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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在2009年3月的第18期中曾簡析中國大

陸高等教育本科教學評估制度，文中提及

中國大陸政府部門推動之高等教育評估制度，是

將大學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分別處理。本科

教學評估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

負責，是以學校整體為單位所進行的教學工作水

平評估；研究生教育評估則是由國務院學位委員

會辦公室與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負

責，是以各重點學科為單位，分學科進行各學科

研究生教育質量的評估與學位授予權之審核。囿

於篇幅，本文主要是針對其本科教育評估機制近

年來之發展及執行情形進行分析。

中國大陸高教評估制度之發展演變與實施

一、發展階段

中國大陸高教評估制度之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

下述八個階段：

（一） 1978-1984年：由政府主管部門評定高教

各種重點建設項目。

（二） 1985-1990年：嘗試建構高等教育評估機

制。

（三） 1991-1996年：高教評估機制的發展階段

引進「合格評估」。

（四） 1996-2002年：高教評估機制引進「選優

評估」及「隨機評估」。

（五） 2002年：推動單一評估方案—「普通高校

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並由學位辦開

始辦理第一輪的研究生教育學科評估。

（六） 2009年：「五位一體」評估開始逐步取

代「水平評估」。

（七） 2011年：開展「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

工作合格評估」。

（八） 2013年：推動「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

工作審核評估」。

綜言之，中國大陸高教教學評估可說始自1985

年，1990年《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

頒布後，自1994年初，政府開始有計畫及有組織

的針對普通高等學校的本科教學工作水平進行評

估，從此機制建構的發展歷程來看，高等學校本

科教學工作的評估相繼經歷三種形式的發展，分

別是：合格評估、優秀評估，及隨機性水平評估。

在1994-2001年間上述三種評估體系分別運作，

依據學校的類別和辦學條件的不同選擇使用。

直到2002年，此三體系被合而為一，新方案稱為

「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俗稱

「水平評估」。

二、合格評估

合格評估對象是針對普通高校未參加過教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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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評估的各類新建本科學校，包括經國家正式批

