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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孟奇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暨教務長

學習成效導向的自我評鑑機制
―― 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例

教
育部於101年4月13日「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工作圈第六次會議決議：各

校應建立自我評鑑制度；其後並依據大學法

第五條與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訂定

《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

查作業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審查作業

原則》）。國立中山大學屬於第一梯次試辦

對象。

中山大學業於98年接受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第一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針對此次的

試辦自我評鑑，除了吸收上一次的評鑑經驗

外，同時參考國內外資料實例，據以設計評

鑑制度，在過程中並與各學院逐一說明溝

通，再根據回饋意見進行修正改善。除了希

望自評制度能與國際通行作法接軌之外，亦

可得到校內師生高度共識認同，最終達成協

助學術單位自我提升改進之目標。

自我評鑑流程

中山大學的學術單位自我評鑑流程主要分

成八個階段，依序分別是：⑴準備階段；⑵

流程啟動階段；⑶書面資料審查階段；⑷初

步改善階段；⑸實地訪評籌備階段；⑹實地

訪評階段；⑺成果公布階段；⑻持續改善階

段。

在準備階段，主要係完成校內說明溝通

及相關立法程序，並提報學校自我評鑑機制

至教育部審查。從流程啟動階段到初步改善

階段的介紹則如圖一所示，這也是中山大學

自我評鑑機制較具特色的地方，特別說明如

下。

 ●   別具特色的自評機制：六個月初步改善

中山大學在設計自評機制時，一個主要

原則即在於希望充分實現「評鑑即學術單位

主動參與自我改善過程」的精神，因此，學

術單位（系所院）不應僅是被動接受考核的

「考生」，而是必須從評鑑伊始就充分參與

評鑑過程的規劃。所以在評鑑啟動階段，受

評單位需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負責

撰寫「自我評鑑規劃書」（學校提供參考範

本，以下將會說明），經過學校「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審查核備後，再進行下一階段

的書面資料審查。

中山大學希望能讓評鑑委員充分發揮協助

系所提升改善的功能。所以書面資料審查階

段的主要作用在於讓委員提出改善建議，作

為實地訪評階段的訪視依據。因此，在書面

資料審查階段到實地訪評階段之間，特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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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個月的「初步改善階段」，希望在實地

訪評時，評鑑委員即可看到具體改善成果。

換句話說，評鑑委員在檢視評估受評單位於

受評期間的辦學績效之外，同時也在評鑑過

程中就參與受評單位的改善過程，成為受評

單位的改善助力。當然，受評單位針對評鑑

委員所提出的改善建議，在受評期間所做出

的具體努力與改善成果，也是評鑑委員給予

評鑑結果的重要依據。

依學習成效導向整合之評鑑項目系統

依據《教育部審查作業原則》規範，評

鑑應包括「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課

程」、「教學」、「師資」、「學習資

源」、「學習成效」、「畢業生生涯追蹤機

制」七個項目。中山大學於此七個項目外另

加上「特色與競爭優勢」項目，依照學習成

效導向的概念加以整合成評鑑項目系統，如

圖二所示。

從圖二可以清楚看出「學習成效導向」

的概念。首先，教育目標應有對應之核心能

力，而各核心能力則應訂有明確、可觀察、

可衡量的學習成效。針對學習成效，受評單

位則應蒐集具體的直接證據（如學生考試成

績、作業報告、專題作品、歷程檔案等）與

間接證據（如畢業生調查意見、雇主回饋意

見等），經過分析後，作為評估改進的依

據，這也是評鑑的基礎。

另外，圖二說明的另一個重要觀念是，

學習成效導向不等於只看學習成效，其他

如教學投入，包括課程、教學、師資、學習

資源等，當然都是受評單位重要的受評項

目。所謂的「導向」所指的是「回答為什麼

的方向」。簡單地說，當我們在受評時，要

在書面資料回答：「為什麼要開設這樣的

課程？」、「為什麼要使用這樣的教學方

法？」、「為什麼要聘請這樣的師資？」、

「為什麼要充實這樣的學習資源？」的時

圖一  流程啟動、書面資料審查、初步改善階段

學校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各辦理評鑑單位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各辦理評鑑單位成立評鑑諮詢委員會

各辦理評鑑單位成立自我評鑑委員會

教務處通知全校各級學術單位
啟動評鑑期程

各辦理評鑑單位完成自我評鑑規劃書
提交學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

各辦理評鑑單位依自我評鑑規劃書，
進行自我評鑑工作準備與審查資料撰寫

各辦理評鑑單位完成自評報告書面資料，
提交自我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自我評鑑委員完成書面審查結果資料（含改
善建議），由教務處轉送各辦理評鑑單位

