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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評鑑委員的一封信 

評鑑委員尊鑒： 

非常感謝您擔任國立臺灣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教學研究單位

評鑑評鑑委員，在此謹致上最誠摯的謝忱。 

為健全校務發展，追求自我提升，本校首開國內大學自我評

鑑之風氣，自86學年度起展開自辦系所評鑑，定名為教學研究單

位自我評鑑，並制訂「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明定校內各教

學研究單位以5年一次為原則接受評鑑。自推展校內評鑑迄今，各

單位已陸續進入第5輪評鑑。推動過程中，本校已逐漸建立成熟而

穩健的評鑑機制與文化，且評鑑結果及相關建議已對受評單位及

校務之發展規劃與推動，產生極大之助益。 

為使評鑑委員能瞭解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制度，以及現行

各項評鑑作業內容與期程，謹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

與年度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計畫，將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各項相關事

項，彙製成「評鑑委員作業手冊」並製作「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制

度與作業簡介影片」，期盼能藉此使評鑑委員快速熟悉評鑑作業

重點。 

本工作手冊及簡介影片雖力求明確、詳盡，惟恐仍有未盡周

全之處，敬請各位評鑑委員、長官及同仁不吝賜教與指正。 

*簡介影片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vqyRiLK0q0w8NhCIFSR-

WHjBwJmqEu9/view?usp=sharing 

*評鑑專區網址：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1070519385263361 

*聯絡資訊： 

受評單位：請填受評單位聯繫窗口 

教 務 處：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業務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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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2-3366-2388 分機 105 陳怡鈞編審 

電子郵件： yichunchen@ntu.edu.tw 

 

二、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法規依據 

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之沿革與架構： 

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業務推動始自民國 86 年，至今已逾 20 

年，且於推動當 (85) 學年度第 2 學期即訂定「國立臺灣大學教學

研究單位評鑑辦法」，作為實施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之依據。

本校在推動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實施過程中，因應評鑑推動實務回

饋、主管法規修訂等因素，該辦法至今歷經 12 次修法，俾使評鑑

推動與成效，除符合現行法規之規範，順應評鑑專業發展趨勢外，

並能順利推動評鑑業務，確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品質與水準提升，

及平衡校務整體與重點發展。 

有關現行辦法各條文規範重點，謹彙整如下表： 

 

表2-1、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各條文規範重點一覽表 
 

條次 條文規範重點 

第 1 條 立法宗旨 

第 2 條 受評單位範圍 

第 3 條 三級評鑑委員會 

第 4 條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第 5 條 院評鑑指導委員會 

第 6 條 
受評單位評鑑委員

會 

第 7 條 工作小組 

第 8 條 辦理評鑑研習課程 

第 9 條 
評鑑週期 (5年/週

期) 

第 10 條 評鑑項目 

條次 條文規範重點 

第11、12

條 

辦理程序及作業時

程 

第 13 條 學院評鑑原則 

第 14 條 評鑑結果分類 

第 15 條 申復機制 

第 16 條 
共同評鑑申辦與原

則 

mailto:yichunche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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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評鑑結果應用 

第 18 條 評鑑結果呈現 

第 19 條 評鑑經費來源 

第 20 條 未盡事宜之處理 

第 21 條 實施與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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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評單位評鑑作業流程 

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之作業流程已訂定於本校教學研究單位

評鑑辦法第11條等相關規定中，其主要作業流程及日程如下圖3-1及

表3-1簡要說明，其中與評鑑委員相關事項特別以「＊」記號標注，

敬請卓參。 

圖3-1、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實施流程 

(＊：與評鑑委員相關事項) 

