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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於 2006 年成立後，為積極吸收國外教學發展中心之運作經驗，以作為未來推

動業務之參考，曾組成考察團，於 2006 年，參訪美國東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麻

州大學安赫斯特分校等四所私立研究型大學，於 2007 年，參訪美國中部密西根大學、印第安納大學、

伊利諾大學等三所公立研究型大學，並於 2009 年，赴法國高等行政學院、巴黎第 11 大學、英國牛津

大學、倫敦大學、以及英國高等教育品質評鑑局，進行實地考察。 

三次考察行程皆帶回美國及歐洲頂尖學府提昇教學品質之具體作法以及寶貴經驗，考察成果亦落

實於本校教學中心六年來之業務擬定與推動，例如教師傳習制度之建立，教學助理制度之建立，學習

開放空間之設置等等，使本校多項提昇教學品質之制度與辦法，得以在短短六年內迅速建立與施行，

足見實地考察先進國家一流大學與高教機構之重要性。 

近年來世界各國高等教育評鑑重點已逐漸轉以「學生學習成果」作為評鑑大學績效之指標，為因

應教育部及國內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推動「學生學習成果」導向評鑑之政策方針，並配合本校目前極欲

推動課程改革，以期達成邁向頂尖計畫之目標，故籌組考察團，前往美國西部著名學府實地考察各校

有關「學生學習成果」導向評鑑之具體措施與執行成效，以作為推動相關工作之參考。 

今年二月由蔣教務長帶領，教學發展中心各組代表五人、共同教育中心代表一人，共七人，組成

考察團，赴美實地參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加州大學爾灣分

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舊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學會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等知名學府與高教評鑑機

構。 

本次考察團得以順利成行，有賴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學會戮力協助聯繫美國各校及行程安排工

作，而本次考察所蒐集之各項資訊，對於本校教學中心未來擬定新的業務方針，乃至於推動本校課程

改革，皆極具參考價值，有關考察對象與考察心得之詳細報告，請參閱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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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報告 

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報告人：符碧真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組長) 

一、 前言 

長久以來美國判斷高等教育的品質及大學效能大都倚賴大學的特徵、聲譽及資源等主觀的感覺。

學生成績、學生對課程內容或學習的主觀感覺在判斷教育品質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這些指標已經

不符合美國聯邦政府對大學績效責任的期待，也不足以保證大學教育的品質。全美六大區域認可機構

為回應這樣的缺失，大學認可評鑑標準已經轉向學生學習成果導向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以明

確證據 (evidence-based) 佐證學生學習成效，並藉由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的過程判斷大學教育的效能與

品質。國內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近年來亦積極推動「學生學習成果」導向的評鑑，本次在教務長帶領下

於 2 月 4-12 日赴美參訪，旨在瞭解美國高等教育認可機構推動學生學習成果評量的策略，以及大學

實際運作的情形。參訪地點包括美國西區高等教育認可機構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簡稱 WASC) 及五所大學，包括研究導向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 Berkeley)、洛杉磯分

校 (UCLA)、爾灣分校 (UC Irvine)，教學導向的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CSU Long Beach) 以及私立

舊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以下針對 UCLA 部分說明。 

二、 UCLA 推動學生學習成果評量的情形 

（一）學習成果評量的概念架構 

UCLA 被 WASC 認為在研究型大學中推動學生學習成效導向評量最積極，也最落實的大學。該

校提出「學習成果評估回饋迴圈」的概念，首先訂定對學生學習的期待 (即學習成果)，其次收集學生

學習成果的證據，接著解釋證據的意涵並找出優缺點，最後從評估的證據中找出洞見 (insight)，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據此，各學系首先需確立學生畢業時在各主修專長上所需具備的核心學習成果 (即

迴圈的第 1 步驟)，其次發展評量學生學習成果的計畫 (即迴圈的第 2 & 3 步驟)，最後根據評估的發現，

強化課程與教學，以改進學生學習成效 (即迴圈的第 4 步驟)。 

 

http://berkeley.edu/
http://www.uci.edu/
http://www.csulb.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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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學習成果的參與者 

根據前述概念架構，該校各學系教師須透過不斷的討論與對話，釐清希望學生畢業時要呈現什麼

樣的學習成果，開授課程如何與學習成果相呼應，如何評量學習成果，以及評量結果帶來的啟示，凝

聚共識。過程中也非常強調學生的參與，因為學生不但在規劃、執行及評量結果的使用上，可以提供

寶貴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學生瞭解學系期待他們達成什麼樣的學習成果，提供哪些課程及作業安排

達到期待的學習成果，以及達到什麼樣的學習成果才是優異的表現等等，將更能集中學習的時間與注

意力，有助於提升學習果。 

（三）推動學習成果的時程表 

UCLA 為邁向大學部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分成三個計畫，第一個計畫執行期間為 2008-2010 年，旨

在幫助教師瞭解學習成果評量是改進大學部教學品質的重要工具；第二個計畫執行期間為 2009-2012

年，主要是各學系明確地訂出期待學生呈現哪些學習成果；第三個計畫執行期間為 2012-2018 年，主

要是各學系訂定學習成果導向的評量計畫，以評估學習成效。現今該校已經進入第三個計劃，而該計

畫又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執行期間為 2012-2014 年，各系所旨在發展評量學習成果的計劃並且有

