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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可評鑑走向品質保證
文／吳清山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王令宜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近年來，世界主要先進國家有感於國

際競爭力的壓力，紛紛將企業成本效益、

品質管理等觀念，用在高等教育機構的經

營，同時成立各種高等教育評鑑暨認可機

構，以評鑑及確保高等教育品質。當前我

國高等教育面臨學校過度膨脹、人口少子

化壓力與全球化競爭等挑戰，如何提升高

等教育品質與發展特色，亦成為教育施政

與學校經營的重要課題。

認可之後  迎向品質保證新時代

我國辦理大學評鑑雖有30多年歷史，

但由於缺乏專責機構規劃與執行，導致評

鑑素質始終無法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在

評鑑理論宣導或實務執行上，進步亦屬有

限。直至2005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透過大學評鑑

指標與機制之研發、評鑑觀念與共識之宣

導，以及持續辦理大學評鑑工作，已逐漸

奠定良好基礎與可觀成效。

目前大學系所評鑑，係採「認可制」

（accreditation）精神，經過評鑑之後，

通過系所都具有一定水準；即使被評為

「待觀察」的系所，經過追蹤評鑑和改善

之後，也會達到一定水準；其他屬於「不

通過」的系所，透過再評鑑或者進行轉型

之後，也會有所改善，以達到一定水準，

避免為市場所淘汰。

此一為期五年的系所評鑑，即將於

2009年結束，未來是否繼續下一波的認

可制評鑑，或者開啟另一階段的品質保

證制（quality assurance）評鑑，需要及

早研議，以利高等教育評鑑有效運作。基

本上，美國高等教育評鑑偏重於認可制評

鑑；而英國、北歐和澳洲則偏重於品質保

證制的評鑑，兩者各有其發展的背景和價

值，十分值得我國發展高等教育評鑑機制

之參考。

由於我國系所經過評鑑之後，通過系所

都能達到一定門檻水準，未來如何透過內

部自我改善及外部標準評核，以確保品質

持續改善與提升，實為高等教育未來評鑑

重要課題，如何研擬一套適合我國的「高

等教育品質保證機制及架構」，的確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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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認可制評鑑與品質保證制的

不同取向

高等教育評鑑的類型主要可分為五大

類：學門評鑑（discipline evaluation）、

學程評鑑（programme evaluation）、機

構評鑑（institutional evaluation）、審核

（audit）與學位認可（accreditation）。

在這些評鑑類型中，基於不同目標和需

求，分別採取不同的評鑑方式，其中認可

制評鑑和品質保證，可說是最常使用的評

鑑方式。

認可評鑑：

符合目標，強調自我改善

認可制評鑑的主要精神，在於針對系

所或機構所訂的目標，透過外部評鑑或同

儕評鑑方式，了解其目標達成的情形，以

及達成目標過程中是否有一套自我改善機

制。經過評鑑之後，能夠達到所訂目標及

自我改善機制，則發給「認可證書」。

而品質保證之觀念源自於工商業界，係

指品質稽核人員定期性地針對產品服務之

流程與產出，檢核是否符合既定的要求和

規範，以監控和改進產品與服務，並有效

確保產品或服務的品質。基本上，品質保

證至少應包含「設計、生產及售後服務」

等三階段的品質保證，才足以確認品質成

效；而透過合乎品質保證的程序、進行具

有品質保證的評鑑歷程，以獲得具有品質

保證的結果，則是品質保證機制不可或缺

的三個重點。

品質保證：

符合標準，重績效與持續改進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of higher education）即秉持品質保證之

精神，將強調效率與績效的經營管理模

式運用於高等教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UNESCO）

於2004年提出其定義為：「對高等教育

機構及學程之品質，進行測量、監督、

保證、維持與改進的方法和程序；或依

教育機構、專業團體、政府及其他建立品

質標準的單位所設定的標準，來測量高等

教育機構所提供課程或學程所達成就之過

程」。

品質保證制度大致可分為「內部品

質保證」與「外部品質保證」，以歐盟

「EHEA品質保證標準與指引」為例，在

受評機構的內部品質保證標準上，應針

對學門設立與學位頒發，建立一套品質保

證的政策與程序，並建立一套定期檢核機

制，定期出版內部品質保證報告；在外部

專責評鑑機構的品質保證標準上，應以評

鑑機構的內部品質保證報告為參考依據，

建立外部訪視評鑑的評鑑流程和評鑑效

標，並提出述明評鑑結果、相關意見和建

議事項之訪評報告。

簡言之，認可制評鑑係以「符合目標」

為導向，而「品質保證」則是以「符合標

準」為導向。前者重視目標達成、自我比

較和自我改善；後者強調績效和改進，必

須達到一定標準，使具有一定品質。所以

認可制評鑑只是達到最低門檻水準，而品

質保證則是必須具備較高水準。兩者之比

較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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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認可制與品質保證制之比較

