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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件认知

福建省高等教育评估办法（试行）闽教综[2015]8号文：

第三条 高等教育评估类别如下：

(一)院校评估，即面向全校的整体性评估。包含普通高等学校(含独立

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普通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

评估、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等。

(二)院系评估，即面向学校内二级院系、研究院(所、中心)、学科专业

点的评估。包含学位授权点评估、专业评估、学科评估，以及其他新设立

的相关评估项目。

(三)专项评估，即针对特定领域、机构、项目或需要设立的评估。包

含学位论文抽检、专业认证、就业评估、办学绩效评价、中外合作办学(含

闽台合作)评估、项目评审评定考核，以及其他新设立的相关评估项目。



福建工程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交流材料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林从华教授 2015.05.05

教育评估～以一定的教育目标为价值标准，以一定的指

标体系为依据对评估对象的教育活动进行系统考察，做

出教育价值判断，并以此促使被评估对象持续改进，最

终实现教育目的。

教育评估方针～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

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高校四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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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的意义

●是学生毕业而优先获取就业岗位的学历认同。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章程（2013年版·总

第5版）

第二条 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的目的是加强国家、行业对高

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的宏观指导，保证和提高建筑学专业

教育质量，使毕业生获得注册建筑师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基本

训练，达到注册建筑师的专业教育标准要求，并为高等学校

建筑学专业获得相应的专业学位授予权、与其他国家（地区）

相互承认同等专业的评估结论及相应学历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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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建设部）开

展全国高等学校土建学科建筑学专业教育指导与评

估工作（1992-53所）。

1995年国家推行注册建筑师制度，这一与国际接轨

（2008年堪培拉协议～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认证实质性对等

协议）的做法对建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

新的要求。

专业评估是为进一步实现高校专业论证和我国就业

市场准入打下基础，最终实现专业评估、专业论证

与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衔接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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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活动内涵建设与特色发展的重要抓手。

●是以专业为导向进行的招生改革的重要机遇。

建筑学专业目前有260余所高校，已通过评估的53所院校中，

“985工程高校”有17所，“211工程高校”有30所，其他高

校23所（含苏州科技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

2015年申请复评高校10所：

湖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合肥

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天津

城建大学、烟台大学

2015年申请初评高校3所：

新疆大学、郑州工业大学、福建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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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愿自觉

●自愿申请专业教育评估。

自1992年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建设部）开展全国高等学校土建学

科建筑学（1992-53所）、土木工程（1995-78所）、城乡规划（1998-36

所）、工程管理（1999-35所）、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2002-31所）、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2004-32所）等六个专业教育指导与评估工作。

考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版）》的调整，2010年增设风景

园林和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等2个专业指导小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人函

[2013]99号指出：除原有8个专业外，新增3个专业且更名部分专业。11个专

业名称如下：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

筑电气与智能化，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房

地产开发与管理和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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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科（五年制）教育评估程序与方法

（2013年版·总第5版）

●申请条件

1、申请单位须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建筑学专业所在的高等学校。

2、申请学校从申请日起往前推算：

（1）创办专业时即是五年制的学校，必须有连续三届或三届以上的建

筑学专业本科毕业生；

（2）创办专业时是四年制后改为五年制的学校（需有教育主管部门批

准改学制的批文），必须有连续五届或五届以上、且至少有一届五年制的建

筑学专业本科毕业生。

3、申请学校的建筑学专业办学条件必须满足《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

科（五年制）教育评估标准》中的有关要求。

●申请及审核工作每年举行一次，各申请学校应在8月10日以前向评估委员

会递交申请报告一份，评估委员会应在9月30日以前作出审核决定，并通知

申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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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开展专业教育评估。

1、学校领导重视；

2、学院领导班子团结，齐心协作，全员行动；

3、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团结专业教师以身作则，

实事求是，规范管理；

4、学生全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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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工 程 学 院  
 

校 长 办 公 会 议 纪 要  
 
 
 
 

〔2013〕24 号 

 

 

2013 年 11 月 5 日，蒋新华校长主持召开今年第 24 次校长办公

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会议研究了 2014 年外文数据库采购事宜。会议认为，外文

数据库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是学校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的必备

工具。图书馆要面向需求，结合实际，逐步加大外文数据库的采购

力度，适应大数据时代提供数据服务。会议审议并通过 2014 年外文

数据库采购计划，续订 2 种外文数据库，增订 5 种数据库，采购经

费（139 万元）列入 2014 年学校预算。 

二、会议研究了开展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评估事宜。会议同意

建筑学专业申报本科教育评估，成立由校领导挂帅，各相关职能部

门和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参加的领导小组。 

会议决定：1.对建筑学专业建设中存在的专用教室、展览及作

业场所、实验室建设等问题，由学校统筹考虑解决；2.由教务处负

责制定工程专业本科教育评估专项经费标准，按标准给与建筑学专

福建工程学院文件  
 
 

闽工院教〔2014〕43 号 

 
     

 关于成立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 

评估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保证我校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评估工作顺利开展，经研究决

定，成立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评估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蒋新华 

副组长：何代钦  章正祥  童  昕（常务） 

成  员：郭宝明  王  健  侯根富  李建兴  陈鼎宁 

何  仕  许丽平  陈  瑛  郑旺材  王乾廷 

杨守杰  黄寿华  卢榕炜  赖宏图  陈  雯 

林从华  王东星  阮文玲  黄东海  严龙华 

李积权  余志红 

领导小组下设评估工作小组： 

组  长：林从华 

副组长：王东星  阮文玲  黄东海  严龙华  李积权 

余志红 

特此通知。 

 

                                      福建工程学院 

                             2014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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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范责任

●资料整理规范（例）

1、建立教职工个人基本档案材料。

2、汇编历年专业教师发表论文、著（编）作。

3、汇编专业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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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个人基本档案材料目录

1、基本证书（学历、学位、职称、教师资格、执业资格、聘书等）

2、立项课题

3、获奖证书

4、发表论文、著作（封面、目录、全文、封底得寸进尺）

5、视频材料及相片（生活照、会议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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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历年专业教师表论文、著（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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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专业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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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堂教学状态（例）

1、教学大纲；

2、授课计划（学期、学分、课时、实践教学）；

3、教学日志（学生花名册、点名、提问，课堂记录）；

4、教案或课程讲义（批注）；

5、教材；

6、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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