准獨立設置的民辦普通本科學校；已有五屆本科

畢業生的新建本科學校應參加教學合格評估。凡

因未達到評估條件而推遲評估的學校，在學校推

遲期間，教育部將採取暫停備案新設本科專業、

減少招生人數等限制措施。

合格評估條件是：有三屆以學校名義招生的普

通本科畢業生；當年未被限制招生或暫停招生；

公辦院校上一年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撥款需達

到《財政部關於進一步提高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撥

款水準的意見》規定的相應標準；即原則上2012

年各地方高校生均撥款水準不得低於12,000元人

民幣。

對目前已有三屆本科畢業生的新建本科學校，

國家計畫用3年左右時間評完。其餘學校陸續達

到參評條件後，屆時依次接受合格評估。2011年

推出的合格評估與1991年實施的合格評估雖在指

導思想上，仍同樣本著「以評促建、以評促改、

以評促管、評建結合、重在建設」的十六字方

針，但其實施方式與昔已有所不同，其差異主要

在於：

（一）此次合格評估使用資料分析的方法：教

育部評估中心基於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基本狀態數

據資料庫，對各校的教學基本狀態資料做出分析

報告，並將其提供給評估專家以分析問題，做出

判斷。

（二）採用新的專家工作方式：評估專家在進

校前要研討學校自評報告和教學基本狀態資料分

析報告，提出進校考察重點；在進校考察中，專

家要全面考察並獨立作出判斷；專家在離校後一

周內提交個人考察報告，專家組長彙總後形成專

家組評估報告。

（三）採用了新的考察模式：在規定時間內，

專家可以採取集中進校或分散進校的方式進校考

察，對學校教學工作做出整體判斷。

（四）加大社會參與力度：專家組成員中吸收

部分行業和社會人士參加。

（五）改變評估結果的呈現方式：此次的合格

評估結果不再採以往的「等第制」，而改採「認

可制」，其評估結果分為「通過」、「暫緩通過」

和「不通過」三種。

依其教育部規定，合格評估結果為「通過」的

新建本科學校，五年後進入下一輪普通高等學校

的審核評估。學校的整改情況將作為審核評估的

重要內容。合格評估結果為「暫緩通過」的學校

整改期為兩年，「不通過」的學校整改期為三年。

在整改期間，對結果為「暫緩通過」和「不通過」

的學校，將採取限制或減少招生數量、暫停備案

新設本科專業等限制措施。整改期滿後由學校提

出重新接受評估的申請。重新評估獲得通過的學

校，可進入下一輪普通高等學校的審核評估，仍

未通過的學校，將認定為教學品質低下，依據有

關法律給予相應處罰。

三、審核評估

審核評估之對象是：凡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本科

教學工作水準評估獲得「合格」及以上結果的高

校均應參加審核評估。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

學工作合格評估獲得「通過」結果的新建本科院

校，5年後須參加審核評估。

參加審核評估學校辦學條件指標包括：應達到

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指標（試

行）》（教發〔2004〕2號）規定的合格標準；

公辦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撥款須達到《財政部關

於進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撥款水準

的意見》（財教〔2010〕567號）規定的相應標

準。

審核評估之程序包括學校自評、專家進校考

察、評估結果審議與發佈等。依規定，《審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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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報告》應在全面深入考察和準確把握所有審核

內容基礎上，對各審核專案及其要素的審核情

況進行描述，並圍繞審核重點對學校本科人才

培養總體情況作出判斷和評價，同時明確提出學

校教學工作值得肯定、需要改進和必須整改的事

項。

基此，審核評估結果是學校教育教學品質的反

映，與學校辦學、發展直接相關，學校要根據審

核評估中提出的問題及建議進行整改，有關教育

行政部門應對評估學校的整改情況進行指導和檢

查，並在政策制定、資源配置、招生規模、學科

專業建設等方面予以充分考慮，促進學校教學品

質不斷提高。

至於審核評估結果審議與發佈，各省（區、市）

教育行政部門和教育部評估中心應按年度將所組

織的審核評估情況形成總結報告報教育部。教育

部組織評估專家委員會進行審議，公佈審議結

果，並由教育部評估中心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公

開發佈參評高校的審核評估結論。

迄今中國大陸共實施了5次較大規模的本科教

學評估；另於2013-2015年間已有51所高校接受

審核評估，且在此一輪（2014-2018）審核評估

期間，還規劃會另有850所高校接受審核評估。

四、「五位一體」評估機制

「五位一體」是指學校的自我評估，政府力推

的分類院校評估（包括合格評估、審核評估），

行業參與的專業認證與評估，實質等效的國際評

估，和以資料庫為基礎的常態監測等「多主體、

多形式的有機結合」（請見圖一）。2011年《教

育部關於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評估工作的意

見》明確指出，本科教學評估有五種基本形式：

一是教學基本狀態資料常態監測，二是學校自我

評估，三是實行分類的院校評估（包括合格評估

和審核評估），四是開展專業認證及評估，五是

探索國際評估。

其中，院校評估就包括上述「合格評估」和「審

核評估」這兩種主要模式。此一輪「合格評估」

的主要評估對象是新建本科院校，而「審核評

估」的主要評估對象是既有本科院校。

上述包括審核評估、合格評估在內的「五位一

體」評估新制，提出了「五個度」的新品質標準

體系。這五個度，是評估高校教學工作的尺度與

標準，具體應用到審核評估上，這「五個度」就

分別是：

（一）學校人才培養效果與培養目標的達成度；

（二） 學校辦學定位和人才培養目標與國家經

「五位一體」

評估制度

自我評估

專業認證

及評估

狀態數據

常態監測
國際評估

院校評估

圖一 中國大陸「五位一體」高教評估制度
資料來源：修改自中國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2015）。落實「五位一體」評估
　　　　　制度，高質量做好合格評估工作。高等教育合格評估學習資料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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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社會發展需求的適應度；

