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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探究餐旅學門評鑑實施及指標建構之相關文獻，內容主要針

對教育評鑑基本概念、評鑑模式理論、評鑑指標發展與建構、先進國

家餐旅學門評鑑制度與實施等議題，彙整與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以

奠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作為研究設計、研究結果與討論之重要依

據。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探討教育評鑑的意義、目的、內涵與種

類，以及教育評鑑模式之理論，包括各種教育評鑑模式之內涵與各模

式之比較分析。第二節為評鑑指標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包括指標之意

義、功能、類型與指標建構之方法。第三節為先進國家與我國高等教

育評鑑制度發展與演進，藉由各國評鑑制度發展，探究目前高等教育

評鑑制度之趨勢。第四節為美英台三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制度之

比較與評析，借鏡餐旅學門評鑑認可制度發展較為完整的美、英兩國

的餐旅學門評鑑制度為例，對照我國目前所進行之大學學門制度作比

較與評析，以作為建立我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重要參考。茲就各節

分述如下： 

 

 

        第一節 教育評鑑及其評鑑模式 
 

    本節首先就教育評鑑的意義、目的、內涵與種類進行分析探討，

續而探討教育評鑑模式之種類與比較，期能透過對教育評鑑內涵之瞭

解，以奠定本研究建構餐旅學門評鑑實施方式之理論基礎。 

     

    教育評鑑(educational evaluation)是指利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和主觀

的價值判斷，對教育的內容與措施，進行合理的考核，以期檢討出利

弊得失，提供改進與策略的方法，並實現教育目標的一連串歷程

(CHEA,2002)。是以教育評鑑的目的乃在於評判事物的價值與優點，

對於改進與提昇教育品質而言，顯得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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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麗（1997）認為合理的教育評鑑制度，必須針對十個相關議

題作探討，包括：評鑑目的、評鑑模式、評鑑組織、受評機構、評鑑

標準、評鑑作業方式評鑑報告之處理方式、評鑑結果之運用、評鑑工

作時間表以及評鑑經費。以下針對上述教育評鑑內涵分述如下： 

 

壹、 教育評鑑意義與目的 
 
教育評鑑(educational evaluation)是指利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和主觀

的價值判斷，對教育的內容與措施，進行合理的考核，以期檢討出利

弊得失，提供改進與策略的方法，並實現教育目標的一連串歷程

(CHEA,2002)。吳清山和王湘栗（2004）將教育評鑑歸納為：「對於教

育現象或活動，就其人員、方案、運作結果、對照評鑑標準，透過質

與量的方法，採用系統而客觀的蒐集、分析資訊，進行價值判斷，以

瞭解教育成效、改進教育缺失和達成教育目標的歷程」。 

 

我國最早使用大學評鑑一字眼為陳漢強（1985），他並以「學校評

鑑」稱之，並定義為：「學校評鑑是一個自願的過程，透過非官方的學

校團體，採行同儕評鑑以檢視被評鑑校院，是否達成自我研究所自訂

的目標，並符合評鑑的標準」。至於另一有關學校評鑑的字眼（school 

evaluation），則根據蘇錦麗(1993)的定義為：藉由評鑑團體的規劃，透

過受評學校內部人員自我評鑑與外來專家的專業判斷，評定該校符合

評鑑標準的程度，進而提出其優缺點及應改進之建議，以作為提高行

政效率之依據，經由此一評鑑的過程，可以達到提昇教育品質的目的，

有助於提高教育人口的素質，並促進國家社會整體的發展。 

 

由於國內外學者對於教育評鑑之定義看法不一，有些學者將評鑑

視為「考績」、「考核」、「檢視」、「評價」、「評量」、「決策」、「專業判

斷」、「績效評估」等意涵，茲歸納學者對於教育評鑑之定義如表2-1

所述（Tyler,1950；陳漢強，1985；謝文全，1989；黃光雄，1989；江

文雄，1998；蘇錦麗，1993；CHEA,2002；Stufflebeam,2003；吳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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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栗，2004）： 

 

至於教育評鑑之目的，可說是一種提昇高等教育品質之方法，其

目的是十分多元的，茲整理學者對於評鑑目的之定義，說明如下： 

 

陳玉琨（2004）認為是對於教育活動滿足社會與個體需要的程度

作為判斷，對於教育活動現實的（已經取得的）或潛在的（還未取得，

但有可能取得），價值作出判斷，以期達到教育價值增值的過程。 

 

黃振球（1992）、Blank（1993）認為評鑑是一種價值判斷的活動，

其目的有四： 

 ㄧ、提供有關於教育制度優缺點之訊息。 

 二、提供教育計畫所需訊息。 

 三、確定制度本身的績效責任。 

 四、協助擬定教育革新方案教育評鑑之目的。 

 

    陳漢強（1997）認為為發揮大學的自主精神，並藉自我研究來改

進校務，以提昇教學品質。大學評鑑屬於一種自願的過程：為一種校

內自我管理的過程，透過非官方的學術團體，採用同儕評鑑（peer 

evaluation），其目的是檢視受評學校是否已達到自訂之目標，為一種校

內自發的自我改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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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教育評鑑定義 

學者         定    義    說    明 

Tyler(1950) 是一種過程，基本上在確定課程與教學方案的教育目

標實際達成的程度。 

陳漢強(1985) 學校評鑑是一個自願的過程，透過非官方的學校團

體，採行同儕評鑑以檢視被評鑑校院，是否達成自我

研考所自訂的目標，並符合評鑑的標準。 

謝文全（1989） 對事項加以審慎評析，以量定期得失及原因據以決定

如何改進或重新計畫。 

黃光雄（1989） 有系統的評估某一對象的價值或優點，其涉及目標與

結果的比較，即結合行為表現（performance）與價

值（value）的研究。 

江文雄（1998） 依據標準衡量績效的一種判斷，及依據資料評估教育

績效的一種歷程。在形成性評鑑上，藉由敘述、蒐集

和提供資訊的方法，以作為決策的一種歷程；在總結

性評鑑上，是對所要評鑑的對象作詳細說明，並依據

說明給予充分的判斷。 

蘇錦麗(1993) 學校評鑑是一個自願的過程，透過非官方的學校團

體，採行同儕評鑑以檢視被評鑑校院，是否達成自我

研考所自訂的目標，並符合評鑑的標準。 

CHEA(2002) 是指利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和主觀的價值判斷，對教育

的內容與措施，進行合理的考核，以期檢討出利弊得

失，提供改進與策略的方法，並實現教育目標的一連

串歷程。 

Stufflebeam(2003) 評鑑是對於教育現象的選擇、描述以及判斷主張與價

值的過程。 

吳清山、王湘栗（2004） 對於教育現象或活動，就其人員、方案、運作結果、

對照評鑑標準，透過質與量方法，採用系統而客觀蒐

集、分析資訊，進行價值判斷，以瞭解教育成效、改

進教育缺失和達成教育目標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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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s（1992;1995）提出高等教育評鑑之目的如下： 

ㄧ、顯示機構或專業領域之效能，並對目標是否達成績效責任而負責。 

二、向大眾確保品質要求之水準已達成。 

三、向大眾保證某一專業領域之標準已被達成。 

四、能達成經費合理化與緊縮之決策。 

五、作為經費補助之選擇。 

六、改進某一機構或專業領域。 

七、顯示效率或影響效率。 

     

再者，Frazer（1992）認為評估高等教育品質具有以下目的： 

ㄧ、作為相關規劃或經費補助之決策參考。 

二、甄審。 

三、對學校或專業領域授予專業上的承認。 

四、認可。 

五、學位授予。 

 

由此上述可知，為「評判」事物的價值與優點，因此影響評判的

標準與決策則顯得非常的重要。由上述可知，高等教育評鑑之目的，

具有「改進」、「品質保證」、「品質控制」、「經費補助之依據」以及「調

整效率」之特性。唯有透過公正客觀的評鑑標準，後續的評鑑過程及

參與人員才能夠提供利害關係人教育品質的需求，以達成教育評鑑的

目的評鑑是一個價值判斷的活動，是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程度判斷的活

動。教育評鑑攸關教育品質判斷的過程，教育評鑑實施之目的，在於

助於改進大學教育品質之評估與改進。然而有效及可靠的評鑑制度，

為提升大學學術品質的不二法門。目前世界各國在教育評鑑制度的研

擬與發展上，不斷精進與發展，為得是要建立一良好的「教育品質控

管」機制，能真正診斷教育品質之良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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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評鑑的種類 
 

教育評鑑的類型眾多，依照不同的分類角度，同一個評鑑可能被

歸類到不同的類型，也可能同時具有好幾種不同的類型特徵。茲以評

鑑模式、評鑑目的、評鑑方式、評鑑對象等分類方式，分析評鑑評鑑

種類如下述：潘慧玲(2001)認為大學評鑑需包含幾個要素：1.公佈的標

準、2.機構的自我研究、3.外部評鑑小組、4.實地訪評、5.實地小組

訪評報告（通常包含建議）、6.由知名小組所組成之小組審查報告、7.

最後的報告及認可機構所做的認可決定 

 

ㄧ、以評鑑模式而分 

     

評鑑模式為評鑑實施之取向。陳漢強(1997)認為目前世界所進行的

高等教育評鑑模式中，可分為認可制、全面品質管理以及績效責任制

三大類，詳述如下： 

 

（一）認可 (accreditation)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3）的定義：認可是一非官

方或私人團體所進行的評鑑，常運用於一全體或是特殊領域，以確定

是否迎合預先確定的目標。「認可」的程式在於測量受評機構的宗旨及

目標的達成度，注重同儕評鑑及外部標準。「認可」是建立在健全的宗

旨及改善表現的前提之下，其優點為它是一種非官方的品質保證型

式，對於品質改善具有正面影響。透過受評機構或方案(program)定期

的自評(self-study)接著由外部同儕團體進行訪視 (peer review)，以確認

受評機構或方案與外部評鑑標準(standards)的符合程度。認可制度的最

大精神，為發揮學校自主與自我管理之機制，進而促使全校教職員共

同參與，改進校務，達成學校品質提升之最終目的。另ㄧ方面，即是

向社會大眾確認學校之教育活動水準是否已達到預定標準（蘇錦麗，

1993；Kells,1988；Len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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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方案評鑑與認證是很普遍的，1990年代後期盛行認可制

度至今，歐洲已經有超過50%的國家使用方案評鑑與認可。認可被用以

檢驗高等教育、方案或機構的一組用以界定品質的測量工具，它包含

著一個有能力的主體或是組織的檢視，認可的取決點通常在於「是」

或「否」（Hamalainen,2003）。 

由於評鑑與認可之間仍存有不少差異，並有釐清之必要性，茲評

析評鑑（evaluation）與認可（accreditation）之異同如表 2-2、2-3所述： 

1.評鑑與認可之相同之處 

 

表 2-2評鑑與認可相同點之比較 

面向 敘述 

意義 均為一種品質判斷的過程。 

目的 1.促進品質改善為目的。 

2.均為提升品質為依歸：評鑑與認可均強調品質保證的

把關工作。 

3.以協助受評對象的立場切入，最終目的是要受評對象

能達到「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自我研究」

（self-study）為目的。從外部評鑑走向內部自發評鑑的

精神。 

 

內涵 不論評鑑或是認可，均有一遵循宗旨、目標，例如；符

合高等教育培育目標、符合系所目標與願景等。 

 

過程 1.均為一種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判斷活動。 

2.強調專業人士設計、規劃與實施。 

 

對象 均運用於教育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之中。 

 

結果運用 評鑑或認可結果常作為教育方案改進之參考依據。 

 

專業形象 均成立專業團體，並由該領域之專門人士擔任委員，以

建立其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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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鑑與認可之差異   

 茲就評鑑與認可之理論基礎、興起背景、強調觀點實施之方式與

內涵，論述評鑑與認可之差異如表2-3所示： 
 
2-3評鑑與認可相異處比較表 

 評      鑑 認      可 

濫觴 最先始於中國（西元前2200年之中 

國就有每三年考察百官的辦法）  

 

認可最早始於美國，於21

世紀時形成。 

理論基礎 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與模式 

，例如Tyler模式、CIPP模式以及 

晚近的以消費者為中心、彰權益能 

的評鑑理論，經過評鑑專家所評定 

的評鑑模式多達五十種以上，評鑑 

的學理與研究也不斷持續發展中。 

1.無理論基礎，常被歸類

為一種評鑑的模式

（model） 

2.最早由 Anderson,House, 

Popham等人所主張，屬於

一種「專家意見導向的評

鑑模式」。 

 

興起背景 1. 最早為一種保護消費者的措 

施，後廣泛運用於人力服務上。 

2. 1960年代，西方將評鑑視為 

一種專業，並廣泛運用於教育 

領域之中。 

1. 隨著1960年代品質 

保證(Quality assurance) 及

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之

風潮，因運而生。 

2.聯邦政府以及民間機 

構之企業主宣佈，將視辦

學績效好壞決定補助之金

額。 

3.為教育機構「汰劣存優」

的一種把關機制。 

 強調觀點 強調品質評定的原理、原則。 強調品質評定的方法、過

程與成果評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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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對象 

評  鑑 

較為廣泛，並不僅止於教育界。 

          認  可 

依對象不同又可分機構認

可與學門認可兩種。 

 

主導者 屬於強制實施，多由中央單位或 

政府主導。 

認可精神屬於自願性質，

且多由非官方團體負責品

質把關工作。 

 

分析 藉由一種系統化、客觀的分析過 

程，進行價值判斷。 

受評單位必須符合認可機

構所預先訂定的標準，並

根據該單位標準符合的

『程度』進行判斷。 

 

實施過程 融合多種評鑑的模式與取向，並 

無固定不變的步驟與流程。 

實施過程固定，多採自

評、同儕評鑑、評定結果、

追蹤輔導、再評鑑等模式。 

 

對於通過的

評判 

建立分級制 建立受評單位之最低標

準，多採「通過」、「不通

過」之機制。 

 

（二）全面品質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是近來高等教育所提倡的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系統

所衍生而來的觀點，這個系統觀念源自於製造業，強調持續的改進、

系統分析以及顧客滿意。而其運用在教育上稱之為全面品質教育(total 

quality education)，此品質標準將隨著時代的轉變而不同，全校同仁及

師生群力追求品質的卓越，以消費者為導向，重視評量與訓練，並持

續改進計劃以追求品質提昇為信念。然而，對於一些學者而言，要把

製造業品管的概念當成是大學品質管理及提昇是有爭議的。一些學者

2-3評鑑與認可相異處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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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TQM只適合於增進行政方面的品質改進。 

Hamalainen(2003)認為，歐洲高等教育中界定品質的方法是：在方 

案評估過程中，決定該做評鑑什麼。而分析指標以及標準的原因是希

望在國際間建立一個互通的平臺。此外，Hamalainen認為教育品質有

以下特色： 

1.是最小標準或是基準點的，被保證的事實。 

2.在多樣化的脈絡中，設立目標，並以被給予的輸入變項來執行。 

3.滿足直接或間接消費者以及利害關係人要求與期望的能力。 

4.趨向優異。 

     

Sizer(1990)認為，大學校院? 達品質，就必須符合經濟

（economic）、效率（efficiency）以及效能（efficacy）等三個原則，並

透過自我管制的方式，以維大學自主與品質保證。而我國近年來發展

的高等教育評鑑大多根據品質保證系統觀點而設立的。 

 

（三）績效責任 (accountability) 

 

以政府的參與度而言，各國政府對於高教品質的議題有逐漸關心

的趨勢，而績效責任制是政府展現資源管理最直接的手段。以美國為

例，南區教育委員會指出其負責的15個州除了二個州之外，皆以法令

強制執行公立大學之全面品質績效報告書（Bogue, Creech,& Folger, 

1993），而其他國家亦發展出類似之品質指標報告書。在績效責任報告

書當中，典型的指標包括：學生入學趨勢、入學考試表現、就讀率、

畢業率、專業證照考試通過率、就業率、學生及畢業生滿意度等偏向

於量化的資訊。這種評鑑方式的優點在於所公佈的表現指標報告書能

讓大學向大眾展示其績效責任的成果，建立長期活動及成就的趨勢，

以及其達成教育目標的進展。學者表示，指標建立的目的在於較容易

反映出學校表現的資料內容，而不是在設立找尋證據的規準。因此，

無論是大學或政府皆需要大學在活動與成就方面的表現資料，以便讓

決策者能瞭解其運作狀況，並建立其品質改進的基礎，達成其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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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然而，如何降低政府的幹預與權力的控制，以及如何建立出客

觀完善又能適用於不同機構型態的表現指標，則常常是這種評鑑方式

受爭議的地方。 

 

綜合上述各項品質保證系統的方法，本研究試圖去蕪存菁，歸納

出餐旅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未來走向。面對國內高教評鑑制度已逐漸上

軌道的情況下，以外部評鑑的形式而言，現階段結合「認可」及「績

效責任」觀點的評鑑，應是兼具自評與同儕評鑑，又能激勵各校朝向

教育品質持續改善的目標邁進。本研究期能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潮流及

適合我國國情的餐旅學門評鑑方式，未來的評鑑發展可參考歐美先進

國家品質保證的做法，使受評單位除了能夠保持各校發展目標的彈

性，在教育成果的展現上亦能兼顧質與量的多元衡量，讓評鑑成為學

校持續提昇教育品質的動力。 

 

二、以教育評鑑目的來區分 

 

以評鑑的目的來區分，可以分為「形成性評鑑」和「總結性評鑑」。

吳清山和王湘栗（2004）在研究中指出 Scriven很早就提出形成性評鑑

和總結性評鑑的觀念。敘述如下： 

 