時間 (月份) 評鑑重要作業 

7月 教務處進行受評鑑單位調查 

↓ 

8月 
教務處召開第一次校評鑑委員會決定應受評單位及

作業時程 

↓ 

9月 
各相關一級主管就所屬受評單位提出評鑑委員建議

名單並送教務處彙整 

↓ 

10月 
教務處召開第二次校評鑑委員會議定評鑑委員建議

名單及評鑑經費支付標準 

↓ 

＊11月 

受評單位徵詢評鑑委員受聘意願後，將同意受聘名

單及「評鑑委員利益迴避同意書」送教務處製作聘

函 

↓ 

翌年1月 教務處函知受評單位經費補助額度與經費流用編號 

↓ 

＊實地訪評

30日前 

受評單位寄送評鑑委員聘函、評鑑委員工作手冊、

自我評鑑報告書及評鑑委員書面審查意見與受評單

位回應表予評鑑委員，並依時程進行實地訪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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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1

週前 

請評鑑委員惠賜自我評鑑報告書書面審查意見予受

評單位，受評單位則於實地訪評首日前回復評鑑委

員 

↓ 

＊實地訪評

後30日內 

評鑑委員將評鑑委員總結報告送院評鑑指導委員會

核備 

↓ 

＊收到評鑑

委員總結報

告之次日起

14日內 

受評單位若欲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第15條

提出申復，須於期限內填具申復申請書並檢附具體

事證，由教務處送請原受評單位之評鑑委員進行檢

視並請其提出回覆說明後通知受評單位 

↓ 

評鑑委員總

結報告提出

後30日內 

受評單位針對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填寫處理方式暨時

程表送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 

↓ 

翌年8月 

1. 受評單位將評鑑委員總結報告送院評鑑指導委員

會核備後，受評單位及所屬學院分別將報告及其

摘要與院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意見上傳教學研究

單位評鑑作業系統 

2. 受評單位提交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處理

時程表，送請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後，受評單

位及所屬學院分別將處理方式暨處理時程表及其

摘要與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意見上傳教學研究

單位評鑑作業系統 

↓ 

翌年9月 
教務處就需校方協助事項召集相關一級單位會商協

調處理方式 

↓ 

翌年10月 

教務處將總結報告及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處理時程

表摘要及院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審查意見等編排成

冊(電子檔)，送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及相關單

位參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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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 1 

年內 

受評單位提交改善成果報告，送請院評鑑指導委員

會審查完畢後，受評單位及所屬學院分別將報告及

其摘要與審查意見上傳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作業系

統，俾利後續提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及相關單位

參辦 (翌年10月) 

表3-1、國立臺灣大學110學年度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作業日程表 

 

(＊：與評鑑委員相關事項) 

時間 

(年/月) 
評鑑重要作業 受評單位辦理事項 

受評單位 

使用表單 

110/07 一、 教務處函知預計於次

學年度受評單位確認

是否受評事宜。 

一、 受評單位於回復期限

前，回復教務處同意

受評，或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申請共同評

鑑、提前或延後評

鑑。 

受評單

位確認

受評暨

作業時

程調查

表 

110/08 一、 校方召開校評鑑指導

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討

論年度評鑑計畫（確

認應受評單位及年度

評鑑計畫）；教務處

於會後副知各受評單

位與所屬學院該次會

議紀錄。 

二、 教務處函知受評單位

依預定日期展開評鑑

準備工作，並檢送評

鑑各式表格供使用。 

三、 教務處簽請各學院院

長、教務長或副校長

推薦各受評單位評鑑

委員建議名單；一級

研究中心評鑑委員由

一、 受評單位確認接受評

鑑、共同、提前或延

後受評之核定結果。 

二、 受評單位依核定後之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作

業日程表，開始籌備

受評相關作業。 

三、 受評單位擬定評鑑委

員建議名單，送請各

學院院長、教務長或

副校長推薦後，將評

鑑委員建議名單擲送

教務處彙整，俾提請

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教學研

究單位

評鑑作

業日程

表、 

評鑑委

員建議

名單(空

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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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月) 
評鑑重要作業 受評單位辦理事項 

受評單位 

使用表單 

副校長提名，一級教

學單位評鑑委員由教

務長提名，二級單位

評鑑委員由該單位所

屬一級單位主管提

名。 

四、 教務處分別函知申請

辦理共同、提前或延

後評鑑之受評單位有

關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之核定結果。 

110/10 一、 校方召開校評鑑指導

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以核定受評單位評鑑

委員會召集人、委員

名單、院評鑑指導委

員會委員名單及評鑑

經費支給標準等提

案。 

二、 教務處簽請人事室、

研發處、註冊組、課

務組及研教組等單位

更新自我評鑑報告書

相關數據 (表2-1、2-

2 、 4-6 、 4-7 及 4-8

等)。 

  