初步計劃雛型 (pilot project)；第二階段執行期間為 2014-2016 年，各學系不但須有清楚明確的評量計

畫，並且已經收集到 1 至 2 項學習成果的證據；第三階段執行期間為 2016-2018 年，各學系著重在收

集到 3 項或更多項學習成果的證據。 

（四）訂定期望達到的學習成果 

目前國內大學大都已經建置課程地圖，訂定核心能力，以及每門課程應培養的核心能力。接下來

的工作就是訂定學習成果及如何評量學習成果，UCLA 第二及第三個計畫即是針對如何訂定學習成果

及發展評量學習成果的方法，因此頗具參考價值。 

學習成果係指學生在畢業時應該知道、能夠做的、應具有的價值與態度。該校認為學習成果大致

包括四種面向 (1) 知識成果：係指基本知識、核心概念、問題探究的掌握；(2) 技能成果：係指應用

基本知識、分析及綜合資訊、評估訊息的價值、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等；(3) 態度及價值成果：

係指個人/專業/社會的價值觀與倫理原則；(4) 行為成果：係指藉由行為的表現呈現出個人的知識、技

能與態度。 

關於學習成果，UCLA 最特別的是提出合頂石學習成果 (capstone learning outcome) 的概念。―cap‖ 

當名詞在建築工程上是指樁帽或柱頂，當動詞有達到頂點、圓滿完成的意思。―capstone‖ 稱為頂石，

原意是建築物最頂層及最後一塊石頭，用以穩固建築結構，使其順利完工。將 ―capstone‖ 這個詞彙放

到高等教育的脈絡下，「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 係指學生最巔峰與最後的學習經驗，即提供大四

學生整合所學理論並應用到現場實務經驗的機會，這巔峰的學習經驗使其學習能夠穩固完成。長久以

來，頂石課程被視為學生在畢業前「最後一筆」(finishing touch) 的完封課程，近年來也被系所視為檢

視學生學習成果及是否達到教育目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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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撰寫主修專長 (major) 合頂石課程的學習成果時，包括兩個重點，一個是採取什麼型態的

合頂石課程，另一個是期望學生達到哪些學習成果。該校合頂石課程的型態相當多樣性，難度由淺入

深包括四種層次：(1) 專題討論及書面報告、個人表演或藝術歷程檔案、在先進實驗室的團隊專題研究

與書面報告等；(2) 個人專題 (individual project)：在校園學術研究、到職場實習、以社區為本或到國

外學習的專題研究；(3) 榮譽碩士論文 (honor’s thesis)：為期一年，僅有 10% 的學生有機會；(4) 個人

主修專長 (individual major)：強調高度的創造力，大三開始修讀，僅有 12 人修習。UCLA 希望於 2019

年該校百年紀念時，每位大學部學生都能從上述四種合頂石課程中選擇至少一種修習。 

至於期望學生達到的學習成果，最常見的包括資訊素養、批判思考、資料分析/數量知能、寫作、

口語表達、統整、研究與發現、團隊合作、服務，其中前五項是 WASC 要求的核心能力。各學系提出

的學習成果大都介於 4 到 6 項之間。校方建議學系撰寫學習成果時應注意 (1) 著重在學生將能展現出

什麼結果，而不是教師教什麼內容；(2) 著重在學生修習完學系全部課程後，應該知道、能夠做、應該

具備的態度與價值，而不是修課過程中做了什麼；(3) 學習成果不宜太廣泛，也不宜太特定，要兼顧一

般知能 (如批判思考、溝通表達、研究能力) 以及專門領域的知識、概念、理論與方法；(4) 描述學習

成果時，宜使用具體的「行動」動詞，例如設計、展現、做出等具體的動詞；(5) 每種學習成果都必須

可以測量，以便提供學習成果的證據 (evidence)。 

（五）發展評量學習成果的方法 

有效的學習成果評量計畫應包括以下核心要素 (1) 學系提供的核心課程需與期待學生達成的學習

成果相互呼應 (alignment)；(2) 評量方式需簡單可行，且能產生有意義的證據；(3) 配合校方的時程表，

訂出發展評量工具的優先順序並據以執行；(4) 儘可能讓學系教師瞭解學習成果導向評量的機制與洞見 

(insight)，並將這些洞見做為不斷修正的參考依據。評量方式主要採取評量尺規 (rubrics)，包括兩個面

向。一個是每項學習成果特徵的操作型定義 (外顯、可觀察、可測量的行為)，另一個是「優、良、可、

劣」不同表現等級的定義，兩者併在一起即表示某項學習成果有什麼樣的展現可以得到優，有什麼樣

的展現可以得到良。教師與學生面對清楚的學習成果以及明確的評量尺規，較容易凝聚師生為共同的

目標而努力。 

評量結果提供客觀的證據，可供師生反思以下重要問題，包括：評量結果提供哪些最重要的結論、

哪些最重要的洞見、學生有哪些學習的優勢與劣勢、對提升教學品質有哪些啟示等。最後還須思考評

量過程的限制，包括學習果的評量是否有助於瞭解與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如果不是，原因為何；師生

是否有參與評量過程的動機，如果不是，原因為何；評量方式是否容易操作與執行，如果不是，該如

何改進；評量過程是否真能評估出教育成效，尚有哪些改善空間等。 

三、 心得感想 

此次參訪 UCLA 對大學推動學習成果導向的評量有較為深刻的理解，以下為筆者的觀察心得與感

想。 

（一）觀念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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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 教師普遍認為該校是國際知名頂尖大學，每個學系都很傑出，誰不知道該校的優秀，在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況下，導致校方在推動學習成果導向的評量時遭到阻力。校方試圖說服教師如果