（三） 教師和教學資源對學校人才培養的保障

度；

（四）教學品質保障體系運行的有效度；

（五）學生及用人單位的滿意度。

本科教學水平評估、合格評估與審核評

估之指標體系

一、水平評估與合格評估之指標體系

因2003-2008年的水平評估是中國大陸教育部

推出「五年一輪」的第一輪本科教學評估，而「五

位一體」評估新制中的院校評估又包括合格評估

和審核評估，因此，特將水平評估與合格評估的

指標體系做成對照表如表一。

表一 中國大陸普通高校教學水平評估與合格評估指標體系比較

水平評估 合格評估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1.辦學指導思想 1.1�學校定位
1.2 辦學思路

1. 辦學思路與領導作用 1.1�學校定位
1.2�領導作用
1.3�人才培養模式

2.師資隊伍 2.1 師資隊伍數量與結構
2.2�主講教師

2.教師隊伍 2.1�數量與結構
2.2�教育教學水準
2.3�培養培訓

3.教學條件與利用 3.1 教學基本設施
3.2 教學經費

3. 教學條件與利用 3.1�教學基本設施
3.2�經費投入

4.專業建設與改革 4.1 專業
4.2 課程
4.3 實踐教學

4. 專業與課程建設 4.1�專業建設
4.2�課程與教學
4.3�實踐教學

5.教學管理 5.1�管理隊伍
5.2 質量控制

5.質量管理 5.1�教學管理隊伍
5.2�質量監控

6.學風 6.1�教師風範
6.2�學習風氣

6. 學風建設與學生指導 6.1�學風建設
6.2�指導與服務

7.教學效果 7.1 基本理論與基本技能
7.2 畢業論文或畢業設計
7.3 思想道德修養
7.4�體育
7.5�社會聲譽
7.6�就業

7.教學質量 7.1�德育
7.2�專業知識和能力
7.3�體育美育
7.4�校內外評價
7.5�就業

特色項目 體現在不同層面：總體、教
育、教學、教學管理

備註：粗黑字體為重要項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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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核評估之範圍或指標

審核評估的範圍主要包括學校的定位與目標、

師資隊伍、教學資源、培養過程、學生發展、質

量保障以及學校自選特色等方面，涵蓋學校的

辦學定位及人才培養目標，教師及其教學水準

和教學投入，教學經費、教學設施及專業和課

程資源建設情況，教學改革及各教學環節的落

實情況，招生就業情況、學生學習效果及學風建

設情況，品質保障體系的建設及運行情況等（見

表二）。

至於審核評估的重點，原則上，審核評估核

心是對學校人才培養目標與培養效果的實現狀

況進行評價。重點考察辦學定位和人才培養目

標與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適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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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中國大陸普通高校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範圍

審核專案 審核要素 審核要點

1.定位與目標

1.1辦學定位
(1)學校辦學方向、辦學定位及確定依據
(2)辦學定位在學校發展規劃中的體現

1.2培養目標
(1)學校人才培養總目標及確定依據
(2)專業培養目標、標準及確定依據

1.3人才培養中心地位
(1)落實學校人才培養中心地位的政策與措施
(2)人才培養中心地位的體現與效果
(3)學校領導對本科教學的重視情況

2.師資隊伍

2.1數量與結構
(1)教師隊伍的數量與結構
(2)教師隊伍建設規劃及發展態勢

2.2教育教學水準
(1)專任教師的專業水準與教學能力
(2)學校師德師風建設措施與效果

2.3教師教學投入
(1)教授、副教授為本科生上課情況
(2)教師開展教學研究、參與教學改革與建設情況

2.4教師發展與服務
(1)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和專業水準的政策措施
(2)服務教師職業生涯發展的政策措施

