會隨時一一檢視。

佛光也邀請知名大學校長與學者擔任諮詢

委員，讓佛光從中成長。楊校長指出，學校

目標很明確，要辦的是「書院型大學」，該

如何落實就要和教職員工討論，如何把全人

教育融入到書院型大學中。

學生數逆向成長

這樣的努力，最直接反映在招生結果上，面對

少子化的衝擊，佛光大學學生數五年來逆向增加

三分之一，從原本的2,904人，爬升到2015年的

4,300多人，外加160至170名的陸生與外籍生。因

應學生人數增多，每年更新聘許多教師，2015年

就新增18名教師。

佛光也打造溫馨校園，學生只要有需要，就可

以上網和老師預約；同時也設計學術家族導師，

把老師專長與學生學習興趣結合，成為學生終

身教師，師生之間的互動非常好，感受最深的是

大陸學生，每次來都不願意走，要走還抱著老師

哭。

此外，楊朝祥校長積極落實學校的策略與願景，

與礁溪溫泉季配合、和宜蘭社區合作、培養學生

社會企業的概念等，讓在地人充分感受到佛光大

學的活力，這些都可算是評鑑的正面影響。

佛光大學

正向看待評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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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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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界的老字號學府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第一波評鑑時有5個系所沒過，但第二次評鑑幾乎

都過了，為何落差如此之大？研發長林伯賢教授

分析兩大主因，一為學校確實改善，二為評鑑委

員更能了解學校的特色發展，而不是拿他校的成

果來要求臺藝大。

第一波系所評鑑時，林伯賢研發長擔任系主

任，他說，當時學校真的搞不清楚狀況，不知道

評鑑實際上如何進行，結果也令人不滿意。由於

臺藝大很多教師是藝術家，成果就是展演，不像

藝術研究可以發表論文，但部分評鑑委員卻要求

看研究論文，對學校衝擊很大。

評鑑和現實取得平衡

經過一段陣痛期，林伯賢研發長直言，學校在

評鑑委員的要求與實際上終於取得平衡點，並且

做出許多改變：

改 變一：學校有很多活在自己世界裡的藝術家老

師，對於學校的要求都愛理不理，但評鑑卻讓

老師感受到「玩真的」。這些平常不管校務的老

師，也變得很關心學校，不再上完課就離開。

改 變二：接到國科會計畫的教師帶著還沒有國科會

計畫的教師一起申請，例如工藝設計系就配合當

時國家要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提案申請，順利獲

得通過。第二波評鑑委員來時，學校國科會數量

成長就相當驚人。

改 變三：學校課程委員會開真的。以往課程委員會

比較像是系上事務布達會議，評鑑實施後，學校

開始去找校外委員與學生參加，一起改革課程。

改 變四：由於學校以往沒有行政人員評鑑，平常很

難要求行政人員；但評鑑委員要求後，學校在外

界壓力下，就會請行政人員配合。

評鑑細節如何執行 考驗學校智慧

林伯賢研發長也不諱言，評鑑也帶來負面

影響。例如學生個人履歷，原本是某校的特

色，但是在某些評鑑委員要求下，各校都要

做，造成學生困擾，學校也很無奈，而學校

行政人員有限，無法完成所有事情。

不過，隨著評鑑制度精進，林伯賢研發長

觀察，評鑑委員也在改變，不再完全用國科

會計畫去審視臺藝大，開始接受「展演」也

是學校的特色、也算教師的產出，老師反彈

就不會那麼大。總而言之，林伯賢研發長認

為，整體來說評鑑對學校是好的，但是有些

細節如何執行與拿捏，考驗學校的智慧。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評鑑，讓教師感受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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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評鑑  我們更好】

逢甲大學可說是大學評鑑的「模範生」，2009年

的系所評鑑一舉拿下全部過關的好成績，是國內

唯一全數系所通過評鑑的綜合大學；2013年再獲

教育部認可，自辦外部評鑑；另外，校務評鑑也有

好成績。逢甲大學蕭堯仁副校長表示：「評鑑，最

重要的是影響了學校和系所本質的改變。」

落實全校教學品保

會有這樣的優異表現，逢甲大學另一位副校長

邱創乾教授認為，這可歸功於學校早在十年前就

開始深化國際教育認證機制，並落實全校教學品

質保證制度，一點一滴慢慢累積而來。

從2004年起，逢甲就推動工程相關學系進行

IEET國際認證，目前已有23個工程學系通過認

證；另外，商學院及金融學院也申請取得國際

商管學院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 of Business, AACSB）認證，這一