學系傑出，就應該拿出教育成效的證據—學生的學習成果，展現給他人看自己的學系有多優秀。同時

如果學生表現欠佳，也可以提供協助，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果。本校為國內眾所周知的頂尖大學，在

國人眼中各學系都頗為優秀，情況與 UCLA 近似，因此本校在推動學習成果導向評量時，想必也有相

當的阻力，UCLA 說服教師的方法或可提供參考。 

（二）推動時間表 

為推動學習成果導向的評量，UCLA 分三項計畫執行，從觀念的溝通，到學系訂定學習成果，到

發展學習成果的評量等，有步驟、漸進的方式推動，訂有時間表，切實執行，並追蹤執行進度。學系

瞭解校方推動學習成果導向的評量是玩真的後，配合執行。校方提供各系訂定發展與評估學習成果的

指引，讓學系有相當的彈性與空間思考學生的學習成果，如果學系有困難時，隨時提供協助。學生學

習成果導向的評量是從教師中心的派典轉換成學生學習成果的派典，是個艱鉅的大工程，從 UCLA 的

經驗中可以發現有步驟與漸進的方式可能是重要關鍵，本校推動這項工作時，或可從中得到啟示。 

（三）合頂石課程為檢視學習成效的主要方式 

近年來各大學紛紛採用「學習雷達圖」，來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效。大學系所訂定畢業生應該具備

的核心能力，並規劃每一門課程要達到的核心能力，再以雷達圖呈現核心能力達成的程度。學生在各

課程的成績，依權重換算各核心能力達成的程度，最後累計各學期的學習成效，就是核心能力的達成

度。隨著學生年級愈高，累積修習的課程愈多，其學習雷達圖日趨擴大。大四畢業時，學生的學習雷

達圖如果超過系所規劃的雷達圖，表示該生已經具備系所規劃的核心能力。然因部分的總和不一定等

於整體，因此學習雷達圖能否代表大學畢業生達成核心能力的程度恐有疑問。UCLA 以合頂石課程展

現學生學習成果的主要方式，不只是檢視學生達成機構目標的程度，滿足大學認可機構的要求，更重

要的是，這最後完封的學習經驗提供學生回顧、統整、反思過去所學，使其大學學習能夠穩固完成，

對學生真正有所幫助。鑑於對學習雷達圖代表學習成果的質疑，本校在推動學習成果導向評量，或可

另闢蹊徑，參考 UCLA 合頂石課程的作法。 

     

考察團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會議          考察團致贈副校長 Dr. Smith 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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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報告人：謝佩紋 (教務處共同教育中心副理) 

本次參訪的第二站來到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該校成立於 1965 年，校區位於南加州橘郡 (Orange 

County)，2011 年大學部學生約 21976 人，研究生約 5605 人，總學生數超過 27000 人，教師人數超過

1100 人，職員人數超過 9200 人，申請就讀大學部學生人數為全美大學前 10 名內。本次參訪會見了

Sharon V. Salinger 教授 (Dean, Divis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及 D. Gallow 博士 (Teaching, 

Learning & Technology Center Divis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兩位主管分享了該校推動學生學習

成效的情形。 

該校於五年前開始推動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Assessment Grant Program)，提供補助金給教師發展該

學程 (program) 的學習成效規劃，每次補助為期一年，補助金約為一萬元美金，參與者有義務分享其

成果，校方舉辦工作坊 (workshop) 請獲補助者進行成果報告，該校約八十個學程中，約有 45 個學程

參與，即使未申請補助的學程也已著手學程學習成效的規劃，因此，該校 90%以上的學程已規劃學習

成效目標 (相關內容可從網路上讀取，網址為 http://www.assessment.uci.edu/assess/outcomes.asp) 至於

校方補助的經費可用於任何方面，例如雇用所須人力、作為教師參與時須由其他人取代其教學之經

費、舉辦 retreat 之用等。為幫助教師瞭解何謂學習成效及其重要性，校方也舉辦公開聚會 (public 

meeting)，邀請老師或院系主管參與討論。 

另外，對談過程中，Salinger 教授多次提到該校有負責評估 (assessment) 的單位及人員，且有豐

富的資訊可從網路上取得，參訪結束後，從網路上的確搜尋到該校所成立的 Assessment, Research, & 

Evaluation Group 網站(網址: http://www.assessment.uci.edu/)，網站中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包括單位簡

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資訊、大學部學生調查統計資料、UC 大學部學生經驗調查、各類報告 (Report)

等。例如參訪時，Salinger 教授特別提到的學生寫作能力的相關評估或研究 (從網路上可取得評估結

果：FIP Assessment of Writing、Lower Division Writing Pilot Assessment)，藉由評估的結果，校方得以

檢視通識教育中，有關培養學生寫作能力的成效。透過這些研究或調查報告結果的公布，協助院系瞭

解學生的背景及學習狀況，也成為校方說服院系或教師參與學習成效推動工作的有力證據。 

Salinger 教授也提到哈佛大學在評估方面已有 20 年以上的經驗 (雖然不是特定指學習成效評

估)，校方特別邀請哈佛大學教授 Richard Light 到學校進行訪問，以舉辦工作坊及專題演講的形式，

幫助教授瞭解評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若由知名的學校教授分享其經驗，也比較易於說服該校教授的

