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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校性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落實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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ኒλുࢿЇዂԻ�eᔟᛲݱ從「過程面」

及「結果面」評鑑「系所依據學校所建立的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落實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力，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的作為」。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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ӫ႑́ᄙᘬพ�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ᑀፔφᗒു൶ኒ̓ኒ

λࢿ�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ʀɰ

Вэeˠ౪ੂኒ̓ኒλࢿВ̲ݱԠɥኒ

႑́ࠉفᒪeɘݱɥኒϮҊᏐᐞࢿ

ஒͪفʾʟఊփਧ͑gCHEA 鼓勵各校建立

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機制，並以持續改善

學習成效、創新成效評量機制作為各校的

績效指標。΅ࣄeCHEA ኒ͕ۼཤᎠɥኒݱ

̓ኒλുࢿЇዂԻe൮Ȼұ͕�˰

ኒ̓ኒλࢿਪϹᆋ��CHEA Award for 

Outstanding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eԙእኒλࢿౠ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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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ʀШɊၦλװg

Ϧ ᅫ  ਟ  Ϯ 1997 γ ؒ ඌ ԇ ۩ Ӳ

�Bologna Declaration�ᆤ႑Η 2010 γ͕ۼ

ᅫয়೫ઢӫʀ͎ᅡ܅eݱᆤڕΊᖍຯਟ

ʀɥኒઢӫۄሖॸ༢ԹშȻʀۄሖe͝ୄλ

 ᗒɫୄ൮Ϲφᗒ༇ዅܾ�Qualificationsޜ

Framework�ʀޤӢeˠᆤ͕ɏढ़ኒԻକภ

̓Ꮈφʀኒ̓ኒλࢿeВݱᖍຯਟ൮Ϲɥ

ኒੁภኒೣۄሖ႑́ʀԙእg

教師教學設計  

應從「教什麼」轉變為「學什麼」

學生學習成效的強調與過去大學教學傳

統最大之差異，即在將整個教學之歷程，

從過去之「教師教什麼」轉變為「學生應

學什麼」，因此要改變教師之教學觀，讓教

師在規劃每一門課之教學設計時，能從「學

生應學到什麼」設計教學大綱與準備教學材

料，則讓教師清楚理解學生學習成效之意義

與內涵，實為刻不容緩之議題。ȻঃԠ႕e

ኒ̓ኒλࢿᓱ௲فว֪ఙܲኒ̓༨ኒ

ּ܅ॸኒԹʀمᖭfҎ̟ၦॸɊgCHEA

�2006�ఙ႑ݱኒ̓ኒλܲࢿኒ̓அ܃

Ζ࠵ܼȻ�Ԕ�ሀೣeԐኒ܅ʀ

jCHEAװ Ԑ൮Ȼұܠ˰ኒλݱࢿΝᅜʟ

eኒ̓༨ዸลਆၦઢኒၦኒ༨ೣּࠏ

ዸʀኒeΗሀೣҤٴ܅ଌ˰ੁف

ภمᖭfҎॸʧྺۻgΒόe學生學習成效

是指學生在大學或所就讀系所中之教育經驗

或課堂學習，所應該知道與行動表現之「可

測量」的學習行為闡述。

學生學習成效涵蓋二層次：  

「系所層次」與「個別課程」

Ӳʀe學生學習成效涵蓋二個不同層

次之學習行為，一為系所層次之學習成效；

另一為個別課程之學習成效。前者係指系所

教師共同討論後所擬定之學生畢業時所能學

到之知識、技能，及價值，它包含了教師期

望學生畢業所能知道的、教師期望學生畢業

所能表現的、教師期望學生畢業所能培養之

價值觀與態度，及學生依據學習經驗所能展

露、表徵，與產出之學習行為等四個層次之

內涵。而後者則是學生在修讀一門課程之過

程或結束後，所能知道或實作的技能，因此

個別課程之學習成效涵蓋美國教育心理學家

Benjamin S. Bloom所提出之認知、情意，及

技能三個不同之學習目標。

六大關鍵面向  

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Ϧ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障機制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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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括確認系所之教育宗旨與目標、建立學

生學習成效之核心能力、根據核心能力建立

一套課程模組與教學策略以確保學習成效、

設計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及蒐集資訊作

為修訂模組內容與學習成效評估之回饋。Β

όeଳɂ൬౪ӣּുᛈΗ�ʷኔኒ̓ኒ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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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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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А在以學生為中心之課程設計觀下，

不論是系所層級或個別課程層級，都將焦點

由教育目標或教學目標進一步具體化為學

生所應具備之核心能力（core ability）。所

謂核心能力係指學生畢業所能具備之專業知

識、技能及態度。߱փʸॸɊȻˁ́ࠏˠ

Ԝኒ̓ੂόВݱШɊ͎فᅡeم༠Ϯɱ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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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評系所而言，推動學生學習成效品質

保證機制，首要之務即在根據學校發展定位

以及系所本身之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明確

訂定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專業知識、技能與

態度等三個面向之核心能力，並從課程規劃

與設計、教師遴聘與教學、學習資源與學習

輔導提供、學生學習評量，及品質改善等面

向，擬定系務發展計畫，作為系務治理與經

營之依據。

● 系務治理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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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與教學

ኒ̓ኒλۄࢿሖڕᖮዂԻفሀೣஅུ

ၦઢኒۻe˵ܤሀೣஅུၦ߰fઢፖ

ິၦੁภeʧઢઢኒɏ࠱ʙk

（一）在課程規劃與設計部分

ӣּᎸ͕ۼ৬ʹʀሀೣஅུዂԻe˚ॸφ

gϦΗሀೣ߰ࣁѩኮพᘬ༇͕ۼ༞ВԐ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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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教師遴聘與專業部分