各辦理評鑑單位於六個月內，依書面審
查結果回應與改善計畫之內容，進行初

步改善

各學院於30天內，彙總所屬單位書面審
查結果回應與改善計畫相關資料，提交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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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以學習成效導向整合之評鑑項目系統

候，顯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是個最關鍵

的回答方向。

最後，圖二還強調兩個觀念，第一是評鑑

結果應該指向受評鑑項目的改善，第二則是

特色與競爭優勢是個特別的評鑑項目，應該

在其他評鑑項目也有所體現。

根據以上的評鑑項目系統，受評單位將可

依照以下七個學習成效導向之評鑑步驟，按

部就班完成評鑑：

• 步驟1：明訂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學習

成效。

• 步驟2：訂定學習成效之評量方式與達成

標準。

• 步驟3：師資、課程、教學、學習資源呼

應學習成效之需求。

• 步驟4：選擇評估學習成效達成情形之證

據，訂定達成標準。

• 步驟5：蒐集證據（含畢業生調查）、分

析證據、撰寫報告。

• 步驟6：完成書面評鑑與實地訪評。

• 步驟7：根據評鑑結果訂定與執行改進計

畫。

自我評鑑規劃與準備

如前所述，中山大學之受評單位必須參

與撰寫「自我評鑑規劃書」，其主要內容包

括：學術單位基本資料、評鑑項目與評鑑指

標、評鑑工作準備計畫（含評鑑資料蒐集與

分析規劃）、評鑑工作預定時程、附件（含

上一次評鑑意見與改進情形）。

受評單位評鑑工作準備計畫之規劃重點如

下：

• 確認各核心能力所對應之學習成效，以及

學習成效達成情形所需之直接證據與間接

證據。

• 檢視並盤點各評鑑項目、各評鑑指標所需

之資料與證據。

• 資料與證據如何蒐集與保管，包括時間點

持續改善

評估依據

課
程

教
學

師
資

學
習
資
源持續改善

教學投入

直接證據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學習成效
（知識、技能、情意）間接證據

（畢業生調查）

評
鑑
結
果

特
色
與
競
爭
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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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人。

• 資料與證據如何進行分析，包括時間點與

負責人。

• 如何諮詢外部意見。

• 書面自評與實地訪評之工作規劃與檢核

表。

• 評鑑工作之組織與分工。

為使受評單位在規劃時有方向可資遵循，

表一  評鑑項目與建議指標

評鑑項目 建議評鑑指標

特色與

競爭優勢

1. 能根據資源條件、競爭環境、社會需求，具體指出學系（研究所、學院、學位學程）特色與競爭
優勢，並讓互動關係人充分知悉。

2. 特色與競爭優勢能呼應校（院）特色與競爭優勢，並為互動關係人所認同。
3. 有明確策略與具體作法，能有效展現特色與發揮競爭優勢。
4. 能蒐集與分析具體證據，檢視評估特色與競爭優勢表現情形。

教育目標與

核心能力

1. 已訂定明確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揭示於網頁、招生資料與其他公開管道，讓互動關係人（在
校與畢業學生、教師、家長、考生、潛在雇主）可以充分知悉。

2.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能呼應校（院）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為互動關係人所認同。
3.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能反映學系（研究所、學院、學位學程）之辦學宗旨、教育理念、特色與競
爭優勢。

4. 對於核心能力，能提供學生充分與有效之發展建議，使其了解被期待達成之標準，並知道如何運
用校內外之學習資源與機會進行發展。

5. 能蒐集與分析具體證據，檢視評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達成情形。

學習成效

1. 各核心能力皆已訂定具體、可觀察、可評量之學習成效，可有效反映與評估核心能力達成情形。
2. 各學習成效皆訂有可有效評量學生達成情形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
3. 各學習成效所對應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皆能充分蒐集並加以分析，並提供學生整體達成情形之
具體評估。

4. 學習成效之評估結果，能用以檢視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達成情形、特色與競爭優勢之展現狀
況，並能有效回饋至課程、教學、師資、學習資源所需之提升改善。

課程

1. 課程委員會正常運作，課程之規劃、增設、停開，皆經過完整審議程序，並能在審議機制內納入
在校生、畢業學生、外部專家意見。

2. 課程結構與課程內容能充分反映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培育需求，並具體展現特色與競爭優勢。
3. 訂有課程地圖，學生能從中了解相關課程之前後關係、各年級之修課建議、核心能力之發展路
徑、課程群組與職涯方向之關連。

