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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教育品質保證體系
文／黃慧心

    香港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行政總監

香港的高等教育（Pos t  secondary  

education）品質保證工作，始於80年代

末期，在亞太地區來說，可算是起步比較

早的一個地區，初期的發展甚受英國學制

與其認可制度之影響，這是由於香港沿用

英國學制之故，其後發展更採納多地之模

式，而學制亦於數年後改變為中國內地、

臺灣及美國等地之四年大學模式。

兩階段發展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制度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工作在香港的發展

可大概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90年

代，這時期的發展，著重於大學學位的

拓展與其品質保證，政府專注於進入大

學就讀的適齡人士百分率，由2%推高至

18%，因而對於新辦的院校品質與水平極

其關注。這時期的品質保證工作，沿用英

國的認可模式，對新辦或升格的院校進行

審查，並對其所辦的學位課程進行認可。

而這段時期的品質保證工作，重點在大學

學位（本科課程）。

獨立自主與多元化的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去（2008）年11月20日舉行喬遷之喜，該會董事局陳增聲主席

（中）與教育局黃偉綸副秘書長（右三）、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黃慧心行政總監（左

三）及其他董事，於新辦事處開幕典禮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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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始於香港政府在高等教育的

發展方向，將重點由大學本科學位的推

廣，轉移至副學位（Sub-Degree）的發展

與其品質保證工作。此階段由90年代末

期開始，而正式轉捩點是2000年香港行

政長官發表施政方針，承諾將高等教育的

適齡人士參與率提升至60%（其中包括學

位與副學位）。在香港的學制，副學位概

括了高中畢業後修讀的資格，包括副學士

（Associate Degree）和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等未達到學位程度的課程。

在此時期的副學位發展，包括了由大

學的持續進修學院或社區學院，以及私立

大專院校提供的副學位課程，由2000年

開始，短短數年間，舉辦副學位課程的院

校，和副學位課程的數目迅速擴增。直至

2005/2006年，修讀副學位的人數，已比

預期時間提前達到政府的60%目標。

此階段的發展，除了提升對副學位的品

質保證工作外，政府更致力發展「資歷架

構」（Qualifications Framework），採納

多地的經驗，為香港的學術與技術資歷做

整體的歸納與調整。此一階段目前還在發

展與調節中，尚需教育界多方的配合和社

會的認同，但這項發展無疑是教育品質保

證中的新里程碑。

兩種品質保證模式：

「認可」與「檢討」

目前在世界各地通用的品質保證方法，

種類很多，名稱亦各有不同，但大致可歸

納為兩種。根據品質保證的結果而言，分

別為（1）評審（即認可）（accreditation）

（註1）和（2）檢討（audit or review）（註

2）；認可是由外在品質保證機構，依據特

定的認可標準，判斷院校或所舉辦的課程

／學程，能否達到標準，若然達到標準則

予以通過，不達標準就暫緩通過，或勒令

做出改善。因此認可的結果影響著院校或

其課程的存在與地位，包括能否有效地開

辦或招生。

香港的校外品質保證工作，其中一個

重要模式，就是由「香港學術及資歷評審

局」所執行的院校及課程認可工作，適用

於未獲取「自我認可」資格的大專院校。

另外一種模式「檢討」，目的在於評

鑑院校的多方面運作，重點在院校的品質

保證制度和系統，也可以包括對課程的檢

視，但與認可模式的主要區別，在於「檢

討」並不以評斷院校或課程是否達到標準

而批准開辦課程，而是以檢視的結果作為

改善的依歸。在香港的校外品質保證模式

中，「檢討」應用於較為成熟，已達「自

我評審」（相當於「自我認可」）（註3）

的院校。這種模式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及「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的檢討工

作中，占重要的一環。

三機構負責校外品質保證工作

由於歷史的因素，以及高等教育院校的

角色分配，校外品質保證工作目前由三個

機構負責：

1.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主要負

責對未獲「自我認可」資格的院校之

認可。

2.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轄下之質素保

證委員會－負責對其所資助的院校的

本科工作做品質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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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負責對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所資助院校的自資副學

位課程，做品質檢討工作。

三所機構在校外品質保證工作中所採用

的方式，與世界各地的模式相若，主要應

用同儕訪視方法，程序包括三部分：

● 受評單位做自我評鑑，提交報告

● 專家小組訪視院校

●  專家小組提交報告，做出認可或檢討

  結果

以下分別對每所機構的工作簡單介紹：

一、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HKCAAVQ）

前身為香港學術評審局（HKCAA），

成立於1990年，而於2007年經立法轉化

為HKCAAVQ。

在80年代初，對於新設立學位的高等

院校（未取得大學地位者），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前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