ӣּᎸ͕ۼ৬ʹʀઢፖິዂԻeᆤڕ

ּິͪʀ༇ॸӣּઢӫ͎ᅡʀბҳ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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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ό̖eݱਫ਼ʟઢʀੁภक़ሖeΗઢ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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ኒၦᎸ̈́ՇԐණφኒɣऔʀӣּeઢኒ

ޤӢʀٴଌɘॸφЧםਫቖၦ૱ʟኒ̓ʀ

ఙภᘑخɊg

（三）在教師教學部分

োઢኒޭҎʀ൮ұeӣּᎸཤᎠઢݱ

༞̈́ኒۼຬʀᅗϿኒ̣̐eВݱኒ̓ፗ

ሀၦ̓ᔸʅʀᅪgኒ̓ፗሀګe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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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ઢኔʀʸॸɊeᎸ̈́Νʑʀઢኒˁؔ

ၦኒു൶gό̖eංޜ΅ሀೣʀઢe

Ꮈφ͵΅নህᏅփઢኒɥ၌ʀዂԻeᆤڕኒ

̓Η࠵ᛀ΅Ȼڀሀೣ܅eॸ༢λᎸʀ

ʸॸɊg܅eӣּᎸந༨ઢኒ༇ɽʸe

ՀЧઢϮᇃᑡະၦᇃᄚᅗϿఎҧeԐɒඪ

ᅗϿኒ̣̐eВݱኒ̓ሀ܅ኒʀႦg

● 學習資源與支援

ӣּౌԞઢȻ࠱ሖʀઢኒᏹྌ̖e

͝ᎸౌԞኒ̓Ȼ࠱ሖفኒᏹྌgΗኒ

̓ኒλۄࢿሖڕᖮዂԻفኒ༇ၦʽ

ۻe˵ܤኒ༇fኒႦኔeၦኒʽ

ɏ࠱ʙgˠɐʙС႕פʀk 

（一）在學習資源部分

ሖeӣּᎸౌԞۄኒ̓ኒڕᆤݱ

༢λʸॸɊּბʀੁภઢ۫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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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ᎸౌԞኒ̓ბҳʀ༇ফޭҎ

ၦྉ༇eˠӹઢઢኒၦኒ̓ኒʀ

ბҳg 

（二）在學習輔導部分

ኒ̓ኒႦኔ˵ܤɂʙgΗሀਨઢኒ

ʙeৎྩኒ܅ኒ̓eӣּᎸ͕ۼ৬ʹʀ

ኒནᘮԻۻeኔԻౌԞኒ̨̓߮ʀ

ኒႦኔjό̖eԐॸԙ๓ሀೣִሖeౌԞ

ኒ̨̓߮ʀྤ৽ኒዂพgΗሀ̖ኒݢ

ʙeܤ˵ڮኔԻʀྤܬfሀ̖ኒ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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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學習支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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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進展與評量

ኒ̓ኒ൮ၦു൶ۻఙܲΗྩʹ

ሖဵଋۄࠏ PDCA ܾʀኒ̓ኒλۄࢿሖ

ኒ̓ᖮዂԻ൮ϹᏐeˠɁઢڕ

ʀڅ˳ჭࠦ�value-added�ՙኒ̓ኒʀ൮

ଌ�performance�g對ٴ�progress�ၦ

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分為直接與間接二種方

法，直接的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係針對學生的

學習進展與表現，利用多元評量，對學生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的達成進行評量；而間接

方法則是對教師的教學品質進行教學評鑑。   

直接對學生學習進展與表現的完整評估

機制，包括學生修讀課程之學習評量設計與

整體性評量學生核心能力達成之機制二項。

前者係指開設每一門課程之教師，對開授課

程所要達成的核心能力，運用多元評量的

技巧，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展，屬於形成性

（formative）的評量；而後者則是系所應利

用學校所建立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依

據系所所訂定之核心能力，在學生畢業時，

評估學生整體核心能力的達成情形，屬於總

結性（summative）評量。ȻঃϦӲeྩኒ

̓ኒλࢿʀΝʑുЇ˵ܤಣ൶ˁδفΝ

ʑfു൶Ƀ࡙فΝʑfു൶ᄛفࠏΝʑeˠ

ʧു൶ࣄዂفΝʑ೫̔ࠏ࠱g

● 品質改善機制

ሖဵଋʀۄࠏʹ PDCA ܾفʸ၂ृ

ΗܝᙫҟഃeΒόኒ̓ኒλۄࢿሖڕᖮዂ

Ի͝Ꮈਫ਼ሃۄሖҟഃዂԻgۄሖҟഃዂԻف

ྤeɁӣּᎸ͕ۼྺִʀϮҊുᛈዂ

Իeփ౪ྩኒ̓ኒλۄࢿሖڕᖮዂԻف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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Ꮈৎྩኒ̓ኒλࢿʀޜᗒᘬᕂ൮ϹᏐၦ

নህgό̖eӣּᎸӰ́Νʑفˁؔ�˵ܤ

Մሃ݇fಲᒪᇻfཌྷஆᇻ೫�փ౪ၶ

ඓУᗒڟɃ�˵ܤઢfኒ̓fକภ̓ʧ

ͮภඔ˜�ྩኒ̓ኒλۄࢿሖڕᖮዂԻΊ

ۻʀӰeВۄݱሖҟഃʀԙእgந༨

ɏုˁδʀᎸ̈́eӣּЫ͕́ۼ৬ʹʀۄሖ

ҟഃዂԻg

掌握學習成效品保機制內涵  

迎向教學卓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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