（一） 形成性評鑑(formative evaluation)： 

 

    係指在教育活動進行的過程中，為提供管理者改進資訊，藉以提

昇教育活動的品質與效果，所進行的評鑑。 

 

（二） 總結性評鑑(summative evaluation)： 

    是指在教育活動結束的階段，為瞭解教育活動的實用價值與實施

成果，所進行的評鑑。 

    上述兩者之差異在於：形成性評鑑的設計和使用，強調仍處於發

展中階段受評對象改進的目的；總結性評鑑的設計，目的在於呈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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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受評對象的優點與價值的結論，並做為是否繼續維持、擴大或終止

的建議(Joint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1994)。 

  

三、以不同的評鑑作業方式而分 

     

    從不同的評鑑作業方式來看，可分為「內部評鑑」和「外部評鑑」

兩種。內部評鑑通常是由受評鑑組織內自組評鑑小組，其小組成員除

了受評單位人員之外，亦可包括校外的專家學者，兼採家長或學生的

意見調查等方式進行。外部評鑑通常是由主管的上級機關所主導，其

具體作法是邀集行政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學校代表、教師代表、家

長代表等，組成外部評鑑小組，以進行評鑑的工作（吳清山、王湘栗，

2004）。 

    

從評鑑發展演進的角度來看，內外部評鑑一向是重要的區隔，1980

年代以降，許多國家的學校評鑑已逐漸發展為以學校自我評鑑為主，

或是環繞在評鑑者與教師的合作過程上（Alvik,1995；Lau & Lemahieu, 

1997；Nevo,1995；Torres,1996；Young,1983）。加上受後現代思潮的影

響，歐美重要國家中學校自我評鑑，多以學校評鑑的核心，由校內成

員自我診斷學校問題或缺失，並據以研討學校發展方案；外部評鑑僅

站在指導立場，協助學校自我改進（郭昭佑，2005）。 

從內涵看來，外部與內部評鑑是相互對照的兩種方法，茲比較外

部評鑑之差異如表 2-4所示（蘇錦麗，1997；Vroeijenstinji,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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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外部評鑑與內部評鑑之比較 
項目 外部評鑑 內部評鑑 
意義 外在認可 自我管制 

 
目的 績效責任導向，外在品質

的控制 
自我改進導向，提供外
部評鑑依據 
 

評鑑作法 品質審議 
總結性（summative） 

品質評估、品質保證 
形成性（formative） 
 

實施方式 自我評鑑、訪問評鑑 自我評鑑、訪問評鑑 
 

評鑑工具 督學、表現指標 機構本身、同僚 
 

時間 短 長 
 

報告處理方式 公開 不公開（通常只提供給
校內有關人員或是提
供外部評鑑之參考） 
 

報告運用 作為學生及其雇主選校、
選才之依據；作為政府或
其他單位經費補助之依據 
 

作為改進之參考 

優點 客觀，評鑑角度與意見較
為多元 

清楚學校本身狀況；評
鑑結果較接近真實 
 

缺點 自發動力不足，評鑑結果
較不易彰顯 
 

不夠客觀 

資料來源：蘇錦麗（1997）、Vroeijenstinji（1995） 
 

四、以評鑑對象不同而分 

     

    從教育評鑑的對象來區分，高等教育評鑑可分為「機構評鑑」及

「學門評鑑」。機構評鑑(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是指整個學校都是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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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的範圍，評鑑重點在於學校的教育目標、教務發展、教學過程與教

育成果。學門評鑑(specialized program accreditation)，又稱為「專業評

鑑」(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其評鑑對象為學校內之專門學系，且

通常為全國性之評鑑。學門評鑑的目的為結合專業性組織社群，建立

一套適當的理念、技能與倫理規範，以評估其組織成員的標準，使其

達到改進之狀態。以美國為例，1890年代醫學系是第一個接受專業學

門評鑑之學門(Young,1983)。自此，其他專業學科紛紛以醫學系之評

鑑模式當成學門教育評鑑的典範，成立專業性學會組織，並賦予其評

鑑的權力，以監督專門學科之教育成效。本研究因應國內餐旅高等教

育對於品質的追求，將遵循教育評鑑的精神，兼顧形成性及總結性的

評鑑，發展適合於餐旅專業評鑑的指標與模式。 

     

蘇錦麗（1997）認為兩者之差異在於，機構評鑑係以整體教育機

構為評鑑對象，重點在於學校的教育目標、師資與資源的投入。機構

評鑑的活動因國家的教育評鑑性質不同而有所不同，可分為機構評鑑

（institutional review）及機構認可（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兩種， 

美國實施認可制度，故為機構認可，英國則針對大學品質控制之作法

進行調查，稱為機構審核（institutional audit）。認可是一種過程，透過

這個過程，認可機構認為ㄧ所大學校院或是學程的素質，能夠到達預

先訂定的標準，即予以公開的承認。認可並不等於品質保證，只在決

定機構或學程是否接受或實踐確保品質之承諾，同時提供改善品質之

誘因。至於學門評鑑或專業領域評鑑以ㄧ專業領域、學院、學門或系

所所進行的評鑑，強調某一專業領域之品質。通常引用專業學術標準

來評鑑該領域符合的程度。各國之名稱不盡相同，美國稱為「學門認

可」（specialized accreditation），英國以「方案檢視」（program review）

來表示學術性的課程評鑑以及非學術的方案評鑑。法國實施與課程相

關的學門評鑑（例如：地理、傳播、牙醫）稱為「學門評鑑」「discplinary 

review」。我國於81至82學年度由學會試辦的專業領域評鑑，是以系

所為單位，屬於一種學門或系所評鑑（departmental evaluation）。86學

年度所辦的通識教育評鑑，屬於一種課程評鑑（program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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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機構評鑑與學門評鑑最大的差異在於評鑑實施的對象

ㄧ為機構或學校整體，另ㄧ為機構或學校之局部，兩者為現行世界各

國最常採用的評鑑方式，但因國家的教育體制不同，在名稱上略有不

同，但其意涵則是相通的。茲比較機構評鑑與學門評鑑之差異如表 2-5

所述： 

表 2-5機構評鑑與學門評鑑之差異 

 機構評鑑 學門評鑑 

受評對象 整體學校教育機構 某ㄧ專業領域學院、

系所、學門、學程等 

 

評鑑重點 機構的效能 某ㄧ專業領域之教育

品質 

 

優點 對學校整體的辦學效

能提供全面性的瞭解 

對於系所有深入之瞭

解，實施可行性較高 
 

缺點 無法獲得專門領域之

回饋，一無法對課程

提出改進之建議 

 

較無法對學校整體效

能提出全面性的瞭解 

範例 美國認可制 美國專門領域認可、

我國學門評鑑、通識

教育評鑑 

 

     

綜上所述，本研究因應國際間餐旅高等教育對於品質的追求，將依

循教育評鑑的精神，兼顧形成性及總結性的評鑑，強調學門評鑑之精

神，發展適合於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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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鑑模式之理論探討  
    
    在評鑑的領域中，最重要的發展乃是評鑑概念與理論的分歧。不

同的時空背景造就了不同的評鑑理論模式，各種評鑑研究類型則依據

它和某一特殊的評鑑定義之符合程度而予以歸類。本章就評鑑模式發

展演進與目前較為學者所運用之評鑑模式，作一理論探討，分述如下： 

 

ㄧ、評鑑模式 

 

所謂評鑑模式是指評鑑資料蒐集的方法、策略、架構，並能具體

表現評鑑的本質與特色（蘇錦麗,1995）。劉本固（2000）認為教育評

鑑模式是描述評鑑客體中同一實體共同特徵的示範方式，透過評鑑要

素及其相互關係的系統分析，將種種複雜因素加以類型化、簡便化，

為評鑑的基礎框架。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發展，教育評鑑模式的發展也更為多元，各種

評鑑類型依據其特殊的定義而加以分類。目前國外學者所發展的評鑑

模式，依評鑑取向與內涵彙整如下述（Stufflebeam,2003；曾淑惠，

2004）：  

 

（一）背景、輸入、過程與結果評鑑（Context,Input,Process and Product 

,CIPP）模式 

 

西元 1930年至 1945年，美國教育評鑑之父泰勒（Tyler）提出、

描述及應用一套教育評鑑的方法加以實踐，並創造教育評鑑模式的新

名詞。由於許多教育方案評鑑之需求，學者紛紛使用前人所發展的模

式進行研究，在遇及一些困難與瓶頸時，紛紛從不同的角度作辨證，

因而形成不同的評鑑模式（曾淑惠,2004）。 

 

CIPP評鑑模式在我國教育評鑑領域中，是最廣泛被學者所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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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評鑑模式。該模式於 1960年代由 Stufflebeam所提出，歷經時代的

變遷，Stufflebeam不斷地發表對該模式的修改或補充性的看法，使該

模式廣為現代評鑑所運用。為具有形成與總結性評量，引導計畫、方

案、人事、產品、機構與系統的評鑑，可用於組織的內部評鑑、計畫

團隊、個人服務提供的評鑑以及外部評鑑。受評鑑的對象涵蓋個人、

社群、軍隊等層面。 

     

CIPP評鑑模式有四個基本架構與內涵如下（Stufflebeam,2003）： 

  1.背景 (context evaluation) 評鑑： 

     

發生於方案計畫階段，協助方案評估需求、問題以及機會、幫助 

評鑑使用者確認及評估目標，以及日後在判斷一學校方案、教學課程、 

諮商服務、教師評鑑系統、或其他企業之主要受益人評估需求之參考。 

 

2.輸入（input）評鑑： 

     

發生在方案建構階段，協助方案評估競爭策略、工作計畫、實施 

方案所選擇方式之預算、幫助評鑑使用者設計改進事項、發展可防禦 

的經費申請計畫書、詳細的行動計畫、紀錄可行的變通計畫、紀錄一 

方法在其他方案上選擇基礎。 

 

3.過程（process）評鑑： 

    

    發生於方案執行階段，協助方案對活動監督、提供檔與評估、 

幫助評鑑使用者來執行改進，並維持行動計畫完成的紀錄。 

 

4.結果（Product）評鑑： 

     

發生在方案完成階段，協助方案確認短期、長期、預期與非預期 

的成果，幫助評鑑使用者維持對於迎合學生或其他受益人需求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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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紀錄達到成功以及迎合受益人主要需求的層級、確認預期與非 

預期的附加效益、對於繼續、停止或是改進成果，作出明快的決策。 

CIPP模式主要觀點如下（Stufflebeam,2003）： 

1.評鑑應主動引導改進，並協助產出績效責任成果報告。 

2.評鑑應評估目標、策略、計畫、活動及成果。 

3.評鑑應紮根於一穩固、清晰的價值。 

4.評鑑者應扮演一有效溝通的角色、並服務顧客與其他有權知  

    道的人。 

5.評鑑設計與報告應為受評者而設計，並須迎合其需求。 

6.評鑑者應觸覺敏感，並抵抗對於破壞評鑑的人或是團體。 

7.評鑑之成功，取決於評鑑在迎合其主要受益人需求之程度。 

8.評鑑應結合多元方法蒐集相關資料，包括質化與量化方法。 

9.不論運用何種方法，評鑑必須迎合一個穩固評鑑的適切標準。 

10.評鑑本身應透過內部與外部的後設評鑑來評鑑。 

   

Stufflebeam（2003）認為 CIPP常用於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鑑之中，

其關聯性如表 2-6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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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CIPP於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之運用 

評鑑角色 內容

(context) 

輸入 

(input) 

過程

(process) 

產品

(product) 

形成性評量 

前瞻的 

CIPP資訊運

用於協助作

決策與品質

保證 

引導 

確認所需的

介入、選擇與

目標評比 

（基於對於

需求、問題、

主張以及機

會的評估） 

引導 

選擇方案或

策略（基於對

於變通策略 

、資源分配計

畫之評估）跟

隨著工作計

畫檢視而定 

 

引導 

形工作計畫

（基於監督

與判於監督

與判斷活動

以及定期的

評鑑回饋） 

引導 

持續、修正、

採用或是終

止所做的努

力（基於成果

評估以及副

效益） 

總結性評量 

對於 CIPP資

訊回朔式的 

以總結方案

之績效、廉節

與重要性 

 

目標的比較 

對於已評估

的需求、問

題、主張以及

機會的優先

順序 

比較方案對

於批判競爭

者與策略需

求的利益團

體之策略、設

計與預算 

完整的實際

過程與成本

紀錄描述。 

對於已設計

以及實際運

作的過程與

成本之比較。 

 

對於目標需

求已以及可

行的競爭方

案結果之成

果與副效益

比較。 

 

 

CIPP廣泛運用於方案的評估之中，Stufflebeam（2003）描述 CIPP 

運用時，需考慮方案的「核心價值」，並將 CIPP四個要素「背景評鑑」、

「輸入評鑑」、「過程評鑑」及「結果評鑑」（Product）考量方案之「目

標」、「計畫」、「行動」及「成果」之中，其間的關係如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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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CIPP評鑑模式主要組成及與方案間的關係連結圖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pp.33), 

by D.L.Stufflebeam, 2003,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潘慧玲(2003)提出，雖然 CIPP模式在我國各項教育評鑑中已行之

有年，但多停留在以 CIPP模式作評鑑表格，卻沒有落實 CIPP的評鑑

精神與實際作法。曾淑惠（2004）亦指出，我國評鑑實務上稱得上真

正運用 CIPP評鑑模式者，猶如鳳毛麟角，此外，我國評鑑模式中，是

否只能運用單一評鑑模式，值得思考。是以除了瞭解 CIPP評鑑模式原

理原則之外，亦應對該模式實際使用限制上加以說明，才不致誤用或

是失去評鑑之真義。 

     

（二）Scriven歸納八個評鑑模式 

  Scriven基於評鑑模式的變遷，彙整 8個近代模式，如表 2-7所示： 

 

 成果            

 
               

內容評鑑 
輸入評鑑 

過程評鑑 
產品評鑑 

目標 
計畫 

成果            

行動 

核心價值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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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八項評鑑理論 

評鑑模式 基本主張 受爭議或特別之處 

準評鑑 
(Quasi-Evaluation) 

1. 過程近似一個真實評鑑的過程，對照主要的科學活動，被認為
是一種知識的產出。 

2. 評鑑以是否及時(on time)、切合目標(on target)、以及合於經費
預算(on budget)三個面向的資料結構來判斷，學者稱這種評鑑
監督(monitor)性質大於評鑑性質。 

3. 現今又增加一個要件為「順從」(in compliance)，也就是說評鑑
是否順從包括州或聯邦、關於一些少數民族，或是女性或原住
民的特別法條。 

4. 評鑑者直接與管理者合作，而不與募款者合作。而管理者主要
的興趣在於方案是否在其觀感中是成功的。 

5. Malcolm Provus (1971)被認為是該主張最知名的擁護者，他稱
此評鑑為「不一致的評鑑」(discrepancy evaluation)，其原因是
由於目標與實際成果不一致。 

這種評鑑方式只是近似於真實的評鑑科

學，並非依照消費者的需求而做的評鑑。 

目標成就的評鑑 
(Goal-Achievement 
Evaluation) 

1. 以同樣的程式來看事情的過程。推論(generalizing)人們看事物
的角度及當事人的觀點。 

2. 僅僅是一種「事實陳述」(What’s so)的研究。 

這種評鑑方式乃從管理者的觀點出發，以

目標為本位，是一種為了私利的偏見所做

的評鑑。 

結果為導向的評鑑 
(Outcome-Based 
Evaluation) 

1. 強調以成果為主的評鑑，以作為一個評鑑決策對於支援概念的
回應，是屬於「表現管理」的主張。這種評鑑倡導「績效責任」
更勝於「改進決策」。 

2. 輕視評鑑參與過程的考量、以及不同面向上綜合的步驟。 
3. 此評鑑迷人之處在於其簡潔，同時可以跳過一些價值批判的事
情，是一種管理導向的方法。 

有兩個缺點：一是忽略過程與評斷的階

段，另一是效度維持時間短，重視管理者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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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模式 
 
消費者導向之評鑑 
(Consumer-Oriented 
Evaluation) 

                   基本主張 
 
1.基於（1）以上三個模式的誤差（2）以評鑑作為一個消費者模
式的重要性，此為一種總結性的評鑑，一些理論者開始認為消費
者的總結性評鑑為評鑑的必須責任，這些是管理者為導向所無法
顧及到的層面。 
1. 作為一個消費服務的重要性，特別是總結性評量。消費者一般
對於方案或是產品設計的目標不感興趣，而只對方案的改進有
興趣。 

2. 消費者只對其是否符合需求有興趣（與管理者對於成功的定義
不同），他們只對方案的所有效益有興趣。 

受爭議或特別之處 

 

強調總結性的評量。 

形成性的模式 
(Formative-Only 
Model) 

1. Cronbach認為真實世界並沒有總結性評鑑，評鑑所需的是形成
性評鑑。 

2. 在許多經驗而言，Cronbach的論述是真實的，但並不包含諸如
消費者報導、陪審團審判及訴求的結果、以及許多方案受到經
費凍結的期末報告的這一類評鑑模式。 

認為評鑑並非比較性的研究，強調形成性

評鑑的過程。 

參與式或角色混合
的取徑
(Participatory or 
Role-Mixing 
Approaches) 

1. 這種方法近來廣被使用，稱為參與式評鑑（將受評者在評鑑過
程中輸入）、增能評鑑(empower)（受評者是共同作者，而評鑑
者為教練的角色）或是合作式(collaborative)評鑑。 
2. 參與式評鑑可以改進消費者樣本的代表性、倫理上的委託、
避免事實上的誤差以及其他評鑑品質的問題。 