3.教學資源

3.1教學經費
(1)教學經費投入及保障機制
(2)學校教學經費年度變化情況
(3)教學經費分配方式、比例及使用效益

3.2教學設施
(1)教學設施滿足教學需要情況
(2)教學、科研設施的開放程度及利用情況
(3)教學資訊化條件及資源建設

3.3專業設置與培養方案
(1)專業建設規劃與執行
(2)專業設置與結構調整，優勢專業與新專業建設
(3)培養方案的制定、執行與調整

3.4課程資源
(1)課程建設規劃與執行
(2)課程的數量、結構及優質課程資源建設
(3)教材建設與選用

3.5社會資源
(1)合作辦學、合作育人的措施與效果
(2)共建教學資源情況
(3)社會捐贈情況

4.培養過程

4.1教學改革
(1)教學改革的總體思路及政策措施
(2)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人才培養體制、機制改革
(3)教學及管理資訊化

4.2課堂教學

(1)教學大綱的制訂與執行
(2)教學內容對人才培養目標的體現，科研轉化教學
(3)教師教學方法，學生學習方式
(4)考試考核的方式方法及管理

4.3實踐教學
(1)實踐教學體系建設
(2)實驗教學與實驗室開放情況
(3)實習實訓、社會實踐、畢業設計(論文)的落實及效果

4.4第二課堂
(1)第二課堂育人體系建設與保障措施
(2)社團建設與校園文化、科技活動及育人效果
(3)學生國內外交流學習情況

5.學生發展

5.1招生及生源情況
(1)學校總體生源狀況
(2)各專業生源數量及特徵

5.2學生指導與服務
(1)學生指導與服務的內容及效果
(2)學生指導與服務的組織與條件保障
(3)學生對指導與服務的評價

（續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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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教學資源條件的保障度，教學和質量保障體

系運行的有效度，學生和社會用人單位的滿意度。

結語

整體來說，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本科教學工作水

平評估名義上雖是教學評估，但實質上是對學校

辦學水平和能力的綜合評估，它帶有促進學校整

體發展的功能（張慧洁、薛震，2009），與臺灣

所推動的校務評鑑較為相似。

中國大陸於2009年開始推出的「五位一體」評

估制度，有幾項值得重視的變革：

一、在合格評估指標體系中，清楚要求學校要建

立自我評估制度，強調學校自我評估制度是高等學

校教學評估體系的一種基本的評估形式，而內部

評估制度是學校質量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此，政府要求學校今後每年都要向社會公佈本

科教學質量保障報告，各高校歷年的質量保障報

告將作為國家和有關專門機構開展學校評估和專

業評估的重要參考，而學校自我評估的結果和內

容是學校各年度本科教學質量報告的主要依據。

二、在進行合格評估時，開始以大數據庫資料

作為分析的基礎，教育部高教教學評估中心以高

校本科教學基本狀態數據資料庫為依據，對各校

的教學基本狀態資料做出分析報告，並將其提供

給評估專家以分析問題，做出判斷。

三、採用了多元化的質量保障機制，除進行合

格及審核評估外，並鼓勵高校展開專業或國際認

證與評估。

四、改變評估結果的呈現方式，合格評估結果

不再採以往的「等第制」，而改採「認可制」，

其評估結果分為「通過」、「暫緩通過」和「不

通過」三種。

全球
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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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中國大陸普通高校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範圍（接45頁）

審核專案 審核要素 審核要點

5.學生發展

5.3學風與學習效果
(1)學風建設的措施與效果
(2)學生學業成績及綜合素質表現
(3)學生對自我學習與成長的滿意度

5.4就業與發展
(1)畢業生就業率與職業發展情況
(2)用人單位對畢業生評價

6.品質保障

6.1教學質量保障體系

(1)品質標準建設
(2)學校品質保障模式及體系結構
(3)品質保障體系的組織、制度建設
(4)教學品質管制隊伍建設

6.2質量監控
(1)自我評估及品質監控的內容與方式
(2)自我評估及品質監控的實施效果

6.3質量信息及利用
(1)校內教學基本狀態資料庫建設情況
(2)品質資訊統計、分析、回饋機制
(3)品質資訊公開及年度品質報告

6.4質量改進
(1)品質改進的途徑與方法�
(2)品質改進的效果與評價

自選特色項目 學校可自行選擇有特色的補充項目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部（2013）。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