110/11 一、 教務處於校評鑑指導

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後

函知各受評單位與所

屬學院前揭會議紀

錄，包含經核定之評

鑑委員建議名單、評

一、 受評單位確認評鑑委

員建議名單經校評鑑

指導委員會核定之結

果，並依該名單辦理

洽聘事宜。各受評單

位洽詢時同時提供

評鑑委

員利益

迴避同

意書、

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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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月) 
評鑑重要作業 受評單位辦理事項 

受評單位 

使用表單 

鑑經費支給標準，以

及評鑑委員洽聘、評

鑑作業日程及相關注

意事項等。 

二、 教務處通知各受評單

位自我評鑑報告書109

學年度更新數據  (包

含表2-1、2-2、4-6、

4-7及4-8等)，並同步

更新評鑑網站上之版

本。 

三、 教務處簽提110學年度

評鑑工作人員研習計

畫核准後，辦理教學

研究單位評鑑工作人

員研習課程。(110/11-

111/02月間辦理) 

「評鑑委員利益迴避

同意書」予評鑑委員

簽署。 

二、 依教務處提供自我評

鑑報告書相關數據進

行更新。 

三、 受評單位派員參加評

鑑人員研習課程。 

鑑報告

書 

110/12 一、 彙整各受評單位同意

應聘委員名單，並著

手製作中、英文聘

書。 

二、 教務處依各受評單位

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

單之人數、往返居住

地交通、實地訪評天

數等因素，估算校方

補助金額。 

三、 教務處簽請校長核定

110學年度各受評單位

經費補助額度。 

四、 教務處完成製作中、

英文評鑑委員聘書，

一、 回復教務處經所屬學

院或直屬主管核定之

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

單及彙整「評鑑委員

利益迴避同意書」紙

本送教務處。 

二、 受評單位確認評鑑委

員中、英文聘書，並

安排致發事宜。 

評鑑委

員同意

應聘名

單、評

鑑委員

利益迴

避同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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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月) 
評鑑重要作業 受評單位辦理事項 

受評單位 

使用表單 

送各受評單位轉致各

評鑑委員。 

111/01 教務處函知110學年度各受

評單位經費補助額度及經

費流入部門代碼。 

受評單位確認評鑑作業校方

經費補助額度。 

 

~111/05 

( 實 地

訪評 30

日前) 

 一、 各受評單位於實地訪

評30日前，完成自我

評鑑報告書，經直屬

主管核定後，併同評

鑑委員聘函、工作手

冊及評鑑委員書面審

查意見與受評單位回

應表寄送予評鑑委

員。 

二、 另將自我評鑑報告書

送請校長、4位副校

長、教務長及研發長

等7位主管審閱。 

自我評

鑑報告

書 

＊

~111/06 

 

一、 教務處通知各受評單

位，請其知會其評鑑

委員會於實地訪評後

30日內完成評鑑委員

總結報告，送請所屬

院評鑑指導委員會核

備完畢後，受評單位

及所屬學院分別將報

告及其摘要與核備意

見上傳教學研究單位

評鑑作業系統，俾利

後續提請校評鑑指導

委員會核備。 

二、 各受評單位於實地訪

評一週前，請評鑑委

員填具並繳回「評鑑

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及

受評單位回應表」予

受評單位；受評單位

於實地訪評首日前，

就評鑑委員所提意見

予以回應。 

三、 各受評單位及其評鑑

委員會於6月30日前完

成實地訪評，評鑑委

員於結束當天在訪評

會上提出評鑑結果摘

評鑑委

員書面

審查意

見及受

評單位

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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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月) 
評鑑重要作業 受評單位辦理事項 

受評單位 

使用表單 

要口頭報告。 

＊

~111/07 

( 實 地

訪評後

30 日

內) 

