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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品質保證之國際化
與對亞太地區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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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跨國課程品質

國際高教品保組織應運而生

當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已進

入更為實質的跨國教育合作（cross-border 

education）時，如何增進彼此對「品質」的

定義之了解，確保雙方所提供課程或相關教

育活動符合彼此所認定的標準或在其之上，

是目前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最大的挑戰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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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品質保證機構可以藉由交換一些國

外的「好實例、作法，來建立本身國際化的

能力。並與這些機構互認認可結果，制定跨

國教育、合作方案與機構人員交換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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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機構本身須藉

由加強與國際、區域品質網絡組織關係的建

立，以獲取更多國際評鑑的知識與能力。此

外，品保機構也須了解不同品質保證認可

制度的發展，並開始規劃國際評審小組組成

方式、國際評鑑標準及步驟 E7BFDG'(

/0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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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品質的定義日益複雜，但全球品保組織莫不

積極協助國內與國際品質保證系統的標準能

有相容性與包容性，既而發展出更為適切的

品質評鑑方法與機制，使其能融入全球化的

潮流之中 .#&'(/00/Z(B7;>'(/00+ (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跨國發展

之現況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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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查／認證輸入型

2. 審查／認證輸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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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跨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類型之優缺點分析

型態 優點 缺點 國家（地區）

審查／認證
輸入型

1. 提供國內與國外高等教育利害關係人
相關資訊，並保護本地學生的利益

2. 提供國外高等教育服務提供者在國內
開設課程之合法性地位

3. 被視為監督高等教育品質的工具之
一，方便學生了解國外高等教育服務
提供者品質的優劣

1. 高成本的費用
2. 須大量人力資源的投入
3. 國外與國內評鑑的標準不
同 香港

審查／認證
輸出型

1. 可同時提供國內與國外高等教育利害
關係人相關資訊，並保護本地學生的
利益

2. 提供國外高等教育服務提供者在國內
開設課程之合法性地位

3. 方便學生了解國外高等教育服務提供
者品質的優劣

1. 與國內評鑑的模式不同
2. 會用較為低的標準來評鑑
國內之國外高等教育服務
提供者

3. 阻礙品質文化的在地發展
馬來西亞、新加坡

區域聯合
認證型

1. 可同時提供國內與國外高等教育利害
關係人相關資訊

2. 方便學生了解國外高等教育服務提供
者品質的優劣

1. 認證與當地政府權力無關
連性，認證結果可能不為
當地政府所承認

2. 與國內評鑑的模式衝突
3. 阻礙品質文化的在地發展

跨國認證型

1. 提供國內與國外高等教育利害關係人
相關資訊

2. 方便學生了解國外高等教育服務提供
者品質的優劣

3. 提供國外高等教育服務提供者在國內
開設課程之合法性地位，並保護本地
學生的利益

1. 認證與當地政府權力無關
連性

2. 無法運用當地評鑑人力資
源

3. 可能會阻礙國內評鑑機構
的發展

4. 評鑑過程相當昂貴，會使
評鑑過於商業化

5. 阻礙品質文化的在地發展

美國

資歷架構型

1. 同時提供國內與國外高等教育利害關
係人相關資訊

2. 提供國外高等教育服務提供者在國內
開設課程之合法性地位，並保護本地
學生的利益

3. 便利人力資源的流動

1. 發展資歷架構的過程可能
會過於政治化

香港、澳洲、馬來西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3. 區域聯合認證型

4. 跨國認證型

5. 資歷架構型

跨國品保認證對國內高教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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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壓力交迫

本地品保機構面臨國際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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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國際認可規範  

確保跨國認證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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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太地區

2. 日本

(

3. 澳洲

結語與建議

/)

1.了解各國高等教育評鑑國際化的現

況，制定更為符合未來發展之政策

2.成立獨立專責認可機構，培養國際

專業認可人才

DAB>

3.鼓勵國內評鑑機構國際化，參與國

際品質保證組織，朝評鑑機構跨國相

互認可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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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等教育機構須評估國際認證對本

身的效益，審慎選擇具有國際聲譽的

國際認證機構 當國內大學國際合作發展愈來愈積極

時，高等教育評鑑的國際化發展將是必然趨

勢。因此，國內各評鑑機構也須努力朝此一

評鑑國際化方向進行，加速與各國評鑑組織

的交流，而亞洲各國政府也須提早因應，以

能迎接高等教育跨國發展時代之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