路走來，逢甲透過動態且循環修正的品保機制，

「先從種子單位做起，再慢慢宣導溝通，取得共

識，進而擴大到全校都把評鑑當成自我檢視機

制。」

評鑑和學校發展計畫合一

不像有些學校「為評鑑而評鑑」，逢甲是把評鑑

和學校發展計畫合一。蕭堯仁副校長說，「學校把

評鑑和三年中程計畫都放在同一時間軸裡」，亦即

透過品質管理PDCA（Plan, Do, Check, Act）的「計

畫、執行、檢核、行動」循環圈，只要評鑑檢視發

現問題，就納入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中，編列年度

預算改善。

「我們把全校都納入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核心

的檢核機制，並從PDCA全面進入到第二週期的

CAPD（Check, Act, Plan, Do）模式，也就是經由

第一週期評鑑的檢視、行動，再到計畫及執行。」

邱創乾副校長更進一步強調，只要學校建立可持

續改善的機制，並和國際接軌，就能透過優質教

學，培養具備多元能力及未來性的學生。

這些年來，逢甲在「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的教

學品保機制」運作下，有良好的辦學口碑。其中

最特別的是以雙迴圈課程管理機制，落實系所教

育目標。邱創乾副校長說，不但系所清楚訂定學

生畢業當下及畢業後五年所應具有的核心能力，

學校更早在十年前就有專責單位負責畢業生就業

追蹤及企業滿意度調查，並且呼應校友意見，排

除萬難調整課程。

邱創乾副校長分享逢甲持續邁向卓越的秘訣，

他說：「只要全校都有共識，學校也有專責機構分

層負責，透過內、外部意見作為改善方向，並且

不斷溝通分享，讓行政單位全力支援教學單位，

學校就能持續進步。」

逢甲大學 

評鑑模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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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進步神速的中國醫藥大學，評鑑成績嚇

嚇叫，中國醫大陳偉德副校長談到評鑑時透露，

猶記系所評鑑當晚，他凌晨兩、三點跟著當時的

黃榮村校長一起巡視校園，發現到處都是燈火通

明，所有人員徹夜留守，要解決評鑑委員所提出

的待釐清問題。

把評鑑當一回事

中國醫藥大學的進步有目共睹，但不是一開始

就理所當然，學校經過許多努力。

回想當年教育部剛推出五年五百億計畫與教學

卓越計畫，競爭很激烈，中國醫大連第一關都進

不了。但時任校長的黃榮村教授親自召開多次會

議，溝通與調整觀念及作法，在董事會支持下，

學校也挹注大筆經費，改善各系所基本教學軟硬

體設施，並找出各系所、院、校等不同層級可以

發揮的特色。

面對評鑑也是一樣。外界盛傳

「中醫大很會做評鑑」，或許這個

場景可以解釋該校「把評鑑當一

回事」，而且學校各項結構性改

革措施，都有穩定的董事會與校

務會議給予全力支持。陳偉德副

校長指出，「學校是很踏實地在

做評鑑」，他要求，回覆評鑑委

員的答案不能應付了事，必須想

清楚要如何做後，再回答，且答

案要經系主任看過，送到學校評

鑑執行委員會確認後才能定案。

陳偉德副校長歷經系所評鑑、

校務評鑑以及醫學院評鑑、醫院評鑑等各項評

鑑，也看著臺灣的評鑑機構逐漸成立，他深深感

受到，任何一項評鑑都應該要定義清楚，而評鑑

委員一定要經過訓練，雖然評鑑委員都是本業的

專家，但不一定是評鑑的專家，因此也需要學習

與成長，才能保持住評鑑的品質。

評鑑項目當日常目標

陳副校長舉例，有評鑑委員認為中國醫大空間

不夠，但不是每所學校都像臺大有那麼大的校地，

學校也希望滿足所有教授需求，一人一間大辦公

室，但中國醫大地處市區，空間不夠是沒辦法的

事，如果委員要求合理，學校一定會去做。他也建

議被評的單位最好把評鑑項目當成日常目標，每年

自我檢討，這樣到了評鑑就不會手忙腳亂。

「如果做到這樣，大家也就不會再罵評鑑了。」

陳偉德副校長說。

中國醫藥大學

拚評鑑，徹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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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評鑑  我們更好】

