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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理工學院自我評鑑辦法
100.04.15
102.04.19
102.07.25
103.04.18

99學年度第2學期院務會議訂定
100.09.19 校長核定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
102.09.05 校長核定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
103.06.10 校長核定

第一條 本院為促進系、所、學位學程在教學、研究、服務及學生輔導事務之提
升，並實踐本校、院之宗旨與目標，特實施自我評鑑，並依本校自我評
鑑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訂定「輔仁大學理工學院自我評鑑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為實施自我評鑑，設置輔仁大學「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本會由院長、各系級(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暨資深優
秀之教師代表各一名、行政人員代表一名以及學生代表一名組成，院長
為召集人。本會視實際需要召開，負責辦理學院評鑑及推動各系、所、
學位學程評鑑(以下簡稱系級評鑑)工作。
第三條 本院負責辦理之學院評鑑，及推動系級評鑑之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
其期程與範圍包含執行年度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執行年度在內
之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
自我評鑑之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究、師資、
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圖儀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管理等項
目。其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外部自我評鑑。
第四條 本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負責辦理之院級評鑑:
(一)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本校評鑑
執行委員會檢討。
(二)配合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
辦理外部自我評鑑。
(三)本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之
改善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本校評
鑑執行委員會審議。另按改善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於每學年
結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本校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四)本會於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時，於收受審議結
果通知後，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之
自我改善計畫，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
評鑑或再評鑑。
二、推動系級之評鑑:
(一)審議系級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後送本校評鑑執行委員會。
(二)審議系級外部自我評鑑改善計畫書，送交本校評鑑執行委員會。
(三)配合本校自我評鑑相關法規、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相關決議、
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以及本校評鑑執行委員會相關指導，推動
系級評鑑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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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院將各系級評鑑改善方案列入年度計畫，並逐年接受追蹤管考。其改
善結果，將做為本院未來評估績效及調整資源分配之參酌。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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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數學系自我評鑑辦法
100.06.01

99學年度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訂定
100.07.28 院長核定
102.03.19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2.04.19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07.12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2.07.25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04.09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修訂
103.04.18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反映輔仁大學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之教育品質，特依據輔仁大學自
我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訂定「輔仁大學數學系自我評鑑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推動與執行自我評鑑，設置「數學系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由本系
全體專任教師、行政人員、學生代表共同組成；系主任擔任召集人，每
學年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條 數學系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
執行委員會。
二、配合輔仁大學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
辦理外部自我評鑑。
三、自我評鑑通過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之改善建議，
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
會審議。
四、前項所稱未來三年改善計畫應按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於每學年結
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五、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時，於收受審議結果通知後，
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之自我改善計畫，
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第四條 本系之自我評鑑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其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
外部自我評鑑，期程與範圍應包含執行年度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
執行年度在內之未來三年改善計畫。
本系自我評鑑之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究、師
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圖書儀器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
管理等項目。
第五條 本系如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明顯與事實不符或評鑑實施程序
存有重大違失，客觀上足生不利益於本系之評鑑結果者，應於評鑑中心
公告受理日起一個月內，檢附具體事證以書面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訂定，提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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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物理系自我評鑑辦法
100.05.04
102.04.16
102.04.19
102.07.03
102.07.25
103.11.05
103.11.13

99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訂定
100.10.19 院長核定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反映本系之教育品質，本系依據輔仁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之規定，訂定「輔仁大學物理系自我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系之自我評鑑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其期程與範圍應包含執行年度
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執行年度在內之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
本系自我評鑑之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究、師
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圖儀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管理
等項目。其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外部自我評鑑。
第三條 為推動與執行自我評鑑，設置物理系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行政人員與學生代表所組成，由系主
任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
執行委員會。
二、配合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辦理
外部自我評鑑。
三、本委員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之
改善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理工學院評
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四、本委員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按改善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於每學
年結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五、本委員會於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時，於收受審議結
果通知後，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之自我
改善計畫，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評鑑或再
評鑑。
第五條 本系對於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之內容，認有明顯與事實不符，
客觀上有重大影響評鑑結果之情形者，應於評鑑中心公告受理日起一個
月內，檢附具體事證以書面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訂定，提交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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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化學系自我評鑑辦法
100.05.02
102.04.03
102.04.19
102.07.08
102.07.25
103.04.24
104.04.24

99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訂定
100.10.19 院長核定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持續改善本系之教育品質，本系依據輔仁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訂定化學系自我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評鑑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系評執委會），由系主任、全體專任教
師、行政人員以及學生代表一名組成，系主任為召集人。系評執委會視
實際需要隨時召開，負責辦理系級自我評鑑工作。
第三條 本系之自我評鑑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其期程與範圍應包含執行年度
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執行年度在內之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
本系自我評鑑之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究、師
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圖儀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管理
等項目。其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外部自我評鑑。
第四條 系評執委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
執行委員會。
二、配合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辦
理外部自我評鑑。
三、系評執委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
之改善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理工學院
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四、系評執委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按改善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於每
學年結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會審
議。
五、系評執委會於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時，於收受審議
結果通知後，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之自
我改善計畫，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評鑑或
再評鑑。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訂定，提交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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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自我評鑑辦法
100.09.20
102.03.26
102.04.19
102.07.04
102.07.25
103.03.25
103.04.18