3. 類似消費者導向的評鑑。 

這種評鑑常常在現實的環境中難以達成。 

表 2-7 八項評鑑理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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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模式 
 
理論導向評鑑 
(Theory-Driven 
Evaluation) 
 
 
 
 

                   基本主張 
 
理論導向評鑑主要為解釋一個企業評鑑核心功能成功與否的過
程，此? 評鑑核心的概念。 
1. 黑箱作業的評鑑，讓人不知評鑑的成份是什麼，只讓人知道每
一個功能。「解釋」對於這類型的評鑑具有加分作用，可促進
評鑑改進，但要去發現這些解釋並非是評鑑本身必須要做的 

2. 做為社會科學「這是什麼？」及「為何會如此？」的探索。 
 

受爭議或特別之處 

 

評鑑理論的激進派，強調評鑑可以是多元

的評量，應該減少誤差的設計。 

權力模式 
(Power Model) 

1. 受後現代主義影響，批評評鑑者運用社會權力，極大化社會價
值所帶來的衝擊。 

2. 採取一種蒐集、處理以及分析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增加利害關
係人的代表性，以系統化、無誤差、使得每個觀點都成為評鑑
結論的一部分。又稱之為審議式的民主評鑑。 

3. 在此模式中，評鑑者仍處理評鑑的研究並對結果負責，但是亦
將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價值與興趣納為研究一個必要的部分。
這種評鑑期望集合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以提升結果的效度及評
鑑的適切性。 

4. 在研究方法上仍舊採用傳統的資料蒐集及分析技術，並側重評
鑑者的專業，但擴展的評鑑的方法，採取一個額外的過程來蒐
集與處理利害關係人的觀點。這些過程類似焦點團體法，或是
一個將利害關係人直接涉入評鑑結論的嶄新作法。 

這種評鑑常常在現實的環境中難以達成。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pp.15-30), byD.L.Stufflebeam, 2003,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表 2-7 八項評鑑理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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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7的理論觀點來看，近來評鑑模式的關注焦點，受民主思潮

之影響，已由以往重視結果導向的觀點，演進到重視過程與顧及利害

關係人的觀點。未來在發展餐旅學門評鑑理論觀點中，吾人宜參酌評

鑑理論之實用性，融合多種理論的優點，但應注意各理論間的相容性

與相斥性，例如：權力的評鑑模式，與民主參與式的評鑑以及消費者

導向的評鑑模式之間可作良好的搭配。而在廣泛採納利害關係人建議

的同時，評鑑參與人也應作有效的溝通以形成共識。 

     

受後現代主義之影響，主張尊重多元與民主的意識形態，評鑑模

式的派典也有所更迭。經過多次修正的，重視社會上多數人想法的反

應式評鑑（responsive evaluation），以及強調民主模式、重視利害關係

人觀點的審議式評鑑（deliberative democratic evaluation）以及也廣為學

者所運用，扼要說明如下： 

   

（三）反應式評鑑（responsive evaluation）     

 

1973年由 Stake所發展，其後歷經不斷修正與其後學者的概念延 

續，成為參與式評鑑的主要基石（曾淑惠，2004）。該模式具有以下特

點：（一）是一種目標導向的評鑑，是一種調和的、完全的、統整的評

鑑（黃光雄，1989）。直接關注主張以及缺點的發現，並關注於三個面

向：評鑑的活動、評鑑的獨特性、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想法。（二）反應

式評鑑可以建構或是融入其他的評鑑方法中，例如：利害關係人評鑑

或是鑑賞式評鑑（connoisseurship evaluation）。（三）反應式評鑑是一種

評鑑品質的搜尋與文件。特別關注在該領域有關的主題或是問題。反

應式評鑑不特別回應方案的理論或是設定目標，但會把較多的焦點留

在利害關係人的關注。反應式評鑑的發展是緩慢的，隨著評鑑目標的

建立，以評鑑著的腳步來蒐集資料，以使評鑑者能好好熟悉方案與其

脈絡。（四）面對詢問，反應式評鑑通常是採取「概念組織者」的態度，

替代需求、目標、假設或是社會經濟評等字眼。議題是有關組織的困

惑、社會問題、非期望成本的規則支出或是方案執行附加效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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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評鑑之「議題」式強調在內部活動、特殊性、與評鑑有關人員之主

觀價值（議題如：合格規準適切嗎？模擬練習會混淆學生有關於權威

來源的訊息嗎?）。評鑑者主要角色是替執行方案者提供有效的評鑑資

訊。（五）反應式評鑑強調學習者的學習情境、教學程式或是步驟、判

斷資料。評鑑者要需求問題並處理行為。評鑑者必須觀察評鑑活動、

訪談利害關係人，並檢視相關文件。 

 

由反應式評鑑的特點觀之，值得未來餐旅學門評鑑之參考，過去

的教育評鑑多從資料呈現來判斷，且重視結果輕忽過程。反應式的評

鑑強調觀察、反應與彈性化的觀點，並重視利害關係人意見，與之充

分溝通。根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06）所公佈的評鑑規範，將評鑑

訪視日期由原本的一天改為二到四天，其中一目的就是要能充分與利

害關係人多作瞭解與溝通，期能作出最佳的評鑑判斷。此外，Stufflebeam

所（2003）指出反應式評鑑最大的弱點在於缺乏外部信度，恐會流於

地方人士握有太大的掌控權，影響評鑑結果。值得吾人在日後評鑑模

式設計上之參考。 

 

（四）審議式評鑑（Deliberative Democratic Evaluation） 

 

審議式評鑑於 2003年由 House所提出，採取一種收集、處理與分

析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以一系統化、無誤差、使得每個觀點都成為評

鑑結論的一部分。在此模式中，評鑑者仍處理評鑑的研究並對結果負

責，但是亦將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價值與興趣納為研究一個必要的部

分。此模式集合利害關係人的觀點，有助於提升結果的效度以及評鑑

的適切性。 

該模式包括三個原則：包含（inclusion）、對話（dialogue）、審議

（deliberation）。說明如下： 

 

  1.包含原則：包含所有相關者的興趣。對於評鑑者而言，只提供評

鑑最有利之處，或是將這些興趣投著使用者所好而銷售給最高的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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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這些情況是不對的。沒有考慮到其他人的興趣，這樣的評鑑是會

產生誤差。評鑑需要反應的事真切的社會事實，而非反應某些人興趣

之所在。應以主要利害關係人的興趣為中心，所有相關團體的興趣也

要考量於評鑑過程中，如果其他有關團體的興趣未考慮到，對於評鑑

中有涵蓋到的人們而言，就會是一種欺騙式民主。 

 

2.對話原則：評鑑者不能在沒有與涉及評鑑的人對話，就憑空捏造

他們所想以及所興趣的。評鑑者太常以贊助者的觀點來界定狀況，或

是相信他們知道所有事情。太多評鑑者不知道這些評鑑參與者所想、

所知。這個原則就是要對抗潛在的錯誤，並致力與評鑑中利害關係人

的對話。 

 

3.審議原則：紮根於理性、證據以及有效辯論的原則，以及一個方

法學上評鑑與研究的規準。價值與價值信念需要被分析與判斷。觀點、

價值與興趣通常不被採用作為一個問題，但卻受制於理性過程的檢

驗。評鑑是一個決定主張效力的過程，主張透過審議的參與及轉換，

成為評鑑的結論。評鑑給予審議式民主評鑑，以理性決定的過程來看

待價值與興趣。 

     

    由審議式評鑑特性觀之，晚近所發展之評鑑模式的特色，是將利

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意見納入評鑑考量範圍中，教育領域中所謂

利害關係人，包括學生、家長、校友、雇主等人。評鑑中加入利害關

係人的觀點，一是希望評鑑能符合公正、民主之精神，不致淪為政治

利用之手段。另一方面也評鑑過程不流於主觀的判斷，而失去評鑑背

後的真義，誠如Scriven(2003)所述：評鑑的真正目的，在於改進(improve)

而非證明（prove）。未來餐旅觀光休閒教育評鑑模式的理論基礎上，宜

採用利害關係人觀點納入評鑑項目，方能達到評鑑民主化的真諦。 

  

    綜合近代評鑑模式的發展，研究者認為有以下趨勢與特色： 

1.從結果導向轉而重視過程導向 



 

35 

2.強調以利害關係人的角度為考量 

3.評鑑的目的不在於比較或是證明，而是要協助受評單位品質之改   

    善。 

4.評鑑過程採多種模式之融合，方能截長補短，發揮評鑑最大效益。 

     

此外，未來吾人在評鑑設計與考量上，不應以個人所偏好的評鑑

取向切入，而應以評鑑的主要問題以及可用的資源來作考量，方能正

確及客觀地選取合宜的評鑑模式。同時，評鑑模式並非一成不變的公

式，目前的評鑑趨勢亦採多元模式的融合，未來評鑑設計上宜考慮各

種評鑑模式的相容性與相斥性。再者，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觀摩前人

評鑑模式的發展，亦能釐清評鑑模式的程式性。而發展一個兼具國際

視野，有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評鑑模式，為日後餐旅評鑑規劃上的重要

依規。 

 

 
         
          第二節 教育評鑑指標之建構 

      

    本節以教育評鑑指標之基本概念進行探討與分析，並據以作為本

研究建構評鑑指標之理論基礎。首先就教育指標的意義、指標類型與

考量因素與評鑑之應用與指標建構方法加以探討。 

教育指標（educational indicators）指標的建立應用於教育及教育

系統是晚近的發展趨勢，其發展背景主要是受到經濟指標及社會指標

研究之影響，在美國約於 1980年代受到廣泛的認識（林劭仁，2001）。

教育評鑑指標的建構須具備個殊性，以符應其學校特色的需求（郭昭

佑，2001）。 

 

壹、指標之意義 
   對於指標的意義，學者的界定不一，大抵將指標視為「統計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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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陳述教育制度之層面」、「反應教育現象」、「描述議題」等概念

（ Oakes,1986； Finn,1987 ； Renkiewicz, Lewis & Hamre,1988；

Johnstone,1981；OECD,1988；Nuttal,1992; Bottani & Tuijnman,1994），

茲歸納學者定義表 2- 8所述： 

表 2-8學者專家對於教育指標之定義 

學者      年代  定義說明 
Johnstone（1981） 
 
 
 
 
 
 
 
Oakes(1986) 
Finn(1987) 
 
Renkiewicz,Lewis 
 & Hamre(1988) 
 
 
美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1982)  
 
Bottani  
& Tuijnman(1994) 

指標(indicators)是一種統計測量，它能大
眾所關心與瞭解的教育層面的主要現象，
並 進 行 加 總 (aggregation) 、 分 割
(desegregation)，以達到分析的目的。通常
是以數值來表示。指標為可量化和具體可
行的統計測量，以達評比(rating)目的。 
 
有關全國教育制度的統計量，能表現教育
的現象與狀況。 
 
以簡單扼要的統計量去表達與指出教育各
層面的情形，並不一定意味著精確之測
量，重點是要能指出教育發的趨勢與方向。 
 
1.一般數量化的價值，用以測量出難以量
化的事物。 
2.指標形成是多元的，可評估教育系統在
質與量上的表現情況。 
 
 
1.指標是量化的，功能勝過單純的數量表
現或複合的統計數字。 
2.企圖傳達教育系統中的重要功能表現，
並以總結性的功能表示。 
3.指標期能使利害關係人（包括學生、家
長、老師、校長、督學、行政人員、政
府官員）能充分瞭解真正的狀況。 

2. 指標是一診斷工具，也是一評鑑基礎。 
3. 指標間是相互關聯的。 
4. 指標涉及價值判斷和政策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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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定義可得知，評鑑指標可以有效的反應出教育現象，並以

量化或質化的方式來呈現或描述教育現象。評鑑指標建構上應有某些 

參考標準，以作出有利的判斷與比較。是以教育指標系統的建構上， 

需參酌經費、時間與專業等因素，選擇適當的指標建構方法。林劭仁

(2001)提出，適當的評鑑指標應包括以下四個向度： 

一、 品質：包括教職員的品質、學生課程的品質、服務系統的品

質、財政資源、學程方案實施的品質等。 

二、 需要：包括任務的重要性與社會價值。 

三、 要求：包括在校生的要求、畢業生的要求。 

四、 成本：包括成本的效能、非貨幣成本或收益。 

 

是以若要建立客觀、具效度的教育指標，首先應該選擇教育方案

的利害關係人，例如：業者、學生、校友、教師、以及評鑑專家等，

共同參與教育指標的建構，以反應利害關係人不同的關心面向(Blank, 

1993)。其次，對於指標的發展及詮釋，還需考量使用者的語言詮釋，

以提高指標的實用性。最後，一個完整的教育指標必須經過研究、試

驗、修正、再試驗等循環歷程，以萃煉指標系統的價值(Blank, 1993)。

而本研究的設計為求指標發展的完整性，即考量上述的要點，以期建

構出專業的餐旅教育評鑑指標內涵。 

 

貳、評鑑指標的功能 
 

教育指標能反應教育現象，使教育決策者能發現教育上的潛在問

題，並藉此調整與修正政策，並對教育系統進行間是與評鑑之功能（林

劭仁，2001）。是以教育指標所扮演的角色日漸複雜，一般而言，教育

指標具有以下之功能（王保進，1993；郭昭佑，2001）： 

 

一、 陳述教育期望 

 

教育指標最基本功能在於陳述國家或地區的教育政策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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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tone,1981），並具有引導之作用，使眾人能瞭解教育之期望，並引

導學校朝此一方向發展。 

 

二、 說明教育政策 

 

  教育指標可幫助教育行政人員或學者，利用教育指標的特性與其

明確客觀的標準，來說明教育政策，並減低其敘述上的模糊性。並可

精確地說明學校組織之優點或缺點，有助於政策之制定。 

     

三、 檢視教育制度之變遷 

 

  教育指標可作為分析政策與教育環境互動所形成複雜現象之指

引，並反應教育制度的核心特徵。 

 

四、 扮演政府與學校溝通對話的工具 

 

  政府可透過教育指標，確定學校改革及努力方向，學校亦可透過

教育指標說明其達成目標的程度。教育指標在政府與學校間，扮演著

將抽象目標賦予操作型定義，並使之具體化，有助於形成雙方溝通之

語言，減少溝通時所產生之衝突。 

 

五、 管制與評鑑教育品質 

 

Smith(1988)認為教育指標應具有評鑑教育制度之功能；多位學者

（Mayston & Jesson,1991; Odden,1990）亦認為教育指標不僅是反應教

育現象，更為管制教育品質之做法。 

  

六、 提供消費者所需之資訊，並作為分配資源之參考 

 

  教育指標將教育制度或學校內部表現透明化，方可提供消費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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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在選擇上的參考依據，同時也可作為決策單位作為分配資

源上的參考。 

 

本研究透過教育指標相關理論，以作為建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

鑑指標之理論基礎。由上述可得知，未來在建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上，

應參酌我國現行之高等教育評鑑政策、學門評鑑制度之規畫、先進國

加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內涵、我國餐旅高等教育之現況、學校本身之

屬性等資料，方能建構客觀、具有判斷性、合宜之評鑑指標。 

 
 

參、教育評鑑指標的類型、考量因素與應用 
 
一、指標類型 
 

教育指標為描述、說明教育現象與政策之工具，是以指標的考量

與類型上，因著研究者不同的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的指標選取需求。

從指標所展現的類型。Johnston（1981）認為指標是ㄧ種統計的測量，

能反應重要層面的主要現象，能對於相關的層面進行加總（aggregation）

或分割（desegregation），以達分析的目的。可看出所欲展現的功能與

效用（林劭仁，2001）。Oakes(1986)認為指標可分成兩種最基本之類型，

分別為單一統計量（single statistics）及綜合統計量（composite 

statistics）。 

 

由此可知，? 使教育指標具有實用性之目的，研究者應視其所關

注的焦點來建構合宜的指標發展方法。一般而言，指標的分類方式是

將指標分成三大類，茲分述如下（Johnstone,1981；王保進，1993；林

邵仁，2001）： 

 

（一）代表性指標（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代表性指標之意涵，是在眾多相關可用的指標中，選取出一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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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指標，以代表所欲說明的教育現象。但至於如何選取最佳之指標，

以代表所欲呈現的教育現象，引起不少人的質疑。再者由於教育制度

為一複雜的綜合體，很難從局部之單一指標來代表全貌（Johnstone, 

1981），恐流於以偏蓋全之虞。 

 

（二）分割性指標（disaggregated indicators） 

   

將複雜之教育現象與以分割成數個部分，再根據需要，把分割之

指標所代表之教育現象之要素加以明確界定，以選出最有效之指標。

分割性指標之特性在於，指標源自於同一教育現象，是以指標間具有

同質性，另一方面由於不同的要素及成分，所以具有互斥性。其缺點

在於不易將複雜之教育現象加以切割、切割成小部分時，容易落入代

表性指標之缺失、定義困難、費時費力、分割指標間可能互相混淆等。 

 

（三）綜合性指標（composite indicators） 

 

將數個衡量同一現象之指標，給予適當的權重，以建構一個單一 

指數。優點在於能夠精確描述出教育現象。例如美國勞工統計局發展

一些綜合性指標，以評估經濟狀況。 

 

二、指標選取考量 

 

OECD(1982)認為指標的建構首先就是要對指標進行選取，其考量

之規準如下述（郭昭佑，2001）： 

（一）結果性：指標須重視輸出導向或可藉以描述社會結果。 

（二）政策相關性：指標之建構應對公共政策之改善有參考價值。 

（三）穩定性：在一定時間內具有可應用性。 

（四）可分割性：指標可分割並應用至個別情境。 

（五）可比較性：可用於區域間之比較或進行時間序列之預測。 

（六）可描述性：能描述大眾所關切的社會現象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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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用性：理論與實務可以統整，並據實用性。 

至於教育評鑑與指標之關係，馬信行（1990）認為要衡量教育品

質可透過教育指標的概念來連結品質的發展與測量。指標之選擇與建

構則有賴於研究者對教育系統各組成層面及因素之充分瞭解。 

  在教育指標的建構中，學界最常使用「輸入」、「過程」、「輸出」
的架構。Polmp、Huijsman與 Hluyfhout(1992)認為指標在建構時，需考

量背景因素與外在因素，並根據 Stufflebeam所發展之 CIPP評鑑模式，

並以其中的四個要項發展成為四種指標— 背景指標、輸入指標、過程

指標以及輸出指標之模式如圖 2-2所示： 

 
 
 
 
 
 
 
 
 
 
 
 
 
 
 
 
 

圖 2-2評鑑制度之指標圖 

資料來源：“Monitoring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monitoring system,”by T. P., Huijsman, & E. Hluyfhout,199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12,66. 