教務處通知各受評單位於

8月底前完成評鑑委員建

議事項處理方式暨時程

表，送請所屬院評鑑指導

委員會審查完畢後，受評

單位及所屬學院分別將評

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

暨時程表及其摘要與審查

意見上傳教學研究單位評

鑑作業系統，俾利後續提

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

備。 

一、 請各受評單位評鑑委

員會參酌教務處提供

之格式，於實地訪評

後30日內完成評鑑委

員總結報告，且於報

告之首摘錄該次評鑑

結果之重點。 

二、 請受評單位將評鑑總

結報告先送請院評鑑

指導委員會核備後，

受評單位及所屬學院

分別將報告及其摘要

與核備意見上傳教學

研究單位評鑑作業系

統。 

評鑑委

員總結

報告 

＊ 

收到評

鑑委員

總結報

告之次

日起 14

日內 

提出申復。 受評單位若欲提出申復，須

於收到評鑑結果之次日起十

四日內填具申復申請書並檢

附具體事證，送交教務處，

逾時不受理，且以一次為

限。再由教務處送請原受評

單位之評鑑委員進行檢視並

請其提出回覆說明後通知受

評單位。 

教學研

究單位

評鑑申

復申請

書 

111/08  各受評單位於8月底前完成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

式暨時程表，先送院評鑑

指導委員會審查後，受評

單位及所屬學院分別將評

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

暨時程表及其摘要與審查

評鑑委

員建議

事項處

理方式

暨時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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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月) 
評鑑重要作業 受評單位辦理事項 

受評單位 

使用表單 

意見上傳教學研究單位評

鑑作業系統。 

111/09 教務處召集校方各相關業

管單位，召開評鑑委員建

議事項校方協調會議，協

助受評單位解決或改善相

關事宜。 

各受評單位派員出席評鑑

委員建議事項校方協調會

議，與校方協商相關事項

之解決或改善方式。 

 

111/10 一、 教務處彙齊110學年

度各受評單位評鑑委

員總結報告及評鑑委

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

暨時程表，提請111

學年度校評鑑指導委

員會第 2 次會議核

備。 

二、 教務處製作評鑑結果

一覽表，簽請校長同

意公布於學校網站首

頁及教務處網站教學

研究單位評鑑專頁。 

  

112/04 教務處通知110學年度受

評單位完成改善成果報

告，送請所屬院評鑑指導

委員會審查完畢後，受評

單位及所屬學院分別將前

揭報告及其摘要與審查意

見上傳教學研究單位評鑑

作業系統，俾利後續提校

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及相

關單位參辦。 

  

~112/06  各受評單位完成改善成果

報告，先送院評鑑指導委

改善成

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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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月) 
評鑑重要作業 受評單位辦理事項 

受評單位 

使用表單 

員會審查後，受評單位及

所屬學院分別將前揭報告

及其摘要與審查意見上傳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作業系

統。 

112/10 教務處將彙整完成之110

學年受評單位改善成果報

告，提請112學年度校評

鑑指導委員會第2次會議

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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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鑑委員工作重點 

