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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培訓研習與評鑑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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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課程架構

&''&!"9'(:V1/WX9/0

;<6&'()YZ=[&'*.2\5+

&''&(+4],6^-5.</_=[

!"9'4/00\6NA./0)*&'

4>)*.=1C2>6N%./0+,&

''&`,-4&'3a45Q

A./09?6&'()b^-6@

K="#$%&'-cAd4&''&!

"(+/0*6Y-78e./f9B:

.C0&;1gD!"#$%&"#$%'"(#)*+% ,"-%

.))-/0*121*"#%",%.)20/3*)%2#0%4")21*"#2+%

5(2+*,*)21*"#67%!&'..45EFe23hfG

i+<1gD.(61-2+*2#%8#*9/-6*1*/6%5(2+*1:%

.$/#):7%.85.E6NBe4=5f$%jk

lHgD.))-/0*121*"#%'"(#)*+% ,"-%;<2-32):%

=0()21*"#7%.';=EFe4=6WmIlH

"#$%jk;='&HgD.))-/0*1*#$%

'"33*66 *"#% ,"- % >/#*"-% '"+ +/$/6% 2#0%

8#*9/-6*1*/67%?/61/-#%.66")*21*"#%",%>)<""+6%

2#0%'"++/$/67%?.>'E#b&''&!"(

+9?nJoKLp>/Gi+<2\47

q64r8?=M[&''&!"(+4K

s(tCN6@9OuPv=&''&!

"(+#Qw4/0VA:e&';+C-

xgCe&'BRCyg6;<9A./

0QS[697`@AAz{mx&'C|u

}I~;&'4>)V�:f�f+p�&

D236�6/�8�VA9Fp9|TP

A./06NE#&''&�f�f+p�

!
"
#
$
%
&
'



!!第    期 "##$%&&

!"
追追追!"
追追追

&D23>)+&4j=Q

%./09?6s_&''&`,-&

'3a45/04^-6U*nF�e$%

�.G<#gFe&'C$%Gi+<gF

e&'C�HgFe&'�"#$%/�

�gNBef�f+p�&Ig#VAEw

%./04�;6O�&''&�z�=M

["#$%&'4V=CJK64=H&'

'&W*.L>=>[4"#$%&'Ks

'&6X(?oY�hf&'=c#�&'

'&�7`4=c�@6<�M$hf~;

ANBCUZOEQ

&''&!"(+4/00\CVA![

56&''&_.+\TPA.C5P%.

/0]6�P�Q^9&'()5+&'4

&''&6Y�4E5(�8_`ab_&

'()RS6N�hfmI~;TcJK&

''&YZQ

W[5n]�;4%./0[6Y�&'

()d@|u}I~;&'4Ew6�Tc

=MhfmI(�\C)-f�f+p�G

i+<234UPfm6Ew5~e/-x

XV/06C�&''&>�Wf3XYf

�f+p�Gi+<4WZCM[Q

類別 日期 主題

必修 不定期持續
評鑑倫理與實務
評鑑報告撰寫
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選修

99年3月31日 「高等教育評鑑論壇」系列講座－春季場
99年6月9日 「高等教育評鑑論壇」系列講座－夏季場
99年9月29日 「高等教育評鑑論壇」系列講座－秋季場
99年12月29日 「高等教育評鑑論壇」系列講座－冬季場

100年7月27日
「評鑑實務系列講座（一）、（二）」－學生學習成效與評
鑑、評鑑的表象與真相

100年8月22日
「評鑑實務選修課程」－（1）系所評鑑教學現場訪視實務；
（2）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以銘傳大學經驗為例；
（3）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以逢甲大學經驗為例

100年8月30日
「評鑑實務選修課程」－（1）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以高雄醫學大學經驗為例；（2）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
機制－以銘傳大學經驗為例

100年8月31日
「評鑑實務系列講座（三）、（四）、（五）」－國際專業認
證趨勢、AACSB認證實務、IEET認證實務

100年9月7日
「評鑑實務選修課程」－（1）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以中原大學經驗為例；（2）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以銘傳大學經驗為例

100年9月13日
「評鑑實務選修課程」－（1）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以高雄醫學大學經驗為例；（2）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
機制－以逢甲大學經驗為例