輸出指標 

1. 學業成就 
2. 畢業率 
3. 教育表現 
4. 公民參與 

輸入指標 

1. 經費及教材來源 
2. 教師特徵 
3. 學生背景 

過程指標 

1. 課程特徵 
2. 組織特徵 
3. 教學特徵 
4. 組織氣候 

背景指標 

1. 學區特色 
2. 社會經濟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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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lainen(2003)將歐洲國家不同種類的教育指標加以分類，歸 

納如下： 

一、目標（Objectives） 

二、資源（Resources） 

（一）教職員(Staff) 

（二）學生(Students) 

（三）管理(Management) 

（四）設施(Facilities) 

（五）財務(Financing) 

三、方案（Programme） 

   （一）課程內涵(Content of curriculum) 

   （二）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 

（三）教學與學習(Teaching and learning) 

（四）與研究的連結(Links with research) 

（五）輔導與諮商(Guidance and counseling) 

（六）實習訓練(Practical training) 

（七）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八）考試與期末論文(Examinations and final thesis) 

（九）與工作生活的連結(Link with working life) 

四、結果(Results) 

（一）已達成的目標(Achieved objectives);大學或碩士生被期望的能

力(expected BSc/MSc competences); 學習成效(learning outcomes) 

（二）過關率(Pass rate) / 退學率(drop out rate) 

（三）學習的長度(Length of study) 

（四）畢業安置(Graduate placement) 

（五）區域的衝擊(Regional impact) 

五、內部的品質保證(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一）品質管理(Quality management) 

（二）品質保證機制(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 

（三）從學生、教職員、勞動市場或是社會所給予的回饋(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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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students, staff, alumni, labor marker, society) 

 
  由上述可得知，歐美國家在教育指標的建構上，仍多參照 CIPP模式

之精神加以規劃。本研究透過教育指標建構之理論，以作為發展我國

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之重要依據，並據以發展成研究工具。 

 
肆、教育指標建構之方法 
 

教育評鑑指標的建構，主要分為質化、量化以及綜合質化與量化 

的複合法等三大研究取向。質化的指標建構方法約有：文獻探討法、

專家判斷法、腦力激盪法、專業團體、提名小組、焦點團體以及德懷

術等。至於量化的指標建構方法可分為；問卷調查法、? 歸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階層分析法等。至於複合式的指標建構

方法，則有：精釋研究法與概念構圖法等（郭昭佑，2001）。茲將上述

建構法之特性，說明如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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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教育指標建構之方法 

方法 屬性 功能 主要參 

與者 

資料收集 

方式 

資料分析

方法 

特色/限制 

文獻探討法 質化 指標建構 研究者 文獻 文獻分析  

專家判斷法 質化 指標建構 專家 專家討論 專家討論  

腦力激盪法 質化 指標建構 專家 腦力激盪 意見分析  

專業團體模

式 

質化 指標建構 專家 專家意見 專家討論 

實地測試 

公聽會 

時間需求

高 

提名小組 質化 指標建構 專家 書面觀點 討論表決  

焦點團體法 質化 指標建構 同質性

成員 

團體討論 訪談資料

分析 

 

德懷術 質化 指標建構 專家 問卷 問卷意見 

彙整分析 

時間需求

高 

問卷調查法 量化 指標建構 專家 文獻 

問卷調查 

問卷分析  

? 歸分析法 量化 探究指標間

關係 

研究者 文件資料 

問卷調查 

問卷分析 統計套裝

軟體 

因素分析法 量化 指標建構 研究者 文獻 

文件資料 

問卷分析 統計套裝

軟體 

主成分分析

法 

量化 指標建構 研究者 文獻 

文件資料 

問卷分析 統計套裝

軟體 

階層分析法 量化 指標建構 研究者 文獻 

問卷 

專家意見 

問卷分析 

AHP軟體 

精釋研究法 複合 指標建構 

指標加權 

研究群

專家 

研究群彙整

檢核表 

專家討論 

統計判斷 

統計套裝

軟體 

概念構圖法 複合 指標建構 

指標加權 

研究者 

利害關

係人 

腦力激盪 

權重判斷 

統計分析 概念構圖

軟體 

資料來源：“教育評鑑指標建構方法探究”，郭昭佑，2001，國教學報，13 

，273。  

   

    綜合以上之指標建構方法，本研究欲發展兼具國際化與本土化之評

鑑指標，從參照國外先進國家之餐旅學門評鑑制度及其評鑑指標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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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為始，以作為發展本研究之理論基礎。而歷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曾委託先進國家建構教育系統

指標，作為各國比較之依據（莊謙本，1999）。是以檔分析可為建構指

標的基礎。 

     

    為使研究兼具深度與廣度，在建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後，? 研究

認為屬質的評鑑標準不夠客觀具體，會影響評鑑結果之公信；而屬量

的評鑑標準則被認為缺乏彈性，違背實驗與改革的精神，並容易造成

各校之間互比高下，競爭排名的現象。是以? 建構一套客觀且有效用

之評鑑標準，意即「質量並進」的評鑑方法，是時勢所趨。是以在質

性研究方面，考量節省時間之耗費，本研究採取焦點團體之方式進行，

蓋因焦點團體將專家學者匯集一堂，ㄧ來可節省資料郵寄上的時間耗

費或遺失，二來透過共同討論俾能凝聚共識，激發出更多之共鳴。 

     

    量化研究方面，本研究採層級分析法進行，乃因為文獻探討而得，

晚近不少研究探討指標建構之議題，多以層級分析法為資料蒐集之方

式（林劭仁，2001；莊謙本，1999；郭昭佑，2001；Badri, & Abdulla, 

2004），層級分析方式為一專家意見之判定，可處理兩兩因素（指標）

間的兩難問題，且在操作上甚為方便，同時也是時勢之趨，此為本研

究採取接分析法為量化蒐集資料之因。 

   

    然而，建構合於我國國情之完善指標建構並非全盤仿造國外模

式，或是囫圇吞棗做資料資拼湊，而是經過相關專業人士集思廣義，

不斷地凝聚共識，將複雜的抽象概念簡化成適切之文字描述，能充分

且適當地評鑑系所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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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先進國家與我國教育評鑑探討 
 
 
歐美國家教育評鑑制度行之有年，且發展完善。其中，美國教育

評鑑是採行認可（accreditation）制度，且透過績效的風潮下，逐漸走

向自我專業之途，並重視機構評鑑與學門評鑑雙重模式；英澳高等教

育則較偏向「品質評估」（quality assessment）或「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的高教評鑑制度（陳漢強，1997；蘇錦麗，1997；楊瑩，

2004，2006；王如哲，2005），採行政府強制評鑑方式，由政府成立評

鑑組織，且趨向機構評鑑模式。 

 

? 瞭解教育評鑑制度之內涵與發展趨勢，本研究透過歐美國家在

教育評鑑制度實施上之現況分析，可一窺堂奧。玆以高等教育評鑑制

度發展較為完善的國家，美國、英國及澳洲三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演

進與現況作一扼要說明，以為本研究發展合宜學門評鑑指標建構之參

考。 

 

壹、美國教育評鑑制度 
 

美國教育評鑑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為美國憲法中強調各州自治的

精神，讓各校擁有權力自行辦校，其評鑑方式為聘請教育人員，根據

量化評鑑的標準，實際到校察勘，並將研究結果予以公開，以作為學

校認證的依據（陳漢強，1992）。美國自 1960年代以後，由於教育的

大量擴增、國家競爭力的要求、教育資源的短絀、教育市場的選擇導

向、合法性的補償需求，以及對公立學校辦學績效的質疑，種種因素

使的教育評鑑為教育學者與社會大眾所重視（秦夢群，1997；黃政傑，

1993；House,2003）。以下論述美國評鑑發展之歷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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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高等教育評鑑發展脈絡 

 

Madaus、Stufflebeam、Scriven將評鑑的沿革分為六個階段： 

（一）改革階段： 

1800-1900年，教育評鑑活動於十九世紀展開，以筆試成績評估學

生的學習成就，探討拼字教育政策，為美國第一個正式的教育評鑑。 

 

（二）效率與測驗階段 

1900-1930年。以 Tyler為主的科學管理盛行，提供系統化、標準

化及效率為訴求。評鑑的定義被定位為測驗。 

 

（三）泰勒階段 

1930-1945年。Tyler為第一個使用「evaluation」字眼的人，將評

鑑定義為確定目標是否達成之過程。 

 

（四）純真階段 

1946-1957年。二次大戰後，教育數量與規模增加，但教育品質卻

很少探討，於是教育評鑑因運而生。 

 

（五）擴張階段 

1957年，蘇俄人造衛生進入太空引起美國極大恐慌，自此進行全

面教育改革。1964年通過「初等與中等教育法案」，明確加入評鑑的規

範，以求績效責任。使得評鑑研究大量進入實務階段。 

 

（六）專業階段 

1973年代起，教育評鑑逐漸成為教育領域的一門專業，包括期刊

發行、學術團體成立、大學專業課程的開設、大學教育評鑑中心的開

設，再再顯示美國教育評鑑已達專業領域之階段。 

 

二、高等教育認可組織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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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評鑑趨向專業化的風潮，美國大專校院實施所謂的「認可制

度」，其最早之動機為保護教育消費者之權益，基於依賴民間團體解決

社會問題之傳統，促使民間團體組織認可團體來執行認可之工作（蘇

錦麗，1997）。 

美國目前高等教育評鑑之取向，受社會變遷與教育政策以及世界

風潮所影響，認可制可說是目前美國評鑑制度之主要取向。認可制度

為一外部品質檢視的過程，藉由檢視的過程，以仔細檢查學院、大學

與學程之品質，以作為品質保證與品質改進之用（CHEA,2002）。美國

高等教育在此背景下，紛紛成立許多專業學門之認可機構，而這些認

可機構之成立，也需要經過聯邦及州政府的認證，而進行認證認可機

構之組織有二，一為公部門的美國教育部，另一個則為私立的「高等

教育認可委員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

美國教育部是依據聯邦法規來運作，主要確保聯邦的學生獲得有品質

的課程與學程。CHEA由十七位董事會成員制定政策來運作，主要目

的是確保並強化課程、學程、學位的品質，以及品質的持續改進

（CHEA,2002）。美國各個高等教育機構依照 CHEA所擬定的標準，認

可其所管轄的學校及學門系所，以便提升各校、系所的教育品質。在

美國，高等教育評鑑機構已有超過百年歷史，皆為自治、非政府、非

營利，且出自於高等教育系統，而非由政府命令成立，因此所呈現之

公信力來自於高教體系 

 

 

三、認可制度之論述  

 

美國第一所高教機構— 哈佛學院成立於 1636年，當時美國憲法並

未對大學校院之設立條建訂定任何標準，也無任何法案規範高等教

育，致使美國高等教育品質良莠不齊。其次，基於 1952年「退伍軍人

福利法案」通過後，加上當時一些民間基金會的成立，政府與民間基

金會均提撥預算補助大學校院，但申請之大學校院必須具備一些必要

條件（顏若映，1997）；再者，基於各國追求教育的「品質保證」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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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美國民間團體成立評鑑小組，對高等教育機構進行評鑑，並將評

鑑結果公佈，使社會大眾對於各大學校院之優劣有一清楚的瞭解。 

 

（一）認可制度的起源與演進 

 

認為認可制度的起源，應為 1784年所成立的「紐約州教育董事會」

（New York Board of Regents），該董事會要求其會員要「每年訪視州內

的每一所大學」（USDE,2006）。當時的評鑑小組由一位低階的州政府官

員所組成，進行一天的訪視，且當時並未建立任何評鑑指標，也不具

同儕評鑑以及自我內部評鑑的內涵，相對於現今的評鑑模式，只是初

具認可的規模而已。隨後的 1870、1880、1890年代，美國的認可制度

並無多大的變革，每一州的教育認可制度大同小異，唯一在標準的界

定與學校任務上，會因為區域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在此期間，美國各

州開始以「相同區域」的概念來組成以下四認可組織，分別為：「新英

格蘭學校與學院協會」（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econdary Schools）、「北中區學院與學校協會」（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econdary Schools）、「中部各州學院與學校

協會」（Middle States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econdary Schools）、「南

區學院與學校協會」（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econdary 

Schools）。 

 

真正讓美國的認可制度有「全國統一」的現象，則是始於 1906年

「全國州立大學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versities）於麻

州所舉辦的一場會議，該會議由上述四個區域的認可組織代表，以及

大學入學委員會齊聚一堂，商討一套共通的大學入學標準。該會議中

作出三項重要決議：1.對入學資格作出共同定義與標準；2.建議各認可

協會要求他們所屬的大學，承認其他認可協會所屬學校所核發之畢業

證書；3.鼓勵各認可協會組成「大學入學審議委員會」。此外，該會議

中亦作出兩項重要的發展：將認可制度分野為機構認可（institution 

accreditation）與學門認可（specialized accreditation）兩種形式。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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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認可濫觴於 1909年中北部各州認可協會開始設立認可標準，並於

1913年對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進行認可。機構認可係針對機構整體作

為評鑑對象，評鑑著重於機構目標、運作過程與成果。至於學門評鑑

發展之開端，則始於 1904年「美國醫藥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針對醫學教育學門所建立的認可標準，並於 1907年將所

屬學校依照認可結果加以分類。該協會同時與卡內基基金會合作，將

認可結果正式出版成「費斯勒報告」（Flexner），? 日後的美國學門認

可奠定基礎。美國學門認可之精神，主要是檢視一系所、課程或是學

程，其專業實務（professional practice）運作的有效性（Brady,1988）。 

 

美國真正有系統且定期實施認可制度的時期，應在 1952年「退伍

軍人福利法案」（Veterans Readjustment Assistance Act）通過後，當時政

府將高等教育認可的結果，作為聯邦政府補助高等教育之依據，在此

機制下，各高教機構紛紛加入認可的行列。續而在 1975年所成立之「高

等教育認可委員會」（Council on Postsencondary Accreditation, COPA），

負責統整與確認美國各地各自為政的認可機構。COPA的產生，源自於

兩個全國性認可機構的合併：一為 1949年成立的「全國認可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NCA），另一為「聯邦區域高等

教育協會」（Federation of Regional Accrediting Commission of Higher 

Eduvation）（USDE,2006）。 

 

COPA為一非官方、非營利性質之私人團體，負責對認可機構進行

確認工作。運行至 1994年時，由於教育部的干預，使得該團體的功能

減弱，因而改名為「大學評鑑承認委員會」（Commission on Recognition 

Postsecondary Accreditation, CORPA），其業務只限於「承認」各評鑑團

體的委員會（陳漢強，1997）。 

 

CORPA於 1997年解散，取而代之的是「高等教育認可委員會」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成為美國現行之

私立、非官方的，專責認證認可機構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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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政府仰賴認可制度作為高等教育機構或方案品質把關工

作，已有五十年之久。這樣一個由認可所提供對於品質上的合理爭辯

與不同意見的判斷，迎合學生、政府與公眾的需求。認可制度每五到

六年施行一次，並受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 HEA) ，

目前的再認可制度，在績效責任議題上，在認可與州政府之間明顯有

所區分。這樣使得不論學生政府或大眾都無一受惠。 

     

以下就美國州政府與認可之關係，以及再認可制度作一評析： 

一、認可聯邦政府間的關係 

美國認可制度是一種自願性質，由高等教育機構與方案主動提

出，以確保學術品質與改進。這種主動規範(self-regulation)的過

程，是由認可機構所發展的標準，採取self-study的方式。認可機構

會採同儕評鑑方式，基於認可標準，檢視該受坪機構或方案受評的項

目是否達到目標。 

認可制度在美國已有一百年的歷史，直至2002年止，共有6400

個機構以及18,700個方案持有認可狀態。為確保認可制度本身的信

度，州政府建立一個定期檢視的機構(一個認可”recognition”的過

程) ，州認可基於州政府針對此一特殊目的所訂定的標準而實行。認

可制度的施行隸屬於美國教育部(USDE)以及「國家機構品質與公正諮

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grity, NACIQI)。NACIQI至少每五年評鑑機構一次，以檢視

機構或方案是否符合認可標準。認可的標準專有名詞，以及認可的狀

態都受1965年所通過的美國高等教育法案(HEA)中第五條(學生協助)