(一)  評鑑報告書初審： 

1. 自我評鑑報告書：受評單位將於實地訪評前30日寄上自

我評鑑報告書，以及書面審查意見表，請委員預先進行

書面審查。 

2. 寄回書面審查意見：請委員於實地訪評一週前，於上述

書面審查意見表內填入問題與意見，寄回受評單位。受

評單位將於實地訪評當日，適時回應上述評鑑委員之書

面審查意見。 

(二)  實地訪評： 

1.  各受評單位將辦理實地訪評 (至少2日)，請委員預留時間

以便全程參與實訪。 

2.  實地訪評行程安排，大略分成以下幾個部分： 

(1) 受評單位及所屬學院簡介。 

(2) 訪視教學研究空間、軟硬體設施及相關資料檢閱。 

(3) 與受評單位之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 (含行政主管)座

談。 

(4) 評鑑委員提出待釐清問題。 

(5) 評鑑委員與受評單位舉行綜合座談，並由受評單位回

復待釐清問題。 

(6) 舉行評鑑委員會議，提出評鑑結果摘要口頭報告，並

撰寫總結報告 (初稿)。 

3. 詳細行程請參考受評單位規劃之時程表。 

(三)  評鑑委員總結報告： 

1.  繳交時程：請於實地訪評後30日內，依本校所訂格式將

實地訪評意見作成評鑑委員總結報告 (確定版)，並將紙

本報告及電子檔寄回本校。 



14 

2. 評鑑委員總結報告格式分為「系、所、學位學程適用」

及「學院、研究中心適用」兩種版本，請依受評單位屬

性選擇適用之版本。 

(1) 「系、所、學位學程適用」版：包含「評鑑檢核表」

與「總結報告內容」二大部分。第一部分「評鑑檢

核表」填寫方式，請就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四

大面向下之各檢核重點，逐一給予評分(特優、優、

良、尚可四等第)，並就四大面向之檢核結果，進行

通盤考慮與檢視，給予該單位認可結果，評定「通

過」、或「待改進」、或「不通過」；第二部分為

總結報告內容，請依所訂格式撰寫文字意見。 

(2) 「學院、研究中心適用」版：總結報告內容綱要分為

七大點，請依所訂格式撰寫文字意見。 

3.  撰寫原則 

(1) 為明確呈現總結報告之精髓，敬請委員依本校所訂格

式撰寫，並統一書寫語言，避免不同委員各以不同

語文撰寫，造成不同語文夾雜等情形。 

(2) 請務必於報告內容之首，撰寫整體摘要，簡要說明評

鑑結果之重點。 

(四)  申復案處理： 

1. 受評單位對評鑑結果為「待改進」及「不通過」，認為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於收到評鑑結果之次日起十四日

內，提出申復： 

(1)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 

(2)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及其他文字

與受評單位之實況有所不符，致使評鑑委員總結報告

與事實不符。 

2. 若受評單位提出申復，由教務處將受評單位提具之申復

申請書及所附具體事證，送請原受評單位之評鑑委員進

行檢視，屆時請評鑑委員協助提出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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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評單位對於評鑑委員提出之回覆說明仍有不服時，應

於收到評鑑委員回覆說明十四日內，簽請教務處將該單

位申復案文件，提送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由教務

處將最終審議結果函知申復單位。另外，校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申復案件時，得視需要請提出申復之受評單位

列席說明。 

(五) 其他事項： 

1. 有關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實施宗旨、受評對

象、作業流程及辦理現況等，請至本校教務處之教學研

究單位評鑑網站 (本校首頁 \ 行政組織 \ 教務處 \ 教務處

秘書室 \ 業務項目 \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相關業務)，瀏覽

相關訊息 (網址：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1070

519385263361)。 

2.  若擬進一步瞭解本校推動評鑑研習、增進評鑑知能的情

形，請參閱上揭網站有關本校辦理校內評鑑研習活動之

簡報資料。 

3.  若有其他任何問題或指教 (如交通、住宿、報帳、文書

表單等)，請隨時聯繫下列人員： 

受評單位：請填受評單位聯繫窗口 

教 務 處：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業務承辦人 

             +886-2-3366-2388 分機 105 陳怡鈞編審 

電子郵件：yichunche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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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鑑委員參考資料與使用表單 

提供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簡介影片、相關參考資料及空白表單

格式等內容，敬請卓參。相關文件可洽受評單位聯絡窗口取得，

或請參閱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專區 (網址：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1070519385263

361) 下載。 

(一) 評鑑簡介影片 

本校已完成「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制度與作業簡介」影片製作，

藉以協助評鑑委員快速瞭解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制度，以及

現行各項評鑑作業內容與期程。敬請評鑑委員於實地訪評前至

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專區觀看。 

 

(簡介影片畫面擷取) 

*簡介影片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vqyRiLK0q0w8NhCIFSR-

WHjBwJmqEu9/view?usp=sharing 

(二) 參考資料 

1. 評鑑委員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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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作業日程表 