長期耕耘私校領域的中國文化大學李天任校長談

到評鑑，首先肯定評鑑對系所與學校事務的運行有

了軌道與規範，肯定「 評鑑在制度導引與系統規範

上，有極為顯著的效應」，但對深層的學術基底與

教育熱忱來說，也產生某些負面的影響，不過這

是事情的一體兩面，評鑑不可能十全十美。

評鑑領導辦學

向來有話直說的李天任校長，經歷也參與評

鑑制度，他認為，最佳實務的評鑑制度，類似考

試領導教學，評鑑其實領導了辦學，在此之前，

大學是比較自由發揮的地方，久了以後便缺乏規

範，評鑑讓大學有基本的定位與價值判斷基準，

這是評鑑對大學教育最大的貢獻。 

李校長也不諱言，因為對評鑑指標不夠了解與

誤解，造成之前許多學校盲目追求SCI、SSCI論文

數及花許多心力投入研究，以為對通過系所評鑑

會有助益，還有學校立下限期升等的辦法，刺激

老師往前，造成研究掛帥的功利主義。

初次系所評鑑考驗大 

評鑑對文化大學帶來什麼影響？李天任校長回

憶，文大於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時，被安排在96年

度下半年該梯次裡第一個受評學校，他到現在都

覺得很委屈。

他喊冤說，因為當時評鑑要如何實施少有前例

可循，全校在經驗不足下，有50幾個單位同時受

評，結果慘遭打臉，部分系所被評為不通過或待

觀察，繼而也發生許多憾事；例如有個系被評成

待觀察，系主任一怒辭職到其他學校任教，不再

做行政；也有同一個系的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

班有三種不同結果，是評鑑史上罕見，也讓李校

長印象深刻。

如今大學面臨少子女化的衝擊與挑戰，大學評

鑑的方式是否也應有相對的調整？身兼私立大學

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的李天任校長認為，目前大學

系所評鑑已經進入第二週期，各校的基本水準都

已調整得差不多，也與社會的期望相符，建議未

來可朝鼓勵並要求學校發展特色、呼應國家社會

發展的培育人才之道著手，建議評鑑委員針對大

學的分類、特性、特色與資源運用進行查核，成

為學校的辦學夥伴，協助學校對準目標，健全發

展，而不必為了逼退學校，用檢查的角度更嚴格

地找問題。

另外，目前教育部有意導引大學系所走向自

評，李校長則呼籲宜注意各校自評過程與品質的

維護。

中國文化大學 

評鑑不可能十全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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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與展望】

莫忘初衷 

不管是外界的期許，

還是自我鞭策的惕勵

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都再再提醒評鑑中心要秉持

「公正、專業，邁向卓越」

八個字願景，

做好大學評鑑的

研究、規劃、執行及考核，

實現成立之初的夢想，

成為獨立、公正、專業化的

高等教育認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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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與展望】