參與。此外，該校設有評估委員會 (The University Assessment Committee)，負責評估相關政策的決定。 

學習成效的推動是教學法的改變 (pedagogy changing)，需要時間慢慢去改變，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建議從新進教師開始著手，讓新進教師瞭解如何將學習成效落實於單一課程，因此，爾灣分校目前的

作法是教師所提出的新課程，必須明訂學生學習成效的目標為何，及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例如

以建置評量規範(rubric)的方式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且新課程須經一定的審查程序通過後才能開

課，藉此逐步推動課程面的學習成效評估。 

http://www.assessment.uci.edu/assess/outcom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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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整合式課程 (capstone courses)，該校也有此類型的課程，但不是每個學程皆有，其中

偏社會科學的學程較少有此類型的課程，整合式課程適合小班教學，每班人數約 15 至 20 人，參與教

師約 2 至 4 人，但這類課程成本較高。 

以 UCI 來說，去年學校歷經兩次的預算裁減，分別減少 18% 及 10%，對學校的經營有相當的影

響，但學校仍努力推動各項政策。Gallow 博士提到他所負責的教學、學習與科技中心，目前服務的對

象僅限於教師及教學助理 (TA)，尚未擴及到大學部學生，但已開始規劃針對大學生的學習輔導服務

(tutoring service)，目前學校的寫作中心，則有提供免費的大學生寫作諮詢服務。 

綜合本次美西參訪的五所學校及一機構，提出以下三點心得與感想： 

一、學習成效理念的推動不易，須改變教授對於教學工作的認知，甚至是改變校園文化，參訪的

學校都已推動多年，但也都仍在發展中，這是一項需要時間去調整的任務。有些學校採由上而下的推

動方式，有些採由下而上的推動方式，有的是採個別出擊，甚至主動登門拜訪，有的採團體模式，辦

理聚會邀請教師主管參加，但無論是何種方式，都需要很多的溝通與遊說的過程，初期若能在眾多的

教師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教師參與，將是成功的開始。 

二、大多數參訪的學校皆有專人或專責單位負責學生學習成效的推動，當學校教職員有疑問或需

要協助時，能有明確的管道得到資源及幫助。臺灣各大專校院須依高教評鑑中心的規劃接受評鑑，接

下來的第二期評鑑，學習成效將成為評鑑的重點，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待將是看到具體的成效呈現，

若學校能規劃專人或專責單位提供諮詢的服務，甚至是更積極主動的協助院系，應該有助於將學習成

效概念落實於教學設計與評估機制中。 

三、通識教育的教學目標較為抽象，其學習成效評估也較不易，以參訪的幾所學校來看，並不是

每所學校都已開始進行通識教育的學習成效評估，各校可能將推動的重點擺在不同的方向，例如

UCLA 以整合式課程作為評估學生在專業領域的整體學習成效，但尚未開始進行通識教育的學習成效

評估。另外，以 CSU Long Beach 來說，通識教育已有完善的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教師的投入，積極將學習成效評估落實於課程面。若課程通過審查列於通識課程，教師須清楚列出在

通識教育面向中，預期達成的學習成效目標，同時也搭配目標設計評量的方法及規準。 

   

考察團與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會議            考察團與院長 Dr. Salinger 及主任 Dr. Gallow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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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攤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報告人：李紋霞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組副組長) 

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SU) Long Beach) 學生人數約 3 萬 4 千多

人 (大學部 27,437; 研究所 5,980)，在美西大學系統中，長灘分校以學生積極參與、教學方法創新、

教學科技、學生服務與校務行政效能等表現受到肯定。這次參訪，長灘分校負責成果導向評量政策推

動的幾位教授們分享了他們學校運作的模式和目前的成果，參與人員有 Dr. David Hood (Accreditation 

Liaison Office), Dr. Cecile Lindsay (Vice provost for Academic Affairs and Dean of Graduate Studies), Dr. 

Sharlene Sayegh (Director, Program Review and Assessment), Dr. Kelly You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iology; Assessment Coordinator Biological Science Department), Dr. Seiji Steimetz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Vice-Chair, Program Assessment and Review Council), Dr. Mary McPherso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GE Coordinator), and Dr. Terre Allen (Director, Faculty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長灘分校經驗第一個特色是有一個由下而上 (faculty-driven) 並發展完善的全校性推動學生成果

導向評量機制。從 1998 年開始，the Academic Senate (AS) 通過將學習成果導向評量納入系所學程評

鑑 (program-review) 項目的校務政策，而 the Program Assessment Review Council (PARC) 和 the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Council (CEPC) 是帶領校園成果導向評量推動的校級組織。 PARC 

協助所有週期性的系所學程評鑑並針對相關事項向 AS 提供建議；而 CEPC 和其附屬委員會負責審

核和完成教育政策。長灘分校要求所有課程大綱要註明學生學習成果，這些成果可以呈現課程獨特目

標，但必須有一些成果是連結到系所專業、通識教育和校級所期望的學習成果。 

每年系所須使用年度評量報告書表格去檢驗特定的學生學習成效並向 the Office of Program 

Review and Assessment (OPRA) 報告系所執行結果。OPRA 主任使用量化和質化方式來追蹤和分析所

有使用評量 rubric 的系所整體課程，並提供回饋意見給系所而副本送給院長與副教務長，希望系所

能在後續發展的評量中改進加強，而成果導向評量將是校內系所自評所關注的重要項目。在自評過程

之後，副教務長和院長與系所共同草擬系所承諾改善特定項目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評