3.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經費支給標準表 

4. 實地訪評時程 (由受評單位提供) 

 

(三) 相關表單格式 

1. 評鑑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及受評單位回應表 (空白表，

WORD/ODF 版) 

2. 評鑑委員總結報告 

(1) 中文版：評鑑委員總結報告–系/所/學位學程適用 (空白

表，WORD/ODF 版) 

(2) 中文版：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學院/研究中心適用 (空白

表，WORD/ODF 版)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sec/evaluate/國立臺灣大學105學年度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作業日程表.pdf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sec/evaluate/20160215_本校104學年評鑑經費支給標準表.pdf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sec/evaluate/20131018_01%20國立臺灣大學(受評單位名稱)實地訪評時程參考範例.doc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sec/evaluate/ODF/20131018_01%20國立臺灣大學(受評單位名稱)實地訪評時程參考範例.odt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sec/evaluate/20150703_06%20評鑑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及受評單位回應表.doc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sec/evaluate/ODF/20150703_06%20評鑑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及受評單位回應表.odt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sec/evaluate/ODF/20150409_05_國立臺灣大學○○○學年度(受評單位名稱)評鑑總結報告(空白表)_final.odt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sec/evaluate/ODF/20150409_05_國立臺灣大學○○○學年度(受評單位名稱)評鑑總結報告(空白表)_final.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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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資訊系統之功能與操作 

(一) 系統簡介 

1. 該系統之開發係為提升評鑑作業效能，增進評鑑資訊交

流，強化評鑑業務管考。 

2. 該系統之功能，依人員屬性可分成受評單位承辦人員、

受評單位評鑑委員、院級單位承辦人員、院評鑑指導委

員、校級系統管理員及校評鑑指導委員等6類。以下謹說

明系統所提供之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操作功能與方式。 

(二) 系統操作 

1. 系統登入作業： 

(1) 評鑑委員帳號經受評單位建置完成後，至所提供之

email 信箱中，取得系統自動發送之確認及感謝郵件，

並取得登入密碼。 

(2) 請直接使用熟悉的瀏覽器（如：chrome，IE 等）打

開以下本系統網址：

https://ifweb.aca.ntu.edu.tw/EvaluationUnits 

 

(3) 輸入使用者名稱（即 email address）及密碼後，按

「登入」後即可登入系統。 

評鑑委員由此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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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忘記密碼時，輸入使用者名稱，按「忘記密碼」鍵，

依系統提示，可進行更換密碼。 

2. 密碼修改：登入畫面中有「設定密碼」鍵，可自行設定

或修改密碼。 

 
 

3. 多重身分選項：若評鑑委員具多重身分，則可依畫面選

單自由選擇身分角色，進入不同單位之畫面中。 

4. 下載及上傳檔案：如下圖所示，依畫面引導，可分別完

成下載空白格式，下載受評單位上傳報告及附件，以及

評鑑委員上傳書面審查意見或評鑑委員總結報告。 

  

1.評鑑委員由此登入 

2.按「忘記密碼」，可進行更換密碼 

********** 

1.按此設定密碼 

2.委員具多重身分，可自由選擇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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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檔案名稱，可下載空白格式 

2.按「下載」，可下載受評單位上傳報告及附件 

3.委員上傳書面審查意見或評鑑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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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食宿與交通資訊 

(一) 食宿安排 

評鑑委員前來本校參與受評單位評鑑實地訪評行程其間，將

由各受評單位協助安排評鑑委員之食宿、交通事宜，請洽受評單

位聯絡窗口。 

(二) 交通訊息 

請參考本校地圖 （參見下頁）及網站首頁之相關介紹。網址

如下： 

本校網站首頁交通介紹 https://www.ntu.edu.tw/about/map.html 

本校地圖 https://www.ntu.edu.tw/about/map/B_01_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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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 

民國86年6月7日8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5年6月10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0月13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月22日第274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6月9日第286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2月22日第288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月3日第293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8月29日第296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7月10日第300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2月19日第303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6月25日第3044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0月1日第3052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06月23日第307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之品質與水準，並