4. 課程訂有完整課程大綱，學生能從中了解課程目標、教學進度、使用教材、評分方式、與核心能
力之關聯，以及預期之學習成效。

5. 建立機制，能有效對課程實施後之學生學習成效進行評估檢討，並能參酌在校與畢業學生回饋意
見、社會發展、產業變化與就業需求，調整課程結構與提升課程內容。

教學

1. 教學評鑑能達到合理水準，並能在有需要時，根據教學評鑑結果進行有效改善。
2. 教學方法能有足夠之多元性，能充分反映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培育需求，並展現特色與發揮競
爭優勢。

3. 教學方法能針對如何提升學習成效予以思考設計，並能參酌在校與畢業學生回饋意見、社會發
展、產業變化與就業需求進行檢討改善。

4. 教學空間、場所與軟硬體設備能充分滿足教學需求。

師資

1. 師資結構能符合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培育需要，滿足學生學習與開課需求，並能展現特色與發揮
競爭優勢。

2. 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能表現優良水準。
3. 教師能在專業能力上精進發展，有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學習資源

1. 學習資源能符合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培育需要，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並能有助於建構特色與競爭
優勢。

2. 能持續充實改善學習資源，有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畢業生生涯

追蹤機制

1. 能落實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提供就讀學生生涯發展參考，並能將畢業生生涯追蹤之分析結果回
饋至課程、教學、師資、學習資源之評估改善。

2. 能善用畢業生調查，評估分析學習成效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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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並提供範本，於其中提供評鑑項目與建

議評鑑指標，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可見，在評鑑項目與指標方面，中

山大學強調學習成效導向與具體證據展現，

將教學品保機制重點融入評鑑指標。除此以

外，在評鑑書面資料之基本資料中，也特別

突出辦學品質相關數據，包括：師資質量、

在校學生人數、近三年生師比、近三年每年

招生人數、近三年每年錄取率、近三年每年

新生報到率、近三年每年新生註冊率、近三

年學生轉入轉出情形、近三年每年畢業人

數、近三年延畢生人數、畢業學分規定等。

學習成效觀念應簡單、易懂、可操作

中山大學業務單位在規劃設計自我評鑑

機制時，逐一至各院辦理說明會，同時相關

辦法也提經各級會議通過，因此深知受評單

位同仁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學習成效的

衡量是否會相當複雜，或是否會不知從何著

手。針對這一點，中山大學業務單位在自我

評鑑機制的簡報說明當中，都會針對如何衡

量學習成效強化解釋，其說明重點如下：

首先，衡量學習成效其實在每個老師的日

常教學工作中就已發生，否則，老師不可能

在學期末給出學生成績！因為理論上，成績

就是建立在學習成效的衡量之上。差別只在

於通常老師在出考題、改報告時，不會另外

明訂測驗藍圖或評量尺規。而評鑑的過程就

是受評單位同仁通過系統化的方法，將「心

裡面的那一把尺」外顯化。當然，學校也應

當在這個過程給予充分的支持與協助。

業務單位於簡報中，特別舉出一些簡單的

可操作例子。舉例而言，如果核心能力之一

為「國際化能力」，其可觀察、可衡量的學

習成效之一可以是「能通過一定的英文檢定

水準」（學習成效當然可以不只一項，以避

免對於能力的定義過於窄化），而可提供分

析評估的具體證據就是學生的英文檢定通過

與成績分布情形。如果核心能力之一為「表

達溝通能力」，學習成效之一可以是「能完

成完整書面報告」，而受評單位就可以運用

學生書面報告樣本作為直接證據，並加以分

析評估。

表二是中山大學提供給受評單位參考的

「學習成效與評估證據表」，希望各受評單

位皆能在自我評鑑規劃書當中完成此一表

格，並以此作為評鑑準備的紮實基礎，以讓

自我評鑑不只能順利完成，更能通過分析評

估可觀察的學習成效與具體證據，讓受評單

位在課程、師資、教學、學習資源等各個評

鑑面向上，都能持續提升向上，並將優勢與

特色充分發揮！

表二  學習成效與評估證據表（參考範本）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學習成效

（可不只一項）

評估證據

（可不只一項）
評量標準

培養社會菁英與領

導人才

國際化能力 
能夠有效在日常生活與專業領

域運用英文表達與溝通 
英文檢定結果 測驗藍圖 

分析與處理問題能力 
能分析研究問題、歸納整理資

料、設計研究方法並實行後得

出有意義結論 
畢業專題研究 評量尺規 

領導能力 
畢業後擔任領導職務或相關工

作 
畢業生調查 人數比例 

焦點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