100年9月14日
「評鑑實務選修課程」－（1）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以中原大學經驗為例；（2）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以高雄醫學大學經驗為例

100年9月15日
「評鑑實務選修課程」－（1）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以中原大學經驗為例；（2）系所評鑑教學現場訪視實務

100年9月29日
「評鑑實務選修課程」－（1）系所評鑑教學現場訪視實務；
（2）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以逢甲大學經驗為例

表一  評鑑委員培訓研習之課程主題（截至100年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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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倫理內涵 評鑑實務中之倫理爭議

基本信念

‧對評鑑規劃理念與相關標準缺乏認同
‧未參與行前說明會或遲到早退
‧實地訪評前未能詳閱受評單位資料
‧實地訪評期間臨時取消行程或遲到早退
‧明知有違反倫理情事卻刻意隱瞞

工作倫理

‧與受評單位私下聯繫評鑑相關事宜（訪評前私下要求受評單位提供相關
    評鑑資料或訪評後透露結果與討論過程、抱怨申復問題等）
‧複製或攜出受評單位之評鑑相關資料以為私用
‧實地訪評期間央請受評單位辦理個人託付事項
‧洩露提供負面意見之晤談者身分
‧評鑑結果公布前事先對外透露
‧因收受禮物或招待而與受評單位產生關係或恩怨

人際倫理
‧使用刺激性言語挑起受評單位教師、學生與學校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實地訪評期間，以評鑑委員之名義向受評單位提出未來可於受評單位任
    職之意願，或邀請受評單位教師至該校任職

社會倫理
‧對受評單位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因不熟悉受評單位環境脈絡與學校定位，或依據自我喜好與專長，對受
    評單位提出不當見解

表二  評鑑委員於評鑑實務中之倫理爭議

多元的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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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的分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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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評鑑邁向成熟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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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HKCAAVQ）

澳洲大學品質保證局
（AUQA）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HEEACT）

培訓方式 研習會／工作坊 研習會／工作坊 ‧ 必修：研習會／行前說明會
‧ 選修：工作坊／論壇／講座

參與方式 ‧ 平常時間：自願式
‧ 訪評前：受邀擔任評鑑人員者

‧ 平常時間：自願式（付費制）
‧ 訪評前：受邀擔任評鑑人員者

‧ 平常時間：自願式
‧ 訪評前：受邀擔任評鑑委員者

培訓期間 為期一天 為期二天 為期一天（必修）
培訓課程
（主要）

‧ 上午：
1. 評審局四階段品質保證過程
2. 評審小組成員在認可中的角色

‧ 下午：
1. 模擬小組先前準備會議
2. 模擬實地訪視會議

‧ 第一天：
保證局之業務簡介（審核目的、
審核過程、審核訪談技巧、審核
小組角色與獨立性等）

‧ 第二天：
以獲得大學授權之自評報告為教
材進行小組討論（訪視、審核結
果等）

‧ 上午：
1-1 評鑑倫理
1-2 評鑑實務

‧ 下午：
2-1 評鑑報告撰寫
2-2 個案討論
3-1 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
制

3-2 綜合討論
核心能力 1. 清楚了解學審局的特色及品質

保證模式
2. 了解評鑑人員應扮演的角色
3. 了解採用佐證資料在評鑑過程
中的重要性

4. 確認佐證資料與學校自評報告
內容之落差

5. 有效運用訪談技巧以檢證學校
佐證資料之效度

1. 了解澳洲大學品質保證局使命、
目標達成、如何達成、結果如何
及自我改善方式

2. 審核人員的職責
3. 國際化之審核工作
4. 透過個案角色扮演，了解品質保
證機制之核心價值

5. 了解政府相關法令規則

1. 了解評鑑倫理與評鑑委員之角色
2. 實地訪評訪談、蒐集事證、報告
撰寫與編修能力

3. 評估學校／系所學生學習成效評
估機制是否健全之能力

認證方式 委任典禮儀式
頒發「研習證明書」

頒發「研習證書」

資料來源：侯永琪(2010)。亞洲高等教育評鑑委員專業訓練之剖析－以香港及澳洲為例。評鑑雙月刊，24，15-20。

表三  港、澳、臺之評鑑委員培訓研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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