量年度報告書內容項目包括: (1) 過去一年針對學位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果是如何被評量? (1B) 通識教

育學生的學習成果是如何被評量？這些並不需要在通識課程中被教授 (請參考 LEAP 的學習模組)；

(2) 請簡要描述這些學習成果如何和長灘分校的校級學習成果目標結合；(3) 針對每一項學習成果目

標，學生的學習如何被評量？(4) 每一項成果目標評量後的結果是甚麼？(5) 要如何使用這些結果來

進行課程的改進？ 

長灘分校經驗第二個特色是全校通識教育推動模式與這類課程成果導向評量落實的機制。長灘分

校學生畢業最低 120 學分中，必須要有 60 學分的通識課程；而課程由各系所負責開設，但須通過 

General Education Governing Committee (GEGC) 通識學分認證的課程申請，並在七年週期循環的系所

評鑑期間維持良好的通識課程教學品質。GEGC 會在系所自評、學程評鑑和年度評量報告相關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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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去評估系所開授的所有通識課程是否繼續達成納入通識核心能力評量方式的要求。若系所在資料

中呈現以下五項訊息，則不須再向 GEGC 提供其他補充資料以維持課程的通識認證資格。這些要求

包括:  

1. 完成和繳交系通識課程地圖中單一課程所培養的重要通識教育技能。 

2. 每一門通識認證的課程電郵繳交標準課程大綱。 

3. 重要通識教育技能和修課學生學習成果的評量方式。 

4. 修課學生重要通識教育技能達成程度的證據。 

5. 呈現這些資料如何被使用以改進通識課程的學生學習。 

 

長灘分校根據 Liberal Education and America's Promise (LEAP) 的技能內容，發展其學校所要培養

的通識核心能力，例如: 書寫和口語溝通、批判思考、量化推理、資訊和科技素養、團隊合作、創造

探索和發現、全球競爭力、跨文化能力、倫理推理和社會責任、自我了解、終身學習知能、整合和跨

領域探索方法。從 2010 秋天開始，所有開授通識教育課程的系所被期待完成系所通識教育課程地圖，

並協助每一門通識課建立至少一種學生通識核心能力達成的評量方式，而後在下一次系所評鑑週期間

逐年推廣，最後達成所有的通識核心能力都有具體的成果本位評量方法與事證。 

系所開設通識課程，不僅可吸引多元學科背景和學習興趣的學生在系裡修課，更藉此獲得校方更

多的經費補助，因此能鼓勵系所更積極邀請和安排教師開授符合通識學分認證的課程。在這樣一個機

制下，長灘分校的通識教育提供基礎性 (fundamental)、探索性 (exploratory)、和整合性 (capstone) 的

三類課程；若學生完成整合性程度課程，甚至可以獲得類似輔系 (minor) 性質的學分認證。  

至於在協助個別教師和系所實際執行成果導向評量，長灘分校提供以下幾種服務。OPRA 建立了

一個評量的網路平台 (www.csulb.edu/aa/assessment)，教師們和各系所可連結到學習成果評量的相關

資訊。同時鼓勵系所尋求 OPRA 主任的協助一起推動將成果導向評量納入課程設計中；而教師專業

發展中心也提供教師們相關的個別諮詢和工作坊研習。另外，每一個學院有一位具有教師身分的評量

協調者 (Assessment Coordinator) 協助推動成果導向評量業務。最後，許多系所都設有課程評量委員

會以審閱特定學習成果或是系所評鑑後的整體課程改革事宜。這些委員會也可以幫助同儕發展適當的

課程獨特的學習成果目標。 

總體來說，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有一個以教授為推動主力帶領者的中型工作團隊，再加上全校

政策性的要求，在落實成果導向評量到實際課程教學中，已有不少具體的成果和推動做法值得臺大參

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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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與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會議 I       考察團與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會議 II 

 

考察團與長灘分校代表合影 

 

四、美國舊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報告人：邱于真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副組長) 

一、舊金山大學簡介 

舊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SF) 為私立大學，是美國 28 所羅馬天主教大學 

(Jesuit Catholic college) 之一，也是舊金山地區最老的大學。校內共有 5 個學院，包括藝術與科學學

院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教育學院 (School of Education)、法律學院 (School of Law)、管理學

院 (School of Management)，以及護理與健康學院 (School of Nursing and Health Professions)，目前學

生人數大學部有 5248 人，研究生有 3199 人。當天與會的學校代表分別為 Dr. Gerardo, Marin (Senior 

Vice Provost)、Dr. Susan Prion (School of Nursing) & Dr. Shirley McGuir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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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大學接受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協會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WASC) 的

評鑑認可，於  2010 年  3 月完成上一次的評鑑。其間的過程包含  2005 年提出學校申請書 

(Institutional Proposal)；2007 年 10 月接受能力與準備訪視 (Capacity and Preparatory Review)；2009 

年 10 月接受教育效度訪視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Review)。 

二、護理與健康學院 

Dr. Prion & Dr. McGuire 分別來自不同學院，而兩個學院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作法恰好採取不同