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訂定
100.10.19 院長核定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自我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評鑑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系評執委會），由系主任、全體專任教
師、行政人員以及學生代表一名組成，系主任為召集人。系評執委會視
實際需要隨時召開，負責辦理系級自我評鑑工作。
第三條 本系之自我評鑑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其期程與範圍應包含執行年度
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執行年度在內之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
本系自我評鑑之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究、師
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圖儀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管理
等項目。其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外部自我評鑑。
第四條 系評執委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
執行委員會。
二、配合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辦
理外部自我評鑑。
三、系評執委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
之改善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理工學院
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四、系評執委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按改善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於每
學年結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會審
議。
五、系評執委會於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時，於收受審議
結果通知後，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之自
我改善計畫，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評鑑或
再評鑑。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訂定，提交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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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自我評鑑辦法
95.11.02 95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訂定
100.02.25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發展會議修訂
100.10.19 院長核定
102.03.29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訂
102.04.19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07.15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7 次所務會議修訂
102.07.25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04.21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訂
103.11.13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昇本所學術地位，促進各項計畫發展及因應評鑑機制，本辦法依據
輔仁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訂定「輔仁大學應用科
學與工程研究所自我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所之自我評鑑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其期程與範圍應包含執行年度
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執行年度在內之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本所
自我評鑑之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究、師資、
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圖儀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管理等項
目。其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外部自我評鑑。
第三條 為推動與執行自我評鑑，設置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本所評鑑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本所所長、全體專任教
師、五領域召集人、行政人員及學生代表組成，由所長擔任召集人。必
要時得聘請校內外產學界、業界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本會視實際需
要隨時召開，負責辦理系級自我評鑑工作。
第四條 本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
執行委員會。
二、配合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辦
理外部自我評鑑。
三、本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之改善
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
行委員會審議。
四、本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按改善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於每學年結
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五、本會於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或未通過時，於收受審議結果通知
後，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之自我改善計
畫，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第五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訂定，提交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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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自我評鑑辦法
102.04.15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訂定
102.04.19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07.15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2.07.25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03.23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4.04.24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本學程教師於教學、研究、服務及學生輔導事務，並落實本學程
之教學宗旨與教育目標，依「輔仁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特訂定「輔仁大學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自我評
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為實施自我評鑑，設置「輔仁大學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
學程評鑑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由學程主任、
學程所屬相關教師、行政人員、學生代表一名組成，學程主任為召集人。
本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負責辦理系級自我評鑑工作。
第三條 本學程之自我評鑑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其期程與範圍應包含執行年
度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執行年度在內之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本
學程自我評鑑之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究、師
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圖儀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管理
等項目。其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外部自我評鑑。
第四條 本委員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
執行委員會。
二、配合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辦
理外部自我評鑑。
三、本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之改善
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
行委員會審議。
四、本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按改善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於每學年結
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五、本會於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時，於收受審議結果通
知後，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之自我改善
計畫，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第五條 本學程對於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之內容，認有明顯與事實不符，
客觀上有重大影響評鑑結果之情形者，應於評鑑中心公告受理日起一個
月內，檢附具體事證以書面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訂定，提交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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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自我評鑑辦法
100.09.07
101.12.26
102.04.19
102.09.11
102.11.06
103.06.11
104.04.24

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訂定
100.10.19 院長核定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持續改善本系之教育品質，本系依據輔仁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四條之
規定，訂定資訊工程學系自我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推動與執行自我評鑑，設置資工系評鑑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系評執委
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及職員、學生代表一人組成；由系主任擔任
召集人並主持會議。每學年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條 本系之自我評鑑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其期程與範圍應包含執行年度
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執行年度在內之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
本系自我評鑑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師資、學習資
源、學習成效、圖儀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管理等事宜。其
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外部自我評鑑。
本系參加 IEET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期間，其週期、期程、評鑑內容
與實施應依照 IEET 規範辦理。
第四條 系評執委會職掌如下：
一、自我評鑑報告內容包括前三個學年度之執行成果及未來三學年（含
本學年）之改善計畫。
二、推薦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相關專業領域之業界代表為校外
訪評委員。
三、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院級評鑑執行
委員會。
四、配合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辦
理外部自我評鑑。
五、自我評鑑委員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
見書之改善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院級
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六、自我評鑑委員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按改善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
於每學年結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院級評鑑執行委員會審
議。
七、自我評鑑委員會於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時，於收受
審議結果通知後，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
之自我改善計畫，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評
鑑或再評鑑。
八、辦理參加 IEET 中華工程教育協會認證之事宜。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0

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自我評鑑辦法
100.10.26 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訂定
101.12.19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2.04.19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3.01.22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3.04.18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自我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設評鑑執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系評執委會)，由全體專任教師及行
政人員、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由系主任擔任召集
人。系評執委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負責辦理系級自我評鑑工作。
第三條 本系之自我評鑑週期，每五年辦理一次，其期程與範圍應包含執行年度
前三年度之執行成果及不含執行年度在內之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
本系自我評鑑之內容，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究、師
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圖儀設備、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及行政管理
等項目。其實施應包含內部自我評鑑與外部自我評鑑。
本系參加 IEET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期間，其週期、期程、評鑑內容
與實施應依照 IEET 規範辦理。
第四條 系評執委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辦理內部自我評鑑，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
執行委員會。
二、配合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辦
理外部自我評鑑。
三、系評執委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針對外部自我評鑑結果審查意見書
之改善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未來三年之改善計畫，送交理工學院
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
四、系評執委會於通過自我評鑑後，按改善計畫逐年進行改善，並於每
學年結束前提交年度改善報告書，送交理工學院評鑑執行委員會審
議。
五、系評執委會於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時，於收受審議
結果通知後，針對應行改善事項，於三個月內提出以一年為期之自
我改善計畫，並於執行期滿繳交改善成果報告書，接受追蹤評鑑或
再評鑑。
六、辦理參加 IEET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之事宜。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訂定，提交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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