多位專家建議，高教評鑑中心

應找回原本的初衷，擔任後設評

鑑的工作，負責監督各評鑑機構

是否專業。

回到後設評鑑機構的初衷

回溯歷史，15年前評鑑中心

還未成立時，時任教育部長的

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到立法院進

行大學評鑑專案報告，當時他就

向立委強調，評鑑最重要的是

improve（督促學校改善），not 

to prove（不是要去證明學校的好

壞），當時臺灣評鑑制度還未建

立完成，因此由教育部引導。但

他認為，評鑑最終還是要回歸各

校的自發性評鑑。

而今15年過去，楊朝祥校長認

為，大學評鑑應該像當年的教

師評鑑一樣，回歸到學校自己審

查。評鑑對大學來說是必要的，

大學可利用這個機會改善自己，

之後教育部再放手，將系所評鑑

逐步交回學校主導即可。

臺灣除了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

外，還有台灣評鑑協會、IEET

【專家期許】

評鑑中心成為認證專業品牌
 轉眼間，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經十歲了，

 儘管評鑑工作吃力不討好，但多數人仍然肯定評鑑的貢獻。

 展望未來，評鑑中心要如何更精進？

等，也都是教育部認可的評鑑機

構。楊朝祥校長說，有專業學門

評鑑的機構，該專業就可以交由

評鑑機構來做，評鑑中心則是協

助這些機構來做評鑑，也就是做

「後設評鑑」的工作。

楊朝祥校長解釋，畢竟只有學

校最清楚自己未來要往哪裡走，

否則教育部齊一指標，恐造成全

臺灣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學」，

這樣不好，未來評鑑中心也可以

檢視學校自我評鑑與實際成效之

間的關聯。



制訂國家評鑑方針  

引導大學自我評鑑

IEET理事長、南華大學林聰

明校長也贊成「後設評鑑」。他

解釋，評鑑中心是財團法人，是

教育部與全國大學共同捐資成立

的單位，不應與評鑑機構平行，

而應改為評鑑這些評鑑機構，看

它們到底是否夠格，不是自己下

去參與評鑑。

林聰明校長建議，評鑑中心應

要更強調績效，引導學校去自我

評鑑，讓有經驗的學校輔導沒經

驗的學校，全面提升各大學機構

的專業品質。他也提醒，要鼓勵

各大學發展特色，不要讓所有大

學變成同一個模子出來。

在激烈競爭的高等教育市場

中，前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陳維昭

教授認為，各大學最重要的是衡

量自己的條件與能力，弄清楚定

位，而評鑑中心也是如此，原先

定位是制定評鑑制度與政策，監

督評鑑，但因為臺灣評鑑制度才

剛開始，所以評鑑中心就自己跳

下來做評鑑，最終還是該回歸到

原來的定位，做一個上游機構，

檢視各個執行評鑑單位是否符合

標準。

陳維昭教授強調，各大學應有

自己的特色與不同目標，而國家

也要有整體發展目標，大學評鑑

應該根據這個來做。而國內評鑑

機構還是太少，評鑑中心應該是

高層次的中心，制定國家評鑑方

針才對。

陳維昭教授也表示，系所評鑑

開放大學自辦外部評鑑的方向是

對的，以確認每個大學有自我

改善、提升的機制。他認為，學

校自己的評鑑機制往往比外面做

得更有效，因為系所對於問題會

「老實講」，然後由學校協助解

決問題，人少給人、錢少給錢；

若是外部評鑑，學校的反應則較

被動。

評鑑應走向積極認證與獎勵

身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

會會長，陳維昭教授直言，衛生

福利部所執行的醫院評鑑，評鑑

結果與健保給付的關聯很大，導

致被動受評的醫院可能造假；他

則推動品質標章的評鑑方法，由

各醫院主動提出申請，通過的就

給標章，對醫院反而是很大的鼓

勵。

陳維昭教授強調，大學評鑑也

應如此，現行辦法因為跟經費、

招生綁在一起，各校不能不通

過，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品質，

但事實上，評鑑除了消極認可

外，未來也可以做積極獎項與認

證。

儘管評鑑是許多學校害怕的

事情，但林聰明校長表示，大學

沒有評鑑就沒有壓力，也不好。

他以美國為例，在臺灣，教育部

硬性規定各校要參加評鑑，美國

則是倒回來，沒有要求學校一

定被評不可，但是沒經過認證的

學校，就沒有資格申請補助，

各校只好自動去參與評鑑與認

證，「美國制度讓教育部沒有壓

力，臺灣則是教育部扛起全部責

任」。

就像考駕照  

認可制評鑑當基本門檻

中國文化大學李天任校長則

認為，認可制的評鑑制度就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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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一樣，拿到駕照之後可以開

車，但不表示就開得好；評鑑只

是過程與手段，評鑑通過不等於

辦學好，評鑑實在不應該扮演那

麼重要的角色。

中國醫藥大學陳偉德副校長

也說，應把評鑑當成基本的認證

標準，而不是用過高的標準來衡

量，也不是評學校特色，評鑑應

以學校必須具備能培養出畢業生

核心能力的項目當標準，其中包

括不能犯的致命性錯誤，以及可

供改善的項目。

評鑑前應將學校定位清楚

外界常談大學轉型，過去最大

的問題在於許多大學想追求研究

型，每一所大學都想變成臺灣大

學，但做過臺大校長的陳維昭教

授認為，國家需要不同型態的大

學，雖然現在教育部針對不同類

型大學有不同鼓勵措施，但有些

學校的定位仍舊不夠清楚。

擔任臺大教務長時負責督導全

校評鑑事務的衛生福利部蔣丙煌

部長也指出，評鑑大學前應先將

大學分類，然後再設定評鑑的目

標，但要小心分得不好反而引起

發展上的困擾。評鑑最重要的是

根據各大學的定位去執行，例如

大學是哪一型就要分好，而不是

每個大學都要變成臺灣大學，這

是不可能的事情。

蔣丙煌部長並建議，大學評

鑑不只是教務長一人的工作，所

以盡量不要讓大家為了評鑑做文

章，或是準備一大堆資料，刻意

準備的資料應越少越好，評鑑委

員可以從現成資料找問題，不清

楚再提問。

評鑑委員應具有評鑑專業

陳偉德副校長表示，評鑑專

業很重要，評鑑的每個指標都要

有根據及實證，而不是評鑑委員

想當然爾或是想像得知，否則學

校一旦被評為不通過，不但不服

氣，也無從改善起，最令人憂心

的是把某校的特色當成評鑑標準

去要求其他學校，這樣所有學校

又長得一樣了。

評鑑指標增彈性  

鼓勵學校發展特色

台灣首府大學戴文雄副校長

更有感，對於新成立的小規模學

校，希望評鑑能給學校更多彈性

與自主空間，協助新學校發展特

色與立足，畢竟同一把尺無法量

出天下所有人才。

戴文雄副校長說，由於評鑑給

的是大指標，但學校害怕改變後

的風險無法承擔，因此往往不敢

做大更動，建議評鑑中心可以再

規範出細一點的指標，讓學校可

以遵循，但又留空間給各校，或

是給學校成功案例做參考。

李天任校長則建議評鑑標準不

要一致化，否則會使學校辦學趨

向一致，創造力與自由度都受到

限制。

展望未來，外界期待評鑑中

心能帶領臺灣高等教育更上一層

樓，套用林聰明校長的期許，一

定要塑造出專業品牌，積極參與

國際組織，強化國際化程度，成

為華人高教認證的專業品牌，進

一步把評鑑當成產業，協助其他

國家發展。



【展望未來】

迎向下一個希望十年
 大學膨脹、少子女化與全球化的交相衝擊，

 使2015年的臺灣高等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回首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成立之