中第八款(方案公正三合會)的法律約束，HEA為聯邦政府高等教育的主

要法規，其認可標準如下： 

1.機構必須說明其已具有認可與再認可的標準，如果有提供，表示

該機構具有確保教育品質可信賴者。 

2.機構的認證標準，在下列項目中作認可： 

（1）學生成就在關於機構任務，包括適切的合理的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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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證照考試以及就業率等項目上，有成功的展現。 

（2）課程 

（3）教師 

（4）設備機具與設施 

（5）財政與管理能力 

（6）學生支援服務 

（7）招生與入學、學校行事曆、簡介、刊物、分級制度、廣告 

（8）方案長度的測量以及學位的目標或是證照的提供 

（9）學生申訴的紀錄 

（10）法案第五條項下，基於教育部、財務報告或是其他部門

所提供給機構的訊息，有關最近的學生貸款比例，機構方案的

責任承諾。 

 

二、再認證 

主要探討機構與方案迎合學術以及財政的責任，關於HEA法案中

州政府學生授與以及貸款方案上。聯邦政府自1952年開始仰賴認可制

度作為判斷高等教育品質。認可組織必須是被高教育認可委員會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CHEA)所認可才能執

行認可工作。CHEA本身為一私人的非營利組織，其任務為協調機構與

方案認可過程。 

  由此可知美國教育評鑑系統由州政府為最高指導單位採因州制宜的

方式，而再認可制度是? 保持認可制度之品質，作為把關之機制。 

 

（二）認可的種類與再認可機構 

 

美國的認可團體可分為二大類：第一類為負責「機構認可」的區

域性協會（regional Association）與全國認可協會（National Accrediting 

Association）。目前美國有六個區域性的認可團體以及六個全國性的認

可團體負責機構認可之工作（COPA,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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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個區域性團體，係根據所在地而命名，分別是：「中部各州

學院與學校協會」（Middles States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

「新英格蘭學校與學院協會」（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北中區學院與學校協會」（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Schools）、「西北區學校與學院協會」（Northwest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Schools）、「南區學院與學校協會」（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Schools）、西區學院與學校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Schools）。這六個認可團體負責其隸屬區域內之大學校院與

中小學學校之認可事宜。 

 

至於全國性的認可團體分別為：美國聖經學院認可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ible College）、獨立學院與學校認可學會（Asser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Schools）、全國家庭研究委員會（National 

Home Study Council）、進修級希伯來語與猶太法典學校認可學會

（Association of Advanced Rabbinical and Talmudic Schools）、美加神學

學校認可學會（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以及全國貿易與技術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de 

and Technical Schools）。全國性的認可機構，則是負責相關學院與學校

之認可工作。 

曾淑惠（2004）認為全國認可及區域性的認可機構之異同為：國

家認可與地區認可之認可對象同是公私立、營利或非營利機關，而兩

者不同之處在於：全國性的認可所認可之機關學校性質，很少是? 單

一目的而設立的（如：遠距大學、私立生涯發展機構等），至於各區域

中二年制或四年制學校的認可，以及對一機關學校作綜合性的認可工

作，則委由區域認可組織來負責。 

 

第二類認可機構則屬「學門認可」性質，以校內特定之學校或學

程為對象，依學門不同之屬性，分別由四十個學門認可機構來處理

（COPA,1990），例如：認可美國餐旅教育的旅館、餐廳與機構教育委

員會(Council on Hotel, Restaurant and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CH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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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大類的認可機構，必須經過以下機構的評鑑與確認後，才

能成為一正式的認可團體，這兩大認證認可機構的組織，一是公部門

的，為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SDE），另

一為私人團體設立的高等教育認可委員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USDE是美國政府依據聯邦法規來運

作，主要是確保聯邦之學生或有高品質的課程與學程，也只有由 USDA

所認可的學校或學程，才能獲得聯邦政府的經費支援。至於 CHEA則

是一私人的公正團體，成立於 1996年由 17位委員所組成，主要目的

為強化學校課程、學位的品質、品質的持續改進（曾淑惠，2004）。經

由 USDA及 CHEA所認證的機構，稱之為「認證」（recognition），表

示該機構具有進行外部品質檢視的功能。 

 

（三）認可制度之內涵特色與認可標準 

 

Kells(1983)認為美國的認可制度為一種自願的過程，透過非官方的

學術團體，採用同僚評鑑（peer evaluation），以檢視被認可之機構，是

否已達成自我研究（self-study）所訂定的目標，並合乎評鑑的標準（潘

慧玲，2001）。 

認可制度在美國已有一百年的歷史，直至 2002年止，共有 6400

個機構以及 18,700個方案持有認可狀態（CHEA,2003）。美國認可制度

採州認可方式，而為確保認可制度本身的信度，州政府建立一個定期

檢視的機構，州認可基於州政府所訂定的標準來執行。這種主動規範

(self-regulation)的過程，是由認可機構所發展的標準，採取 self-study

的方式。認可機構會採同儕評鑑方式，基於認可標準，檢視該受評機

構或方案受評的項目是否達到目標。 

 

美國自 1975年高等教育認可委員會（COPA）成立以來，確立認

可制度為一統整的認可活動開始，美國的認可制度在實質上有兩種內

涵，一是所謂的「機構認可」，另一是所謂的「學門認可」。美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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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有以下功能（USDE,2002）： 

1.檢驗機構與學門符合既定的標準。 

2.輔導未來有機會就讀的學生確認可接受該學生的學校。 

3.協助各學校決定可承認或抵免的學分轉移。 

4.協助各公私立基金會確認可投資的學校或學程。 

5.保護學校對抗內外部具有傷害的壓力。 

6.替較差的學程創造自我改進目標，並鼓勵在教育機構間建立一般

標準。 

7.在學校評鑑及規劃中，加入教職員的廣泛參與。 

8.提供聯邦作為決定輔助之基準。 

     

    潘慧玲（2001）認為美國的認可制度具有以下特色： 

1.在評鑑功能上，強調大學個別性與獨特性的發展。 

2.在評鑑目的上，除重視判斷機構之品質，亦強調協助大學改進   

   教育品質，且有愈加重是自我改進功能之趨勢。 

3.在評鑑的標準上，除強調量化資料，亦側重質性資料，且有愈 

   是質性資料之趨勢。 

4.在評鑑的方式上，除採外部評鑑之外，亦重視大學自我評鑑與    

   自我管制，且有愈加重視自我評鑑之趨勢。 

至於認可制的標準則涵蓋了九大範圍，分別是（蘇錦麗，1997）： 

1.受評機構的誠正。 

2.受評機構的目的、籌劃與效能。 

3.管理與行政。 

4.課程。 

5.教授與職員。 

6.圖書館、電算中心及其他資訊與學習資源。 

7.對學生的服務與聯課的學習環境。 

8.設備資源。 

9.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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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可的過程 

 

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多透過尋求認可機構之認可來提升其學術品

質。而這些認可機構必須先通過更高一層的認可，使具有認可的公信

力。由各種學術專業認可學會負責，進行品質保證與改進的工作（潘

慧玲,2001）。在美國，由於認可制是一種自願性質，因此，各受評機構

或學門須在全體相關人員的共識下，決定是否要具備認可資格。並選

擇向ㄧ適當的認可團體提出申請。根據美國教育部所公佈之認可資

料，認可制度的程式如下（USDE,2006）： 

1.設立標準：由認可機構與受認可單位合作，共同制定評鑑標準。 

2.自我評鑑：各受認可之機構或學門於申請獲得審查核准後，在ㄧ

定期限內（通常為兩年），準備一個深度的自我評鑑報告書，報

告書的內容須針對認可機構所建立之標準，衡量該機構或學門之

表現，是否合於標準。 

 

自我評鑑的參與者，應包含全體教職員、學生、家長以及社區代

表，對於學校或系所進行內部之診斷，以檢討缺失，並尋求改進之方

針。至於美國各學校在進行認可過程時，ㄧ般所採取的步驟如下： 

1.由校長組織成立「執行委員會」（sterring committee），負責 

規劃、協調與辦理自我評鑑工作。 

 

2.針對評鑑規準所設立之項目，分別設立若干工作委員會，例如：

「課程委員會」、「行政委員會」、「設備委員會」、「學生服務委員

會」等。 

 

3.各工作委員會中指派各工作人員，執行相關的自我評鑑工作，並

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4.現場訪視：受評機構在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後，將報告送交認可

機構，認可機構則視受評學校之性質與大小，遴選相關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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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八人，組成訪視團隊，至受認可機構或系所訪視，以檢視該

學校符合認可機構設立標準之程度為何。訪視小組的名單亦需經

過受評學校的同意，以確定委員與學校之間未曾有過利害或恩怨

關係存在。至於訪視小組成員之來源，依美國之情況而言，通常

由同級同類的校長、教師與行政人員或相同專門領域的學者專家

所組成，是以稱為「同儕評鑑」（peer review）。 

 

訪視小組設有ㄧ位召集人，訪視小組所進行之訪視工作，主要是

藉由其專業的判斷，檢視受評學校或系所是否已達其設定目標之程

度，並對該學校提出建言與改進方針。訪視小組可經由晤談、實際觀

察、書面資料審閱等方式，瞭解受評學校或系所之狀況。經過上述過

程之後，訪視委員仍需針對該校或該系所之評鑑結果進行討論，以建

立共識，力求評鑑結果之客觀與公平。訪視小組織召集人需負責作為

受評學校或系所及訪視小組的溝通橋樑外，在結束訪視離校之前，須

向受評學校相關人員，進行評鑑結果的口頭報告，這也是所謂的「離

校報告」（exit report）。此時，訪視小組是不接受受評單位任何的提問，

訪視小組在離校前應對認可結果作成決定，但不須在此時向受評單位

報告。 

 

5.評鑑結果公告：訪視小組於訪評結束後ㄧ週內，將書面報告之結

果以及對受評單位限期之建議表提交受評單位。受評學校或係所得

對訪評結果報告，作出反應。認可機構據此在握出最後決定，符合

標準的受認可學校，在官方刊物中公告受認可學校或系所的名稱與

認可結果。監督：認可機構在某一學校之認可期間內，持續監督該

學校是否持續符合所建立的評鑑標準。 

   

 6.再評鑑：認可機構每隔一固定時間後，再評鑑每個所認可之學校，

以確認該學校是否持續符合所建立的標準。 

     

（五）認可制度之綜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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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認可制度實行百餘年來，使得高等教育獲致品質管制與品質

保證之效，美國高等教育之優質也是全球有目共睹之事。然而，認可

制度也在美國教育上造成衝擊。美國立國精神中，地方分權意味濃厚，

聯邦政府則擁有有限的權力。隨著在教育評鑑採認可制度的腳步下，

聯邦政府開始要求各大學進行評鑑與認可，觸角開始進入各大學之

中，幹擾各大學自主之精神，使各大學對評鑑十分反感。美國的認可

制度也被人譏諷為「只重過程而不重成果」，且大眾常誤用評鑑結果，

將其作為「排名」之依據，而忽略教育評鑑是以「改善」（improve）為

最高指導原則。 

 

在認可制度的演進上，隨著時代變遷之需求，以及教育評鑑理論

與方法之影響，認可制度的內涵亦有些許轉變，Young（1983）、郭昭

佑（2001）、曾淑惠（2004）認為制度的標準由原先的量化標準轉為質

化標準，認可重點由強調統一轉為鼓勵發展學校特色，評鑑方式由外

部人員評鑑轉為內部人員評鑑，實施目的則由認可學校，轉為協助學

校實施自我改進教育品質。由此可知，認可制度之內涵與社會脈動發

展是息息相關的。 

 
 
貳、英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 
 

一、英國高等教育評鑑發展脈絡 

 

英國的教育評鑑發展歷史是與課程發展是聯結在一起的，教育評

鑑等同於課程評鑑。英國初期的課程評鑑是以泰勒目標模式的思考架

構為主。1970 年代，英國課程評鑑興起ㄧ股另類取向之風潮，對目標

模式提出質疑。1980 年代英國教育評鑑分為兩大類：ㄧ是著重績效的

評鑑（如：學校層級的評鑑、學童學科表現的評量），另ㄧ是在專案補

助風潮下所做的課程評鑑。詳述其發展如下： 

英國高等教育機構一向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經費雖為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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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授權之「大學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 UFC）所分

配，但英國之高等教育機構並非完全受制於中央政府，此時大學撥款

委員會就在中央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之間，扮演著溝通與協調的角

色，各大學可自訂教育目標，不需經過中央政府之同意。 

 

1970 年代起，由於受到巨大的經濟衰退壓力衝擊下，連帶造成整

個經濟與教育品質衰退。英國在 1979年大選之後，保守黨提出 3E的

概念：經濟（Economy）、效能（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並

要求各大學與技術學院，分別對大學撥款委員會以及技術學院撥款委

員會（The 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s）負責。 

 

英國自 1980 年代後，深受「國際學校改進計畫」（ International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學校內部發展與檢視之導引」（Guidelines 

for Review 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in School）等計畫之影響，亦漸由

外部評鑑轉為由學校教職員進行自我診斷的學校本位評鑑，藉以達到

學校改進與發展之目的（Hopkins,1989；郭昭佑，2001）。 

 

1985年英國政府發表「教育綠皮書」，其中揭豬高等教育產出的三

大類：高品質的人力、研究生產力、社會服務之利益。而在 1988年大

學撥款委員會改組為大學補助審議委員會（University Funding 

Council,UFC）。大學補助審議委員會宣示：各高等教育必須對於改善教

育品質與標準採取行動，否則就要自籌經費來源。因應大學補助審議

委員會的要求下，大學副總長與校長委員會設立一個學術審核單位

（Academic Audit Unit, AAU），專司大學品質保證之檢視，也因此開此

英國品質保證制度之緣起。 

 

由上述可知，英國高等教育的品質保證制度與其高等教育體制的

改革有密切的關聯。茲說明其發展特色如下： 

（一）品保制度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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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高等教育的品質保證制度與其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有密切的

關聯。1992年通過實施的「擴充及高等教育法案」(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法案內容中將多元技術學院改制為大學，雙軌制度在

英國的高等教育體制正式宣告廢除。因此，? 求建立各大學校品質管

制之機制，英國各大學及高教機構於 1992年 7月出資成立財團法人性

質的「高等教育品質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 

HEQC)，負責大學品質審核、學分承認、以及品質改善之任務

（Webb,1994; Morley,2003；王保進，2005；轉引自楊瑩，2005）。 

 

（二）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建立 

 

1992 年高等教育品質委員會成立之後，英國各大學必須進行自我

檢視，並向高等教育品質委員會繳交年度檢視報告。而高等教育品質

委員會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審核各大學之自我審核機制與程式是否達到

品質保證的目標。 

 

除了高等教育品質委員會負責大學品質把關工作之外，英國不同

之區域（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等區）又隨之成立了「高等教育撥

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s, HEFCs)，該機構負責高

等教育機構經費分配的業務。在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組織編制之下，

又設立「品質評估委員會」(Quality Assessment Committee, QAC)，專

責評估高教機構之品質，並提出經費補助之建議，以提供高等教育品

質委員會分配補助款的依據（Lim,2001；王保進，2005；轉引自楊瑩，

2005）。 

（三）英國政府之高教政策 

 

繼高等教育品質委員會的設立之後，各大學已體認到其勢必接受

校外監督與公開的評量，以確保教學品質。也就是在此種觀念逐漸形

成的環境之下，加上反應英國政府「學習型社會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earning Society)報告書之建議，指出英國政府應該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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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些幹預措施來確保高教品質（例如：將經費補助與品質保證審核

功能結合），設置一個專責機構負責品質審核的工作 (Dearing 

Report,1997; Morley,2003)。因此，1997年乃由英國政府成立「品質保

證局」(QAA)來整合取代高等教育品質委員會與品質評估委員會審核教

學品質的功能，並透過與「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簽訂合約，

負責評鑑及確認高等教育機構的品質（Lim, 2001:45-47; Gordon & 

Lawton, 2003；轉引自楊瑩，2005）。 

     

    英國大學評鑑機構，以品質管制為特色，其評鑑機構之性質為受 

政府補助之中介團體，或是政府中介組織。評鑑實施之種類，分為研 

究評鑑以及學術評鑑兩種。其中研究評鑑則由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 

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HEFC）轄下之研究評估小組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 RAE），負責評估作業。至於學術評 

鑑，則由 QAA負責。以下分別對 RAE及 QAA兩評鑑機構做介紹： 

 

二、英國大學評鑑機構 

（一）研究評估小組 

    英國大學中的研究評鑑，係由研究評估小組負責。其成立背景源 

自於 1988年英國政府將補助研究與補助教學的經費予以分離。並將研 

究評鑑經費獨立辦理，建立評鑑指標，並劃分等級，以作為政府補助 

之依據（王如哲，1995）。 

 

  1.機構使命 

    研究評估小組係由英國高教撥款委員會負責管轄，並須定期研究 

及參與英格蘭高教撥款委員會（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蘇格蘭高教撥款委員會（the Scottish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SHEFC）以及威爾斯高教撥款委員會（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Wales, HEFCW）。RAE的功能為 

針對英國各大學研究評鑑為主，強調各大學之績效責任，並以評估結 

果做為經費分配之參考。 



 

62 

  2.評鑑方式與項目 

    研究評估小組之評鑑方式，以同儕評鑑為主，評鑑之項目有：研

究人員、研究成果、研究生、研究收入、研究環境等。 

  3.評鑑指標 

    研究評估小組有以下三項評鑑架構與指標： 

  （1）學習與教學（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包括入學管道、進步與成就、學習效率、就業能力等指標。 