的模式。「護理與健康學院」由於必須接受 WASC 以外其他專業單位的評鑑，為符合各種評鑑單位

的要求，使用的模式比較偏向「由上而下的模式」(top-down model)。該學院使用許多不同的問卷，

來蒐集學生學習成效的證據，包括學生對於一般能力 (寫作、溝通、資訊、批判分析能力等) 的自我

評估，並進行前後測；學生進入學系之初對於系上各項核心能力的自評，以及可代表學生最終學習成

效的雇主問卷。另外，Dr. Prion 也分享學院所發展設計的各類評量指標 (rubric)，包括口頭表達、書

面溝通、資格考 (comprehensive exam) 書面報告評分標準等。 

從教學意見調查的實施方式，也可看出護理與健康學院所使用的 top-down model。除了評鑑個別

老師教學的調查表之外，該學院學生還需針對「課程」填答教學意見調查表。「課程」教學意見調查

表內容包括課程大綱、課程目標、教材、評分方式、課堂或課外活動等。這份調查表的結果會公開與

系上老師分享討論，若某門課的評鑑結果不夠理想，會召開會議，大家一起齊心協力 (collaboratively) 

解決問題，改進課程。這麼做最主要的理由為營造系上「合作」氛圍，強調每門課都屬於系上的一塊，

把每門課視為整個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光只看個別老師的表現。 

三、藝術與科學學院 

「藝術與科學學院」使用的則是「由下而上的模式」(bottom-up model)。考慮到教職員通常不會

積極參與工作坊 (workshop)，Dr. McGuire 採取 work session 的方式，和院內系所主管進行一對一的

晤談，主動了解主管對系所的想法，想帶領系所往哪個方向，希望形塑系所為何種形象。Dr. McGuire 

也分享了心理系的評量報告  (assessment report)，心理系的教育目標分為分為四大領域：基礎 

(foundation)、多元 (diversity)、廣度 (breadth) 與進階研究 (advanced research)，總共有 11 項教育目

標。每一項教育目標會衍伸出若干項學習成果，進而設計「表現程度」的評量指標 (performance 

rubric)，藉此定義何謂良好的成果達成程度、不良的成果達成程度等，並且說明評量方式以及預計時

程。心理系採取了一項很好的做法，每年僅針對若干項核心能力進行評量，例如 2008 學年度，先進

行編號 1-4 核心能力的評量；2009 學年度，再進行編號 5-8 核心能力的評量。這樣的做法，不僅在

現實狀況下實際可行，一次一小步也不會造成教師太大的壓力。 

四、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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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要應付不同評鑑單位的需求，讓教職員筋疲力盡，但與會人員也明確的表示評鑑為「必要之

惡」。唯有透過品質保證的機制，才能促使系所不斷進步，提升教育品質。以下為針對舊金山大學作

法的觀察心得與感想。 

(一) 與談的兩個學院分別採取不同的策略，一個是由上而下，另一個是由下而上。至於哪一種做

法比較好，一方面可能得視學院特質而定，另一方面若能同時合併兩種模式，可能是更好的做法。校

內的重要主管，挺身帶領全校往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向前進，風行草偃，建立氛圍與文化，自然容易推

動。而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勢必要落實在課程層次，教師扮演相當重要且基礎的角色。Dr. Ewell 的建

議或許相當實際，各系所需要找出幾位備受推崇的教授代表，除了教學認真投入之外，也要能認同此

理念，願意配合校方政策，使其在系所層次確實執行 (黃淑玲，2010)。 

(二) 在強調責任績效以及證據為本的潮流下，「證據」成為相當重要的利器，因此證據的來源也

應重視。評量的最主要精神就是「多元」，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以及不同的途徑，包含自評與他評，

多元管道蒐集學生學習成效證據。這樣得到的資料才會是客觀而全面性的。 

(三) 心理系對於核心能力的評量方式值得參考。一次只聚焦於幾項核心能力的評量，而非很貪心

的一次就評量所有能力，這樣或許會讓教師感到不那麼恐懼，比較願意進行評量。另外，「第一哩路」

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同理，在一連串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的過程中，一開始清楚表達 (articulate) 學生

學習成效可能是最困難，卻也最重要的步驟。系所必須想清楚對學生的期望為何，希望學生成為什麼

樣的人，學習成效既不能太廣泛，也不能太抽象，必須落實為可被測量的行為。一旦有了清楚的學習

成效，之後的評量就容易進行。凡事慎乎始，對於剛要起步的我們，是很好的啟示。 

 

參考資料：黃淑玲 (2010)。美國 WASC 對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之經驗與建議。評 

      鑑雙月刊，27，18-22。 

   

考察團與舊金山大學會議                  考察團與舊金山大學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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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報告人：丁詩同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學習促進組組長) 

行程紀要：我們一行人在他們國際交流事務處 Mary Trechock 的歡迎中來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由他們負責教學評鑑的 Assistant vice provost，Cynthia Schrager 來跟我們說明他們的學習成效評

估的執行情形，因為她同時也是 WASC 的專員 (commissioner)，所以對美國高教評鑑有很多參與與了

解。會議之後則由校園導覽的同學幫忙導覽柏克萊悠久著名的校園。 

柏克萊現正在執行 Operation excellence，將重整行政組織成立校學與學習中心以整合輔導、教學

與學習支援，使此方面的資源發揮更好的功能。因為過去 Office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ED) 專