初，即肩負著透過第三方評鑑之

力，提升國內高教品質的任務。

走過開創與奠基時期的十年晴

雨，如今高教評鑑中心面對國內

外高教局勢的變化，下一步該如

何前進，已經到了必須重新省思

的關鍵時刻。

2005年，高教評鑑中心引進

認可制評鑑制度，將國內大學帶

進「品質保證」的新時代，大學

評鑑也邁向制度化的里程碑，為

臺灣高等教育帶來深遠影響，包

括：促使大學檢視系所辦學成果

與問題、建立自我改進機制、重

視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辦學成

效、從大學的發展特色與方向進

行系所、課程規劃及行政體系的

調整，以與核心能力、系所定位

相扣連等，日益受到大學領導者

的肯定。歷經十年的

成長與蛻變，評鑑中

心已逐漸發展成為國

內外具有績效與值得

信賴的大學評鑑專業

機構。

校務評鑑為主  

系所評鑑為輔

然而不可諱言，社

會上對於大學評鑑與評鑑中心的

定位、功能與評價，仍有不同的

聲音。因此，十週年不應該只

是歡慶收割，更重要的是透過

省思與檢討，看看哪些地方可以

改進，誠懇、坦然地面對各界指

正，勿諱疾忌醫，才是王道，也

才符合品質保證與持續自我改善

的評鑑初衷。

成 熟 的 評 鑑 制 度 植 根 於 政

府、大學與學生對於品保機制的

深刻互動，展望未來，高教評鑑

中心將把各界的鞭策與惕勵轉化

為向上的動能，在修正中前進，

因應品保趨勢的轉變與高教環境

的變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現

有基礎上，調整認可、評鑑或品

質保證的方式，回歸到以大學為

依歸的初衷，執行以大學為主要

單位的校務評鑑。

至於系所評鑑，未來將依大學

自主原則，配合教育部自辦外部

評鑑政策，逐漸交由大學自行

負責，最後再反映於校務評鑑

之中，讓評鑑內化為大學自我檢

視的一種習慣，進而協助學校決

策。引領高等教育朝向正面發

展，是評鑑中心責無旁貸的重要

任務，也是與教育部達成的共

識。

提升評鑑內部效度  

改進評鑑方法

再者，如何提升外部評鑑的

內部效度，是品保作業面臨的挑

戰。評鑑過程中，只要任何一關

存有不信任，評鑑就不算成功，

因此，面對未來，首先是評鑑中

心自我品質的提升，永遠都要

自問：「是否有可以更進步的地

方？該如何改革？」

遵循品質管理循環概

念，不斷精進評鑑作

業品質、提升評鑑委

員素質與評鑑人員的

專業能力，是評鑑的

內部效度能否提升的

關鍵，評鑑中心將持

續精進，改進評鑑方

法，加強評鑑過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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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確保評鑑品質。

