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30日 
     聯 絡 人：楊子岳 辦事員 
               楊詩燕 組  長  
     聯絡電話：(05)2717161 

主旨︰檢送「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申復申請書填寫說明」供參，

各受訪單位若有申復需求，請依規定填寫並於 110年 1月 18日(一)

18時前上傳至系統，敬請配合。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109年 1

2月 30日電子郵件通知(如附件 1)辦理 

二、109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實地訪視報告(初

稿)，預計於 110 年 1 月 4 日（下週一）於系統開放查詢，各系所、

學程可自行自評鑑中心「線上書審系統」（http://qar.heeact.edu.

tw/Login3.aspx）下載(帳號及密碼同前)，受訪單位收到「實地訪視

報告初稿」得提出申復申請。 

三、申復申請說明及格式可於系統內下載，本處依評鑑中心通知，摘要

重點敘述如下(詳參附件 2): 

(一)各受訪單位應分別按所申復「訪視過程或實地訪視報告初稿內容」

中現況描述與特色、待改善事項或訪視過程等事項之ㄧ項或數

項，於申復申請書「訪視過程或實地訪視報告初稿內容」每一欄

位逐一填具所不服之一項，逐項表明其不服之意旨，並就其「申

復屬性」（含：「違反程序」、「不符事實」、「要求修正事項」）進行

勾選。如有重複勾選或未依規定勾選申復屬性之情形，評鑑中心

將一律歸屬於「要求修正事項」。申復屬性說明可詳參附件 2。 

(二)各受訪單位所提「針對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之申復申請將不予

受理；實地訪視後之改善作法，亦不在意見申復範圍。 

(三)申復申請書及意見表請依照評鑑中心規定格式，申復意見表欄寬

格式已設定，請勿自行調整；內文字體為 12點、單行間距、標楷



體(詳如附件 3)，格式如有不符概不受理(電子檔含附件；正文請

以 word檔呈現，附件資料檔案可以 doc、docx、xls、xlsx、txt、

rtf、ppt、pptx、pdf、zip、rar、7z、odt、ods、odp、odg、 odb、

odf呈現，每個檔案容量限制為 20MB）。 

四、各受訪單位如欲提出申請者，請務必於 1月 18日（週一）下午 6時

前完成「申復申請書」及相關檢附資料之上傳，逾時系統則會關閉

上傳功能並不予受理，請各受訪單位務必留意作業時間，謝謝。 

五、各受訪單位針對申復事項若有需學院或學校跨處室單位溝通，請儘

早聯繫，以利完成申復作業。為利各學院協調督導受訪單位申復事

宜，另檢附「學院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各受訪單位申復項數統計表」(附

件 4)，請受訪單位依學院通知時間填復，並請學院彙整後於 1月 22

日前回傳本處陳核存參。 

此  致 

各學院、各受訪單位 

研究發展處敬啟 

 



附件 1 

 

From: 高教評鑑中心-游淑文 <wen@heeact.edu.tw> 

Sent: Wednesday, December 30, 2020 9:16 AM 

To: 嘉義-楊子岳先生(系所) <achates1214@mail.ncyu.edu.tw> 

Subject: HEEACT-有關委辦認可之申復申請 

敬致 楊先生 

貴校各受訪單位之實地訪視報告初稿，預計於 1 月 4 日（下週一）

起可自本會「線上書審系統」

（http://qar.heeact.edu.tw/Login3.aspx ）下載，受訪單位收到「實

地訪視報告初稿」得提出申復申請，相關申請說明與格式亦已上傳

至系統。煩請轉知各受訪單位，如欲提出申請者，請務必於 1 月 18

日（週一）前完成「申復申請書」及相關檢附資料之上傳，逾時系

統則會關閉上傳功能，煩請務必留意作業時間，謝謝。 

  敬祝文安 

品保專員 游淑文 敬上 

*******************************************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專員：游淑文 

電話：02-33431200 

傳真：02-33431251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7 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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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申復申請書