會）聘請了英國國家學歷評審委員會，就

這類院校所開辦或擬開辦的學位課程應有

的學術水準做出認可，提供意見。

認可工作包含院校檢討與課程認可

1987年，政府考慮到本港實須設立本

身的學術認可制度，遂決定通過成立香港

學術評審局，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定組織。

1987年，臨時香港學歷評審局成立，

1990年條例獲得通過，正式成立香港學

術評審局。成立初期評審局的工作，主要

配合政府擴展大學本科學位的政策方針，

對未開辦本科學位資格的院校進行認可，

提升他們開辦學位課程（其中包括對理工

學院、城市理工學院、嶺南學院及香港教

育學院等進行評審）。

在這段時期的認可工作，包括兩部分：

院校檢討（Institutional Review）和課程評

審（Programme Validation）。院校檢討

的目的比較廣泛，可針對已開辦學位課

程的院校，檢討他們在維持學術水平方面

的能力，而對於未開辦學位課程的院校，

目的在於檢視他們是否達到開辦學位的水

平。對於這類獲升格的院校，他們更必須

通過「課程評審」。而「課程評審」的目

的，即是對課程進行認可，是評定院校所

擬開辦的課程，能否達到香港及其他國家

／地區所舉辦同類課程的水平，及協助院

校對課程做出改善。目前香港之12間有

資格頒授學位資格的院校中，有9間院校

曾經由香港學術評審局做認可。

從本科學位擴展到副學位的認可

自2002年開始，香港學術評審局的認

可工作，由本科院校開展至舉辦副學位

的院校，對副學位課程的認可（其中主要

包括副學士）是評審局的一個新里程碑。

政府為推動副學位的參與率，遂以資助方

式（非經常的貸款或撥地）鼓勵院校開辦

副學位，而院校必須通過認可方能獲取資

助。

為配合政府擴展副學位，評審局推出對

副學位院校與副學位課程的認可準則，其

中考慮到這類院校多屬私營性質，欠缺政

府資助，及缺少品質保證經驗。因此，在

這時期開展了對本科以外的認可，也大量

開展了對私校的認可。

評審局於2007年轉化為香港學術及資

歷評審局後，在原有的工作上，增添「資

歷架構」（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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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工作（詳見下文）。為配合新的工

作，該局將固有的兩階段認可模式，轉變

為四階段模式：（1）初步評估（2）課程評

審（即對課程進行認可）（3）學科範圍內

自行認可（4）定期覆審。而在認可的方式

上，繼續沿用同儕審查的方法。

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在1965

年成立，負責就本港高等教育院校的設

施、發展與財政需要，向政府提供意見，

包括每年經費的分配。目前透過教資會取

得撥款的高等教育院校共有8所：香港城

市大學（城大）、香港浸會大學（浸大）、

嶺南大學（嶺大）、香港中文大學（中

大）、香港教育學院（教院）、香港理工大

學（理大）、香港科技大學（科大）及香港

大學（港大）。

教資會的主要職能，是向受資助院校

分配撥款，以及就香港高等教育的策略性

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及商訂各院校

的可招收學生人數。在品質保證方面，早

年委託香港學術評審局對所屬院校做認可

工作，而後期更積極發展其獨特之檢討模

式。

教與學質素保證過程檢討

從1995年開始，教資會針對當時受教

資會資助的院校展開了「教與學質素保

證過程檢討」（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Process Review）。檢討的目的，

在於提高香港大專院校對教與學這項首要

使命的重視，及協助各大專院校改善教與

學的品質。

教與學質素保證過程檢討分兩輪進行，

用同儕審查的方式，進行院校自我評鑑及

院校訪視，檢討小組的成員有來自香港和

海外的專家，檢討架構按照教與學的五個

範疇組織，包括：

● 課程設計

● 教學設計

● 實踐質素

● 成績評估

● 資源提供

第一輪的檢討於1995年至1997年間進

行，而第二輪的檢討於2002年至2003年

進行。

品質核證

在經歷兩輪檢討後，教資會加強其品

質保證工作，於2007年成立質素保證局

（質保局），是教資會轄下的一個半獨立

的非法定組織，質素保證局的核心工作是

對教資會轄下的8所院校的本科工作，進

行品質核證（Quality Audit）。有關品質

核證工作，已於2008年中進行第一所院

校的核證工作。

品質核證，審視院校在教與學方面是否

「切合所需」，並查核院校有否制訂程序

▲香港科技大學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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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校景。

以切合既定目的、有否採取行動並運用資

源以達到目的，以及是否有可核實的證據

顯示該校達到這些目的（註4）。

因此，教資會進行的品質保證工作，不

論是「教與學質素保證過程檢討」，抑或

是新開展的「品質核證」，都屬於前文所

述的「檢討」模式，而非「認可」，所以

並無一種「批准」或「批核」的結果，主

要目的是以提升品質為前提。

且更由於教資會目前轄下的8所院校，

已獲教資會於較早前核准為「自我認可」

院校，其課程無需由校外機構進行認可。

三、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於2005年成立，

由8所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之本港

院校聯合組成，這8間院校分別為香港城

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

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理工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大學。「聯校素