教育部前高教司長，現任高等

教育創新轉型計畫辦公室黃雯玲

執行秘書也期許，基於過去教育

部以競爭型經費引導大學發展，

造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以及

未來少子女化恐將造成學校之間

差異性擴大的問題，建議評鑑中

心對於大學的評鑑策略、方式及

指標，都要提出差異化作為，不

能再用一套指標進行評鑑，宜朝

指標多元化的方式調整。

同時，評鑑中心也將兼顧大學

分類分級的現實、評鑑指標的差

異與實質評鑑的運作，亟思研擬

大學校務評鑑不同的適用方案，

針對在國際上發光發熱的前段大

學、需要轉型協助或退場輔導的

後段大學，以及更多介於兩者之

間、需要力爭上游的中段大學，

提供可茲參考的評鑑資料。

建置評鑑資料庫  

提高評鑑外部效度

另一項挑戰則是評鑑外部效度

的提升。如何透過評鑑帶動大學

的教學品質提升，讓學生畢業後

能順利就業，是考驗大學評鑑工

作能否做得好的外部效度。這項

工作至關重要，但很艱難，國際

上相關研究不多，評鑑中心將積

極建置大學評鑑資料庫，運用既

有資料，進行大學評鑑和高教品

質的分析研究。

從數字看現象，才能找出現

象後面的本質問題。評鑑中心除

正著手推動以實證為基礎的評鑑

改革，研究大學評鑑效度及對高

教體系結構的影響，努力建置評

鑑資料庫，還將進一步建置校務

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平

台，配合教育部大學校務研究政

策，蒐集客觀數據與證據，讓大

學評鑑制度改革以實證為基礎，

以利評鑑改革決策，並且成為政

府在民間的「臺灣高等教育智

庫」。這也是當初高教評鑑中心

設立的初衷之一。

扮演臺灣高教智庫  

發揮槓桿功能

時值臺灣高教環境丕變，過

程中衍生諸多問題之際，高教評

鑑中心在此關鍵點更可發揮「槓

桿」功能，邀集專家群策群力，

共同發想如何因應社會變遷，協

助大學解決問題，亦即扮演「小

槓桿」的角色，做大學與產業界

的橋梁。

因應少子女化重創高教發展，

黃雯玲執行秘書期待，評鑑中心

未來能在確保學校教學品質下，

對於部分招生不理想的大學校

院，從預警、監督到事後追蹤，

提供專業意見，作為學校退場或

轉型的重要根據。

儘管這項工作比過去做評鑑的

難度更高，但評鑑中心仍將努力

去做，盡力扮演好「臺灣高等教

育智庫」的角色。

跨境評鑑提升國際能見度

作為國家級的評鑑機構，評

鑑中心未來將更具開創性，除了

積極促成和國內其他品保機構，

例如：台灣評鑑協會、IEET、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等單位共

同合作，提升評鑑專業知能，並

共同研發評鑑委員培訓課程及教

材，讓國內評鑑制度更精進專業



之外，另一重要任務就是走出

臺灣，真正與國際接軌，扮演國

際高等教育品質保證交流與合作

平台的角色，發揮國際影響力。

目前，評鑑中心已有俄羅斯及

澳門境外評鑑的經驗，創下國內

高教品保機構跨出臺灣評鑑的首

例，未來可在已有的基礎上，更

加強發展境外評鑑能力，提升臺

灣高等教育的國際能見度。

接軌國際  

拉回評鑑交流主軸

臺灣高教已朝國際化發展，高

教評鑑中心要評鑑大學，自己必

須先成為國際組織中的一環，並

把國際化拉回評鑑交流的主軸，

深入了解美國、英國、澳洲、歐

洲、日本與東亞國家的大學，在

品質保證上如何發展出相同與相

異的作法，以進一步決定臺灣在

評鑑過程中，哪些該做、哪些不

必做。

值得一提的是，十年來，評

鑑中心透過參與國際組織，拓寬

我國高等教育國際接軌之路，

2012年更與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

定機構（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簽訂兩國學歷互

認合作協議，經由互相採認雙方

的大學評鑑結果，使數十年來馬

來西亞不承認我國大學學位的僵

局終於得以突破，馬來西亞來臺

求學的大專校院學生人數也開始

大躍進，兩年內增幅逾五成，

2014年創下13,024人的歷史新

高，較2012年成長近4,400人，

預料之後還會節節攀升，足見評

鑑機構著實發揮了促進國際交流

的功能。

評鑑中心公正專業  

大學邁向卓越

我國高等教育在這波全球化的

浪潮下，必須提升品質、確保績

效、尋找自我定位及發展獨特優

勢，方能在國際舞台上站穩腳步

並邁向優質，而大學評鑑工作在

如此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

角色。

回顧高教評鑑中心成立時的任

務為「負責大學評鑑的研究、規

劃、執行及考核」，如今十年過

去，臺灣高教大環境有了風起雲

湧的改變，教育部吳思華部長期

待未來的十年，評鑑中心能成為

國家一級品保機構，協助我國開

展多元的評鑑生態，在評鑑人才

培訓面、機構轉型面、國際接軌

面及研究功能面均有不同貢獻。

評鑑中心也將與時俱進，從

過去以「執行」評鑑為重心，

轉而朝向研究、規劃及考核評鑑

為主要的發展之路，期待透過評

鑑工作系統性、科學性地規劃、

執行與檢討，以及持續分析國外

先進國家在高等教育評鑑工作上

的最佳實務，實現高懸在評鑑

中心前廳上的八字願景：透過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的「公正」、「專

業」，臺灣高等教育成功「邁向

卓越」，完成在少子化與全球化

衝擊下的新時代任務，教育部、

大學與評鑑中心，共同攜手迎接

下一個「希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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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
成
立
背
景
】

近十餘年來國內大專校院急速膨脹，大學錄

取率頻創新高，出生率卻持續下降，少子化嚴

重衝擊高等教育，國人開始憂心大學教育的品

質與大學生素質，大學亟需建立一套公正客觀

的品保機制。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即在

此時空背景下應運而生，於2005年由教育部與

全國大專校院共同捐助成立，以執行第三方外

部評鑑，專責辦理高等教育評鑑工作。

【
宗
旨
】

依據「公正、專業，邁向卓

越」之基本方針，精進我國高等

教育評鑑專業化，提升我國高等

教育品質，達到世界先進國家水

準。

【
願
景
與
任
務
】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為高等教育評鑑與品質保證

之專責機構，以「公正、專業，邁向卓越」為發展

願景。

◆  在「公正」方面，評鑑與品質保證業務力求不偏不

倚，在評鑑規劃、推動與判斷上，都能秉持公正態

度，極力避免爭議，且不受受評機構或相關人士及

團體之介入影響，而影響評鑑與品質保證辦理之公

正性。

◆    在「專業」方面，致力提升高等教育評鑑與品質保

證工作之專業性，透過研究發展、人才培訓、業務精

進，深耕落實、反省改進，以使高等教育品質保證

工作符合專業水準，獲得國際肯認。

◆    在「邁向卓越」方面，期許成為國際間更卓越之

高等教育評鑑與品質保證機構，並透過專業評鑑作

為，協助國內高等教育機構健全發展並邁向卓越。

【
歷
史
沿
革
】

2005年5月
教育部函請全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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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2月6日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完成立案登記。

2005年12月26日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舉行揭牌成立儀式。

2003年9月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完成「規劃成立辦理大學

評鑑事務之財團法人專責單位」委託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並檢送至全國大專校院參閱。

2002年6月
教育部召開「研議成立大學評鑑事務之財團

法人專責單位之座談會」，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籌畫成立之初始。

2005年9月
函聘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第一屆董事共

15位，由劉維琪擔任首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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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013年8月1日起調整組織架構，將原三處（綜合服務處、評鑑業務處、研究發展處）

