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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即將於今（101）年3月中旬啟動，受

評單位亦隨之如火如荼展開評鑑工作準備事

宜。然評鑑資料之準備似非易事，受評單位

於準備評鑑資料的過程中，往往感到千頭萬

緒，不知如何著手。而實地訪評資料的準備

可略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實地訪評前受評

單位所需繳交之自我評鑑報告暨佐證資料；

另一則為實地訪評期間，受評單位須提供予

實地訪評小組參酌之資料。

自評報告內容宜適量                  

並公告於學校網站

首先，受評單位於自我評鑑作業完成後，

應於既定期限內提交自我評鑑報告予評鑑中

心，再由評鑑中心轉交實地訪評小組，以作

為實地訪評之主要參據。基於自我評鑑報告

內文頁數過多則難以掌握重點，頁數過少又

難以確保品質，加上各評鑑類型之實地訪評

小組人數不同等考量，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便針對各評鑑類型，規範其自我評

鑑報告頁數及繳交份數。請見表一。

基於辦學資訊公開化，通識教育暨第二週

期系所評鑑之受評單位，應將辦理評鑑過程

等相關資料（含自我評鑑報告）公告於學校

網站，且提供連結網址予評鑑中心。爾後，

評鑑中心會將網頁連結併同評鑑結果、實地

訪評報告書、申復意見申請書及申復意見回

覆說明等資料公告於評鑑中心網站。

由此得知，自我評鑑報告除為實地訪評小

組了解受評單位辦學現況之捷徑，亦為受評

鑑單位進行特色行銷之有力管道，顯見自我

評鑑報告立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其撰寫品質

尤不可輕忽，以下茲就自我評鑑報告之撰寫

提供3點注意事項，以供參酌。

自我評鑑報告撰寫注意事項

1.用詞數據力求一致，避免前後矛盾

自我評鑑報告之撰寫工程浩大，難由個人

孤軍奮戰獨立進行，多為受評單位教職員生

協力完成，因此，經常發現部分受評單位於

自我評鑑報告之用詞或數據有前後不一之問

題。舉例而言，在自我評鑑報告中分別提及

專任師資為9位、11位；亦或在自我評鑑報

告中分別提及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之用語，

然其內容表述卻為相同。是故，建議受評單

位可於自我評鑑過程中及完成後，進行用詞

統整及數據一致化之作業，以避免外界於閱

▌文／劉姲妏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訪評專員

如何著手準備實地訪評資料：
以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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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自我評鑑報告時產生混淆。

2.文字表述切中要點，避免隔靴搔癢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依不同評鑑

類型限定自我評鑑報告撰寫之頁數，而必要

佐證資料則不限頁數，並以光碟方式繳交。

所以，如何在有限篇幅中完整呈現受評單位

之辦學現況，且一語中的、切中要點，有效

輔以佐證資料則為關鍵。建議受評單位之自

我評鑑報告內文，可以說明辦學運作之理念

或事實、呈現經系統編排或統計分析之數據

為主；佐證資料則對應自我評鑑報告內文之

說明及數據，提供原始資料以資佐證。自我

評鑑報告較佳表述方式之建議範例如下：

「本系專任教師每週均訂有至少5個時段之

評鑑類型 自我評鑑報告頁數 自我評鑑報告繳交份數 範例說明

通識教育

評鑑
80頁為限

1.	每校繳交8份自我評鑑報告為原則

2.	學士班全於分校區或第二校區授

課，在學學生人數為900人以下增

繳3份自我評鑑報告；900（含）

至5,000人增繳4份自我評鑑報告；

5,000人（含）以上增繳6份自我評

鑑報告

以A校計有甲、乙兩個分校區，其中甲分

校區之全於該分校區授課學士班在學學

生人數計600人，乙分校之全於該分校

區授課學士班在學學生人數計1,500人為

例：A校共需繳交乙式15份自我評鑑報

告，內文則以80頁為限

獨立系所

評鑑

60頁為限，每增

加一個受評班制可

增加10頁

每一系所繳交8份自我評鑑報告

以A系設有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為

例：A系共需繳交乙式8份自我評鑑報

告，內文則以80頁為限

學門評鑑

60頁為限，每增

加一個受評班制可

增加10頁

每一系所以繳交8份自我評鑑報告為基

數，每增加一個系所則增繳3份自我評

鑑報告

以A系與B所申請學門評鑑為例：A系與B

所各自撰寫評鑑報告，且分別繳交乙式

11份自我評鑑報告書，內文頁數則依受

評班制酌增

學院評鑑

60頁為限，每增

加一個受評班制可

增加10頁

1.	全院共同繳交乙式自我評鑑報告，

繳交份數以20份為原則；若學院評

鑑之規模超過5個系所，自我評鑑報

告繳交份數則以20份為基數，每增

加一個系所增繳2份自我評鑑報告

2.	自我評鑑報告中須呈現「院務整體

發展與資源整合」部分

以A系、B系及C所申請學院評鑑為例：A

系、B系及C所共同繳交乙式20份自我評

鑑報告，內文頁數則依受評班制酌增

表一  各評鑑類型之自我評鑑報告頁數暨繳交份數一覽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評鑑委員於實

