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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沙勞越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sia,	Sarawak）校景。

文／林美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曾淑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為提升品質並取得更好的競爭優勢，評

鑑技術的修正與實施顯得愈來愈重要。許多

國家對於評鑑的實施，都立足於不一樣的起

點與需求上，馬來西亞評鑑活動的主要目

的，就是為了改善及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馬來西亞雖然屬於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但馬來西亞評鑑協會卻是亞洲第一個設立的

國家級評鑑專業團體，其在評鑑制度的實施

上雖起步較晚，對於評鑑實務工作的推動與

實施等執行層面，也與臺灣有很大的不同，

但該會不僅充分與國際接軌、執行層面多元

化，最近幾年在評鑑發展的歷程中更是勇於

創新。

本文著重介紹馬來西亞評鑑協會的成立與

運作，最後提出建議與看法，做為臺灣評鑑

專業團體推動下一階段任務的參考。

成立源起與目標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Malaysia Evaluation 

Society，簡稱MES）提供個人或組織參與評

鑑的途徑，並在評鑑領域中提供探索、討論

及發展，以推動各項活動。協會的成立旨在

促進各領域對評鑑知識、評鑑意識和評鑑相

關活動的認識，也代表了馬來西亞在國際上

對評鑑的興趣與參與。因此，該會除了在地

方上與國際間都有評鑑理論與實務的密切合

作外，並經常舉辦評鑑能力建立之相關活

動，對倡導評鑑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茲將成

立起源、目標，及參與者概述如下：

成立起源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最初於1997年由一群

對評鑑有深厚興趣的學者醞釀與發起，初

步的臨時委員會於1998年成立，並於1999

年底向官方註冊登記為「馬來西亞評鑑協

會」（Malaysia Evaluation Society），正

式啟動了協會的各項運作。自1999年起，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也是國際合作評鑑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Cooperation 

in Evaluation, IOCE）中一個關鍵的創始成

員，不僅協助促進IOCE的相關活動，並期

待未來在評鑑上會有一些創新的想法。

目標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       

運作及其啟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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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成立的主要任務在於