 改為二處（綜合業務處、品質保證處）。

組織架構圖

歷任主管名錄

董事會

董事長

執行長

綜合業務處 品質保證處

監察人

申訴評議委員會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執行長董事長

劉維琪
2005.9~2011.8

鄭瑞城
2011.9~2014.7

黃榮村
2014.8~2018.7

執行長

吳清山
2006.2~2008.5

陳振遠
2008.9~2010.7

江彰吉
2010.8~2012.7

李隆盛
2012.8~2013.7

王如哲
2013.8~2014.7

江東亮
2014.9~2016.7

處　長

◆綜合業務處

　林麗珊

◆研究發展處

　王如哲、侯永琪
  王麗雲

◆評鑑業務處

　王保進、李隆生

  魏炎順
◆品質保證處 
　蘇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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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董事及監察人

◆董　事◆

石守謙、牟宗燦、何卓飛、李文瑞

李成家、李嗣涔、高　強、張國保

陳文村、陳明印、陳德華、黃茂雄

黃崇仁、黃榮村、楊敦和、劉兆玄

劉維琪、鄭天佐、鄭瑞城

◆監察人◆

陳春榮、陳南鳴、黃旭田、楊國賜

鄭丁旺

第一屆

◆董　事◆

王文淵、何卓飛、吳志揚、李天任

李成家、李彥儀、李嗣涔、谷家恒

卓永財、林騰蛟、許勝雄、郭為藩

陳明印、陳振貴、陳舜田、陳興時

曾憲政、黃博治、黃榮村、黃碧端

漢寶德、劉兆漢、劉維琪、黎建球

◆監察人◆

陳春榮、胡志偉、唐　堂、陳慧娟

黃玉芬、黃旭田、楊國賜、鄭丁旺

 蘇慧貞

第二屆

◆董　事◆

朱元祥、吳思華、李成家、李彥儀

李嗣涔、谷家恒、卓永財、馬湘萍

張家宜、梁賡義、陳興時、陳瓊花

程海東、黃秀霜、黃碧端、楊弘敦

楊玉惠、葛自祥、鄭光甫、鄭瑞城

賴鼎銘、戴曉霞、鍾聿琳、簡茂發

 蘇慧貞

◆監察人◆

周玲臺、黃永傳、黃旭田、胡志偉

 陳慧娟

第三屆

◆董　事◆

李天任、李彥儀、林聰明、馬湘萍

張家宜、陳瓊花、賀陳弘、黃茂雄

黃崇仁、黃雯玲、黃榮村、楊弘敦

楊朝祥、葛自祥、鄭光甫、鍾聿琳

 蘇慧貞、龔瑞璋

◆監察人◆

 周玲臺、林秋琴、黃永傳

第四屆

✽依姓氏筆畫排列



2005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登記立案，

　劉維琪教授出任第一屆董事長

◆12月26日由教育部杜正勝部長舉行揭牌典禮，正式宣布成立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由國家衛生研究院併入評鑑中心，

　維持其醫學教育評鑑的獨立性運作

2005~2015
十年大事紀 

2006

◆吳清山教授出任執行長

◆開始辦理第一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計畫，分五年執行完成

◆成立「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余玉眉教授出任第一屆主任委員

◆《評鑑雙月刊》創刊

◆  舉辦「邁向卓越高等教育評鑑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崑巖教授續任醫評會第三屆主任委員，醫評會始設置執行長一職，

　由賴其萬教授出任

◆開始執行「大學校院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分析」計畫

　（ESI論文統計、WOS論文統計）2007

◆  開始辦理「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後設評鑑計畫」

◆  開始執行「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計畫」

◆開始執行「大專校院專利計量分析計畫」

◆開始執行「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分析計畫」

◆舉辦「高等教育績效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

◆《高教評鑑》（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創刊

◆  加入「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INQAAHE）成為會員

◆加入「亞太品質網絡」（APQN）成為會員2008

◆舉辦「高等教育排名：全球與各國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

◆  醫評會首次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世界醫學教育聯盟」（WFME）亞洲區分支

　「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AMEWPR）會員大會

◆加入「大學校院研究協會」（AIR）成為會員

◆與「湯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簽署合作備忘錄

◆第二屆董事會改選，劉維琪教授續任董事長

◆陳振遠教授出任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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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通過ISO9001:2008國際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醫評會接受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

（NCFMEA）另一週期之再審議（redetermination），再獲認可

◆與泰國「國家教育標準與品質評估局」（ONESQA）簽署合作備忘錄

◆舉辦「高等教育品質保證與學生學習成效」國際學術研討會

◆余玉眉教授續任護評會第二屆主任委員

◆醫評會舉辦「國際醫學教育評鑑研討會」

◆黃達夫教授出任醫評會第四屆主任委員、賴其萬教授出任醫評會執行長

◆開始辦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工作計畫」

◆推出「大學選校互動系統」

◆邀請外部專家學者組成訪視小組辦理自我評鑑2010

◆辦理「技專校院評鑑改進計畫案」

◆醫評會邀請美國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LCME）
　準則修訂小組召集人Dr. Michael J. Reichgott 訪臺，

　與醫評會準則修訂小組修訂評鑑準則

◆舉辦「全球化時代的學習、教學與研究：

　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與卓越高等教育體系的建構」 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印度「國家評量與認可協會」（NAAC）簽署合作備忘錄