門協助老師改進教學嘗試和發表教師的教學努力、而語文中心輔導語文教學、研究所則有另外的輔導

機構，所以非常的零散、未來的教學中心希望能發揮整合的績效。  

學生學習成效評鑑對於研究型大學是非常不容易執行的，柏克萊的傑出表現都靠教授發起，由各

系來執行，所以每個系所對如何回應學習成效評鑑有各自的想法，他們會制訂學習目標，再由課程設

計來達成目標，接下來再評估這些目標。在柏克萊也鼓勵各系所追求學習成效為中心的教學目標，每

年補助 7-8 個系所進行整合型課程來培養學生更好的學習成效，每個計劃約一萬美元，通常他們都會

特別注意增加學術研討課程  (seminar)；他們也開始執行一個 Undergraduate student learning 

initiatives，希望能每次評估一個大學部學生的學習目標，例如，寫作能力。審視這方面的學習成效後，

再建議如何改善現有的教學方法，以增進學習成效。這種評估似乎就成為一個教鞭 (Stick)，協助系

所建立應該改善的項目，並將其設為下次審查的目標。許多單位都希望能增加這些計畫的補助金額，

如此才能激發大家對於學習成效的追求與教學改進。柏克萊也想過是否雇用兼任教師來協助教學，以

便讓老師有更多多的時間來設計更好的課程，後來決定以提供教學助理的協助，幫助減少教師的負

擔，以增加構思更好教學方式，來追求學習成效的教學系統，是承擔得起費用的執行方式。另外一個

最低成本的方式則是，尋找具有改變教學模式意願的老師，利用他們的理想與衝勁，來帶領其他老師

一起進步。 

由於柏克萊追求的是多元價值的高等教育，學校並不像有些大學有整所大學共同訂定的學習目標

也因此對於新進教師的訓練也不是只有一天的教學技巧或課程表撰寫等工作坊，而是整年的新進教師

研習，希望老師們了解多元價值，更希望他們知道學校的教學資源，以幫助他們發展自己的教學特色。 

在柏克萊也有非常多的措施來鼓勵教學表現與椎情學習成效的教育目標，例如:每年調查學生的

學習經驗、自主學習習慣、以及畢業生調查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經驗，以作為教學規畫的參考。此外也

有課程的評鑑，調查個別課程的教學成效，確保學生的受教權受到保護。 

最後，許多系所有整合性課程 (Capstone)，尤其是較小的系所較容易施行，對於大部分的系所而

言，比較高等的課程本身就是整合型課程，所以大部分的系所的學生多多少少都有這種參與整合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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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經驗。校方也在努力地找出做得成功的系所，希望能夠提供別人參考，讓成功的經驗 (例如：法文

系、化學系和分子細胞生物系) 擴及更多的系所。 

心得： 

對於研究型大學，要求老師們多花心思在追求學習成效的課程設計很難，但是柏克萊的經驗，可

以給台大一些參考的地方，例如：追求多元價值的教育目標、協助系所設立整合型課程幫助學生檢驗

學習成效、找出模範教學的設計與執行並努力推廣、幫助老師認識學校教學資源減輕教學負擔並增進

教學成效。 

對於參訪行程與人員的建議，本校一定有些老師對於我們這次參訪的學校及其執行特色有興趣，

我們可以依照可容許的團員數目，邀請幾位熱心的老師參加，將來這些老師成為系所或學校推動追求

學習成效的教學設計的種子教師，幫助我們推動這方面的業務。 

   

考察團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會議          考察團與助理副校長 Dr. Schrager 合影 

 

考察團與國際事務主任 Dr. Trechock 合影 

 



15 

 

六、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協會 (WASC –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報告人：莊榮輝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協會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WASC) 為美國 6 個區域性

認可組織之一，負責加州、夏威夷州、關島及太平洋地區各級學校的認可評鑑。其下有 3 個委員會，

分別執掌中小學、專科學校與社區大學，以及一般大學校院的認證工作。此次參訪的對象為一般大學

校院認可委員會，該委員會執行長 Ralph Wolff 於百忙之中接見訪問團。 

WASC 的評鑑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學校申請書 (Institutional Proposal)、能力與準備訪視 (Capacity 

and Preparatory Review)，以及教育效度訪視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Review)。各校在「學校申請書」

中，提出自評報告，說明學校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替學校加值 (add value)。在第二階段，WASC 的訪

視團隊到學校觀察校內的準備情形與相關機制，了解學校使用哪些方式蒐集學生學習成效證據。第三

階度的教育效度訪視，則著重於實地訪視學校的運作，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實際的學習證據等。學

校在每個階段都必須向 WASC 提交報告，報告內容則依評鑑手冊建議與規範的項目撰寫。依照評鑑

結果不同，各校分別有 5-8 年不同的年限，才再接受下一輪評鑑。 

WASC 使用一系列的評量指標  (rubric) 進行大學評鑑，稱之為教育效度架構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framework)，評量的面向包括學習、教與學環境，以及組織學習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從這些面向可以了解 WASC 所要求的具體證據，如何證明學生的學習成效。舉例來說，「學習」面向

著重於學校是否訂定學習成效、是否利用課程大綱或其他方式讓學生知道學習成效、是否有評量計

畫、是否系統性地評估學習成效等。除此之外，WASC 也提供其它幾種評量指標，幫助訪視成員評

估學校的表現，包括評量「學生學習評量是否融入學程評鑑 (program reviews)」、評量「使用歷程檔 

(portfolio) 評量系所核心能力」、評量「使用整合式課程 (capstone experiences) 評量系所核心能力」、

評量「系所核心能力的品質」等。以系所核心能力品質而言，WASC 認為好的核心能力應該有清楚的

評量標準 (例如評量指標)，學生能夠實際展現他們的學習。換言之，學習是能夠被測量的。另外，核

心能力應與課程、教學法、評量，甚至與相關的學生支援服務連結 (align)；每一項核心能力應有相對

應的評量計畫，而且說明如何針對評量結果，執行改善計畫。最後，學生應該對於系所核心能力很熟

悉，並參與評量過程，例如發展或使用評量指標評分，學生也應能夠自我評量每項核心能力的表現。 

這兩年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討論，不同類型的大學校院是否應該使用不同的評鑑標準，研究型大學