地訪評現場進行

資料檢閱。

（陳秉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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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office hours（參見附件3-5-1：98至100

學年度各專任教師office hours）且公告週知，

以有效提供學生學習與生活之協助。」

3.效標說明呈現特色，避免侷限框架

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及知識創新的挑戰，發

展自我特色乃為高等教育競爭局勢中殺出重

圍之利器。評鑑中心之通識教育暨49個學

門規劃委員會，依據「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公布之評鑑項

目，分別依據通識教育暨各學門專業屬性，

針對評鑑項目內涵、最佳實務及參考效標進

行調整。其中，參考效標係於一個健全之學

表二  評鑑流程、準備資料、參與人員、所需空間及設備彙整表（第一日）

（接下一頁）

評鑑流程及說明
參與人員

受評單位準備資料
所需空間及設備

●  評鑑委員到校

受評單位派人引領評鑑委

員前往受評單位獨立簡報

室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

關人員

地點：簡報室
●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1.	實地訪評小組抽取接受

問卷調查人員

2.	實地訪評小組抽取接受

晤談人員

3.	實地訪評小組選擇教學

現場訪視課程

4.	實地訪評小組成員進行

內部討論

實地訪評小組

地點：簡報室

1.	佐證資料

2.	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待釐清問題回覆說明

3.	教學現場訪視同意書正本：將實地訪評期間授課之專任教師簽

署完畢之「教學現場訪視同意書」正本交予評鑑中心人員

4.	實地訪評手冊：份數依實地訪評小組及評鑑中心人員人數而

定；內容則依通識教育評鑑及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區分如下：

【通識教育評鑑】

（1）實地訪評流程：若有建

議調整之評鑑流程，應

標示註明

（2）簡報資料

（3）實地訪評兩日之課表：

註明專任教師接受教學

現場訪視之意願

（4）參訪路線

（5）全部行政人員名單：註

明職稱

（6）全部專兼任教師名單：

註明基本資料（如最高

學歷等）、職級、兼任

行政職、專長及授課課

程等

（7）學生名單：①註明基本

資料（如學院、班制、

年級等）②以學院為單

位，每一學院提供50位

於實地訪評期間能配合

接受問卷調查及晤談，

且已修習或正修習通識

教育課程之學士班學生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1）同左

（2）同左

（3）同左

（4）同左

（5）同左

（6）全部專任教師名單：註明基

本資料（如最高學歷等）、

職級、兼任行政職、專長及

授課課程等

（7）全部學生名單：註明基本資

料（如班制、年級等）、學

習預警、原住民學生、清寒

學生及身障學生之身分別等

（8）受訪畢業系（所）友代表名

單：①畢業系（所）友代表

以近5年之畢業生為原則②

畢業系（所）友代表應包含

「非現就學於受評單位者」

及「非現任職於受評單位

者」；亦即，畢業系（所）

友代表不應全為目前就學於

或任職於受評單位者③畢業

系（所）友代表名單須註明

畢業年度、現任服務單位及

職稱、工作經驗等
●  相互介紹、系所簡報

1.	實地訪評小組與受評單

位相互介紹

2.	實地訪評小組與受評單

位依需要協調評鑑流程

3.	受評單位代表進行簡報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

關人員

地點：簡報室（含電腦乙

台及投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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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一頁）

評鑑流程及說明
參與人員

受評單位準備資料
所需空間及設備

●  資料檢閱

1.	實地訪評小組進行資料檢閱

2.	原則上由實地訪評小組自行於簡報室中

進行資料檢閱，若有必要，再請受評單

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協助或說明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佐證資料