  （2）研究（research） 

      包括研究評鑑的年度指標、研究經費與學校授予之博士學位等 

      指標。 

  （3）生財管道（wealth generation） 

      包括產學提供經費的研究計畫、合作計畫、大學從企業或智慧 

      財產權所收取之所得等指標。 

 

  4.評比等級 

    研究評估小組之評比共分七個等級，分別為：5*、5、4、3a、3b、

2、1等。大學若獲得5*或5之等級，可獲得最高額之補助，但若，

獲得等級1或等級2者，則無法獲得政府之研究補助。 

（二）英國品質保證局 

 

    保證局自成立以來，負責檢視與評估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之工作， 

其運作機制完整且? 英國高等教育品質奠定良好之形象，茲詳述英國 

品質保證局之評鑑機制如下： 

 

英國品質保證局成立於 1997年，為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契約委託 

成立之獨立法人機構。其經費來源為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之經費補助

與各大學機構捐款。 

 

不同於美國認可制度之模式，採自願申請之形式，英國品質保證

局所實施之高教評鑑方式，採強制評鑑制。茲說明英國品質保證局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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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制度之內涵如下： 

1.機構使命 

在於促進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及品質提升標準的信

心，並確保「錢花在刀口上」(value for money)之績效責任，透過規劃

一套整合之模式，實施學科(subject)與機構 (institution)之學術評鑑

(academic review)。QAA的學科指的是一種特定的教育學科概念，此概

念與美國高等教育的學門（discipline）具有類似之意義（洪久賢、鄧

之卿、李銘輝、劉元安，2006）。其目的為建立、維持、提昇高等教育

之學術標準(QAA, 2000)。 

 

品質保證之主要責任在於高教機構本身。然而，基金委員(funding  

council)有權責需要根據評鑑良好的教育機構發放教育基金，因此 QAA 

亦代表基金單位(funding bodies)來提供評鑑的資料以作為提供學校 

補助款的資訊來源。 

 

2.設立目的 

品質保證局之設立宗旨有二： 

（1）確保大眾投資的價值：確保補助給具有品質的學校、藉此鼓勵

學校儘速改進重大缺失、提供基金委員會評斷教育補助的依據。 

 

（2）鼓勵教育品質的改善：藉由公佈學科評鑑報告(subject review 

report)、學科概述報告(subject overview report)及透過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的分享。 

 

（3）透過報告書的公佈，提供大眾有效的及方便取得的高教品質公

開資訊。 

 

3.設立宗旨 

（1）維持高等教育學位標準與品質，確保學生與廣泛社會大眾之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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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佈學術標準與品質之資訊，做為學生選擇之依據，並提供企

業雇主參考，同時作為擬定公共政策之基礎。 

（3）提昇高等教育標準與品質的保證與管理，並促使廣泛理解其價

值。 

（4）促進對高等教育標準與品質性質之瞭解，並從英國、歐洲及國

際實務中，維持共同之參照標準（QAA, 2001；王保進，2005）。 

 

4.評鑑種類 

（1）學科(subject)之學術評鑑(academic review)。 

（2）機構(institution)之學術評鑑。 

（3）觀念上，學術評鑑(academic review)可被視為是教育機構每 

  六年一次循環的內部動態約定(engagement)。品質保證局透過學科

評鑑的方式持續不斷的更新、提供檢視與追蹤整體機構系統的評判

資訊。對機構評鑑(institutional review)而言（同樣每六年一次），除

了最高層的機構資料，就不需要另行蒐集大量的評鑑資訊。 

 

5.學科評鑑(subject review)內涵 

（1）品質保證制度之「學科評鑑」是一種方案或學程(programme)

的概念，在同一領域內(subject)會有不同層級或是多元學科的方案

授予。方案一詞也可以指的是模組學程(modular scheme)的主要路

徑，其本身包括了數種學科領域。 

 

（2）高等教育機構具有相同性質之方案學程，均可根據大學之意

願歸為同一學科，接受品質評估。目前所有方案學程共分為 47 個

學科（QAA, 2000; 2002；王保進，2005），而品質評估的範圍同時

包括專科、大學、研究所層級的學習領域。 

 

6.評判標準及項目 

    針對方案學程之「學術標準」(academic standards)及「學習機會品

質」(the quality of learning opportunities)二個層面進行評鑑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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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1）學術標準： 

評判的焦點在於受評機構的預期學習成果是否恰當、以及學生

成就是否與所訂的預期成果相符。這個評判不直接計分，評鑑委員

依照受評單位的表現給予不同等級的評判（Confidence,Limited 

confidence,No confidence）。 

 

（2）評鑑委員要審查以下項目作判斷： 

A.學習成果 learning outcomes： 

評量受評方案是否有清晰的學習成果，能夠適當的反映出學門

標竿陳述以及所授予的層級 

B.課程 the curriculum： 

課程內容是否適合於方案中的各個階段以及其授予之資格水 

準。受評單位要能展現出課程設計如何讓學生獲取學術的與智能

的進步。 

C.學生評量 student assessment： 

是否能夠適當的衡量出預期成果之成就。 

D.學生成就 student achievement： 

考量近三年來受評單位的外部審查委員的報告及直接抽查學

生的作品來評比。 

 

（3）學習機會品質： 

評鑑乃根據其是否達成課程內容與評量的有效性（預期學習成果） 

來給予不同等級的評判（Commendable,Approved,Failing）。評鑑委員要

審查以下項目作判斷： 

 

A.教學與學習： 

包括團體教學、實用教學、直接式個人學習、課程內整合技巧、

以及遠距教學等。評估教學的廣度、深度、速度及挑戰；教學方法

是否富適當的變化；學門知識的教學效果；學門特定的、轉移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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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的技巧 

B.學生進步： 

包括學生能力是否符合方案要求、對於特別學習需求是否有適

當的安排、對個人學術支持的效果。另會考量學生在方案內的整體

性進步，以及未完成學業的比例 

 

C.學習資源： 

考量是否有最基本的可利用資源，以及這些資源如何有效的幫

助學生達成預期的學習成果。包括：設備（包含網路科技 IT）、設

施（包含實驗室 laboratories）、以及圖書（包含電子資料庫 electronic 

resources）的使用 

 

   7.綜合評判 

「綜合評判」指的是學生的學習經驗及成就展現出符合學門設 

定目標的程度，評鑑委員根據判斷給予量表分數 1∼4分的評比。 

評鑑委員乃根據以下標準指標構面（6項綜合評判構面）來檢視評分： 

（1）課程設計、內容及組織 

（2）教學、學習及評量 

（3）學生進步及成就 

（4）學生支援及輔導 

（5）學習資源 

（6）品質管理及提昇 

 

8.QAA評鑑之參照基準 

評鑑委員可據此判斷個別方案學程所既定的學習結果是否適

當，而大學也可以知道如何透過自我評鑑來展現達成標竿說明之實際

證據，並作為受評學科與評鑑委員討論的基準（王保進，2005）。 

 

（1）資格架構(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做為方案學程設立之預期成果、以及學生實際的學習成就(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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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是否達到學位資格應有的水準之判斷參考點(reference 

points)。例如：不同 level的學位會展現出不同的能力資格。 

 

（2）學科標竿(subject benchmark)： 

用來說明某一層級學位資格所應該達到的水準。學科標竿並非一套

特定知識，而是大學在規劃一個方案或學程時，有關學生應有的知

識能力之基礎架構（QAA, 2000；王保進，2005）。以餐旅休閒觀光

學科(Unit 25)為例，其學科標竿的能力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

是課程的詳細說明，賦予課程設計者課程發展藍圖，讓其準備學習

成果及評量方式。能力指標非為評量的標準，亦不評估學生個人。

標竿化表現水準(benchmark statement)代表了典型優秀餐旅科系畢

業生應具備有的能力，以及學生獲得餐旅學位所應具備之最低門檻

(threshold)水準之說明。 

 

9.評鑑程式 

（1）學科評鑑準備工作： 

 

A.確認評鑑範圍與意願調查(Scope and preference surveys)： 

大概在進行評鑑之前一年，每個學校會被要求完成一份範圍與意願

調查資料表。此項調查主要在蒐集關於受評機構所提供的學科領域

範圍、在每個領域之下所提供的方案、每個方案之下的全時學生人

數、各學門希望進行評鑑的時間點、以及其他關於評鑑的事項。 

 

B.提出初步概況報告(Initial profiles)： 

QAA對於各機構的資訊相當多來自於前一週期的品質評鑑資料。這

些資料將被用於準備各校的概況報告（資訊與機構共同分享、但是

不被公佈）。每份概況報告會摘要整理出關於各機構的宗旨目標、設

計課程的適當性、課程傳遞、學生學習的品質、學生支援與進步、

學習資源、以及學生成就等項目。QAA再根據概況報告之內容，與

每個受評機構討論學科評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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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提出自評報告(self-evaluation report)： 

自評報告主要是針對學科內部評鑑過程的完整記錄，一方面用來鼓

勵學科評鑑相關人員評估學生學習機會的品質、以及他們所達成的

標準。另一方面提供訪視人員檢視受評機構自我分析的證據，包括

受評機構所認知優點及缺點，讓訪視人員在評鑑進行之前對受評學

校有所瞭解。為達成這二項功能，自評報告須以方案詳述(programme 

specification)的方式呈現，儘可能在知識、情意、技術等方面詳細表

達出期望學生表現的成果，包括：教師如何讓學生達成預期成果的

教學與學習、成果展現的評量方法、此方案學程設立學術標準的適

當性、學生專業資格以及職業路徑的關係。自評報告應該在學科評

鑑開始的一個月之前就準備好。 

 

D.自評的分析(analysis of the self-evaluation)： 

評鑑委員會針對受評機構的自評文件來規劃日後的評鑑。評鑑委員

會考慮受評機構所列的宗旨是否清晰、及預期學習成果是否能達成

其所設定的目標。項目包括： 

 

(A)受評機構的宗旨適當表達出其寬廣的教育目的。 

(B)受評機構的宗旨適當反應出相關的學門標竿。 

(C)受評機構的宗旨與其預期的學習成果有清楚的關係。 

 

（2）進行實地訪評之流程：  

 

A.評鑑的執行希望在受評機構、學科教師、以及評鑑團隊之間產生

對話(dialogue)與合作(cooperation)的精神。評鑑委員必須要蒐集足

夠的證據來檢測(test)受評機構的自評陳述，以形成強而有力的評

判。 

 

B.同儕評鑑(pe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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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在於讓那些瞭解受評單位學科的專業人員來做評判，讓評鑑結

果有公信力(credibility)、並且博得尊敬，因此其評判過程必須透明

化、結果要公開化。學科評鑑是由學科專家團隊來進行評鑑，而他

們的責任在於閱讀、分析、檢視由受評機構所提出的自評檔，以及

蒐集任何有助於評判的證據。學科評鑑專家是由 QAA 從產業界及

專業領域中尋求提名與申請，在實地評鑑之前會由 QAA 訓練與說

明。而評鑑團隊委員的數量乃反映出受評機構的大小、範圍及複雜

程度，最少為 3人，最多為 6人。評鑑團隊的成員要避免利益衝突

及做好利益迴避之原則。 

 

C.評鑑團隊第一次會議會考慮： 

(A)受評機構提供的自評及相關檔 

(B)受評學門的範疇與性質、評鑑與評判的主要事項 

(C)評鑑執行時促進者的角色 

(D)評鑑成員個人責任的分配 

(E)評鑑要求之實地及非實地方案活動 

(F)赴受評學科訪視的型態及時間表 

 

（3）品質判斷： 

 

A.結合直接觀察及檔審查證據的評量，包括內部報告及外部報告。 

B.綜合教職員或學生的會談意見與受評單位所提供的檔做比對檢

測。 

C.亦可徵詢已畢業的學生、業者、以及相關產業代表的意見。 

D.所有的評鑑委員應該要能指出、分享、評量與分析方案審查的證

據，並且要將評鑑過程當中的觀察與會談等細節記錄下來。這份記

錄將作為評鑑小組內互相傳閱以作為日後綜合評判與檢測的參考

證據。 

 

（4）提出學科評鑑報告(Subject review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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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評鑑之後會公佈大約 4000字的評鑑報告，內容包括： 

(A)簡短評鑑方式的描述 

(B)受評學門的整體性宗旨 

(C)學習機會品質的評鑑以及所達成的學術標準 

(D)結論與評判 

(E)一頁的結論摘要 

 

B.初稿(draft report)與回饋意見會先送至受評機構參閱，以確定結果

之正確性。品質保證局的目標在於公開評鑑報告，因此在評鑑結束

後的五個月之內會對外公佈其結果報告。 

 

10.評鑑週期：6年一次 

 
參、澳洲教育評鑑制度 
 
一、教育評鑑制度發展脈絡 

 
二次大戰之後，由於人口的激增、移民的湧進、經濟發展以及人

們對教育的強烈需求，促使澳洲大學的擴展。1960年初期，澳洲政府

要求「澳洲大學委員會」(Australian Universities Commission)探究澳洲

高等教育應該發展的途徑。該委員會在 1965年建議另外設立職業及教

學導向的「高等教育學院」(colleges of advanced education，簡稱 CAEs)，

這樣的報告書奠定了澳洲二十餘年的雙軌高等教育體系。 

1970年澳洲已經有 90所 CAEs，當中也有不少是小規模的專科學

院，且這些專科學院並不具備經濟規模，因此開始出現了合併計畫；

正因為如此，從 1970年代開始澳洲倡導大學校院自評方案，鼓勵各大

學院校為自己的教學品質負責。 

 

1980 年代，澳洲政府開始介入大學教學效率與效能的評鑑，但是

當時評鑑效果卻很少拿來作為改革依據。直至 1985年「聯邦第三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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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委員會」(Commonwealth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ion，簡稱 CTEC)

召集了一個研究小組檢視澳洲高等教育的效能與效率，並且在 1986發

表的報告書中建議雙軌的體制中，對高等教育做了重大調整。澳洲政

府才真正對高等教育做徹底的變革，運用許多新穎的方式致力於高等

教育的品質保證和控制。 

 

1985 年後，澳洲發展出政府贊助國家級學門(discipline)評鑑的系

統。他們曾經全神貫注於一些學門上，工程、法律、教師的數學教育、

會計、農業等科系，後來幾年則為電腦 /資訊科學(Kells,1992)。澳洲在

當時實施了學門評鑑，但是這些評鑑的重點在於使用制式化的標準來

評定這些受評學門一般的狀況，以及機構實施方案的效率。這個計畫

並沒有檢驗其他學科也沒有持續循環的評鑑，其強調自我評鑑，並且

雇用了專職人員參訪機構並分析當地和國家的結果。但因為此評鑑要

考慮到經費、評鑑的限制範圍也不明確，並且缺乏整合當地和其他評

鑑的成果(National Board,1991)。這樣的評鑑系統受到全面的檢討，並

經由職業、教育和訓練部(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 

Education and Training)修改降低花費，而機構訪評也不再實施，改使用

抽取活動的樣本評鑑(Kells,1992)。 

1988年，就業、教育及訓練部(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Eduction and Training,簡稱 DEET)公佈了教育白皮書「高等教育：政策

聲明」(Higher Education :A Policy Statement)中宣佈了「廢止給予大學

和 CAEs 不同經費待遇的雙軌制度，另以一個讓各高等教育機構能夠

自訂教學與研究特點，並依此獲得經費的體系取代。」。因此澳洲高等

教育的雙軌制告一段落，由「全國統一系統」(Unified National System,

簡稱 UNS)取代。 

 

1991 年澳洲開始獎勵能夠證明達到教育高品質的大學，自此以實

質的行動來保證大學教學品質的提升。 

 

為了確保大學教學品質的評量能夠公正，1993-1995年，澳洲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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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委員會 (Federal Committee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作為校外品質保證機構，對大學進行評

估，但是所推行的評估辦法不能讓人滿意。國家委員會的計畫似乎是

想減少大學學科評鑑過程中大部分的自我評鑑與同儕評鑑，顯然地是

想使評鑑過程更能回應政府所需，而當時這樣的做法看來是背離了評

鑑整個學校的表現和問題與服務領域等重點(Kells,1992)，趨於評鑑整

個學校或機構的想法開始浮現。 

澳洲政府中的教育、就業、訓練與青少年事務部(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簡稱

MCREETYA)，1995年成立澳洲認證架構 (Australia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簡稱 AQF) 對高等教育及職業訓練教育做認

證工作，並決定獎勵事項與對象，澳洲政府試圖透過這個機制來全盤

掌控澳洲高等教育的品質。 

 

1999年澳洲教育、訓練及青年事務部部長宣佈建立 AUQA，其目

的是? 了幫助「所有澳洲大學改進他們的品質保證過程，並且提升澳

洲國際形象，成為高品質高等教育之提供者」。 

 

2000年澳洲成立了澳洲大學品質局 (Australian University Quality 

Agency,簡稱 AUQA)，並由澳洲聯邦政府教育部訂出了「國家高等教育

認可過程草案 (National Protocols for Higher Education Approval 

Processes)」，所有各洲與領地對教育品質提升的責任就被標準化了，各

州與領地必須依據這個草案來: 

 

（一）設定標準及認可(recognition)大學。 

（二）協調與管理不同洲與領地的學校間的交流問題。 

（三）審議非自我認證機構所授與的高等教育。 

（四） 認證外國學校在當地所設的分校。 

（五）核准為外國學生所特別設立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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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澳洲大學品質局（AUQA）一直擔任大學教育品質把

關之工作，茲介紹該機構之運作情形如下： 

 

二、澳洲大學品質局  

 