填寫說明 

1. 請使用本會提供之格式進行申復申請，格式不符者恕不受理。 

2. 受訪單位欲就實地訪視報告初稿所載現況描述、待改善事項或評

鑑過程其中任何一項申請申復者，填具申復申請書時，應分別按

所申復「訪視過程或實地訪視報告初稿內容」中現況描述與特色、

待改善事項或訪視過程等事項之ㄧ項或數項，於申復申請書「訪

視過程或實地訪視報告初稿內容」每一欄位逐一填具所不服之一

項，逐項表明其不服之意旨，並就其「申復屬性」（含：「違反程

序」、「不符事實」、「要求修正事項」）進行勾選。如有重複勾選或

未依規定勾選申復屬性之情形，本會將之一律歸屬於「要求修正

事項」之申復屬性。 

3. 受訪單位所提「針對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之申復申請，本會不

予受理；實地訪視後之改善作法，亦不在意見申復範圍。 

4. 申復申請書之「申復屬性」說明如下： 

（1） 違反程序：  

指受訪單位認為實地訪視過程「違反程序」。 

（2） 不符事實： 

指受訪單位認為實地訪視報告初稿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或

其他文字與受訪單位之實況有所不符，致使實地訪視報告初

稿「不符事實」。 

（3） 要求修正事項： 

指受訪單位認為實地訪視報告初稿內容，係因實地訪視期間

受訪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不足所致，而為此提供補充資料「要

求修正（該）事項」。 

5. 「申復意見說明」欄位請以條列式簡要說明，說明中如有圖表，

請將圖表移至附件中呈現（請參見申復意見表填寫範例）。 

6. 申復意見表欄寬格式已設定，請勿自行調整；內文字體為 12 點、

附件 2 



單行間距、標楷體。 

7. 有關「訪視過程或實地訪視報告初稿內容」欄位 請受訪單位填具

完整內容，勿自行摘述。 

8. 申復單位請於 110 年 1 月 18 日前將申復申請書之電子檔（含附件；

正文請以 word 檔呈現，附件資料檔案可以 doc、docx、xls、xlsx、

txt、rtf、ppt、pptx、pdf、zip、rar、7z、odt、ods、odp、odg、 odb、

odf 呈現，每個檔案容量限制為 20MB）上傳至「線上書審系統」

（http://qar.heeact.edu.tw/Login3.aspx），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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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 

○○系（所） 

 

 

大專校院委託辦理 

品質保證認可 

申復申請書 

 

 

 

■ 單一訪視   □ 學門訪視   □ 學院訪視 

申復單位（請填寫受訪單位全稱）：                           

申復單位主管姓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本文共     頁，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9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實地訪視報告初稿申復意見表 

申復單位：○○大學○○系 

品保項目 申復屬性 
訪視過程或實地訪視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一、系所發

展、經營及

改善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已分別敘述之方式呈

現核心能力內容，然不同

班制間之內容歧異頗大

（第 1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 本系核心能力係…。 
2. …。 

附件 1-1 核心能力一覽表。 

三、學生與

學習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學位部分】 
該系現有碩士班學生 35
人，畢業人數 79 人，其中

79%已就業，另有 2%考取

國內大學博士班。（第 3 頁

第 4 行，現況描述與特色） 

1. 本系碩士班人數係…。 
2. …。 

附件 3-1-5 學生人數暨就

業現況調查統計。 

填寫範例 

請填寫實地訪視報告(初稿)書眉全稱 

請擇一屬性勾選 

請填具完整報告內容 

請列點摘述，勿置圖表 

請勿調整原始欄寬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9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實地訪視報告初稿申復意見表 

申復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系 

品保項目 申復屬性 
訪視過程或實地訪視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空白格式 空白格式 

 



師範學院 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各受訪單位申復項數統計表 

編號 
受訪單位 

名稱 
受訪學制 

訪視過程或實地訪視報告 

初稿內容申復項數 
申復屬性 

申復意見提送 

討論會議名稱 

完成上傳申復

書及附件至系

統之日期 
現況描述與特

色 
待改善事項 

1 
教育學系 

(範例) 

學士班、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1 1 

要求修正事項 1

項 

不符事實 1項 

系品質保證認

可指導小組 

院指導委員會 

110.1.15 

2 
輔導與諮商學系 

(範例) 

學士班、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0 0 0 
系品質保證認

可指導小組 
無申復 

3 
體育與健康休閒

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

士班、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4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5 
數位學習設計與

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6 幼兒教育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7 

師範學院教學專

業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學位學程      

合計        



                                 

單位主管(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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