地點：簡報室

●  教學現場訪視

實地訪評小組進行教學現場訪視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地點：上課教室

表三  評鑑流程、準備資料、參與人員、所需空間及設備彙整表（第二日）

評鑑流程及說明
參與人員

受評單位準備資料
所需空間及設備

●  系所主管晤談

實地訪評小組與單位主管進行晤談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

地點：簡報室
●  教學設施參訪

實地訪評小組進行教學設施參訪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參訪路線﹙已列於受評單位

所提供之實地訪評手冊中﹚
●  教師、學生代表問卷調查

1.	接受問卷調查人員（專任教師、學生代

表）自備原子筆填寫問卷

2.	評鑑中心人員影印填寫完成之問卷予實

地訪評小組參酌

1.	評鑑中心人員

2.	接受問卷調查人員

地點：可容納接受問卷調查人員之獨立空間

（備有影印機）

●  教師與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實地訪評小組與接受晤談人員（專任教

師、行政人員代表）進行一對一晤談

1.	實地訪評小組

2.	接受晤談人員

一對一獨立晤談場地數間（依委員人數而

定）
●  午餐

實地訪評小組用餐與休息

實地訪評小組

地點：簡報室
●  學生代表晤談

實地訪評小組與接受晤談人員（學生代

表）進行一對一晤談

1.	實地訪評小組

2.	接受晤談人員

地點：一對一獨立晤談場地數間（依委員人

數而定）
●  教學現場訪視

實地訪評小組進行教學現場訪視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地點：上課教室
●  資料檢閱

1.	實地訪評小組進行資料檢閱

2.	原則上由實地訪評小組自行於簡報室中

進行資料檢閱，若有必要，再請受評單

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協助或說明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佐證資料

地點：簡報室

●  畢業系友晤談

實地訪評小組與畢業系（所）友代表進行

一對一或多對多晤談

1.	實地訪評小組

2.	畢業系（所）友代表

受訪畢業系（所）友代表名

單﹙已列於受評單位所提供

之實地訪評手冊中﹚地點：簡報室
●  彈性時間

實地訪評小組與受評單位自行協調運用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  評鑑委員訪評意見彙整並提出「實地訪

評待釐清問題」交系所

1.	實地訪評小組彙整初步訪評意見

2.	實地訪評小組提出「實地訪評待釐清問

題」交予受評單位

實地訪評小組

地點：簡報室（含電腦乙台、獨立印表機乙

台及投影設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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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架構下，所訂之基本性

共同效標，僅作為受評單位準備自我評鑑之

參考，受評單位仍可依學校發展定位及己

身獨特運作模式，增加或刪減參考效標；亦

即，5個評鑑項目之參考效標是一個「共同

之參照架構」，而非唯一的「共同架構」。

是故，受評單位無須多慮評鑑將囿限辦學發

展或特色建立，而應改由積極角度思考，如

何於自我評鑑報告中確切凸顯己身特色。

藉由資料準備過程  

檢視與發掘自我問題

此外，周全的資料準備除可有系統地呈現

受評單位全貌，亦能使實地訪評流程更加順

暢。茲以實地訪評流程為主軸，佐以評鑑流

程說明、參與人員、所需空間及設備，詳述

受評單位於實地訪評期間需要準備的資料，

俾使受評單位明確知曉應於何時、何地提供

何種資料予何者。請見表二及表三。

不可諱言，於準備實地訪評所需資料的

過程中，確實多少會造成受評單位的行政負

評鑑流程及說明
參與人員

受評單位準備資料
所需空間及設備

●  系所對「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之說明

受評單位進行「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之說

明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回覆說

明

地點：簡報室

●  學生代表晤談

實地訪評小組與接受晤談人員（學生代表）

進行一對一晤談

1.	實地訪評小組

2.	接受晤談人員

地點：一對一獨立晤談場地數間（依委員人

數而定）
●  午餐

實地訪評小組用餐與休息

實地訪評小組

地點：簡報室
●  資料再檢閱或學生座談或教師座談

實地訪評小組與受評單位自行協調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地點：簡報室
●  彈性時間

實地訪評小組與受評單位自行協調運用

1.	實地訪評小組

2.	受評單位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  撰寫正式訪評結論報告

實地訪評小組撰寫實地訪評報告，並提出認

可結果建議案

實地訪評小組

地點：簡報室（含電腦乙台、獨立印表機乙

台及投影設備）

擔及不便。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唯有做好萬全的準備，方能在有限時

間內，完整呈現己身之辦學現況，利於實地

訪評小組提供建議，協助自我改善；同時，

亦能藉由資料準備之過程，自行審視己身之

問題，或從中發掘新的發展契機，作為未來

發展之參據。

▲資料準備齊全，才能呈現完整的辦學狀況。（靜宜大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