澳洲大學品質局成立於 2000年，為一獨立法人機構，其經費來源， 

一半是由聯邦政府，另外一半則是來自於所有接受審議的大學及相關

機構。 

 

澳洲大學品質局所採行的是強制評鑑制度，藉由五年一次的機構

評鑑，替各大學品質把脈與診斷。不同於美國的認可制，澳洲所採行

的高等教育評鑑與英國的評鑑雷同，其所採行的是一種「審議」（audit）

的制度，茲分述其進行審議之特色如下： 

 

（一）機構使命 

澳洲 AUQA設立使命為：「提供公眾認可給澳洲的大學和其他高

等教育機構，並幫助他們改進學術品質。」，其評鑑機制為機構評鑑，

評鑑對象為澳洲各大學、SAIs、其他各洲高等教育認可機構。 

 

（二）設立目的 

AUQA的設立目的有下列四項： 

1. 大學、自我認可機構(self-accrediting institutions , SAIs)和省與領

地所屬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認可組織相關品質保證之審議活動。 

2. 針對在 SAIs 的品質保證體制、省的程式、自治區領地認可管理

機構和那些影響品質管理方案程式上，監視、評鑑、分析以及提

供公開的報告。 

3. 報告新大學與非大學的高等教育課程的認可標準，使得在機構的

審議、省與自治區領地的認可程式資訊，可以讓大眾獲得。 

4. 報告澳洲高等教育系統和它的品質保證程式的相關標準，包括其

國際地位、審議過程結果資訊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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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判標準及項目 

AUQA 的評鑑為質性的審議，將報告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推

薦(commendation)、證實(affirmation)、建議(recommendation)。「推薦」

是指受評單位良好實施可以推薦給大眾效法的事項；「證實」是稍有

瑕疵的事項，須經由受評單位針對事項再作定義後再改善的事項；「建

議」是需要再改進的實施；並綜合結論所有狀況，將報告公佈給大眾。 

其評判層面是專注在符合受評單位本身計劃的任務，實際的執行

符合計劃的任務、任務達成希望的結果，組織從自我評價中的方法、

執行和結果中學習和改進。其大部分的大學審議皆會圍繞於幾個範

疇：組織領導、瞭解與支持的利益關係人、學習與教學、研究和諮詢、

其他社會參與、人員配置、設備資源(Carrol,2003)，而公佈良好實施

時則會以十三個範疇來公佈各項良好實施學校之範例，其項目分別

為：認可(accreditation)與同意(approval)、社會與業界參與、管理、本

土化、國際活動、資源設備、管理、計畫與評鑑(review)、研究與諮

詢(consultancy)、研究訓練、教師、學生、支持服務、教學與學習。 

 

（四）評鑑程序 

1.審議前 

（1）執行審議前 9個月之前，由 AUQA委員會選出受評單位，並針

對受評大學所提交之報告開會，仔細檢查討論各項目。 

（2）開會後兩週至三週內，於實地訪評前先行訪問受評單位，確認

實地訪評之要項。 

2.實地訪評 

實地訪評為三天，實地訪評期間審議小組要執行對先前獲得的證據

做詮釋和評斷，召開審議小組會議，並且與受評單位裡不同的人員

或是校區做會面與訪問，而訪問期間有段開放會面期，俾小組可與

個人或團體開會，以澄清一些事件，最後審議小組再次召開會議討

論該受評單位狀況。 

 

3.提出審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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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之後 AUQA將會提出一份審議報告，報告內容包括： 

A.前言概述提供審議處理背景 

B.首字母的縮略字和縮寫字清單 

C.結論—  結論與內容一致並且總體平衡的報告 

D.推薦的清單 

E.建議的清單 

F.證實的清單 

G.附錄(包括受評單位簡單的歷史和當前的數據；AUQA的宗旨、

任務和重要性和評鑑小組的成員)。 

初稿報告會寄給受評單位，確認有關任何事實的可能錯誤、重點

或評論，若無問題，則於兩個禮拜後公告審議結果。 

 

4. 回饋機制 

（1）審議報告將會寄給受評單位與 AUQA 委員會與董事，董事會評

核審議報告是否符合 AUQA宗旨目的。 

（2）公告審議結果兩個禮拜之前，受評單位有上訴之機會，上訴提出

再審議的機制，最後再對外公告審議的結果。 

（3）最後審議小組會以信函給予受評單位回饋，達到完整回饋機制，

AUQA 將持續追蹤受評單位改善狀況兩年，但不強迫受評單位改善，

僅給予建議。 

 

  5.評鑑特色  

澳洲採用高等教育的概念來作評鑑，所用的字眼為 audit，審議

之意。審議是探索內部過程(Harvey& Newton,2004)，Woodhouse(2003)

認為品質須符合目的，澳洲政府、AUQA 與大學認為品質是「合適

的目標」(Watty,2003)，第一個所需要的即是定義目的，但是目的的

範疇並不需要被限制，品質審議是符合目的的檢驗，而目的的本身與

設定則是次要的。品質審議不像評量(assessment)或認可 

(accreditation)，不設置外部的標準針對機構是通過或是失敗，而是評

估組織自身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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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QA 認為品質評鑑(Quality Audit)是一種系統化與獨立性的過

程，用以檢驗教育活動與成效是否與計劃安排一致，並且能有效率地

執行，以達成既定的目標。為達持續性的品質改進目的，AUQA 所進

行的是機構評鑑(institutional evaluation)，其明確指出教育品質評鑑的指

標範疇包含(AUQA , 2004)：組織的領導、管理與規劃；教學與學習；

研究活動與產出；社區服務活動；國際交流；教職員與學生的支援系

統；內部及外部利害關係人之溝通；系統化的內部評核機制；行政支

援與基建設施。此外，AUQA 的評鑑程式與英美等國評鑑機制大致相

同，即受評機構先經過自評階段，評核委員再到校訪評，接著評鑑報

告公佈，最後受評學校必須做出改進策略與持續追蹤。如此一來，教

育品質才能持續改善，評鑑活動才有意義。而澳洲的教育評鑑與英國

類似，皆是由政府主導、帶有品質保證與績效責任的評鑑觀點。 

 
肆、台灣高等教育評鑑 

     

茲就我國教育評鑑發展作ㄧ論述，以時間發展之先後順序做為分

類之依據，描述台灣評鑑制度所產生之重要背景事件，以作為與其他

先進國家評鑑制度之比較。 

 

一、台灣高等教育評鑑制度之發展脈絡 

 

談及台灣高等教育評鑑制度之演進，楊瑩(2005)認為，台灣自 1975

年實施第一次高等教育評鑑以來，可分為六個主要時期，整理如下（楊

瑩，2005；蘇錦麗，1997）： 

 

（一）1975-1990年，由教育部主導並辦理學門評鑑，該時期重要紀事：              

 1.六十四年評鑑對象為大學校院之數學、物理、化學、醫學及

牙醫等五個學門。 

  2.六十五學年度擴大辦理農、工、醫等學院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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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六十六、六十七學年度分別辦理商、法、文、教育等學院之評

鑑。評鑑結果之處理，教育部均將評鑑報告分送各校參考，

並瞭解各校改進之情形。 

  4.六十八至七十一學年度，辦理後續的追蹤評鑑；七十二年舉辦

高等教育研討會，並成立「大學教育評鑑規劃小組」。 

  5.七十二學年度邀集國內外學者舉辦「高等教育評鑑研討會」。

接著邀集國內各大學校院校長與教務長舉行大學評鑑研討

會。並成立「大學評鑑規劃小組」赴美規劃考察美國大學教

育評鑑，並據以公佈「大學教育評鑑實施要點」、「系所辦理

評鑑實施要點」、「訪問評鑑實施要點」，並編製完成大學教育

評鑑手冊。 

  6.教育部於七十七、七十八及七十九年分別進行各大學校院與師

範院校評鑑，評鑑結果只供受評學校參考，並未予以公開（楊

玉惠，2003）。 

我國的大學評鑑在此一階段仍屬於由教育部高度掌控之階段，此

階段共評鑑 407所大學校院。教育部辦理大學評鑑之目的，六十四至

七十九年評鑑目的，主要是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學系及研究所之教育品

質，以作為輔導、獎助及核准各類學校申請案件之依據。七十二至七

十九年大學評鑑之目的，除瞭解系所教育品質與問題之外，並據此改

進與教育決策之參考。評鑑內容如表 2-8所述（呂美員，1983；教育部

高教司，1993）： 

     

（二）1991-1994年，由於早期辦理評鑑工作之缺失，教育部於八十學

年度停止辦理評鑑工作，積極推動與策劃評鑑改進事項（秦夢群，

1998）。教育部遂邀集各大學校院之學術主管以及專家學者舉辦座談

會，多數學者專家認為，評鑑工作宜由一公正學術團體辦理。由教育

部委託學術團體辦理學門評鑑，以及開始辦理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審查，該時期重要紀事如下： 

 

    1.八十一及八十二學年度以委辦方式委託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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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協會和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辦理相關學門評鑑，並由其

設 

計評鑑規準、評鑑方式及評鑑流程，同時辦理學門評鑑並撰寫評鑑

報告書（中國機械工程學會，1994；尹士豪，1994；史欽泰等，1994；

賴士葆，1994）。 

 

    2.八十三年修正實行的大學法，為重要的里程碑。 

本時期中，教育部雖將部份評鑑權力轉移至學術團體，但專業之

評鑑學會發展並不完整，有些領域甚至未成立專業之學術學會，或縱

使成立學會，其人力上不足已成立一評鑑團體、該學會是否能勝任評

鑑工作、不同學術學會使用不同的評鑑指標來進行評鑑，是否具有客

觀性；各學數學會在辦理評鑑工作時，無法符合教育部規定系所評鑑

時間不宜太長之規定；可能導致無相關學術學會評鑑相關系所之評

鑑，並會導致非相關學術學會評鑑系所之現象（蘇錦麗，1997）。缺乏

明確之評鑑架構與流程、評鑑規准予指標項目不一致、並未考慮學門

之特殊性、評鑑報告形式與評鑑內容統一等問題（楊玉惠，2003）。全

面性舉辦大學學門評鑑，有其可行與不可行之處。 

 

（三）1995-2000年：1997年「私立學校法」修正後，依法辦理大學評

鑑，以及辦理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該期間重要紀事為： 

 

 1.賦予大學校院實施評鑑之法源依據。 

 2.教育部委託通識教育學會進行「大學通識教育評鑑理論與實施之

研究」，同時全面性實施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通識教育之評鑑工作。 

   

（四）2001-2004年：鼓勵建立自我評鑑機制，以及進行私校校務發展

獎助補助審查。 

   

（五）2004-2005年：九十四學年度起編列一千五百萬預算，籌設「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推動校務整體發展計畫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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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教育部以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方式，辦理大學校務評鑑。 

   

（六）2005年之後迄今，財團法人成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專責

辦理大學評鑑，未來該中心將獨立於政府部門之外，專業評鑑大

學表現，促使大學追求卓越。 

     

    由上述我國大學評鑑的歷程看來，我國高等教育評鑑逐漸走向制 

度化與法制化，在評鑑形式上也由以往的校務評鑑轉而成為學門評鑑 

，可說是順應評鑑之時代潮流與趨勢。 

    大學法於 1994年修正公佈，展開鬆綁政策，並確立大學以研究學

術、培育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以及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各校

生態可基於學術自主，以自我辦學理念來規劃發展特色與方向。大學

數量的擴張，引發公共支出用於大學教育額度以及經濟效益等問題。

政府將面臨經費短絀緊縮、角色更換等現象。在國外，大學教育品質

的提升為先進國家教育政策之重點。建立專業的評鑑機制，為提升大

學之良方。 

     

由上述我國大學教育與評鑑制度發展看來，我國大學教育在國際

間民主思潮、全球化潮流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衝擊以及高級教育普及

化以及商業化的影響下，教育部對於大學的設置與規範開始採鬆綁態

度，辦理高教評鑑工作的角色，也由以往的「主導」，進而演進到「委

由民間機構規劃辦理」的「協助角色」，在在顯示我國高等教育積極走

向學術自主、自由，期望各大學能形成內部「自我規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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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英台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制度之評析 
 

歐美先進國家在餐旅教育之評鑑發展比我國提早甚多，其評鑑組

織、評鑑制度與品質管制等做法皆比我國餐旅教育來的完善。其中，

美國高等教育具有健全的品質認可制，可分為大學、專科或學程層級

（洪久賢，2003）。餐旅學門評鑑之目的不外乎須確認教育方案的品

質，以及協助教育機構或方案作持續性的改進。英國由國高等教育之

品質認可乃由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QAA)負責審核高等教育方案之品

質。由前節之探討得知，英美二國的高教評鑑制度中，除實施機構評

鑑外，亦實施學門評鑑，且二國學門評鑑制度規劃完善。時值台灣目

前高等餐旅教育評鑑走向學門評鑑之內涵，但相關系科名稱多樣、所

教授之內容涵蓋又廣。為了統一建立一套適用於國內各大學餐旅學門

評鑑之標準，本研究乃借鏡英美二國發展完善的餐旅學門評鑑制度，

以作為發展建立本研究的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之重要參考依據。

以下試就英美餐旅學門評鑑機制與運作作一論述，最後再將台灣、美

國與英國三國之餐旅學門評鑑機製作一比教育評析。 

 

一、美國高等餐旅教育學門認可 
     

美國高教教育學門評鑑採認可制度，學門認可制度是一種主動規

範(self-regulation)的過程，由大專校院、系所或學程主動提出，並由公

正、非官方之專業認可機構來執行，採同儕評鑑方式，檢視受評單位

是否達到認可標準。 

美國自 1980年代起，學校層級評鑑的需求已由外部評鑑逐漸轉為

內部評鑑之趨勢，美國的認可制度，便是順應此種趨勢因運而生的。

認可制度最初之目的在淘汰不符最低標準之學校，以作為政府或是民

間機構補助之依據（Young,1983；郭昭佑，2001）。美國被視為最早實

施認可（accreditation）制度的國家，認可制度為一種採自願性質，由

高等教育機構主動提出，以確保學術品質與績效責任的方式

（CHEA,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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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負責各高等教育評鑑機構之認證組織為「美國高等教育認可

協會」（CHEA），其為一私人機構，但為美國教育部所認證，並基於美

國「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 HEA）的精神所設立。 

    申請成為 CHEA所認證的認可機構，必須符合該機構所設立之「美

國教育部認證標準」（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cognition 

Standards），說明如下（Eaton,2003）： 

1.闡述評鑑的標準。其評鑑標準應包含以下範疇： 

  （1）與學生成就有關之機構宗旨與目標、合理的課程實施計劃、州 

      檢定考試以及就業率等資料。 

  （2）課程 

  （3）教師 

  （4）設施與設備。 

  （5）會計與行政能力。 

  （6）對學生之支持服務 

  （7）招生與入學情況 

  （8）學位種類之提供 

  （9）學生申訴之紀錄 

  （10）學校所提供之承諾 

 

因應國際間餐旅教育的激增，然學界培育出的人才和業界期望的

人力有落差存在（Horng,2004），? 提昇餐旅教育專業形象與國際競爭

力的前提下，本研究試就世界各國中最早成立之餐旅學門認可組織--

美國餐旅學門認可組織「旅館、餐廳與機構教育委員會」(Council on 

Hotel, Restaurant and Institutional Education，CHRIE)之認可制度作一介

紹：CHRIE成立於 1946年，由一群投身於餐旅教育有志之士所號召成

立。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餐旅業急速擴展，需要大量合格的餐旅人

才投入，卻發現學界所培育的人才與業界期望似乎有著差距。在此情

況下學者反求諸己，開始重視高教品質的把關工作（Bosselman,1996），

CHRIE便是在提升餐旅教育品質的目標下所成立。1960年代起，美國

高等教育大量擴增，且面對國家競爭力的壓力，因而紛紛將企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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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品質管理等觀念，運用在高等教育經營上，並成立各種評鑑暨

認可機構（吳清山，2005）。基於此，CHRIE 在此潮流下，乃於 1990

年在其組織向下成立兩個高教認可機構 --餐旅管理方案認可委員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for Programs in Hospitality Administration, 

ACPHA 以及 Commission for Accreditation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Programs, CAHM），自此開啟餐旅領域育品質保證工作(Su, Miller, & 

Shanklin,1997)。 

 

餐旅學門認可機構中，ACPHA專責美國大學學士層級餐旅管理學

門之認可，目前有十四位委員，委員組成來自於投票選出的代表，包

括：餐旅教育學者、住宿、餐廳與餐旅業之總經理與政府官員。這些

委員為無給職，受評單位元以自費的方式來檢視、評估與評鑑美國四

年制大學之餐旅教育品質。時至今日，美國已有 32所四年制大學，超

過 50個以上餐旅學士學程接受 ACPHA之認可。至於 CAHM專責副

學士層級（associate’s degree，即社區學院或二專）目前有十三個委員，

委員組成與 ACPHA相同，目前已有 12個二年制餐旅技專院校完成

CAHM之認證（acpha-cahm website,2006）。 

 

ACPHA與 CAHM兩者的認可指標項目均相同，皆包含以下七大

範疇：宗旨與目標、評鑑與計畫、行政與組織、課程、教育人員/行政

人員、學生服務與活動、資源（包括硬體資源、財務資源、圖書與學

習資源）。綜觀其認可指標具有以下特色：一、明確說明受評單位須符

合 ACPHA或 CAHM認可之目標與程式。二、指標敘述採質化描述，

並有明確之操作性定義。三、認可自評手冊的認可指標中以開放式問

句（open-questions），幫助受評單位作質化之敘寫。四、認可指標分有

概括性的目標（overall objectives）以及特殊性目標（specific 

objectives）。五、認可指標著重在課程與學生服務上。其中在課程認可

標準中，詳細描述餐旅課程目標、學習成果、餐旅課程內涵之範疇（手

冊中詳述餐旅核心課程應包含：餐旅業歷史回顧、餐旅財務管理、營

利與非營利機構之經營管理、餐旅法律、資訊管理系統、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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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行為、人際溝通等範疇），相較於手冊中其他項目之認可標準，課

