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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自辦品質保證認定實施計畫更新對照表 

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1 

經本會認定通過後即可據以實施，並可申

請後續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函送系

（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結果報

告」至本會進行自辦品保結果的認定；若

非屬上週期已獲認定之新申請學校，則需

就學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進行書

面與簡報審查，經本會認定通過後，學校

再行實施其自辦品保作業，並可申請後續

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函送系（科）、

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結果報告」至本

會進行自辦品保結果的認定。 

1 

若非屬上週期已獲認定之新申請學校，則

仍需就其「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進行

書面與簡報審查。自辦品保機制經本會認

定後即可據以辦理其自辦品保作業，並送

交系（科）、所或學位學程「自辦品保結果

報告」至本會進行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 

修改文字 

 

 

3 

1.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修正版

封面與內文建議格式，詳如附錄 B 
2.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封面

與內文建議格式，詳如附錄 E 

新增 

4 
學校應於評鑑效期到期前或依品保機構

之規定期程完成自辦品保認定作業程序

（含機制與結果認定） 
 

學校應於評鑑效期到期前或依本會之規定

期程完成自辦品保認定作業程序（含機制

與結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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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4 

申請學校以掛號郵寄方式繳交 11 份紙本

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含附錄光碟）。

各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之本文內容

以 120 頁為限，內文格式規定為固定行高

24 pt、14 號標楷體，須附上相關佐證資料

（附錄），不限頁數（其電子檔請與本文

分開），並製作成光碟併附，以提供自辦

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參酌。 

 

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本文內容以 120 頁

為限，內文格式為固定行高 24pt、14 號標

楷體。請以掛號郵寄方式繳交 3 份紙本（含

相關佐證資料）及 1 份電子檔光碟∕隨身

碟擇一（含本文及佐證資料，請分資料夾

存放），並將電子檔上傳於本會線上書審系

統 http://qar.heeact.edu.tw/Login3.aspx。 

修改文字 

5 
本會於受理學校申請自辦品保機制認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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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內補正。 
4 

本會收到學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 7 日

內，依所檢附之資料完成初核；其資料有

疏漏者，將通知學校於 7 日內補正。 

修改文字 

5 

（二）審查 
 由本會組成之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委

員會進行書面審查與簡報審查。 
1. 書面審查： 

 上一週期已獲教育部試辦大學校院

或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為

「認定」之原自辦學校，須將學校本週期

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上一週期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修正對照表，以及相關佐證資

5 

（二）審查 
學校須將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原自辦

學校須繳交上一週期自我評鑑實施計畫修

正對照表），以及相關佐證資料，送至本會

自辦品保機制審查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

查，並視情況由本會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

校，學校應於 2 週內送交「自辦品保機制

實施計畫待釐清問題回覆說明」至本會。 

修改文字 

http://qar.heeact.edu.tw/Login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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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料，送至本會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進

行書面審查，並視情況由本會將待釐清問

題提予學校，並請學校於 2 週內送交自辦

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待釐清問題回覆說明

至本會。 
新申請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學校，須將

其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送至本會自辦

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並視

情況由本會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校，並請

學校於 2週內送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

待釐清問題回覆說明及簡報資料至本會。 

5-6 

2. 簡報審查： 
 上一週期已獲教育部試辦大學校院

或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為

「認定」之原自辦學校，毋須再進行簡報

審查。新申請自辦品保機制認定之學校，

簡報審查作業係由自辦品保機制委員會

執行。簡報時間以每校 60 分鐘為原則，

含學校簡報 30 分鐘、Q&A 時間 30 分鐘。 
（三）認定 

5 

（三）認定 
新申請自辦品保機制認定之學校，由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進行簡報審查。簡報

時間以每校 30 分鐘為原則，含學校簡報 15
分鐘、Q&A 時間 15 分鐘。 

本會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就學校的自

辦品保機制進行審議，並給予「認定」與

「未獲認定」2 種認定結果。 
自辦品保機制獲認定學校須依據審查

修改文字 



108 /01  版 

4 
 

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本會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就申

請學校的自辦品保機制進行審查，並給予

「認定」與「未獲認定」2 種認定結果。 
自辦品保機制獲認定學校須依據審

查意見修正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並於

3 週內送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審查回應

說明及修正後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含

修正對照表）至本會審查，直至審查意見

確認修正完成；自辦品保機制未獲認定之

學校，將視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審查

意見再次進行書面/簡報審查。學校應於本

會提予審查意見 6 週後送交自辦品保機制

實施計畫審查回應說明至本會進行後續

認定作業。 

意見修正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並於 3
週內提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修正版」

