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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證對象 

1. 台灣境內經教育部認可之大學(含科技大學)所屬
之商管學院。 

2. 台灣境外以華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之大學商管學院。 

3. 如遇特殊情況經「認證工作委員會」決議，亦得 
    針對商管學院內部份系所或學位學程進行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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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證目標 

1. 協助各商管學院檢討其所屬各系所、學位學程
之教育目標、發展策略、教育內容、作業制度
、執行成效與品保機制。 

2. 提供商管教育公開之品質保證，促使各學院建

立持續提升商管教育專業品質之能力，並建立

社會大眾對商管專業教育之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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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證定位 

1. 結合「基本指標」與「相對指標」之審鑑標準
，並兼具「靜態現況」與「動態改善」之評析
過程。  

2. 通過認證之申請單位必須符合教育主管單位對

大學商管學院及系所評鑑所要求各項「基本指

標」之基本門檻；同時也必須有能力實現各校

對於自身環境、市場與資源所定位之「相對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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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與優勢(1/2) 

1. 根據商管教育之特質，重視學生管理能力之培
育，而非僅著重管理知識之傳遞。  

2. 為培育學生管理能力，教學投入兼顧正式與非
正式課程之教育，研究部分則兼顧學理研究與
產業之應用。 

3. 除審視各認證項目之內容外，亦檢視擬訂過程
及是否訂有定期評估檢討之機制。   

4. 集合海內外一流華裔管理學者，共同為華文商
管教育品質把關。 

5. 由國內深具商管教育經驗之資深知名管理學者
提供認證輔導與顧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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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與優勢(2/2) 

6. 認證期間，顧問教授可提供持續而密切之輔導
，能針對申請單位現況與發展方向提出深入之
觀察與建議。 

7. 以華文資料為主，能節省大量文件翻譯、支付
審查與國際差旅之費用。 

8. 不是只由少數人士聽簡報、看文件、走馬觀花
即給予認可；而是由多位專家、多次檢視佐證
資料並與教職員生深入晤談後，才作出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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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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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指導委員會 

認證顧問教授 
（某申請單位） 

認證工作委員會 

認證追蹤小組 認證事務小組 認證專案小組 
（某申請單位） 

認證申訴委員會 

主委1名 
副主委2名 
委員13~22名 

召集人1名 
（可設共同召集人1~2名） 
委員10~16名 

召集人1名 
委員4~6名 

召集人1名 
委員4~6名 

管科會專案組 

召集人1名 
（可設共同召集人1名） 
委員6~8名 

註：1. ACCSB指導委員會─針對認證制度、及標準過程進行監督及審查 
         2.ACCSB工作委員會─實際負責審查認證，並依每一申請學校 
                                                  性質組成認證專案小組 



六、認證流程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階段 

                        決定申請單位是否適合參與認證審查並界定 
                           認證範圍 
   第二階段：認證審查階段 

                           決定申請單位是否能獲得認證及獲證種類   
                        (1) 顧問教授審查前輔導 (2)書面審查 (3) 實地審查 
                        (4) 認證工作委員會審查 (5)認證指導委員會審查 

   第三階段：追蹤與展延階段 

            決定獲認證單位是否能轉換獲證種類以及 
                           持續保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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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認證結果 

    1. 通過認證 ─ 期限6年 (每兩年提報更新報告) 

    2. 通過認證 ─ 期限3年 (書面審查) 

    3. 通過認證 ─ 期限2年 (實地審查) 

    4. 通過認證 ─ 期限1年 (書面審查/實地審查) 

    5. 不通過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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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審查資料檢查 
（認證事務小組） 

資格審查 
（認證工作委員會召集人） 

符合 

申請單位提出資格審查申請 

函覆申請單位資格審查結果 

通過 

（認證事務小組） 

補/退件 

不符合 

六
週 

 資格審查階段─作業說明 

 

八、認證審查作業(1/6)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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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審查階段─審查重點 

審查指標 

1 

1-1申請單位須為獲台灣境內經教育部認可之大學(含科技大學)
及台灣境外以華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之大學所屬之商管學院。 