平衡整體與重點發展方向，訂定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應接受評鑑之單位包括學院、學系（科）、研究所、學位學程、

研究中心、進修推廣學院、共同教育中心等一、二級教學研究單位。 

共同教育中心所屬師資培育中心因接受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得另

訂師資培育評鑑相關法規，辦理本校師資培育評鑑。 

第三條 為執行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之工作，本校成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院

評鑑指導委員會及各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會。 

第四條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工作之實施及評

鑑申復案件之審議。該委員會由校長、校長指定之副校長一名(以下

簡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及校長遴聘之校外委員至少七名組成

之，任期四年，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該委員會有關事務之規劃、

推動由校長指派之單位及人員兼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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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院長應列席前項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委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具學術聲望與宏觀思維，並曾擔任大學校長、院長、一級行政

主管或相當職務者。 

二、 在業界具專業聲望，並曾擔任部門主管或相當職務且熟稔大學

事務者。 

第五條 院評鑑指導委員會負責學院及其所屬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相關業務之

審核、督導與推動。該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推薦委員四至

六名，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名，任期一年，得連任，經校評鑑指導

委員會核定後組成。 

進修推廣學院、共同教育中心及一級研究中心比照學院辦理。惟一

級研究中心若有特殊情況經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准者，得不設置院

評鑑指導委員會。 

第六條 各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之遴聘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並應全數

由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之校外專家學者及業界代表五至九名組成，且

其中至少應有一名以上國外委員： 

一、與受評單位學術領域相關且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並曾擔任院長、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或相當職務者。 

二、 與受評單位學術領域相關且具專業聲望，並曾擔任部門主管或

相當職務者。 

一級研究中心評鑑委員由副校長提名，一級教學單位評鑑委員由教

務長提名，二級單位評鑑委員由該單位所屬一級單位主管提名，並

於通知受評單位後送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同意，任期一年，校評鑑

指導委員會並各指定一名為召集人。 

評鑑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委員： 

一、 過去五年曾在受評單位擔任專、兼任職務者。 

二、 過去五年內曾申請受評單位專、兼任教職者。 

三、 最高學歷為受評單位畢（結）業且未滿十年者。 

四、 其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受評單位教職員工生者。 

五、 擔任受評單位有給或無給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六、 過去五年內與受評單位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者。 

第七條 各受評單位進行評鑑各項事務工作時，得就相關事項邀請師生、校

友或畢業生雇主等互動關係人參與或徵詢其意見，並得依其需要成

立工作小組，以執行評鑑相關事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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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校應辦理相關評鑑研習課程，且評鑑工作人員應參與本校或國內

外評鑑研習課程，以提升其評鑑相關知能。 

第九條 各單位之評鑑以每五年評鑑一次為原則。但通過教育部認可之國內

外專業評鑑機構評鑑或其他具國際聲譽專業認證機構之評鑑，並經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依其認可效期延後評鑑。 

受評單位擬申請提前或延後評鑑者，應具明申請理由並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送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依決議內容辦理

之。 

第十條 教學單位評鑑項目包括教育目標、學門規劃與發展方向、師資及行

政人力資源、學習資源（含圖書、設備、空間與經費、國際交流、

國內外學術活動）、課程（含服務課程）與輔導、教學及研究成果、

服務與推廣工作、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前次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及後續自我改善成果等。 

研究單位評鑑項目包括研究目標與發展方向、人力資源、研究資源

（含圖書、設備、空間與經費、國際交流、國內外學術活動）、研

究成果、服務與推廣工作、前次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及後續自我改善

成果等。 

第十一條 各受評單位進行評鑑之程序如下： 

一、 本校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提出下一學年度之評鑑計畫，作為

辦理該學年度評鑑業務之依據，並即通知受評單位。 

二、 各受評單位依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之評鑑委員建議名單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組成評鑑委員會。 