質檢討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協助其下

的院校，確保它們所辦理的自負盈虧之副

學位課程，具備有效之品質檢討機制，並

且協助提升這些機制的有效性。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的成立，在於香港

校外品質保證發展的第二階段，如前文所

述，這一階段標誌著副學位的迅速崛起和

發展。而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大專院校的

持續進修部門或其轄下的社區學院所扮演

之角色。其實，大學的持續進修部門早已

存在，大學本部多年前亦有辦理由政府資

助之副學位（如高級文憑）課程，但隨著

政府推廣高等教育的政策，這些持續進修

部門（及大學轄下新成立的社區學院）迅

速發展自負盈虧之副學位課程，將這類學

位的供應在短短數年內大量提升。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的成員院校，都

是教資會轄下具有「自我認可」資格的院

校，而所有院校都具備完善的校內品質保

證機制，用以確保課程的品質，在它們迅

速發展副學位期間（包括副學士課程），

由8所          院校校長組成之大學校

長會，關注到副學位的急速發展，以及一

些新的動向，例如政府將要成立的資歷架

構，因此決定有需要在現存的院校品質保

證機制之基礎上，成立一間獨立的聯校機

構，配合這些新的發展，並藉檢討工作，

協助院校提升它們現存的機制（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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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檢討」階段

專家小組到校實地訪評四大項目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之首輪檢討主要

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初檢」已

於2006年底完成；第二階段的「院校檢

討」於2007年5月開始，已順利完成轄下

5所成員院校的自資副學位檢討工作。

「院校檢討」（Institutional Review）藉

專家小組到訪院校及面談以搜集各方面

的佐證，檢視院校提供自資副學位課程

的單位，是否制訂了足夠的品質保證機

制，以確保此類課程的品質。檢討四個主

要範疇包括：1.院校政策及計畫（學術政

策與品質保證政策）；2.課程批核、實施

及監控；3.院校支援（政策與資源上之支

援）；4.品質指標／品質保證。

評核小組由5至7人組成，成員來自聯

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董事局或其轄下的學術

委員會，亦包括院校和非院校成員，以及

專業人士。評核小組到訪院校兩天或兩天

半，接見院校有關單位不同階層的代表、

老師、學生和校外顧問等，並進行討論。

除進行院校檢討以外，聯校素質檢討委

員會積極參與「資歷架構」的課程審核工

作，自2007年6月起，成功核可了約900

個來自院校成員的自資副學位課程（詳見

下文）。

強調大學自主及獨立性

廣納社會人士參與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是香港首間及唯一

由院校自行創辦的品質保證機構，標榜著

大專院校的自我紀律精神，雖然委員會由

成員院校組成，但檢討過程中大量採用委

員會以外之專家，包括社會人士，以確保

獨立性，而轄下之學術委員會亦廣納外界

人士參與，負責籌劃及督導檢討工作。

香港政府對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之工作

甚為重視，更邀請委員會參與由教育局成

立的三方小組 （由「教育局」、「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及「聯校素質檢

討委員會」聯合組成）。該小組目的在於

促進各方合作，提升副學位課程的品質。

「委員會」亦與相關的機構及教育局，共

同籌備出版《副學位之素質保證良好實例

手冊》，推廣在自資副學位方面，各成員

院校及其他院校在品質保證之經驗。

建立七級資歷架構制度  

銜接不同學制

香港政府於2004年建立完成跨類別的

七級資歷架構（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目的是要清楚說明不同資歷的水平、

確保這些資歷的品質，以及為不同程度的

資歷提供銜接階梯。資歷架構（QF）的成

立，開展了香港教育品質保證工作的新一

頁。

▲香港浸會大學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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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是一個資歷等級制度，涵蓋學

術和技術性資歷，分七個級別，最高級別

相當於博士學位，而學位及副學位／副學

士分別相當於第五及第四級，各級別的水

平由「級別水平指標」做出指引。

資歷架構是一個自願參與式的架構，政

府鼓勵所有開辦課程之機構，將他們的課

程與資歷架構掛勾，但任何資歷必須先經

品質保證才可獲資歷架構評審。

政府立法授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對「非具備自行認可」資歷資格的院校

所開辦的學術及職業培訓課程進行認可，

核准的課程納入資歷名冊。教資會轄下

院校開辦的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由聯

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負責監察有關課程的品

質，並對課程進行評鑑，以便分等級納入

資歷名冊內。

涵蓋多層級  

高教品質保證機制的新里程碑

香港的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制度，從90

年代開始至今經歷了不少轉變，但核心價

值一直環繞著獨立的校外品質保證機制，

與院校學術自主互相平衡的模式。由單一

的校外品質保證機構，發展至多元化的體

制，更將品質保證機制從大學本科層面，

拓展至副學位，現今更藉資歷架構的建

立，涵蓋至低層次學歷及技術性學歷，而

政府之積極參與及推動，更將教育品質保

證推至新的層面和局面。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聯校素質

檢討委員會之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