（含修正對照表及實施計畫審查回應說

明）至本會線上書審系統進行後續審查，

直至審查意見確認修正完成；自辦品保機

制未獲認定之學校，將依審查意見再次進

行書面∕簡報審查。學校應於本會提予審查

意見 6 週後上傳「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

審查回應說明」至本會線上書審系統進行

後續認定作業。 

7、8 
圖 1、2 
學校提交自辦品保實施計畫至本會 

6、7 
圖 1、2 
學校提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至本會 

修改文字 

7、8 

圖 1、2 
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進行書面審

查，並由本會視情況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

校 

6、7 

圖 1、2 
自辦品保機制審查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

查，並視情況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校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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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7、8 
圖 1、2 
獲認定學校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辦品保

實施計畫送本會備查 
6、7 

圖 1、2 
獲認定學校依據審查意見送交自辦品保機

制實施計畫修正版至本會 

修改文字 

7 
圖 1 
第二次書面審查 

6 
圖 1 
第二次書面/簡報審查 

修改文字 

9 

1. 自辦品保機制經本會認定後，學校需於

3 週內，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辦品保機

制實施計畫送本會備查。 8 

1. 自辦品保機制經本會認定後，學校需於 3
週內，依據審查意見上傳「自辦品保機

制實施計畫修正版」（含修正對照表及實

施計畫審查回應說明）至本會線上書審

系統進行後續審查。 

修改文字 

9-10 

並以掛號郵寄方式繳交 11 份紙本自辦品

保結果報告（含附錄光碟）。自辦品保結

果報告之內文格式規定為固定行高 24 
pt、14 號標楷體，有關校級部分以 60 頁

為限，各系（科）、所或學位學程部分以 2
至 4 頁為限，及相關佐證資料（附錄）不

限頁數（其電子檔請與本文分開），含自

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核定版電子檔，並製

作成光碟併附，以提供自辦品保結果認定

小組委員參酌。 

8-9 

以掛號郵寄方式繳交 3 份紙本自辦品保結

果報告，及 1 份電子檔光碟∕隨身碟擇一

（含本文及佐證資料，請分資料夾存放），

並同時將自辦品保結果報告以校級及系級

資料分別上傳於本會線上書審系統

http://qar.heeact.edu.tw/Login3.aspx。自辦

品保結果報告之內文格式規定為固定行高

24 pt、14 號標楷體，有關本文校級部分以

60 頁為限，各系（科）、所或學位學程部分

以 2 至 4 頁為限。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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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10 
（一）初核 
本會於受理學校申請自辦品保結果認定

後 7 日內 
9 

（一）初核 
本會收到學校自辦品保結果報告後 7 日內 

修改文字 

10 
（二）審查 
由申請學校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告至本

會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小組進行書面審查 
9 

（二）審查 
由學校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告至本會自辦

品保結果審查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查， 

修改文字 

10-11 

（三）認定 
本會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小組就系

（科）、所或學位學程的自辦品保結果進

行審查，並給予「認定」與「未獲認定」

二種認定結果。 
自辦品保結果獲認定單位，須由學校

於 3 週內統一彙集自辦品保結果審查回應

說明送本會審查，直至審查意見確認修正

完成；未獲認定單位將視自辦品保結果認

定小組審查意見，決定再次進行書面審查

或簡報審查，學校應於本會提予自辦品保

結果認定小組審查意見 6 週後，統一彙集

自辦品保結果審查回應說明至本會進行

後續認定作業。 

9-10 

（三）認定 
本會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就系（科）、

所或學位學程的自辦品保結果進行審議，

並給予「認定」與「未獲認定」二種認定

結果。 
如學校全數單位之自辦品保結果皆獲

認定，由學校於 3 週內統一彙集送交「自

辦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含修正對照表及

結果審查回應說明）上傳本會線上書審系

統審查，直至審查意見確認修正完成。 
若學校有未獲認定單位，則將視「自

辦品保結果報告審查意見」決定再次進行

書面∕簡報審查，由學校於 6 週內統一彙

集上傳「自辦品保結果審查回應說明」並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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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進行後續認定作業。待其第 2 次審查獲認