協助私人或公共行業等各領域進行意見、經

驗和相關資源等之交換，以促進其研究與發

展、出版、政策支持和表現管理。馬來西亞

評鑑協會也提供與評鑑相關的多元活動、評

鑑訓練與發展，以促進所有評鑑活動。主要

目標如下：

1.為馬來西亞在參加各地區國際性活動和

論壇之評鑑界代表。

2.規劃和分析馬來西亞與國際目前的評鑑

現況及未來發展方向，並進行評鑑研究。

3.與其他公共和私營部門組織共同參與評

鑑活動，並形成聯盟協會。

4.有效運用國際網絡互相交換評鑑信息。

5.事先取得官方批准，以推動和促進研

究、開發工作及出版刊物等與評鑑相關的事

務。

6.提供各層級有關評鑑政策事項的援助和

諮詢意見。

7.代表提出評鑑所影響的政策事宜。

參與者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是一個專業組織，參

與者涵蓋各層級，包括政府、企業界、學術

界，甚至是對評鑑有興趣者皆可加入，並可

成為評鑑從業人員與管理者。茲分管理者與

會員兩部分說明如下：

●管理委員會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的管理委員會成員共

計10人，包括主席、副主席、秘書、總務等

各1人，4位委員會委員以及2位稽核員。

●會員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採會員制，會員開放

給所有參與評鑑活動的個人、私營和公共團

體，以及已註冊的公司或組織登記。有關會

員的加入可分為下列四個組別：

1.普通會員：積極參與評鑑活動的個體。

2.聯合會員：其主要活動不是評鑑，但具

相關研究或評估專業的個人或組織。

3.社團會員：其活動直接與評估或評鑑領

域有關的公共或私營組織者。

4.名譽會員：有能力作出貢獻和發展評鑑

專業工作的人。

核心業務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所扮演的角色，主要

在發揮評鑑的功能，以確保公共部門的責任

制和建立良好的管理模式。因此，主要的目

標是建立和推廣良好的評鑑實務工作。目

前評鑑協會所執行的工作包括評鑑能力的建

立、網絡系統的建構、尋找專業支持和舉辦

或參與論壇，以促進良好的評鑑實務工作。

其核心業務與努力方向說明如次：

評鑑的提倡與傳播

評鑑工作的提倡與傳播是馬來西亞評鑑

協會其中一個核心的業務，其所涵蓋的範圍

皆圍繞在監測、評估、評鑑、能力發展和研

究工作。因此，提高對評鑑的認識及認同

是馬來西亞評鑑協會主要目標之一，並鼓勵

發展中國家採用及實施評鑑，尤其是公共部

門。

大多數評鑑活動的宣傳工作，是為了幫

助及促進公共部門或私營部門的評鑑效益與

價值，並提供有關政策性的援助和諮詢服

務、交換意見與經驗分享，及涉及資源等各

方面的相關評鑑事務。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所

提倡及傳播的工作項目包括：

1.促進監測和評鑑流程的全盤效益。

2.有效建構國家網絡資料的交流與運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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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促進評鑑實務工作。

3.在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地區，將同類型的

協會形成區域網絡，建構諮詢平台。

4.透過大眾傳播媒介，提高對評鑑的認

識，並知道其重要性及價值所在。

5.線上討論當代與評鑑相關的議題。

6.針對教師專業發展，透過提供教育和訓

練活動以認識評鑑。

7.開放論壇做為網絡的建立和意見的討論

平台，包括出版刊物、研討會、講習班和會

議等。

8.設立評鑑進步獎和評鑑創新獎。

然而，為了促進國內或國際層級的評鑑

活動，馬來西亞評鑑協會在展開各種有關評

鑑的研究、培訓和發展活動的同時，其所面

臨的一項挑戰就是缺乏財力的支持。因此馬

來西亞評鑑協會歡迎任何形式的合作或發展

夥伴的支持，以促進和推動發展中國家的評

鑑事項。

評鑑研討會與論壇

自2004年以來，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每兩

年舉辦一次國際研討會，當第一次研討會於

1997年舉行時，馬來西亞評鑑協會小組成

員提議執行一項特別的「創意評鑑獎」，獎

勵公共部門之績效管理。自從那次以後，馬

來西亞評鑑協會已成功的在吉隆坡舉辦三場

主要的研討會。這些研討會已經成為該地區

一個主要的評鑑活動，並深入報導，提供評

鑑人員、研究員、學術界和其他專業人士有

關評鑑的尖端技術和政策問題，提高該地區

的評鑑及管理績效。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所舉辦的這些具有代

表性的研討會，吸引了許多國家和國際參與

者，甚至是評鑑專家和世界級的評鑑界主持

人。其中一項最大的優點，在於馬來西亞評

鑑協會舉辦之研討會不但匯集了評鑑網絡，

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評鑑人員。這些研

討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做為知識和經驗

的分享，且這項研討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

遇，讓同業發現目前評鑑的作法、趨勢和動

態，當然也包括了其他國家如何處理和應對

評鑑的挑戰。

多年來，馬來西亞評鑑協會舉辦之研討

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與會者和高質量的

論文。每一次研討會的平均出席人數約200

人。馬來西亞評鑑協會希望每年所舉辦的研

討會及論壇不僅有利於專題討論，同時還有

更多機會瞭解主要國家的經驗，並邀請國際

級專家進行意見交流分享。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定期主持的論壇主題

皆與監測和評鑑有關，其發展成果與議題，

提供了與會者與各行業專家、學者、評鑑專

業人員討論及交流。論壇的發言者都是來自

當地和國際的專家學者。過去幾年裡，幾項

論壇皆是與財政部聯合舉辦。馬來西亞評鑑

協會一年通常會舉辦好幾次論壇，所訂定之

主題如成本效益分析、政策分析、數據管理

與分析等。

當前的努力方向

評鑑雖然是一門古老學科，但它可以跨

越許多學科領域，更可以從文獻中去尋找許

多發展和創新的新途徑。研發和創新就是馬

來西亞評鑑協會對自己的信念與承諾。因

此，馬來西亞評鑑協會的官方網站便提及：

進步與創新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宣布將推出一系列與

評鑑方面有關的獎項與比賽，該獎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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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鑑方法；2.評鑑標準；3.評鑑工具與技

