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分享
本校六系所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協會 IEET 教育認證
恭賀本校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與防災科技研究所)、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
(所)、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程系(所)、模具工程系(所)、機械工程系(機械與
精密工程研究所)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協會 IEET 教育認證，畢業證書受世界各大學
承認，本校是南部科技大學通過認證最多系所的學校。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於 4 月 18 日公告 96 學年度「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結
果，共計 45 校 138 系所首次通過認證。若加上 93 至 95 學年度通過的系所(詳
如附件)，我國已有 225 個系所通過 IEET 認證，佔全國 4 年制工程教育相關系所
的 45%。本校機械系於 94 年度即率先通過「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今年化材系、
土木系、電子系、電機系、模具系亦順利通過，對本校來說意義重大，也是一項
重要的里程碑。
IEET 認證以「系所」為本位，
「學生成果」為導向，透過認證委員同儕間的
專業判斷，檢視受認證系所是否提供教師及學生一個專業成長的環境、其畢業生
是否具備執行專業工作的基本核心能力，並進而瞭解該系所是否達成自設之教育
目標，最重要的是檢視其持續改善機制及執行成效。這一系統化工作對受認證系
所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自我教學成效檢視過程，是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也是展現其對學生、家長、社會所擔負的責任 (Accountability)。
IEET 經過 4 年不懈怠的努力，在去年 6 月 20 日獲得國際組織「華盛頓協定」
(Washington Accord)簽署會員的全數支持，晉升為正式會員(Signatory)。此一結
果代表 IEET 的認證品質及其認證之四大特色—核心能力、持續改進、產學互動
及國際接軌—於國內及國外皆獲肯定。「華盛頓協定」成立於 1989 年，目前有
美國 ABET、加拿大 Engineers Canada、英國 ECUK、愛爾蘭 Engineers Ireland、
澳洲 Engineers Australia、紐西蘭 IPENZ、香港 HKIE、南非 ECSA、日本 JABEE、
新加坡 IES、臺灣 IEET 及南韓 ABEEK 等 12 個會員。「華盛頓協定」的宗旨為
在「實質相當」（substantially equivalent）之前提下，簽署會員互相承認彼此的
認證標準與程序。通過認證的大學院系畢業生，代表其已具備執行工程專業所需
之基礎教育，且為各簽署會員所承認。國內通過認證的大學系所，除免受教育部
評鑑外，其畢業生並將於「華盛頓協定」會員享有與當地通過認證單位的畢業生
同樣權益，尤指專業證照的考選。此項榮譽不論是對本校評鑑而言，或對學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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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就業來說都有相當的助益。(本文摘錄自 4 月 18 日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發佈之新
聞稿)

93~96 學年度通過 IEET 認證系所
(最新資訊請以 IEET 網站公告為主
http://www.ieet.org.tw/eea/accredited_programs.htm)
國立大學
#
學校
系所
1 國立中山大學
材料與光電工程學系(材料科學研究所)、資訊工
程學系(所)、電機工程學系(所)、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所)、環境工程研究所
2 國立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所)、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
(所)、機械工程學系(所)、光機電工程研究所、能
源工程研究所、營建管理研究所
3 國立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
學系(所)、電機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所)
4 國立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所)、化學工程學系(所)、材料科學
與工程學系(所)、電機工程學系(所)、光電工程研
究所*、通訊工程研究所*、精密工程研究所、機
械工程學系(所)、環境工程學系(所)
5 國立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工程科學學系、化學工程學系、
水利與海洋工程學系、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航
空太空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系
6 國立宜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所)、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機
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系(所*)
7 國立東華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
學系
8 國立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動力
機械工程學系
9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10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11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所)、材料科學與
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所)
12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河海工程學系(所)、機械
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13 國立聯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光電工程學系、材料科學
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
14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
軍事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化學系
*因尚無畢業生，為準通過認證。
私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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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
1

大同大學

2

大葉大學

3

中原大學

4
5

中華大學
元智大學

6
7

玄奘大學
長庚大學

8

淡江大學

9

逢甲大學

10

華梵大學

11

義守大學

12

銘傳大學

系所
化學工程學系(所)、光電工程研究所、材料工程
學系(所)
工業工程與科技管理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
(所)、電機工程學系(所)、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環境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所)、工業工程學系(所)、化學工程
學系(所)、生物環境工程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
系、資訊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所)、電機工
程學系(所)、機械工程學系(所)
土木與工程資訊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所)、化學工程與材料科學
學系(所)、生物科技與工程研究所、通訊工程學
系(所)、電機工程學系(所)、光電工程研究所、機
械工程學系(所)
資訊科學學系(所)
化工與材料工程學系、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資訊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醫療機電工程研
究所
土木工程學系、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所)、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建築學系(所)、航空太
空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機
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所)、工業工程與系統管理學系
(所)、化學工程學系(所)、水利工程與資源保育學
系(所)、交通工程與管理學系(所)、光電學系
*(所)、自動控制工程學系(所)、材料科學與工程
學系(所)、建築學系、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所)、
通訊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電子工程
學系(所)、電機工程學系(所)、機械與電腦輔助工
程學系(機械工程研究所)、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所)、纖維與複合材料學系(紡織工程研究
所)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所)、電子工程學系、
機電工程學系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所)、化學工程學系(生物技
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材料
科學與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
學系(所)、電子工程學系(所)、電機工程學系(所)、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傳播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
系、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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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尚無畢業生，為準通過認證。

國立科技大學
#
學校
1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系所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
機械設計工程系
2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機械工程系、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3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所）
4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與防災科技研究所)、化學
工程與材料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
程系(所)、模具工程系(所)、機械工程系(機械與
精密工程研究所)
5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工業管理系、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電子工程
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營建工程系、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6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料工程系(所)、冷凍空調與能源系(所)、
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所*)、
精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系(所)
7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土木與防災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管
理系(所)、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化學工程研究
所)、生物科技研究所、材料及資源工程系(材料
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資源工程研究所*、車輛工
程系(所)、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所)、電子工程
系(電腦與通訊研究所)、電機工程系(所)、機械工
程系(機電整合研究所)
8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程系、營建工程系
*因尚無畢業生，為準通過認證。
私立科技大學
#
學校
1 中國科技大學
2 元培科技大學
3 弘光科技大學
4 正修科技大學

5
6

明志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7
8

東南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系所
土木工程系、資訊工程系、電腦與通訊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資訊工程系、環境工程衛生系
環境工程系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營建工程研究所*)、工業工程
與管理系、化工與材料工程系(所)、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程系(所)、機械
工程系(機電工程研究所)
車輛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土木工程系、化學工程系(所)、光電系統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生物科技系(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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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
程系(所)、奈米科技研究所*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製造科技研究所*)
高苑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崑山科技大學
高分子材料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
工程系、環境工程系
清雲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所)、電
機工程系(所)、機械工程系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所)、營建工程系
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龍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因尚無畢業生，為準通過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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