類別 認可制 品質保證制

導向 符合目標 符合標準

目的 改善 績效、改進

方式 外部評鑑 內部評鑑、外部評鑑

內容
目標、師資、課程與教學、學生服務

、行政管理、資源提供……等

包含學術標準管理、學習機會管理、

提升品質作法、出版資訊……等

結果處理 通過後發給證書，具有一定有效期限 通過後發給證書，定期追蹤檢核

採行國家 美國 歐盟各國、澳洲

評鑑機構 民間設立之評鑑機構，屬私人性質
政府捐資或大學聯合成立之評鑑機構

，具官方性質

品質保證比認可

更具主動積極精神 

「認可制評鑑」與「品質保證」雖皆

可促進受評機構改善，達到一定的品質

水準；但比起被動接受外部機構的認可評

鑑，後者強調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責任，

主要在於受評機構本身，機構為確保品質

與持續改進，必須針對評鑑結果提出具體

改善計畫，並進行定期追蹤考核，更具主

動積極的精神。

就國內高等教育發展而言，達到最低

門檻水準，已經不符合社會期望。社會所

要求的是能夠達到適切的標準和具有更高

品質的高等教育，所以「品質保證」要比

「認可制評鑑」，更符合社會的需求。

品質保證逐漸成為高教評鑑主流

隨著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的要求以及

教育市場的競爭，教育品質保證愈來愈受

到重視，先進國家對於高等教育品質保證

機制之建立與落實，更是不遺餘力。

英國QAA與HEFC

英國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績效責任

要求的增加及高等教育預算的削減，開

始成立不同的評鑑組織，監督各高等教育

機構品質保證制度的運作與執行情形，然

效果不盡理想，造成人力及資源的浪費，

故在1997年整合不同的評鑑機構及作

法，成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負責高等教育機構對教學品質保

證機制及機構課程學術品質的審核工作。

至於研究品質的評鑑，仍由高等教育撥

款評議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HEFC）負責。

基本上，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制度，

係採用「品質管制」、「品質審議」和

「品質評估」方式，結合「內部評鑑」和

「外部評鑑」，達到「績效」和「改進」

的目的。

歐盟ENQA

歐盟為促成歐洲各國在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上的相互合作，在2000年設置了「歐

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網絡」（Europe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簡稱 ENQA），主要負責交換

歐洲高等教育機構（大學、學院與品質保

證機構）有關品質評鑑及保證的資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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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及典範，以及推動彼此間品質評鑑與保

證方面的合作，擔負起建立歐洲品質保證

架構的責任。

跨國組織INQAAHE與APQN

目前有許多國際性組織致力於教育品

質保證觀念之宣導，以及促進跨國性品

質保證合作與交流，例如「高等教育品

質保證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亞太品質網絡

（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

等，其成立之主要目的，均為蒐集與傳播

有關高等教育品質評估、改善及維持當前

與發展中的理論與實務資訊，並且加強全

球或區域間之教育、培訓與品質保證機構

間的聯繫。

ISO認證

此外，亦有許多國際機構致力於品質

保證機制之建立，其中較著名且具公信

力者，首推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 ISO）之認證，

國內已有高等教育機構申請並通過ISO認

證，以彰顯其教育品質。

有鑑於認可制評鑑偏重於外部評鑑，

且以達到最低門檻品質為依據，處在高等

教育講究「績效責任」和「持續改進」的

今天，可能不完全符合我國當前高等教育

機構的需求，邁向「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

制」，將成為未來高等教育評鑑走向。

該是研議

我國高教品保評鑑機制的時機

評鑑是提升高等教育品質的一股動力，

建立適切評鑑機制和善用合理評鑑方式，

有助於發揮評鑑的效果。

建立以績效、改進為主的

高教評鑑制度

未來我國高等教育評鑑的主流，必須建

立在「績效」和「改進」的基礎之上，才

能可大可久，所以不可能走回傳統的「排

名」方式來呈現結果，這種「排名」式評

鑑，缺乏實質改進的價值。

大學功能主要以教學、研究和社會服務

為主，所以大學評鑑範疇，亦應以教學、

研究和社會服務為主軸。如何設計一套教

學品質保證機制、研究品質保證機制和社

會服務保證機制，以及大學管理品質保證

機制，實為高等教育評鑑的重要議題。

借鏡他國經驗，成立規劃小組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評鑑機制的建立，不

管是目標訂定、標準確立、內部和外部評

鑑過程、工具和指標研發、人員研習、結

果處理，都是相當複雜和費心的工作。因

此，成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評鑑制度規

劃小組」，積極規劃我國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制度，實有其必要性。

為了解英國、荷蘭、澳洲和北歐國家實

施的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制度，可邀請這些

國家的實務工作者來訪，傳授他們的作法

和經驗；教育部或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亦可組團出國參訪，吸取這些國家經

驗，作為研擬高等教育品質保證評鑑機制

的參考。

建立一套新的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制度，

包括大學內部品質保證制度和外部品質保

證制度，實屬相當不易，需要研發時間，

也需要群體智慧，現在正是開始行動的時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