術；4.資訊科技應用的監測與評鑑；5.評鑑

的規劃與制定；6.評鑑模式；7.評鑑的利用

等具體的問題領域。

研究資助

馬來西亞評鑑協會將提供評鑑研究經費，

以促進評鑑研究和評鑑相關領域的開展，包

括開發工作績效管理與對公部門的業績改

善，而優秀的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成員將優先

考慮。有關經費則對合於下列身分者公開：

1.醫護人員；2.專家學者；3.學生（限研究

生）；4.研究人員；5.涉及評鑑之專業人

員。

對臺灣評鑑專業團體的啟示

臺灣的評鑑專業團體多為各專業領域的評

鑑協會或評鑑中心（如台灣評鑑協會、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

質策進會、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並

沒有成立跨領域國家級的評鑑專業團體。雖

然馬來西亞評鑑協會成立時間並不長，對評

鑑之實施工作也沒有臺灣教育評鑑多，但是

仍有以下幾點可供國內評

鑑專業團體參考： 

1.評鑑領域多元化

臺灣境內的評鑑範圍

裡，最為凸顯的就是有關

醫護的評鑑與學校的評

鑑，但鮮少涉及組織商號

等評鑑，顯然不夠多元

化。實際上，評鑑的實施

適用於非常多的領域，若

評鑑範圍能夠擴大，將有

助於社會整體能量的提

升，更能有效提高臺灣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對於成立國家級的評鑑專業團體，也才能奠

定更深厚的基礎。

2.加強國際化視野

雖然臺灣推動與實施教育及醫院評鑑工作

已有多年，評鑑專業團體也辦理許多評鑑相

關研討會，然而國際性評鑑研討會在境內舉

辦則相對較少，參與者亦缺乏跨國視野與國

際上各方代表，評鑑專業團體的網站上以英

文呈現的資訊亦相對貧乏，導致許多教育工

作者及社會大眾對評鑑的理論與實務認識不

足，更缺乏國際視野去執行各領域所要求的

評鑑業務及配合事務。因此，若有國家級評

鑑專業團體能代表臺灣的評鑑領域，積極參

與或舉辦國際性研討會及國際上評鑑專業團

體的各項活動，將更能促進國際化。

3.評鑑專業團體擴大會員參與

對臺灣而言，評鑑是一門慎重的事項，

非一般人可以涉入其中，被納入評鑑委員名

單的評鑑人員，往往都是具有高學術名望的

學者，但不見得其本人對評鑑這門專業有興

趣，使得評鑑的執行相當主觀。因此，若能

以會員制的方式，鼓勵對

評鑑有興趣的學者加入，

並提供會員評鑑的專業培

訓及指導，對於評鑑工作

的執行，不但資源增多，

且在評鑑領域中會更具有

信服力。除此之外，專業

團體亦可制定倫理守則等

標準，對評鑑領域的專業

發展應更有助益。

4.鼓勵創新與研發

以目前臺灣的評鑑實務

▲馬來西亞理工大學（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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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敬啟

《高教評鑑》半年刊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出版之學術性刊物，每年6月及12月出刊，舉凡華人四

地及歐美各主要國家高等教育評鑑研究之相關議題學術研究論著，皆歡迎投稿。徵稿辦法請參閱

http://aspers.airiti.com/ehe/。

徵 

稿

《評鑑》雙月刊為報導國內外大學評鑑新知與評鑑觀念的專業期刊，任何有關

評析國外高等教育評鑑機構與品質保證制度、介紹國際高等教育評鑑動態，以及傳

遞高等教育評鑑新知、解讀高教評鑑相關書籍的短篇論述、評論性文章或深度報

導，皆歡迎投稿。

來稿文字宜深入淺出，具有嚴謹性。稿件每篇請以1,500字至4,000字短論為

度，本刊並有刪修權，不願被刪改者請註明。請勿一稿數投。來稿文責自負，如有

涉及智慧財產權或言論糾紛者，概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投稿請以word檔案寄至editor@heeact.edu.tw，一經採用將致贈稿酬，並同時刊

載於《評鑑》雙月刊網站及電子報上。稿件無論刊登與否，恕不退件。

雙月刊編輯部  敬啟

而言，大多數評鑑的實施限於時間與經費的

運用，大都在檢討改進或修訂前次評鑑的不

足，缺乏創新的作為與研發的條件。若能舉

辦一些與評鑑創新相關的課題，鼓勵新生代

對評鑑提出新的另類想法，未來將有可能從

這些創新點子中得到一些新的啟發。

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目前臺灣各層級的評鑑制度與實施技術

正積極的趨向標準化以改善辦學措施，以目

前的需求來看，制定符合未來發展的評鑑方

式是必然的趨勢。因此，適度的開放對評鑑

的操縱，多參考國外所實施之不同的評鑑方

式，將能更有效的促進評鑑發展，凸顯評鑑

專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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