◆加入「國際排名專家團體協會」（IREG）成為會員

◆江彰吉教授出任執行長

◆與羅馬尼亞「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ARACIS）簽署合作備忘錄

◆舉辦「大學排名國際發展及對高等教育政策的影響」國際論壇

◆完成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作業，

　共有79所一般大學與軍警校院共1,907個系所接受評鑑2011

◆通過ISO/IEC 27001:2005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  辦理並完成第一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計畫，

　共有79所一般大學與軍警校院接受評鑑

◆與「菲律賓大學與學院認可機構」（AACCUP）簽署合作備忘錄

◆開始辦理「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訪視計畫」

◆舉辦「高等教育品質國際化：

　績效責任、學生學習成效與品保機構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

　（NIAD-UE）簽署合作備忘錄

◆與「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定機構」（MQA）簽署合作備忘錄

◆第三屆董事會改選，鄭瑞城教授出任董事長

◆與「上海市教育評估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與「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辦理「100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後設評鑑研究」



2012

◆開始辦理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計畫，

　分五年執行完成

◆辦理「亞太品質網絡」（APQN）線上國際論壇

◆辦理「技專校院認可制評鑑配套措施規劃工作計畫」

◆舉辦IREG-6「學術排名與高等教育的提升：

　亞太與其他區域的課題」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醫評會辦理「東亞脈絡醫學教育國際會議」

◆醫評會成為「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

 （AMEWPR）正式會員

◆與「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定機構」（MQA）
　簽署「學歷資格互認聲明」

◆戴玉慈教授出任護評會第三屆主任委員

◆賴其萬教授出任醫評會第五屆主任委員、

　林其和教授出任醫評會執行長

◆李隆盛教授出任執行長

◆評鑑業務處、研究發展處等外部處室遷回本部大樓2013

◆舉辦「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INQAAHE）
     2013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與「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JUAA）簽署合作備忘錄

◆與泰國「國家教育標準與品質評估局」（ONESQA）續簽合作備忘錄

◆與「亞太品質網絡」（APQN）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發行學術期刊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原名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並成為APQN會員刊物

◆調整組織架構，原三處──綜合服務處、評鑑業務處、研究發展處，

　改為二處──綜合業務處、品質保證處

◆王如哲教授出任執行長

◆與「香港學術與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簽署合作備忘錄

◆醫評會設立申訴評議委員會及申訴評議機制

◆完成金門大學校務評鑑延後評鑑作業

◆榮獲102年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評鑑「優等」殊榮

◆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台灣評鑑協會」簽署

　103年度《評鑑雙月刊》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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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INQAAHE）
     2013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與「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JUAA）簽署合作備忘錄

◆與泰國「國家教育標準與品質評估局」（ONESQA）續簽合作備忘錄

◆與「亞太品質網絡」（APQN）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發行學術期刊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原名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並成為APQN會員刊物

◆調整組織架構，原三處──綜合服務處、評鑑業務處、研究發展處，

　改為二處──綜合業務處、品質保證處

◆王如哲教授出任執行長

◆與「香港學術與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簽署合作備忘錄

◆醫評會設立申訴評議委員會及申訴評議機制

◆完成金門大學校務評鑑延後評鑑作業

◆榮獲102年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評鑑「優等」殊榮

◆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台灣評鑑協會」簽署

　103年度《評鑑雙月刊》合作備忘錄

2014

◆與「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定機構」（MQA）續簽合作備忘錄

◆與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

 （NIAD -UE）續簽合作備忘錄

◆開始辦理「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書面審查計畫」

◆醫評會以正式會員身分在臺北舉辦

 「2014年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協會年會暨醫學教育會議」

◆「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完成階段性任務，結束運作

◆開始辦理「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工作計畫」

◆第四屆董事會改選，黃榮村教授出任董事長

◆江東亮教授出任執行長

◆開始辦理「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

　自我評鑑結果審查實施計畫」

◆醫評會新制評鑑準則、新制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正式實施

◆舉辦「高等教育內外部品質保證：

　亞洲發展與趨勢」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台灣評鑑協會」簽署104年度

  《評鑑雙月刊》合作備忘錄

◆赴澳門評鑑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音樂學士學位學程2015

◆黃榮村董事長率團訪美參與「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

 （INQAAHE）2015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與俄羅斯「國家認可中心」（NCPA）簽訂

　「共同評鑑」合作協定書

◆開始辦理「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方案」

◆林其和教授出任醫評會第六屆主任委員、

　張上淳教授出任醫評會執行長

◆舉辦「精進大學評鑑座談會」

◆赴海參崴評鑑俄羅斯聯邦大學

　（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歷史學士與碩士學位學程

◆與「上海市教育評估院」續簽合作備忘錄

◆與菲律賓「菲律賓學院和大學協會認證委員會」（PACUCOA）
　簽署合作備忘錄

◆出版「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十週年特刊」

◆舉辦「高等教育品質保證：

　績效責任、國際化與專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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