三、 受評單位於次年五月三十一日前依照校訂格式，兼採質與量並

呈之方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應送請學院進行審閱後，將該

報告書送請評鑑委員審閱，並請其於實地訪評前一週提出初審

意見。學院及一級研究中心之自我評鑑報告則分由教務長及副

校長審閱。 

四、 受評單位應於次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實地訪評，且於實地訪評

首日前針對評鑑委員初審意見提出回應說明。 

五、 評鑑委員實地訪問評鑑之步驟應包括：聽取本校相關主管及受

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教學及研究狀況參

觀、與師生或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晤談、委員交換意見及綜

合優缺點後撰寫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初稿，並於訪評結束離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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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校相關行政主管舉行座談，針對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初稿提

出口頭摘要報告。 

六、 評鑑委員於結束訪問評鑑後三十日內提出詳細之評鑑委員總結

報告。 

七、 受評單位於評鑑委員提出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後三十日內，針對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提具處理方式暨處理時程表。 

八、 各受評單位應於完成實地訪評一年內，填具改善成果報告陳報

直屬主管單位查核。 

第十二條 各受評單位有關自我評鑑報告書、評鑑委員總結報告、評鑑委員建

議事項處理方式暨處理時程表及改善成果報告等文件，應依下列程

序辦理： 

一、自我評鑑報告書：應同時分送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及研發長

審閱。 

二、評鑑委員總結報告：應送請院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 

三、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處理時程表及改善成果報告：應

先送請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就報告形式及實質內容進行審查，必

要時得請受評單位補充或修正報告內容，並於審查完成後，再

送前揭主管及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 

經核准未設置院評鑑指導委員會之一級研究中心，其評鑑委員總結

報告送副校長核備；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處理時程表及改

善成果報告送副校長審查後，送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 

第十三條 學院之評鑑應於院內各單位完成評鑑後進行為原則，並就下列項目

接受綜合評鑑：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與執行成果、院內各單位之評

鑑結果、教學研究及發展方向之配合情況等。其評鑑程序由院長與

院評鑑委員會協商後訂之。 

第十四條 本評鑑結果分為「通過」、「待改進」及「不通過」等三種。 

評鑑結果為「通過」者，依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提送評鑑委員建

議事項處理方式暨處理時程表及改善成果報告。 

評鑑結果為「待改進」者，須另於次年度接受追蹤評鑑，其評鑑範

圍為其評鑑委員總結報告所提問題與缺失，且其效期為通過評鑑後

至該評鑑週期之剩餘時間。 

評鑑結果為「不通過」者，須另於次年度接受再評鑑，其評鑑範圍

為所有評鑑項目，且其效期為通過評鑑後至該評鑑週期之剩餘時間。 

第十五條 受評單位對評鑑結果為「待改進」及「不通過」，認為有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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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得於收到評鑑結果之次日起十四日內，提出申復： 

一、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 

二、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及其他文字與受評單

位之實況有所不符，致使評鑑委員總結報告與事實不符。 

受評單位提出申復時，須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填具申復申請書並檢附

具體事證，送交教務處，逾時不受理，且以一次為限。 

受評單位之申復案，由教務處將受評單位提具之申復申請書及所附

具體事證，送請原受評單位之評鑑委員進行檢視並請其提出回覆說

明後通知受評單位。受評單位對於評鑑委員提出之回覆說明仍有不

服時，應於收到評鑑委員回覆說明十四日內，簽請教務處將該單位

申復案文件，提送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由教務處將最終審議

結果函知申復單位。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申復案件時，得視需要請申復單位列席說明。 

第十六條 受評單位因學門相關或教學研究領域相近，得申請共同評鑑，並經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之。惟共同評鑑委員會應就受評

單位分別認定其評鑑結果。 

第十七條 各受評單位之評鑑結果除供受評單位作為改進之依據外，並供校、

院調整資源分配、修正中長程計畫及決定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

與停辦等案之參考。 

第十八條 各受評單位有關辦理評鑑之會議紀錄、自我評鑑報告、評鑑結果、

後續處理情形及改善成果報告等資訊，應完整建置及保存，並在各

作業階段適時適度公開週知，俾供互動關係人參考。 

第十九條 各受評單位辦理評鑑所需經費，由本校及各級單位相關經費支應。 

第二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