程部分之敘述更為詳盡，能充分彰顯餐旅課程認可之獨特性，並提供

受評單位檢視其課程結構的參考方向。 

ACPHA與 CAHM兩個認可機構均受「後中教育認可委員會」（Council 

on Postsecondary Accreditation, COPA，目前該組織已經改為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CHEA）、美國教育部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OE）以及其下屬單位（successors）

之規範，CHEA有權就所認證之認可機構提有關自治政策、程序與要求。 

 
     

二、英國餐旅領域之教育評鑑內涵 
 

英國高等教育之品質認可乃由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 (QAA)負責審

核高等教育方案之品質，屬於強制評鑑制 (QAA, 2000)。 

為了達成餐旅教育公平、客觀的品質認可，建立評鑑制度與合理

的評鑑過程是很重要的。英國針對餐旅教育品質保證的標準，有「餐

旅管理教育協會」(The Council for Hospitality Management Education, 

CHME)提出一系列餐旅教育方案品質保證標準報告書 (Graduate 

Standards Program)，其主要內涵包括教育方案的宗旨、一般課程與專

業課程的設計、以及多元化學科的統整學習等標準建議(Harris, 1997)。

CHME 的目的乃希望餐旅教育的成效符合業界需求，以培育出具備專

業知能的餐旅管理人才。此外，英國 QAA在進行高等教育評鑑時，以

下列八項指標做為教育方案評鑑的標準：課程設計；方案內容與組織；

教學；學習與評估；學生進步與成就；學生支援與輔導；學習資源；

品質管理與提昇等。通過 QAA品質保證的餐旅系所可以維持六年的認

可期。QAA的評鑑屬於政府強制評鑑，其哲學基礎在於「品質保證」

的觀點。 

 
 
三、美英台餐旅學門評鑑特色之比較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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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各國對於其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之概況、程序與評鑑

指標內容，本研究針對台灣、美國及英國三國家中，負責執行餐旅高

等教育學門評鑑之組織，進行比較與討論，並借鏡與他國之情況，作

為本研究分析之參考。本研究評析的評鑑單位，台灣是以目前執行大

學評鑑工作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及負責科大評鑑

之「台灣評鑑協會」，美國方面則以負責認證美國高等教育評鑑機構

（accreditors）之「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協會」（CHEA），與英國負責學

門學門評鑑之「品質保證局」（QAA）等四個直接由國家政府教育部所

管轄之高等教育評鑑機構，就評鑑內容與概況進行資料的收集、分析

與整理如表 2-10所示，並評析其間的差異點，其說明如下： 

 

（一）評鑑機構發展與評鑑制度 

 

美、英各國自 1980年代開始以委外之專業機構進行餐旅學門或高

等教育的評鑑；我國則根據大學法修正案，自 2004年起委託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行大規模的「大學校務評鑑」、「科技大學評鑑」

及「大學系所評鑑」等活動，並以教育部為指導單位，仿效歐美國家

的高教評鑑模式，委由法人機構進行評鑑。目前，台灣一般大學以及

技專校院科技大以評鑑機構經費的來源而言，美國 CHEA之評鑑經費

來源為美國教育部之補助，英國 QAA之補助為大學捐款與政府單位的

補助，而台灣的評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所補助。以機構前身而言，無

論是中外，高教評鑑機構皆由政府機構或品質委員會等協助其被認可

成立。由此可見，世界各國高教評鑑的趨勢皆為委託公正客觀的專業

團體來進行機構與學門品質評鑑的工作。 

     

    在高教學門評鑑制度上，三國採行方式有所不同，台灣採行評鑑

方式，基於系統化評鑑之理念（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2007），以協助系所品質改善為目的。美國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採行認可

制度，要求受評鑑之系所需達到認可機構所設立之最低門檻。認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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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將作為政府或民間團體補助之參考。英國高教育採審核制度，因應

大學補助審議委員會的要求，各大學設立一個學術審核單位，以確保

教育品質。 

（二）評鑑指標取向與功能  

 

美、英二國皆以「品質保證」為評鑑之指標取向，而我國高等教育

評鑑的實施觀念深受美國教育評鑑概念的影響，因此其評鑑作法也以

「品質保證」為原則。以評鑑機構之功能而言，美國 CHEA之功能為

專門認證美國各個高等教育機構，以確保這些評鑑機構依照 CHEA所

擬定之標準，並認可其所管轄學校及學門系所，並以提昇各校、系所

之學術品質。英國 QAA之評鑑功能則分為學校、方案及行政管理之評

鑑（註：QAA在 2006年以前，仍執行學門評鑑之功能，但自 2006年

後，便取消學門評鑑模式）。本研究認為餐旅系所的評鑑應當要有餐旅

專業的個別評鑑方式，以符合餐旅系所評鑑標準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三）評鑑方式與週期 

 

除了美國以各學校機構主動提出申請而進行評鑑外，英國 QAA、

我國對於高等教育以及科大評鑑皆為政府強制評鑑制。此外，美、英

二國高等教育學門評鑑皆以五至七年為一評鑑之週期，並於此期間進

行必要之二次評鑑（對於評鑑結果不佳之改善後評鑑）。而我國目前所

進行高教評鑑週期亦改採五年一循環的週期，其對於評鑑結果不佳之

學校也實施改善後評鑑的工作。 

 

（四）評鑑方法與目標 

 

美、英二國主要以自我評鑑為主，配合同儕評鑑，並輔以現場訪視

評鑑。而美英二國在評鑑結果除了以質的描述評判優劣之外，最後再

做評鑑整體之綜合判斷。我國在九十四學年度起實施的高等教育評

鑑，參照歐美先進國家的評鑑方式來進行評鑑，鼓勵各大學建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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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機制，做好「內部自我評鑑」的工作。以評鑑目標而言，各國的

評鑑機構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公開的資訊，以保障社會大眾的權益，並

藉由評鑑的過程來協助持續改善教育品質的目的。而我國的高教評鑑

也逐漸朝向歐美先進國家的教育評鑑模式，來做為教育永續經營的參

考。 

（五）評鑑訪視時程  

 

美、英二國皆以三天至五天的時間完成訪視評鑑。我國目前的「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的系所訪視評鑑已經彈性調整為兩天至四天；而「台

灣評鑑協會」的科大系科評鑑仍然維持一天至兩天的時間，相較於其

他國家的訪視時程顯得簡短，如此恐怕對於受評系所較為深層的問

題，無法在評鑑的過程中發現，這是我國在發展評鑑制度上應該再做

觀察與反思的問題。 

 

（六）評鑑指標與內涵 

 

台、美、英各國的評鑑指標項目大致相同，即以受評學校類科之宗

旨與目標為基準點，透過行政、教學、師資、資源與支援服務等項目，

檢視各項目的表現是否符合當初所設立之宗旨與目標為原則。在評鑑

的內涵方面，各國皆以教育績效責任、品質改進及資訊提供的角度來

建立評鑑指標的內涵。而英國 QAA還針對餐旅專業評鑑建立一系列專

業知能的標竿基準，以期各校能以此優質標竿來做為品質保證的參考

基準。台灣在九十五學年度所舉辦的大學系所評鑑亦承襲了英國標竿

評鑑的精神，希望建立各項指標的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以做為各校

在做自評時能夠參考對照的指標，讓各校能致力於改進與邁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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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0 台美英三國參旅學門評鑑特色之比較 

國家 台灣 台灣 美國 英國 

評鑑負責機構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台灣評鑑協會 CHEA 
 

QAA 

評鑑機構性質 獨立法人機構 獨立法人機構 獨立法人機構 公司機構 

成立年份 2005 2004 1975 1997 

評鑑制度 評鑑 
evaluation 

評鑑 
evaluation 

認可制 
accreditation 

審核制 
audit 

經費來源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大學捐款及 HEFC補助 
 

指標取向 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 

 
機構功能 

1. 高教校務評鑑 
2. 高教系所評鑑 

1. 科大校務評鑑 
2. 科大系所評鑑 

  1.認證高等教育評鑑機
構 

2. 認可所轄之學校及學門
系所 

1. 機構品質評鑑 
2. 學門教學品質評鑑
（含方案評鑑） 

3. 2006年起停止學門評
鑑改為全面機構評鑑 

評鑑方式 
 

強制評鑑制 強制評鑑制 自願申請制 強制評鑑制 

評鑑週期 5年一次 5年一次 7年一次 6年一次 

訪視時程 2至 4天 1至 2天 3天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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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台灣 台灣 美國 英國 

 
評鑑方法 

 
自我評估 
實地訪評 
綜合評判 
追蹤評鑑 

 
自我評估 
實地訪評 
綜合評判 
追蹤評鑑 

 
    自我評估 

實地訪評 
綜合評判 

 
自我評估 
實地訪評 
綜合評判 
追蹤評鑑 

 
 

機構設立目標 

1. 瞭解各大學系所品質
的現況 

2. 判斷與建議大學各系
所品質之認可地位與
期限 

3. 促進各大學系所建立
品質改善機制 

4. 協助其發展辦學特色 
5. 根據評鑑結果，做為政
府擬定高教相關政策
的參考 

1. 發展、推廣評鑑知識
及技術並提供評鑑
服務為宗旨 

2. 致力發展公開、透
明、合理之評鑑機制
及推廣評鑑知識 

3. 輔導並鼓勵各機關
團體自我改善，兼顧
內在與外在品質，持
續不斷激勵其內部
再造，健全機關團體
多元化發展 

 
 
 
 
 
 
 
 

1. 檢驗機構與學門是否
符合既定之目標。 

2. 輔導未來有機會就讀
之學生，確認可接受該
學生之學校。 

3. 協助各校決定可承認
或抵免之學分。 

4. 協助各公私立團體確
認投資之學校或學程。 

5. 保護學校免於外在傷
害。 

6. 替弱勢學程創造自我
改進之目標。 

7. 在學校評鑑規劃中，加
入叫職員之參與機會。 

8. 提供聯邦政府作為決
定補助之基準。 

1. 確保大眾投資的價值 

2. 鼓勵教育品質的改善 

3. 提供大眾有效的及方
便取得的高教品質公
開資訊 

表 2-10台美英三國參旅學門評鑑特色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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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台灣 台灣 美國 英國 

評鑑內涵 績效責任 
品質保證 

績效責任 
品質保證 

績效責任 
品質保證 

績效責任 
品質保證 

 
評判 

1. 通過（70分以上） 
2. 待觀察（60分至 65分） 
3. 未通過（低於 60分） 

1. 第一等（增加招生） 
2. 第二等（不增招生） 
3. 第三等（複審改善） 
4. 第四等（隔年停招） 

1. 通過 

2. 不通過則複審 

複審通過 

複審不通過 

1. 質化描述 
2. 學術標準 
3. 學習機會品質 

Commendable  
Approved 
Failing 
 

 
 
 
 
 

評鑑程序 

1. 受評之系所依據其目
標與特色進行自評 

2. 發展自評報告書 
3. 外部評鑑委員依評鑑
指標檢視自評報告書 

4. 評鑑委員到校訪視進
行觀察、會談等活動 

5. 外部評鑑草案出爐 
6. 評鑑委員與系所主管
討論報告書結果 

7. 對外公佈正式外部評
鑑報告書 

8. 追蹤評鑑及審查改善
行動 

1. 受評系所依據其目
標進行自我評估 

2. 發展自評報告書 
3. 外部評鑑委員依據
評鑑指標檢視自評
報告書 

4. 評鑑委員到校訪視
進行觀察、會談、討
論等活動 

5. 外部評鑑草案出爐 
6. 評鑑委員與系所主
管討論報告書結果 

7. 公佈正式外部評鑑
報告書 

8. 追蹤評鑑及改善 

1. 受評之科系需先經過
標準門檻篩選 

2. 依據科系宗旨與目標
進行自我表現評估 

3. 發展自評報告書 
4. 外部評鑑委員依據

ACPHA評鑑指標項目
檢視自評報告書 

5. 評鑑委員到校訪視進
行觀察、會談等活動 

6. 外部評鑑草案出爐 
7. 評鑑委員與餐旅機構
主管討論報告書結果 

8. 公佈正式評鑑報告書 
9. 追蹤評鑑及改善 

1. 受評之科系依據其
宗旨與目標進行自
我評估 

2. 發展自評報告書 
3. 外部評鑑委員依據

QAA評鑑指標與標
竿檢視自評報告書 

4. 評鑑委員到校訪視
觀察、會談、討論 

5. 外部評鑑草案出爐 
6. 評鑑委員與機構主
管討論報告書結果 

7. 對外公佈正式外部
評鑑報告書 

8. 追蹤評鑑及改善 

表 2-10台美英三國參旅學門評鑑特色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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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評判與運用 

 

台、美、英的大學評鑑結果皆以效標參照的模式來進行評判，而

不以常模參照的方式針對各校進行排名，以達品質保證、協助自我改

善為目標。台灣的評鑑評判方式與英國類似，針對每個評鑑指標評分，

最後再加計總分，反應在綜合評判的三種效標水準之上。此外，除了

美國 CHEA屬於自願認可評鑑之外，其他國家的評鑑結果都跟政府的

預算分配或招生名額綁在一起，屬於強調教育績效責任的評鑑方式。

以台灣為例，教育部技職司表示，技專校院評鑑結果，除了與獎補助

經費做結合之外，也要援引作為校系招生總量管控與退場的依據。其

中，評鑑列為一等者，可增加招生名額，評為二等則不得增加招生名

額；評為三等且經追蹤仍未改善者，將予以核減招生名額，評為四等

者，隔年停招。而技專校院經評鑑之後，其「行政類」或「專業類」

系所被列為為三等者，當年度不得申請調漲學雜費。以技專校院評鑑

結果運用在計畫型獎補助款而言，受評科系的評鑑成績若有二分之一

列為一等者，就可申請兩案；若評鑑成績列為一等者未達二分之一，

只能提出一案。由此可見，這套評鑑機制可謂是「賞罰合一」評鑑制

度（台評會，2006）。 

 

（八）評鑑程序 

 

基本上，台、美、英的評鑑程序大致相同。惟美國 CHEA因屬於

自願性加入的認可評鑑(accreditation)，受評的餐旅系所在評鑑一開始

必須先符合評鑑指標之最低門檻，方能進行後續的評鑑程序。以評鑑

的特色而言，各國的評鑑方式逐漸採由質化描述，台灣當今的科技大

學評鑑已經把休閒與餐旅觀光領域的系所列為一個學門，評鑑程序如

同其他先進國家的評鑑程序，顯示台灣的休閒餐旅觀光教育已逐漸受

到重視，這是台灣高教評鑑的一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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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台灣目前正值高教評鑑的發展階段，有關於品質保證與績效責任

的觀念和實施可以藉由參考歐美等先進國家的經驗，做為今後我國發

展餐旅觀光高等教育評鑑的方向。基本上，近代的教育評鑑模式強調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全面溝通、重視形成性與總結性的評鑑、注重質

化與量化的分析、以及消費者導向等趨勢。高等教育評鑑的過程可分

為：自評、實地評鑑及追蹤評鑑等三個階段，如此週而復始，使學校

能不斷的改進與調整。 

 

然而，過去台灣的高等教育評鑑以政府主導為主，實施的方式則

採用「專家意見導向」的評鑑模式，由一群專家到學校進行訪評；而

評鑑結果係以專家到校半天至一天的訪評意見為依據，這樣的作法相

較於國外評鑑方式的多元化，實在有必要加以檢討。所幸教育主管機

關近年來針對科大評鑑及高等教育評鑑的重視，已經將教育評鑑的作

法委託由「台灣評鑑協會」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來辦理科技大學

與大學機構的校務評鑑和系所評鑑。而這兩個評鑑組織也積極朝向大

學評鑑國際化的方向來努力，以落實教育評鑑的意義。從美國餐旅學

門認可制度，反思我國餐旅學門評鑑認可制度卻尚在萌芽階段。教育

部（2004）所公佈之「學門評鑑之十大學門分類」當中，才首次將觀

光餐旅學門納入「財經商管學類」學門評鑑之中。足見餐旅領域的學

門評鑑或認可制度，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以及努力方向。我國高

教評鑑雖有學門評鑑之名，而無學門評鑑之實，且評鑑指標一體適用

任何系所。無法彰顯系所之獨特性。在國際教育認可走向專業化的趨

勢中，我國餐旅學門評鑑宜建立兼具國際化與本土化之指標內涵。美

國 ACPHA負責四年制餐旅高等教育之認可工作，其組織與權責分工

完善，針對不同學制的餐旅教育，作出公正且客觀的專業判斷，值得

我國未來在規劃之參考（洪久賢、周敦懿，2006）：。 

 

因此，本研究在制定餐旅觀光學門評鑑制度時，對於品質保證及

績效責任評鑑的建議，並參考國外實施餐旅高教評鑑的經驗，除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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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具備多元化、彈性化、專業化及相互溝通等原則之外，還要重視

評鑑的目的要使受評的餐旅教育單位享有個別發展特色、學術自主

性、以及達到持續提升教育品質的成效。本研究經由各國評鑑實施結

果的反思，進而建構出兼具質量、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餐旅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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