1-2申請單位須以提供「商學」或「管理」領域、並具頒發獲政
府認可之「證書/證明」制度之「學位」為主要業務範圍。 

2 
原則上申請單位在「所有地點」所提供之「所有學位」必須同
時送審（除非該學位不符合第3或第4項指標而被排除在認證範圍之外）。 

3 

認證範圍內每項學位之「傳統商管科目」學分數佔該學位總課
程學分數之比例，須符合下列規定： 
3-1 大學部之學位：25%以上。 
3-2 研究所之學位：50%以上。 

4 
申請單位與其他單位共同提供而非以申請單位之名義授予證書/
證明之學位，不得列入認證範圍。 

八、認證審查作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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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提出認證審查申請 

顧問教授輔導 

不符合 

不符合 

符合 

書面審查 
（認證專案小組） 

輔導訪視 
（顧問教授） 

實地審查 
（認證專案小組） 

認證工作委員會審查 

授予證書並宣導推廣 

通過 不通過 

重新申請 
進入「追蹤與展延階段」 

 認證審查階段─作業說明 

 

八、認證審查作業(3/6) 

認證指導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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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 



 認證審查階段─審查重點(1) 
八、認證審查作業(4/6) 

14 

認證構面 指標說明 認證構面 指標說明 

1.教育目標     
   與定位 

1-1.教育目標 
1-2.招生對象 
1-3.畢業要求 

 
3.研究投入 

3-1.研究支援 
3-2.研究設備與人力 
       投入 
3-3.教師指導研究生 
       投入  

 
 
 
 
2.教學投入 

2-1.課程規劃 
2-2.師資與教材 
2-3.教學資源投入 
2-4.教學服務系統 
2-5.人格發展與品德教育 
2-6.師生互動與個別諮詢 
2-7.學生校內外之課外 
       活動與社團 
2-8.生涯及就業輔導 
2-9.獎助學金與工讀 

 
 
4.行政支援 
   投入 

4-1.行政人員之選擇與 
       任用 
4-2.行政人員對學院系 
       所期待之瞭解程度 
4-3.行政人員之專業行 
       政能力 
4-4.行政人員在職訓練 
       之內容、頻次 
4-5.行政支援系統 
4-6.教師發展之措施 



 認證審查階段─審查重點(2) 
八、認證審查作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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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構面 指標說明 認證構面 指標說明 

5.服務投入 5-1.師生校內服務內容 
5-2.師生校外服務內容 

 
 
 
 
6.執行特色
與成效 

6-9.教師指導研究生成效 
6-10.教師發展效果 
6-11.行政人員在職訓練之 
         效果 
6-12.行政支援系統之效率 
         與效果 
6-13.師生校內、外服務之   
  執行成效 
6-14.財務支援 
6-15.校友回應 
6-16.即時回饋機制之建立 
        、應用及追蹤方式 
6-17.評核與追蹤措施 

 
 
 
 
 
6.執行特色 
   與成效 

6-1.人格發展與品德教育 
       成效 
6-2.師生互動與個別諮詢 
       成效 
6-3.學生課外活動與社團 
       執行成效 
6-4.生涯及就業輔導執行 
       成效 
6-5.獎助學金與工讀成效 
6-6.研究方向與內容特色 
6-7.研究成效 
6-8.研究資源整合成效 

7.國際化 7-1.國際化 
(僅用於目標與定位有『國際導向』
者) 



認證指導委員會審查通過認證者 

認證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審查 

證書失效 

書面審查 
（認證追蹤小組） 

實地審查 
（認證追蹤小組） 

證書展延 

更新報告 
(每2年) 

供認證工作 
委員審閱後 
存參 書審/實審/書審+實審 

（認證追蹤小組） 

通過認證者 (期限6年) 

不通過 

註：認證有效期限內，申請單位發生與認證範圍不符情事，如新設系所、更名、停招或合併時，需重新申請認證。 

 追蹤與展延階段─作業說明 

 

認證工作委員會審查 

通過認證者 (期限3年、2年、1年) 

八、認證審查作業(6/6) 

有效年限截止日前半年 
提出展延申請 

有效年限截止日前半年 
依認證結果執行審查作業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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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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