定後，再由學校於 3 週內統一彙集送交全

校「自辦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含修正對

照表及結果審查回應說明）上傳本會線上

書審系統審查，直至審查意見確認修正完

成。 

11 

圖 3 
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小組委員進行書面審

查，並由本會視情況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

校 

10 

圖 3 
自辦品保結果審查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

查，並視情況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校 

修改文字 

11 
圖 3 
獲認定單位由學校統一彙集自辦品保結

果審查回應說明送本會備查 
10 

圖 3 
全數獲認定單位由學校統一彙集自辦品保

結果報告修正版至本會 

修改文字 

12 

1. 自辦品保結果獲認定單位，由學校於 3
週內統一彙集自辦品保結果審查回應

說明送本會備查。 11 

1. 全數單位之自辦品保結果皆獲認定，由

學校於 3 週內統一彙集「自辦品保結果

報告修正版」（含修正對照表及結果審查

回應說明）上傳本會線上書審系統進行

後續審查。 

修改文字 

 
 

15-16 
附錄 B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修

正版封面與內文建議格式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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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21-22 
附錄 E 大專校院自辦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

封面與內文建議格式 
新增 

24 
原自辦學校： 
學校提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供自辦

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 
27 

原自辦學校： 
學校提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供自辦品

保機制審查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查， 

 

24 

新申請學校： 
學校提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供自辦

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自辦

品保機制認定委員會依據審查意見以及

學校待釐清問題回覆進行簡報審查 

27 

新申請學校： 
1. 學校提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供自辦

品保機制審查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查，

並由本會視情況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校 

2. 由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進行簡報審查 

修改文字 

24 

認定階段 
1. 召開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審查會議議決

認定結果 

2. 由本會函文認定結果，獲認定單位由學

校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辦品保機制實

施計畫送本會備查 

3. 未獲認定學校送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

計畫審查修正回覆說明至本會 

4. 召開自辦品保機制認定第二次書面/簡

報審查議決認定結果 

27 

認定階段 
1.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審議學校自辦品保

機制認定結果 
2.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機制認定結果，

獲認定學校依據審查意見上傳「自辦品

保機制實施計畫修正版」（含修正對照表

及實施計畫審查回應說明）至本會線上

書審系統進行後續審查 
3. 未獲認定學校上傳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

畫審查回應說明至本會線上書審系統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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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5. 由本會函文認定結果，獲認定單位由學

校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辦品保機制實

施計畫送本會備查 

4.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第二次審議學校自

辦品保機制之認定 
5.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機制認定結果，

獲認定學校依據審查意見上傳自辦品保

機制實施計畫修正版（含修正對照表及

實施計畫審查回應說明）至本會線上書

審系統進行後續審查 

25 

審查階段： 

學校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告供自辦品保

結果認定小組進行書面審查，並由本會視

情況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校 

28 

審查階段： 
學校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告供自辦品保結

果審查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查，並由本會

視情況將待釐清問題提予學校 

修改文字 

25 

認定階段： 

1. 召開自辦品保結果認定審查會議議決

認定結果 

2. 由本會函文認定結果，獲認定單位由學

校統一彙集自辦品保結果意見回應說

明送本會備查 

3. 未獲認定單位，由學校統一彙集自辦品

保結果審查回覆說明至本會 

4. 召開自辦品保結果認定第二次書面/簡

28 

認定階段： 

1.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審議學校自辦品保

結果 

2.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結果之認定結

果，獲認定單位由學校統一彙集「自辦

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含修正對照表及

結果審查回應說明）上傳本會線上書審

系統進行後續審查 

3. 未獲認定單位，由學校統一彙集自辦品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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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頁數 原列文字 新頁數 更新/新增文字 
備註 
說明 

報審查議決認定結果 

5. 由本會函文認定結果，獲認定單位由學

校統一彙集自辦品保結果意見回應說

明送本會備查 

保結果審查回應說明至本會線上書審系

統 

4. 自辦品保結果審查工作小組進行第二次

審查 

5. 自辦品保認定委員會第二次審議學校自

辦品保結果 

6. 本會函文學校自辦品保結果之認定結

果，獲認定單位由學校統一彙集「自辦

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含修正對照表及

結果審查回應說明）上傳本會線上書審

系統進行後續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