與教學型大學的重點與方向都不同，若都以相同的規範要求，是否合理？Ralph Wolff 對於這點有自己

的看法。首先，他認為如何定義不同類型，如何將每個學校歸類在某一類型，其中都尚有討論空間，

之間的界限也並不是那麼明確。再者，未來學生進入職場，當與其他同儕競爭時，重要的可能不是他

在哪裡取得學位，而是他所接受的訓練以及他的能力，因此不管哪種類型的學校，都有責任給學生最

好的教育。而評鑑的目的就是讓學校有自我品質保證與進步的機制，確保學校的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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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f 打趣地說，以前的評鑑過程可稱為晤談治療 (talk therapy)，現在的評鑑則看重學生的精熟

程度 (level of proficiency)，到底何謂夠好、夠優秀 (good enough)，把原本隱諱不明的轉為清楚明確 

(take implicit to explicit)，換句話說即要求證據模式 (evidence model)。因此，「透明化」(transparency) 

對於 WASC 的評鑑過程與結果越顯重要。學校應該公布學生的學習成效評量結果，評鑑單位對於學

校的評鑑結果也應該公開透明化，公開的評鑑指標以及納入公眾成員 (public members) 也是促使評鑑

透明化的策略。 

評鑑組織是促使學校了解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的主要推動力，Wolff 認為要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學校整體應該共同努力。例如資源、管理、制度、教師品質，都應該建立與把關，而不只是教學中心

的責任。在以研究為主要排名依據的現實條件下，推動學生學習成效一直受到阻力，而且教職員的心

態改變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WASC 藉由規劃工作坊、辦理教育訓練講座、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協助

學校逐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的理念與做法。而 WASC 以各種評量指標的方式評鑑大學，也使得

大學有規準可循，不但了解何謂高品質的表現，也不至於忽略了某些重要的面向。畢竟評鑑的目的是

為了改進 (improve)，而不是為了證明 (prove)。 

   

考察團與美國西部校院認可協會會議        考察團致贈主席 Dr. Wolff 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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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為迎接全球高教評鑑的嶄新趨勢，本校在推動「學習成果導向」的教學改革進程中，已完成「課

程地圖」及「核心能力」建置等基礎工作，如何接續推展有效的學習評量制度，積極運用評量結果導

引課程改革，進而凝聚系所共識，形塑校園文化，使「學習成果導向」成為教學主流，則為本校目前

極欲突破的瓶項，與下一階段教務改革工作的重點． 

  本次美西考察團透過與各校專責「學習評量」單位的會議交流，深入瞭解美國頂尖大學如何發展

學習評估計畫與評估指標，如何藉由制度化與觀念溝通誘導師生認同及參與，如何建置專責單位提供

專業的訓練諮詢服務，並探討各校在實行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藉以反思本校目前政策有待

改進之處．此行並與受訪各校建立良好關係，尤以與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學會開創成功的參訪合作

模式，足供日後出國考察規劃之借鏡， 

  考察團返國後已於 2 月 24 日召開會議，彙整考察心得與意見，著手擬訂推動學習成果評量之相

關策略，以落實考察成果．然推動「學習成果導向」的教學改革非一蹴可及，未來如何持續與各國名

校，以及國外專責高教評鑑的機構，密切互動，持續交流，進而使本校教務工作與國際接軌，以達成

本校邁向世界頂尖大學的目標，則是教務處同仁須面對的挑戰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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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行程 Visiting Schedule 

 日期 行程 

Feb 4
th

 Saturday 23:40  Taipei － Los Angeles ( 

(Arrival at Local Time: 19:05, Feb 4th) 

Feb 5
th

 Sunday Meeting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Feb 6
th 

Monday 10:00 – 11:30  Visiting UCLA  

(2300 Murphy Hall (second floor), Office of the Deans, UCLA, Le Conte Ave & Westwood 

Blvd, Westwood, CA 90024  Tel: 310-825-9009) 

14:30 – 16:30  Visiting UC Irvine 

(Conference Room in Aldrich Ha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rvine, CA 92697  Tél : 

949- 824-6988) 

Feb 7
th

 Tuesday 10:00 – Noon Visiting CSU Long Beach  

(Brotman Hall,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1250 Bellflower Blvd.Long Beach, CA 90840  Tel: (949) 230-7360) 

Feb 8
th 

Wednesday 09:00 – 10:25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Feb 9
th 

Thursday 09:30 – 11:30  Visiting USF  

(President's Conference Room (Lone Mountain Rossi 419),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130 Fulto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7-1080  Tel: 415-422-6919 )  

13:15 – 15:30  Visiting U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erkeley CA 94720 Tel: 510-642-2547) 

Feb 10
th

 Friday 09:30 – 11:30  Visiting WASC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985 Atlantic Ave Suite 100, Alameda, CA 

94501  Tel: (510) 748-9791) 

Feb 11
th

 Saturday Meeting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Feb 12
th 

Sunday 00:05  San Francisco － Taipei  

(Arrival at Local Time: 06:00, Feb 13th) 

 


